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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 （2020）》 是中国南海研究院继 《美国在亚太地

区的军力报告 （2016）》 之后，第二份专注于美国军力的研究报告。两份报告之所

以间隔三年多，主要是因为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其亚太安全政策始终处于

不断调整的状态，直到 2019年美国国防部正式发布 《印太战略报告》，我们才得

以对其亚太安全政策的重大转向做出阶段性的分析和评估。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 （2020）》 基于美国从“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

“印太战略”这一背景，系统梳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最新的军力部署

和军事活动，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关系，对未来中美军事安全关系的

发展提出理性分析和展望。报告主要以国内外公开信息为基础，以官方公布的文

件为依据，突出证据的客观性和学术观点的中立性。此外，我们在撰稿时亦参考

了国内外研究学者的论著和观点。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 （2020）》 是我院研究团队以个人视角撰写的学

术研究报告，不代表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或观点。我们希望本报告能够推动中美

相关部门和学术机构的政策讨论和学术交流，并且对深化中美之间在军事安全领

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以及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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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演变

冷战时期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服务于对抗苏联的全球战略，通过构筑双边同

盟体系，来遏制苏联在亚洲的战略扩张。冷战结束后，亚太的战略环境和安全格

局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也几经调整。从老布什政府的“均势 +威

慑”战略，到克林顿政府的“接触 +预防性防御”战略，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淡

化了“遏制”色彩。“9·11”事件后，随着美国的安全战略转向“全球反恐”，小

布什政府的“接触 +制衡”战略开始强调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网状体系。奥巴

马执政后，美国提升了亚太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位置，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再度陷入“大国竞争”的窠臼，进一步将亚太安全战略拓

展为全新的“印太战略”。

!" #$%&'()*+&'(,-./01234

冷战后美国的全球安全威胁得到缓解，美国国内要求减少在海外承担的义务，

撤回部分亚洲驻军，集中资源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呼声日渐高涨，美国便

开始调整亚太安全战略。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于 1990年和 1992年分别

向国会提交了两份 《亚太地区战略框架》 报告。报告提出美国应在未来十年，分

阶段减少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驻军。以 1992年美军全面撤出菲律宾为标志，美国的

亚太安全战略从冷战时期的全面对抗和遏制开始转向战略收缩。

尽管如此，老布什政府依然认为亚太地区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国防部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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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美国是一个在亚太地区有着持久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

益的太平洋大国。……我们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的利益和利害关系是巨大的，

并且仍在不断增长。我们的未来依赖跨太平洋纽带的程度绝不低于对跨大西洋纽

带的依赖。”① 基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利益，美国政府认为在冷战后应继

续介入亚洲事务，其安全战略调整的内容主要在于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地区

安全事务和承担多大的安全义务。

1992年，美国国防部提出了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五个目标：保持美国

作为亚太地区首要大国的地位；阻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霸权国家；抑制地区热点

问题；鼓励军备控制，建立信任措施机制，发展危机预防机制；防止大规模杀伤

武器的扩散。② 时任国防部长切尼宣布了指导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六项原则：确保

美国继续参与太平洋地区的事务；强化双边安全机制；维持适度和有力的前沿军

事部署；保持足够的海外支援结构；美国的伙伴国承担更大的责任；执行审慎的

防务合作政策。③

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美国放慢了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削减步伐，同时在规划

亚太安全战略时，明确要维持冷战时期军事力量的基本现状。“防止竞争性、敌

对大国或者国家联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亚太地区。”④ 美国国防部于 1995年

和 1998年发布了两份 《美国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 报告，推出了新的亚太

安全战略。该战略以“预防性防御”为主旨，反映出克林顿政府力图在“后冷战”

时代继续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以及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愿望。

美国国防部认为需要继续保持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既不能大规模削减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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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沿兵力部署，也不能调整这种部署的模式，并且明确提出了在亚洲维持 10万

人规模的美国驻军。同时，美国寻求促进一个稳定、安全、繁荣与和平的亚太共

同体，并积极参与其中。

克林顿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中国采取接触政

策”。1997年的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明确指出，与美国全球利益一致的国家安

全战略是“接触战略”。美国将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寻求在共同利益领域促进合

作。时任国防部长佩里也强调“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在这个过程中，中

美两国的利益有时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美国政府应承认这一事实。我们的回

应是对中国采取全面接触的政策。我们认为与中国接触是确保中国在增强实力的

同时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的最佳战略”。①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导致美国对其国家安全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

2002年小布什政府发布新版 《国家安全战略》，正式提出向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

发动主动进攻的“先发制人”战略，“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选择采取先发制人的行

动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了阻止对手采取敌对行为，美国将在必要时采取先发

制人的行动”。② 此后，美国又在 2004年的 《全球防御态势评估》 中提出，着重增

强其在亚太的综合实力，以军事力量为基础追求国家的“绝对安全”。一是灵活调

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虽然将最前沿的驻韩美军从 37500人减至

25000人，但是增加了驻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力量；二是强化与传统盟友的关系

并发展新的安全伙伴，特别是印度；三是发展与盟友和伙伴国之间的“联合行动

能力”，以此形成一种网状的安全体系，这是小布什政府对美国亚太安全政策最为

重要的创新。之前美国的亚太安全体系都是基于五对双边同盟 （美日、美韩、美

菲、美泰、美澳） 关系的“轴辐”体系，而现在的“网络”体系则要求这五个盟

国以及其他伙伴国在美国的领导下发展相互之间的军事与防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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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执政后更加凸出亚太地区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2011年

11月，奥巴马在夏威夷正式提出美国“重返亚洲”。2012年 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

《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 战略报告，强调“美国的

经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地区和南亚的弧形地带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必须恢复亚太地区的平衡。……维护和平与稳定、商业自

由，并保持美国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军事实力和驻军的基本平衡”①。

虽然报告宣称美国将大幅削减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存在，包括裁军 50万人，但唯独

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凸显其国家安全战略重心仍在亚太地区。其后美国国

防部长在 2012年和 2013年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详细对外阐述了美国“亚太再

平衡”战略的内容。

“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综合性和整合性的战略，包括强化传统联盟、建立

新伙伴关系、与地区机制相接触、使军事力量多样化、保护民主价值观、采取经

济外交等多元化和综合性举措。② 在军事上，“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求在亚太前沿

地区部署 5万美军的现有基础上，把美国海军 60%的作战力量部署到这一地区，

包括一些最先进的武器平台；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部署 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使

用菲律宾的五个军事基地；加强与新加坡的防务合作；启动与印度和越南的实质

性防务合作；强调盟友与伙伴国之间在外交上的协调和军事上基于“联合行动能

力”的协作。在作战概念领域，美国军方在 2009年提出“空海一体战”，2015年

提升为“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2014年，美国国防部提出第三次“抵

消战略”，希望通过发展新技术维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

在外交上，奥巴马政府全面加强与亚太传统盟国和新伙伴国之间的关系。在

东北亚，美日同盟得到进一步深化，2015年通过新的 《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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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美国外交更是声势浩大：与缅甸发展新的外交关系、提升与越南的关系、

发展与印尼的新战略伙伴关系、强化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和与新加坡的防务关系、

通过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大幅提升与东盟的关系、加入东亚峰会并首次

在美国主持召开美国—东盟峰会。在东海和南海这两大地区焦点问题上，美国也

开始投入外交资源和军事力量。在经济上，奥巴马政府力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TPP），但主旨不在于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的总体发展，而是要

与中国展开地缘经济领域的竞争。奥巴马政府更是认为 TPP关乎美国在亚太地区

的战略信誉和领导力，强调 TPP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必要条件”。

鉴于亚太海洋区域对于美国安全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在 2015年还发布了首

份 《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 报告，该报告充实和完善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

范畴和领域。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战略目标：维护海洋

自由；遏制冲突和胁迫；推动各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为了实现这些战略目

标，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强军事实力；加强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合

作；加大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致力于构建地区安全架构。

!" #$%&'()*+,-.

与其前任相比，特朗普时代的亚太安全战略具有一定的颠覆性。首先是在名

称上使用了全新的“印太”概念，其次是在国家安全层面明确了“大国竞争”的

战略指导，冷战思维色彩浓厚。

（一） “印太战略”的形成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明显受到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国“印太”概念的

影响。从 2017年 1月上台到同年 10月首次使用“印太”，特朗普政府花了 10个

月的时间讨论、接受并使用这一概念。2017年 6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香格

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特朗普政府的首个亚洲政策演讲。当时马蒂斯还是沿用美国传

统的“亚太”概念。马蒂斯指出特朗普政府维护亚太秩序的三个途径：加强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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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开展与地区国家的防务合作，以及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马蒂

斯向亚太国家做出战略保证———美国将在这一地区继续存在下去。而这种战略保

证的基调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如出一辙。

2017年 10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表关于美国与印度关系的演讲，舍“亚

太”用“印太”，明确“印太”的范围包括整个印度洋、西太平洋及其周边国家在

内的广阔的地缘政治区域。“印太”正式成为美国地区战略的核心词。11月，特

朗普到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推出“一个自由与开放的

印太”概念，其成为美国地区战略的总体表述。同月，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

制在沉寂十年后重启，到 2019年 7月该会议已进行了四次。

2017年 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 《国家安全战略》，明确美国在原亚太地区的

战略已更新为印太地区战略，并重新提出“大国竞争”的概念。报告称“在印太

地区，一场关乎未来世界秩序是自由还是压迫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进行中。……

美国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利益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①“尽管大国竞争在上

个世纪已经不再存在，但是现在又卷土重来。中国和俄罗斯开始在区域和全球范

围内重塑其影响力。”②

2018年 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 《国防战略》，明确指出美国重返长期战略竞

争，其主要挑战来自“修正主义大国”：“美国繁荣与安全的主要挑战是重新出现的

长期战略竞争， 《国家安全战略》 将其对手称之为‘修正主义力量’。中国和俄罗

斯越来越明显希望塑造一个与其威权主义模式相一致的世界，在国际上获得经济，

外交和安全决策的决定权。”③“国防部的优先任务就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战

略竞争。……美国的国防目标包括：保持联合作战部队的军力优势；在印太地区

维持对己有利的地区力量平衡；与盟国承担共同防御的责任；防止大规模杀伤武

器扩散；反恐；确保全球公域的开放和自由。”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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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印太战略”走

出实质化的第一步。6月，马蒂斯第二次到香格里拉对话会演讲，首次阐述“印太

战略”的内容。马蒂斯将这一战略概括为深化同盟与伙伴国关系、支持东盟中心

地位，以及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这一战略的四大主题是：加强海上

力量建设、强化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军事协作、提升与伙伴国关系的透明度、提倡

市场引领的经济发展。这一战略在地域上极大扩张，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大

洋洲、太平洋岛国，甚至英国、法国和加拿大都在其视野之内，大有把这一广阔

地区的诸多国家进行串联之意。

2018年 7月底 8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印太战略”的初期投入。

在经济上，用 1.13亿美元支持印太地区的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并将

其称为美国投入的“首付”。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蓬佩奥宣布成立“基础设施交

易与援助网络”和“印太交易咨询基金”两个新的机构。① 在安全上，蓬佩奥表示

美国将投入 3亿美元专门用来强化海上安全。②

将“印太战略”推向纵深的是 2018年 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巴布亚新几内

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上的演讲。彭斯演讲并未超出 2017年 10月蒂

勒森演讲的范畴，但他为蒂勒森搭建的“印太战略”的框架注入了“食材”。③ 彭

斯强调美国将把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政策，已立法将国家发展援助

金额提高到 600亿美元，并重组现有的美国海外私营投资公司成立新的发展金融

公司。彭斯还宣布了另外四项具体政策：与澳大利亚合作建设巴新马努斯岛的隆

布鲁海军基地；注资 4亿多美元设立“印太地区透明度倡议”；与日本合作为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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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00亿美元；与澳、日合作在 2030年前为巴布亚新

几内亚 70%的人口供电。

2018年 12月底，特朗普签署 《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这一法案授权政府在

未来 5年每年拨款 15亿美元支持“印太战略”，其中要求白宫“发展一个联合盟

友和伙伴国在印太地区 （包括东海和南海） 联合开展海上训练与航行自由行动的

外交战略，以支持有利于所有国家的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① 到 2018年底，

美国的“印太战略”已经渐露峥嵘。这一战略的根本目标是维护美国的地区主导

权，理念是提倡基于所谓“自由与开放”等原则上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涵盖的

领域从安全扩展到经济，手段是通过深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国之间的关系来强化

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存在。

2019年 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 《印太战略报告》，对“印太战略”在安全领

域的内涵进行了系统化阐述。11月，美国国务院也发布了 《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

太———推进共同愿景》 报告，从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美国的

“印太战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两份关于“印太”的报告，本身就说明美国政府

对这一全新战略的重视程度。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虽然美国官员大谈“重返亚洲”

和“亚太再平衡”，但从未发布过署名“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报告。

（二） “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

特朗普政府宣称“印太战略”的价值观包括：所谓的“自由和开放”；尊重所

有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和平解决争端；基于开放性投资、透明性协议和相互连通

基础之上的自由、公平、互惠贸易；遵守包括航行自由在内的国际规则与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印太战略”尝试打通经济、国内治理与安全三大领域，并且特

别强调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也就是说“印太战略”不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安

