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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事关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

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近现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

武器装备作为基本物质条件，在现代战争和国防安全中的地位愈发突出。

为了政权巩固和国防安全，各国都高度重视军事武器装备建设，想方设法

通过自行研制或是直接、间接引进等多种方式，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在

客观上推动了国际军事武器装备贸易（以下简称“国际军贸”）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背景之下，国际军贸，尤其是 “一超多

强”的大国军贸，更是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国际军贸已经成了实现国家意

志，促进国家整体战略达成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式。因此，从我国国家战

略和军贸发展角度，围绕东南亚、南亚、中亚、海湾、北非、西非和南美

等七大区域，对全球重点地区的国际军贸实施前沿跟踪，探究其规律，挖

掘其经验，预测其走向，分析其影响，对于提升我国国际军贸工作水平，

维护国家利益，支撑新常态下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进而捍卫国家安

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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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当前世界国际军贸综述 

    一、新形势下国际军贸的特点 

军事武器装备是国际贸易中的特殊敏感商品，具有二元性：一是商品

属性，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价值规律，受国际军贸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二

是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体现国家意志，具有政治属性，受到国家利益、

军事、外交等多种因素制约。冷战结束后，东西方铁幕轰然倒塌，原有军

贸规则和格局被打破，国际军贸开始了新的阶段。进入 21 世纪以后，受到

国际防务安全形势的变化和武器装备信息化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军贸

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外交政策与国际军贸结合越发紧密 

从军贸输出国来看，国际军贸直接反映国家意志，体现国家实力，是

大国政治、外交手段和国家影响力的延伸和补充。可以说：军贸不是目的

（或者说主要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也是支持国

家整体战略的手段。因为军事武器装备对国家安全和国防的重大影响，所

以大国通过输出、如何输出或者不输出特定的军事武器装备对其他国家施

加影响，进而部分掌握、控制对象国家的国防安全命脉，使对象国家在一

定程度上产生对自身的依赖或者依附作用，达到左右对象国家政策走向的

目的。因此，世界大国无一不对国际军贸高度重视，在政府对外工作中处

于高度优先地位，将国家外交与国际军贸紧密联系，动用国家行为推进军

贸。可以说，每一单军贸大单的背后，都有国家政权的支持，都有外交利

益的博弈。例如，为了推进军售，西方国家领导人常常亲自上阵推销，美

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首相卡梅伦等都曾走到过对外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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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线，把军贸合作当成对外访问的重要议题之一。同时，在工作机制

上，法国总统亲自指示成立了武器销售特别领导小组，加强政府部门间协

调，以便对任何一个武器销售机会做出快速反应；美国国防部设有专门部

门负责国防部外国军事销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高级官员专门负责国防

贸易、出口政策与技术合作等等。 

（二）竞争更加激烈 

 “9.11”之后，随着国际社会反恐斗争和打击极端势力、分裂势力的

需要，国际军贸市场需求不断拉升，自 2010 年开始进入一个“小高潮”。

但受西方国家预算削减和中东地区石油收益下降的影响，2016 年全球防务

支出略有收缩，国际军贸预计进入相对稳定的平台期。在此背景下，预计

国际军贸总体上将继续维持“相对的买方市场”态势，采购国对供应国的

选择将有更大的自由度，有更多讨价还价的话语权，因而国际军贸的争夺

和竞争将越发激烈，幕后的国家角力可能进一步升级。需要说明的是，之

所以说国际军贸总体上是“相对的买方市场”，是因为一方面对于技术含

量较低且未经信息化改造的轻武器、火炮、装甲车辆等低端装备，生产门

槛较低，供应国众多，规格型号繁杂，国际产能过剩；但另一方面，经过

信息化改造的，性能优异的高端装备，需要较高的准入门槛和相当的科技

基础，供应国较少，竞争激烈程度相对较低。而且，由于国际军贸的政治

属性，对于有些关键性的武器装备，也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 

（三）部分领域形成垄断局面 

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往往都最先应用在军工领域。随着近年来信息技

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武器装备研发难度越来越大，制造要求越来越严，功

能需求越来越多，成本也越来越高，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优势生产要素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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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中，再加上军事装备本身具有政治属性，背后的大国又想方设法推波

助澜，这种集中就会越来越明显，甚至在某些领域形成了垄断格局。最典

型的例子莫过于 JSF 项目。虽然在历史上有过航空军事装备制造的辉煌成

绩，但在第四代战斗机（美标）的独立研发和生产制造方面，西欧诸国已

经完全退出，将未来数千亿美元的市场拱手让给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而

美国则依靠自身强大的军工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以 F-35战斗机为抓手，

成功地联合（或者说是要挟）了她的几乎所有盟国，美国的政治外交影响

力优势得以进一步加强。 

（四）技术产业合作需求强烈 

在当前的国际军贸市场上，在最终落地的大单中，往往都会有技术转

让和合作、授权生产的条款，这对于具备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来说，几乎

已经成为必须要谈到、谈好的内容。一方面，采购国的确可以通过合作和

授权生产的方式获得额外的补偿，拉动本国的武器装备生产，更好地吃透

引进装备，切实提升自己国家的军工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合作的方

式，也可以部分压低价格，比较容易获得本国预算决策和审核部门的认可。

比如，美国授权韩国组装生产的 KF-16 战斗机，授权埃及组装的 M1 主战坦

克等；就在前一阶段沸沸扬扬的土耳其远程防空导弹项目的国际招标过程

中，土方曾经放出风来说我国的 FT-2000 地空导弹系统初步中标，在对中

标原因进行解释时，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我国可以提供技术转让。而后土

方又利用该条款，对欧洲和美国的投标方提出了新的要求。 

（五）装备体系化趋势明显 

任何一件现代武器装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与其他武器装备或者

系统产生联系，获得支持保障。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一种武器只有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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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体系中才能发挥其最大效能。所以，只要有条件的国家，无一不想把

自己的产品和支持体系做大做全。这样，一方面自己可以成套、成系统、

成体系地出售一揽子的武器装备，获得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输出

成套的体系，可以最大限度地“绑架”采购国，为今后其他装备的供应铺

平道路。比如，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从通讯网络到情报指挥系统，从雷达

数据链到实体武器装备等，成龙配套，高低搭配，就是典型的全体系输出。 

二、军贸采购方分析 

（一） 军贸采购方特点分类 

国际军贸采购方是国际军贸市场上的“买主”。这些采购方国家根据

自身意识形态、政治倾向、核心利益，重大关切、科技实力和文化传统等

具体国情的不同，在国际军贸采购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简单归纳

起来，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消化吸收型。该类型的采购方本身就具有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军

工研发制造力量。引进国外军事武器装备的目的在填补自身装备空白，提

升军工科技实力，尽快形成战斗力。该类型国家说到底还是立足于自力更

生，只是把引进装备作为补充。因此，这类采购方重点关注的是军事装备

的技术转让和合作。属于这一类的国家有土耳其、新加坡、韩国等。比如

土耳其就将从我国进口的卫士-1 型火箭炮进行了仿制，而后在 2014 年将仿

制型号推向国际市场。 

2.技术崇拜型。印度是这一类型采购方的典型代表。该类型采购方一

般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充足的预算，是国际军贸市场的“VIP”客户。他

们对武器装备的价格不敏感，对装备的可靠性也通常不作为重点因素考虑，

但极为关心装备的性能，指标越高越好，技术越炫越好。比如在印度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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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30 战斗机的选型问题上，印度军方就置已经成熟实用的苏-30K 系列于

不顾，直接投资购买安装有矢量发动机且尚在实验的型号（即后来的苏

-30MKI），为此不惜忍受供应方提高价格、延迟交货等不利条件，并敢于冒

一定的技术风险。沙特、阿联酋等财大气粗的海湾石油国家也具备这一类

型的特点，甚至可以做到永远追求最先进的装备，采购的武器装备远超自

身使用需要，剩余装备作为储备进行封存。 

3.被动接受型。我国台湾地区是这一类型的采购方的典型代表。该类

型采购方，一方面自身实力并不足以完全独立研发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另

一方面又因为政治、外交等原因，无法在国际军贸市场上自主采购军事装

备，因此只能被动接受供应国的条件。而且，由于供应国的各类基础装备

和标准体系已经在自己的装备体系内先入为主，所以在国际军贸领域没有

多少话语权，基本上属于“给什么就要什么”，照单全收，而且通常还被

附加有严苛的使用条件。比如，台湾购买的美国 F-16A/B 战斗机，在进行

全机队中期升级军贸过程中，美国给定了有关雷达电子设备和 AIM-120 空

空导弹的严格限制，甚至不在台湾岛内存储，在训练和实际使用中必须要

事先请示美国核准。 

4.务实理智型。该类型的采购方包括巴基斯坦、泰国等，这些国家具

备一定的实力，对于自身的科技和军工水平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能够从实

际出发，提出先进性和实用性较为平衡的采购需求，是国际军贸市场上较

为“明智”的采购者。而且，这一类采购方比较重视引进装备和自身既有

体系的融合程度，比较希望通过引进装备和技术来提高自身的军工研发制

造水平。比如，巴基斯坦对我国军事装备的引进就经历了一个较为有趣的

过程。早在上个世纪 70、80 年代，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巴军方购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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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歼 6、歼 7 等“物美价廉”的战斗机，但又通过引进西方电子设备等形式，

对这些战斗机进行改进以符合自身的需求，效果良好。进入 21 世纪以后，

随着我国军事装备科技水平的飞速提升，巴军方已经基本放弃了引入西方

设备对我国生产的装备进行改进，转而直接提出需求，联合研制，并通过

消化吸收，逐步带动本国军工产业的进步，最终又将这些装备推向国际市

场。比如，JF-17“雷电”（我国称“枭龙”）战斗机和“哈利德”主战坦

克项目等。 

（二）影响采购方决策的因素 

1.政治因素。由于国际军贸活动和国家意志紧密相连，体现国家利益

和国家战略，因而对于采购方来说，向谁采购武器装备，采购什么武器装

备，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出国家整体战略上的“选边站队”，要充分考虑清

楚自身的政治倾向和国家战略，尤其在事关重大的关键军事装备引进决策

上，政治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决策的首要因素。 

2.武器装备性能。在当今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武器装备本身的性能提

升和进步日新月异，因此作为采购方来说，自然希望能够得到性能优秀的

军事武器装备。而且通过引进和采购，一旦占领了武器装备性能的制高点，

尤其是形成了对周边威胁的“代差”优势，无疑将会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

更加有利的地位。因此，武器装备本身的性能也是采购方决策的重要依据。 

3.体系融合程度。现代战争是体系的对抗，脱离了体系的支持，武器

装备的实际效能将难以充分发挥。而一个国家的国防体系并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建成的，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特定

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在考虑引进武器装备时，任何具有远见的决策者

都会考虑该装备是否能融入自身已有的国防体系，从而发挥引进装备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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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能效。 

4.自主生产维护。在当今国际军贸活动中，技术转让和合作已经成为

重要内容，是保持武器装备战斗力，提高本国军工研发制造水平的重要条

件和有效途径。因此，在对于某项武器装备的引进决策中，如果能够同步

获得技术转让，进而具备维修保障能力，将给采购方的最终决策提供相当

有利的支持。 

5.全寿命使用成本。在采购方的武器装备采购过程中，一般会采用国

际招标的方式，因此成本和价格因素就成为采购方决定中标方的重要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采购方在考虑价格因素时，一般会采用全寿命价格的方式

评估引进成本，即综合考察武器装备净价、配套设备、弹药、人员培训、

后勤维护、升级和使用周期等多方面因素。 

6.现实需求紧迫程度。任何军事武器装备的功能都是有限的，在设计

武器之初就会有相应的使用环境，能够“包打天下”的武器是不存在的，

而且从装备采购到位到形成实际战斗力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采购方会

综合评估自身实际需求的轻重缓急，将最需要的装备列为优先保障的采购

项目，力求尽快形成战斗力。 

（三）我国周边国家军贸采购分析 

从近年来我国周边国家军贸采购的案例来看，大国军贸的主要对象包

括印度、韩国、日本、台湾、越南等国家，而且对于中亚国家也逐渐开始

渗透；军贸的具体装备从战舰、潜艇、作战飞机到雷达、电子设备、武器

弹药等，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在销售模式上，既有传统的直接购买，也

有技术转让、授权生产，甚至还包括租赁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周

边国家大型关键性武器装备的进口能够体现出对我国的一定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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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越南为例，进行深入分析。 

从原苏联时代开始，越南是俄罗斯军贸的传统市场。上世纪 80 年代与

我国大规模边境冲突告一段落后，越南开始大规模精简陆军，海空军的地

位逐渐上升。尤其是基于其国内的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特点，海洋资源在

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渐突出。这导致其国防战略指导思想呈现出明显的

陆缩海进特点，其立足点是：在近期加强沿海和海上布防，确保南海、北

部湾和暹罗湾的既得利益。2000 年，越南根据其面临的安全形势和未来高

技术战争的特点，提出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明确“以全球范围内

的潜在敌人，以对越构成威胁的周边大国为地区主要作战对象；以保卫领

土主权完整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战略目标；以积极应付局部战争和武装

冲突，坚决抵制和平演变为军事战略方针；以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

自卫队三种武装力量相结合，中小规模的集中进攻与广泛防御相结合为作

战模式；以武装力量为主体，发挥全面抗敌的作用，建立区域防御体系为

战略手段”。其指向性非常明显，也正是在这种方针指导下，越南海空军

开始了新一轮的装备更新，苏-30MK2V战斗机，卡-28直升机，“基洛”级

636型潜艇，1241.8型“闪电”导弹艇、“猎豹”级轻型护卫舰，K-300P“堡

垒”岸基机动反舰导弹系统纷纷入役。同时，除了俄罗斯、朝鲜、原东欧

国家等传统军贸伙伴外，越南也开始向西欧，如荷兰（4艘“西格玛”级轻

型护卫舰），印度、日本、美国等新伙伴提出了军贸需求，值得高度关注。 

目前，随着“基洛”级 636 型潜艇的陆续到货，越南将形成航空兵、

潜艇、水面舰艇和岸基反舰导弹四位一体的海上作战体系，2016 年是其大

力建设该体系比较重要的一年，新装备的作战能力将在未来 3-5 年内逐步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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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俄罗斯在 3-5 年内仍将是越军装备的主要提供者。印度扩

军潮进入尾声，且有转向西欧、美国、以色列的趋势，导致俄罗斯军贸很

快就会面临一个增长“断崖”，同时由于技术更新乏力，苏联时期的老本

已经不多，加上我国等新兴军贸供应大国的竞争，俄制装备市场接受度大

跌，军贸压力很大。因此，使南海保持一定的紧张度，继续保持和扩大越

南军贸市场，将是今后俄罗斯军贸企业的重点之一，“有钱就卖”的情况

将会持续。同时这种军贸也有利于保持对越南的传统影响力，对我国南下

战略也有间接施加影响的空间，可谓一举数得。 

三、大国军贸供应方分析 

（一）军贸供应方特点分类 

国际军贸供应方是国际军贸市场上的“卖主”。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

局的转型、防务领域的形势变化和武器装备新技术的应用，传统的武器装

备供应国的市场份额和占有率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出各自的特点。简单归

纳起来，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强力推进型。冷战结束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国

际政治领域和军工科技领域可谓是一骑绝尘，占尽优势，一方面借助其国

际影响力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对其盟国大肆推销其产品，在某些领域形成了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独占态势；另一方面依靠国际军贸活动进一步

巩固其政治外交成果，打压竞争对手，达到长期称霸并维护垄断地位、获

取垄断利益的战略目的。 

2.技术优势型。这一类型的供应国主要包括西方一些传统军贸强国。

这些国家的军事武器装备在整体上和体系上无法与美国竞争，但在一些传

统领域还是能够找到自身的优势项目，从而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分一杯羹，



 

www.grandviewcn.com 11 

 

甚至在个别领域还能够形成局部的技术制高点，打动采购方。比如，以色

列就可以将自己的优势产品如雷达电子设备、“巴拉克”舰空导弹等打入

我国周边的印度、新加坡。 

3.传统维持型。这一类型的供应国主要是指俄罗斯。俄罗斯继承了原

苏联的大部分军工遗产，当然也包括传统的原苏联武器使用国，如我国周

边的印度、越南、蒙古、朝鲜、中亚地区等。这些使用国由于装备体系和

使用习惯等原因，比较容易接受俄制的武器装备。同时，出于经济原因，

俄罗斯也努力扩大军品出口，希望延续和维持原苏联武器装备的既有领地。 

（二）影响供应方决策的因素 

国际军贸虽然在总体上是“相对的买方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武器

装备的供应方在销售军品时就一定会有求必应。除了受到国际条约的限制

以外，供应国在决定向某个国家出售某种武器装备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 

1.政治和安全。由于军事武器装备在国际军贸活动中的政治属性，使

得供应国在进行出售决策时首先就要考虑政治因素，要通过国际军贸保障

或支持国家政治利益的实现，巩固国家政治地位和外交成果，绝不可能为

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政治利益。同时，要确保出售的武器不损害本国的

安全利益，防止高端的武器装备流入敌对国家、战略对手或者潜在敌对势

力的手中，避免“养虎为患”。 

2.国家整体战略。国际军贸必须为国家的整体战略大局服务，尤其要

为国家的军事利益服务。通过出售军事武器装备，有利于加强供应国和采

购国之间的军事关系，形成军事互信，巩固军事合作，并通过军贸活动和

军事合作，促进外交关系，甚至形成同盟关系，为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外

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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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利益。军事武器装备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具有较高的利润，尤

其是对于处在垄断地位的供应国来说，武器装备的经济利益相当可观。利

用国际军贸渠道，不仅可以消化国内过剩产能，调整军事工业结构，而且

还可以利用赚取的利润作为武器装备研发升级的资金，减少本国财政压力。

在苏联解体后的艰难岁月，俄罗斯苏霍伊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之路就清楚地

表明了军贸的经济利益对于国家军事工业的重大作用。 

（三）国际军贸供应方分析 

从武器装备供应国的角度看，美国、俄罗斯占有主要份额，同时法国、

德国、以色列等国家也在逐步拓展自身的市场。对武器供应国来说，除向

个别受制裁有限制的国家出售武器装备比较慎重外，态度通常较为积极，

对所出售武器装备的进攻性或是防御性以及对地区平衡的影响等因素考虑

较少。 

下面以印度为例，来进行深入分析。 

正如印度国父尼赫鲁所说“印度要么做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

匿迹”。因此印度不仅在南亚次大陆表现出独霸雄心，同时也大举“东

进”，试图通过印日合作，印越合作插手南我国海地区，与我国展开某种

角逐，以期“战胜”或至少有效遏制地区强国，赢得大国地位。因此，印

度积极通过各渠道大力引进武器装备，过去 5 年来持续保持武器进口第一

大国的地位。（世界十大武器进口国中，亚洲占一半，占全球进口总量的 30%，

而印度占全亚洲的 34%。）上世纪 60 年代，印度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

优于我国，当初的东西方阵营和如今的美俄欧盟都将印度视为重要的拉拢

对象，因此其在国际军贸领域可以左右逢源。该国 70%的进口武器来自俄罗

斯，是俄制武器的最大买家。但美国和以英法为首的欧盟已经挤进印度武



 

www.grandviewcn.com 13 

 

器市场，严重动摇了俄制武器的地位。 

1.美国的主要做法 

一是以高精尖破局。美国注意到近期印度近半国防开支将流向空军，

用以更换战机机群以及整个运输机机群和直升机机群。印度空军还计划将

其最大有效战机中队数量从 39.5 个提高到 45 个(约 900 架飞机)。这势必

淘汰大批老化苏制战斗机，而其本国生产的“光辉”战斗机已成“白象”

（意即又贵又不好用）工程，利润丰厚的战斗机市场将向美国和欧盟打开。

在此背景下，针对印度技术崇拜型的采购特点且处处与我国、巴基斯坦比

较的防范心理，美国一开始就投其所好，对印度推销的军事装备技术水平

相当之高，与向其他同盟国推销的技术装备水平相当，大大高于向巴基斯

坦出口的同类系统。（这主要是防范我国与巴基斯坦可能的军事接触，美国

还对巴基斯坦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规定，绝不允许我国人员接近美式装备。

而对印度却没有这样的限制，摆出了一副极为亲近的姿态。）于是，技术独

步全球的 C-17 运输机交易最先达成，14 架价值 58 亿美元（含零件、机组

成员培训费等所有费用）的大单落入囊中。C-17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大

型战略运输机，其机载设备总体水平比印军现役的伊尔 76 先进约 20 年，

完全满足了印度“要贵、要好、要超过中国”的技术及心理需求，将俄制

伊尔-76军用运输机彻底取代，同时极大地提高了印度军队针对我国，尤其

是藏南地区的快速部署能力。美国货由此成功打进印度军贸市场，擦亮了

其高精尖的招牌。而后波音公司再接再厉，又拿下为印度生产 P-8I巡逻机

的合同。紧接着，精明的美国军火商接踵而至，接连与印度军方达成了以

下协议：6艘 C-130J 运输机、“加拉希瓦”(Jalashwa，原美国海军“特林

顿”号)两栖登陆舰、145 门 M777轻型榴弹炮。仅仅 5 年，在大多数项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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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际竞标的情况下，美国就单方面取得了印度军贸订单，破局成功，大

大挤压了俄罗斯军贸的空间，削弱了其一家独大的局面，为下一步攻城略

地取得了立足点。 

二是深入合作加强渗透。2015-2016 财年印度国防预算继续增长。鉴于

莫迪政府试图提升军队装备，实现大国雄心的民族主义心态，在增加军贸

力度的同时，美国因势利导，不仅大造舆论，提出印度“海、陆、空三军

以及海岸警卫队以及准军事组织都需要卫星及网络中心”，而且在 2012 年

进一步放松了对印度高新技术出口的限制，并公开宣称美印的国防采购并

不是买方与卖方的关系，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产品，

而印度致力于本国军事现代化项目”。同时，美方积极利用美印商业委员

会（USIBC）等平台，呼吁印度改革一系列国防政策，进一步推动两国之间

的相关贸易和工业合作。总体上看，美国的切入点对印度极具诱惑力，一

心想成为大国的印度对先进技术和自身军工升级的要求之迫切，使得即便

是莫迪这样充满印度民族主义独立自主色彩的政府也不得不考虑美国的要

求。 

三是严格控制核心技术。美国对核心技术的管控非常严格，即便是铁

杆盟友英国、日本也不例外。售予英国的 F-35 为缩水版，引发英国抗议，

至于售予日本的宙斯盾系统、AIM-120中距空空导弹，美国也都进行了细致

的技术封锁和使用限制。售予日本的 F-15J 战斗机雷达功能起初只有对空

模式，没有对地对海扫描模式，功能单一。对印度同样如此，美国不仅严

格限制武器的技术先进性，且对发动机、指控软件等核心技术严格保密。

在交付印度 C-130J“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时，美国拆除了一些先进的通讯

设备，包括 AN/ARC-222 单通道地空无线电通信系统、KV-119 数字化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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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接收机、TACTERM 先进窄带语音通信终端、联合信号公司的 KY-58 保密

语音通信装置以及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的 AN/ARC-210（V）卫星通信接收

机。这些设备主要用于保证加密通讯，尤其在特种作战中用途更大。据称，

由于印度方面拒绝签署通信与情报安全备忘录（CISMOA），美国方面最终拒

绝为其安装此类设备。估计正是因为美国的技术封锁，在美印之间购买

C-17、AH-64、M777榴弹炮等军贸交易和计划中，一向高度重视技术转移，

频频要求供货方在本地实现生产组装的印度，一次也没有向美方提出技术

转移、以及在印度组装的附加条件。掌握核心技术不仅增加了美方的筹码，

也为巨大的商业利益留足了空间。印度对此心知肚明，其应对方式是一方

面拓展军贸合作对象，如以色列（2007 年已成为印度第二大武器供应国，

2009 年以色列一半的国防出口总额流向印度，以色列和印度关系有向战略

盟友方向发展的趋势，值得我国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开放军工私营化，向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吸取先进技术，提高本国的技术开发和制造能力。 

2.美印关系分析 

奉行“国家利益第一”的美国一贯将军售问题与各种问题挂钩，通过

各种附加条件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做法屡见不鲜。目前，美国对印度摆出

了一副亲热的面孔，没有借军售提出过多的附加条件，显然是采取了稳扎

稳打，步步为营，慢慢渗透的战略，以此拉拢印度。而作为不结盟运动倡

导者之一，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独立、全方位地发展与诸大国

的关系。但在苏联解体之后，印度失去了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骑墙的国际

环境，印度领导人很快意识到，基于印度自身利益，必须现实地思考当前

“一超多强”并存的国际格局，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彻底回归“印度的理

性”。因此美印关系虽然在 1998 年伯克兰核试验以后一度停滞，但在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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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进入高速发展期，美国不仅宣布解除对印度的制裁，还积极发展与

印度的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2010 年举行的首次印美战略对话则是印美形

成“准盟友”的标志。 

美国希望借助军贸等各种渠道的政治军事合作，进一步将影响力深入

到印度核心领域，诱使印度彻底倒向美国操控的全球战略体系（北约安全

体系以及西太平洋美日印澳体系）。美国对这种方法可谓驾轻就熟，对日韩，

尤其是与印度国情类似的埃及身上效果明显。而印度则试图通过美国获取

先进技术，借势提升印度在全球事务中的身价和发言权，同时全面升级本

国军事实力，确保其“大国地位”，抵消我国和巴基斯坦的“威胁”。 

但印度领导人也清楚，美印实现军事合作是一把双刃剑，过于靠近美

国将导致印度对美国的“战略模糊”不复存在，被看透底牌的印度可能将

就此彻底失去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如果将来中俄与美国的矛盾突出，

那么印度的合纵空间就会被压缩，尤其在中印边境问题渐趋稳定的情况下，

美国要印度在印度洋和南海挑战中国，让印度按照美国的战略布局做遏制

中国的马前卒和急先锋，这显然不符合印度的安全和经济战略需要。因此，

印度如何利用美国的战略需求，审时度势，博弈权衡，在军事和经济上发

展自己，决定了印度外交和军贸的未来。  

四、大国军贸对我国周边的影响 

通过对国际军贸采购方和供应方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国通过军贸手段

持续对我周边国家施加影响。目前，随着我国自身实力的快速提升，在总

体上，部分周边国家通过军贸手段获得的武器装备尚不足以明显改变我国

周边的安全态势，其对我安全的影响远远小于印巴和朝鲜等国对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研发制造，但也逐渐产生了一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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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通过军贸渠道，大国获得了介入我周边国家内部事务的渠道，进

而影响到周边安全局势。伴随着武器装备的引进，大国的军事工业、后勤

服务、培训支持、技术顾问等后续工作团队将随武器装备本身一并进驻采

购国，并持续发挥其影响力。尤其是伴随军贸而来的附加政治、经济条件，

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采购国的政策，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国处理地区

事务的复杂性。 

二是通过持续对外采购先进军事装备，相关国家可能对自身实力和形

势产生误判。对外采购军事装备，在短期内可以较为明显地提升采购国的

硬件军事水平，而短期内军事水平在“表面”上的增长将会明显影响相关

国家对自身实力的评估，从而可能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加强硬，或者提出更

高的 “要价”。尤其是针对我国进行的军事装备采购一旦实际到位，将对

我国的相关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三是大国军贸可能会加剧我周边地区不稳定因素，对我周边安全产生

潜在威胁。我国周边国家情况复杂，有的国家相互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矛

盾，在此情况下，大国有可能利用军贸手段，快速提升某个国家的军事装

备水平，打破地区防务平衡，并配合政治、外交、经济手段，制造紧张局

势，引发军备竞赛，从而对我周边安全产生威胁。 

针对以上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我国一方面应提前着手，未雨绸缪，

加强研究，密切关注，审慎评估；另一方面要以政治、经济、外交等综合

手段主动应对，打好“组合拳”，尤其是要做好自身的军贸文章，分析重

点军贸区域，提升自身的军贸水平，以军贸对军贸，维护周边的安全稳定

与均衡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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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东南亚区域军贸分析 

东南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共有 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

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面积约

457 万平方千米。其中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越南、老挝、缅甸与我

国陆上接壤。东南亚地区战略位置重要，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明

显，人口稠密，华侨聚集，与我国关系密切，是我国军贸工作的重点区域。 

一、东南亚国家武器装备分析 

（一）现有武器装备情况分析 

1. 步兵轻武器。东南亚国家步兵轻武器装备来源较为繁杂，基本上世

界主要枪族在这一地区都有装备。总体来看，装备量较大的轻武器主要包

括苏/俄系的 AK 自动步枪枪族、美国的 M4 和 AR 卡宾枪系列、德国的 MP5

冲锋枪、G36 自动步枪和奥地利的 AUG系列等。狙击步枪装备的种类更为繁

杂，从老式的 SVD 到较新式的 SR25、M110 等，涵盖七八个国家的 10 余个

型号，口径也从 12.7 毫米到 5.56 毫米不等。轻机枪和通用机枪则包括了

苏/俄的 RPK/RPM、比利时的 FN米尼米、美国的 M60/M241在内的多种型号。 

东南亚国家自动步枪装备情况表 

型号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SAR21 自产 标准装备 新加坡 

AK101/102 俄罗斯 少量装备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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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74 俄罗斯 
海军陆战队少量装

备 
越南 

AK47/56式 原苏联/中国/自产   越南 

AKM 原苏联/自产 标准装备 越南 

AK74U 原苏联/俄罗斯 特种部队装备 越南 

TAR21 以色列 
海军特种部队少量

装备 
越南 

SS1 自产 标准装备 印尼 

HK33 德国/自产   泰国 

TAR21 以色列 标准装备 泰国 

AUG 奥地利 特种部队装备 泰国 

M4A1 美国 少量装备 泰国 

M4 美国/自产   马来西亚 

AUG 奥地利/自产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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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552/553 瑞士 特种部队装备 马来西亚 

97 式 中国   柬埔寨 

M16 美国/自产   菲律宾 

AUG 奥地利   菲律宾 

G-36 德国 特种部队装备 菲律宾 

81 式 中国   缅甸 

AK47 原苏联   老挝 

AK74 原苏联   老挝 

M16 美国   文莱 

SAR21 新加坡   文莱 

L1A1 英国 标准装备 文莱 

 

东南亚国家狙击步枪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SVD 狙击步枪 原苏联/自产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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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U 狙击步枪 俄罗斯 特种部队装备 越南 

AWM 狙击步枪 英国   印尼 

SPR1/2/3 狙击步枪 自产 标准装备 印尼 

L96A1 狙击步枪 英国   新加坡 

SSG69 狙击步枪 澳大利亚   新加坡 

M110 狙击步枪 美国   新加坡 

SSG3000 狙击步枪 瑞士   泰国 

SR25 狙击步枪 美国   泰国 

M95 反器材/狙击 美国   马来西亚 

SR-25 狙击步枪 美国   马来西亚 

M82 反器材/狙击 美国   菲律宾 

SR-25 狙击步枪 美国   菲律宾 

79 式 狙击步枪 中国   柬埔寨 

M82 反器材/狙击 美国   缅甸 

SVD 狙击步枪 原苏联   老挝 

 

2. 坦克和装甲车辆。受到作战地域地形特点限制，东南亚国家第三代

主战坦克装备量不大，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新加坡和印尼装备的德制“豹



 

www.grandviewcn.com 22 

 

2”，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装备的俄/乌制 T-72/T-84/T-90 和缅甸装备的

MBT-2000 等。真正作为装甲部队主力的是诸如英制的 FV101、法制的 AMX-13

等轻型坦克和大量的轮式步兵战车及装甲输送车，数量多达 3000 辆以上。 

东南亚国家坦克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豹”2SG 主战坦克 德国 200 辆 新加坡 

“梅卡瓦”4 主战坦克 以色列 订购 50 辆 新加坡 

BIONIX 轻型坦克 自产 500 辆 新加坡 

T-90 主战坦克 俄罗斯 100 辆 越南 

T-72 主战坦克 
原苏联/俄罗

斯 
480 辆 越南 

T-62 主战坦克 原苏联 70 辆 越南 

T-54/55/59

式 
主战坦克 原苏联/中国 

1200辆，大部

分已转入预

备役 

越南 

“豹”2 主战坦克 德国 130 辆 印尼 

AMX-13 轻型坦克 法国 275 辆 印尼 

FV101 轻型坦克 英国 60 辆 印尼 

T-84M 主战坦克 乌克兰 
50 辆，一说

200 辆 
泰国 



 

www.grandviewcn.com 23 

 

M-48/60 主战坦克 美国 310 辆 泰国 

“黄貂鱼” 轻型坦克 美国 106 辆 泰国 

FV-101 轻型坦克 英国 120 辆 泰国 

PT-91M 主战坦克 波兰 48 辆 马来西亚 

FV101 轻型坦克 英国 26 辆 马来西亚 

FV101 轻型坦克 英国 45 辆 菲律宾 

T-54/55 主战坦克 原苏联 500 辆 柬埔寨 

T-54/55 主战坦克 原苏联 30 辆 老挝 

FV101 轻型坦克 英国 16 辆 文莱 

MBT-2000 主战坦克 
中国/巴基斯

坦 
148 辆 缅甸 

T-72S 主战坦克 乌克兰 139 辆 缅甸 

69-2式 主战坦克 中国 80 辆 缅甸 

 

东南亚国家其他装甲车辆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TYERREX 

AV-81 
轮式步战车 自产 120 辆 新加坡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1050辆 新加坡 

BMP-1 步兵战车 原苏联 约 150 辆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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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P-2 步兵战车 原苏联 约 150 辆 越南 

BTR-60/70 轮式装甲车 原苏联 共约 550辆 越南 

63 式 装甲输送车 中国 共约 100辆 越南 

BRDM-2 轮式装甲车 原苏联 
约 50辆处于

完好状态 
越南 

“黄鼠狼” 步战车 德国 
正在建设生

产线 
印尼 

Anoa 轮式输送车 自产 150 辆 印尼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80 辆 印尼 

85 式 装甲输送车 中国 396 辆 泰国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500 辆 泰国 

BTR-3E 轮式步战车 乌克兰 240 辆 泰国 

REVA 高机动装甲车 南非 
85 辆，防雷装

甲增强型 
泰国 

“狐”式 轮式装甲车 德国 315 辆 马来西亚 

ACV 装甲输送车 
土耳其/

自产 
267 辆 马来西亚 

AV8 轮式步战车 
土耳其/

自产 
257 辆 马来西亚 

K200 装甲步战车 韩国 103 辆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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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P-1 步兵战车 原苏联 200 辆 柬埔寨 

BTR-60 轮式步战车 原苏联 300 辆 柬埔寨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50 辆 柬埔寨 

ACV-300 步兵战车 土耳其 7 辆 菲律宾 

AIFV 步兵战车 美国 50 辆 菲律宾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280 辆 菲律宾 

BTR-3U 轮式步战车 乌克兰 522 辆 缅甸 

EE-9 轮式突击炮 巴西 150 辆 缅甸 

05 轮突 轮式突击炮 中国 少量 缅甸 

85 式/90式 装甲输送车 中国 305 辆 缅甸 

BTR-60 轮式装甲输送车 原苏联 130 辆 老挝 

VAB 轮式装甲车 法国 45 辆 文莱 

ANOA 装甲输送车 印尼 42 辆 文莱 

 

3.火炮。除了越南以外，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炮兵装备的绝对数量并不

算多，但质量较高，尤其重视大口径火炮的战场机动性，因而现代化的自

行火炮和火箭炮比较有市场。比如泰国就同时装备了法制的“凯撒”、美

制的 M109A5和以色列的 ATMOS2000等三种 155毫米自行加榴炮。近期，印

尼、马来西亚等国新采购的火箭炮也都实现了自行化。 

东南亚国家火箭炮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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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机动火箭炮

系统（HIMARS） 

多管自行火

箭炮 
美国 18 部 新加坡 

BM-14/21 多管火箭炮 原苏联 1100门 越南 

ASTROS 
多管自行火

箭炮 
巴西 36 部 印尼 

DTI-1 
多管自行火

箭炮 
自产 

我国 WS 系列仿

制品，实验性装

备 

泰国 

SR4 
122 毫米自行

火箭炮 
中国 少量装备 泰国 

ASTROS 
多管自行火

箭炮 
巴西 54 部 马来西亚 

BM-21 火箭炮 原苏联 200 门 柬埔寨 

81 式 
122 毫米火箭

炮 
中国 100 门 柬埔寨 

BM-21/BA-84 火箭炮 原苏联 320 门 缅甸 

 

东南亚国家自行火炮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SSPH 155 毫米自行加榴 自产 48 门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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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 

2S1 
122 毫米自行榴弹

炮 
原苏联 200 门 越南 

2S3 
152 毫米自行榴弹

炮 
原苏联 200 门 越南 

2S9 
120 毫米自行迫榴

炮 
原苏联 26 门 越南 

“凯撒” 
155 毫米卡车加榴

炮 
法国 37 门 印尼 

“凯撒” 155 毫米卡车炮 法国 6 门 泰国 

ATMOS2000 155 毫米卡车炮 
以色列/自

产 

20 门，国内许

可证生产 
泰国 

M109A5 
155 毫米自行榴弹

炮 
美国 20 门 泰国 

SH-1 
155 毫米卡车加榴

炮 
中国 78 门 缅甸 

Nora B-52 
155 毫米卡车加榴

炮 
塞尔维亚 30 门 缅甸 

 

4. 战术导弹。东南亚国家在战术导弹方面是一个短板，对于低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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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坦克导弹和便携式防空导弹，各个国家装备数量较多，而且型号全面。

但对于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先进中远程防空导弹，各国普遍较为欠缺，只有

越南装备的 S-300 远程防空导弹和泰国装备的对空型“米卡”中近程防空

导弹较为符合现代化标准。在对陆攻击方面，仅有越南装备有“飞毛腿”

近程弹道导弹，现已陈旧。 

东南亚国家防空导弹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霍克” 
中程防空导

弹 
美国 12 套 新加坡 

“轻剑” 
近程防空导

弹 
英国 12 套 新加坡 

RBS-70 
近程防空导

弹 
瑞典 25 套 新加坡 

SA-16 
便携式防空

导弹 
俄罗斯 30 部 新加坡 

“西北风” 
便携式防空

导弹 
法国 少量装备海军 新加坡 

S-300 
自行远程防

空导弹 
俄罗斯 

在 2000年左右

进行升级 
越南 

SA-3 
自行中程防

空导弹 
俄罗斯 40 部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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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7/16/18 
便携式防空

导弹 

原苏联/俄罗

斯 
共计 480部 越南 

TD-2000B 
单炮结合近

防系统 
中国 少量 印尼 

QW-3 
便携式防空

导弹 
中国 少量 印尼 

RBS-70 
近程防空导

弹 
瑞典 45 套 印尼 

POPRAD 
便携式防空

导弹 
自产 155 套 印尼 

“西北风” 
便携式防空

导弹 
法国 少量装备海军 印尼 

“米卡”地对

空型 

自行中程防

空导弹 
法国 

4 套，2013 年

购买 
泰国 

“星光” 
近程防空导

弹 
英国 

8 套，2012 年

购买 
泰国 

RBS-70 
近程防空导

弹 
瑞典 少量  泰国 

QW-2 
便携式防空

导弹 
中国 90 部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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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16 
便携式防空

导弹 
俄罗斯 48 部 泰国 

“星光” 
近程防空导

弹 
英国 少量 马来西亚 

FN-6 
便携式防空

导弹 
中国 少量 马来西亚 

“轻剑” 
近程防空导

弹 
英国 30 套 马来西亚 

“毒刺” 
便携式防空

导弹 
美国 100 枚  菲律宾 

FN-6 
便携式防空

导弹 
中国   柬埔寨 

FN-12/16 
便携式防空

导弹 
中国   柬埔寨 

KS-1A 
中程防空导

弹 
中国 少量 缅甸 

SA-19 
近程防空导

弹 
俄罗斯 24 套 缅甸 

SA-18 
便携式防空

导弹 
俄罗斯 50 套以上 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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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7 
便携式防空

导弹 
俄罗斯 20 套 老挝 

 

东南亚国家反坦克导弹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长钉” 反坦克导弹 以色列 共计 1000 部 新加坡 

“陶”式 
重型反坦克

导弹 
美国 共计 150部 新加坡 

AT-3/4/5 反坦克导弹 原苏联   越南 

“龙”式 
轻型反坦克

导弹 
美国 共计 500部 泰国 

“陶”式 
重型反坦克

导弹 
美国 共计 150部 泰国 

巴科塔 反坦克导弹 巴基斯坦 

1000枚以上，

红箭 8 的仿制

型 

马来西亚 

“短号” 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 1000枚  马来西亚 

AT-3 反坦克导弹 原苏联   老挝 

AT-3 反坦克导弹 原苏联   缅甸 

 

5. 航空装备。总体来看，航空装备的质量是东南亚国家军事装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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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亮点。各个国家基本都装备有第三代战机，而且型号较为全面，从俄

制的苏-27/30 系列到米格-29，从瑞典的 JAS-39“鹰狮”到美国的

F-15/16/18，涵盖了从轻型战斗机到重型多用途战斗机等众多机型；同时，

教练机、运输机、直升机等机种也配置较为全面，有一些诸如 A-400M、米

-35和 AH-64D等先进机型，甚至泰国和新加坡还装备有 Saab-340“爱立眼”、

E-2C“鹰眼”等型号的预警机。 

东南亚国家战斗机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F-15SG 
多用途战斗

机 
美国 32 架 新加坡 

F-16C/D 
多用途战斗

机 
美国 60 架 新加坡 

苏-27 战斗机 俄罗斯 

35 架，含少量

教练型苏

-27UB 

越南 

苏-30MMK 
多用途战斗

机 
俄罗斯 12 架 越南 

米格-21 战斗机 原苏联 144 架 越南 

苏-27/30 
多用途战斗

机 
俄罗斯 16 架 印尼 

F-16 多用途战斗 美国 33 架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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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TA-50 教练/攻击机 韩国 16 架 印尼 

BAE “鹰” 攻击机 英国 21 架 印尼 

JAS-39 战斗机 瑞典 
16 架，含少量

教练型 
泰国 

F-16A 
多用途战斗

机 
美国 

54 架，教练型

15 架 
泰国 

苏-30MKM 
多用途战斗

机 
俄罗斯 18 架 马来西亚 

F/A-18D 
多用途战斗

机 
美国 8 架 马来西亚 

米格-29 战斗机 俄罗斯 
12 架，2架为

教练型 
马来西亚 

BAE“鹰” 攻击机 英国 20 架 马来西亚 

FA-50 
多用途战斗

机 
韩国 订购 12 架 菲律宾 

米格-21 战斗机 原苏联 少量 柬埔寨 

米格-29 战斗机 俄罗斯 
31 架，少量为

教练型 
缅甸 

F-7M 战斗机 中国 30 架 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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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5 强击机 中国 30 架 缅甸 

米格-21 战斗机 原苏联 25 架 老挝 

 

东南亚国家武装直升机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AH-64D 武装直升机 美国 20 架 新加坡 

米-24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 25 架 越南 

米-35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 6 架 印尼 

AH-1F 武装直升机 美国 7 架 泰国 

 

6. 海军装备。除了内陆国老挝以外，东南亚国家普遍对海军建设给予

了高度重视。泰国拥有一艘西班牙制造的轻型航母；新加坡、印尼、马来

西亚、泰国、越南都先后在近期进行了潜艇采购，使区域内的现代常规潜

艇数量达到 26 艘；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韩国设计的一系列 2000

吨级的新型护卫舰也先后在东南亚落户。同时，各国也比较重视海军的两

栖作战能力，装备有数量庞大的登陆舰艇，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国家还

装备有多艘大型两栖船坞登陆舰。 

东南亚国家潜艇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挑战者” 常规潜艇 瑞典 4 艘 新加坡 

218SG 常规潜艇 德国 2 艘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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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级 常规潜艇 俄罗斯 
订购 6 艘，4

艘已服役 
越南 

“张保皋”

级 
常规潜艇 韩国 3 艘 印尼 

209 常规潜艇 德国 2 艘 印尼 

“鲉鱼”级 常规潜艇 法国 2 艘 马来西亚 

 

东南亚国家主要水面作战舰艇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可畏”级 护卫舰 法国 6 艘 新加坡 

“胜利”级 轻型护卫舰 法国 6 艘 新加坡 

“坚韧”级 
两栖船坞运

输舰 
自产 4 艘 新加坡 

“猎豹”级 护卫舰 俄罗斯 2 艘 越南 

“西格玛”

级 
轻型护卫舰 荷兰 已订购 2艘 越南 

“别佳”级 轻型护卫舰 原苏联 5 艘 越南 

“毒蜘蛛”

级 

大型导弹快

艇 

俄罗斯/自行

组装 
10 艘 越南 

“西格玛” 护卫舰 荷兰 6 艘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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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斯佩克”

级 
护卫舰 荷兰 6 艘 印尼 

“蓬托莫”

级 
轻型护卫舰 英国 3 艘 印尼 

“马克撒”

级 

两栖船坞运

输舰 
韩国 4 艘 印尼 

“差克吕亲

王”号 
小型航母 西班牙 1 艘 泰国 

“坚韧”级 
两栖船坞运

输舰 
新加坡 1 艘 泰国 

DW3000F 护卫舰 
韩国/自行组

装 
已订购 2艘 泰国 

“诺克斯”

级 
反潜护卫舰 美国 2 艘 泰国 

025T 护卫舰 
中国/自行改

装 
2 艘 泰国 

053HT 护卫舰 中国 4 艘 泰国 

OPV 巡逻舰 中国 2 艘 泰国 

SGPV级 护卫舰 法国/自产 追风级修改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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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订购 6 艘 

F2000 护卫舰 英国 2 艘 马来西亚 

“拉克萨马

纳”级 
轻型护卫舰 意大利 4 艘 马来西亚 

“江喜陀”

级 
护卫舰 自产 3 艘 缅甸 

“雍籍牙”

级 
护卫舰 自产 1 艘 缅甸 

“江湖”级 护卫舰 中国 2 艘，053H1 型 缅甸 

新型轻护卫

舰 
轻型护卫舰 自产 2 艘在建 缅甸 

“达鲁萨

兰”级 
巡逻舰 英国 4 艘 文莱 

“杰哈德”

级 
巡逻舰 英国 4 艘 文莱 

“汉密尔

顿”级 
巡逻舰 美国 2 艘 菲律宾 

“艾米丽

亚”级 
巡逻舰 英国 3 艘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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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点分析 

1. 发展不平衡。东南亚各国军事力量发展不平衡，各国之间装备水平

差异较大，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新加坡，走精兵路线，国防经费

充裕，军队素质较好，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高，而且在轻武器、装甲车辆、

火炮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研发制造能力；二是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

等 4 国，军力相对较强，武器装备成系列、成体系，尤其是越南在陆军方

面其实力甚至位于世界前列；三是缅甸、柬埔寨、老挝、菲律宾、文莱、

东帝汶等 6 国，武器装备完全依赖进口，军费有限，军力相对较弱。 

2. 缺乏体系对抗能力。东南亚国家普遍体量较小，对于自动化指挥通

讯系统、卫星侦察/通讯、电子战、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等高端装备较为欠缺，

导致军队缺乏现代信息化战争所必须的体系对抗能力。这一缺陷在对抗水

平低下的低烈度战争中可能不会有太大问题，但面对大国的全方位体系对

抗时较为脆弱，将很容易被对方遏制其关键节点，造成指挥瘫痪和精确打

击武器失效，导致满盘皆输。 

3. 军工产业整体水平不高。东南亚国家国防军工产业整体水平不高，

除新加坡具备一定重武器研发和制造能力以外，印尼、越南、泰国和马来

西亚等国家仅能制造一般的轻武器及其弹药，近年来虽有过研发装甲车辆

的努力，但并不是太成功。因此，东南亚国家的重点武器装备一般会依赖

进口，成为国际军贸市场上的“优质”客户。同时，对于大型武器装备，

东南亚国家出于提升本国军工产业水平、拉动就业等方面考虑，常常会提

出技术转让和国内组装的要求。 

4. 个别方面存在明显缺陷。由于东南亚国家的武器装备主要依赖进

口，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平均用力，只能在重点领域有针对性地投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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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泰国对海军的发展，新加坡对空军的建设和越南对反舰能力的建设

等。但这样的发展道路，势必造成国家整体国防要素间的发展不均衡，容

易形成明显的缺陷。比如，从东南亚国家整体来看，各国的防空能力普遍

落后，已经形成较大的漏洞，预计各国近期将在防空领域加强建设。 

5. 来源多样化。东南亚国家政治局势普遍相对稳定，与大国间关系良

好，除了个别国家外，一般都比较容易获得大国的武器供应支持。只要有

经费，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国际军贸市场上采购武器。其后果是一方面可

以采购到国际军贸领域的最新武器装备，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但另一

方面，也容易使各国决策者眼花缭乱，缺乏长远规划，采购的武器来源五

花八门，后勤保障和维护工作压力巨大。 

6. 装备示范效应明显。东南亚国家的武器装备体系，除了越南、缅甸、

柬埔寨苏/俄体系明显，新加坡美式体系明显以外，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多装

备体系方面的顾虑，而且近期越南等国也开始逐步采购西方的武器装备。

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国家间相互效仿购买武器的现象比较明显，也就是一

国采购某种武器后，周边国家也会跟进购买。比如，瑞典的卡尔-古斯塔夫

火箭筒（无后坐力炮）、英国的“星光”近程导弹系统和荷兰的“西格玛

级”护卫舰，都是在一国购买后，产生了示范效应，周边国家随即跟风采

购。 

     二、东南亚国家军贸供应方分析 

（一）美国对东南亚的军贸 

在冷战结束之初，在全球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减少了在东南亚的

驻军，但美国在军事方面依然保持着对东南亚持续的影响力。后冷战时期，

美国不断调整地区军事战略和军事外交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在“重返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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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背景下，打着反恐战争的幌子，提出了军事上要“重返东南亚”。 

长期以来，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外交和防务介入的方式主要是双边合

作和依托盟友的前沿军事存在，基本形态主要包括与盟友和伙伴关系国家

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军事援助、军火贸易、军事人才交流、军事高官会谈、

港口停泊等。具体包括：一是重点巩固与新加坡的军事关系，向新加坡军

队提供全套先进军事装备，甚至将其拉入 F-35 项目。目前，新加坡成为美

国在东南亚的区域之矛，在美国亚太前沿部署中发挥关键性角色。新加坡

樟宜海军基地专为美军航母定做了大型深水浮动码头，作为美国航空母舰

停靠和后勤补给基地，成为美军重返东南亚的一块“战略基石”。二是通

过与菲律宾、泰国的军事合作协议保持军事存在，作为其在该地区保持前

沿活动的场所与基地。此类基地平时驻军很少，只有危机爆发后才租用，

由东道国为美国提供后勤服务，并为未来的驻军提供安全保障。三是美国

加强与印尼、越南等非盟友的军事关系，主要体现于取消军售障碍、军事

交流和军事援助，通过“外国军事资助”项目为购买美国军品的国家提供

资金支持和训练。取消了对印尼的武器禁运并恢复了双方的军事合作，恢

复了印尼接受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项目的资格，同时恢复了对印尼非致命

性设备的出口和 F-16 战斗机零配件的出口；将马来西亚纳入对外军火销售

计划（FMS）和国际军事训练计划；首次吸收越南作为军事观察员参与“金

色眼镜蛇”联合军演，近期又打开了向越南军售的通道。 

目前，美国不断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增强军事影响力，其

实质是遏制我国的崛起，一方面阻止我国和东盟之间关系过于密切，另一

方面也企图利用东盟牵制我国，意图不断压缩我国的军事对外活动战略空

间，控制国际运输通道，其在东南亚的军事活动针对我国的意图已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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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化和对抗化的趋势。 

（二）俄罗斯对东南亚的军贸 

俄罗斯历来对东南亚国家军贸市场高度重视，大力开展推广工作，其

目的主要有：一是为了平衡美国对东南亚的地区影响力，增加俄自身的话

语权；二是为了经济利益，意图在日益增长的东南亚军贸市场上分一杯羹；

三是为了维系和越南等传统的俄式装备使用国的友好关系；四是在某种程

度上牵制我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并与我国的军贸产品形成了相互竞争的

关系。 

最近十年来，在总体的军贸格局上，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技术

合作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双三角体系。第一个体系是大三角，即马来西亚、

印尼和越南，与俄罗斯有着多年的军事合作历史，合同规模较大，这在俄

罗斯与印度、我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规模逐步下降的情况下，对维持俄武器

出口规模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个体系是小三角，即缅甸（俄产品已经进

入但还需要巩固和扩大市场规模）、文莱和泰国（俄产品正在努力进入）。 

总体来看，俄罗斯的军贸产品虽然先进程度不比美国和欧洲产品，但

是配套齐全，型号众多，也有一些高端的拳头产品，成功地打入了东南亚

军贸市场。比如出口马来西亚的米格-29 战斗机，出口越南和印尼的苏-30

多用途战斗机，出口越南的“基洛”级 636 型潜艇、“猎豹级”护卫舰和

S-300 远程防空导弹等。而且，据俄罗斯国防部官员称，俄罗斯近来准备

通过军事技术合作开发东南亚市场，将向某些东南亚国家（如越南、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转让军事技术，或者通过在武器采购国境内建立合资

企业和实施许可生产的模式实施。此外，俄罗斯还积极利用参加海域安全

方面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演习的机会，大力宣传俄军贸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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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国家对东南亚的军贸 

除了美俄两大巨头外，东南亚国家的军贸供应国还包括欧洲的英国、

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亚洲的以色列、韩国，甚至还有拉美的巴西。

这些国家的一些产品已经在东南亚国家落地，并通过东南亚国家间特有的

示范效应，逐步扩大了市场。这些产品有：瑞典的卡尔-古斯塔夫火箭筒/

无后坐力炮、JAS-39 战斗机，比利时的“FN米尼米”轻机枪，德国的 MP5

冲锋枪、“豹”2 主战坦克、209 型潜艇，荷兰的“西格玛”级轻型护卫

舰，英国的 FV101轻型坦克、法国的“鲉鱼”级潜艇等。比较引人注目的

是韩国，接连拿下了菲律宾的 F/A-50 多用途战斗机、印尼的“张保皋”

级潜艇和两栖船坞登陆舰等大单。 

对于以上国家，主要是看重军贸的经济利益，较少考虑政治和战略因

素（除了韩国以外），而且提供的武器装备质量较高，品种丰富，售后服

务的跟进也较为到位，对我国的军贸推进工作形成了不小的挑战。 

三、东南亚军贸市场分析 

东南亚国家目前总体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相对安定，但仍

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在大国博弈中也存在发生冲突的隐患。总体来看，可

能对未来东南亚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国的利益角逐。目前，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了我国和美俄等大国

利益博弈的主战场。美国在军事上“重返东南亚”，极力拉拢传统盟友和

非传统盟友，利用南海问题制造事端，意图抑制我国的发展空间并威胁国

际航运的安全。其目前采用的主要方式是怂恿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

家和我国进行对抗，并力图将事态扩大到东盟框架内，以牵制我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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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部分东南亚国家出于各种考虑也乐于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利用美国

援助扩充军备，增加与我国实施对抗的能力和筹码。 

二是东南亚国家内部的冲突和摩擦。东南亚国家之间并非铁板一块，

其相互之间龌龊不断，国与国之间基本都存在一些领土纷争，在南海问题

上也在相互掣肘。目前，虽然通过对话、谈判和国际仲裁等渠道，东南亚

国家之间的领土争论暂没有激化的迹象，但并不排除将来发生局部冲突的

可能。在 2011 年，泰国和柬埔寨两国围绕柏威夏寺的归属问题大打出手，

就清楚地反映出了这种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三是应对非传统领域威胁。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已经成为国际恐怖组

织和宗教极端势力渗透的重点区域，伊斯兰国已经向东南亚国家的穆斯林

发出了“圣战征集令”，其从属组织如“伊斯兰祈祷团”等已经多次策划

实施恐怖袭击，印尼甚至有 3 万余人奔赴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武装。而且，

本地的一些武装组织如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莫洛伊斯兰自由运动”

等一直“剿而不灭、打而不死”，对各国的安全形势产生威胁。同时，南

海和马六甲地区的海盗组织也常常袭击来往船舶，需要各国进行应对。 

四是应对国内冲突和维稳。目前，东南亚国家的政局相对稳定，但由

于国家传统和体制原因，存在军政府政变、领导人更迭隐患和反对派大规

模抗议等问题，进而引发社会动荡。2014 年泰国军政府上台后，引发了大

规模抗议，美国也暂停了对泰国的军事援助。而且，缅甸政府近年来对北

部区域的攻势也可能持久化，并形成一定程度的对峙。因此，东南亚各国

武装力量也需要应对国内冲突并担负部分对内维稳职责。 

为应对上述挑战，更好的履行自身职责，东南亚国家预计将进一步加

强国防力量的建设，提升武器装备质量，增强部队战斗力。估计在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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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东南亚区域各国合计每年将形成 100 亿美元的对外军贸采购规模，是

国际军贸市场上的重点区域。结合这些国家现有的武器装备和面临的形势

任务，可以初步归纳出东南亚国家未来重点武器装备的需求。 

1. 步兵轻武器。在步兵武器方面，各国现有型号繁杂，基本已经覆盖

了现有世界上的主流型号。对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一线国

家，其需求是对现有武器实施信息化、网络化改造，引进“未来战士”武

器系统、可编程弹药等革命性的新一代轻武器，而且对于单兵外骨骼、步

兵班组用机器人较为感兴趣。对于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二线国家，则是

重点解决现役步兵武器弹药的配套维护保障问题，有可能对新型自动步枪、

狙击步枪、榴弹发射器和单兵火箭筒等存在一定的换代需求。 

2. 坦克和装甲车辆。东南亚地区地形地貌不利于大规模重型装甲集群

作战。目前，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都装备有一定数量的第三代主

战坦克（但均不是最先进型号），可能将主要用于配给步兵分队作战或者

实施城市作战，因此未来各国主战坦克的需求是对现有坦克进行升级并加

入适合城市作战的套件。对于轻型装甲车辆，东南亚国家普遍需求量较大，

尤其是配置有网络化、信息化终端，装备有遥控武器站的轮式装甲车和两

栖装甲车。 

3. 火炮。总体来看，东南亚国家装备火炮的绝对数量并不是太多，而

且随着相当数量的老旧火炮的退役，可能会形成对高性能火炮的市场需求。

该需求的特点：一是要实现自行化，具备较强的战场机动性；二是配套的

炮兵雷达、气象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应当配置完整；三是应同步配置有高

机动的前沿侦测车辆和无人机系统；四是对精确制导炮弹的需求较为明显；

五是适合热带丛林作战的轻型化 105 毫米口径的牵引式加榴炮也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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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需求；六是对于执行要地防空任务的小口径自行速射炮将存在大批量

更新换代需求。 

4. 战术导弹。目前，东南亚各国装备有型号繁多、数量较多的便携式

防空导弹，还有部分英国产“星光”、法国产“西北风”近程防空导弹等

较为先进的型号，这一市场基本趋于饱和。但对于中远程区域防空导弹系

统，尤其是射程超过 50公里的导弹系统，除个别国家外，基本是一片空白，

预计将成为近几年的军贸热点装备。在反坦克导弹方面，装有对抗反应式

装甲串联战斗部的中远程型号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会有一定需求。

而且，针对东南亚地区岛屿众多，周边国家两栖作战能力较强的实际，具

备地形跟踪和航路规划能力的岸基中型、轻型反舰导弹或者对陆攻击弹药

将是未来的重点之一。 

5. 航空装备。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纷纷开始换装多用途的第三代战斗

机，这些新机型的特点是性能先进、用途多样，具备反舰和对地精确攻击

能力等，因此区域内的一线国家短期内不太可能再出现针对第三代战斗机

的大规模订单。但在新加坡的 F-35 服役后，将会激发出印尼、马来西亚、

泰国、越南等国针对第四代隐形战斗机的需求，形成采购大单，这一动向

值得重点关注。同时，作为航空保障支持力量的中小型预警机和中型战术

运输机也会有一定市场。此外，随着区域内国家水下力量的增强，各国有

可能会考虑引进具备区域反潜能力的固定翼海上巡逻机，应对常规水下威

胁。 

6. 海军装备。海军装备一直是东南亚国家国防建设的重点，泰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国家先后采购了新型常规潜艇和中轻型护

卫舰，并随着这些平台的建设，同步引进了相应的鱼雷、反舰导弹和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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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等武器系统。但这些装备与东南亚区域广阔的海域面积和国家需求相

比，仍未达到饱和状态。因此，未来几年新型常规潜艇、两栖作战舰艇和

中小型水面舰艇还将是东南亚国家海军军贸市场的热点装备。此外，为了

与这些新型舰艇相配套，相关的中小型舰载直升机和潜艇救援支援舰、综

合补给舰将形成新的采购需求。 

除了以上重点装备以外，东南亚各国基本都需要更新现有的侦察通讯

和指挥控制系统，预计在预警雷达系统、军用光纤通讯、指挥系统相关电

子设备等也方面会有一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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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亚五国军贸市场分析 

中亚即亚洲中部地区，在地理上包括六个国家，即哈萨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本文所指

的中亚地区仅指原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前五个国家。中亚五国地广人稀，资

源丰富，民族众多，受俄罗斯影响明显，发展不平衡，将会是我国军贸工

作较有潜力的目标市场。 

一、中亚国家武器装备分析 

（一）现有装备情况分析。 

目前，中亚各国武装力量的现役武器装备中原苏联遗留装备和俄罗斯

提供的武器占绝对多数。但随着美国和西方国家势力的渗透，近年来也装

备了少量西方国家的武器。 

1. 步兵武器装备。中亚国家军队主要装备有 4种自动步枪，主要包括

AK47、AKM、AN101等 AK系列，弹药口径从 5.45 毫米口径到 7.62 毫米口径

不等，来源国主要是原苏联和俄罗斯。另外，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

特种部队少量装备了意大利产的 ARX160 自动步枪。狙击步枪主要是原苏联

产的 SVD。对于配属步兵作战的轻机枪和重机枪，全部采用 RPD 等苏制装备，

基本上都是原苏联时代的产品或仿制品。同时，中亚国家的步兵还装备有

苏系的 RPG 系列火箭筒作为基本反装甲武器。 

中亚国家自动步枪装备情况表 

型号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AK74 俄罗斯 
为哈武装部队标准突

击步枪 
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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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M 原苏联 预备役部队装备 哈萨克斯坦 

ARX160 意大利 特种部队装备 哈萨克斯坦 

AK74 俄罗斯 
为乌武装部队标准突

击步枪 
乌兹别克斯坦 

AK74 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AKM 原苏联   塔吉克斯坦 

AK74 俄罗斯   土库曼斯坦 

AKM 俄罗斯   土库曼斯坦 

AK47 俄罗斯   土库曼斯坦 

ARX160 意大利 特种部队装备 土库曼斯坦 

AK47 俄罗斯   乌兹别克斯坦 

AKM 原苏联   乌兹别克斯坦 

AK74 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 

AN101 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 

AN94 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 

 

2. 坦克和装甲车辆。受原苏联装备体系和军事学说影响，中亚国家军

队高度重视部队的装甲力量建设。目前，中亚国家共保有各型主战坦克 4000

多辆，主要为 T-54/55、T-62、T-72 和极少量的 T-90（土库曼斯坦装备）

等苏制的 T 系列主战坦克，其中大部分因为落后老旧或者缺乏备件已经退

出现役，真正具备战斗力的大约有 1000辆左右的 T-72。履带和轮式装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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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战车约有 3000 辆，90%为苏制的老旧装备，另外哈萨克斯坦装备有少量

的美制“悍马”高机动车辆。 

中亚国家坦克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T-72 主战坦克 
原苏联/俄

罗斯 

共约 650辆，

其中仅 300 完

好，其余作为

储备装备 

哈萨克斯坦 

T-62 主战坦克 原苏联 
共约 280辆，

作为储备装备 
哈萨克斯坦 

T-72 主战坦克 
原苏联/俄

罗斯 
100 辆左右 乌兹别克斯坦 

T-62 主战坦克 原苏联 170 辆 乌兹别克斯坦 

T-64 主战坦克 原苏联 100 辆 乌兹别克斯坦 

T-72 主战坦克 
原苏联/俄

罗斯 
150 辆 吉尔吉斯斯坦 

T-72 主战坦克 
原苏联/俄

罗斯 
共约 30 辆 塔吉克斯坦 

T-62 主战坦克 原苏联 共约 10 辆 塔吉克斯坦 

T-90 主战坦克 俄罗斯 10 辆 土库曼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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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2 主战坦克 原苏联 共约 500辆 土库曼斯坦 

 

中亚国家其他装甲车辆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BMP-1 步兵战车 原苏联 约 140 辆 哈萨克斯坦 

BMP-2 步兵战车 原苏联 约 500 辆 哈萨克斯坦 

BTR-80/70 轮式装甲车 原苏联 

共约 300辆，部

分经俄罗斯升

级为 BTR-82 

哈萨克斯坦 

BPM-97 高机动装甲车 俄罗斯 80 辆 哈萨克斯坦 

MT-LB 装甲输送车 原苏联 
约 200 辆处于

完好状态 
哈萨克斯坦 

BMP-1 步兵战车 原苏联 约 180 辆 乌兹别克斯坦 

BMP-2 步兵战车 原苏联 约 170 辆 乌兹别克斯坦 

BTR-80/70 轮式装甲车 原苏联 共约 400辆 乌兹别克斯坦 

BMP-1 步兵战车 原苏联 约 230 辆 吉尔吉斯斯坦 

BMP-2 步兵战车 原苏联 约 90辆 吉尔吉斯斯坦 

BTR-80/70 轮式装甲车 原苏联 100 辆 吉尔吉斯斯坦 

BMP-1 步兵战车 原苏联 约 10辆 塔吉克斯坦 

BMP-2 步兵战车 原苏联 约 20辆 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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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R-80/70 轮式装甲车 原苏联 共约 30 辆 塔吉克斯坦 

BMP-1 步兵战车 原苏联 约 200 辆 土库曼斯坦 

BMP-2 步兵战车 原苏联 约 600 辆 土库曼斯坦 

BTR-80/70 轮式装甲车 原苏联 共约 200辆 土库曼斯坦 

 

3. 火炮。从目前已有资料看，中亚各国陆军共装备有各类牵引、自行

火炮和火箭炮共计 20 余个型号，口径从 81 毫米到 220 毫米不等，总数在

3000 门以上。在这些型号中，除了哈萨克斯坦大规模装备有以色列产的

Naiza 多管火箭炮以外，基本全都是苏制和俄制装备。哈萨克斯坦等国甚至

还装备有 OTR-21 近程战术弹道导弹。这些火炮型号大部分较为老旧，只有

少量的如俄制 2S9 自行迫榴炮等相对符合现代化标准，而且缺少先进的数

字化炮兵指挥系统和炮位侦测雷达等作为支持。 

中亚国家火箭炮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Naiza 多管火箭炮 以色列 380 门 哈萨克斯坦 

BM-21/27 多管火箭炮 原苏联 370 门 哈萨克斯坦 

BM-21 多管火箭炮 原苏联 60 门 乌兹别克斯坦 

BM-27 多管火箭炮 原苏联 49 门 乌兹别克斯坦 

BM-21 多管火箭炮 原苏联 15 门 吉尔吉斯斯坦 

BM-27 多管火箭炮 原苏联 6 门 吉尔吉斯斯坦 

BM-21 多管火箭炮 原苏联 5 门 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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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21 多管火箭炮 原苏联 56 门 土库曼斯坦 

BM-27 多管火箭炮 原苏联 54 门 土库曼斯坦 

 