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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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战略报告》 明确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环境中面临四个安全挑战：中国

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俄罗斯是一个复兴的邪恶国家；朝鲜是一个无赖国家；

其他跨国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毒品贸易、人口和野生动物贩运、海

盗、危险的病毒、武器扩散、自然灾害等。① 《印太战略报告》 重申美国国防战略

的四大目标：保卫美国本土、维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确保关键地区有利

于美国的实力平衡、推进一个最有利于美国安全与繁荣的国际秩序。在这四个目

标中，最重要的是在印太地区维持美国的军事优势和有利于美国的实力平衡。美

军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军事优势正在丧失，其“威慑侵略与胁迫行为”的能力正在

下降。

《印太战略报告》 提出三大战略手段来维持美国的相对实力优势。

第一个战略手段是通过对美军的“现代化和重新设计”来强化“联合军力的

致命性、弹性、敏捷性和战备性”。报告特别指出要与盟友和伙伴国一起建立准备

就绪、有可靠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前沿部署态势，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战斗并赢得

胜利。在现有集中于日本、韩国和关岛前沿部署的基础上，特朗普政府要在南亚、

东南亚和大洋洲增加新的前沿部署。与澳大利亚合作建设巴新马努斯岛的隆布鲁

海军基地就是该部署的一个具体举措。美军对印太军力的扩充，并不只是在数量

和质量上的强化，而是要加强威慑力并提升战备状态，应对“高端对手”，显然就

是针对未来可能的美中冲突。这也是“印太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大

区别。

第二个战略手段是强化并扩展与地区国家的安全联盟和伙伴关系。相对于美

军能力的提升，“印太战略”更强调盟友与伙伴国关系的重要性。 《印太战略报

告》 特别强调扩展与盟国和伙伴国的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性，体现了美国对其地

区战略根基的清晰认识：没有这些国家的支持，美国单凭一己之力无法维持相对

于中、俄等国的实力优势。 《印太战略报告》 建构了美国地区安全体系的一个类

似于同心圆的结构。这个结构的最内环是美国的五大双边同盟：日本、韩国、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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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菲律宾及泰国，这是传统的“轴辐”体系。第二环是新加坡、中国台湾、

新西兰和蒙古这四个安全伙伴。第三环是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

加拉国和尼泊尔。第四环是东南亚的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第五环是东

南亚的文莱、老挝和柬埔寨。第六环是太平洋岛国，特别是拥有军事力量的巴布

亚新几内亚、斐济和汤加。最后第七环是全球联盟网，特别是在印太地区有传统

利益的英国、法国和加拿大。这七环勾勒出美国印太安全体系的轮廓，每一环的

重要性大致呈递减的特征。“印太战略”把东盟十国除缅甸外的九个都纳入其中，

足以显示东南亚对“印太战略”的重要性。

第三个战略手段是推动建设一个网络化和整合性更强的地区。这种网络化从

小布什政府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在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得到加强，现在

则成为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一大支柱。网络化的目标是要“威慑侵略，维

持稳定，并确保对公域的自由介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国是这种网络

化策略的根基。实现这样的网络化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在“小多边”层面，重

视美日韩、美日澳和美日印三边关系，并且在 2017年 11月重新启动美日澳印四

边安全对话机制。二是在“大多边”层面，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中心性，

参与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多边机制，包括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

大会议等等。加强与东盟安全合作的具体项目就包括 2019年 9月举行的首届东盟

与美国的海上联合军演。三是美国鼓励地区国家发展“富有目标的伙伴关系”。这

一策略的目的在于加强盟友和伙伴国各自之间的安全关系，包括鼓励加强越南与

澳大利亚、日本与印度、日本与越南、日本与菲律宾、印度与越南等双边关系，

以及加强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三边关系。

在地理上，美国位于印太地区的边缘，但在地缘认知和战略规划上，美国要

做整个印太地缘区域的中心。“印太战略”并不是简单地强化美国传统的以五对

双边军事同盟为支架的“轴辐”体系，而是要在这一“轴辐”架构的基础之上加

强前沿部署，扩展安全伙伴国，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安全网络。这是

“印太战略”的根本所在。

美国的“印太战略”能否成功依赖其持续的资源投入。在 2019年 6月的香格

里拉对话会上，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强调“印太战略”不是文字游戏，其将调动

!"- -



国防部预算并推动资源的使用。在经济领域，他提到国会通过 600亿美元的国家

发展援助。在安全领域，他强调美国将为军力的现代化做出重大投入。2020财年

美国国防预算将有 1040亿美元用于研发，为史上最高。同时还有 1250亿美元用

于作战准备和维持项目，这些投入都将集中在印太这个“优先战区”。沙纳汉指出

“印太战略”与之前美国政府的亚洲战略的最大不同之处是有美国国会和总统的支

持。他认为“这个战略的根本资源投入与以往不同，过去我们有战略，但没有

资源和资金”。现在国会和特朗普的支持意味着“印太战略”的资源投入将逐步

到位。

第一章 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演变

!!- -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 （2020）

第二章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及部署

美国的军事力量包括现役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共 133万人，预备

役及国民警卫队 80万人，① 军队总员额位居世界第三。目前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兵

力为 37.5万人，占美军总兵力的 28%，其中包括 60%的海军舰艇、55%的陆军部

队，以及 2/3的海军陆战队兵力，② 此外美国防部在该区域内还雇佣了 3.8万名文

职人员。依靠 8.5万兵力的前沿部署③、高强度的训练和大量的高新武器装备，美

军在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维持着相对优势地位，其是美国实现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

基础力量。

!" #$%&'()*+,-./012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归属美国印度洋 -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其前身是

成立于 1947年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018年 5月 30日正式更名为印度洋 -太平

!!"#" $%&'()*%+) ,- $%-%+.%，“!"#$%& '(%) *+*+ ,-./(0 1(2-(#0，”/))&：00111"

2%-%+.%"3,40567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德森上将在新加坡的演讲，8/9:9& $'492.,+：“;+.<(9+3 '

=(%% '+2 >&%+ ?+2,@8'59-95，”A B'(5/ CDEF，/))&.：001117&'5,*7*9:0B%29'0G&%%5/%.@

H%.)9*,+I0J()95:%0EAAFKFL0-<::%(),+@:%5)<(%@.%(9%.@/,.)%2@MI@99.. @,+@%+.<(9+3@'@-(%%@'+2@

,&%+@9+2,@&'59-9507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德森在 JG8;N 安全论坛上的讲话，O92%, MI B<(&/I5')

CDEC：“!7G7 ?+2,@8'59-95 P,**'+2%( $9.5<.. P/9+' ') JG8;N G%5<(9)I =,(<*，”EF Q<:I

CDEF，/))&.：R01117M9)5/<)%75,*0492%,0N4*-5F,D-2SF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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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司令部（USINDOPACOM，简称“印太司令部”），司令部位于夏威夷瓦胡岛的

史密斯军营。美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德森 （PhilipS.Davidson） 担任首任司令。

目前美国有六个战区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印太司令部、南方司令部、中央司令

部、北方司令部、非洲司令部。印太司令部是美国战区司令部中最大的一个，辖

区西起印度洋中部东经 68!线，东至美国西海岸，北至白令海峡，南至南极大陆，

涵盖印度洋和太平洋的 36个国家和地区，面积超过 2.6亿平方公里，约占地球表

面的 50％，包含了通常所说的亚太地区。

●印太司令部现任高层领导①

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浦·戴维德森 （2018年 5月任命）

"截至 !.!. 年 / 月 #. 日。

!示意图引自美国印太司令部官网，01123：4455562789:6:;<4+=9>1?$%&'()*+,)-4

$%*+,)-?+@A7?9B?CA329D3;=;<;1E4，本图仅供参考印太司令部辖区大致范围，并不代表认

同其地理信息和国家疆界的准确性。

第二章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及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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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司令：空军中将迈克尔·米尼汉 （MichaelA.Minihan） （2019年 9月接任）

参谋长：陆军少将罗纳德·克拉克 （RonaldP.Clark） （2019年 12月接任）

●印太司令部下设 8个职能部门

J1人力资源，J2情报，J3作战行动，J4后勤、工程、安全合作，J5战略规划

与政策，J6通信系统，J8资源与评估，J9太平洋外联。

●印太司令部下辖 4个军种司令部

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

太平洋陆军司令部

太平洋空军司令部

●印太司令部下辖 3个联合司令部

驻日美军司令部

驻韩美军司令部

太平洋特种作战司令部

●印太司令部下辖 1个常设联合特遣部队

西部联合特遣部队

●印太司令部下辖 2个直属分队

联合情报行动中心

灾难管理中心

美国 2018年版 《国防战略》 设定的战略目标是与盟国和伙伴国一起参与竞

争、遏制并取得胜利。在这一战略框架下，美国印太司令部明确其战略挑战来自

五个方面：朝鲜、中国、俄罗斯、暴力极端组织、自然和社会灾害，并进一步将

中国确定为美国“最大的长期战略威胁”。为了应对这五大挑战，印太司令部明确

其职能将聚焦在以下四个核心领域①：

!美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德森上将 !"#$ 年 ! 月 #! 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的

发言，%&'(') *+ ,-.'/012：“*3-345423 16 7/5'8-( %&'(') *+ ,-.'/012，9+*+ :-.; <155-2/48，

9+*+ =2/1>%-?'6'? <155-2/ @46184 3&4 *42-34 7854/ *48.'?40 <155'3344 12 9+*+ =2/1>

%-?'6'? <155-2/ %103A84，”B! C4@8A-8; !"B$，&33)0：DDEEE+-854/>048.'?40+042-34+F1.D'51D

54/'-D/1?D,-.'/012G"!>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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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强联合部队的作战能力；

2.加强整个印度洋 -太平洋区域的作战计划制定和部队部署；

3.通过演习、试验和创新，增强不对称作战能力；

4.保持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

! !"! "#$%&'()*

!

!美国印太司令部官网，#$$%&：'()))*%+,-.*./0(123+4/5+$/-4(123+4/5+$/-4"6#+2$(，访问

时间 !7!7 年 ! 月 !7 日。

第二章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及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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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包括签订双边军事互助条约的日本、韩国、菲律宾、

泰国和澳大利亚五国。美国明确的传统伙伴国及地区包括新加坡、中国台湾、新

西兰和蒙古，新兴的伙伴国包括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尼泊尔、

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①

! !"# "#$%&'()*#+ ,-#. '(

/0!1!23 $% 4!&'(5 '(()2+ 6789:;<5

!*+%+ ,-./012-31 45 ,-5-36-，“!"#$%&'()*)( +,-',./0 1.2$-,：3-.2'-.4".55，&'-,".-56)25，

'"4 3-$7$,)"/ ' 8.,9$-:.4 1./)$"，”' 783- !&'9，.+ !'，:11.6：;;2-<=/+<-5-36-+>4?;!&'9;

78@;&';!&&!')!#'';"';"';';,ABCDEFAGE"HI",AIAG%A"JG,H"BCKJIJK"%EDCEA$L"

DABHDE"!&'9+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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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官网，“!"#" $%&'() *+&,- .+&/)-，0%/'1'/ 2( 3(4 *5'6)

%(7 05%/)，”899,-：:;<<<"6%&1+&,%/"6%&'()-"6'5;，899,-：;;<<<"6%&1+&,%/"6%&'()-"6'5;!('9=

>+6);3?+@9;，访问时间 ABAB 年 A 月 AB 日。

"截至 ABAB 年 A 月 AB 日。

#!"C" D),%&96)(9 +1 D)1)(-)，“!" #$#$ %&'()* +,--,&* %./)0，”$%&/8 ABEF，%G%'5%?5)

%9：899,-：;;6)7'%H7)1)(-)"I+G;ABEF;$%&;EA;ABBABFFFJE;=E;=E;E;.K=ABAB=L!DMNOPQRSSR!O=

LQ2N."0D."