中亚国家自行火炮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2S3 自行榴弹炮 原苏联 89 门 哈萨克斯坦 

2S9 
120 毫米自行

迫榴炮 
原苏联 26 门 哈萨克斯坦 

2S3 自行榴弹炮 原苏联 17 门 乌兹别克斯坦 

2S9 
120 毫米自行

迫榴炮 
原苏联 60 门 乌兹别克斯坦 

2S9 
120 毫米自行

迫榴炮 
原苏联 12 门 吉尔吉斯斯坦 

2S1 
122 毫米自行

榴弹炮 
原苏联 40 门 土库曼斯坦 

2S3 自行榴弹炮 原苏联 16 门 土库曼斯坦 

2S9 
120 毫米自行

迫榴炮 
原苏联 12 门 土库曼斯坦 

 

4. 防空和反坦克武器。在原苏联国土防空的体系内，在中亚区域内构

建起了远中近程相衔接的防空火力网。其中，中远程有 SA-4 和 SA-6，中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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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 SA-7/9/13/18系列，此外，还有大量的中小口径高射炮。目前，哈萨

克斯坦有购自俄罗斯的 S-300 远程防空导弹外，并有消息证明土库曼斯坦

新近可能部署了采购自我国的红旗-9（出口型号为 FD-2000）和红旗-12（出

口型号为 KS-1A）远程、中程防空导弹，其他国家的其余型号都难以满足现

代战争要求。在反坦克导弹方面，中亚国家装备有苏俄制的 AT-3/4/6系列，

还有部分适用于 T-72 和 T-90 系列主战坦克的 125 毫米口径炮射反坦克导

弹。 

中亚国家防空导弹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S-300 
自行远程防空

导弹 
俄罗斯 

在 2000 年左右

进行升级 
哈萨克斯坦 

SA-6 
自行中程防空

导弹 
原苏联 20 套 哈萨克斯坦 

SA-7 
便携式防空导

弹 
原苏联   哈萨克斯坦 

SA-7 
便携式防空导

弹 
原苏联   乌兹别克斯坦 

SA-4 
自行中程防空

导弹 
原苏联 不详 吉尔吉斯斯坦 

SA-7 
便携式防空导

弹 
原苏联 10 套以上 吉尔吉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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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9 
远程区域防空

导弹 
中国 1 套 土库曼斯坦 

KS-1A 
中程区域防空

导弹 
中国 1 套 土库曼斯坦 

SA-6 
自行中程防空

导弹 
原苏联 10 套 土库曼斯坦 

SA-8 
自行近防空导

弹 
原苏联 40 套 土库曼斯坦 

SA-13 
自行近防空导

弹 
原苏联 13 套 土库曼斯坦 

SA-3 
自行中程防空

导弹 
原苏联   塔吉克斯坦 

SA-7 
便携式防空导

弹 
原苏联 20 套以上 塔吉克斯坦 

SA-6 
自行中程防空

导弹 
原苏联 20 套 塔吉克斯坦 

 

5. 航空装备。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空军装备有固定翼作战飞机，主要机型包括：苏-27系列、米格-29 系列战

斗机和苏-25 系列攻击机，总数近 300架。这些作战飞机全部来自原苏联和

俄罗斯，也都是俄罗斯目前现役的主力机型。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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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装备较为薄弱，只有少量捷克生产的 L-39 教练机。在运输机方面，中

亚国家整体较弱，主要是安东诺夫系列中型运输机，而且数量较少，不具

备大规模空中机动能力。在直升机方面，主要机型是原苏联的米-24 武装直

升机和米-8、米-14/17 系列运输直升机，只有哈萨克斯坦新近从欧盟引进

了部分 EC-145 系列轻型直升机。 

中亚国家战斗机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苏-27 战斗机 俄罗斯 
26 架，10 架教

练型苏-27UB 
哈萨克斯坦 

苏-30SM 多用途战斗机 俄罗斯 4 架 哈萨克斯坦 

米格-31 重型截击机 原苏联 30 架 哈萨克斯坦 

米格-29 战斗机 俄罗斯 
39 架，含部分教

练型 
哈萨克斯坦 

苏-25 攻击机 俄罗斯 14 架 哈萨克斯坦 

米格-27 攻击机 原苏联 12 架 哈萨克斯坦 

苏-27 战斗机 俄罗斯 
25 架，部分教练

型苏-27UB 
乌兹别克斯坦 

米格-29 战斗机 俄罗斯 
60 架，含部分教

练型 
乌兹别克斯坦 

苏-25 攻击机 俄罗斯 25 架 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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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29 战斗机 俄罗斯 
24 架，含 2 架教

练型 
土库曼斯坦 

苏-25 攻击机 俄罗斯 43 架 土库曼斯坦 

 

（二）特点分析 

1. 总体军力规模庞大。中亚五国在原苏联的解体过程中获得国家独

立，继承了原苏联军队遗留在境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使得这些国家的武装

力量在建立之初就拥有庞大的装备规模。目前，中亚国家正规军共计约为

30 万人（预备役人员百万以上），拥有坦克和装甲车辆近万辆，各型火炮

5000门以上，作战飞机千余架，数量庞大。 

2. 装备水平较为落后。由于中亚国家现役的主战装备绝大部分继承自

原苏联，其中最新的型号距今也超过 25 年，总体水平不高，许多装备现已

陈旧。而且在这些国家独立之初，普遍面临经济困难，军费较为有限，因

此大部分的武器装备维护保养不到位，缺乏备件，完好率不高。目前，这

些装备基本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换代。 

3. 缺乏完备的军事工业体系。中亚国家在原苏联的军事工业体系内并

不是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因此除了在极个别领域（如哈萨克斯坦的水中

兵器实验场和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以外，中亚国家总体上工业基础较为

薄弱，并不具备完备的军事工业体系，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对于现代化的

军事装备只能依靠对外采购。 

4. 俄罗斯军事力量影响巨大。中亚国家国防力量脱胎于原苏联的既有

体系，从军事学说到装备系统都受制于俄罗斯，尤其是重点武器装备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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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件严重依赖俄罗斯军工企业的支持。而且俄罗斯也高度重视自身对中亚

国家的影响力，通过签订各种军事条约及协定、直接驻军、为中亚各国军

队提供人员培训、装备维持等方面的合作，维系自身势力。甚至在军贸方

面给予中亚国家以特殊待遇，如：享受与俄军相同的采购价格等。 

5. 逐渐倾向于武器装备来源多元化。中亚国家的主战装备虽然受制于

俄罗斯，但随着国家独立以来继承自原苏联的武器装备的逐渐退役和换代，

俄罗斯对中亚国家军事力量的控制和影响能力正在逐步减弱。同时，中亚

国家从自身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发，也希望武器装备来源多元化，摆脱长期

受制于俄罗斯的局面。近年来，中亚国家也利用军援和军事交流合作渠道，

陆续向美国等西方国家采购了一些军事装备。 

二、中亚国家主要对外军贸供应方分析 

目前，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力与美国的现实影响力之间的彼此消长，再

加上我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构成了中亚国家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 

（一）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军事关系分析 

在国际地缘政治理论方面，素有占据中亚可以赢得世界一说。俄罗斯长

期视中亚国家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力图保持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并在

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倾斜。总体来看，俄罗斯对中亚国

家的军事战略目的包括： 

一是利用中亚地缘战略优势巩固俄强国地位。目前俄超过 70%的航天发

射都是在哈萨克斯坦的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实施，对俄仍具有不可替代的

战略地位。另外，驻哈萨克斯坦的沙雷沙甘反导靶场、巴尔哈什雷达站、

驻吉尔吉斯的俄海军远程通信站、驻塔吉克斯坦普里帕米里耶的俄罗斯全

球太空空间监视系统组成部分的“天窗”光电观测枢纽、驻塔吉克斯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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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1 军事基地与驻吉尔吉斯的第 999 空军基地等对俄罗斯都具有战略意

义。 

 二是保障俄罗斯中亚战略方向的安全。中亚地区是俄罗斯的“软腹”。

俄罗斯不仅面临着来自中亚地区，特别是阿富汗的“三股势力”与跨国贩

毒势力的威胁，而且还面临着自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军事力量进入中亚而

带来的潜在军事安全威胁。因此，必须要确保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三是在军事安全战略方面保持中亚地区的缓冲区功能，不允许地区外

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地位得到强化。其实施途径是通过双边与多边军事合作，

加强俄罗斯与中亚各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建设，把中亚各国纳入本国主导下

的军事组织。 

为实现以上目标，俄罗斯积极通过双边、多边合作渠道加强军贸合作，

利用武器维护和零配件供给控制各国主战装备、开展联合军演等手段（包

括近几年媒体所关注的坦克大赛、“航空飞镖”等竞技性演练）不断巩固

对中亚国家的军事影响力。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两点： 

一是构建联合防空系统。这是俄罗斯实现控制中亚国家领空及防空力

量的重要途径。首先，对联合防空系统兵力兵器行动的协调是通过俄罗斯

空军中央指挥所进行的。这在事实上确立了俄罗斯在该系统中的主导地位。

其次，联合防空系统中来自俄罗斯的兵力兵器占有绝对优势。兵力兵器上

的优势成为俄在联合防空系统中主导地位的基础。第三，通过完善成员国

防空部队联合战役与战斗训练体系实现中亚国家军队的“俄化”。这方面

的重要举措是从 1999年开始在俄罗斯阿舒卢克靶场定期举行的代号为“战

斗友谊”的联合实弹射击演习。第四，各成员国指挥机关之间互相通报空

情信息系统的建立使中亚国家成为俄防止遭受来自南部方向空中袭击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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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击的缓冲地带。 

二是在 2009 年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组建了 “中亚地区集体快

速反应部队”。和平时期，各国编入集体快速反应部队内的队伍驻在本国

境内，并隶属于本国军事指挥机关，所属人员的训练工作也由各自国家的

国防部承担，但大部分训练工作需按照联合战役与战斗训练措施实施。在

集体快速反应部队框架内，俄罗斯获得了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坎特的第 999

空军基地和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第 201 军事基地。该部队的任务是：反击军

事侵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与贩毒、消除紧

急情况后果等。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集体快速反应部队的编成约为 1.5 万

人，包括俄罗斯的近卫第 98 空降师(约 5 000 人)、近卫第 31空降突击旅(约

3 500 人)、哈萨克斯坦的第 37空降突击旅以及其他国家各 1 个营，另外，

各国的内务部与紧急情况部也向集体快速反应部队派出了警察分队与救援

队。这些部队平时驻扎在本国的常驻地，隶属于本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当

需要履行同盟义务时转归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领导指挥。 

（二）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军事关系分析 

中亚国家独立后,美国对中亚的政策虽然几经调整,但在战略设计上却

保持了一定的思维惯性,即控制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战略思想;使中亚成为

遏制俄罗斯、中国、伊朗等中亚周边大国的战略支点;以及运用军事、经济、

政治三种手段推进对中亚国家的控制。而作为美国霸权扩张利器的军事手

段在美国对中亚的渗透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美国

中亚军事战略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1992~1995 年美国对中亚采取了“核

不扩散战略”,以推进中亚的无核化；1996~2005 年美国对中亚实施了“军

事支点战略”，为其渗透和反恐战争服务；2006 年至今美国对俄罗斯拒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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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入中亚战区采取了“反拒入战略”。主要做法是： 

一是提供军事援助和军事装备。2000 年 2 月，美国首次向中亚国家提

供军事装备：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 16 辆军事运输车辆。2002年，美国向

乌兹别克斯坦提供 1.6 亿美元，帮助其加强边防建设、改善武器装备。2003

年，美国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 120 万美元的军事财政援助。此后，又先

后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价值约 135 万美元的军服，向哈萨克斯坦提供军事教

育和训练费用 100万美元，同时签订了军事合作协议。 

二是加强军事交流。美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官

等人多次出访中亚，中亚各国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也相继访问了美国。为

促使中亚国家军队与美国和北约的作战指挥体制接轨，自 1995 年以来，美

及北约与中亚国家军队先后举行了数十次双边和多边联合军事演习，演习

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从沙盘推演、图上作业到首长司令部演练，从部分

实兵投入到整建制单位参演，内容也由维和、搜救、抢险扩展至特种作战

和联合作战。 

三是以反恐战争为由进驻中亚国家。早在阿富汗战争爆发的一年前,美

国就已经开始以乌兹别克斯坦为基地使用“掠夺者”无人驾驶侦察机对阿

富汗进行侦查。另外，在美国尚未获得乌兹别克斯坦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之

前，美军经乌政府同意已将 200 余名空降兵运抵乌境内。在美国发动阿富

汗战争前，美国就使得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同意向美军开放领空和

提供军用机场。此后经过磋商,乌兹别克斯坦决定向美国提供分别距离塔什

干 430 公里、460公里和 400公里的汉纳巴德、卡凯德和卡甘 3 个空军基地。

此外，美国还与吉尔吉斯斯坦达成协议，租用马纳斯国际机场作为空军基

地，随后美国空军第 376 远征联队进驻，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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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这些合作让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大受其益。美军对阿富汗发动代号为

“永久自由行动”的战争后，这些基地在向阿富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直到阿富汗实现局势稳定为止。 

（三）中亚国家与我国的关系 

在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我国的邻

国，与我国有长达 3000 多公里的边界线。我国与中亚国家建交以来，相互

关系发展平稳，特别是近 10 年以来，双边关系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然而，

与俄罗斯和美国相比，我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还很有限。纵观我国与中

亚国家建交的历史，可以发现，我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我国与中亚之间的历史传统联系深远悠久，长达两千多年。长

期以来，我国与中亚存在很多共性，上海合作组织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密切了彼此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我国与中亚国家相互尊重、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关系。这

成为多年来我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平稳、没有出现大的波折的主要原因，

也被中亚各国所认同。 

第三，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均衡性。一方面，我国与中

亚国家在政治、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合作发展相对较快，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发展相对较慢；另一方面，我国与中亚五国关系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不一致。

中亚五国中，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发展最快，2011 年双方建立了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 

最后，无论是我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还是中亚国家在我国的影响，

还都较为有限，双边关系提升的空间很大，合作前景广阔。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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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看来, 该区域内的国家决不能沦为好战、激进的伊斯兰国际

组织的势力范围，更不能容忍美国势力，尤其是西方大规模军事力量的介

入。这是俄罗斯目前同中亚国家发展关系的底线。美国在中亚的军事扩张

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挑战。俄罗斯将在中亚采取“反美军事渗

透”政策，以掌控中亚地区的军事主导权，捍卫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利益。

中亚国家则从“战略平衡”的理念出发，总体上对美国中亚军事战略采取

了防范与合作的两面态度，以求最大程度上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我国

在这一过程中的理性选择应当是对中亚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给予理解，并

在这其中积极支持俄罗斯反对外来势力介入的诉求，逐渐加强影响力，力

争实现国家长远综合利益。总之，一个主权独立、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

中亚符合我国的长远国家利益。 

三、中亚国家军贸市场分析 

（一）中亚国家安全局势分析 

中亚国家独立后，坚持世俗化的政治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果。尽管目

前中亚各国领导人和社会政治局势、安全局势相对稳定，但这种稳定的前

提是各国的经济局势稳定、大国关系的平衡和各国国内的社会公平、民族

和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亚国家内部安全局势面临的挑战主要有： 

一是民族和地区矛盾难以消除。中亚地区多民族聚居，历史上民族关

系并不和谐。比如过去主体民族比例不占优势的哈萨克斯坦经过努力，已

将哈族居民的比例提高到 67%（独立初期只有 40%），有利于政权的巩固。

哈政治上的重要任务是确定统一的“民族思想”，即一种代表全体哈萨克

斯坦人民的价值观，用以团结哈各民族和促进政治的长期稳定。但哈族传

统上的部族观念可能导致新的政治分化，造成部族势力间的矛盾冲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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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响国家安定。其他中亚国家也都有类似的问题，即由于地区经济和文

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间、民族或部族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在吉尔吉斯

斯坦、塔吉克斯坦甚至已经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冲突。 

二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挑战。中亚地区有比较深的伊斯兰文化传统，

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费尔干纳地区。独立后长期积累的贫困问题为伊斯兰

极端组织和极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境外的宗教极端势力也不

断向中亚地区渗透。伊斯兰政治组织已经在塔吉克斯坦打开了缺口，伊斯

兰复兴党在该国是合法政党，宪法中取消了关于国家世俗化的规定，学校

中都开设伊斯兰教课程。有中亚国家的学者担心，未来在塔吉克斯坦和吉

尔吉斯斯坦可能出现伊斯兰政权。由于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成员大都来自中

亚的主体民族，具有较强的“本土化”特征，且与国际恐怖组织关系密切，

如果中亚国家用高压手段解决宗教问题也可能造成强烈反弹，引发局势动

荡。 

三是政权交接的不确定性。中亚的两个大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都面临领导人新老交替的问题，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大权在握，威

信也很高，但都没有明确自己的接班人和政权的交接方式，这可能导致在

未来围绕政权归属产生激烈的斗争。塔吉克斯坦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目前，

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治走向影响深远，由于他们资

金雄厚，甚至与国外有联系，各不相让，未来的权力交接不会很平静，存

在一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四是中亚国家内部的争端。中亚国家国情相似，宗教传统相近，地域

相通，又都独立自原苏联，原本具有相互加强一体化合作的良好基础，但

经过多年的努力却始终没能够在促进地区合作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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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反而更加复杂。哈萨克斯坦地域最为广阔，经济实力最强，但乌兹别

克斯坦人口众多，地域上处于中心位置，因此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

之间围绕着地区事务主导权开展持续的竞争；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目前，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水资源、

海关、交通、能源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甚至没有出现短期内可

以解决的迹象，存在一定隐患。 

总体上，中亚国家政治形势近期内仍然会保持基本稳定，出现大规模

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因素：首先是中亚五国的

经济发展态势相对平稳，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其次是中亚国家社会的

主流希望能够维持稳定的局面，尚不存在族群和地区冲突全面失控的现实

危险；再次是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相对稳定，基本符合中亚的国情和政治

文化传统；最后是俄罗斯对中亚国家政局的影响力依然较强，对社会不安

定因素也有一定的威慑和抑制作用。 

（二）中亚国家军事力量运用分析 

中亚国家的军事架构秉承原苏联的体系，各个国家在独立后的建军思

想都无一例外地声明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的性质是防御性的。在此基础上，

结合上文对各个国家实际军事力量和安全局势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中亚国

家军事力量主要运用在以下方面： 

一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世界各国军队的基本职责，尤其

对独立建国时间不久的中亚国家来说，军队象征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各国

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在中亚各国近期内不会面临大规模武装入侵的前提下，

爆发国与国之间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小，军队并不需要实施全面的战争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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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应对“三股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中亚各国普遍面临宗教极

端势力、分离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的威胁，这是中亚国家军事力量最为现

实的应对目标。对待此类威胁，仅仅依靠内务部队和准军事力量是不够的，

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动用正规军队实施打击，甚至还需要在上合组织框架内

请求外部军事力量进行协助。 

三是应对可能的地区冲突。中亚国家之间围绕边境、领土、水资源、

地区事务主导等方面存在一定矛盾，将来不排除这些矛盾激化进而引发武

装冲突的可能性，这就要求军队应做好应对现代化局部战争的准备。 

四是维持社会稳定。中亚国家目前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领导人的

稳定，将来一旦出现领导人更迭，有可能出现国内的政治纷争和动荡。因

此，国家武装力量应具备一定的对内维稳功能，这一点将更多依靠各国现

有的内务部队和准军事力量。 

（三）中亚国家军事装备需求分析 

基于以上对中亚国家军事力量实际情况和目标职能的分析可以预见，

为切实履行国家赋予的任务，应对传统和非传统领域威胁，中亚国家现有

军事装备亟待升级更新。因此，近期中亚国家军贸市场应当处于活跃期，

可能对大宗的武器装备有一定需求，而且这种对武器装备需求将实现来源

多元化，不再会是俄制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具体来看，这些武器装备需

求主要包括： 

1. 指挥情报通讯系统。指挥情报通讯系统是国家武装力量正常运行的

基础，现代局部战争对此类信息系统的依赖尤其明显。此类装备包括各型

雷达和电子通讯、指挥中心软硬件、侦察装备，军用光纤网络和加密安全

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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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人机及其武器系统。在应对反恐等非传统领域的威胁方面，无人

机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包括无人侦察机、目标指示无人机、察打巡一体机，

无人机控制指挥系统和相应的精确制导弹药等应当有比较广阔的市场前

景。 

3. 坦克、装甲车辆和火炮。中亚国家大部分地域较为开阔，适合重装

部队展开行动。因此，三代重型主战坦克、重型步兵战车、自行加榴炮、

自行迫榴炮、卡车炮、以及配套的精确制导弹药等将有一定的市场需求。 

4. 单兵作战系统。目前，中亚国家陆军单兵装备较为落后，实际需求

的重点是提升信息化水平和防护及适用性，包括：新型自动步枪、狙击步

枪、反器材枪、单兵网络-终端系统、夜视器材、反坦克导弹、防弹背心和

携行装具等。 

5. 武装直升机。武装直升机对于支持陆军集群作战和实施定点清除等

非常规作战具有重要作用，在交通不便和地形复杂的地区尤其明显。目前

中亚国家现有武装/运输直升机基本以米-24 和米-17 系列为主，这些型号

在战场感知、信息化和精确打击方面较为落后，因此有必要引入新型的武

装/攻击型直升机。 

6. 中远程防空导弹。目前中亚国家装备有大量的俄制便携式和近程防

空导弹，但中远程国土防空能力除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外普遍较弱。

因此，可能对具备新型复合制导体制、抗干扰能力强、机动性好且价格适

中的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具备一定需求。 

7. 小型内海内湖作战舰艇。目前，哈萨克斯坦等里海沿岸的中亚国家

只装备有小型的巡逻艇和扫雷艇等，基本不具备实施海战或者支援登陆作

战的能力。下一步，为加强对里海区域油田资源的管控，可能会考虑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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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护卫舰或者导弹快艇等装备。 

除了以上装备，中亚国家对于多用途战斗机、轻型运输机、教练机等

也存在一定的更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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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亚军贸分析 

南亚，即亚洲南部，也称南亚次大陆，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印度洋之

间，本地区共有四个主要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其

中斯里兰卡为岛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与我国接壤。南亚地区战略位置重要，

资源丰富，社会发展差异明显，人口众多，民族和宗教信仰各异，与我国

关系密切，既是我国军贸工作的传统区域，也是需要进一步挖掘研究的关

键区域。 

一、南亚各国军队分析 

    （一）现有武器装备分析 

1.步兵轻武器 

南亚各国轻武器来源复杂，世界上常见的步兵轻武器在该地区均有装

备。AK 系列枪族（包括国产 56式和保加利亚产 AR/AR-S）在该地区装备量

最大。近年来，以 HK416/417 和 G36 为代表的新一代小口径自动步枪也正

在逐步进入本地区各国陆军。狙击步枪领域仍是新老混杂，既有旧式的 SVD，

也有较为先进的 PSG-1、IMI Galil、M82等。轻重/通用机枪则以 MG3、FN-MAG、

M60 为主。 

南亚国家自动步枪装备情况表 

型号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INSAS 自产 标准装备 印度 

HK416/417 德国   印度 

AK103 俄罗斯   印度 

TAR21 以色列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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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1 中国台湾   印度 

G36 德国   印度 

M16A1 美国   巴基斯坦 

81 式 中国   巴基斯坦 

AUG 奥地利   巴基斯坦 

81 式 中国   孟加拉国 

AKM 原苏联   孟加拉国 

81 式 中国   斯里兰卡 

95 式 中国   斯里兰卡 

M4 美国   斯里兰卡 

 

南亚国家狙击步枪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装备国别 

AWM 狙击步枪 英国 印度 

HK PSG1 狙击步枪 德国 印度 

Mauser SP66 狙击步枪 德国 印度 

HK MR308 狙击步枪 德国 印度 

IMI Galil  狙击步枪 以色列 印度 

Denel NTW-20 反器材枪 南非 印度 

SVD 狙击步枪 原苏联 巴基斯坦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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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PSG1 狙击步枪 德国 巴基斯坦 

SVD/85 式 狙击步枪 中国 孟加拉国 

L61A1 狙击步枪 英国 斯里兰卡 

SVD 狙击步枪 原苏联 斯里兰卡 

 

2.坦克装甲车辆 

本地区第三代主战坦克装备量较大，包括印度陆军装备的 T-90E 主战

坦克、自研的“阿琼”主战坦克；巴基斯坦陆/孟加拉装备的“哈利

德”/MBT-2000 主战坦克、T-80UD 主战坦克。同时南亚诸国仍拥有数量庞

大的一/二代坦克，例如巴军有 1500 辆 59/69 式中型坦克，印度仍有 700

辆 T-55 中型坦克和 1200 辆“胜利”中型坦克。孟加拉陆军则在巴基斯坦

和我国军贸企业的帮助下，对其老旧的 59式中型坦克进行现代化改造。南

国诸国装备的步兵战车数量较多，但先进型号不多，以 BMP-2、89式、WZ-551

为主。 

南亚国家坦克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阿琼” 主战坦克 自产 248 辆 印度 

T-90系列 主战坦克 俄罗斯/自产 1250辆 印度 

T-72系列 主战坦克 俄罗斯/自产 
2200辆，部分

转入储备 
印度 

“哈利德”改 主战坦克 中国/自产 开发中 巴基斯坦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niper_rif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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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德” 主战坦克 中国/自产 550 辆 巴基斯坦 

T-80UD 主战坦克 乌克兰 320 辆 巴基斯坦 

Zarrar 主战坦克 中国/自产 600 辆 巴基斯坦 

85 式 2 型 AP 主战坦克 中国/自产 300 辆 巴基斯坦 

69 式 主战坦克 中国 400 辆 巴基斯坦 

MBT-2000 主战坦克 中国/巴基斯坦 44 辆 孟加拉国 

69-2式改 主战坦克 中国 50 辆 孟加拉国 

59 改 主战坦克 中国 175 辆 孟加拉国 

MBT-2000 主战坦克 中国/巴基斯坦 订购 22 辆 斯里兰卡 

69 式 主战坦克 中国 30 辆 斯里兰卡 

59 式 主战坦克 中国 50 辆 斯里兰卡 

 

南亚国家其他装甲车辆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NAMICA 
反坦克导弹

发射车 
自产 订购 210辆 印度 

BMP-2 步兵战车 俄罗斯/自产 1800辆 印度 

Tarmour AFV 
重型装甲输

送车 
自产 900 辆 印度 

Casspir 反伏击车 南非 255 辆 印度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Zarrar


 

www.grandviewcn.com 72 

 

Aditya 反伏击车 自产 1300辆 印度 

Al-Fahd IFV 步兵战车 自产 140 辆 巴基斯坦 

Talha 装甲输送车 自产 
400 辆，持续生

产中 
巴基斯坦 

Otokar Akrep 装甲输送车 土耳其 260 辆 巴基斯坦 

M113系列 装甲输送车 美国 1100辆 巴基斯坦 

WZ551 轮式输送车 中国 少量装备 巴基斯坦 

BTR-70/80 轮式输送车 原苏联 120 辆 巴基斯坦 

BTR-80 轮式步战车 乌克兰 80 辆 孟加拉国 

05 式 轮式突击炮 中国 不详 孟加拉国 

BMP-1 步兵战车 原苏联 13 辆 斯里兰卡 

BMP-2 步兵战车 原苏联 49 辆 斯里兰卡 

BMP-3 步兵战车 原苏联 45 辆 斯里兰卡 

85 式/89式 装甲输送车 中国 45 辆 斯里兰卡 

BTR-80 轮式输送车 原苏联 25 辆 斯里兰卡 

Unibuffel 
轮式防伏击

车 
自产 110 辆 斯里兰卡 

92 式 轮式装甲车 中国 200 辆 斯里兰卡 

 

3.火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buff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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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巴基斯坦较为重视火炮的更新，尤其是大口径火炮。印度除装

备了瑞典 FH77B 式 155 毫米牵引榴弹炮以外，还采购了韩国 K9 式 155毫米

自行榴弹炮。而财力有限的巴基斯坦进口了 M109A5 式和 SH-1 式 155 毫米

卡车炮。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则仍以旧式火炮为主。近年来各国采购了一批

较为先进的大口径多管火箭炮，包括俄制 BM-30“龙卷风”和我国的 A-100

式、WS-1/2式。 

南亚国家火箭炮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龙卷风” 300 毫米自行火箭炮 俄罗斯 62 门 印度 

Pinaka MBRL 214 毫米自行火箭炮 自产 
80 套以

上 
印度 

A-100E 300 毫米多管火箭炮 中国 42 门 巴基斯坦 

83 式 122 毫米多管火箭炮 
中国/自

产 
80 门 巴基斯坦 

WS-1/2 自行火箭炮 中国 少量 孟加拉国 

BM-21 自行火箭炮 原苏联 30 门 孟加拉国 

RM-70 自行火箭炮 捷克 22 门 斯里兰卡 

BM-21/BA-84 自行火箭炮 原苏联 10 门 斯里兰卡 

 

南亚国家自行火炮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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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433 105 毫米自行榴弹炮 英国 80 门 印度 

2S1 122 毫米自行榴弹炮 原苏联 110 门 印度 

M110 203 毫米自行榴弹炮 美国 60 门 巴基斯坦 

M109系列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美国 270 门 巴基斯坦 

SH-1 155 毫米卡车榴弹炮 中国 90 门 巴基斯坦 

 

4.战略/战术导弹 

印巴二国均极为重视战略/战术导弹的研制和装备，是拥有中程地对地

导弹和准洲际地对地导弹的国家。在防空导弹领域，拥有数量较多，性能

较为先进的中近程地空导弹系统，包括“巴拉克”系列、SA-17、LY-80型、

RBS-70、FN-6、QW-1/2、“毒刺”等。在反坦克导弹领域，拥有“陶”-2、

“米兰”、“红箭”-8 等多种较为先进的型号，尤其是巴基斯坦仿制“红箭”

-8 的“巴科达·沙坎”（也称为“绿箭”），不仅大量装备了巴军，还出口多

个穆斯林国家，并在实战中取得了骄人战绩。但各国普遍欠缺远程地空导

弹和重型反坦克导弹。 

南亚国家防空导弹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Akash 中程防空导弹 自产 正大量装备 印度 

SA-8/13 自行近程防空导弹 俄罗斯 300 部发射车 印度 

“通古斯卡” 自行近程防空系统 俄罗斯 150 部发射车 印度 

“毒刺” 便携式防空导弹 美国   印度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nzerhaubitze_200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CT_1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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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14/16/18 便携式防空导弹 俄罗斯 大量装备 印度 

红旗-9 远程区域防空导弹 中国 评估中 巴基斯坦 

“阿斯派德”

2000 
中近程防空导弹 意大利 10 套 巴基斯坦 

FM-90 自行近程防空导弹 中国 10 套 巴基斯坦 

“响尾蛇” 自行近程防空导弹 法国 10 套 巴基斯坦 

“西北风” 近程防空导弹 法国 130 部发射器 巴基斯坦 

Anza系列 便携式防空导弹 
中国/自

产 
3000枚 巴基斯坦 

RBS-70 便携式防空导弹 瑞典 913 枚 巴基斯坦 

“毒刺” 便携式防空导弹 美国 350 枚 巴基斯坦 

FM-90 近程自行防空导弹 中国 少量 孟加拉国 

QW-2 便携式防空导弹 中国 少量 孟加拉国 

HN-5 便携式防空导弹 中国 30 套 孟加拉国 

SA-7 便携式防空导弹 俄罗斯 24 套 斯里兰卡 

 

南亚国家反坦克导弹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AT 系列 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 2.5 万枚 印度 

“米兰” 反坦克导弹 法国 3.4 万枚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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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BK-Invar 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自产 
计划采购 2.5

万枚 
印度 

Nag  反坦克导弹 自产 400 枚 印度 

“长钉” 反坦克导弹 以色列 采购 8000 枚 印度 

“红箭”8 反坦克导弹 中国/自产 2.5 万枚 巴基斯坦 

“陶”式系列 反坦克导弹 美国 1 万枚 巴基斯坦 

“米兰” 反坦克导弹 德国/法国 少量装备 巴基斯坦 

AT-11 反坦克导弹 原苏联 1900枚 巴基斯坦 

“红箭”-73 反坦克导弹 中国 不详 孟加拉国 

“红箭”-8 反坦克导弹 中国 100 套以上 孟加拉国 

“红箭”-8 反坦克导弹 中国   斯里兰卡 

 

5 航空装备 

航空装备是南亚国家军备采购中的重点，印巴二国均装备有大量三代

战斗机，基本上涵盖了世界上现有主流的轻中重型战斗机，从俄制米格-29

到苏-30，美制 F-16，法制幻影-2000、“阵风”等。同时运输机、反潜巡逻

机、教练机、各型直升机配套较为齐全，有诸如 P-8A“海神”、C-130J、

AH-64D、米-35等机型。印巴二国还分别拥有A-50E和萨伯-2000“爱立眼”、

ZDK-03 等型号的预警机。 

南亚国家战斗机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g_miss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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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风” 多用途战斗机 法国 订购 24 架 印度 

苏-30MKI 多用途战斗机 俄罗斯 
220 架，另追加

订购 40 架 
印度 

米格-29 战斗机 俄罗斯 
65 架，含部分教

练型 
印度 

“光辉” 多用途战斗机 自产 
10 架服役，计划

大规模装备 
印度 

“幻影”2000 战斗机 法国 50 架 印度 

米格-21改 战斗机 原苏联 245 架 印度 

“美洲虎” 攻击机 英国/法国 145 架 印度 

米格-27 攻击机 原苏联 85 架 印度 

米格-29K 舰载战斗机 俄罗斯 
33 架，另订购 12

架 
印度 

“海鹞” 
舰载垂直起落战

斗机 
英国 

13 架，含部分双

座教练型 
印度 

JF-17 多用途战斗机 中国/自产 
55 架，另订购

150 架 
巴基斯坦 

F-16系列 多用途战斗机 美国 
78 架，含部分双

座型 
巴基斯坦 

“幻影”3 系 战斗机 法国 75 架 巴基斯坦 



 

www.grandviewcn.com 78 

 

列 

“幻影”5 系

列 
战斗机 法国 80 架 巴基斯坦 

J-7P系列 战斗机 中国 
180 架，含部分

双座型 
巴基斯坦 

米格-29 战斗机 俄罗斯 8 架，含双座型 孟加拉国 

F-7M 战斗机 中国 
49 架，含少量教

练型 
孟加拉国 

强-5 强击机 中国 18 架 孟加拉国 

JF-17 多用途战斗机 
中国/巴基

斯坦 

计划 8 架，尚未

确认 
斯里兰卡 

“幼狮” 多用途战斗机 以色列 9 架 斯里兰卡 

F-7M 战斗机 中国 
8 架，含 1 架教

练型 
斯里兰卡 

米格-27 多用途战斗机 原苏联 6 架 斯里兰卡 

 

南亚国家武装直升机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米-35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 20 架 印度 

LCH 武装直升机 自产 订购 110架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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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 Rudra  
武装/通用直升

机 
自产 

60 架，另订购 40

架 
印度 

米-35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 
订购 4 架，预计

20 架 
巴基斯坦 

WZ-10 武装直升机 中国 3 架，实验性装备 巴基斯坦 

AH-1 武装直升机 美国 50 架 巴基斯坦 

米-24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 9 架 斯里兰卡 

 

6.海军装备 

南亚诸国对于海军装备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印度一直宣称

要把印度洋变成印度的印度洋。目前印度海军拥有“维拉特”号、“维克

拉玛蒂亚”号两艘航空母舰，并紧张建造印度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维克

兰特”号。正在建造新一代“加尔各答”级隐身导弹驱逐舰和“歼敌者”

攻击型核潜艇，并向法国和俄罗斯分别定购了 12艘“鲉鱼”级常规潜艇（在

印度组装）和 9 艘”阿穆尔“级常规潜艇，对南亚周边国家形成了压倒性

的优势。这也直接刺激了巴基斯坦从我国采购 S-20 型常规潜艇。除印度以

外，南亚国家的海军装备发展仍是以轻型多用途水面舰艇和对老旧舰艇进

行现代化改进为主。 

南亚国家潜艇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阿库拉”2 核动力攻击潜艇 俄罗斯 租用 1 艘 印度 



 

www.grandviewcn.com 80 

 

型 

“歼击者” 
核动力战略导弹潜

艇 
自产 

1 艘，建设测试

中 
印度 

“鲉鱼”级 常规潜艇 法国/自产 
订购 6 艘，建

造中 
印度 

“基洛”级 常规潜艇 俄罗斯 9 艘 印度 

209 型 常规潜艇 德国 4 艘 印度 

S-20 常规潜艇 中国/自产 
计划采购 6-8

艘 
巴基斯坦 

“阿戈斯塔”

90B 
常规潜艇 法国/自产 3 艘 巴基斯坦 

“阿戈斯塔”

70 
常规潜艇 法国 2 艘 巴基斯坦 

035G 常规潜艇 中国 2 艘 孟加拉国 

 

南亚国家主要水面作战舰艇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超日王”号 STOBAR 中型航母 俄罗斯 1 艘 印度 

“维拉特” V/STOL 常规航母 英国 1 艘 印度 

“奥斯汀”级 两栖运输舰 美国 1 艘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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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各答”

级 
驱逐舰 自产 

1 艘，另有 2

艘建造中 
印度 

“德里”级 驱逐舰 自产 3 艘 印度 

“卡辛”2 级 驱逐舰 原苏联 5 艘 印度 

Shivalik 级 护卫舰 自产 3 艘 印度 

Talwar 级 护卫舰 俄罗斯 6 艘 印度 

Brahmaputra 

级 
护卫舰 自产 3 艘 印度 

Godavari 级 护卫舰 自产 3 艘 印度 

Kamorta级 护卫舰 自产 1 艘 印度 

Kora级 轻型护卫舰 自产 4 艘 印度 

Khukri 级 轻型护卫舰 自产 4 艘 印度 

F-22P 护卫舰 中国/自产 4 艘 巴基斯坦 

“佩里”级 护卫舰 美国 1 艘 巴基斯坦 

女将级 护卫舰 英国 5 艘 巴基斯坦 

Azmat 级 导弹艇 中国/自产 
2 艘，另有多艘

订购 
巴基斯坦 

Bangabandhu

级 
护卫舰 韩国 1 艘 孟加拉国 

江湖级 053H1 护卫舰 中国 1 艘 孟加拉国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_Madina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dr_class_corvette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l_Sadiq&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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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级 053H2 护卫舰 中国 2 艘 孟加拉国 

汉密尔顿级 巡逻舰 美国 2 艘 孟加拉国 

郡级 护卫舰 英国 1 艘 孟加拉国 

056 改 轻型护卫舰 中国 订购 4 艘 孟加拉国 

萨尔-4 导弹艇 以色列 2 艘 斯里兰卡 

 

7.警用/反恐/反暴乱装备 

这是近年来南亚国家装备采购中出现的新亮点，为了应付国内反政府

游击队，印度政府在 2009 年从南非订购了 300 辆 Casspir 防雷反伏击车，

并自产了 1300 辆 Aditya 型防雷反伏击车。而巴基斯坦则从美国进口了 22

辆 Maxxpro 防雷反伏击车。排爆机器人、单兵防护装备、单兵热像仪、小

型无人机、单兵侦察雷达等装备近年来也多次出现在南亚诸国的军备订单

上。 

（二）特点分析 

1.发展极不均衡 

南亚各国军力发展极不均衡，各国之间装备水平差异极大，以印度、

巴基斯坦为第一层次，国防预算较为充足，军队素质较高，有较为丰富的

实战经验，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较高，军工实力较强，能自行生产第三代

战斗机、三代主战坦克、现代化火炮等大型武器。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为第

二层次，国防预算有限，武器装备完全依赖进口，军力相对较弱。 

2.体系对抗能力不足 

南亚诸国中，印度和巴基斯坦具有一定的体系对抗能力，但其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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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低，缺乏自主的卫星通讯/导航/定位能力，军队信息战水平低下，

缺乏自动指挥控制系统、空地协同作战能力较差。只能应对低烈度冲突，

适应不了高强度的现代化局部战争。 

3.军工产业水平总体较低 

印度拥有最强的军工科研/生产实力，可以自行研制中型航空母舰、攻

击核潜艇、三代战斗机和三代主战坦克等，巴基斯坦也可自产三代主战坦

克、三代轻型战斗机等装备，但总得来说技术水平不高。印度的 LCA 战斗

机和“阿琼”主战坦克项目均已基本宣告失败，“歼敌者”攻击核潜艇项

目进展极为缓慢，就连军队最基本的装备印度国产 INSAS 枪族，在经过多

年使用后也最终被印度军队放弃。多年以来，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武器

进口国，虽然近年来在进口武器装备时，提出了一些转让技术或是补偿贸

易的要求，但总体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以进口为主。巴基斯坦近

年来在军工领域进步较大，可以自行生产轻型三代战斗机、三代主战坦克、

反坦克导弹等轻重武器，但更高端的重型三代战斗机、专用武装直升机、

导弹护卫舰、常规潜艇等仍需要进口。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基本上没有重武

器自产能力，完全依赖进口。 

4.存在短板效应 

由于整体国力有限，南亚诸国在装备发展上各有侧重，例如印度侧重

发展核力量和海空军，巴基斯坦则有针对性的发展核力量和陆空军，斯里

兰卡重点发展陆军和海军，孟加拉也重视陆海军的发展。这种模式一方面

可以集中力量研制或是采购国家最亟需的装备，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明显

的缺陷。比如南亚诸国防空体系建设普通较弱，海军舰艇缺乏区域防空能

力，预计未来对中远程地（舰）空导弹会有较为强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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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来源复杂 

南亚诸国的武器装备来源复杂，涵盖了几乎世界上所有主要武器装备

出口国的产品，而且没有明显的体系化倾向。原本全盘苏俄体系的印度近

年来引进了大量的西方装备，而一直采用西方装备体系的巴基斯坦也进口

了一定数量的苏俄制装备。这样虽然可以通过国际采购引进最先进的武器

装备并快速形成战斗力，但对装备使用、后勤保障、弹药供应都提出了极

高的要求。印度军队进口的武器装备屡次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就是最

典型的例子。 

6.存在一定程度的装备竞赛 

南亚诸国中，印度与巴基斯坦一直处于军备竞赛中，双方在武器装备

采购上极具针对性，例如在印度引进俄制 T-72 主战坦克后，巴基斯坦马上

就从我国采购了 85-IIAP主战坦克和乌克兰 T-80UD主战坦克；此后，印度

紧接着又俄罗斯进口了 T-90 主战坦克并开始按许可证自行生产，并有可能

成为世界上装备 T-90 主战坦克最多的国家，而巴基斯坦则针锋相对的从我

国进口了 MBT-2000型主战坦克并同样开始按许可证自行生产“哈利德”主

战坦克。在印度空军装备俄以合作的“费尔康”预警机以后，巴基斯坦也

从瑞典引进了萨博 2000“爱立眼”预警机及我国的 ZDK-03中型预警机。而

印度大力发展潜艇部队，也直接刺激了巴基斯坦从我国采购 S-20 型常规潜

艇，这种针对性较强的装备竞赛将是未来南亚各国军备采购中的重要特点。 

二、南亚国家军贸供应方分析 

（一）美国对南亚的军贸 

冷战结束后，利用俄罗斯全面战略收缩的有利时机，积极开拓印度军

贸市场，期间虽然因印巴核试验中断了一段时间，但双方的合作深度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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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在逐年增加。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先后成功向印度出口了 P-8A反潜巡

逻机、C-130 中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还积极参与了印度的“先进中型战斗

机”竞标，虽然其推出的 F-16 和 F/A-18 战斗机均败于法国的“阵风”，

但可以看出美国对印度市场的重视。除了印度以外，美国对于巴基斯坦的

军贸市场也没有放松，通过向其销售 F-16C 型战斗机保持了对巴基斯坦的

影响力。 

总体来看，美国对南亚的军贸重点始终放在经济条件更好的印度身上，

兼顾巴基斯坦。这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的经济情况较好，国防预算充足，又

是国际上知名的“军购金主”。另一方面，也出于扼制我国崛起的客观需

求。美国通过扶持印度，在印度洋方向上既可以牵制我国崛起，又可以扼

制俄罗斯在本地区的影响力，还可以倾销军火，可谓一举三得。预计未来

美国将进一步深化与印度的军事技术合作，把印度塑造成封堵我国的新盟

友。 

（二）俄罗斯对南亚的军贸 

冷战时期，印度采购了大量的苏制装备，前苏联一直是印度最重要的

军火供应国。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因债务问题与印度短暂交恶后，双方的

军贸关系迅速回温。1998后，印度与俄罗斯签订了有效期至 2010 年的军事

合作项目协议，包涵了 200 多个项目，总金额达 200 亿美元。该协议使印

度成为唯一一个与俄罗斯有长期军事技术合作计划的国家。此后，随着《俄

印战略伙伴宣言》的签署，俄印双方的军事合作持续深入。印度先后从俄

罗斯进口了“戈尔什科夫”号航空母舰、310 辆 T-90 主战坦克，按许可证

方式生产 140 架苏-30MKI 重型战斗机及 1000 辆 T-90 主战坦克；租借一艘

核潜艇，获得了建造核潜艇的技术，并参与 T-50 项目；俄印联合研制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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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莫斯”系列巡航导弹已经量产装备印度陆海空军。今后俄印之间的军贸

合作将进一步深化，未来可能出现俄美争夺印度军贸市场的局面。 

俄罗斯除了重视印度这一传统盟友以外，也并没有放弃南亚其他国家

的军贸市场。但长期以来，缺乏打开巴基斯坦军贸市场的拳头产品。只是

为中巴联合研制的 JF-17“凫龙”战斗机提供配套的 RD-93 涡扇发动机，但

在 2014 年，俄罗斯向巴基斯坦出口了 20 架米-35M 武装直升机，并就向巴

基斯坦出口苏-35 重型战斗机展开了接触，不仅成功的实现了向巴基斯坦出

口整机，而且通过与巴方的军贸，对一直在军贸问题上“左右逢源”的印

度造成了相当压力。印方在此压力下有可能更加积极的参与俄罗斯 T-50 的

研发。 

除印巴二国以外，俄罗斯对孟加拉军贸市场也较为重视，近年来，成

功向其出口了米-17 运输直升机、雅克-130 教练机、BTR-80 轮式装甲输送

车、AT-13 反坦克导弹等。 

综上所述，未来俄罗斯在南亚军贸市场中仍以印度为主，对巴基斯坦

和孟加拉的军贸推介活动可以会有所加强，尤其是在直升机、重型战斗机

等航空装备方面有可能对我国军贸企业构成一定的威胁。 

（三）其他国家对南亚的军贸 

南亚一直是世界军贸市场中的热点地区，除了美国、俄罗斯以外，欧

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乌克兰、塞尔维亚，亚洲的以色

列、韩国，南美州的巴西、北美的加拿大、非洲的南非都是南亚的军贸供

应国。尤其是法国、英国、以色列、瑞典、韩国在南亚军贸市场中都占有

了相当份额，出现了一批明星产品，例如，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在印度

成功实现了首次出口；以色列不仅拿下了与印度合作研制“巴拉克”-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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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舰空导弹的合同，还向印度出口了 A-50U 预警机所用的相控阵雷达，并

向印度大量出口了单兵热成像仪和“搜寻者”无人机，把俄罗斯挤出了印

度米格战斗机改装市场；英国的“鹰”-100 教练/攻击机不仅大量出口印

度，还成为印度重要的反暴乱战机；韩国则成功的向印度出口了 K9 型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而法国的 SA 系列轻型直升机、“阿戈斯塔”90B常规潜艇、

乌克兰的伊尔-78 加油机、6TD柴油机、德国 Do-228运输机、巴西的 MAR-1

反辐射导弹等军贸产品也进入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军队中服役。 

以上国家在向南亚国家提供军贸产品时，较少考虑政治因素，多以经

济利益为主，而且提供的军贸产品质量较高，又能提供补偿贸易，并拥有

较为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是未来我国军贸企业较为棘手的竞争对手。 

三、南亚军贸市场分析 

南亚国家目前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增速明显，国防预算相对充足。

但各国国内面临着种种问题，国与国之间仍有领土争端，有发生武装冲突

的潜在风险。总体来看，南亚国家未来的安全局势将有以下特点： 

一是印度一家独大。美国在印度洋区域内的战略非常明确，那就是扶

持印度，牵制我国，扼制俄罗斯。而俄罗斯也不会轻言放弃印度市场，预

计双方在南亚军贸市场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获得大量先进武器装备的印

度不甘心只做地区大国，印度早就提出了“印度的印度洋”这一口号，并

把触角伸到了南海。军力的强大直接刺激了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2015 年

与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均出现了争端，体现出民族情绪的外溢。未

来，在美国的支持和俄罗斯的默许下，一家独大的印度正在成为南亚地区

的不稳定因素。 

二是南亚国家存在冲突与摩擦的不稳定因素。冷战时期，南亚地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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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数的“热点”之一，印巴之间爆发过三次大战，小的冲突更是无法计

数。第三次印巴战争后，东巴基斯坦独立后成为孟加拉国。冷战后，印巴

之间就克什米尔的争议仍未解决，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仍时有交火。而 1987

年印度武装干涉斯里兰卡内战的失败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本地区局势的复

杂多变，客观的看，这一地区存在着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三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二战以后，南亚地区就是受非传统威胁最

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政治暗杀、政变、恐怖袭击从未间断，包括两任印度

总理英迪拉.甘地和其子拉吉夫.甘地，巴基斯坦首任总理列雅格特.阿里.

汗、前总理贝.布托在内的众多领导人均死于政治暗杀。军事政变也时有发

生，加之毗邻阿富汗，伊斯兰极端势力渗透严重，越来越频繁的恐怖袭击

已经对南亚各国的安全形势构成了极大威胁。巴基斯坦境内的“巴塔”（巴

基斯坦塔利班）一直剿而不灭，印度时至今日仍受到穆斯林极端武装恐怖

袭击的困扰。相对来说，斯里兰卡在结束长达 25年的内战后，总体安全形

势较好，孟加拉受到的恐怖威胁程度也较低。 

四是国内冲突和维稳压力大。二战后，南亚各国迎来了独立和解放，

但由于列强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民族和宗教分裂，独立后很快就出现了严

重的内部冲突。印巴分治后的种族大屠杀，西巴出现的民族冲突最终导致

了第三次印巴战争和孟加拉的独立，而斯里兰卡则陷入了长期与“泰米尔

猛虎组织”的内战。今天的印度境内仍活跃着以纳萨尔派游击队、阿萨姆

联合解放阵线等为代表的反政府游击组织，印度教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

突也时有发生，维持稳定压力较大。 

为了应对上述威胁，南亚各国对于军队建设和装备采购保持了极高热

情，印度和巴基斯坦常年占据世界武器进口国排名第一和第三的位置，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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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未来仍会持续进口各型武器装备，提升军队战斗力。在 2020 年之前，预

计南亚各国每年将形成 120 亿美元以上的装备采购规模，是世界军贸市场

上的重点区域。 

结合南亚各国现有的武器装备和面临的威胁，初步归纳出南亚国家未

来重点武器装备的需求。 

1.步兵轻武器。南亚各国现役的步兵轻武器，虽然覆盖了世界上的主

流产品，但整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一定距离。印度在自研的 INSAS

枪族失败后，目前正在寻求新一代的 5.56 毫米枪族。巴基斯坦则正在处于

从中间型步枪向小口径步枪过渡时期，对于新式小口径枪族均有强烈需求。

同时对于智能化弹药、单兵外骨骼及未来战士系统有一定的需求。斯里兰

卡和孟加拉二国则会继续专注于解决轻武器的弹药配套和零配件供应问

题，对于高精度狙击步枪、自动榴弹发射器、单兵云爆弹等有一定的需求。 

2.坦克装甲车辆。坦克装甲车辆一直是南亚各国军备采购的重点。在

“阿琼”主战坦克项目失败后，印度正在谋求自研或是进口下一代主战坦

克，预计会形成大规模采购需求。巴基斯坦目前已能自产“哈利德”主战

坦克，未来的采购重点将是与之配套的步兵战车等装甲车辆。斯里兰卡和

孟加拉二国对于轻型里克和两栖装甲车辆会有一定需求。 

3.火炮。南亚各国火炮普遍较为老旧，随着老型号的淘汰，预计会出

现较为强烈的采购需求。该需求的特点如下：一是印巴两国需要新一代 155

毫米自行火炮，印度已经从韩国订购了上百门 K9 型 155毫米自行榴弹炮，

预计巴基斯坦也将有针对性的引进新一代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二是适合

山地和丛林战斗的 105/122/155 毫米超轻型榴弹炮会有一定的需求；三是

对现有的老旧火炮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需求；四是为炮兵部队配套完成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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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化作战侦察/指挥/控制系统；五是对精确制导炮弹比较关注；六是对执

行末端近程反导/防空任务的速射炮会有一定需求。 

4.战术导弹。目前南亚各国装备的便携式防空导弹型号繁杂，有一些

FN-6、前卫-1/2、SA-16、RBS-70、“西北风”、“毒刺”等较为先进的型号，

数量也趋于饱和。但南亚国家中缺乏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印度自研的“阿

卡什”中程地空系统与俄制 SA-17“灰熊”相比毫无优势，远程地空导弹基

本处于空白状态，将会形成确定的采购需求。印巴两国对于先进的中远程

反坦克导弹均有需求，斯里兰卡和孟加拉两国对于反坦克导弹的多用途性

要求更高。印巴两国对于巡航导弹和远中近程地对地战术导弹高度重视，

同时高性能的潜射/舰射/空射反舰导弹也将是未来南亚国家军贸的热点之

一。 

5.航空装备。近年来，南亚国家迎来了战斗机换装高潮，印度的 MAC

（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是近年来该地区内最大的现代化战斗机采购项目，

最终法国“阵风”赢得了订单。而受到国防预算限制的巴基斯坦除了向美

国采购 F-16C 战斗机并自行生产 JF-17“枭龙”战斗机以外，也在积极寻求

采购性能更好的中/重型战斗机。未来该地区的航空装备采购将出现两级分

化的局面，印度和巴基斯坦将继续在中/重型战斗机和隐身战斗机采购领域

展开竞赛，而斯里兰卡和孟加拉两国会更加关注高性价比的轻型多用途战

斗机。此外，大中型预警机、中/重型专用武装直升机仍是本地区航空装备

采购的重点之一。 

6.海军装备。海军装备一直是南亚诸国军备采购中的重点，尤其是印

度海军，近年来先后采购了包括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常规潜艇在内的

大量装备，这直接导致了南亚地区在海军装备方面的军备竞赛。预计巴基



 

www.grandviewcn.com 91 

 

斯坦会出现一个采购海军装备的小高潮，采购重点将集中于多用途导弹护

卫舰和常规潜艇。而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则对于轻型护卫舰、巡逻舰和小型

攻击快艇有一定的需求。 

7. 警用装备。为了应对本地区严重的非传统威胁，预计对于警用防暴

车、防雷反伏击车、IDE探测装置、信号屏蔽设备、排爆防爆装备、单兵防

护装备、反狙击手系统、穿墙雷达、无人机、保密通讯网等方面均有一定

的需求。 

除此以外，各国对于数字化指挥控制系统、空情保障/预警系统、军用

光纤通讯网均有一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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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海湾国家军贸分析 

波斯湾位于亚洲西南部，简称“海湾”，介于阿拉伯半岛和伊朗之间，

全长 1040 公里，宽 180-320公里，面积约 25.9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

重要的内海之一。海湾国家是指波斯湾沿岸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

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卡塔尔，巴林等 8个国家。海湾国家

石油资源蕴藏丰富，地理位置重要，民族和宗教问题复杂，国民经济发展

畸形，是大国角力的焦点地区，未来将是我国军贸工作的发力点。 

一、海湾国家装备分析 

（一）现有装备情况 

1. 步兵轻武器。海湾国家步兵轻武器装备来源较为繁杂，基本上世界

主要枪族在这一地区都有装备。总体来看，装备量较大的轻武器主要包括

苏/俄系的 AK 自动步枪枪族、美国的 M4 和 AR 卡宾枪系列、德国的 MP5 冲

锋枪、G36自动步枪和奥地利的 AUG系列等，甚至还有印度的 INSAS 和台湾

的 T-91自动步枪。狙击步枪和反器材枪从老式的 SVD到较新式的 SR25、M82、

M110等，涵盖七八个国家的 10余个型号，口径也从 12.7毫米到 5.56毫米

不等。轻机枪和通用机枪则包括了苏/俄的 RPK/RPM、比利时的 FN 米尼米、

德国的 MAG、美国的 M60/M241在内的多种型号。 

海湾国家自动步枪装备情况表 

型号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G36 德国   阿联酋 

M4 美国   阿联酋 

M16 美国   阿联酋 

http://baike.baidu.com/view/4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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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1 台湾   阿联酋 

INSAS 印度 标准装备 阿曼 

M16 美国   阿曼 

M4 美国   阿曼 

AUG 奥地利   阿曼 

M16 美国   巴林 

M4 美国   巴林 

M4 美国   卡塔尔 

M16 美国   卡塔尔 

AKM 俄罗斯   卡塔尔 

M4 美国   科威特 

AK74 俄罗斯   科威特 

G36 德国   沙特 

M4 美国   沙特 

AUG 奥地利   沙特 

AK103 俄罗斯   沙特 

AK47/56式 
原苏联/中国/

自产 
大量装备 伊朗 

AKM 原苏联/自产 标准装备 伊朗 

G3 德国/自产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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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56 中国/自产 
北方公司 CQ自动

步枪仿制版 
伊朗 

KH2002 自产 
特种部队少量装

备 
伊朗 

Kbk wz1988 波兰 
仿 AK74，大量装

备 
伊拉克 

AKM 原苏联/自产 标准装备 伊拉克 

M16A4 美国 大量装备 伊拉克 

 

海湾国家狙击步枪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装备国别 

M24 狙击步枪 美国 阿联酋 

M82 狙击步枪 美国 阿联酋 

M82 狙击步枪 美国 阿曼 

M82 狙击步枪 美国 巴林 

M82 狙击步枪 美国 卡塔尔 

M24 狙击步枪 美国 科威特 

M24 狙击步枪 美国 沙特 

SVD 狙击步枪 原苏联/自产 伊朗 

Steyr HS.50 狙击步枪 奥地利/自产 伊朗 



 

www.grandviewcn.com 95 

 

Saher 反器材枪 自产 伊朗 

M14EBR 狙击步枪 美国 伊拉克 

M24 狙击步枪 美国 伊拉克 

SVD 狙击步枪 原苏联/自产 伊拉克 

 

2. 坦克和装甲车辆。海湾地区地形以沙漠戈壁和平原地区为主，适合

重装部队展开活动。因此，海湾诸国均高度重视坦克和装甲力量建设，装

备质量较高，数量庞大，成为陆军装备的核心。主战坦克包括美制 M1A1/A2

系列、德国“豹”2系列、法国的“勒克莱尔”、英国的“挑战者”、俄罗

斯的 T-72 系列等，基本上世界一流坦克悉数到齐，装备数量在 1500辆以

上。此外，在步兵战车和装甲车方面，美制的 M2A2、俄制的 BMP系列、法

国的“潘哈德”、瑞士的“食人鱼”也有较大数量装备。 

海湾国家坦克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勒克莱尔” 主战坦克 法国 388 辆 阿联酋 

AMX-30S 主战坦克 法国 45 辆 阿联酋 

OF-40MK2 主战坦克 意大利 36 辆 阿联酋 

FV101 轻型坦克 英国 76 辆 阿联酋 

“挑战者”2 主战坦克 英国 38 辆 阿曼 

“酋长”MK5 主战坦克 英国 30 辆 阿曼 

M60 主战坦克 美国 90 辆 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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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101 轻型坦克 英国 90 辆 阿曼 

M60 主战坦克 美国 180 辆 巴林 

“豹”2A7 主战坦克 德国 62 辆 卡塔尔 

AMX-30 主战坦克 法国 30 辆 卡塔尔 

M1A2 主战坦克 美国 218 辆 科威特 

M-84AB 主战坦克 南联盟 150 辆 科威特 

M1A2SEP 主战坦克 美国 442 辆 沙特 

M-60 主战坦克 美国 450 辆 沙特 

Zulfiqar 主战坦克 自产 
MBT1-3 型，共计

约 150 辆 
伊朗 

“酋长” 主战坦克 英国 100 辆 伊朗 

M-60 主战坦克 美国 150 辆 伊朗 

T-72S/Z 主战坦克 
原苏联/俄罗

斯 
680 辆 伊朗 

T-62 主战坦克 原苏联 70 辆 伊朗 

69 式 主战坦克 中国 
约 200 辆，储备

装备 
伊朗 

M1A1 主战坦克 美国 共计约 150 辆 伊拉克 

T-72 主战坦克 原苏联/波兰 125 辆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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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国家其他装甲车辆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ACV-300 步兵战车 土耳其 133 辆 阿联酋 

MBP-3 步兵战车 俄罗斯 598 辆 阿联酋 

“潘哈德” 轮式装甲车 法国 370 辆 阿联酋 

EE-11 轮式装甲车 巴西 120 辆 阿联酋 

Navistar 

MaxxPro 
防伏击车 美国 3375辆 阿联酋 

Caiman 防伏击车 美国 订购 1150 辆 阿联酋 

“半人马座” 
轮式坦克歼击

车 
意大利 10 辆 阿曼 

“食人鱼” 轮式装甲车 瑞士 175 辆 阿曼 

WZ-551 装甲车 中国 50 辆 阿曼 

BTR-80 轮式装甲车 俄罗斯 少量 阿曼 

AT105 轮式装甲车 英国 10 辆 巴林 

YPR-765 步兵战车 荷兰 25 辆 巴林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110 辆 巴林 

“潘哈德” 轮式装甲车 法国 110 辆 巴林 

“食人鱼” 步兵战车 瑞士 36 辆 卡塔尔 

AMX-10P 装甲输送车 法国 40 辆 卡塔尔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vistar_MaxxPr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vistar_MaxxPr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xon_(vehicl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YPR-765


 

www.grandviewcn.com 98 

 

Fennek 轮式装甲车 德国 32 辆 卡塔尔 

Sherpa2 轮式装甲车 法国 30 辆 卡塔尔 

EE-9 轮式战斗车 巴西 32 辆 卡塔尔 

“沙漠武士” 步兵战车 英国 254 辆 科威特 

BMP-3 步兵战车 俄罗斯 120 辆 科威特 

BMP-2 步兵战车 俄罗斯 76 辆 科威特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230 辆 科威特 

M2A2 步兵战车 美国 400 辆 沙特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1100辆 沙特 

“狐”式 装甲侦察车 德国 175 辆 沙特 

Al-Masmak 装甲反伏击车 自产 2750辆 沙特 

Nexter Aravis 装甲反伏击车 法国 200 辆 沙特 

BMP-1 步兵战车 原苏联 350 辆 伊朗 

BMP-2 步兵战车 原苏联 400 辆 伊朗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200 辆 伊朗 

BTR-60 轮式装甲车 原苏联 200 辆 伊朗 

M2A2 步兵战车 美国 200 辆 伊拉克 

BMP-1 步兵战车 原苏联 320 辆 伊拉克 

BTR-4 步兵战车 乌克兰 100 辆 伊拉克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900 辆 伊拉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xter_Ar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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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117 轮式装甲车 美国 264 辆 伊拉克 

ILAV Badger 反伏击车 美国 879 辆 伊拉克 

BTR-80 轮式装甲车 原苏联/波兰 100 辆 伊拉克 

 

3.火炮。与重装部队相比，海湾国家的炮兵支援和压制力量建设总体

上处于从属地位，数量也不是太多。因为主要用于支持配合装甲部队作战，

所以基本都实现了自行化，机动力和防护力相对较强。代表性装备包括：

美制的 M109系列 155 毫米自行加榴炮、M270系列模块化火箭炮、法国的

AMX-GCT155毫米自行加榴炮、德国的 PzH 2000155毫米自行加榴炮、俄罗

斯 TOS 自行火箭炮、我国的 PLZ-45 型 155 毫米自行加榴炮等。 

海湾国家火箭炮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BM-21 自行火箭炮 俄罗斯 48 门 阿联酋 

90A 式 自行火箭炮 中国 12 门 阿曼 

M-270 自行火箭炮 美国 9 门 巴林 

Astros II 

MLRS 
自行火箭炮 巴西 18 门 卡塔尔 

BM-21 自行火箭炮 俄罗斯 少量 卡塔尔 

BM-30 自行火箭炮 俄罗斯 27 门 科威特 

M270 自行火箭炮 美国 50 门 沙特 

Astros II 自行火箭炮 巴西 72 门 沙特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raqi_Light_Armored_Vehicl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tros_II_MLR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tros_II_MLR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tros_II_ML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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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RS 

BM-21 
多管自行火箭

炮 
原苏联/自产 150 门 伊朗 

Fajr 
多管自行火箭

炮 
自产 50 门 伊朗 

Shahin1/2 
多管自行火箭

炮 
自产 50 门 伊朗 

TOS 自行火箭炮 俄罗斯 10 门 伊拉克 

BM-21 
多管自行火箭

炮 
原苏联/乌克兰 50 门 伊拉克 

 

海湾国家自行火炮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G6 155 毫米自行加榴炮 南非 72 门 阿联酋 

M109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美国 87 门 阿联酋 

G6 155 毫米自行加榴炮 南非 24 门 阿曼 

M109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美国 15 门 阿曼 

M-110 203 毫米自行加榴炮 美国 13 门 巴林 

PzH 2000 155 毫米自行加榴炮 德国 24 门 卡塔尔 

PLZ-45 155 毫米自行加榴炮 中国 75 门 科威特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tros_II_MLR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tros_II_ML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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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9A1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美国 30 门 科威特 

PLZ-45 155 毫米自行加榴炮 中国 54 门 沙特 

M109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美国 158 门 沙特 

AMX-GCT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法国 51 门 沙特 

M109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美国 180 门 伊朗 

M110 203 毫米自行榴弹炮 美国 30 门 伊朗 

M109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美国 49 门 伊拉克 

 

4. 战术导弹。海湾国家战术导弹装备数量巨大，技术水平先进，伊朗

和沙特甚至还装备有中近程弹道导弹。防空导弹主要是美国的“爱国

者”PAC-2/3 系列（远程）、“霍克”系列（中程）和西欧国家的“罗兰”、

“轻剑”、“西北风”等近程导弹，构成了密集的防空火力网；反坦克导

弹包括美国的“陶”式、“标枪”、西欧国家的“米兰”、俄制的“短号”

系列、我国的红箭-8 等，总体数量庞大，超过 4万枚。 

海湾国家防空导弹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爱国者” 
远程区域防空导

弹 
美国   阿联酋 

“拉姆” 近程防空导弹 美国   阿联酋 

THAAD 
战区防空反导系

统 
美国   阿曼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X_30_Au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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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MS 中近程防空导弹 挪威   阿曼 

“复仇者” 近程防空系统 美国   阿曼 

“天空卫兵” 近程防空系统 瑞士   阿曼 

“轻剑” 近程防空系统 英国 
18 部发射器，

1400枚导弹 
阿曼 

“西北风” 近程防空导弹 法国 
54 部发射器，230

枚导弹 
阿曼 

SA-7 便携式防空导弹 俄罗斯 34 部发射器 阿曼 

“霍克” 中程防空导弹 美国 8 部发射器 巴林 

“响尾蛇” 近程防空导弹 法国 7 部发射器 巴林 

RBS 70 近程防空系统 瑞典 60 部发射器 巴林 

“毒刺” 便携式防空导弹 美国 18 部发射器 巴林 

“爱国

者”PAC-3 

远程区域防空导

弹 
美国 10 部 卡塔尔 

“霍克” 中程防空导弹 美国 7 套 卡塔尔 

“轻剑” 
近程防空导弹系

统 
英国 18 套发射器 卡塔尔 

“罗兰” 近程防空导弹系 德国 9 辆发射车，200 卡塔尔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BS_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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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枚导弹 