$“$%&'() *+&,- 3'&/&%19，”1)23,4). #$56 7-8292:，T%G4 S)%I@) +1 98) !('9)7 C9%9)-，

U+5@6) VA，T@6?)& E，W%(@%&4 ABEF，,,X EEE=EEY"

!" #$%&'()*+,-. !/0-

（一） 太平洋海军陆战队①

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美国印太司令部下辖的军种司令部，同时也是美

国海军陆战队最大的战场司令部，负责指挥亚太地区所有的海军陆战队，包括美

国海军陆战队三分之二的作战部队。现任司令 （2018年 8月接任） 刘易斯·克帕罗

塔 （L.A.Craparotta），为海军陆战队中将。② 美国海军陆战队 2020财年现役总兵

力为 18.62万人，预备役 3.85万人③，其中太平洋海军陆战队主要包括两个陆战远

征军，兵力 8.6万人。

●第 1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司令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彭德尔顿军营；

●第 3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司令部位于日本冲绳的科特尼军营；

●海军陆战队驻澳大利亚达尔文轮训部队。

第 1和第 3海军陆战队远征军都是全球快速反应的远征空陆特遣部队，能够

随时在太平洋战区内进行前沿部署，实施危机响应和前沿存在行动。2011年 11

月，美国与澳大利亚达成协议，确定了为期 25年，每年在澳大利亚达尔文轮换部

署海军陆战队地面和空中特遣部队，与澳大利亚国防军共同训练的计划。2019

年，美军第八轮部署在规模上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到 2019年 7月，轮调进驻澳大

利亚的美军首次达到最初计划的 2500人。

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兵现有固定翼飞机 1133架，直升机 522架，其中太平洋

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的飞机约 640架。④

第二章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及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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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型 数量 备注

AV-8B/TAV-8B“鹞

式”战斗机
124架

108架 AV-8B、16架 TAV-8B，编为 5个 VMA和 1

个 VMAT中队

F/A-18A/B/C/D“大

黄蜂”战斗机

524架 （80架 A型，

14架 B型，307架 C

型，123架 D型），23

架 F/A-18C封存

6个 F/A-18A++ 和 F/A-18C/C+ 中 队 ， 4个

F/A-18D中队，1个后备中队 F/A-18A++/B，1个

舰队替换中队

F-35B/C“闪电”战

斗机
88架

2011年，海军陆战队计划采购 353架 F-35B和 67架

F-35C战斗机，其中 F-35C计划装备 4个中队

（VMFAs） 以增强海军航母舰载机联队

EA-6B“徘徊者”电

子战飞机
1个 ICAPIIIEA-6B中队 （VMAQ-2）

KC-130T/J“大力神”

加油 /运输机
66架

54架 KC-130J装备 3个现役和 1个后备役加油和运

输中队 （VMGR），12架 KC-130T装备 1个后备役

中队 （VMGR），KC-130J计划采购 86架

客机 15架 2架 UC-35C，11架 UC-35D，2架 C-20

MV-22“鱼鹰”运输

机
327架

V-22总共计划装备 464架 （海军陆战队 360架

MV-22，空军 56架 CV-22，海军 48架 CMV-22）。

至 2018年 10月 31日，共有 379架交付 （327架

MV-22和 52架 CV-22），装备 18个现役和 2个预

备役 VMM中队，1个 VMMT中队

AH-1W/AH-1Z“超

眼镜蛇”攻击直升机
189架 AH-1Zs型

8个现役和 1个预备役轻型攻击直升机装备 HMLA

中队

UH-1Y/HH-1N“易

洛魁人”运输直升机

160架 UH-1Y 型 ，

10架 HH-1N型

!截至 !"!" 年 ! 月 !" 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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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国印太司令部官网“!"#$% &'()*+,-.+/”“01234$25%156，&78%13 9%2%16

(73#:,2;8<8; =#>>273，”?%%@6：ABCCCD@2;#>D>8EB-"#$%:&9()*+,-.+/B，访问时间 FGHI 年

HF 月 HJ 日。

"参见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官网“&D9D ,2;8<8; KE11% 23L27;16 (73#:,2;8<8; 51M8#72E

>258%8>1 61;$58%N 273 17?27;16 6%2"8E8%N，”?%%@6：BBCCCD;@<D72LND>8EB2"#$%BD 美国海军官网，

?%%@6：BBCCCD72LND>8EB72LN32%2B<2;%O386@E2ND26@？;83PQFGGR%83PFGGR;%PQD 访问时间：FGFG 年

F 月 FG 日。

（二） 太平洋舰队

太平洋舰队是美国海军最大的战区舰队。司令部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现任司

令 （2018年 5月接任） 约翰·阿奎利诺 （JohnAquilino），为海军上将。① 太平洋舰

队统辖 200艘水面舰艇 （包括 4个航母打击大队） 和潜艇，近 1200架各型飞机，

现役军人和文职人员共 13万人②。在指挥机构上，太平洋舰队下辖作战司令部、

兵种司令部和地区司令部。

●2个作战司令部：第 3舰队，司令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辖东太

平洋，中途岛与日本中间约东经 160!以东区域；第 7舰队，司令部位于日本横须

贺，辖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是美国最大的前沿部署舰队。作战司令部在太平洋舰

!"

机型 数量 （架） 备注

CH-53E“超级种马”运

输直升机
142架

8个海军陆战队重型直升机装备 HMH中队，

1个海军陆战队重型直升机装备训练中队

HMHT和 1个后备 HMH中队

CH-53K“种马王”运输

直升机
计划采购 200架

CH-53K“种马王”将是 CH-53E“超级种

马”的替代机型

VH-3D/UH-3D“海王”

总统直升机
11架

VH-60N/UH-60N“ 黑

鹰”运输直升机

9架 （8架 VH-60N型，

1架 UH-60N型）

第二章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及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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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指挥序列下负责兵力作战行动指挥和控制、战术控制，以及支援行动。从 2015

年起，第 3舰队超越舰队辖区，开始参与西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前沿部署，以支援

第 7舰队。

●4个兵种司令部：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太平洋舰队水面舰艇司

令部、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海军远征作战司令部。兵种司令

部负责太平洋舰队下属的海军航空兵、水面舰艇、潜艇等各兵种的行政管理，以

及人事和作战训练等职能。

●5个地区司令部：驻日海军司令部、驻韩海军司令部、马里亚纳群岛联合

区司令部、西太平洋后勤部队司令部、夏威夷海军区司令部。地区司令部负责支

援辖区内的海军部队及联合行动，提供基地和作战行动支援。

截至 2019年 12月，太平洋舰队所属 133艘作战舰艇，约占美国海军作战舰

艇总数的 56%。其中 4艘航母的部署母港分别为：“尼米兹”号和“卡尔·文森”号

母港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罗斯福”号母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里根”

号母港在日本横须贺。美国海军其他 7艘航母的母港位于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州

的诺福克和纽波特纽斯。

! !"!# #"#$%&'()*+,-. $/.01

%

舰型 美国海军（艘） 太平洋舰队（艘） 太平洋舰队兵力占比

弹道导弹核潜艇 14 8 57%

巡航导弹核潜艇 4 2 50%

攻击型核潜艇 55 31 56%

航空母舰 11 4 36%

巡洋舰 22 12 55%

驱逐舰 69 38 55%

濒海战斗舰 19 12 63%

!参见美国海军官网“!"#" $%&' ()*+,，”)--+,：..///01%&'"2*3.1%&'4%-%.5678,)*+,0%,+，

访问时间 9:9: 年 9 月 9: 日。

9:- -



美国海军航空兵现装备各型飞机 2491架，其中固定翼飞机 1782架，直升机

709架。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装备近 1100架飞机，约占海军航空兵飞机总数的

44%。

! !"#$ $"#$%&'()*+,-./

%

0!

舰型 美国海军（艘） 太平洋舰队（艘） 太平洋舰队兵力占比

大型两栖战舰艇 32 18 56%

指挥舰 2 1 50%

反水雷舰艇 11 7 64%

总计 239 133 56%

机型 数量 备注

F/A-18E/F“ 超 级 大 黄 蜂 ”

战斗机
551架

装备 33个作战打击战斗机中队、2个舰队替补中队、3

个空中测试和评估中队

F/A-18A/B/C/D“大黄蜂”

战斗机
—

装备 1个战斗机中队、1个舰队替补中队、1个预备

VFA中队、1个预备战斗机合成中队、3个 VX中队、

1个“蓝天使”海军表演中队及海军航空兵作战发展中

心

F-35C“闪电”战斗机 33架

EA-18G“咆哮者”电子战

飞机
153架

E-2C“鹰眼”预警机 38架

E-2D“先进鹰眼”预警机 35架

C-2A“灰狗”运输机 34架

P-8A“波塞冬”巡逻机 92架
装备的 12个现役巡逻机中队中，9个已经完全换装

P-8A巡逻机

P-3“猎户座”巡逻机 96架

!“!"#$ %&'('")*，” !"#$%&"' ()*+ ,-./0/1，!"#$ +,"-., /) *0, 12&*,3 4*"*,5，

6/7.8, 9:，!.8;,' <，="2."'$ :><?，@@A B?C9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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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太平洋陆军

太平洋陆军是美国陆军最大的战区军种司令部，司令部位于夏威夷的沙夫特

堡，现任司令 （2019年 11月接任） 保罗·拉卡米拉 （PaulJ.LaCamera），为陆军

上将。② 太平洋陆军统辖 10.6万名现役、预备役士兵和文职人员，装备有 300架

!“!"#$ %&'$()*，”')+“,'-. '#/0/'12，”!"#$%&"' ()*+ ,-./0/1，,'-. 3&'45& (1

2"& 6)#2&+ !2'2&*，7(859& :;，,59<&/ =，>')5'/. ;?=@，$$A BCDE?A

"参见美国太平洋陆军官网，"22$*：FFGGGA5*'/$'0A'/9.A9#8F0(94&)A'*$，访问时间

;?;? 年 ; 月 ;? 日。

机型 数量 备注

EP-3E“白羊座” （ARIES） 侦察机 14架

E-6B“水星”指挥通信飞机 16架

C-130T“大力神”运输机 20架

KC-130T“大力神”加油机 11架

各型客机 55架

各型教练机 634架

总计 1782架

机型 数量

MH-60R“海鹰”反潜直升机 280架

MH-60S“海鹰”多用途直升机 275架

HH-60H“海鹰”直升机 12架

MH-53E“海龙”水雷战直升机 29架

TH-57“海上游骑兵”教练直升机 113架

总计 709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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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① 太平洋陆军下辖主要部队包括：驻韩国第 8军、驻华盛顿州第 1军团、驻

阿拉斯加陆军、驻日陆军、第 8战区支援司令部、第 311战区信号司令部、第 94

陆军防空导弹防御司令部、第 9任务支援司令部、第 196步兵旅、第 500军事情

报旅、第 18医疗司令部、第 5战场协调分遣队。此外，太平洋陆军还可以调动

9000名国民警卫队和陆军预备役。

（四） 太平洋空军

美国空军现有编制 10个主要司令部和空中国民警卫队，太平洋空军司令部是

部署在美国本土之外的两个司令部之一，② 现任司令为小查尔斯·布朗空军上将

（CharlesQ.BrownJr.），其 2018年 7月接任。2020年 5月 14日，特朗普提名布

朗上将接任空军参谋长，空军中将肯尼思·维斯巴赫 （KennethS.Wilsbach） 被提

名接任太平洋空军司令。③ 太平洋空军统辖现役、空中国民警卫队、预备役和文职

人员共 4.6万人，下辖：

●第 5航空队 （司令部位于日本横田基地）；

●第 7航空队 （司令部位于韩国乌山空军基地）；

●第 11航空队 （司令部位于阿拉斯加州的埃尔门多夫基地）；

●第 15航空联队 （司令部位于夏威夷珍珠港 -希卡姆联合基地）。

太平洋空军的主要基地包括：夏威夷珍珠港 -希卡姆联合基地，关岛的安德

森空军基地，阿拉斯加州的艾尔森空军基地和埃尔门多夫 -理查德森联合基地，

韩国的乌山空军基地、群山空军基地，日本的横田空军基地、嘉手纳空军基地、

三泽空军基地。④

!参见美国印太司令部官网“!"#$% &'()*+,-.+/”“01234$25%156，&78%13 9%2%16

(73#:,2;8<8; =#>>273，”?%%@6：ABCCCD@2;#>D>8EB-"#$%:&9()*+,-.+/B，访问时间 FGFG 年

F 月 FG 日。

"“/2H#5 .#>>2736 273 !85 )2%8#72E I$253，”!"#$ %&'%(%) *+,-，!85 J#5;1

-66#;82%8#7，K$71 FGLM，@@D NOPQOD

#“R8E6"2;? )#>872%13 %# S123 ,2;8<8; -85 J#5;16，”./0 12034 '5657/84，/2T LU，

FGFG，?%%@6：BBCCCD285<#5;1>2VD;#>BC8E6"2;?:7#>872%13:%#:E123:@2;8<8;:285:<#5;16BD

$参见美国太平洋空军官网“,2;8<8; -85 J#5;16 &78%6，”?%%@6：BBCCCD@2;2<D2<D>8EB(7<#B

,-.-J:&78%6B，访问时间 FGFG 年 F 月 FG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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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 %&'%(%) *+,-，+,% 2$%34

+**$3,".,$(，51(4 6789，::; <=>?=;

"美国总统特朗普 6789 年 86 月 67 日签署 6767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正式组建太空

军，空军太空司令部将转隶美国太空军，空军太空司令部取消。

司令部 （驻地）

轰

炸

机

战斗 /

攻击机

直

升

机

预警 /

侦察 /

指挥机

特种作

战飞机

加

油

机

教

练

机

运

输

机

空中作战司令部

（弗吉尼亚州兰利 -

尤斯蒂斯联合基地）

659 39 366 45

空中培训司令部

（得克萨斯州伦道夫

空军基地）

212 44 15 18 1132 31

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

（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

代尔空军基地）

134 25 4 14

空军军备司令部

（俄亥俄州赖特 -帕特森

空军基地）

5 46 5 23 2 15 21

空军预备司令部

（佐治亚州罗宾斯

空军基地）

18 109 15 10 72 96

空军太空司令部②

（科罗拉多州彼得森

空军基地）

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佛罗里达州哈尔伯特

军营）

44 124

空中机动司令部

（伊利诺伊州斯科特

空军基地）

161 251

总计

1109

1452

177

117

320

168

412

其他

400枚

州际弹道

导弹

77颗

在轨卫星

! !"#$ $"#$%&'()*+,-./0 1234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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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洋空军的编制上看，其配备的飞机数量仅占美空军总兵力的 6%。但是

美国空军其他司令部的飞机也常态化部署在印太司令部的辖区，太平洋空军辖区

随时可以得到快速支援。如从 2004年起，隶属于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

B-1B、B-52和 B-2战略轰炸机开始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实现轮换部署，这些

轰炸机为太平洋司令部提供全球打击和威慑能力，并作为美国向盟友提供安全保

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印太司令部辖区内常态化执行“轰炸机持久存在任务”

（ContinuousBomberPresenceMission）①，活动区域包括日本海、东海、南海在内

的西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地区。这样的部署也包括美国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

地。此外太平洋空军辖区内还常驻有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飞机，总计约

2600架。

!美国安德森空军基地官网，!""#$：%%&&&'()*+,$+)'(-'./0%123%，访问时间 4545 年 4

月 45 日。4545 年 6 月 78 日，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宣布停止该任务，转向一种新的部署

模式。

!"