“西北风” 便携式防空导弹 法国 
24 部发射器，500

枚导弹 
卡塔尔 

“爱国者” 
远程区域防空导

弹 
美国 25 部发射器 科威特 

“霍克” 中程防空导弹 美国 10 部发射器 科威特 

“星光” 近程防空导弹 英国 42 部发射器 科威特 

“爱国者” 
远程区域防空导

弹 
美国   沙特 

“霍克” 中程防空导弹 美国   沙特 

S-300 
自行远程防空导

弹 
俄罗斯 计划订购 伊朗 

“霍克” 中程防空导弹 美国 150 部发射架 伊朗 

FM-90 野战防空导弹 中国 

少量，自行仿制

版为 Shahab 

Saqeb 

伊朗 

“轻剑” 野战防空导弹 英国 30 部 伊朗 

“铠甲” 野战防空导弹 俄罗斯 10 部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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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尔” 野战防空导弹 俄罗斯 29 部 伊朗 

Raad 
自行中程防空导

弹 
自产 

仿俄罗斯“施利

基” 
伊朗 

RBS 70 近程防空导弹 瑞典 少量 伊朗 

S-200 远程防空导弹 原苏联 10 部 伊朗 

SA-7/14/16/

18 
便携式防空导弹 

原苏联/

俄罗斯 
共计 900部 伊朗 

复仇者 
野战自行防空导

弹 
美国 40 部 伊拉克 

铠甲 S1 
野战自行防空系

统 
俄罗斯 48 部 伊拉克 

SA-16 便携式防空导弹 俄罗斯   伊拉克 

 

海湾国家反坦克导弹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标枪” 反坦克导弹 美国   阿联酋 

“陶”式 反坦克导弹 美国   阿联酋 

“地狱

火” 
反坦克导弹 美国   阿联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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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枪” 反坦克导弹 美国 
30 部发射器，250

枚导弹 
阿曼 

“陶”式 反坦克导弹 美国 采购 790枚 阿曼 

“米兰” 反坦克导弹 法国/德国 50 部发射器 阿曼 

“标枪” 反坦克导弹 美国 
60 部发射器，180

枚导弹 
巴林 

“陶”式 反坦克导弹 美国 15 部发射器 巴林 

“标枪” 反坦克导弹 美国 
50 部发射器，500

枚导弹 
卡塔尔 

“霍特” 反坦克导弹 法国、德国 
48 部发射器，1000

枚导弹 
卡塔尔 

“米兰” 反坦克导弹 法国、德国 
100 部发射器，600

枚导弹 
卡塔尔 

“地狱火” 反坦克导弹 美国   卡塔尔 

AT-4 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 80 部发射器 科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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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10 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 40 部发射器 科威特 

“陶”式 反坦克导弹 美国 80 部发射器 科威特 

“地狱火” 反坦克导弹 美国   科威特 

“标枪” 反坦克导弹 美国   沙特 

“龙”式 反坦克导弹 美国 采购 4962 枚 沙特 

“陶”式 反坦克导弹 美国 采购 2.2万枚 沙特 

“地狱火” 反坦克导弹 美国 采购 2954 枚 沙特 

Toophan 反坦克导弹 自产 仿美制“陶”式 伊朗 

“米兰” 反坦克导弹 法国 少量 伊朗 

AT-3/4/5 反坦克导弹 原苏联/自产 2000枚以上 伊朗 

“短号” 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   伊拉克 

“米兰” 反坦克导弹 法国   伊拉克 

 

5. 航空装备。和重装部队一样，航空装备建设是海湾国家的另一个重

点。各国航空装备之先进、数量之庞大、配套之全面，甚至不次于欧洲诸

国，基本形成了以三代和三代半先进战机为主力，多种配套保障机型为辅

助的多机种协同化发展格局。主力战斗机包括：美国的 F-14、F-15、F-16、

F/A-18 系列，欧洲的“台风”、法国的“阵风”和“幻影 2000”等，合计

超过 800架。为发挥这些高端战机的作战效能，部分海湾国家如沙特等还

采购多种型号的预警指挥机和运输机、加油机，包括：E-3 预警机、“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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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预警机、C-17A运输机、KC-130 加油机、A330加油机等。在直升机方

面，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等国大量装备了美制 AH-64系列攻击

直升机，也为海军舰艇配置了相应的 SH-60、NH-90 等高端舰载直升机。 

海湾国家战斗机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F-16block60 多用途战斗机 美国 
79 架，含 25 架双

座型 
阿联酋 

“幻影”2000 战斗机 法国 68 架 阿联酋 

“台风” 战斗机 欧洲 订购 12 架 阿曼 

F-16C/D 多用途战斗机 美国 
12 架,另订购 12

架 
阿曼 

F-16C/D 多用途战斗机 美国 
21 架，含部分双座

型 
巴林 

“阵风” 战斗机 法国 
24 架，含 6架双座

型 
卡塔尔 

“幻影”2000 战斗机 法国 14 架 卡塔尔 

F/A-18C/D 多用途战斗机 美国 
34 架，含 7架双座

型 
科威特 

“台风” 战斗机 欧洲 订购 72 架 沙特 

F-15SA 多用途战斗机 美国 84 架 沙特 



 

www.grandviewcn.com 108 

 

F-15E 多用途战斗机 美国 67 架 沙特 

F-15C/D 战斗机 美国 
80 架，含部分教练

型。 
沙特 

“狂风” 攻击机 英国 80 架 沙特 

F-14“雄猫” 重型战斗机 美国 
到货 80 架，估计

40 架可用 
伊朗 

米格-29A 战斗机 原苏联 
24 架，含少量教练

型 
伊朗 

“幻影”F.1 战斗机 法国 24 架 伊朗 

F-7M 战斗机 中国 
20 架，另有 5 架教

练型 
伊朗 

Saeqeh 战斗机 自产 25 架，另有教练型 伊朗 

F-4“鬼怪” 战斗/攻击机 美国 64 架 伊朗 

F-5“自由战

士” 
战斗/攻击机 美国 约 100 架可用 伊朗 

苏-24 攻击机 原苏联 30 架 伊朗 

苏-25 攻击机 原苏联 15 架 伊朗 

F-16block52 战斗机 美国 
36 架，含少量双座

型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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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国家武装直升机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AH-64D 武装直升机 美国 28 架 阿联酋 

AH-1 武装直升机 美国 22 架 巴林 

AH-64D 武装直升机 美国 订购 24 架 卡塔尔 

AH-64D 武装直升机 美国 16 架 科威特 

AH-64D 武装直升机 美国 82 架 沙特 

AH-1J 武装直升机 美国 50 架 伊朗 

米-28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 36 架 伊拉克 

米-35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 6 架 伊拉克 

 

6. 海军装备。受波斯湾本身面积和地理条件的限制，海湾国家不能也

无必要经营大型舰队。伊朗海军的目的在于扼守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海上

石油通道，防范来自海上的打击；其他海湾国家海军的主要任务是防护近

海，保障本国石油海运安全，应对伊朗的海上威胁。为此，伊朗装备有“基

洛”级潜艇和驱逐舰、护卫舰以及大量小型快艇；其他国家主要装备有 3000

吨级以下高端护卫舰、轻型护卫舰和快艇等，吨位较小，但火力强悍、设

备先进，机动灵活。 

海湾国家主要水面作战舰艇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Abu-Dhabi 级 轻型护卫舰 法国 3 艘 阿联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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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nunah 级 轻型护卫舰 法国 6 艘 阿联酋 

Khareef级 护卫舰 英国 3 艘 阿曼 

Qahir 级 护卫舰 英国 2 艘 阿曼 

“佩里”级 护卫舰 美国 1 艘 巴林 

Vita级 导弹快艇 英国 4 艘 卡塔尔 

Combattante3

级 
导弹快艇 法国 3 艘 卡塔尔 

DamenPolycat

级 
巡逻舰 英国 6 艘 卡塔尔 

Isitkla级 导弹快艇 德国 
1 艘，德制

FPB-57 
科威特 

Al-Sanbouk级 导弹快艇 德国 
1 艘，德制

TNC-45 
科威特 

Al Maradim级 导弹快艇 英国 8 艘 科威特 

“拉菲特”级 隐形护卫舰 法国 3 艘 沙特 

Al Madinah级 护卫舰 法国 4 艘 沙特 

Badr级 巡逻舰 美国 4 艘 沙特 

Alvand 级 护卫舰 自产 4 艘 伊朗 

Moudge 级轻型

护卫舰 
轻型护卫舰 自产 7 艘 伊朗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_Madina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_Madina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_Madina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_Madina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dr_class_corvett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dr_class_corvett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_Madina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dr_class_corv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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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andor 级 巡逻舰 美国 2 艘 伊朗 

 

（二）特点分析 

1. 装备水平齐头并进。海湾国家盛产石油，在石油美元的支持下，各

国的国际支付能力雄厚。除了遭受禁运和制裁的伊朗以外，其余国家可以

在国际军贸市场上畅通无阻，随心所欲地选购各种产品，是国际军贸市场

上的优质客户。于是，各个国家之间相互模仿，基本上是你买我也买，所

采购的武器装备基本都是在当前军贸市场上的畅销产品，其先进水平基本

处于同一阶段，价格昂贵、功能相似、不存在代差。 

2. 缺乏体系对抗能力。海湾国家虽然资金充足，可以在军贸市场上任

意采购，但是对于真正的核心能力，尤其是军队整体的体系对抗能力是买

不来的。各国对于全军自动化指挥通讯系统、卫星侦察/通讯、电子战、远

程精确打击武器等高端装备较为欠缺，导致军队缺乏现代信息化战争所必

须的体系对抗能力。同时，由于缺乏对抗体系的支持，即使有先进的装备，

也难以完全发挥出装备应有的水平。 

3. 军工产业整体水平薄弱。海湾国家普遍国民经济发展畸形，除伊朗

外，国防军工产业和科研能力基本为零。为了不断维持自身的装备水平，

只能依靠出卖资源，完全对外采购。因此，国际军贸市场上的风吹草动，

对海湾国家影响巨大，而且一旦遭到军贸封锁、技术维护缺失或者零备件

断供，各国花费巨资采购的所谓先进装备将在很短时间内瘫痪。因此，从

这个意义上看，海湾各国当前的防务结构其实是相当脆弱的。 

4. 极度依赖美国。美国在海湾经营已久，对地区事务甚至是相关国家

的决策都有着超强的影响力。在政治经济手段的综合作用下，美国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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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大举进入海湾国家也就顺理成章，而且海湾国家也已经习惯使用美制

武器和标准。目前，在海湾国家军贸市场份额中，美国占到 7 成左右，占

有绝对优势。而且，正是因为海湾国家军队自身缺乏体系对抗能力，必须

要借助美国的体系掩护和信息支持，并由此形成了事实上对美国的依附关

系（伊朗除外）。 

5. 偏爱新技术装备。海湾国家作为国际军贸市场上经费充足的优质客

户，对价格不敏感，对技术很敏感，是世界各大军工巨头的重点营销对象。

于是，在军工巨头们五花八门的游说和展示之下，海湾国家决策层的武器

装备欣赏眼光和需求胃口也水涨船高。目前，除了不得不考虑的政治因素

以外，要打动海湾国家的军贸采购部门，必须要在装备技术领域有真功夫，

拿出高水平，体现出特色，必须要达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效果，否则仅仅靠

价格低廉和性价比无法打开市场销路。 

6.扩充兵员，囤积装备。海湾各国对自身国防的弱点也有认知，并采

取了措施予以应对。一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人民由于生活富裕安逸，普

遍不愿服兵役，而且缺乏吃苦耐劳和奉献精神，于是军队大量雇佣和招募

周边友好穆斯林国家人员参军，扩大兵员，比如阿联酋、卡塔尔军队就招

募了大量巴基斯坦战士。另一方面，大力提升对外装备采购力度，采购数

量远超实际需要，将多余武器作为贮备装备进行封存，并囤积大量零备件，

比如沙特军队对外采购的武器装备数量超过实际需要一倍多，多余装备作

为储备并定期支援给其他友好国家。 

二、海湾国家军贸供应方分析 

1.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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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地区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区域，自然也是美国军贸的重点市场。

目前，美国研发和生产制造的武器装备已经在海湾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垄

断地位，占有绝对优势，每年获得的军贸订单均维持在 150 亿美元以上。

其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利用自身掌握的国际石油市场结算和交易优势地位，

卡住了海湾国家的经济命脉，从国民经济基础入手，影响这些国家的决策；

二是从政治和外交方面，利用以色列和伊朗，牵制海湾阿拉伯国家，产生

“鲇鱼效应”，刺激海湾诸国不断加大防务投入；三是以两次伊拉克战争

和反恐战争为契机，积极展示美制武器装备威力，并操纵伊拉克和科威特

购买美制装备；四是直接在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驻军，保持军事存

在，维持军事威慑，影响周边国家决策；五是大力推进美军武器装备标准

体系，提高各国对美军体系作战的依赖程度，进而要挟其军贸采购；六是

联合北约国家军工集团，尽力排斥俄罗斯武器装备进入本地区。 

从具体军贸产品来看，美国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畅销货主要包括：

M1A2/A3系列主战坦克，约有 800 辆；AH-64系列攻击直升机，约 150 架；

“爱国者”系列远程区域防空导弹，10 套以上；F-15“鹰”、F-16“战隼”

和 F/A-18“大黄蜂”战斗机，450 架以上；C-17A重型运输机和预警机、加

油机等，基本都是当前国际军贸市场上的高端产品，其共同特点有：一是

价格昂贵，不论直升机还是固定翼战斗机基本没有低于 1 亿美元每架的，

运输机和预警机甚至要超过 3 亿美元；二是性能先进，基本也都是美军的

现役和主力装备，在作战行动中比较容易和美军密切配合；三是基本都经

过实战检验，以可靠的品质赢得了海湾诸国的信任；四是信息化程度高，

培训和维护成本高昂，将进一步强化使用国对美国的依附关系。 



 

www.grandviewcn.com 114 

 

今后，可以预计美国将不断巩固业已形成的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影响

力，维持军贸市场上的垄断和优势地位，并可能进一步密切与沙特、阿联

酋等核心国家的关系，在新装备项目上抛出合作开发、联合生产、联合投

资等噱头，引诱拉拢各国出资参与美国军工项目，不断加强对这些国家的

控制。 

2.西欧 

西欧的英国、德国、法国等是传统的军工产业强国，在某些领域颇有

特色和优势，而且在美国为主导的两次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中，积极支

持配合美军开展行动，跑前跑后出力不少，于是在海湾地区的军贸市场上

得以分一杯羹。总体来看，近年来西欧国家在海湾地区军贸市场上虽无法

与美国相比，但也颇具亮点。其武器装备包括：法国的“阵风”战斗机、

“勒克莱尔”主战坦克、“拉菲特”级护卫舰；英国的“挑战者”主战坦

克、“蝎”式轻型坦克、 “轻剑”防空导弹、轻型护卫舰；德国的轻武器、

“豹 2”主战坦克、PzH2000自行加榴炮、导弹快艇；欧洲国家联合生产的

“台风”战斗机、A400 重型运输机、“米兰”反坦克导弹等。 

以上欧洲国家武器装备之所以能够落户美国把持的海湾市场，其原因

有：一是美国为了照顾盟友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或者是支持海湾国家

采购盟国装备；二是欧洲国家的上述装备产品的确在质量上、先进程度上

有自身特色，而美国又缺乏同类产品或是同类产品相对落后，比如在自行

加榴炮方面；三是海湾阿拉伯国家也意识到过度依赖美国的严重后果，在

主观上也希望能实现武器装备来源多元化。 

3.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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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湾地区的军贸市场上，俄罗斯的地位较为尴尬。一方面在原苏联

的影响之下，海湾诸国原本保有一些苏式装备，比如 AK 系列自动步枪、T-72

主战坦克、BMP 系列步兵战车、BTR 系列轮式装甲车、BM-21火箭炮、苏-25

攻击机、D-30 榴弹炮、AT 系列反坦克导弹等，而且数量庞大；但在另一方

面，随着苏俄式武器在海湾战争中全面落败、砸了牌子，令海湾各国印象

极其深刻，再加上美国的打压排挤，现已基本被踢出了市场。俄罗斯如今

很难再从海湾阿拉伯国家手中拿到军贸大单，只能做一些边边角角、修修

补补的小活儿。 

目前俄罗斯的军贸策略是全力打好“伊朗牌”，利用“基洛”级潜艇

（已交付）和 S-300（未交付）等先进的王牌装备武装伊朗，和美国以及欧

洲国家周旋博弈，试图寻找突破口，再次打入海湾阿拉伯国家。 

三、军贸需求分析 

海湾地区一直是国际问题的重点敏感区域，大国利益集中、宗教矛盾

频发、不安定因素暗潮涌动，这都促使区域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并加强自身

的军队装备建设，尤其是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国家军队和也门胡赛武装的

战争，更是推高了各国军备建设需求。具体来看，各国的军贸装备采购主

要将用于应对以下需求：一是确保国家安全，不至于被周边国家超过过多，

从而形成国家安全隐患和短板；二是积累军事和政治资本，在穆斯林国家

对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对伊朗、逊尼派对什叶派这三大矛盾关系中，尽可

能占据有利地位；三是应对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联合打击恐怖主义、极

端势力和分裂势力；四是以军贸采购为筹码，在大国博弈中寻求利益最大

化。为此，海湾国家预计将保持对外军贸采购的强劲势头，不断提升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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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质量，增强军队战斗力。估计在 2019 年前，海湾区域各国对外军贸采

购将保持相对稳定，合计每年将维持在 300 亿美元左右，是国际军贸市场

上需求最为旺盛、技术水平最高、竞争最为激烈的区域。结合这些国家现

有的武器装备和面临的需求任务，可以初步归纳出海湾国家市场未来重点

需要的武器装备。 

1. 步兵轻武器。在步兵武器方面，各国现有型号基本已经覆盖了现有

世界上的主流型号，下一步的需求是对现有武器实施信息化、网络化改造，

引进“未来战士”武器系统、可编程弹药等革命性的新一代轻武器，而且

对于单兵外骨骼、步兵班组用机器人较为感兴趣。 

2. 坦克和装甲车辆。海湾各国高度重视重装部队建设，这一点在短期

内不会改变。未来各国需求是对现有的先进型号进行升级、加入主动防御

系统以应对反坦克小组的打击，加入适合城市作战的反狙击手套件等，同

时对其他型号的 M60、T-72 系列坦克，要进行大规模更新。对于轮式装甲

车辆，海湾国家普遍需求量较大，但需要再额外装备遥控武器站并且加入

防地雷、防路边爆炸物和反狙击手功能，最好还能具备信息化、网络化能

力。 

3. 火炮。总体来看，海湾国家装备火炮的绝对数量并不是太多，但随

着牵引火炮的退役，可能会形成对高性能自行加榴炮和模块化自行火箭炮

的市场需求。该需求的特点：一是要具备较强的战场机动性，最好还能具

备一定的防护能力（因此卡车炮不适合）；二是配套的炮兵雷达、气象数据

和地理信息系统应当配置完整；三是应同步配置有高机动的前沿侦测车辆

和无人机系统；四是对精确制导炮弹和简易制导火箭弹的需求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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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战术导弹。目前，海湾国家防空导弹装备较为密集，技术水平也相

对先进，杀伤区域搭配合理，构成了严密的防空火力网。估计除了尚未装

备远程区域防空导弹的伊朗、伊拉克、巴林外，基本再难以有新订单。此

外、便携式防空导弹、传统反坦克导弹市场也基本饱和。下一步，采用新

技术的光纤制导多用途战术导弹和对陆精确攻击弹药将是未来的重点。 

5. 航空装备。目前，海湾国家已经大量装备了第三代和三代半战斗机，

而且一些新订单也在逐步交付过程中，总体上战斗机市场基本趋于饱和。

但在以色列获得 F-35 后，将会刺激各国掀起第四代战斗机换装大潮，各国

的总需求将不低于 200 架，市场价值至少 400 亿美元（含配套配件、武器

弹药、培训维护等）。在 F-35 不同版本进度和产能达不到要求时，各国极

有可能寻求其他渠道。因此，这对于区域内的战斗机市场格局来说，将是

一次重要契机，四代机在 2030 年前将在海湾地区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

地位。同时，作为航空保障支持力量的中小型预警机和中型战术运输机也

会有一定市场。此外，为了打击 IS、胡塞武装等，沙特、伊拉克、阿联酋、

科威特等国家将会大量采购具有侦察/打击一体化功能的无人机系统。 

6. 海军装备。由于地理因素原因，海湾国家的海军建设相对薄弱，主

要的作战舰艇包括轻型护卫舰、导弹快艇等。目前各国海军基本都处于从

属地位，不会大规模采购护卫舰以上级别的装备。但适合于近浅海作战的

小型潜艇、隐形导弹艇和气垫船将有一定市场需求。同时，为了应对伊朗

潜艇威胁，海湾阿拉伯国家将会采购包括海底声纳基阵、智能水雷、水下

滑翔机/自主潜航机器人等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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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北非地区军贸分析 

国际上习惯将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广大区域称为北非。在这一

区域内共有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南苏丹

七个国家。面积约为 837 万平方千米，人口约为 1.7 亿。本地区以阿拉伯

人种为主，伊斯兰教是该地区绝对主导性宗教。该地区战略位置重要，自

然资源单一，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业及旅游业，易受大国控制、地区冲突频

繁，与我国关系密切，是我国军贸工作的传统重点区域。 

一、北非诸国武器装备分析 

（一）现有装备分析 

1.步兵轻武器：北非国家的轻武器来源相较单一，基本上是以苏/俄式

AK 系列枪族为主，近几年来美制 M4 式卡宾枪、奥地利 AUG 式卡宾枪、德国

G36式自动步枪也开始进入北非国家的精锐部队。狙击步枪以苏制SVD为主，

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国家采购了美制M24、德制G22等较为先进的狙击步枪。

轻机枪/通用机枪中，苏制 PKM式和比利时 FN 的 MAG 式占有绝对主力地位。 

北非国家自动步枪装备情况表 

型号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AK47 原苏联/自产   阿尔及利亚 

AK105 俄罗斯   阿尔及利亚 

MISR式 自产 
主用装备 仿

制自 AKM 
突尼斯 

AR70/90 意大利   埃及 

AK47 原苏联/自产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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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 美国   埃及 

SIG 516 德国   埃及 

AKM 俄罗斯 
包括 AK103及其

他仿制型号 
利比亚 

FN-FAL 比利时   利比亚 

G36 德国   利比亚 

F2000 比利时   利比亚 

“伯莱塔”

70/223 
意大利   摩洛哥 

M16A2 美国   摩洛哥 

AUG 奥地利   摩洛哥 

AKM 前苏联   摩洛哥 

FN-FAL 比利时   摩洛哥 

G3 德国   摩洛哥 

“瓦梅尔特”

M76 
芬兰   摩洛哥 

AKM 前苏联   苏丹 

81-1式 中国   苏丹 

97 式 中国   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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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国家狙击步枪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装备国别 

SVD 狙击步枪 俄罗斯 阿尔及利亚 

AWM 狙击步枪 英国 阿尔及利亚 

SVD 狙击步枪 俄罗斯 埃及 

AWM 狙击步枪 英国 埃及 

PSG1 狙击步枪 德国 埃及 

SSG 3000 狙击步枪 瑞士 埃及 

M82 反器材枪 美国 埃及 

PSL 狙击步枪 罗马尼亚 利比亚 

SVD 狙击步枪 前苏联 利比亚 

M99 狙击步枪 中国 苏丹 

SVD 狙击步枪 前苏联 苏丹 

 

2.坦克、装甲车辆：北非是坦克战的天堂，这一地区的国家陆军装甲/

机械化程度较高，坦克的装备数量多且技术水平较高。埃及装备有美制

M1A1，利比亚装备有 T-72、摩洛哥装备有 VT-1A，阿尔及利亚则拥有 T-90。

此外，北非诸国仍大量装备有以 T-54/55 和 M60 型为代表的第一二代坦克。

本地区地面装备中的轻型坦克数量不多，只有摩洛哥、突尼斯和苏丹装备

奥地利制 SK-105 式和我国 62 式轻型坦克，而更适合沙漠地形的装甲侦察

车装备量在 1000辆以上，多以苏制 BRDM-2、美制“突击队员”、法制 AML-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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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主。履带式步兵战车和轮式/履带式装甲输送车同样是本地区装备的重

点，数量达 5000 辆以上，这也符合这一地区国家陆军机动作战较多的特点，

但多为第一二代装备。近年来，苏丹自产的“沙里夫”-2 轮式步步兵战车

和突尼斯引进的 07P 轮式步兵战车是少有的亮点。 

北非国家坦克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T-90 主战坦克 俄罗斯 305 辆 阿尔及利亚 

T-72改 主战坦克 俄罗斯 325 辆 阿尔及利亚 

T-62 主战坦克 原苏联 300 辆 阿尔及利亚 

M60A1/A3 主战坦克 美国 
84 辆，其中 A3型 54

辆 
突尼斯 

SK-105 轻型坦克 奥地利 54 辆 突尼斯 

M1A1/A2 主战坦克 美国/自产 1100辆 埃及 

M-60 主战坦克 美国 850 辆 埃及 

T-80 主战坦克 俄罗斯 34 辆 埃及 

T-62 主战坦克 原苏联 400 辆 埃及 

T-72M1 主战坦克 前苏联 估计为 340 辆 利比亚 

VT-1A 主战坦克 中国 54 辆 摩洛哥 

T-72 主战坦克 前苏联 100 辆 摩洛哥 

M60A1/A3 主战坦克 美国 420 辆 摩洛哥 

SK-105 轻型坦克   100 辆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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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4/55 中型坦克 前苏联 
260 辆 其中 60辆为

乌克兰二手装备 
苏丹 

85IIM 主战坦克 中国 数量不详 苏丹 

59D 中型坦克 中国 
40 辆 由苏丹 59 型改

进而成 
苏丹 

T72M1 主战坦克 前苏联 130 辆 乌克兰二手 苏丹 

 

北非国家其他装甲车辆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BTR-80 轮式装甲车 原苏联 150 辆 阿尔及利亚 

FAHD 轮式装甲车 埃及 100 辆 阿尔及利亚 

BMP-3 步兵战车 俄罗斯 100 辆 阿尔及利亚 

BMP-2 步兵战车 俄罗斯 300 辆 阿尔及利亚 

“狐”式 轮式装甲车 德国 采购 980辆 阿尔及利亚 

AML-90 装甲侦察车 法国 45 辆 突尼斯 

“萨拉丁” 装甲侦察车 英国 24 辆 突尼斯 

M-113A1/A2 装甲输送车 美国 140 辆 突尼斯 

Navigator 装甲输送车 土耳其 20 辆 突尼斯 

菲亚特 F6614 装甲输送车 意大利 110 辆 突尼斯 

EE-11“蝰蛇” 装甲输送车 巴西   突尼斯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hd_(armored_personnel_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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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FV 步兵战车 美国/自产 1200辆 埃及 

YPR-765 PRI 步兵战车 
荷兰/比利

时 
1030辆 埃及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1800辆 埃及 

BMR-600 轮式装甲车 西班牙 260 辆 埃及 

OT-64C 轮式装甲车 捷克/波兰 250 辆 埃及 

Fahd 装甲反伏击车 自产 600 辆 埃及 

Walid 装甲反伏击车 自产 200 辆 埃及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数量不详 利比亚 

BTR-60PB 轮式装甲输送车 前苏联 数量不详 利比亚 

Typhoon 装甲输送车 加拿大 
50 辆 美国政

府提供贷款 
利比亚 

Spartan 装甲输送车 加拿大 
750 辆 美国政

府提供贷款 
利比亚 

Nimr Armored 装甲输送车 约旦 20 辆 利比亚 

Puma 装甲输送车 意大利 20 辆 利比亚 

AML-90 装甲侦察车   90 辆 摩洛哥 

“拉特尔”

-20/90 
步兵战车   60 辆 摩洛哥 

VAB-VCI 步兵战车 法国 45 辆 摩洛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xter_Ar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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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441 辆 摩洛哥 

VAB-VTT 装甲输送车 法国 320 辆 摩洛哥 

“萨拉丁” 装甲侦察车 英国 30 辆 苏丹 

“雪貂” 装甲侦察车   80 辆 苏丹 

BRDM-1/2 装甲侦察车 前苏联 

70 辆 其中 10

辆为乌克兰二

手装备 

苏丹 

BMP-1/2 步兵战车 前苏联 75 辆 苏丹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42 辆 苏丹 

BTR-3U 轮式步兵战车 乌克兰 10 辆 苏丹 

BTR-80A 装甲输送车 俄罗斯 
60 辆 在苏丹

组装 
苏丹 

XZ551 轮式步兵战车 中国 
45 辆 不含苏

丹仿制型号 
苏丹 

瓦利德 装甲输送车   120 辆 苏丹 

 

3.火炮：基于本地区地形条件，各国装备的大口径牵引/自行火炮数量

较多，以战后第一二代产品为主，其中阿尔及利亚装备有 WA-021 和 PLZ45、

摩洛哥装备有 FH70和 M109A5、利比亚装备有意大利制“帕尔玛利亚”。近

年来，北非诸国采购了一批先进的大口径火箭炮，例如埃及进口的 M270、

阿尔及利亚进口的“龙卷风”、苏丹进口的 WS-1、摩洛哥进口了 AR-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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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国家火箭炮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BM-30 自行火箭炮 俄罗斯 50 门 阿尔及利亚 

BM-24 自行火箭炮 俄罗斯 36 门 阿尔及利亚 

BM-21 自行火箭炮 俄罗斯 48 门 阿尔及利亚 

M270 自行火箭炮 美国 65 门 埃及 

K-136  自行火箭炮 韩国 36 门 埃及 

BM-21 自行火箭炮 
原苏联/自

产 
710 门 埃及 

BM21 
122 毫米多管火

箭炮 
前苏联 约 30门 利比亚 

AR-2 
300 毫米多管火

箭炮 
中国 12 门 摩洛哥 

BM-21 
122 毫米多管火

箭炮 
前苏联 40 门 摩洛哥 

WS-1 
302 毫米多管火

箭炮 
中国 6 门 苏丹 

BM-21 
122 毫米多管火

箭炮 
前苏联 

含中国仿制型

81 式 
苏丹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tros_II_ML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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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国家自行火炮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2S3 
152 毫米自行榴

弹炮 
原苏联 30 门 阿尔及利亚 

PLZ-45 
155 毫米自行加

榴炮 
中国 54 门 阿尔及利亚 

M110 
203 毫米自行榴

弹炮 
美国 144 门 埃及 

M109 
155 毫米自行榴

弹炮 
美国 720 门 埃及 

2S1 
122 毫米自行榴

弹炮 
前苏联 数量不详 利比亚 

2S3 
152 毫米自行榴

弹炮 
前苏联 数量不详 利比亚 

“帕尔玛利

亚” 

155 毫米自行榴

弹炮 
意大利 

自行火炮总计

50 门 
利比亚 

M109A5 
155 毫米自行榴

弹炮 
美国 60 门 摩洛哥 

F-3 
155 毫米自行榴

弹炮 
法国 98 门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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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10 
203 毫米自行榴

弹炮 
美国 60 门 摩洛哥 

M-114A1 
155 毫米自行榴

弹炮 
美国 20 门 苏丹 

F-3 
155 毫米自行榴

弹炮 
法国 若干门 苏丹 

2S1 
122 毫米自行榴

弹炮 
前苏联 

46 门 经乌克

兰现代化改造

后的二手装备 

苏丹 

 

4.战术导弹：本地区的防空导弹装备的特点是数量较多，品种较全，

覆盖了远中近程，但装备水平多为苏美 70年代水平。阿尔及利亚从俄罗斯

采购的 8 套 S-300 型远程地空导弹系统是目前北非诸国中性能最好的远程

防空导弹。各国拥有的反坦克导弹数量较多，型号繁杂，一二三代反坦克

导弹均有装备。本地区装备有地对地导弹的国家只有埃及，虽以苏制蛙-7

式和“飞毛腿”式为主，但仍有一定的威慑能力。 

北非国家防空导弹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安泰”

2500 
远程自行防空导弹 俄罗斯 计划引进 阿尔及利亚 

S-300 远程自行防空导弹 俄罗斯 8 套 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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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13 近程自行防空导弹 俄罗斯 32 部发射车 阿尔及利亚 

“铠甲” 近程自行防空系统 俄罗斯 110 部发射车 阿尔及利亚 

RBS-70 近程防空导弹 挪威 48 部 突尼斯 

“小槲树” 近程防空导弹 美国 25 部 突尼斯 

S-300 远程自行防空导弹 俄罗斯 12 套 埃及 

“爱国者” 远程区域防空导弹 美国 32 部发射车 埃及 

SA-11 中程自行防空导弹 俄罗斯 33 部发射车 埃及 

SLAMRAAM 中近程自行防空系统 
美国/挪

威 
20 部发射车 埃及 

“道尔”M1 近程自行防空导弹 俄罗斯 16 部发射车 埃及 

“复仇者” 近程自行防空导弹 美国 75 部发射车 埃及 

“响尾蛇”

VT-1 
近程自行防空导弹 法国 36 部发射车 埃及 

毒刺 便携式防空导弹 美国 1800枚导弹 埃及 

SA-9/13 近程地空导弹 前苏联 数量不详 利比亚 

M-54“小槲

树” 
近程防空导弹 美国 37 部 摩洛哥 

I-HAWK 中程防空防空 美国 3 套 二手 摩洛哥 

DK9 近程防空导弹 中国 6 部 摩洛哥 

SA-7 便携式防空导弹 前苏联 70 部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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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7 便携式防空导弹 前苏联 54 具 苏丹 