司令部 （驻地）

轰

炸

机

战斗 /

攻击机

直

升

机

预警 /

侦察 /

指挥机

特种作

战飞机

加

油

机

教

练

机

运

输

机

太平洋空军

（夏威夷州珍珠港 -

希卡姆联合基地）

259 13 4 18 30

驻欧美国空军及

驻非洲空军

（德国拉姆施泰因

空军基地）

155 5 15 22

空中国民警卫队

（华盛顿特区）
575 17 74 4 171 209

总计 157 2015 163 525 143 457 1206 660

总计

324

197

1050

532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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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1/* 2345，

67 827

! !"#$ $"#$%&'()*

%

部队名称 驻地 机型及备注

第 3航空联队
阿拉斯加埃尔门多夫 -理查德森联合

基地

运输机 C-12，C-17；

预警机 E-3；

战斗机 F-22A

第 8战斗机联队 韩国群山空军基地 战斗机 F-16C/D

第 15航空联队 夏威夷珍珠港 -希卡姆联合基地

运输机 C-17A，C-37A，C-40B；

战斗机 F-22A（AA）；

加油机 KC-135R（AA）

第 18航空联队 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

预警机 E-3B/C；

战斗机 F-15C/D；

加油机 KC-135R；

搜救直升机 HH-60G

第 35战斗机联队 日本三泽空军基地 战斗机 F-16C/D

第 36联队 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 轮换作战部队

第 51战斗机联队 韩国乌山空军基地
攻击机 A-10C；

战斗机 F-16C/D

第 354战斗机联队 阿拉斯加艾尔森空军基地 战斗机 F-16C/D

第 374空运联队 日本横田空军基地 C-12J，C-130H，UH-1N

第 607空天行动中心 韩国乌山空军基地 计划和指挥空中作战

第 611空天行动中心
阿拉斯加埃尔门多夫 -理查德森联

合基地
计划和指挥空中作战

第 613空天行动中心 夏威夷珍珠港 -希卡姆联合基地 计划和指挥空中作战

第 673航空基地联队
阿拉斯加埃尔门多夫 -理查德森联

合基地
支援联合基地设施

地区支援中心
阿拉斯加埃尔门多夫 -理查德森联

合基地
远程操纵行动、通信、工程

29- -



（五） 驻韩美军

驻韩美军司令部成立于 1957年 7月，是美军常驻韩国的联合司令部，位于首

尔南部京畿道平泽的汉弗莱斯兵营，现任司令为陆军上将罗伯特·艾布拉姆斯

（RobertB.Abrams），他于 2018年 10月接任①，同时也兼任联合国军司令和美韩

联军司令。驻韩美军司令部下辖兵力主要包括：

●第 8军，下辖第 2步兵师；

●第 7航空队，下辖第 51、第 8飞行联队；

●驻韩美国海军；

●驻韩美国海军陆战队；

●远东美国陆军工程兵团。②

驻韩美军前沿部署的兵力为 2.85万人。③

（六） 驻日美军④

驻日美军司令部于 1957年 7月 1日在日本府中空军基地成立。根据美日 1960

年签订的 《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美军常驻日本。驻日美军包括陆军、海军

陆战队、海军和空军部队。现任驻日美军司令兼美国空军第 5航空队司令为空军

中将凯文·施耐德 （KevinB.Schneider），其于 2019年 2月接任。⑤ 驻日美军现有

兵力 5.8万人，⑥ 分布在日本本州、九州和冲绳的 85处营地设施中，总占地约 7.7

!截至!"!" 年 ! 月 !" 日。

"参见驻韩美军官网“#$%&'( )&*&'+ ,-./'+ 0-.'*，”1&&2+：3344456+7859%:3，访问时间

!"!" 年 ! 月 !" 日。

#美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德森在 ;)<=> 安全论坛上的讲话，?%('- @A B6.21A/*& !"C!：

“#5)5 D$(-E<*/%7%/ F-99*$('. G%++/6++ F1%$* *& ;)<=> )'/6.%&A ,-.69，”CH I6:A !"CH，

1&&2+：334445@%&/16&'5/-93J%('-3>J97/H-"7(KH35

$参见驻日美军官网“L6%(*$/' 7.-9 &1' F-99*$('.，#5)5 ,-./'+ I*2*$，”1&&2+：

3344456+7M59%:3;@-6&E#),I3，访问时间 !"!" 年 ! 月 !" 日。

%截至 !"!" 年 ! 月 !" 日。

&美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德森在 ;)<=> 安全论坛上的讲话，?%('- @A B6.21A/*& !"C!：

“#5)5 D$(-E<*/%7%/ F-99*$('. G%++/6++ F1%$* *& ;)<=> )'/6.%&A ,-.69，”CH I6:A !"CH，

1&&2+：334445@%&/16&'5/-93J%('-3>J97/H-"7(KH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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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官网，!""#$：%%&&&'$()(*'*+,%-./0$%$1)2.)'.$#3，访问时间 4545

年 4 月 45 日。

"678-98 8:.;/0 (< 8(**.=>，美国国防部视频发布，45?@ 年 A 月 4A 日，:""2$：

%%&&&'>B+>$:CD'=0"%+E./0%FGHFAFH%$()2.)I):.=/0I)(**.=>，访问时间 4545 年 4 月 45 日。

#参见美国印太司令部官网“9D(C" J6KLM7-987N”“O0.>PC.Q"0Q$，J=+"0> 6"."0$

K=>(I-.)+<+) 8(**.=>，”:""2$：%%&&&'2.)(*'*+R%9D(C"IJ6KLM7-987N%，访问时间 4545 年

4 月 45 日。

万英亩 （约 312平方公里）。主要基地包括横田和三泽的空军基地，座间的陆军军

营，岩国海军陆战队基地，横须贺、厚木和佐世保的海军基地。

●美驻日陆军现有 2000名士兵，负责管理本州和冲绳的港口和后勤设施，司

令部位于座间军营。

●美驻日海军陆战队包括第 3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和太平洋海军陆战队设施司

令部，总兵力 1.8万人，司令部位于日本冲绳的科特尼兵营。

●美驻日海军部队约 6000人，负责维护和操作港口设施，为美海军第 7舰队

的水面、水下、航空和两栖部队提供基地和后勤支援，司令部位于横须贺。美海

军第 7舰队接受太平洋舰队的作战指挥，现有兵力 1.3万人，部署有包括一艘航

空母舰在内的 18艘舰艇、100架飞机。

●美驻日空军主要兵力为第 5航空队，现有兵力 1.5万人，主要部署在横田、

嘉手纳和三泽三个基地，司令部位于横田基地。

（七） 太平洋特种作战司令部①

太平洋特种作战司令部是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下属联合部队司令部，负责

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所有特种作战任务，在作战行动层面归属印太司令

部指挥。司令部位于夏威夷的史密斯海军陆战队军营，现任司令 （2018年 7月接

任） 为陆军少将乔纳森·布拉加 （JonathanBraga），② 其有超过 1200名特种作战人

员③。太平洋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任务辖区包括 36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东南亚、

南亚、东北亚和大洋洲四个任务区，涵盖地球约一半的面积。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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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核威慑战略一贯拒绝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政府认为这样的

承诺会误导敌人首先发动核打击或使用核武器进行胁迫，增大发生核战争的危

险，① 还会削弱盟国对美国的安全信任，促使其自行发展核武器。② 截至 2019年

初，美国国防部拥有 3800枚核弹头，运载工具包括 800多枚 （架） 弹道导弹和飞

机。其中约有 1750枚核弹头处于作战部署状态，包括 1300枚核弹头部署在陆基

和海基弹道导弹上，300枚核弹头部署在美国战略轰炸机基地，其他 150枚战术核

! !"# "#$%&'()*&+,

-.!/!01 $% -!&'(2 !)*+03 4567&892

!“!"#$%&' ()*+"'% ,%-.%/”，,--./0 1- 230 %0/402546 1- 70-0890，:0;4<546 !&'=，>?

!!，322>9：@@23059.5A.5B1C<0D/1E@!&'=@&!@'+@!&'="<"9"8</B054">192<40"40F.0G@D

"H138 ID J54F06，“K99099.8C 230 I.9L9 1- 5 M</B054‘M1 :.492 N90’O1B./6，”* H<B6

!&')，322>9：@@G541823041/L9D/1E@!&')@&P@599099.8CQ230"4.9L9"1-"5"8</B054"81"-.492"<90"

>1B./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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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部署在欧洲的空军基地。剩余的 2050枚核弹头处于战备储存状态，其中数百枚

核弹头计划在 2030年退役。除了美国国防部拥有的 3800枚核弹头之外，美国能

源部还监管储存着大约 2385枚退役的核弹头，这些核弹头仍然完好无损，正在等

待拆解。因此美国核武器的总库存估计为 6185枚核弹头，① 美国计划将这些核弹

头的数量最终削减至 1550枚。②

!"#$%&'()*

●陆基核力量方面，美国现有陆基“民兵 3”型洲际导弹 400枚，部署在美国

本土的固定发射井内，分别位于蒙大拿州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北达科他州米

诺特空军基地和怀俄明州 F.E.沃伦空军基地，归属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指挥。

●空基核力量方面，美国现有 564枚 AGM-86型空射巡航导弹，其中包括装

备核弹头的 AGM-86B型，由

B-52H型战略轰炸机搭载。此

外，美国还有约 500枚 B61空

投型核弹，可以搭载的机型包

括 B-2轰炸机、F-15E战斗机

和 F-16C/D战斗机，未来还

将由 B-21轰炸机和 F-35A战

斗机搭载。③ 现役的这些型号

的飞机目前都在亚太地区有常 ! 6S5 "#$%&'()*+,- .678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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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部署。

●海基核力量方面，美军现役的 14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每艘可搭

载 24枚“三叉戟 II”型潜射弹道导弹，导弹总数最高可达 336枚，每枚导弹最大

可携带 8~12枚分导式核弹头。目前有 8艘“俄亥俄”级潜艇部署在亚太区域内，①

最多可搭载 192枚潜射弹道导弹，占全部海基核力量的 57%。

2018年，特朗普政府延续了奥巴马政府公开核弹头库存规模和已拆除核弹头

数量的政策。但是到 2019年 4月，美国国防部根据白宫指示拒绝继续公开数据，

事实上修改了核透明度政策，这将对全球核力量的平衡产生负面影响。

!" #$%&'()*+,-(./

美国拥有全球数量最庞大的军事基地群。到 2018财年，美国国防部在全球管

理有 4775处军事基地或设施，包括美国各州 4150处，海外领地 111处，国外 514

处，总计 58.5万座建筑，占地总面积 2690万英亩 （约 10.9万平方公里）。其中美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共有 1081处，主要分布于：美国的华盛顿州、俄勒

冈州、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美国的海外领地关岛、美属萨摩

亚、威克岛、北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迪戈加西亚岛、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柬埔寨和新加坡。②

0 !"#$ $1%&'()+,-( %23456789 :;

! 参 见 美 国 海 军 官 网 “ !"#$%& '$($)* +(,- ./0$ .12)” “ .2))$ 3/221*$10 41**2)

'567/81")*9''3+，”:$$;*：<<===>"/,->712<"/,-&/$/<?/@$A&1*;2/->/*;？01&BCDEEF$1&BGEEF@$B

C，访问时间 GEGE 年 G 月 GE 日。

"“!"#$ %&'()&('$ *$+,'&-./#)"0 1$"' 2345 6"#$0/7$ 8 %(99"':,;&<$ =$"0 >',+$'&:

?7@$7&,': A"&"，”;;> HI9JJ>

所在地 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 其他 总计

华盛顿州 31 57 17 105

俄勒冈州 12 4 10 26

加利福尼亚州 71 180 12 45 308

阿拉斯加州 86 4 7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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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虽然美国在 1992年从菲律宾的所有军事基地撤离，但其后一直寻求机

会重返菲律宾。2014年美菲签署了新的 《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2016年 3月，

美国根据协议开始计划向 5个菲律宾基地派驻部队，这包括巴拉望岛的安东尼奥·

巴普蒂斯塔空军基地 （AntonioBautistaAirBase，Palawan），吕宋岛的巴萨空军基

地 （BasaAirBase，Luzon） 和 麦格赛 赛堡军 事基地 （FortMagsaysayMilitary

Reservation，Luzon），棉兰老岛的伦比亚空军基地 （LumbiaAirBase，Mindanao），

麦克坦岛的贝尼托伊本空军基地 （Mactan-BenitoEbuenAirBase，Visayas）。在南

太平洋，美国也在寻求建立新的军事基地。2018年 11月 16日，美国副总统彭斯

宣布将与澳大利亚一起参与重建和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岛 （ManusIsland）

的隆布鲁海军基地 （Lombrum NavalBase）。①

所在地 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 其他 总计

夏威夷州 29 84 21 9 143

美属萨摩亚 1 1

关岛 1 31 20 52

马绍尔群岛 7 4 11

北马里亚纳群岛 1 3 1 5

威克岛 1 1

澳大利亚 3 3 6

柬埔寨 1 1

迪戈加西亚岛 1 1

日本 14 33 23 15 34 119

新加坡 1 1 2

韩国 47 6 10 1 1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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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总兵力为 37.5万人，从数量上看似并不多，但是美军

依靠性能先进的 133艘作战舰艇和 2600架飞机，在地区军力上保持了较大的优

势。此外，美国空军、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航空兵、陆军航空兵和空中国民

警卫队总共拥有的 1.2万架飞机都可以快速部署到亚太地区，给予印太司令部快

速支援。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优势难以被其他国家超越。

（一） 军费开支

美国的军费投入在亚太地区主要军事大国中遥遥领先，远超中、俄、印、日、

韩的总和，巨额军费维持了其全球第一的军事力量。基于“印太战略”的重大调

整和应对与中、俄“大国竞争”的战略需要，美国 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国防

预算达到 7380亿美元，其中国防部开支与 2019财年相比增加了 4.9％。其中各军

种的军费预算需求分配为：陆军 1914亿美元、海军 2056亿美元、空军 2048亿美

元、国防部直属单位 1166亿美元。

/ !"#$ $&'()01$2 3456$7 89:;+<=>?@

%

3ABC DEF7

!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数据来自 !"#$%，&'(' )*+ ',, -*./(+012 3456—

789:，;((<2：==>>>?20<+0?*+@=A'('B'212=C0,1D。

年度 美国 俄罗斯 印度 日本 韩国

2017 6058.0 665.3 645.6 453.9 391.7

2016 6001.0 692.4 566.4 464.7 368.8

2015 5961.0 664.2 513.0 421.1 365.7

2014 6099.1 847.0 509.1 468.8 375.5

2013 6397.0 883.5 474.0 490.2 343.1

2012 6847.8 814.7 472.2 600.1 319.5

2018 6488.0 613.9 665.1 466.2 430.7

2019 7186.9 641.4 707.9 465.6 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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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陆上军力

在陆上作战力量中，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始终处于

世界各国军队最高水平，此外凭借多年来持续参与局部战争积累的丰富作战经验

和较高的战备水平，美国陆上军力的战斗力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为满足全球作战

部署的需要，美国高度重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远程投送能力。美军在全球部署

的三支海上预置中队，除了一支部署在地中海外，另外两支都位于印太司令部辖

区，分别位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及太平洋的关岛和塞班岛。① 每支海上预置中

年度 美国 俄罗斯 印度 日本 韩国

过去十年总和 约 6.5万 约 0.7万 约 0.6万 约 0.5万 约 0.36万

2010 6981.8 587.2 460.9 546.6 281.8

2011 7113.4 702.4 496.3 607.6 309.9

!参见美国海军官网“$%&'() *'+'(, -+./ 0+1' 0&2(”“3+4&'&5( 64(78,&'&8%%&%9 *:&7,"

;"<=，;"<=> +%) ;"<?;，”:''7,：@ABBBC%+./C5&2A%+./)+'+AD+1'E)&,72+/C+,7？1&)FG#HHI'&)F

!HHI1'FG，访问时间 !H!H 年 ! 月 !H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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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都常年搭载有一个重型旅的全套装备和弹药后勤补给，可以随时快速机动至前

沿部署地，应对战区内可能发生的陆上战争。

! !"#$ $"#$%&'() *+,-(. /012

%

（三） 海上军力

目前美国印太司令部下属的太平洋舰队在亚太地区总兵力约 200艘舰艇，其

中主要作战舰艇 133艘。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是在反映远海作战能力的几

个参数上，例如：总吨位、搭载飞机数、搭载的中远程导弹数，都超过了中、俄、

日、韩四国的总和。2016年，美国海军还计划将舰队规模从 308艘增加到 355艘，

主要包括航空母舰从目前的 11艘增至 12艘，攻击型核潜艇增至 66艘，巡洋舰 /

!参见简氏信息集团“简氏世界陆军”，美国：!""#$：%%&'()$*+!$*,-./012)$345$67183

9:1;1<=>?9:1;；

俄罗斯：@""6$：3391()$A5@$*,-B301()$345$671839:1;1C<D?9:1;；

印度：@""6$：3391()$*5@$*,-.301()$345$671839:1;1ED>?9:1;；

日本：@""6$：%%91()$*5@$*,-.%01()$%45$6718%9:1;1FGG?&:1;；

韩国：@""6$：33&1()$H5@$*,-.%01()$%45$6I18%9:1;1FJ<?9:1;，01()’$ K-;IL M;.5)$，访问

时间 <N<N 年 < 月 <N 日。

美国 俄罗斯 印度 日本 韩国

现役员额 （万人） 65.95 36 126.2 15 49

坦克 （辆） 2801 2378 2290 663 2219

装甲车 （辆） 28690 8769 2995 3101 3286

自行火炮 （门） 1579 1277 300 405 1758

牵引火炮 （门） 1538 1000 7011 729 4060

火箭炮 （门） 630 136 336 99 185

直升机 /旋翼机 （架） 4320 — 186 441 518

无人机 （架） 7759 — — — —

防空导弹 （辆） 954 706 231 406 266

注：美国陆上军力为其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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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舰增至 104艘。美国海军在 2020财年五年造舰计划中列出，将增加 55艘

新型舰艇，在未来 30年造舰计划中，将建造 304艘舰艇。到 2034年，美国海军

将达到 355艘舰艇的规模。① 可以预见，增加的兵力大部分都会加强在亚太区域。

! !"#$% %"#$%&'()*+,-(. /01234

舰型 美国海军!

俄罗斯海军

太平洋舰队③
印度海军④ 日本海上自卫队⑤ 韩国海军⑥

弹道导弹 /

巡航导弹核潜艇
18艘 5艘 1艘 — —

攻击型核潜艇 55艘 9艘 1艘 — —

常规潜艇 — 8艘 14艘 19艘 16艘

航空母舰
11艘

（载机 825架）
—

1艘

（载机 36架）

4艘直升机母舰

（载机 30架）
—

巡洋舰 /驱逐舰 /

大型护卫舰
91艘 7艘 19艘 38艘 20艘

濒海战斗舰 /

小型护卫舰
19艘 6艘 23艘 6艘 23艘

"“!"#$ %&'() *+',(+,') "-. */012,03.0-4 53"-6：7"(84'&,-. "-. 966,)6 :&' ;&-4')66”，

!"#$%&''(")*+ ,&'&*%-. /&%0(-&，12 34$4'5 16789

!参见美国海军官网“:9/9 ;*0< /=(>'”，=55>'：?@AAA9)*0<9BC+@)*0<D*5*@"4%E'=(>'9*'>，

访问时间 F6F6 年 F 月 F6 日。*)"5&<)' =>?@ A3B"-"(，;*0< G&*$4& "H 5.& :)(5&D /5*5&'，

I"+4B& 2F，;4BJ&% 7，K*)4*%< 16789

#简氏信息集团“简氏世界海军”，俄罗斯：=55>'：@@L*)&'9C='9-"B@K*)&'@MC'>N*<@

LA)*67FOPLA)*，K*)&’' Q"%+D ;*0C&'，访问时间 1616 年 1 月 16 日。

$ 简 氏 信 息 集 团 “ 简 氏 世 界 海 军 ”， 印 度 ： =55>'：@@L*)&'9C='9-"B@K*)&'@MC'>+*<@

LA)*66O6PLA)*，K*)&’' Q"%+D ;*0C&'，访问时间 1616 年 1 月 16 日。

%简氏信息集团“简氏世界海军”，日本：=55>'：@@L*)&'9C='9-"B@K*)&'@MC'>+*<@7R11O6S，

K*)&’' Q"%+D ;*0(&'，访问时间 1616 年 1 月 16 日。

& 简 氏 信 息 集 团 “ 简 氏 世 界 海 军 ”， 韩 国 ： =55>'：@@T*)&'9C='9-"B@K*)&'@MC'>+*<@

TA)*66URPTA)*，K*)&’' Q"%+D ;*0C&'，访问时间 1616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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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基于独立的作战能力评估模型，以简氏信息集团的公开数据为依

据，对亚太地区 （除中国之外） 的五个主要国家 9个不同领域的海上常规作战能

力进行评估对比，以期读者对美国海上军力优势有直观印象。

!"

舰型 美国海军
俄罗斯海军

太平洋舰队
印度海军

日本海上

自卫队
韩国海军

导弹艇 /巡逻艇 13艘 18艘 28艘 6艘 87艘

两栖战舰艇
40艘

（载机 405架）
4艘 16艘

5艘

（载机 18架）

10艘

（载机 10架）

指挥舰 2艘 — — — —

反水雷舰艇 11艘 — — 24艘 10艘

73艘 22艘 16艘 19艘 16艘

73.1万吨 18.2万吨 5万吨 5.46万吨 2.2万吨

336枚 SLBM 60枚 SLBM 4枚 SLBM — —

102艘 7艘 20艘 42艘 20艘

198万吨 5万吨 19.6万吨 25.66万吨 8.25万吨

9420枚导弹 472枚导弹 844枚导弹 1576枚导弹 724枚导弹

260艘 57艘 103艘 102艘 166艘

439万吨 25.5万吨 29.7万吨 37.6万吨 19.9万吨

潜艇

总计

数量

排水量

武备

远洋

水面

作战

舰艇

总计

数量

排水量

武备

总计
数量

排水量

备注：

1.SLBM：潜射弹道导弹；

2.舰艇排水量以满载排水量统计；

3.远洋水面作战舰艇只统计搭载的中远程防空、反舰导弹和反潜导弹，不统计近程防空导弹，

例如 RIM-116“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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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空中军力

美国的空中力量包括空军、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航空兵、陆军航空兵和

空中国民警卫队五个兵种，每个兵种的实力都可以排在全球空中力量的前列。目

前美国印太司令部部署有飞机 2600架，包括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在亚

太地区常态部署的飞机。此外，美空军其他司令部的飞机也常态化轮换部署在印

太司令部的辖区。

常规作战样式
美国海军

太平洋舰队

俄罗斯海军

太平洋舰队
印度海军

日本海上

自卫队
韩国海军

远海潜艇作战 1 0.4 <0.1 0.2 0.1~0.2

远海航空兵作战 1 — <0.1 — —

远海水面作战 1 0.1 0.3 0.4 0.3

两栖登陆作战 1 <0.1 — 0.2 0.2

远程兵力投送 1 — — 0.1 0.1

远海后勤保障 1 0.1 — 0.1 0.1

近海潜艇与

反潜作战
1 0.4 0.2 0.4 0.2

近海水面作战 1 0.2 0.3 0.8 0.6

反水雷作战 1 — — 0.4 0.2

注：以上作战能力评估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为基准，以各国现有装备性能为主要评估要素，

暂不考虑各国军队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训练水平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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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 F-22和 F-35为代表的第五代战斗机③的大量装备，已经深刻改变了

空中作战的样式和亚太地区各国间空中力量对比。在作战力量评估中，一架第五

代战斗机的空战效能至少相当于 2架第四代战斗机。④ 还有美国专家认为，在相似

!简氏信息集团“简氏世界空军”；

俄罗斯：!""#$：%%&'()$*+!$*,-./012)$345$671839:9;9<;；

印度：=""6$：%%>1()$*5=$*,-.301()$345$67183>?1@199;A>?1@；

日本：=""6$：%%>1()$B5=$*,-.%01()$%45$6718%C:C;DEF；

韩国：=""6$：33&1()$G+=$*,-.%01()$%4+$6H18%C:C;DFC，01()’$ I-JHK L5J M-J,)$，访问时

间 N<N< 年 N 月 N< 日。

"“!"#$ %&'%(%) *+,-”，L5J M-J,) L$$-,51"5-(，0O() N<C;，66G ;PQCN:*

#战斗机划代取西方通用的喷气式战斗机五代划分标准，有别于中国四代划分标准。

$“美国对 MANN 的初始作战试验与评估 （RSTUV）”， 《MQNN“猛禽”战斗机》，航空

工业出版社，N<<W，第 NNP 页。

第二章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及部署

机型 美国② 俄罗斯 印度 日本 韩国

轰炸机 157 270 — — —

第五代战斗机 428 — — 12 8

第四代战斗机 2746 1116 494 264 228

第二 /第三代战斗机 281 — 367 52 267

特种作战飞机 155 — — — —

侦察 /预警 /指挥机 652 195 43 50 46

加油机 549 20 6 20 —

运输机 1278 842 277 43 45

巡逻机 188 47 19 109 16

直升机 4905 1599 519 614 620

教练机 1189 563 404 328 166

总计 12528 4652 2129 1492 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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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2134，5- 6.7 6"1+,-.8"91 :; <+94+，=>'$”，!"# $ %&'()