SA-8 近程地空导弹 前苏联 
4 部 未知国家

二手装备 
苏丹 

SA-2 远程地空导弹 前苏联 18 部 苏丹 

QW-2 便携式防空导弹 中国 数量不详 苏丹 

FN-6 便携式防空导弹 中国 数量不详 苏丹 

SA-14 便携式防空导弹 俄罗斯 数量不详 苏丹 

 

北非国家反坦克导弹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AT 系列 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 大量装备 阿尔及利亚 

“米兰” 反坦克导弹 法国 500 具 突尼斯 

“陶”式 反坦克导弹 美国 
100 具 含车载型

35 具 
突尼斯 

“红箭”8 反坦克导弹 中国 大量装备 埃及 

AT-5 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 大量装备 埃及 

AT-13 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 大量装备 埃及 

“米兰” 反坦克导弹 法国 220 部发射器 埃及 

“旋火” 反坦克导弹 英国 260 部发射器 埃及 

“陶”式 反坦克导弹 美国/自产 810 部发射器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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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火” 反坦克导弹 美国 
AH-64 武装直升

机配套导弹 
埃及 

AT13 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 4 部 利比亚 

MILAN 反坦克导弹 法国 1000枚 利比亚 

“红箭”8 反坦克导弹 中国 50 具 摩洛哥 

“陶”式 反坦克导弹 美国 150 具 摩洛哥 

“米兰” 反坦克导弹 法国/德国 80 具 摩洛哥 

AT-3 反坦克导弹 前苏联 50 具 摩洛哥 

“红箭”8 反坦克导弹 中国 450 部 苏丹 

“旋火” 
重型反坦克导

弹 
英国 少量 苏丹 

 

5.航空装备：航空装备是本地区诸国武器装备中最受重视的部分，埃

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三国装备第三代战斗机，型号为美制 F-16、俄制

苏-30MK 和米格 29。攻击机和武装直升机在本地区的装备量较大，有俄制

苏-24/25，俄制米 24/28，卡-52 和美制 AH-64D 等先进型号。各国的教练

机、运输机配置较为齐全，更新较快。埃及装备有本地区唯一的预警机，

为美制 E-2C型。 

北非国家战斗机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www.grandviewcn.com 131 

 

苏-30MKA 
多用途重型

战斗机 
俄罗斯 

44 架，另行订购

14 架 
阿尔及利亚 

米格-29 战斗机 俄罗斯 32 架 阿尔及利亚 

米格-25 截击机 俄罗斯 10 架 阿尔及利亚 

苏-24 歼击轰炸机 俄罗斯 23 架 阿尔及利亚 

F-5E/F 战斗机 美国 12 架 突尼斯 

“阵风” 
多用途战斗

机 
法国 订购 24 架 埃及 

F-16C/D 
多用途战斗

机 
美国 220 架 埃及 

“幻影”2000 战斗机 法国 18 架 埃及 

“幻影”5 战斗机 法国 82 架 埃及 

米格-21/歼-7 战斗机 
原苏联/中

国 

90 架，含部分教

练型。 
埃及 

米格 23 战斗机 前苏联 3 架 利比亚 

米格 21 战斗机 前苏联 7 架 利比亚 

“幻影”F1 战斗机 法国 2 架 利比亚 

F-16C 

Block-50/52 
战斗机 美国 24 架 摩洛哥 

F-5A/B/E/F 战斗机 美国 39 架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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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F1 战斗机 法国 
29 架 正在进行

现代化改进 
摩洛哥 

米格-23 战斗机 前苏联 6 架 苏丹 

米格-29A/UB 战斗/教练机 前苏联 
13 架 乌克兰、白

俄罗斯二手装备 
苏丹 

F-5E/F 战斗机 美国 5 架 苏丹 

歼-6 战斗机 中国 8 架 苏丹 

米格-21 战斗机 前苏联 
17 架 含中国产

歼-7型 5 架 
苏丹 

强五 对地攻击机 中国 8 架 苏丹 

苏 25 对地攻击机 前苏联 
13 架 白俄罗斯

二手装备 
苏丹 

苏 24 对地攻击机 原苏联 
4 架  白俄罗斯

二手装备 
苏丹 

 

北非国家武装直升机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米-28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 订购 42 架 阿尔及利亚 

米-24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 35 架 阿尔及利亚 

SA-341 攻击直升机 法国 5 架 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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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64 武装直升机 美国 46 架 埃及 

卡-52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 采购 50 架 埃及 

SA-342  
轻型武装直升

机 
法国 80 架 埃及 

米-24 武装直升机 前苏联 3 架 利比亚 

米-24 攻击直升机 前苏联 

69 架 白俄罗斯

出口 3架 俄罗斯

出口 56 架 

苏丹 

 

6.海军舰艇：作为航运交通枢纽的北非地区，除了内陆国家南苏丹以

外，各国在海军发展上均投入了很大精力，但受限于财力不足，仍以小型

水面舰艇为主，荷兰、俄罗斯、我国等设计的先进导弹护卫舰先后出现在

北非诸国海军中。其中，以摩洛哥采购的法制 FREMM 多用途导弹护卫舰吨

位最大，综合战斗力最强。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分别购入了德制 209/1500 型

和俄制 636 型常规潜艇，拥有了本地区最强的潜艇部队。近来埃及和阿尔

及利亚分别从法国和意大利引进了大型两栖船坞攻击舰/运输舰，极大的强

化了两国海军的两栖战能力。 

北非国家潜艇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基洛”级 636

型 
常规潜艇 俄罗斯 4 艘 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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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级 877

型 
常规潜艇 俄罗斯 2 艘 阿尔及利亚 

209 型 常规潜艇 德国 4 艘 埃及 

033/035 常规潜艇 中国 2 艘 埃及 

“阿尔·巴德

尔”级 
常规潜艇 前苏联 1 艘 前苏联 F 级 利比亚 

 

北非国家主要水面作战舰艇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圣乔治”级 两栖攻击舰 意大利 1 艘 阿尔及利亚 

MEKO A200 护卫舰 德国 2 艘建造中 阿尔及利亚 

20382 型 护卫舰 俄罗斯 2 艘建造中 阿尔及利亚 

C28A 护卫舰 我国 3 艘 阿尔及利亚 

“天鹅”级 轻型护卫舰 俄罗斯 2 艘 阿尔及利亚 

“毒蜘蛛”级 大型导弹艇 俄罗斯 3 艘 阿尔及利亚 

“拉加利特”级 导弹艇 法国 

3 艘 法制

“战士”3

级 

突尼斯 

“比塞特”级 导弹艇 法国 
3 艘 法制

P-48级 
突尼斯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_Madina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dr_class_corv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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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风”级 两栖攻击舰 法国 2 艘 埃及 

FREMM 护卫舰 法国 1 艘 埃及 

“佩里”级 护卫舰 美国 4 艘 埃及 

“诺克斯”级 护卫舰 美国 2 艘 埃及 

“追风”级 护卫舰 法国 4 艘 埃及 

Descubierta 

级 
轻型护卫舰 西班牙 2 艘 埃及 

“孔雀”级 大型巡逻艇 英国 6 艘 埃及 

“虎”级 大型导弹快艇 德国 5 艘 埃及 

“毒蜘蛛”级 大型导弹快艇 俄罗斯 1 艘 埃及 

“阿尔·哈尼”

号 
护卫舰 前苏联 

1 艘 前苏联

科尼级 
利比亚 

FREMM 导弹护卫舰 
法国/意大

利 
1 艘 摩洛哥 

SIGMA-90/105 轻型护卫舰 荷兰 3 艘 摩洛哥 

“穆罕默德”级 导弹护卫舰 法国 

1 艘 法制

“弗洛雷亚

尔”级 

摩洛哥 

“埃尔哈马尼

中校”级 
导弹护卫舰 西班牙 

1 艘 西班牙

制“侦察”
摩洛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_Madina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dr_class_corv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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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二）特点分析 

1.军力发展极不均衡。北非诸国军事力量发展不平衡，各国装备水平

差异极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三国为第一

层次，国防经费投入较为充足，部队有实战经验，有一定数量的现代化武

器装备，并拥有自制轻武器、装甲车辆、火炮的能力，如埃及曾自行研制

过地对地导弹。摩洛哥和突尼斯为第二层次，军队人数较多，装备水平近

年有所提高，但武器装备完全依赖进口。南苏丹和利比亚为第三层次，这

二个国家目前都处于政局严重动荡期，也都处于全面内战爆发的边缘，虽

然在国际社会的调解下，局势有所缓和，但政权和军队仍处于分裂状态，

不排除再次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2.体系化作战能力不足。北非诸国中第一层次的国家已经具备了初步

的体系化作战能力，尤其是埃及军队拥有较为成功的陆空协同作战经验。

但包括埃及在内的北非诸国因缺乏 C4I 系统，导致其在信息化条件下的体

系对抗能力严重不足，不具备与中等发达国家展开全面军事对抗的能力。 

3.军工产业水平有限。北非诸国中，除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具备

一定的技术装备研发/制造能力以外，其余国家的技术装备基本上依赖进

口，突尼斯、摩洛哥军队的轻武器弹药都需要进口。加上前几年油价高涨，

北非诸国国防预算充足，自然也就成为了国际军贸市场上极受欢迎的客户。

目前北非诸国中，自身军工科研方面的投入极为有限，埃及军工业已经出

现了严重退化，未来的技术装备仍将以进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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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装备体系存在短板。北非诸国尽管有着较为充足的国防投入，但也

不可能全面均衡发展，只能突出重点。例如埃及对海军和陆军换装较为重

视，阿尔及利亚对空军和海军发展也投入了较大的精力。但这样的发展必

然带来装备体系中存在短板，本地区除阿尔及利亚具备一定的远程防空导

弹能力以外，包括埃及在内，均缺乏现代化中远程区域防空能力，这也是

未来北非国家军贸的热点之一。 

5.对外依赖严重、武器装备来源复杂。目前，北非诸国中除了利比亚

和苏丹以外，其余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采购活动畅通无阻。这样虽然可以

从国际市场上采购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迅速提升本国军队的战斗力，但

也带了后勤保障和维护压力增大的问题。例如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均采购了

大型两栖船坞攻击舰/运输舰，但二国均没有对其进行保养维护的设施，必

须送回原产国。此外，以埃及为例，将同时装备美制 AH-64D 和俄制卡-52

两型完全不同的武装直升机，后勤保障压力巨大。 

6.存在装备竞争趋势。北非诸国武器装备美苏体系并存。近年来，北

非国家在武器装备采购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示范效应，有一定程度的军

备竞赛趋势。例如在埃及大量装备美制 M1A1 型主战坦克后，苏丹、阿尔及

利亚、摩洛哥紧接着购入了 T-72M1 型、T-90E 型和 VT-1A 型等第三代主战

坦克。 

二、北非诸国军贸供应方分析 

（一）美国 

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军援埃及和打击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成功的遏

制了前苏联扩张其在北非地区的影响力。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于北非

的注意力有所下降，但仍与埃及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和军事交流。奥巴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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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上台后，推行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首先在突尼斯爆发，继

而其影响力扩散至整个北非地区。长期反美的卡扎非政权在内外交困下倒

台，埃及强人穆巴拉克被推翻，南苏丹独立。从外交上来说，美国在北非

诸国取得了极大成果。但从军贸上看，对于美国并没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美国的军贸在本地区仍将以军援为主要形式。具体特点如下： 

一是目前的美国在北非诸国中最坚定的盟友仍然是埃及，并通过每年

13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来保持美国在埃及的军事存在。但埃及受到国际油价

低落和国内恐怖袭击频发的双重影响，目前经济发展乏力，采购美制武器

装备的数量会持续下降。 

二是美国通过与摩洛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强化了双边关系，同时

向摩洛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使其成为本地区第二大美制武器装备使用国。 

三是利比亚新政权和南苏丹虽在政治上亲美，但因其国内武装冲突问

题短期内无法解决，近期内从美国采购武器装备的可能性很小。 

综上所述，北非诸国中，美国军贸的未来重点仍将集中在埃及和摩洛

哥二国，尤其是军方将领出身的塞西上台后，埃及的政局出现趋稳的态势，

美国也恢复了对埃及的军援，双方的军贸合作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 

（二）俄罗斯 

俄罗斯对于北非军贸市场历来非常重视，自前苏联时代开始就一直是

本地区重要的军贸产品供应国。进入 21 世纪以后，俄罗斯加大了在本地区

的军贸推广力度，成功打开了多国武器市场。除了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以

外，还有效制衡了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扩展了俄罗斯对外的话语权，

并与我国军贸企业在本地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近年来，俄罗斯在本地区重点与国防预算较为充足的阿尔及利亚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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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展开军事合作，合同金额较大，尤其是向阿尔及利亚提供的武器装备覆

盖了其陆海空三军，在短时间内提高其战斗力，并在本地区引起了强烈反

响。而在埃及军贸市场中，俄罗斯也占据了较大份额，其搭配两艘“西北

风”级两栖攻击舰的 50架卡-52 武装直升机是少有的军贸大单。 

总体来说，俄罗斯军贸产品在北非防务市场上有一定的优势，其性价

比较高，对于一些传统上使用苏制武器或是因政治等原因无法得到西方同

类装备的国家有很大吸引力。例如出口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 S-300 远程防

空导弹系统、出口阿尔及利亚的苏-30MK多用途战斗机、基洛级 636 型潜艇、

米-28 重型武装直升机和 T-90E 主战坦克，出口埃及、苏丹的米-17 运输直

升机等。同时，除了出口新式武器装备以外，俄罗斯对于北非诸国现有的

苏制武器现代化改装市场也极为重视。近年来，先后拿下了埃及、阿尔及

利亚等国的 SA-3、SA-11地空导弹、BMP-2 步兵战车和“纳奴契卡”级轻型

导弹护卫舰等多个现代化改装合同。 

近年来，中东北非地区在俄罗斯对外军贸中一直占据着 24～30%的高比

例，仅次于亚太地区。未来俄罗斯仍将在本地区积极开展军贸活动，将成

为我国军贸在本地区最大的竞争对手。 

除俄罗斯以外，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本地区军贸市场中也占有一定的

比例，尤其是向本地区倾销了大量的二手武器装备，例如 AA-10 中距空对

空导弹、T-72M1 主战坦克、BTR-3U 步兵战车、苏-25对地攻击机等。 

（三）其他国家对北非诸国的军贸 

北非地区在近现代一直是法、意等国的殖民地，所以法国、意大利、

德国、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一直是本地区国家重要的军贸供应国。近

年来，欧洲的瑞典、荷兰、波兰，非洲的南非，亚洲的土耳其，北美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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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等国的军贸产品也打入本地区军贸市场。在本地区较受欢迎的产品

有：法国的 FREMM 级护卫舰、阵风战斗机、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意大利

的 76毫米和 127 毫米舰炮、圣乔治级两栖船坞登陆舰、A109 轻型直升机，

德国设计的轮式装甲输送车、MEKO型护卫舰、“狐”式装甲输送车，英国的

EH101 直升机，西班牙的 C295 型运输机，荷兰的 SIGMA 级护卫舰，瑞典的

RBS-15 型反舰导弹等。尤其是法国，仅在埃及和摩洛哥二国就拿下了“阵

风”战斗机、“追风”级护卫舰、FREMM 级多用途护卫舰、“幻影”F1 战斗

机现代化改装、Helios-2 侦察卫星等多个大单。 

以上国家在航空装备、海军装备、装甲车辆等高端军贸产品领域有相

当的优势，军贸产品品种齐全、售后服务到位，缺点是价格较高并容易受

到军购国政治因素的影响。 

三、北非军贸市场分析 

目前，北非诸国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动荡后，政局开始趋稳，

经济有所恢复，地区内部的冲突也趋于缓和，外部势力的干涉程度也有所

减轻，总体有向好趋势。但要看到这种稳定仍没有达到“阿拉伯之春”之

前的水平。未来对于北非诸国安全局势产生影响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国干涉的可能性仍然较高。作为“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和重

灾区，本地区已经处于所谓的善后治理阶段，这有利于国家政局稳定，经

济恢复，而且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失败，也在客观上刺激了北非诸国更新

本国装备的需求。但如果上台的领导人不符合西方大国的利益，有可能被

其国内的代理人迅速推翻，未来北非诸国政局发生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高。 

二是北非诸国内部冲突和摩擦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埃及西奈半岛的恐

怖份子已经发展到敢与埃及安全部队正面交战的程度。利比亚的民兵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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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控制着近一半的国土，与现政权分庭抗礼。南苏丹要依靠国际维和部队

才能避免爆发全面内战。可以说，这一地区的安全局势是暗流涌动，表面

的平静下是一触即发的危机。 

三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由于邻近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在北非诸国

又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在“伊斯兰国”崛起后，该地区首当其冲受到了影

响和渗透。利比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分支组织正在与宗教民兵组织中的

极端派系合流，未来会严重威胁到利比亚现政权脆弱的统治基础。埃及境

内西奈半岛的恐怖分子已经开始打出“伊斯兰国”埃及分支的旗号。摩洛

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境内均有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活动，只是由于受到

强力镇压而没有形成气候，但如果本国政局出现大的动荡，失去压力的伊

斯兰极端势力会迅速扩大其影响力，并引发更为严重的骚乱甚至是内战。

如何应对“伊斯兰国”对于本地区的渗透和威胁，将是北非诸国未来面临

的最严峻考验之一。 

四是维稳压力大。这是“阿拉伯之春”的后遗症，北非诸国的政治势

力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街头政治的作用和效果，加上本地区诸国经济发展缓

慢，失业率高涨，年轻人很容易受到煽动，极易出现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进而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是政权更迭。这些国家的警察力量不足应对类似大

规模动荡，所以通常都需要军队直接介入，这一方面要求北非诸国的武装

力量具备应对国内骚乱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军方在国家政治生态中

的强势地位。 

综上所述，北非诸国预计会进一步提升自身国防力量、购入先进武器

装备、加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预计在 2020 年之前，北非诸国每年的对外

军贸采购规模仍将维持在 30 亿美元以上。结合北非诸国现有的武器装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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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威胁，未来北非诸国对于重点武器装备的需求如下： 

 1.轻武器：北非诸国现有的轻武器装备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其需求，

埃及、利比亚、突尼斯三国对步兵轻武器没有换代的需求，有限的财力也

不会大量投入到这一方面上来。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三国对于步兵

轻武器的换代有一定的需求，而且也有满足这一需求的财力。 

2.坦克装甲车辆：北非地区的地形很适合装甲部队作战，所以北非诸

国武装力量中的装甲部队占比很高，装备的坦克装甲车辆数量较多，是陆

军的主力。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装备有一定数量的第三

代主战坦克，其余国家仍以第一/二代坦克为主，未来有较大的换装需求。

各国的装甲车辆也逐步进入更新期，预估未来需求数量将达到二千辆以上。

此外，对现装备的一/二代坦克也有升级需求。 

3.火炮：北非诸国装备的火炮数量较多，自行化程度高，但主要仍以

战后第一/二火炮为主，未来会有换装需求。该需求的特点：一是必须是自

行化，要跟得上装甲部队机动；二是要配套有完整的炮兵侦察、火力控制

和指挥系统；三是要有配套的精确制导弹药；四是要具备反炮兵作战能力；

五是对便于直升机吊运的超轻型 105 毫米榴弹炮需求明显；六是对于新一

代多管火箭炮的需求强烈；七是对于旧式防空火炮有更新换代需求。 

4.战术导弹：北非诸国对于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较为重视，装备有

数量较多的防空/反坦克导弹，但大多数为战后第一二代产品，有较为强烈

的换代和现代化改装需求。北非只有阿尔及利亚和埃及装备了先进 S-300

和俄制 SA-17 型中远程地空导弹，其余国家在该领域内均处于空白状态，

预计未来该地区的中远程地空采购会有明显增长。阿尔及利亚、埃及、苏

丹等国对于先进反坦克导弹有一定需求。随着北非诸国采购的新式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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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直升机陆续列装部队，与之配套的空空/空地/空舰导弹将是未来本地

区的军购热点之一。 

5.航空装备：随着埃及订购法国“阵风”战斗机，北非诸国第一层次

国家除苏丹外，基本上都装备了第三代战斗机，未来本地区大量采购第三

代战斗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对高级教练/轻型攻击机会有一定的需求，作为

空军作战体系中重要一环的中型预警机和运输机的需求预计会有所增长。

专用武装直升机和大中型运输直升机是目前本地区军贸热点之一。 

6.海军装备：海军装备是北非诸国军备发展的重点。埃及、阿尔及利

亚、摩洛哥均采购了包括“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圣乔治”级两栖船

坞登陆舰、新型多用途驱护舰和常规潜艇在内的新型海军装备。但其数量

仍未达到饱和状态，预计未来北非诸国海军装备采购的重点将集中在新型

两栖舰艇、轻型多用途护卫舰、常规潜艇等装备上。同时与之配套的舰载

直升机、潜艇救援保障舰、综合补给舰也有有一定的需求。 

此外，随着欧洲难民潮的发酵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利比亚、突尼斯、

摩洛哥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海岸警卫队对于新式快速执法舰船可能会有一

个较大的需求。 

7.警用执法装备：这是未来北非诸国军贸采购中的一个亮点，通过“阿

拉伯之春”的经验和教训，北非诸国会强化本国警察部队的执法和镇暴能

力。轻易动用军队会使本国政府陷入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中，因而打造一

支具备高效镇暴能力的警察/准军事部队会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且恐怖袭击

事件的增多，也在客观上要求这些国家提高安全部队的装备水平和战斗力。

北非诸国未来对于新型防雷反伏击车、警用防暴装甲车、声波定向能武器、

个人防弹装备等方面形成较大的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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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西非主要国家军贸市场分析 

西非是指非洲西部地区。东至乍得湖，西濒大西洋，南濒几内亚湾，

北为撒哈拉沙漠。 西非通常包括西撒哈拉、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冈比

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塞拉利昂、利比

里亚、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尔、尼日利亚等 17 个国家和地

区。本文选取了其中在军贸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 10 个国家进行具体分析。 

总体来看，西非地区面积大，人口多，资源丰富，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低下，政局动荡，内战频发，各国联系较为紧密，与我国关系较为密切。 

一、西非主要国家武装力量分析 

（一）装备分析 

1.步兵轻武器。西非各国的步兵轻武器来源复杂，包括了世界主流枪

械，以苏/俄制 AK枪族，德国 G3、比利时 FAL枪族为主，FAMAS、SIG540、

FNC、HK33、M16 系列小口径步枪也开始在本地区逐步换装。德制 MP5、比

制 FN-SCAR 和美制 M4 等多装备于各国特种部队。轻机枪与通用机枪则包括

了德制 G3、比利时制 FN-MAG、苏制 RPD 等主流型号，苏制“德什卡”和美

制 M2HB 是本地区使用最广泛的大口径机枪。 

西非主要国家突击步枪装备情况表 

型号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AR70/223 意大利   尼日利亚 

FNC 比利时   尼日利亚 

SIG540 瑞士 特种部队装备 尼日利亚 

G3 德国   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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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L 比利时   尼日利亚 

FN-SCAR 比利时 特种部队装备 尼日利亚 

FN-FAL 比利时   科特迪瓦 

G3 德国   科特迪瓦 

AK47/AKM 前苏联   科特迪瓦 

SG540 瑞士   喀麦隆 

AUG 奥地利   喀麦隆 

FAL 比利时   喀麦隆 

AK47/AKM 前苏联   贝宁 

AK47/AKM 前苏联   赤道几内亚 

AK47/AKM 前苏联   多哥 

SIG540 瑞士   多哥 

G3 德国   多哥 

HK33 德国   加纳 

M16A1 美国   加纳 

FN-FAL 比利时   加纳 

G3 德国   加纳 

FNC 比利时   加蓬 

FAMAC 法国   加蓬 

G3 德国   加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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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47/AKM 前苏联   加蓬 

 

2.坦克装甲车辆。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防资金投入的限制，西

非地区各国装备的第三代坦克数量极少，只有尼日利亚陆军装备有 16 辆二

手俄制 T-72主战坦克，主力仍是 T-54/55 和维克斯 MK3 型。除此之外，只

有科特迪瓦、多哥两国装备有少量 T-54/55 中型坦克。西非地区陆军其他

装甲车辆的主力装备是诸如法制 ERC-60/90、AML-60/90、AMX-10RC、巴西

制 EE-9 一类的装甲侦察车，数量在 500 辆以上。以 BMP-1/2、05 型、VN-1

为代表的步兵战车装备也接近百辆。 

西非主要国家坦克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T-55 中型坦克 前苏联  100 辆 尼日利亚 

T-72M1 主战坦克 前苏联  捷克二手 4 辆 尼日利亚 

T-72B 主战坦克 前苏联  
乌克兰二手 12

辆 
尼日利亚 

维克斯 MK3 主战坦克 英国 150 辆 尼日利亚 

“蝎” 轻型坦克 英国 100 辆 尼日利亚 

T-55 中型坦克 前苏联 10 辆 科特迪瓦 

AMX-13 轻型坦克 法国 5 辆 科特迪瓦 

PT-76 水陆坦克 前苏联 18 辆 贝宁 

T-54/55 中型坦克 前苏联 2 辆 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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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蝎” 轻型坦克 英国 9 辆 多哥 

 

西非主要国家其他装甲车辆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AML-60/90 装甲侦察车 法国 130 辆 尼日利亚 

EE-9 装甲侦察车 巴西 70 辆 尼日利亚 

VBL 装甲侦察车 法国 72 辆 尼日利亚 

BMP-1 步兵战车 前苏联  
捷克二手 12

辆 
尼日利亚 

施泰尔 4K-7FA 装甲输送车 奥地利 250 辆 尼日利亚 

“剪刀鱼” 装甲输送车 瑞士 70 辆 尼日利亚 

“美洲狮” 装甲输送车 加拿大 10 辆 尼日利亚 

LAPV 装甲输送车 加拿大 20 辆 尼日利亚 

Mamba 装甲输送车 南非  23 辆 尼日利亚 

Cobra 装甲输送车 土耳其 204 辆 尼日利亚 

BTR-3/4 装甲输送车 乌克兰 61 辆 尼日利亚 

MT-LB 装甲输送车 前苏联 67 辆 尼日利亚 

CS/VP3 防雷反伏击车 中国 120 辆 尼日利亚 

Springbuck 防雷反伏击车 南非  
尼日利亚组装 

53 辆 
尼日利亚 



 

www.grandviewcn.com 149 

 

ERC-60 装甲侦察车 法国 6 辆 科特迪瓦 

AML-60/90 装甲侦察车 法国 15 辆 科特迪瓦 

BRDM-2 装甲侦察车 前苏联 
白俄罗斯二手 

13 辆 
科特迪瓦 

BMP-1 步兵战车 前苏联 
白俄罗斯二手 

13 辆 
科特迪瓦 

AMX-10RC 装甲侦察车 法国 6 辆 喀麦隆 

AML-90 装甲侦察车 法国 41 辆 喀麦隆 

“雪貂” 装甲侦察车 英国 15 辆 喀麦隆 

V-150 装甲输送车 美国 

43 辆，其中 22

辆装 20 或 90

炮 

喀麦隆 

VN-1 步兵战车 中国 6 辆 喀麦隆 

VBL 装甲输送车 法国 30 辆 喀麦隆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比利时二手，

18 辆 
贝宁 

ZBF-05 装甲输送车 中国 2 辆 贝宁 

BRDM-2 装甲侦察车 前苏联 14 辆 贝宁 

VBL 装甲侦察车 法国 10 辆 贝宁 

Casspir 防雷反伏击车 南非 10 辆 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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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DM-2 装甲侦察车 前苏联 6 辆 赤道几内亚 

BMP-1 步兵战车 前苏联 
捷克二手 20

辆 
赤道几内亚 

BTR-152 装甲输送车 前苏联 10 辆 赤道几内亚 

Mamba 防雷反伏击车 南非 20 辆 赤道几内亚 

AML-60/90 装甲侦察车 法国 10 辆 多哥 

EE-9 装甲侦察车 巴西 36 辆 多哥 

BMP-2 步兵战车 前苏联 20 辆 多哥 

UR-416 装甲输送车 德国 30 辆 多哥 

VAP 突击车 法国 6 辆 多哥 

ACMAT 装甲输送车 法国 30 辆 多哥 

Typhoon 装甲输送车 加拿大 50 辆 加纳 

EE-9 装甲侦察车 巴西 3 辆 加纳 

“剪刀鱼” 装甲输送车 瑞士 50 辆 加纳 

Tactica 装甲输送车 英国 20 辆 加纳 

WZ-523 装甲输送车 中国 62 辆 加纳 

05 式 步兵战车 中国 24 辆 加纳 

Ratel-20 步兵战车 南非 39 辆 加纳 

Casspir 防雷反伏击车 南非  4 辆 加纳 

Maverick 防雷反伏击车 南非  13 辆 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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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3/9 装甲侦察车 巴西 26 辆 加蓬 

AML-60/90 装甲侦察车 法国 24 辆 加蓬 

ERC-90 装甲侦察车 法国 6 辆 加蓬 

VBL 装甲侦察车 法国 14 辆 加蓬 

EE-11 步兵战车 巴西 12 辆 加蓬 

V-150 型 装甲输送车 美国 9 辆 加蓬 

WZ-523 装甲输送车 中国 3 辆 加蓬 

ZFB-05 装甲输送车 中国 3 辆 加蓬 

Aravis 装甲输送车 法国 12 辆 加蓬 

Matador 防雷反伏击车 南非 24 辆 加蓬 

“潘哈德”

AML-90/60 
轻型装甲侦察车 法国 56-125 辆 尼日尔 

UR-416 装甲输送车 德国 8 辆 尼日尔 

ZFB05 装甲输送车 中国 8 辆 尼日尔 

“潘哈德 ”M3 

和 VTT 
装甲输送车 法国 32 辆 尼日尔 

 

3.火炮。西非诸国装备的火炮数量少，质量差，以西方 105 毫米和苏

俄制 122毫米牵引榴弹炮为主，155毫米榴弹炮数量很少。各国火炮普遍没

有实现自行化，只有尼日利亚装备有意大利制“帕尔马利亚”式 155 毫米

自行榴弹炮较为先进，此外就只有多哥装备有 6 门苏制 2S1 自行榴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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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火箭炮以我国制 63 式 107/130 毫米和苏俄制 BM-21型为主，没有装备

大口径火箭炮。 

西非主要国家火箭炮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APR-21 型 122 毫米多管火箭炮 罗马尼亚 25 门 尼日利亚 

RM-70 122 毫米多管火箭炮 捷克 6 门 尼日利亚 

BM-21 122 毫米多管火箭炮 前苏联 
白俄罗斯

二手 6 门 
科特迪瓦 

BM21 122 毫米多管火箭炮 前苏联 20 门 喀麦隆 

81 式 122 毫米多管火箭炮 中国 3 门 加纳 

63 式 107 毫米多管火箭炮 中国 5 门 加纳 

特鲁埃尔 140 毫米多管火箭炮 西班牙 8 门 加蓬 

63 式 107 多管火箭炮 中国 16 门 加蓬 

63 式 130 毫米多管火箭炮 中国 10 门 加蓬 

90 式 122 毫米多管火箭炮 中国 4 门 加蓬 

 

4.战术导弹。西非国家在战术导弹方面极为落后，数量很少。贝宁、

赤道几内亚、多哥均没有装备战术导弹。只有科特迪瓦和加蓬装备有第二

代反坦克导弹，前者为俄制 AT-5/14，后者为“米兰”和“陶”式，尼日利

亚装备的“旋火”反坦克导弹为第一代产品，已严重老旧过时。本地区装

备的便携式防空导弹只有 SA-7和“吹管”一类的第一代产品，而且数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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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尼日利亚装备的“罗兰”地空导弹系统是本地区唯一的近程导弹，各

国暂无中远程地空导弹武器。 

西非主要国家防空导弹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吹管” 便携式防空导弹 英国 48 部 尼日利亚 

SA-7 便携式防空导弹 前苏联 100 具 尼日利亚 

“罗兰” 近程防空导弹 法国/德国 16 部 尼日利亚 

SA-7 便携式防空导弹 前苏联 
保加利亚二

手 10 具 
科特迪瓦 

SA-7 便携式防空导弹 前苏联 数量不明 加纳 

 

西非主要国家反坦克导弹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旋火” 反坦克导弹 英国 数量不详 尼日利亚 

AT-14 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 数量不详 科特迪瓦 

AT-5 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 数量不详 科特迪瓦 

“米兰” 反坦克导弹 法德 24 具 喀麦隆 

“陶”式 反坦克导弹 美国 24 具 喀麦隆 

“米兰” 反坦克导弹 法德 4 具 加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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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航空装备。由于国力限制，再加上面临的空中威胁不大，西非各国

装备的战斗机数量少，质量差。科特迪瓦空军装备的少量米格-23ML、加蓬

空军装备的“幻影”5 和“幻影”F-1A 是本地区最先进的战斗机。本地区

空军的主力装备的特点是兼顾了教练和反暴乱攻击二种功能的中高级教练

机，包括了 L-39、MB-339AN、“阿尔法喷气”、K8、CM-170、EMB-314 等

主流型号。各国装备的直升机数量较多、以法制 SA 系列和俄制米-8系列为

主，米-24/35 是本地区装备量最大，也是使用国家最多的攻击直升机。 

西非主要国家战斗机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米格-21 战斗机 前苏联 18 架 尼日利亚 

歼-7M  战斗机 中国 15 架 尼日利亚 

“美洲虎” 攻击机 英法 15 架 尼日利亚 

米格-23ML 战斗机 前苏联 
保加利亚二

手 2架 
科特迪瓦 

苏-25 攻击机 前苏联 
白俄罗斯二

手 4架 
科特迪瓦 

阿尔法喷气 教练/攻击机 法德 5 架 科特迪瓦 

阿尔法喷气 教练/攻击机 法德 4 架 喀麦隆 

CM-170 教练/攻击机 法国 5 架 喀麦隆 

MB-326K 教练/攻击机 意大利 6 架 喀麦隆 

苏-25 攻击机 前苏联 乌克兰二手 赤道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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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架 亚 