*+,)# -+.#/'0，<.?94@91%A9(94@91 &BC&;

"哈里斯上将在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交接仪式上的演讲，&BCD 年 E 月 FB 日，美国印

太司令部官网，"--8,：GGHHH;83(.4;4+7GI#J+KG>899L"9,%M9,-+4./NG'1-+L79GCEFO&CPG*,%+/Q.%

8KL+R+L%L.44K/J%L"K/29%.R%L.44K/J%L9194./NG;

#“123456/7)8 +9 :% ;"0"<'#= %<#)/><?”，S91+-K29 $.*/QK-+./，"--8,：GGHHH;"91+-K29;

.12G4+7+-K1N%,-19/2-"GQ.H/7.KQ%-"9%&BCP%+/Q9T;

的作战环境中，第五代战斗机的胜负率要比第四代战斗机高 30倍①。美国第一型

第五代战斗机 F-22从 2002年开始服役，至 2011年停产，美空军和空中国民警卫

队共装备 187架。第二型第五代战斗机 F-35从 2015年开始服役，至 2020年 1月

已生产交付 491架，并出口至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

!"#$%&'()*+,-./

虽然当前美国军力在亚太地区已经处于较大优势，但是美国军方仍在不断寻

求增加军力部署，以期扩大和保持其绝对优势地位。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哈里斯在 2018年宣称：“我们面临着不少挑战，从朝鲜、中国、俄罗斯到恐怖主义

……中国是我们最大的长期挑战，如果没有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的共同遏制，

中国将在亚洲实现其称霸的梦想。我们能够与北京合作，但我们也做好了随时与

其对抗的准备。”②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也有不少智库渲染美国军力的衰退，为美

国增加军力投入寻找借口。美国传统基金会在 2018年 10月发布的 《2019年度美

国军力指数》 指出：“根据当前军力，美国或许能应对一场重大地区冲突，同时参

与各种军事存在和交战活动，但没有能力应对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重大地区突发

事件。美军各军兵种规模偏小、装备老化，几乎都处于‘最低限度’的评估水

平。”③ 在 2020财年美国国防部预算报告中，美国渲染其面临的全新挑战为：中

国和俄罗斯开始发展军事能力，为未来的高端冲突做准备，并试图削弱美国的影

响力。因此美国国防战略要求足够的资源来应对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竞争，

2020财年拨款转向应对大国竞争和保持持续的全面战备，并加强所有作战领域的

竞争优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的军力仍将保持一个快速增长的趋势，特别

是在亚太地区，其清晰的军力建设目标仍将是保持对竞争对手的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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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

美国在亚太地区常态化的军事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五类：一是军事训练和演习，

二是军事侦察和情报搜集活动，三是军事外交活动，四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

非战争军事行动，五是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专项行动。

!" #$%&'()

美军每年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举行有代号的军事演习约 90多场，其中大部

分是与同盟国和伙伴国举行的联合演习①，此外还有大量的联合训练和小规模演

习。从 2017年至 2019年，美军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的联合军事演习数量增加了

17%，亚太正是组织联合军演的重要区域。② 美军组织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包括单

边、双边和多边演习，涵盖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等多个兵种。和平时

期美军在亚太地区组织实施的各种军事演习 （含训练），是美国军事存在的重要象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德森 !"#$ 年 % 月 & 日在新加坡的讲话，'())*+,-. /*0,(+*

1*+2*3 4.“5.3(+2.6 7 '+** 7.8 49*. :.8-;<702=20”，>7+0? &，!@A$，BC> <?2)29 C7D283-.，

E-FF7.8*+，GH1H :.8-;<702=20 E-FF7.8H 印太司令部官网，?,,93：IIJJJH970-FHF2)I>*827I

19**0?*3;K*3,2F-.LIB+,20)*I#&&$%$MI=())*+,-.;)*0,(+*;3*+2*3;?-3,*8;NLO2233;-.;*.3(+2.6;7;

=+**;7.8;-9*.;2.8-;9702=20IH

"参见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 !PA$ 年 M 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讲话。美国防部

网站，?,,93： I IJJJH8*=*.3* H6-D IQ*J3+--FIK+7.30+29,3 IK+7.30+29, IB+,20)* IAR&ASRT I70,2.6 ;

3*0+*,7+L;3?7.7?7.3;+*F7+U3;7,;,?*;2233;3?7.6+2;)7;827)-6(*;!PA$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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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也是展示美国国家实力的重要方式。

在演习内容上，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军事演习始终是美军关注的重点。特别

在朝鲜半岛方面，虽然近两年美朝开启了频繁的多层级对话，但是美国和韩国在

2019年仍然进行了近百次不同规模的常规作战联合训练和演习。在非传统安全领

域，美军组织的联合演习涵盖海上搜救、打捞，人道主义救援与减灾，打击海盗、

毒品贩运、走私武器、海上犯罪等广泛领域。

在联合军演领域，美海军第 3舰队每两年一次在夏威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沿

海举办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演习内容涵

盖陆海空传统领域作战和非传统领域军事行动。中国海军曾受邀参加了 2014年和

2016年两次演习。而由美国和泰国组织的年度“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则是东南

亚地区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

! !"# "#$%&' ()*+ ,$%&'-./

!()*+,- +./012 ,334156 ，“ !"#$%&'# (&) *+ ,-# ./%&+&% 0123 4*56789:' ”，

78)9:;+,-;*，! ,.<.6= $>&'，?==@6：ABCCCD@42EFDF10B*GH14B9GC6B9GC6I,5=120G"J1GCB

,5=120GB&KL!M>NBGOG5216GI51FIE3I=?GI@421312I$>&'I2EP20.HG6BD

注：参加兵力包括 25个国家的 46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200架飞机，共 2.5万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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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边演习领域，美国空军从 2004年起就在亚太区域组织的“轰炸机持续存

在行动”是典型的传统作战单边军事训练和演习。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通过

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和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基地轮换部署 B-1B、B-52和 B-2战

略轰炸机，在西太平洋至印度洋地区实施常态化跨区部署、远程飞行和轰炸训练，

为印太司令部提供全球打击和威慑能力，并向地区国家传递强烈的战略威慑信号。

（见附表 1 2018—2020年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主要联合军演）

!" #$%&'()*+,-

美军常年在亚太地区针对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进行的高强度军事侦察和

情报搜集活动是和平时期的作战准备行动。美军相关活动主要依靠海洋测量船、

海洋侦察船、导弹测量船、电子侦察机，以及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等实施。美军

现有的 6艘“探路者” （Pathfinder） 级海洋测量船和 4艘“胜利” （Victorious）

级海洋侦察船，以海洋测量和水文调查为主，通过对海底地形、地貌、水文资料

等海洋环境信息和潜艇等水下目标进行长期跟踪、探测和测量，建立海洋自然环

境信息和相关水声数据库。美军现有 P-8A、P-3C、EP-3E三型侦察机，主要进

行通信、电磁和雷达侦察，建立相关地区和潜在对手的电磁信号数据库。美军现

有的“霍华德·洛伦岑”号 （HowardO.Lorenzen） 和“无敌”号 （Invincible） 导

弹测量船主要用来监测战略弹道导弹的发射数据，进行导弹测试和分析对手导弹

武器的性能。①

和平时期，这些信息和情报为美军拟制战略决策提供依据。战时，这些数据

库也是信息化条件下现代武器和平台发挥战斗力的情报基础。近年来，美军广泛

使用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进行侦察、测量和情报搜集活动。相比载人飞机和舰艇，

无人装备的使用更加灵活，更加具有隐蔽性和较低的敏感度，可以极大的降低军

事装备和人力成本。

!“!"#"$%&' ()%#"*$ +,--%./ (0"12，”!"#$%&"' ()*+ ,-./0/1，3%4' 5)%67) ,* $0)

8."$)/ ($%$)2，9,#7-) :;，<7-=)& >，?%.7%&' ;@>A，11B C:DCEB

第三章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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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外交活动主要包括军事人员访问和交流、舰艇访问、

国际军事援助、军事情报合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服务行动，是美国拓展国家

软实力和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比较典型的两个项目是“太平洋天使”

（PacificAngel） 行动和“太平洋伙伴任务” （PacificPartnershipMission）。

“太平洋天使”行动是美国太平洋空军主导的人道主义援助联合行动，旨在强

化与亚太同盟国和伙伴国之间的关系，改善当地民众生活条件。① 该项目自 2007

年启动后每年都会举行，主要聚焦牙科、眼科、儿科等一般健康医疗服务和相关

工程项目，同时也举行专家交流活动。截至 2019年 6月，该行动共实施了 13次。

“太平洋伙伴任务”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主导，太平洋域内各国政府、军事

力量及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最大规模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军事外交行动。该项目自

2006年启动后每年都会举行，截至目前已进行了 14次。② 在以上两项任务中，美

国海军“仁慈”号和“舒适”号两艘医院船担任了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力量。

（见附表 2 2018—2019年美在亚太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

)* +,-./01234-567$89

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美军在亚太地区参与执行海上搜救、打捞，人道主

义救援与减灾，反恐，打击海盗、毒品贩运、走私武器、海上犯罪，执行联合国

禁运制裁，协助他国海上执法等非战争军事行动。

在人道主义救援与减灾领域，近两年美军在亚太地区参与的行动主要包括：

2018年 6月泰国洞穴搜救行动，2018年 9月印尼苏拉威西地震、海啸的救援，

!“!"#$%$# &'()* +,-.”，!"#"$%" &'%()* +$#,-.)/',$ !'%/-'0(/',$ 1"-2'3"，4//5%：

66777892'9%4(08$"/6#")/(-"6:)3'#'3;$<"*=>，=? !"3".0"- @A=>8

"“!/01210 !/345637819 +,-. :1771;5 <;50=>?67，”美海军第 ? 舰队官网，4//5%：667778

3?#8$)2B8.'*6C"9')6D"7%6!'%5*)B6;-/'3*"6=EFE=FA65)3'#'3G5)-/$"-%4'5G@A=>G.'%%',$G3,$3*(9"%6，

访问时间 @A=>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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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马里亚纳群岛超级台风“玉兔”的人道主义救灾。在反恐领域，2017

年 5月菲律宾军队在马拉维与恐怖组织交战的行动中，美军特种部队提供了技术

和后勤支持。① 美军还根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朝鲜决议和美国的单边制裁措

施，强制拦截朝鲜船只进行禁运物资或燃料检查。2019年 3月美国海岸警卫队

“博索夫”号巡逻舰进入东海执行巡逻任务，宣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禁

运决议。② 同年 7月，美国海岸警卫队宣布将在日本横须贺部署两艘巡逻舰并扩大

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行动。此外，美国印太司令部还在亚太地区参与打击海上人口

贩运、毒品贩运和非法捕鱼等跨国犯罪活动，并与其同盟国和伙伴国进行信息共

享。③

!" #$%&'()*+,-./

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专项行动主要包括美军的“航行自由行动”和在敏感地

带实施带有政治色彩的军事行动。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航行自由行动”依据的是其从 1983年起实施的单边国

家政策。④ 美国政府将“航行自由”政策明确为：美国将在全球范围内行使和维护

其航行和飞越的权利和自由，美国反对其他国家限制国际社会在航行和飞越以及

其他相关利用公海的权利和自由的行为。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的实施包括外交

交涉、海空军事行动、双边和多边磋商三种方式。其中“航行自由行动”是美国

海军和空军通过军事行动挑战他国的国内海洋立法和政策主张，强化其军事“航

! 《菲律宾反恐激战 美军特种兵介入》，新华网，!"#$ 年 % 月 ## 日，&''(：))***+

,-.&/0.1'+234)*3567)!8#$9"%)::)2;:!<%=88:=+&'4。

" 《美国军舰至朝鲜半岛海域拦截破坏制裁朝鲜的走私船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8:< 年 = 月 !: 日，&''(：))***+5>-+>5)'*)亚洲)!8:<8=!:9美国急派军舰至朝鲜半岛海域拦截

破坏制裁朝鲜的走私船只。

#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德森在新加坡的演讲，?/6615'3. @12'/51 A15-1B 3.“C.B/5-.D 0

?511 0.7 E(1. F.739G02->-2”，HIJ G&-6-( I0K-7B3.，L3440.715，M+A+ F.739G02->-2 L3440.7+

$N&1 G51B-71.'’B M.-'17 A'0'1B E210.B G36-2O A'0'141.' 3> J052& :"，:<P=，&''(B：

))***+Q0D+.0KO+4-6)35D0.-R0'-3.)732/41.'B)S10D0.T!8E210.T!8G36-2OT!8A'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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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由”的行动。从 1991年至 2018年，美军通过“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了全球

61个国家和地区的 654条所谓的“过度海洋主张”。其中挑战最频繁的 10个国家

均位于亚太地区，包括菲律宾、伊朗、马尔代夫、柬埔寨、印度、阿曼、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中国和越南。（见附表 3 2017—2018年美在亚太地区的“航行

自由行动”）

美军在亚太地区实施的另一个典型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行动，是频繁派军舰航

行穿越台湾海峡。从表面上看，这种行动是航行通过权利之体现，但实际上却是

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它显示了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政治支持和对中国

中央政府的政治示威，本质上是高度敏感的政治行动。美国军舰通常选择在两岸

关系紧张之际穿越台湾海峡，展示对华施压的政治意图。例如，2019年 7月 24日

中国发布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白皮书，再次强调不放弃对台湾动武。当日，美

“安提坦”号巡洋舰就通过台湾海峡。8月 20日美国宣布批准对台湾价值 80亿美

元的军售，引发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23日，美两艘军舰就通过了台湾海峡。

2020年 1月 1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16日美国即派出一艘巡洋舰由南向

北航行通过台湾海峡。 （见附表 4 2018—2020年美舰通过台湾海峡统计）

!" #$%&'()*+,-./0

美国在南海的政策有其延续性。从“亚太再平衡”战略到“印太战略”，美在

南海的安全战略目标始终没有大的变化，即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维持地区力量平

衡，对抗现实及长远威胁。倡导建立“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挑战中国“过度海

洋主张”、持续对中国施行“航行自由行动”和抵近海空军事侦察活动。特朗普执

政后，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强度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包括增加“航行自由

行动”的次数，加大在南海的军事演习频率，增派海岸警卫队船只到南海活动。

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自奥巴马政府开始高调实施，但仍保持一定

的克制，2015年实施 1次，2016年实施 3次。特朗普上台后其次数直线上升，

2017年实施 4次，2018年实施 5次，2019年实施 8次，而且在 2018和 2019年有

3次行动中同时派出两艘军舰执行任务。 （以上数据为不完全统计） 值得注意的

!"- -



是，与美国在全球其他地区的行动不同，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均伴有

公开炒作性质，军方发言人也反复重申其单边主张，向中国施压的意图明显。

（见图 3-2 2017—2020年美在南海执行“航行自由行动”范围示意图及附表 5

2017—2020年美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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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 1(20"' 3$"2 -34)5 65%0( -"(， 74849)

:;，:<=>，5))/9：??"'%)%30@A00@A3&?:<=>?<>?=<?/3*%)%A9?934)5BA5%0(B9"(BC*+3$"2B%0)*?%0'"D@5)&*@

E"/32)"2’9 03)"F33G：H*+%08 1%)5 )5" I- &%*%)(2+ (9 %) G""/9 )(F9 30 65%0( 3$"2 )5" -34)5

65%0( -"(，=: -"/)"&F"2 :<=>，5))/9：??(FA0"19@83@A3&?J0)"20()%30(*?2"/32)"29B03)"F33GB

C*+%08B49B&%*%)(2+B)(F9BA5%0(B934)5?9)32+？%'KLMM;L:LN，访问时间 :<:< 年 : 月 :< 日。

"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白皮书，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O 年 M 月 :; 日发表。

从 20世纪 90年代起，美军即开始在南海实施军事侦察和测量活动并渐成常

态。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9年“无暇”号事件、2016年中国海军在

南海打捞美国无人潜航器等诸多事件可以看出美国常态化地在南海执行军事侦察

和情报搜集活动。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军还向媒体公开了这些行动的细节。

2018年 8月和 9月，美国海军邀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记者搭乘 P-8A巡逻机飞越南海岛礁临近空域，高调炒作其侦察活动。①

2019年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白皮书指出：“个别域外国家舰机对中国频繁实施

抵近侦察，多次非法闯入中国领海及有关岛礁邻近海空域，危害中国国家安

全。……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实施大范围高强度抵近侦察等错误做法和挑衅行

为。”②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和盟国在南海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日趋活跃，在联

合演习方式和兵力规模上都有了相当大的突破。2018年 8月，美国海军“里根”

号航母战斗群和日本“加贺”号直升机航母编队在南海进行联合编队演习。2019

年 6月，“里根”号航母再次与日本“出云”号直升机航母编队在南海进行联合

部署及演习。2019年 1月美国海军“麦克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和英国海军“阿

盖尔”号护卫舰首次在南海进行联合演习。2019年 5月，美国、印度、日本和菲

律宾四国在南海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美国与盟友在南海频繁举行的联合军事活

动，进一步恶化了南海地区安全形势。

2019年 3月，美国海岸警卫队“博索夫”号巡逻舰进入南海活动，5月其与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马尼拉以西海域进行联合搜救演习。8月，美国海岸警卫队

“斯特拉顿”号巡逻舰在南海先后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举行了联合演习，并停

靠新加坡港口。此外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还包括单边的舰艇部署及演习和 B-52

战略轰炸机频繁飞越南海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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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关系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关系在保持基本态势的基础上，

出现了一些发展和调整。

!" #$%&'($)*+,-./

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五个双边军事同盟的关系依然是美

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关系的核心。

（一） 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安全关系

美日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同盟关系。2017年后，两国在防务

费用分担等问题上出现诸多矛盾，但军事安全合作总体上保持不断强化的态势。

!01!234,-56789 从双边磋商层面看，美日首脑会谈、安全保

障磋商委员会会谈 （即“2+2”机制） 及各种外交与防务高级别磋商的频率有所提

高。仅在 2017年 7月至 2018年 6月期间，美日高层会谈就达 36次，反映出同盟

关系的牢固和紧密程度。① 从工作层协调来看，2017年 8月举行的美日“2+2”会

议决定，尽快落实 2015年新版 《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加强双方在情报共享、侦

!日本防卫省：《平成 !" 年版防卫白皮书》，#"$% 年，资料篇，第 &!!—&!& 页，'(()*：

++,,,-./0-1/-2)+2+)345678(6/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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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监测及军演方面的合作力度。① 随着协调机制的完善，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联

合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美日两国还积极推动同盟框架以外的安全合作，如

“美日 +X”“美日澳印四方 （Quad） 安全对话”等多边安全协调机制，加强美日

同盟在亚太地区的辐射效应。

!"#$%&%'()*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日军贸军技合作明显增强，

且涉及诸多尖端武器系统。2017财年美国对日本军售达到 38.37亿美元。2018年

11月、2019年 4月和 2019年 8月，美国分三次向日本出售总计 150枚“标准-3”

（Block1B/Block2A） 防空导弹，总价达 50亿美元。② 此外，美国政府还要求日

本采购更多美国军工产品，为此安倍政府考虑在原计划采购 42架 F-35A型战斗

机的基础上，增加购买最多 100架 F-35战斗机。

+",-./0(%123* 特朗普政府重视美日之间的联合军演和联合训

练。2018年 6月底，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日本期间强调要继续加大美日联合

军事演习力度，以显示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2018年 11月，两国在日本及其

周边海域举行“利剑 2019”联合军演，美军参演兵力达 1万人。演习在空中、海

上、两栖作战平台上全面展开，展现了美日同盟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深度军

事合作的成熟度。值得关注的是，美军还派出第 7潜艇群的“洛杉矶”级攻击型

核潜艇参演，与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部队进行联合水下作战演习。除了机制化的

双边演习之外，美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多次在南海举行联合训练和演习，

如 2018年 3月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航母

“伊势”号进行联演，8月底美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

机航母“加贺”号等舰只进行了联演。

!“ !"# $%&'('# )*(+## ,-. /"0%# 12'3*0#' 4''% ,5"36，”!"#"$ %&'"(，7"8'9.'3

:，:;<=，>??@#：AB%+8+(?"6+CD*"9B:;<=B<<B;:B("#)+%&'('#)*(+##)#-.)E"0%#)'2'3*0#')F''%)

#5"36BD

"$+3"% G'>?+，“HD,D ,?+?' I'@+3?9'%? J('+3# !KD:L 0% $39# ,+('# ?" /+@+%，,4"3'+，

M-%&+3C， !0?>-+%0+ +%6 I'%9+3F，” )*+*,-* !*.-， $-&-#? :N， :;<O， >??@#：BB555D

6'P'%#'%'5#D*"9B&(".+(B+#0+Q@+*0P0*B:;<OB;=B:=B#?+?')*('+3#)K:).0((0"%)0%)@"?'%?0+()+39#)

#+('#)?")E+@+%)#)F"3'+)>-%&+3C)(0?>-+%0+)+%6)6'%9+3F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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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联合军演也在向第三方扩展。美国与印度于 2015年 12月宣布，将日本

正式吸纳为“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参演方，从而将该演习由美印双边扩展为

美日印三边。日本正式参与后，美日遂成为事实上的参演主角，并于 2016、2017、

2018年分别在佐世保、孟加拉湾和关岛进行了三次年度演习。

!"#$%&'()*+,-./0 美国高度重视保持在太空和网络安全领

域的优势地位，强调与日本加强合作。2018年 12月，日本出台新版 《防卫计划

大纲》 及 《2019—2023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强调日本“特别重视在太空

及网络领域与美国的合作”，计划成立“天、网、电”司令部并借此和美军展开合

作，未来几年将与美国就先进战机的电磁波武器研发应用等展开合作。目前美日

已着手在太空、网络和电磁波领域进行合作，不断推动两国军事安全关系超越地

区军事联盟范畴，朝覆盖各领域全面合作的全球性战略同盟方向迈进。①

（二） 美国与韩国的军事安全关系

韩国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日本。特朗普执政后，美韩安全关

系因防务费用分担、美军是否撤出等问题出现一定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并有所

发展。

1"2345/46789:;<=>0 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是美韩安

全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均推迟了收回的具体时间。

2017年文在寅执政后，其在统筹推进的 100项施政课题中明确提出，要在牢固的

韩美同盟基础上提前收回作战指挥权，构建并推进由韩国军队主导的新韩美联合

防卫体系。2018年 10月 31日，美韩安全磋商会议决定合作推动作战指挥权移交，

双方防长在会后签署“作战指挥权移交后的联合防卫方针”，内容包括美军继续驻

留韩国、保留美韩联合军司令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由一名韩国上将领导美韩联

合军司令部等。

!杨伯江、慕健：《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演变、矛盾及影响》， 《当代世界》

!"#$ 年第 % 期，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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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美韩大型联合军事演习包括春季的

“关键决断”“秃鹫”和夏秋季的“乙支自由卫士”演习。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

后，对美韩大型联合军演持批评态度，认为其耗资巨大而且刺激朝鲜。随着美朝

谈判的进行，美韩逐步暂停或取消大型联合军演。2018年 7月，美国国防部长马

蒂斯宣布“无限期暂停”部分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及训练项目，包括“乙支自由卫

士”演习。2019年 3月，美韩两国决定从 2019年起停止代号为“关键决断”和

“秃鹫”的大规模联合军演，代之以较小规模的专项训练。2019年 11月，美韩又

以“为朝鲜半岛无核化铺路”为由，连续第二年取消了美韩“警戒王牌”

（VigilantACE） 联合空中军演。

3"456789:;<=(>?@AB2 特朗普出任总统后，指责韩国长

期以来“搭便车”，要求韩国大幅提高防务费用的分担比例。经过谈判，美韩双方

于 2019年 2月草签了第 10次 《防卫费用分担特别协定》，其中要求韩方承担驻韩

美军的开支费用 10389亿韩元 （约 9亿美元），比 2018年上涨 8.2%。2019年11月

19日，在新一轮韩美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谈判中，美国要求韩国出资 50亿美元，

相当于目前韩国分担的 5倍还多，双方的谈判最终破裂。2020年 2月 24日，在美

韩两国国防部长举行的会谈中，驻军费用分摊问题仍未取得突破。

C"(DEFGHI>.J2 韩国为亚太地区美国军火的第二大进口国，且

金额逐年递增。2017财年美国对韩军售 9.3亿美元，2018年 9月，美国国务院又

批准了 26亿美元的对韩军售，包括 6架 P-8A海上巡逻机和 64枚“爱国者 -3”

型防空导弹。2019年 8月，美国务院批准向韩国出口 12架 MH-60R“海鹰”反

潜直升机，总价 8亿美元；10月，韩国计划向美国申请购买 20架 F-35战斗机，

总价 33亿美元。之前在 2014年，韩国已经向美国订购了 40架 F-35战斗机，总

价 64亿美元。

K"(>L3M./N@-OPQRSTUVW 美国在加强美韩、美日双边

同盟关系的同时，以应对朝鲜的核导威胁为支点，不断推进美韩日三边军事安全

合作。在军事情报合作方面，2016年 11月美国推动韩日签署 《军事秘密情报保

护协定》，使美韩日在共享军事情报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同时三国开始进行监测朝

鲜导弹的“太平洋之龙”联合演习。在高层协调方面，三边防务对话机制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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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2017年、2018年美韩日三国防长会议均顺利举行，2018年 3月美韩日第

10次防务对话后，三国防长承诺继续通过三边机制开展信息共享、高层政策协

商、联合演习和其他领域的合作交流。①

（三） 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安全关系

菲律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国。在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时期，美菲同盟

通过美对菲军售、提升联合演习、通过和执行双边条约等途径不断得到强化。

2016年 6月杜特尔特执政后，美菲军事安全关系有所弱化，包括 2020年 2月菲律

宾单方面宣布将中止 《访问部队协议》，但美菲仍维持着同盟关系框架。

!"#$%& '()*+,-./01 1951年签署的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是美菲军事同盟的法律基石。杜特尔特总统于 2016年 6月上任后，曾公开表示要