阿尔法喷气 教练/攻击机 法德 5 架 多哥 

EMB-326G 教练/攻击机 巴西 4 架 多哥 

EMB-314 教练/攻击机 巴西 9 架 加纳 

K-8 教练/攻击机 中国 4 架 加纳 

“幻影”5 战斗机 法国 9 架 加蓬 

“幻影” F1A 战斗机 南非 二手 6架 加蓬 

EMB-111 巡逻机 巴西 1 架 加蓬 

CM-170 教练/攻击机 法国 4 架 加蓬 

T-34 教练/攻击机 美国 3 架 加蓬 

MB-326GB 教练/攻击机 意大利 
南非二手 2

架 
加蓬 

苏-25 攻击机 原苏联 2 架 尼日尔 

 

西非主要国家武装直升机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米-35 攻击直升机  俄罗斯 
20 架，其中乌克兰

二手 5 架 
尼日利亚 

米-8MT 
运输/攻击直

升机 
俄罗斯 22 架 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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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24 攻击直升机  前苏联 
白俄罗斯和保加利

亚二手 4 架 
科特迪瓦 

SA342 武装直升机  法国 4 架 喀麦隆 

米-24/35 攻击直升机 前苏联 乌克兰二手 6 架 赤道几内亚 

SA342 武装直升机  法国 5 架 加蓬 

 

6.海军装备。本地区的海军装备实力最强的是尼日利亚，加上刚从我

国采购的 2 艘巡逻舰，其护卫/巡逻舰总数达到了 6 艘。此外，赤道几内亚

和喀麦隆分别装备有以制“萨尔”级轻型护卫舰和法制 P48 型导弹快艇，

其余国家均为法德等国制的小型巡逻艇。 

西非国家主要水面作战舰艇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阿拉杜”级 导弹护卫舰 德国 1 艘 尼日利亚 

“埃里诺米”级 轻型导弹护卫舰 英国 2 艘 尼日利亚 

P-18N 轻型护卫舰 中国 2 艘 尼日利亚 

Hamilton 巡逻舰 美国 1 艘 尼日利亚 

阿亚姆 导弹快艇 法国 3 艘 尼日利亚 

“象”级 坦克登陆舰 法国 1 艘 科特迪瓦 

P-48 导弹艇 法国 2 艘 喀麦隆 

Saar-4 轻型护卫舰 以色列 2 艘 赤道几内亚 

“阿奇莫塔”级 巡逻艇 德国 2 艘 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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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塔”级 巡逻艇 德国 2 艘 加纳 

“安佐罗” 巡逻艇 德国 2 艘 加纳 

“巴奥马尔将

军”级 
巡逻艇 法国 2 艘 加蓬 

“奥马尔·邦戈

总统”号 
登陆舰 法制 1 艘 加蓬 

 

（二）武器装备特点 

1.各国军事力量相差悬殊。西非诸国军事力量发展不平衡，各国之间

武器装备水平差异极大。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尼日利亚、

喀麦隆，国防预算投入较为充足，军队有一定的战斗力，武器装备较好；

第二层次为加纳、科特迪瓦、多哥、贝宁、加蓬、赤道几内亚，国防投入

有限，军队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武器装备较差；第三层次为利比里亚等，

国防投入不足，军队仅具备象征意义，战斗力极差，几乎没有重武器。 

2.基本不具备现代战争的体系对抗能力。西非各国体量小、经济发展

水平低下，国防投入有限，在卫星通讯/侦察、电子战、精确制导武器等领

域均处于空白状态，还处于初级合同战术体系阶段，缺乏现代信息化战争

需要的体系对抗能力。只能适应低烈度冲突，对于大国的全方位体系化攻

击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3.基本没有现代意义的军工产业。西非诸国整体军工产业水平低下，

均无重武器制造能力。只有尼日利亚有初级的重武器组装能力，并有一定

的轻武器及弹药生产能力，西非国家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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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存在装备空白。西非各国国防投入有限，武器装备又全部依赖进口，

只能有重点的发展各自的军力。除尼日利亚以外，西非各国的军力发展重

点主要集中在陆军方面，海空军方面投入不足，形成了明显的空白。例如，

各国均没有列装中远程地空导弹，没有列装三代战斗机，也没有列装远程

对空雷达系统，预计未来在这方面会形成一定的采购需求。 

5.来源复杂。西非各国在武器装备采购中较少受到政治方面的限制，

利比里亚内战结束后，相关的武器禁令也已经解除。相对来说，西非诸国

在武器装备采购上更看重武器装备自身的性价比，并不过多考虑未来发展、

技术合作、军工产业升级等方面的问题，所以西非诸国武器采购的来源涵

盖了南北美洲、欧洲、亚洲等主要武器出口国的低端装备。 

6.军贸采购缺乏规划。西非各国的军贸采购明显缺乏长远规划，往往

是“应急采购”，应付一时之需，而且也不太考虑后勤保障等因素。比如，

各国对装甲车辆的采购，如贝宁、加纳、加蓬、多哥等国，同时装备有多

个来源国的多种功能相近的装甲车，而每个型号的采购量又极其有限，甚

至是个位数，基本无法实施长久的装备保障。 

7.有一定的“跟风”效应。西非各国装备体系长期以法式为主，但近

年来，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也开始大量进入本地区，出现了一定的装备示

范效应，相关国家“跟风”采购。如，各国近年来大量采购了苏俄制的米

-24/35 型攻击直升机和米-8/17 型运输直升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二、西非国家军贸供应方分析 

（一）美国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非洲处于整体收缩状态，减少了在非洲的驻军，

军援和军售的重点也转向了北非诸国，对于西非市场这类低端客户没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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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重视。近年来，西非诸国中进口美制武器装备最多的是尼日利亚，先

后进口了 3 架轻型运输机、4 架教练/攻击机、24辆装甲输送车等多种装备。

除此之外，就只有喀麦隆进口了 2 架贝尔 412 型直升机和 2 架“扫描鹰”

无人机，赤道几内亚进口了了 2 架 TH-28 轻型直升机。美国在西非地区的

军贸重点是在提供武器装备的配套设备，例如为我国出口加纳的四架 K-8

教练机提供 TFE-731 型涡扇发动机，为南非出口加蓬的 24辆装甲输送车提

供配套的 Cummins-6V 柴油发动机等。 

但随着美国非洲司令部的成立，美国正在逐步强化在本地区的军事存

在，除了已经驻扎在西非地区的 3艘舰艇和 P-3C反潜巡逻机以外，美国海

军还加强了与几内亚湾国家的军事交流，派出顾问对于其安全部队进行培

训。 

预计未来美国仍将以军援和派遣教官/顾问为主要形式开展对西非国

家的军贸活动，除了维持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以外，遏制我国在西非国

家的影响力也是其重要任务。 

（二）俄罗斯 

俄罗斯对于西非地区军贸市场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北非市场，这主要是

因为本地区除尼日利亚以外，其余国家的国防预算都较为有限。但西非国

家对于武器装备性价比的追求比较符合俄罗斯军贸产品的特质，所以俄罗

斯近年来在西非国家军贸市场上有所斩获，其“拳头”产品为“米”系列

运输/攻击直升机。米-8运输直升机先后出口喀麦隆（2 架）、加纳（12 架）、

尼日利亚（22 架），米-24/35 攻击直升机也出口到了尼日利亚（12架），此

外尼日利亚还采购了 10 架米-34 轻型直升机，俄罗斯在西非国家直升机市

场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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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俄罗斯的军贸产品在西非市场上目前仍不是主流，但随着

乌克兰退出西非军贸市场，其原有的市场份额有可能被俄罗斯抢占。 

目前，苏俄制二手装备在西非国家军贸市场中很受欢迎，但这些装备

经过近 20 年的使用，已经需要更新或延寿，该领域有可能成为未来俄罗斯

对西非军贸的亮点之一。 

（三）其他国家 

除美俄以外，欧洲的法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保加利亚、罗

马尼亚、西班牙、亚洲的以色列、韩国、土耳其、非洲的南非、北美洲的

加拿大、南美洲的巴西等都是西非军贸市场的重要供应方。尤其是法国作

为西非国家传统的军贸供应方，近年来成功向西非国家出口了 10 艘

FPB-98/RPB-33 型巡逻艇、4 架 LH-10 教练机，30 辆 VLRA 装甲输送车等。

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则向西非地区倾销了

大量二手的苏制武器装备，包括 45 辆 BMP-1/2 步兵战车、16 辆 T-72 主战

坦克、67 辆 MT-LB装甲输送车、61 辆 BTR-3/4装甲输送车、17 架米-24/35

武装直升机、2 架米格-23ML战斗机，4架苏-25攻击机，1艘护卫舰及大量

的 122 毫米榴弹炮/多管火箭炮，是近年来西非军贸市场上最主要的军贸供

应方。南非的装甲输送车和防雷反伏击车在本地区也比较受欢迎，南非先

后出口贝宁、加蓬 38 辆 Casspir 装甲输送车和 39 辆 Ratel-20 步兵战车，

向加蓬出口了 6 架二手“幻影” F1A 型战斗机，并向尼日利亚提供部件，

供其组装 53 辆 Springbuck 装甲输送车。所以，南非是非洲国家中对西非

出口最为活跃的国家。西班牙在西非的运输机市场中占主导地位。巴西的

拳头产品仍是 EMB-314 型教练机。韩国、以色列、德国、意大利在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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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巡逻艇市场中也展开了激烈竞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此外，土耳其

也成功向尼日利亚出口 204 辆 Cobra型装甲输送车。 

总体来看，以上国家对于西非军贸市场的出口仍以处理库存老旧装备

为主，但也开始出现向本地区出口相对高技术装备的趋势，预计未来西非

军贸市场竞争会较为激烈。 

三、西非军贸市场分析 

西非国家目前总体政局稳定，社会较为安定，但经济发展乏力，仍受

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有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性。总体来看，可能对

未来西非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国的影响力仍是本地区安全的主导因素。尽管美国提出了“亚

太再平衡”战略，对于非洲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但出于遏制我国在非洲影

响力的客观需要，近年来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非洲战略。正在通过军

援和提供教官的方式对西非国家施加影响力。法国对西非地区一直有较强

的影响力，对于西非国家的安全局势有重要的发言权。 

二是西非国家内部的冲突和摩擦。西共体自身并不是铁板一块，相互

之间也有领土纠纷和摩擦，经过国际法院仲裁和对话，没有激化的迹象，

但未来仍有爆发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尼日利亚与喀麦隆两国围绕巴卡西半

岛的领土纠纷，经国际法院仲裁，以尼日利亚军队撤出，将半岛主权交还

喀麦隆而告终，但也反映出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性。 

三是应对非传统领域威胁。近年来，以“博科圣地”为代表的伊斯兰

极端恐怖组织在西非地区极为活跃，已经成为了本地区最大的非传统安全

威胁。加上本地区信奉伊斯兰教者众多，经济落后，政府官僚主义和贪腐

盛行，给极端势力扩张势力提供了理想的土壤。现在虽然已经组成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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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联合部队”（尼日利亚、喀麦隆、尼日尔、乍得、贝宁）对博科圣地组

织展开了围剿，但短期内仍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四是应对国内冲突和维稳。目前，西非国家的政局是冷战后最为稳定

的时期，但由于国家传统和政府体制原因，政变、军人独裁、内战的隐患

一直未能消除，利比里亚内战、塞拉利昂内战、几内亚比绍叛乱、科特迪

瓦内战都是在联合国和西非共同体的强力干预下先后结束。这意味着本地

区各国的武装力量除了要具备国土防卫能力以外，还要具备一定的区域干

预和执行强制和平行动的能力。 

为应对上述挑战，更好的履行职责，西非国家预计将进一步加强国防

力量建设，提升武器装备质量和部队战斗力。预计在 2020 年之前，西非地

区各国合计每年将形成 8 亿美元以上的军贸采购需求。结合这些国家现有

的武器装备和面临的威胁，可以初步归纳出西非国家未来的重点武器装备

需求。 

1.步兵轻武器。在步兵武器方面，西非各国现有型号繁杂，即使是尼

日利亚、喀麦隆这样的地区强国，对于步兵轻武器的需求也仍将是完成制

式化和体系配套建设，对高精度狙击步枪、自动榴弹发射器、单兵云爆武

器等有较强烈的需求。其他国家仍将重点解决现有轻武器的弹药供应和零

配件配套问题，并努力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制式化。 

2.坦克和装甲车辆。受限于西非国家的财力，各国对于第三代主战坦

克没有强烈的采购需求，尼日利亚可能形成规模不大的采购意愿。但西非

各国预计会对现有的第一代中型坦克有较强的现代化改造需求。各国对新

式轻型坦克和装备 105 毫米坦克炮的装甲侦察车会有一定的换装需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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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性价比较高的步兵战车和装甲输送车需求量较大，尤其是对于车族化的

轻型装甲车辆和两栖装甲车辆。 

3.火炮。总体来看，西非国家装备的火炮不仅数量少而且性能落后，

随着老旧火炮的退役，可能会形成一定的采购需求。该需求的特点如下：

一是以牵引式 105/122 毫米火炮为主，辅以一定数量的卡车炮，自行火炮

因使用和维护成本太高，在本地区并不受欢迎；二是对配属步兵部队的大

口径迫击炮和适合机动部队装备的速射迫击炮有较强的需求；三是对中小

口径多管火箭炮会形成一定的采购需求；四是对旧式火炮的现代化改装的

需求较为明显；五是对执行伴随防空任务和要地防空任务的小口径速射高

射炮及弹炮合一系统有一定的需求。 

4.战术导弹。目前西非各国装备的大多数量第一二代的便携式防空导

弹，先进型号很少，未来会形成一定的采购需求。尼日利亚有可能对近程

自行防空导弹的进行采购。各国现役的反坦克导弹数量少质量差，未来有

一定的换装需求，预计以红外或是激光驾束制导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为主。 

5.航空装备。西非国家对航空装备的采购重点一直是兼具教练和轻型

反暴乱功能的教练机，预计未来采购重点仍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随着安

全形势的变化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专用对地攻击机现如今也开始出

现在西非国家空军中，预计未来西非地区国家对于专用攻击机或专用反暴

乱战机会形成一定的需求。西非各国对于运输直升机和攻击直升机的采购

热情较高，其配套的零部件和弹药未来会形成较强的采购意愿。本地区装

备的老旧战斗机未来可能会形成较为明显的现代化改装需求，也有可能通

过采购二手的第二代战斗机完成现有机队的更新。 



 

www.grandviewcn.com 164 

 

6.海军装备。西非国家的海军装备采购未来仍将以轻型舰艇为主，除

第一层次国家对轻型多用途护卫舰有一定的需求外，其他国家的未来采购

重点还是以多用途巡逻艇为主。几内亚湾沿岸国家对多用途公务执法船有

可能形成一定的需求。对于轻型两栖舰艇或二手登陆舰可能会有较为明显

的需求。 

7.警用反恐防暴装备。西非各国现在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威

胁，各国对于提高警察部队的反恐防暴能力比较重视。尼日利亚、加蓬、

加纳、赤道几内亚、贝宁等国均进口了防雷反伏击车，其中尼日利亚利用

南非 Springbuck 防雷车的部件开始进行组装，预计未来本地区对于防雷反

伏击车和轻型防暴车还会有需求。此外，与反恐作战任务相配套的个人防

护装备、夜视器材、破障器材、非致命性武器及配套弹药的需求都会随之

提升。 

8.无人机。无人机是近年来西非军贸中的亮点，虽然总体采购数量还

不多，但尼日利亚采购自我国的 CH-3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将在反恐任务中发

挥重要作用，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预计本地区近期将出现一个察打一

体型无人机和轻型无人机的采购小高潮。 

9.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在西非地区除了可以销售军贸产品以外，对各

国军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西非地区现有的军

用港口、机场和营房等基础设施大多已经老旧，不能适应现代军队的需要。

而我国军贸、建工等企业又具备较强的设计、建造和施工能力，所以应在

西非各国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上应当有所作为。对此，需要注意的有以

下几点：一是要与当地经济发展相结合，军用基础设施建设要为当地创造

就业机会和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二是要有足够的前瞻性，尤其是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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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机场的设计和建造中，要为未来我国海外驻军、维和等提供必要的前瞻

性准备；三是在建造时要高度重视自身的安全保护，尤其要防范可能出现

的恐怖袭击；四是在军用基础设施设计时，可以同时向所在国推介我国军

用港口作业和后勤保障设备、机场空管雷达、地面引导设备、通讯设备及

其他配套设施，尤其要注重以一揽子的“套餐”式，结合所在国的国防预

算，推出高中低多档不同配置的基础设施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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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南美洲区域军贸分析 

南美洲位于美洲南部，共有 12 个国家和 3 个地区：厄瓜多尔、哥伦比

亚、委内瑞拉、秘鲁、巴西、智利、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玻利维亚、

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英属福克兰群岛、英属南乔治亚岛和南桑

威奇群岛。面积达 1784 万平方千米。玻利维亚是其中唯一的内陆国家。南

美地区地形以山地、丛林、高原为主，岛屿较多；各国资源丰富，经济模

式单一、社会贫富差距大；地广人稀、语言、宗教单一；与我国关系较好，

双边经贸往来增长迅速。 

一、南美诸国装备分析 

（一）南美诸国现有装备分析 

1.步兵轻武器。南美诸国的步兵武器来源较为单一，装备量最大的轻

武器就是按许可证生产的 7.62毫米的比利时 FAL 型自动步枪。此外奥地利

AUG、意大利 AR-70/90、瑞士 SIG540/542、美国 M16/M4 及德国 G3 等在本

地区均有装备。近年来，俄制 AK103 型自动步枪也开始出现在南美一些国

家军队中。南美诸国的狙击步枪以较为繁杂，有苏制 SVD，也有奥地利 SSG69、

美制 M82等。本地区的机枪以比利时 MAG、美制 M60、M2HB为主，德制 HK21

在本地区也有一定装备量。 

南美国家自动步枪装备情况表 

型号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M964A1 

ParaFAL 
自产 标准装备 巴西 

TAR21 以色列/自产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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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EL MD97 自产   巴西 

G36 德国   巴西 

M16A2 美国   巴西 

M4 美国   巴西 

FAMAS 法国   阿根廷 

AUG 奥地利   阿根廷 

FN FNC 比利时   阿根廷 

M4 美国   阿根廷 

M16A2 美国   阿根廷 

FARA 83 自产   阿根廷 

IMI Galil 以色列/自产   哥伦比亚 

TAR-21  以色列   哥伦比亚 

Galil ACE  以色列/自产   哥伦比亚 

M16A2 美国   哥伦比亚 

M4 美国   哥伦比亚 

M4 美国   秘鲁 

M16A2 美国   秘鲁 

SAR21 新加坡   秘鲁 

FAD 自产   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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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il 以色列   秘鲁 

FN SCAR 比利时   秘鲁 

SIG SG 

540/542 
瑞士/自产   智利 

Galil ACE 以色列 标准装备 智利 

加利尔 以色列   玻利维亚 

AUG 奥地利   玻利维亚 

SIG510-4 瑞士 
有部分作为狙

击步枪 
玻利维亚 

AR70/90 意大利    巴拉圭 

SIG540 瑞士   巴拉圭 

FN-FAL 比利时   巴拉圭 

AUG 奥地利 标准装备 厄瓜多尔 

SIG540 瑞士   厄瓜多尔 

FN-FAL 比利时   厄瓜多尔 

AK74 俄罗斯   委内瑞拉 

FN FNC 比利时   委内瑞拉 

FN-FAL 比利时   苏里南 

AKM 前苏联   苏里南 

FN-FAL 比利时   圭亚那 



 

www.grandviewcn.com 169 

 

G3 德国   圭亚那 

AKM 前苏联   圭亚那 

FN-FAL 比利时   乌拉圭 

M16A2 美国   乌拉圭 

 

南美国家狙击步枪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装备国别 

M40 狙击步枪 美国 巴西 

PGM 338 狙击步枪 法国 巴西 

HK PSG1 狙击步枪 德国 巴西 

M82 反器材枪 美国 巴西 

M24 狙击步枪 美国 阿根廷 

Steyr SSG 69 狙击步枪 奥地利 阿根廷 

Steyr HS.50 狙击步枪 奥地利 阿根廷 

M24 狙击步枪 美国 哥伦比亚 

Galatz 狙击步枪 以色列 秘鲁 

FAMAE FD-200 狙击步枪 自产 智利 

SSG 3000 狙击步枪 瑞士 智利 

M82 反器材枪 美国 智利 

SVD 狙击步枪 前苏联 玻利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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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1/25 狙击步枪 美国 厄瓜多尔 

SVD 狙击步枪 俄罗斯 委内瑞拉 

M700 狙击步枪 美国 委内瑞拉 

 

2.坦克装甲车辆。受限于地形条件，南美诸国在主战坦克领域的更新

速度都比较慢，目前只有智利和委内瑞拉分别装备有豹 2A4 和 T-72B1 二型

第三代主战坦克，其余国家仍装备第一二代主战坦克。巴西曾自行研制过

奥索里奥型主战坦克，目前仍没有得到本国陆军及出口订单。真正在本地

区作为装甲力量主力的是轻型坦克，主要型号为法制AMX-13型、奥制SK-105

型，轮/履带式步兵战车的装备量较少。且多一二代产品，委内瑞拉近年来

进口的 BMP-3、VN-1 型轮式步兵战车和 VN-18 型两栖步兵战车是本地区性

能较为先进的装甲车辆。  

南美国家坦克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豹”1系列 主战坦克 德国 370 辆 巴西 

M60 主战坦克 美国 90 辆 巴西 

TAM 主战坦克 自产 190 辆 阿根廷 

SK-105 轻型坦克 奥地利 118 辆 阿根廷 

T-55改 主战坦克 原苏联/俄罗斯 80 辆 秘鲁 

AMX-13 轻型坦克 法国 36 辆 秘鲁 

“豹”2A4 主战坦克 德国 175 辆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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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105 轻型坦克 奥地利 36 辆 玻利维亚 

M4A3E8 中型坦克 美国 12 辆 巴拉圭 

T-55 中型坦克 前苏联 30 辆 厄瓜多尔 

AMX-13 轻型坦克 法国 150 辆 厄瓜多尔 

T-72 主战坦克 原苏联/俄罗斯 190 辆 委内瑞拉 

AMX-30 主战坦克 法国 80 辆 委内瑞拉 

AMX-13C.90 轻型坦克 法国 36 辆 委内瑞拉 

FV-101“蝎”式 轻型坦克 英国 78 辆 委内瑞拉 

T-55 中型坦克 原苏联 15 辆 乌拉圭 

M41A1 轻型坦克 美国 22 辆 乌拉圭 

 

南美国家其他装甲车辆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EE-3/9/11 系列 轮式装甲车 自产 630 辆 巴西 

VBTP-MR Guarani  轮式步兵战车 自产 
200 辆，持续

生产中 
巴西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600 辆 巴西 

AV-VBL 反伏击车 自产 50 辆 巴西 

Panhard AML-90  轮式装甲车 法国 47 辆 阿根廷 

VCTP 步兵战车 自产 123 辆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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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500 辆 阿根廷 

VN-1 轮式步战车 中国 订购 110辆 阿根廷 

WZ551  轮式装甲车 中国 少量 阿根廷 

EE-9 Cascavel 轮式突击车 巴西 180 辆 哥伦比亚 

LAV III 轮式突击车 加拿大 56 辆 哥伦比亚 

EE-11 轮式装甲车 巴西 100 辆 哥伦比亚 

M1117 轮式装甲车 美国 67 辆 哥伦比亚 

M113系列 装甲输送车 美国 130 辆 哥伦比亚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280 辆 秘鲁 

UR-416 装甲输送车 德国 约 210 辆 秘鲁 

Marder1A3 步兵战车 德国 280 辆 智利 

AIFV-B/YPR-765 
装甲输送/步战

车 
比利时 319 辆 智利 

M113A1/A2 装甲输送车 美国 410 辆 智利 

MOWAG Piranha 轮式步战车 瑞士 340 辆 智利 

EE-9 装甲侦察车 巴西 24 辆 玻利维亚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18 辆 玻利维亚 

V-100 装甲输送车 美国 15 辆 玻利维亚 

“罗兰德” 装甲输送车 瑞士 20 辆 玻利维亚 

EE-11 轮式装甲输送车 巴西 24 辆 玻利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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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9 装甲侦察车 巴西 30 辆 巴拉圭 

EE-11 轮式装甲输送车 巴西 10 辆 巴拉圭 

AML-60/90 装甲侦察车 法国 50 辆 厄瓜多尔 

EE-3/9 装甲侦察车 巴西 40 辆 厄瓜多尔 

AMX-VCI 轮式装甲输送车 法国 80 辆 厄瓜多尔 

EE-11 轮式装甲输送车 巴西 30 辆 厄瓜多尔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20 辆 厄瓜多尔 

VN1 轮式步战车 中国 40 辆 委内瑞拉 

BMP-3 步兵战车 俄罗斯 约 150 辆 委内瑞拉 

VN-16 步兵战车 中国 25 辆 委内瑞拉 

BTR-80A 轮式装甲车 俄罗斯 约 110 辆 委内瑞拉 

“狐”式 轮式装甲车 德国 10 辆 委内瑞拉 

VN-18 两栖突击车 中国 25 辆 委内瑞拉 

EE-9 装甲侦察车 巴西 9 辆 苏里南 

EE-11 装甲输送车 巴西 15 辆 苏里南 

EE-9 装甲侦察车 巴西 6 辆 圭亚那 

BMP-1 步兵战车 原苏联 15 辆 乌拉圭 

EE-3/9 装甲侦察车 巴西 31 辆 乌拉圭 

“康曼德” 装甲输送车 美国 44 辆 乌拉圭 

M-113 装甲输送车 美国 15 辆 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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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64 装甲输送车 捷克 43 辆 乌拉圭 

MT-LB 装甲输送车 前苏联 32 辆 乌拉圭 

  

3.火炮。南美诸国装备的火炮以牵引式火炮为主，美制 M-101/M2 式 105

毫米榴弹炮仍是本地区装备量最大的火炮。只有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

智利装备有 M777、M109 系列、2S19、2S23 等较为先进的火炮。巴西陆军拥

有南美诸国中最大的自行火炮部队，装备有 110 门 155 毫米自行火炮。各

国列装的多管火箭炮数量较少，仅有秘鲁、委内瑞拉陆军装备有先进的俄

制 BM-30“龙卷风”、AR-3、SR-5 等多管火箭炮。   

南美国家火箭炮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ASTROS 多口径自行火箭炮 自产 150 门 巴西 

SLAM SAPBA 多管自行火箭炮 自产 30 门 阿根廷 

SLAM VCLC 多管自行火箭炮 自产 少量 阿根廷 

90 式 B 
122 毫米多管自行火

箭炮 
中国 40 门 秘鲁 

LAR-160 多管自行火箭炮 以色列 8 门 智利 

BM-21 多管自行火箭炮 俄罗斯 52 门 委内瑞拉 

BM-30 多管自行火箭炮 俄罗斯 12 门 委内瑞拉 

SR-5 多管自行火箭炮 中国 18 门 委内瑞拉 

LAR-160 多管自行火箭炮 以色列 25 门 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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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国家自行火炮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M109系列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美国 110 门 巴西 

VCA Palmaria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自产 18 门 阿根廷 

M109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美国 12 门 秘鲁 

M109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美国 48 门 智利 

MKF3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法国 10 门 厄瓜多尔 

2S23 120 毫米自行迫榴炮 俄罗斯 13 门 委内瑞拉 

2S19 152 毫米自行加榴炮 俄罗斯 47 门 委内瑞拉 

 

4.战术导弹。南美诸国在战术导弹方面是一个较为明显的短板，仅巴

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装备有米兰、陶、长钉、AT-14 等第

二/三代反坦克导弹，其他国家仍装备着第一代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以肩

扛式防空导弹和车载近程防空导弹为主，委内瑞拉装备俄制 S-300 及 SA-17

后拥有了南美地区最好的中远程对空防御能力。此外只有秘鲁拥有一定的

中程防空能力。南美诸国没有装备地对地战术导弹。 

南美国家防空导弹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铠甲” 近程自行防空系统 俄罗斯 24 套 巴西 

RBS-70 近程防空导弹 瑞典   巴西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nzerhaubitze_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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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18/24 便携式防空导弹 俄罗斯 150 枚导弹 巴西 

“罗兰” 自行近程防空导弹 
法国/德

国 
少量 阿根廷 

RBS-70 近程防空导弹 瑞典 少量 阿根廷 

Nimrod 多用途战术导弹 以色列   哥伦比亚 

“西北风” 近程防空导弹 法国   哥伦比亚 

SPYDER 中近程自行防空导弹 以色列 
1 套，含 6 部

发射车 
秘鲁 

QW-1 便携式防空导弹 中国 18 部发射器 秘鲁 

SA-16/18 便携式防空导弹 俄罗斯 200 枚导弹 秘鲁 

NASAS 自行中近程防空导弹 挪威 3 套 智利 

“西北风” 近程防空导弹 法国 2 套 智利 

“吹管” 便携式防空导弹 英国 75 部 厄瓜多尔 

“小槲树” 近程防空导弹 美国 少量 厄瓜多尔 

SA-8 近程防空导弹 前苏联 少量 厄瓜多尔 

SA-16/18 便携式防空导弹 俄罗斯 80 部 厄瓜多尔 

S-300 自行远程防空导弹 俄罗斯 12 套 委内瑞拉 

SA-17 自行中程防空导弹 俄罗斯 3 套 委内瑞拉 

“道尔”M1 自行近程防空导弹 俄罗斯 24 辆发射车 委内瑞拉 

RBS-70 近程防空导弹 瑞典   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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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24 便携式防空导弹 俄罗斯   委内瑞拉 

KS-1A 中程防空导弹 中国 少量 圭亚那 

SA-19 近程防空导弹 俄罗斯 24 套 圭亚那 

SA-18 便携式防空导弹 俄罗斯 50 套以上 圭亚那 

 

南美国家反坦克导弹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ERYX 反坦克导弹 法国 少量 巴西 

“米兰” 反坦克导弹 法国 少量 巴西 

MSS-1.2 反坦克导弹 自产 400 部发射器 巴西 

“陶”式 反坦克导弹 美国 少量 阿根廷 

“长钉” 反坦克导弹 以色列   哥伦比亚 

“陶”式 反坦克导弹 美国 
18 部发射器，装备

于悍马机动车 
哥伦比亚 

“长钉” 反坦克导弹 以色列 288 部发射器 秘鲁 

AT-14 反坦克导弹 俄罗斯 288 部发射器 秘鲁 

“米兰” 反坦克导弹 法国/德国   智利 

“陶”式 反坦克导弹 美国   智利 

AT-4/5 反坦克导弹 原苏联 2000枚以上 委内瑞拉 

“米兰” 反坦克导弹 法国/德国 不明 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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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航空装备。南美诸国空军以第二代战斗机为主，法制幻影 3/5/50/F1

型战斗机是装备量最大的战斗机，总装备量达 210 架以上，超过了整个南

美地区战斗机总数的一半。仅巴西、委内瑞拉空军和秘鲁空军装备有瑞典

JAS-39、俄制苏 30MKI 型、俄制米格-29 型战斗机、美制 F-16A/B 型和法制

幻影 2000 型等第三代战斗机。各国空军对于攻击/反暴乱机极为重视，以

美制 A-37 型、巴西 EMB-312/314 型为主，秘鲁空军拥有本地区对地攻击能

力最强的机队，装备有苏-22/25 对地攻击机。教练机、运输机、直升机配

套较全，巴西、秘鲁、委内瑞拉三国装备有专用武装直升机，均为俄制米

24 及其外贸出口型米 35。智利空军和巴西空军拥有本地区少有的 2 支预警

机机队，分别由 IAI-707“费尔康”式和巴西制 EMB-R99构成。哥伦比亚和

智利是本地区仅有的二个装备有无人机的国家。 

南美国家战斗机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JAS-39 多用途战斗机 瑞典 
44 架，含部分双座

型 
巴西 

AMX 多用途攻击机 自产 
55 架，含部分教练

型 
巴西 

A-4 舰载攻击机 美国 少量 巴西 

IA63 Pampa 多用途攻击机 自产 
采购 40 架，部分为

教练型 
阿根廷 

IA58 Pucará  轻型多用途攻 自产 31 架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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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机 

A-4 攻击机 美国 
25 架，含部分教练

型 
阿根廷 

“幼狮” 多用途战斗机 以色列 20 架 哥伦比亚 

“幻影”2000 多用途战斗机 法国 9 架，含部分双座型 秘鲁 

米格-29 战斗机 俄罗斯 
19 架，含部分双座

型 
秘鲁 

苏-25 攻击机 俄罗斯 18 架 秘鲁 

苏-22 攻击机 原苏联 17 架 秘鲁 

F-16A/B 战斗机 美国 57 架 智利 

AT-33AN 轻型攻击机 美国 18 架 玻利维亚 

“幼狮” 多用途战斗机 以色列 
14架 其中双座型 3

架 
厄瓜多尔 

“幻影”F1 多用途战斗机 法国 
14架 其中双座型 3

架 
厄瓜多尔 

“美洲虎” 战斗攻击机 
法国/英

国 
8 架 厄瓜多尔 

苏-30MMK 多用途战斗机 俄罗斯 23 架 委内瑞拉 

F-16A/B 战斗机 美国 12 架 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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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5 教练/攻击机 中国 计划订购 24架 委内瑞拉 

A-37B 攻击机 美国 12 架 乌拉圭 

IA-58 攻击机 阿根廷 6 架 乌拉圭 

 

南美国家武装直升机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米-24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 12 架 巴西 

米-24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 16 架 秘鲁 

米-35 武装直升机 俄罗斯 10 架 委内瑞拉 

 

6.海军舰艇。由于南美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诸国对海军建设投入较

大，尤其是在潜艇方面，除圭亚那、苏里南这样的小国外，稍有资本的国

家均装备有常规潜艇，除个别为老旧的英制奥伯龙级潜艇以外，大多以德

制 209 型潜艇为主，其中 1200 型 12艘，1300 型 2 艘，1400 及其改进型 5

艘。相较而言，各国水面舰艇部队更新速度较慢，大多为七十年代引进。

巴西拥有本地区唯一的中型航空母舰。各国均拥有配套较为齐全的两栖舰

艇和两栖作战部队。 

南美国家潜艇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未知 核潜艇 法国 
计划采购 1

艘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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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鲉鱼”级 常规潜艇 法国 采购 4 艘 巴西 

209 型 常规潜艇 德国 5 艘 巴西 

Santa Cruz级 常规潜艇 德国 2 艘 阿根廷 

209 型 常规潜艇 德国 2 艘 哥伦比亚 

209 型 常规潜艇 德国 6 艘 秘鲁 

209 型 常规潜艇 德国 2 艘 智利 

Scorpène 级 常规潜艇 法国/西班牙 2 艘 智利 

209 常规潜艇 德国 2 艘 厄瓜多尔 

209 型 常规潜艇 德国 2 艘 委内瑞拉 

 

南美国家主要水面作战舰艇装备情况表 

型号 类别 原产国 备注 装备国别 

“圣保罗”号 中型航母 法国 1 艘 巴西 

Foudre 号 两栖船坞运输舰 法国 1 艘 巴西 

Brasil 级 护卫舰 英国 1 艘 巴西 

Niteroi 级 护卫舰 英国 6 艘 巴西 

22 型 护卫舰 英国 2 艘 巴西 

Inhaúma级 轻型护卫舰 自产 4 艘 巴西 

Barroso级 轻型护卫舰 自产 1 艘 巴西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_Madina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dr_class_corvette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l_Sadiq&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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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型 驱逐舰 英国 1 艘 阿根廷 

Almirante Brown级 护卫舰 德国 4 艘 阿根廷 

Espora 级  轻型护卫舰 德国 6 艘 阿根廷 

Drummond 级 轻型护卫舰 法国 3 艘 阿根廷 

Almirante Padilla

级  
护卫舰 德国 4 艘 哥伦比亚 

Fassme 级 轻型护卫舰 
德国/自

产 
3 艘 哥伦比亚 

De Zeven 

Provinciën 级 
巡洋舰 荷兰 

1 艘，海军

旗舰 
秘鲁 

“狼”级 护卫舰 
意大利/

自产 
7 艘 秘鲁 

PR-72P 级  大型导弹艇 法国 6 艘 秘鲁 

Guaicamacuto 级 轻型护卫舰 西班牙 4 艘 秘鲁 

Makassar 级  两栖船坞运输舰 韩国 2 艘在建 秘鲁 

Foudre 级 两栖船坞登陆舰 法国 1 艘 智利 

22 型 护卫舰 英国 1 艘 智利 

23 型 护卫舰 英国 3 艘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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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级 护卫舰 挪威 2 艘 智利 

L 级 护卫舰 挪威 2 艘 智利 

“埃利奥·阿尔法

罗总统”级 
护卫舰 英国 

2 艘 利安

德级 
厄瓜多尔 

“埃斯米拉达”级 护卫舰 意大利 6 艘 厄瓜多尔 

“基多/曼塔”级 导弹艇 德国 5 艘 厄瓜多尔 

“狼”级 护卫舰 意大利 6 艘 委内瑞拉 

Guaiquerí级  轻型护卫舰 西班牙 4 艘 委内瑞拉 

Guaicamacuto 级 轻型护卫舰 西班牙 4 艘 委内瑞拉 

“阿蒂加斯将军”

级 
护卫舰 法国 3 艘 乌拉圭 

 

（二）特点分析 

1.各国军力发展不平衡。由于国力不同，南美诸国中以阿根廷、巴西、

智利、秘鲁、委内瑞拉为第一层次，国防投入较大，军队素质较好，武器

装备配套齐全，有一些世界先进装备。巴西能自行研发军队所需要的全部

中低端装备及部分高端装备，智利和阿根廷也有一定的军工研发能力。第

二层次为哥伦比亚、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厄瓜多尔 5 国，武器装

备全部依赖进口，国防预算有限，军力较弱。苏里南、圭亚那 2 国为第三

层次，其装备严重过时，军队人数少，战斗力较差。 

2.基本没有体系对抗能力。这是南美诸国军备建设中最大的短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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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均缺乏指挥自动化系统、地面卫星通讯系统、电子战系统、远程精确打

击系统，基本上没有现代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体系对抗能力。在 1982年的

英阿马岛之战中，阿根廷陆海空三军缺乏基本的沟通与协同，是其战败的

重要原因之一。 

3.军工产业水平差异极大。南美诸国中，巴西拥有最强的军工科研生

产能力。在航空装备方面，其自研的 EMB-312/314型轻型教练/攻击机、与

意大利联合研制成功的 AMX 轻型攻击机不仅装备了本国空军还大量出口。

巴西也曾参与我国强五型攻击机改进计划。此外，巴西拥有较强的战术导

弹研发生产能力，成功自研了“比拉鱼”近程格斗导弹，其技战术性能达

到了美制“响尾蛇”AIM-9L 型的水平。巴西还曾展出过“猎鹰”卫星制导

炸弹，2008 年向巴基斯坦出口 100 枚 MAR-1 型反辐射导弹。除巴西外，智

利、阿根廷也拥有一定的军工科研生产能力，但其产品主要集中在轻型地

面装备上，总体水平不高。例如，阿根廷自研过 TAM 型坦克，其生产的“普

卡拉”轻型攻击机不仅装备了本国空军还成功出口多国。但马岛战争失败

后，阿根廷的军工能力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提升。总的来说，南美诸国的武

器装备未来将以进口为主，尤其在复杂的高科技装备方面，本地区军工科

研能力最强的巴西也不具备自行研制第三代战斗机的能力。 

4.装备方面明显存在缺陷。南美诸国的主要武器装备大多依赖进口，

国防工业实力最强的巴西在关键技术上同样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例如其

研制的奥索里奥型主战坦克，巴西的恩杰萨公司只负责总体设计、底盘和

车体，剩下的炮塔、装甲板、火控系统、发动机、传动装置全部由英、法、

德等国公司提供成品。这就直接导致了各国在武器装备方面只能突出重点。

如阿根廷、智利、巴西均在海军装备和空军装备方面投入较大，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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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陆军和空军建设投入了相当的精力，而哥伦比亚和秘鲁在反游击

战/反暴乱装备方面投入较大。这种突出重点的建设虽然可以应付眼前的问

题，但对于提升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缺乏长远设计，而且很容易在与别国

的武装冲突中因某类装备的缺乏而出现致命的漏洞。例如除委内瑞拉以外，

南美诸国普遍缺乏中程防空能力。 

5.军事装备来源正在经历从单一到多源。冷战时期，南美诸国在国防

上全面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装备多为美制、德制、法制和英制。

只有秘鲁从前苏联进口过包括 T-55 中型坦克、D-30 型 122 毫米榴弹炮和

M46 型 130 毫米加农炮在内的一批苏制武器。除此之外，就只有厄瓜多尔和

乌拉圭分别从前苏联进口了 30辆和 15 辆 T-55 中型坦克。冷战结束后，利

用美国注意力转向欧洲及亚太的时机，南美诸国左翼政治力量开始崛起，

同时为了在武器装备采购上尽量多源化，避免出现阿根廷在马岛战争中受

制于法国军售的不利局面，南美诸国开始向俄罗斯、乌克兰、我国等进口

武器装备，其中以委内瑞拉最为突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多源化趋

势仍将得到保持和发展。 

6.有一定的装备示范和刺激效应。由于南美诸国在地形、政治制度方

面有一定的相似性，在采购武器装备的历史上，就曾不只一次地出现过示

范和刺激效应。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阿根廷、智利二国就针锋相

对展开过无畏型战列舰的军备竞赛。在二战后，比利时 FAL 型自动步枪、

法制 AMX-13轻型坦克、奥制 SK-105 轻型坦克、法制“幻影”系列战斗机、

德制 209 系列常规潜艇，俄制 SA-14/16/18 肩扛式地空导弹等在南美诸国

中的大量装备就是典型的示范和刺激效应。 

二、南美诸国军贸供应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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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 

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了亚太和欧洲，对于南美的重视程序

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美国南方司令部(驻迈阿密)，专门负责中南美美洲

方向，并在南美诸国中的哥伦比亚和圭亚那分别驻有 400 人和 200 人。据

最新报道，美国将向秘鲁派遣 3200 名军事人员，显示出美国在该地区强大

的军事存在。 

在目前南美政权集体左转的情况下，美国开始重新巩固与传统盟友哥

伦比亚、圭亚那、秘鲁的关系，同时积极改善因“棱镜门”事件而受损的

美巴(西)关系。长期以来，美国对南美诸国的军贸多以“军援”形式出现，

目前美国仍在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对亲美的哥伦比亚、圭亚那、秘鲁提供

军事援助，同时加强双方军事人员交流和培训，巩固其国内的亲美势力。 

未来，美国军贸在南美诸国中的份额或将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但这

一趋势能持续多久，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淘汰的大量 F-16 战斗机和

无人机将是本地区未来军贸市场中的强力竞争者。 

    （二）俄罗斯 

前苏联对美洲的军贸主要集中在古巴，南美市场因受到美国强力外交

和政治干预而没有取得什么大的进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十分重视对南

美新兴市场的开发。近年来，俄罗斯先后打开了巴西、哥伦比亚、乌拉圭、

秘鲁、委内瑞拉等国军贸市场的大门。来自中南美洲的订单一度占据俄罗

斯对外军贸总额的近 20%。南美诸国中的委内瑞拉一直是本地区进口俄制武

器装备的大国，陆军和空军主战装备已经基本换装为俄制。 

此外，俄罗斯还积极向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推销俄制米格-35中型

战斗机。除了向南美国家提供武器装备以外，俄还与巴西在航天发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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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合作，并与委内瑞拉建立了拉丁美洲最大的俄制直升机

模拟训练中心。 

虽然近年来俄罗斯在南美诸国的军贸受到了来自我国的有力竞争，但

其在步兵武器、直升机、中远程地空导弹、先进战斗机、潜艇等领域仍具

有优势，并与巴西等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军事技术合作。未来俄罗斯仍会

积极行动，对我国在本地区的军贸构成一定的冲击。 

（三）其他国家 

南美国家传统上就有从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以色列等

国家引进武器装备的传统，比利时的 FAL 型自动步枪是全地区装备范围最

广的步枪。法国“幻影”系列战斗机曾是该地区装备最广泛的第二代战斗

机，而 AMX-13轻型坦克几乎装备了所有的南美国家，意大利的“狼”级导

弹护卫舰也装备了多个南美国家。德国 209 型常规潜艇、MEKO 系列护卫舰

在南美诸国也很受欢迎。 

近年来，以上国家由于其紧跟美国的外交和军贸政策以及产品过高的

价格，导致在与南美诸国的军贸中表现乏力，短时间内突破不大。但需要

注意的是，由于装备量较大，以上国家在南美诸国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改装

市场和二手武器装备市场中有一定优势。例如阿根廷空军考虑放弃购入中

巴合作的“枭龙”战斗机转而采购以色列的二手“幼狮”C7 型战斗机，除

了价格因素以外，因“幼狮”战斗机与阿根廷空军装备的“幻影”III/V型

战斗机有一定的通用性也是重要原因。因此，未来南美诸国的武器装备现

代化改进市场竞争中，以上国家会成为我国军贸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三、南美诸国军贸市场分析 

南美诸国目前政局基本稳定，但经济发展不均衡。影响该地区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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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仍有很多，存在着发生冲突的风险。可能对南美诸国未来局势产生影

响的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国的强力介入和内部渗透。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重点全面

转向欧洲和亚太地区，对于南美的控制力日趋下降，这给了南美左翼政治

力量崛起的机会。2006 年开始，左翼及中左翼政党先后在巴西、委内瑞拉、

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等国取

得了大选的胜利。 

以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为代表的新一代南美领导人对美国的经济控

制和军事威胁表现出极大反感，开始追求经济、外交、军事上的独立自主。

美国自然不会坐视这一变化，对以委内瑞拉为首的反美政权展开了经济制

裁和外交攻势，并辅以秘密渗透。2015 年 3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委内瑞

拉对美国构成“独特和非同寻常的威胁”为由，宣布加强对委内瑞拉经济、

外交制裁的力度，而且积极扶植委内瑞拉国内的反对派力量。如果未来委

内瑞拉发生内乱，美国政府可能以保护人权的名义对其展开军事干涉。 

（二）南美诸国间内部的冲突与摩擦。历史上南美诸国曾多次爆发战

争，例如硝石战争、查科战争等。秘鲁和智利、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哥

伦比亚和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苏里南、委内瑞拉和圭亚那之间仍存在边

界或领土、领海争端。近年来，哥伦比亚政府加强对反政府武装的打击力

度，2008 年 3月 1日，哥政府军越境袭击了厄瓜多尔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哥

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营地并击毙其第二号人物劳尔·雷耶斯和数十名游

击队员，由此引发了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对哥政府军越境打击行为的强烈

抗议和反弹，几乎酿成了武装冲突。 

（三）国内冲突和维稳压力大。近年来，油价及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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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跌，以石油、原材料出口为主要外汇收入来源的南美诸国经济发展乏力，

通货膨胀高涨，就业率低下，治安严重恶化。加之美国加强了对反政府力

量的扶持力度，反美的几个南美国家先后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反政府示威游

行，有的还演变成为全国性骚乱，虽然在政府的强力镇压下，没有酿成严

重后果，但从中可以看出南美诸国对内维稳压力较大。 

此外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为代表的南美反政府武装虽然时与

政府展开接触，但仍未放下武器，反政府武装与贩毒组织的合流更是成为

另南美各国政府极为头疼的新趋势。巴西政府在清剿贩毒组织时，也越来

越多的依赖战斗力更强的军队，这也成为未来南美各国使用武装力量的一

个领域。 

尽管受到国防开支的限制，但为了应对国际国内的诸般挑战，南美诸

国在未来仍将进一步加强自身国防建设，提升武装部队战斗力。结合以上

国家现有的武器装备和面临的威胁，可初步归纳出南美诸国未来的重点武

器装备需求。 

1.步兵轻武器。军工科研能力较强的巴西、智利、阿根廷都曾经自研

过发射 5.56 毫米步枪弹的新型自动步枪，但除了巴西的 MD 系列自动步枪

及最新的 LA-2 型自动步枪以外，其他国家的类似项目尚未达到各国军方要

求。预计未来巴西陆军会对“未来战士”武器系统、可编程弹药等有一定

的需求。而其他国家则将主要解决步兵武器小口径化的问题，并对高精度

狙击步枪、轻型榴弹发射器、反坦克火箭筒有一定的换装需求。 

2.坦克装甲车辆。南美诸国的地形不适合大规模装甲集群作战，三代

坦克装备量较少，在作战使用上也多配属步兵部队作战。轻型坦克和装甲

侦察车则编入骑兵部队，执行侦察及迂回穿插任务。因此南美诸国对于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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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第三代主战坦克有少量需求，但对其单车价格限制很严。俄罗斯向秘鲁

军方推销 T-90E 型主战坦克失败，其单价超过 250 万美元是重要原因。南

美诸国目前在轻型坦克、轮/履带式装甲侦察车、两栖装甲车辆方面的需求

量较大，尤其是性价比较高的轮式装甲车辆。 

3.火炮。总休来说，南美诸国的火炮数量不少，但对于先进火炮有一

定的换装需求。该需求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以适合丛林山地作战的高

性能牵引式火炮为主，尤其是对适合直升机吊运的超轻型 105/122/155 毫

米榴弹炮的需求较为强烈；二是对适合轻型快速反应部队的速射迫击炮或

轮式自行迫榴炮会有一定的需求；三是为炮兵配备现代化的炮兵校射/侦察

雷达系统、无人机、精确制导弹药；四是对旧式火炮进行信息化改造；五

是为轻型快反部队配套的轮式自行小口径高射炮及负责要地防空任务的牵

引式小口径高射炮会有一定的换装需求。 

4.战术导弹。南美诸国近年来从俄罗斯购入了大量的 SA-14/16/18 型

便携地空导弹，加上原有的英制“星光”、法制“西北风”等近程防空导

弹，这一市场的需求已经趋于饱和。但南美诸国普遍缺乏中远程防空能力，

这是未来南美军贸市场的亮点之一。南美诸国装备的反坦克导弹大多性能

落后，未来南美诸国对于第三代车载反坦克导弹及先进单兵便携式反坦克

导弹会有一定的需求。 

5.航空装备。南美诸国中只有少数国家装备有第三代战斗机，未来各

国战斗机换装需求将形成不小的订单，但从阿根廷空军最终放弃“枭龙”

而选择以色列“幼狮”战斗机可以看出，南美诸国空军战斗机更新计划仍

然受到国防预算的限制，预计各国将主要采用购买别国退役战斗机或是对

现有战斗机机队进行现代化升级的方式来维持空军战斗力。但本地区对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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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攻击机/反暴乱机的需求较为强烈，各国空军大量装备的美制 A-37 型已

经接近寿命，未来会迎来一次较大规模的换装。由于南美国家多丛林山地，

未来中/重型运输直升机需求较大，各国对专用武装直升机也会有一定的需

求。 

6.海军装备。南美诸国的海军装备采购一直是其亮点之一。目前南美

诸国的常规潜艇部队以德制 209 型为主，性能较为先进，短时间内没有大

规模换装的计划。但其水面舰艇已经进入了换代期，考虑到本地区的经济

情况，未来轻型导弹护卫舰、巡逻舰将是南美军贸的热点之一。南美诸国

对两栖部队建设均较为重视，对新型两栖舰艇和舰载直升机会有新的采购

需求。 

7.反恐防暴装备。随着南美诸国国内反恐维稳压力的增大，未来该地

区反恐防暴装备的采购会较为活跃。由于巴西、智利、阿根廷均具备一定

的军工科研能力，可以满足本国及周边国家对于一般反恐防暴装备的需求，

所以本地区对于反恐防暴装备的需求将主要集中在通讯指挥网络、卫星定

位导航、新型防雷反伏击车、军/警用防暴车、狙击手定位系统等高技术装

备方面。 

 



 

www.grandviewcn.com 192 

 

第八章  对做好我国军贸工作的初步建议 

 

通过对全球重点区域国家的军贸市场分析，对比近年来我国军工产业

的巨大进步，再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军民融合创新的理念

的提出，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的国际军贸产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期。但是这种发展机遇并不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紧密契合国家影响力

的拓展，需要军工产业的研发、制造、营销、保障部门密切配合，提前布

局，做好准备。 

一、进一步强化军贸和外交工作的融合度 

首先，国际军贸的政治属性本质上决定了国际军贸与国家外交工作在

总体目标上的一致性，这就要求军贸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外交工作大局，

严格遵守相关纪律，为捍卫国家利益而工作，为维护周边安全而努力。其

次，军贸工作的成功开展离不开外交工作的指导和推动。外交工作可以为

军贸目标的达成创造良好的条件，可以为军贸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比如

为军贸企业提供军贸情报信息，向相关国家宣传介绍我国军贸产品等，以

国家意志的形式助力军贸企业开拓军贸市场，争取做大做强。第三，军贸

工作的发展壮大也有利于外交成果的巩固和发展。良好的军贸关系有利于

增强双边、多边的合作与互信，为加深国家间的理解和友谊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第四，军贸工作可以成为外交斗争的有效手段，通过军贸对相关

国家国防安全和国家政策施加影响，抵消其他大国外部势力的干涉，化解

不利因素，拓展外交途径，维护周边安全，甚至成为对外斗争的一张“王

牌”。 

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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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武器出口问题上严格恪守安理会相关决议，只向主权国家出口

军品，并一直严格遵循以下三项原则：一是有助于对象国的正当防卫能力；

二是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三是不干涉对象国的内

政。同时，针对这三项原则，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军品出口管制法规体系，

严格管控武器出口。以上原则和措施，既展示了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

象，也为国产武器装备赢得了声誉。在新形势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

的推进和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向全球拓展。

在此情况下，有必要灵活运用军贸手段提请相关国家采取必要措施，履行

相关承诺，保障我国对外投资安全，确保我国周边国际交通生命线畅通，

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营造良好的环境。 

三、切实防止大国军贸在我周边形成体系威胁 

近年来，我国部分周边国家受到某些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蛊惑，

有针对性地在国家军贸市场上采购大型军事装备。对此，我国的应对重点

是绝不能允许周边潜在冲突国家通过军贸渠道获得或者升级体系对抗能

力。对某些国家来说，从国际军贸市场上购买一两种所谓的“杀手锏”武

器不算非常困难，哪怕这种武器装备再先进，也难以撼动我国客观上存在

的压倒性军事优势。在现代战争中，我军可以较为容易地以体系对抗的形

式化解对方个别的优势装备。但是某些国家一旦成体系购买先进装备，比

如在购买潜艇的同时，大规模实施保障基地、水文测量、水声对抗、侦察

预警，情报通讯的建设和相关配套装备采购等，就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

采取切实手段加以遏制。 

四、处理好军贸工作与我国自身利益的关系 

随着我国军贸工作的拓展，不能排除有的采购国将来在局部利益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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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我国形成冲突，这也是世界军贸大国都会面临的问题，比如美国就曾

与大量装备美式装备的伊朗爆发过冲突。因此，如何处理好开拓军贸市场

与确保我国相关利益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认真对待并研究的课题。 

其中，最为极端的情况是我国出口的军事装备可能会在未来对我国自

身的安全利益产生威胁。在 2015年年初缅甸政府军对北部地方武装的攻势

中，已经出现了缅甸军方的 K-8（一说强五）在对地攻击行动中将航空炸弹

投入我方境内的情况。对此，应辩证地进行考量。对于某些国家将来可能

威胁到我国的军事装备，对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上策是完全能控制关键

性敏感武器装备（比如美国对售台 F-16 战斗机的 AIM-120中距导弹的处理

措施）的使用，或者断绝这些国家获得某些军事装备的渠道，而只向这些

国家出售防御性装备，彻底消除对我国的安全隐患；中策是与其无法阻止

这些国家获得这些军事装备，不如让这些国家购买我国的对应装备，或者

通过合作渠道，使我国熟悉并能部分影响到这些武器装备的使用；下策是

既阻止不了，又控制不住，任由这些国家在国际军贸市场上采购美国或是

欧洲的产品。 

目前的国际军贸市场基本上是买方市场，尤其是可能与我国产生潜在

冲突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只要有资金，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任意挑选

武器装备，我国要想控制或者断绝其武器来源，难度极大。因此，我们应

充分利用政治、外交手段，争取“中策”，对潜在冲突国家的军贸采购施

加影响，力促我国军贸产品或者是关联产品在这些国家形成突破。这样的

好处有：一是一旦发生冲突，我国完全熟悉并掌握这些武器装备的性能，

比较容易应对；二是我国可以通过培训、维护、零备件供给、升级等手段，

达到部分控制这些武器装备的目的；三是通过军贸活动，进而影响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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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决策，增加这些国家与我国进行对抗的成本，达到“不战而屈人之

兵”的目的。 

五、提升国际军贸综合竞争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装备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国产武器装备技术水平

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了在极个别领域，完全有能力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和

发达国家的顶级水平一较高低。在此背景下，国产武器装备要想获得进一

步提升，不应再走拼数量、压价格的路子，而是要把握军事装备发展的最

前沿理念，不断提升技术水平，理直气壮地与发达国家在高端军事装备上

进行打拼，开创出具有我国特色的军事装备核心竞争力。在这一点上，尤

其要运用体系理念，在推出武器装备硬件的同时，重视相应的后勤保障设

备、配套支持装备和数据链、通讯情报装备的开发研制，为采购方国家提

供一揽子的综合防务解决方案，以发挥武器装备的最大功效，并为进一步

的市场开拓打好基础。 

对此，我国的军贸企业可以充分借鉴北方工业公司的“中等陆军强国

武器装备套餐”营销计划，并可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针对某个国家的

具体装备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量身定做出一整套加强国防力量整体建设和

引进的计划，分为陆、海、空不同领域和远、中、近期规划进度，提供成

套武器装备待选菜单，组合成不同档次和价格的套餐，实施有针对性的军

贸营销。 

为了切实增强这种量身定做防务计划的可行性和竞争力，在该计划中

除了武器装备以外，还应加入具体实施的内容，形成一揽子的综合解决方

案：一是针对对象国家国际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我国军贸企业在提出武

器装备清单和不同套餐价格的同时，还应尽可能给出实施这些套餐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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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比如充分争取实施政府间协议，推出军贸采购贷款、融资、信

贷、补偿贸易、易货贸易（比如泰国和我国之间的“龙眼换装甲车”项目）

等灵活交易方式，尤其是应注意和我国在区域内的资源开发利用型大企业

进行合作，共同化解采购国的资金问题，解决资金支付风险；二是针对很

多对象国家近年来要求尽可能在本国实施武器装备制造组装的诉求，充分

考虑技术合作、授权生产和技术转让的内容，比较容易获得所在国家的认

同和支持；三是应当在规划中明确产品保养、维护和升级、人员培训的内

容；四是为了打消采购国防止一国垄断本国军贸市场的顾虑，在规划的菜

单和方案中可以纳入部分国外的优势产品，供采购国灵活选择。 

六、重点推进新功能新概念武器系统的研发和论证 

为拓展对海湾、北非、南美等较为高端的军贸市场，除了推出高端武

器装备，做到“人有我优”以外，还应进一步拓展思路，开展原创性探索，

针对现实需求，研发一系列具备新功能和新技术的新型作战装备，抢占技

术制高点，争取实现“人无我有”，取得军贸先机。比如： 

精确制导反狙击榴弹系统。在我国现有的 35 毫米和 40 毫米口径榴弹

发射器基础上进行升级，设计开发带有激光制导引导头和控制系统的榴弹，

实现对 2公里范围内低防护水平点状目标的精确打击。该系统应和热成像、

狙击手探测仪、可见光观瞄、激光目标指示/测距、火控计算机等系统进行

整合，形成可独立作战或者加入装甲平台上的遥控武器站，可以实施连发

短点射（3-5 发），主要用于打击零散活动的狙击小组和反坦克小组。 

可编程坦克炮射杀伤榴弹系统。2015 年 8 月初，据也门胡赛武装发布

视频显示，位于高地反斜面地带的反坦克小组，利用主战坦克的射击盲区，

发射两枚俄制 AT-4 反坦克导弹，接连摧毁沙特陆军的两辆现代化的 M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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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战坦克，导致 7人阵亡，极大遏制了沙特坦克部队的活动。 

坦克重装部队如何对位于高地反斜面地带的反坦克小组实施打击是一

个世界性难题。以色列的做法是在“梅卡瓦”主战坦克上安装 60 毫米口径

迫击炮。但这种方法射程近、反应时间慢、目标定位困难，已经很难应对

能够快速架设和撤离的现代反坦克导弹系统。未来的解决方案之一是考虑

设计开发带有编程功能的 120 毫米口径坦克炮射杀伤榴弹系统，实现主战

坦克对 3 公里范围内复杂地形反斜面地带低防护目标的快速精确杀伤。该

编程榴弹系统，可以在现有 35毫米口径自行高炮类似系统上进行升级，将

炮口感应系统和相关弹药与海湾国家大量装备的 120 毫米口径坦克炮进行

整合或改进，并加入反坦克导弹迫近告警设备和带有反坦克导弹发射位置

概略指示功能的战场感知设备，实施自动识别和打击。 

反游击战无人作战合成连 1.0 版。为有效反制游击战威胁，最大程度

降低人员伤亡，可以考虑充分整合我国现有的无人作战装备，通过强化数

据链和指挥控制网络，构建全球首个全无人化的合成作战连，用于在合适

的地形区域对游击战武装人员实施打击。该合成连由近距离战场空中侦察

排、火力打击排、侦察指示排、通讯指挥排和保障修理排组成，所有在编

人员均无需进入威胁区域实际作战。 

其中，空中侦察排装备小型四轴无人侦察机 12 架，装备有红外、可见

光观瞄设备，负责战场监控、侦察识别和指示目标，必要时可以装备小型

杀爆战斗部，成为精确制导巡飞弹；火力打击排装备履带式无人作战机器

人 12个，用于在地面向威胁区域突击，并利用自身携带的机枪、榴弹发射

器等消灭敌有生力量；侦察指示排装备履带式侦察机器人 12个，负责对空

中侦察排无法确认的目标实施抵近确认，拆除爆炸物，并在威胁区域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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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远程精确打击弹药提供激光照射等目标引导，必要时可以携带爆破器材

直接实施精确爆破；通讯指挥排对各排无人作战设备实施统一调度，负责

作战区域联络通讯和电子战等；保障维修排装备用于在威胁区域拖带、回

收战损设备的履带式机器人，并配备相关的维修保障设备，确保各单位装

备完好率。 

以上装备都只是在目前我国已有技术条件下的发展和整合应用，不涉

及复杂的科研过程和敏感高新装备的技术泄露（如激光武器、电磁炮等），

能够快速开发出产品。但同时，这些武器装备针对性非常明确，可以在尽

可能降低自身人员伤亡的同时有效打击以非常规作战方式为主的轻步兵武

装组织。下一步要做好进一步的装备开发论证，提出具体详细的性能指标

需求和任务书，选定国内厂家对应产品实施改进，争取尽快推出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原创性装备投放市场。 

七、充分考虑技术开放性 

针对采购方普遍希望在采购军事装备的同时获得技术转让的现实需

求，可以在确保核心机密安全的前提下，考虑灵活提出技术转让方案和合

作生产、加工生产、授权生产等方案，支持并协助采购方建立大修或者后

勤保障基地，获得国际军贸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在考虑技术开放性的同时

也应注意国产军事装备的知识产权安全，针对具体情况，对采购方提出未

经同意不得向第三方转让，不得另行仿制并出口等要求，并通过合同条款

和措施加以实际落实。防止我国在国际军贸中的拳头产品被“山寨”，进

而影响原版产品的声誉和市场。 

在技术国际合作方面，对于大型武器装备，我国军贸企业应加强平台

建设，做好统筹整体设计，在部分武器模块和电子设备等分系统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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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虑与欧洲国家的企业或是俄罗斯企业进行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实施联

合投标和联合项目承包（在出口泰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护卫舰项目上已经进

行了尝试）。这样，一是可以提升产品的整体性能，迎合一些国家使用欧

洲产品的习惯；二是可以利用系统整合的机会，学习欧洲和俄罗斯先进装

备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提升我国产品的水平；三是可以较为隐蔽地实施排

挤美国的战略企图，打消采购国担心我国军贸产品实施垄断的疑虑，也比

较容易获得欧洲和俄罗斯方面的支持。 

八、高度重视后续服务保障 

针对国际军贸采购方对武器装备全寿命使用成本的关注，把售后服务

和支持保障作为销售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通过售后服务和保障

维护，确保武器装备的完好率和出动率，开创品牌效应和市场口碑；另一

方面，通过售后服务，密切与采购使用方的联系，及时获取使用情况反馈，

了解使用方的最新需求，尽快设计推出改装和升级套件，提出改进方案等，

争取不断获得持续利益和增值，进而获得未来军贸采购活动的有利地位。 

在提升售后服务水平方面，设立区域营销体验和维修支持中心是个比

较好的选择。目前，俄罗斯已经在东南亚建立了这样的机构。俄国防出口

公司在雅加达军事展上与印尼讨论了建立用于俄罗斯飞机和直升机训练服

务中心的前景。而此类服务中心此前已经在马来西亚启动。在俄罗斯的做

法基础上，我国的军贸企业还可以继续优化，丰富中心功能，充分利用资

源，实施战略布点，实现效益最大化。其主要功能应当包括“四个中心”：

一是区域营销中心，备有相关防务产品的模型、样品、演示材料和附属办

公招待机构，随时根据国内产品研发情况进行更新，并时掌握区域各国相

关情报信息。二是培训中心，根据区域国家的产品使用需求，配置一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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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培训教具、设备和场地，在有培训需求时，只需要调配培训师资力量

即可，并可以独立承担部分简单设备的培训。三是保障支持中心，应具备

部分武器装备的简单维修能力，配置相应的保障维修设备，随时为客户提

供服务。四是零配件、样品物流中心，建立军贸产品的“海外仓”。可以

通过设立带有保税功能的物流中心的方式，将区域内各型装备一定时期内

的耗材和零配件、备件提前出口到该中心进行保养储存，一旦客户有需求

可以在第一时间发货，大大提升服务质量。但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国家对

于供给他国的杀伤性军品在本国的提前备货储存可能存在问题，需要进行

详细论证。 

九、适当整合军工优势资源 

现代军事武器装备结构复杂，研制周期长，生产制造困难，成本较高，

需要耗费大量资源。我国国际军贸企业本身起步较晚，现有市场规模也无

法与国际军火巨头相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集中优势资源和技术力量，

保障充裕的投入，才能研制成功高质量、高水平的国际军贸产品。在 2014

年的珠海国际航展上，国内各大军工集团纷纷推出了各自的优势产品，型

号繁杂、功能相近，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复开发和重复建设。比如在便携式

地空导弹、无人机、火箭炮、反舰巡航导弹等领域，都形成了 3 个以上的

系列产品。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军工企业产品研发工作的指导，

建立优势整合、良性互动、相互补充的产业发展协调机制，集中有限资源

研发高端优势产品，尽可能防止多个企业之间对类似装备的重复开发建设，

避免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十、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和营销 

军事武器装备供应国的国家形象对促进本国军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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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军品出口大国都十分重视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市场美誉度。这就要

求必须重视国际军贸的对外宣传和营销，取得舆论支持。近年来，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向各热点地区大肆出口军事装备的同时，一直利用军控

有关话题炒作以达到限制其他国家正常军事装备交易的目的。在一些热点

冲突地区，也时常出现关于我国军事装备使用的消息。针对这一问题，我

国应建立相关的国际舆情监控机制，主动采取应对措施，反制相关国家的

诋毁和讹诈，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要有与竞争对手和敌对势力大

打“舆论战”的准备和底气。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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