废除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但事实上菲律宾政府并未着手废约，而是酝酿对条约

内容进行修改。2018年 12月底，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宣称，菲律宾国防部

已经开始对条约内容进行审查，以决定下一步的具体修改，其目的在于强化这一

条约。对菲律宾的这一立场，美国予以积极回应，表示将强化对菲军事支持。

2019年 2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宣称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适用于南海海

域。② 2019年 11月，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更是强调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适用整

个太平洋地区，包括南海。③ 这意味着菲律宾在南海非法主张的领土或军队受到武

装攻击时，美国也有义务为其提供防御。

!!"#$%& '$($)* +),-.$/)"$ 01 +)1)"*)，“2-,-" 34),56789 01 :0.)-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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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堡：《美防长确认美菲条约涵盖南中国海及整个太平洋》，美国之音，ABCK 年 CC

月 AC 日，^$$,*：FF\\\HI0-9^8"%*%H90/F-F,%"$-_0"`,E878,,8"%*3$.%-$Z39E8"-3ABCKCCCKFaCbAbK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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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杜特尔特出任总统以后，曾宣称要停

止与美国的联合军演，并要求美军撤出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事实上，美菲双

边联合军事演习仍然持续，但频率有所下降，规模有所缩减，传统美菲同盟框架

下的联合作战色彩有所淡化。2017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的规模从阿基诺时

期的上万人减少到 5000人，而且突出人道主义救援的内容。2018年 5月举行的

“肩并肩”演习参演兵力增加到 8000人，参演方增加了日本和澳大利亚，不再是

传统意义上的美菲双边军事演习。在演习区域的选择上，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要

求将美菲联合海军演习地点移到南海以外地区，以此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2"34$'5'6789:-;1 美国对菲军援和军贸是两国军事同盟关

系中的重要内容。2016年以后，美国对外援助的数额总体下降，军援规模也出现

较大幅度缩减。从美国政府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来看，数额从 2016财年的 1.54

亿美元降至 2018财年的 1800万美元。此外，美国在 2018年 8月还宣布向菲律宾

赠送 4架 OV-10“野马”轻型攻击机。

（四） 美国与泰国的军事安全关系

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国，享有“非北约盟国”待遇。2014年泰国军

事政变以后，美国政府要求重新评估美泰军事合作，但美泰军事关系实质上保持

稳定。2017年泰国总理巴育访问美国并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美泰军事关系基本

恢复。

美国 2016财年和 2017财年对泰国的军事援助年均 500万美元，和往年基本

持平。美泰联合军演常态化开展，除“金色眼镜蛇”“卡拉特”等多边军演外，

两国从 2012年起每年举行“海洋卫士”双边海军联合演习，聚焦海上作战科目，

通常历时 5天。

（五） 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安全关系

美澳同盟是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的重要一环。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

台，澳大利亚的战略支点地位进一步突出，其在军事安全领域追随与迎合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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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更加明显。2016年澳大利亚发布的国防白皮书明确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担

忧，指出中澳间的战略利益“可能在某些地区性和安全性议题上产生分歧”，明确

反对中国在南海的相关做法，认为澳大利亚应致力于维护美国主导下的“以规则

为基础”的地区和全球秩序。①

在此背景下，美澳同盟关系进一步深化。美军不断在澳大利亚特别是其北部

的达尔文港加强军事部署，扩大美澳联合军演的规模。2017年 6月，美国和澳大

利亚开展的双年度“护身军刀”演习规模达到历史最大，参演的美澳部队人员达

3.3万。2018年，美国和澳大利亚开始重新部署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军事基地，

修葺之前废弃的马努斯岛海上军事基地。此外，美澳海军还延续了“海龙”年度

反潜演习。澳大利亚为响应美国的战略部署，2018年 4月还派出“安扎克”号、

“成功”号、“图文巴”号三艘军舰前往南海执行三个月的部署任务。

美澳军事演习也出现了多边化趋势。2019年 5月，美澳与日本、韩国军队进

行了代号为“太平洋先锋”的军事演习，这是四国军队首次合演。2019年 6月，

美澳举行“护身军刀”年度演习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伊势”号直升机航

母和“国东”号两栖登陆舰参加，日方参演兵力远高于 2015年度和 2017年度，

充分体现出该演习三边化发展趋向。

!" #$%&'()$*+,-./0

随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提出，美国进一步提高对东盟的重视程度。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称：“东盟位于印太的中心，在美国推动的印太前景中扮演核

心角色。”② 在 2018年 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则具体指出，

要让“美国与盟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关系以及与新加坡牢不可破的伙伴关系重新焕

发活力，而且要寻求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三个核心国家建立新的伙伴

!“!"#$ %&'&()& *+,-& ./0&1，”!"#$%&'()* +,-).$/0*$ 12 +020*3,，--4 56—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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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① 在美国向亚太地区提供的强化海洋安全、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打击跨

国犯罪的援助中，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等东盟国家是主要受援国。2019年 9月，

美国与东盟举行联合海上军演，这是美国首次与东盟整体举行联合军演，标志着

美国与东盟防务关系的深化。

（一） 美国与新加坡的军事安全关系

美国和新加坡保持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1990年两国签署防务合作谅解备忘

录，同意让美军使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但强调这并非是美军的基地。2005年两

国达成安全战略框架协定，确认新加坡作为美国“主要安全合作伙伴”的独特身

份。2019年 9月，两国更新了 1990年签署的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允许美国继续

使用新加坡军事设施 15年，为过境人员、军机和军舰提供后勤支援。② 在此防务

合作框架下，美军平均每年停靠新加坡的舰艇超过 100艘次，2017年起更是在樟

宜海军基地常态化部署濒海战斗舰。

美新两国保持常态化的军事演习，演习的强度和复杂程度甚至达到同盟国的

水平。从 2017年至今，美国与新加坡在关岛举行“太平洋狮鹫”的年度双边海军

演习，2019年两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举行的“勇敢标志”年度演习已经是第 23

次。此外，美新军贸关系一直紧密，新加坡武装力量的主战装备基本来自美国。

（二） 美国与越南的军事安全关系

随着南海问题的持续升温，美越军事关系发展迅速，越南成为美国在东盟国

家中的重要战略伙伴，未来可能会成为仅次于菲律宾的美国重点拉拢的南海周边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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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5月，越南总理阮春福访问美国，成为特朗普执

政后首位访美的东盟国家领导人。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出

现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显示两国将强化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同年

11月，特朗普又回访越南。在军方高层交流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 2017年

两次访问越南；2019年 11月，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访问越南，并将越南安排在韩

国、泰国和菲律宾三个盟国之后顺序访问，凸显了美国对发展与越安全关系的重视。

*"#+,-./'0) 美越双方承诺落实 2016年签署的“2018－2020防务

合作行动计划”，进一步推动包括人员培训在内的双边军事交流。2018年 3月，美

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对越南进行为期 4天的访问，这是越南战争结束

以来美国航母首次访越。同年，越南首次受邀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 2018”

联合军演。2020年 3月，美国海军又一艘航母“西奥多·罗斯福”号访问越南。这

样密集的军事交流在东南亚非常罕见，甚至超过了美菲和美泰同盟国之间的交流

频率，标志着美越两军关系上升到新的高度。

1"234567./89) 近年来，美越军贸和军援关系有较大发展。美

国 2016和 2017财年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达 5900万美元，在东盟国家中名列第二，

仅次于菲律宾。在军事援助项目中，美国重点帮助越南提高其海岸警卫队的海上

行动能力。到 2019年 4月，美国已经将 18艘小型巡逻艇交付给越南海岸警卫队。

2017年 5月，美国向越南海岸警卫队赠送了一艘有近 50年船龄的“汉密尔顿”级

大型巡逻舰 （美国海岸警卫队“摩根索尔”号，1969年服役，2017年退役）。

2019年 11月，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承诺将再向越南提供一艘大型巡逻舰。① 反观

南海周边各国中，美国只向其盟国菲律宾提供过 3艘同类型的“汉密尔顿”级巡

逻舰。

（三） 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安全关系

由于其地理位置和人口经济规模，印度尼西亚在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

! 《美防长：将向越南海岸警卫队提供一艘巡逻舰》，美国之音，!"#$ 年 ## 月 !% 日，

&''()：**+++,-./0&123)3,0.4*/*5675896:;69<6978=>?@?AB9>?5CA:D9E?CF9G=:6C9

B<:8@96F?79!%#$##!%*H#IJH$H,&'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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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美国着力加强与印尼的伙伴关系，双方军事安全合作

不断发展。

!"#$%&'()*+,- 在高层交往方面，美国国防部前部长马蒂斯在

两年任期内与印尼国防部长里亚库杜进行了四次会晤，频率之高在整个东盟属于

罕见。另一个典型事件是 1998年美国国会和司法机构以人权为由制裁印尼的“陆

军特种部队” （Kopassus），但 2018年 1月马蒂斯访问印尼时表示美国与印尼的防

务合作涵盖该部队，体现出美国行政当局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的意愿。

./01'23'4)*- 美国对印尼的军援和军贸力度较大。在 2016至

2018财年，印尼接受的美国军援达 5400万美元，在东盟国家中名列第三。在军贸

方面，印度尼西亚向美国购买了 8架 AH-64E型美国阿帕奇直升机、24架 F-16

战斗机，并将申请采购更多的 F-16战斗机、AIM-9短程空对空导弹、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等武器。

5"0167'8- 双边联合军演是美国和印尼军事安全关系的一项重要内

容。美军和印尼军队之间的双边联演包括年度“卡拉特”双边演习、“哥鲁达盾

牌”陆军演习、“对抗西部”空军演习，以及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演习。两军的

联合军演还以多边演习的方式进行，如“金色眼镜蛇”和“环太平洋”演习等。

（四） 美国与马来西亚的军事安全关系

美国与马来西亚军事关系基本保持稳定。在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双多边联合

军事演习中，马来西亚是一个重要的参与国。2015年以后，马来西亚每年与美军

举行“卡拉特”双边联演，参与“金色眼镜蛇”演习，参加了 2016和 2018年

“环太平洋”演习。在军贸方面，美国与马来西亚的军贸保持稳定水平，美国尤其

重视提升马来西亚海上态势感知能力。2019年 5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向东南亚国家

提供 34架“扫描鹰”无人机，马来西亚获得 12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各获得

8架，越南获得 6架。①

! !"#$%& '$($)* +),-.$/)"$ 01 +)1)"*)，“20"$.-3$* 40. 5(6 78，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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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已经将南亚国家划入了传统的亚太地缘范围，随

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洋地区的发展，美国加速推动与

南亚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

（一） 美国与印度的军事安全关系

2015年之后，在共同战略利益驱动下，美印两国军事关系持续升温，合作框

架日趋成形，军贸规模不断扩大，联演联训走向深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

落地，美印军事安全合作仍将是两国关系的最大亮点，对地区和国际安全的影响

还将不断显现。

0123456789:;< 2005年美印签署为期十年的 《防务合作框架协

议》，并于 2015年得以续签，双方防务合作日益由虚到实，内容不断延伸，整体

合作框架趋于完整。目前，在美印防务合作的整体框架中，既设有负责战略规划、

发挥引领作用的两国防务政策小组，也有共同合作探讨下一代个人防护装备、可

移动混合能源装置、航空发动机、航母技术、未来高科技地面作战车辆以及垂直

起降平台等的 7个联合工作组。2016年 6月，美国正式给予印度“主要防务伙

伴”地位，将对印防务贸易和技术转让提升到“亲密盟友”水平。2018年 9月，

美印举行首轮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对话，双方达成进一步加强防务合

作的共识。2019年 6月，美国防部 《印太战略报告》 重申印度作为“主要防务

伙伴”的战略定位，声称美方将致力于把美印关系提升至“等同于最亲密盟友

和伙伴关系”。①

!!"#$%& '$($)* +),-.$/)"$ 01 +)1)"*)，“!"#$%&'()*)( +,-',./0 1.2$-,：3-.2'-.4".55，

&'-,".-56)25，'"4 3-$7$,)"/ ' 8.,9$-:.4 1./)$"，”23")，4567，8$$,*：99/)&:-;&)1)"*);<0=9

4>67923?9>694>>46@4A669BC9BC9C9+DEFGHIDJHBKLBMDNOJ'DBPJMKBEFQPNPQB'HGFHDRSB

GDEKGHB45C7;E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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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美印军事合作关系取得显著突破，集

中体现在两国军事合作协议上的重大进展。2016年 8月，美印签署 《后勤交流备

忘录协定》 （,/0*12*31 4567%+08 9.:/)%+;": /< =0)..:.+2，E+FG-），允许两军

使用对方的军事基地进行补给和维修，美舰机在必要时可使用印度机场或港口。

2018年 9月，美印在首轮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对话期间，正式签署 《通

信 兼 容 与 安 全 协 议》 （>/::"+*6%2*/+1 >/:?%2*@*A*2& %+; B.6")*2& =0)..:.+2，

,GF,-2-），标志着美印军事合作达到新的水平。根据协议，印度可使用加密通

信网络和美国以及其他与美国签署类似协议的军队沟通信息。2019年底，美印正

在推动签署第三个基础性军事协定———《基础交换与合作协议》（C%1*6 4567%+0.

%+$ >//?.)%2*/+ =0)..:.+2，BECA），这个协议将允许印度利用美国的地理空间

情报，提高自动化武器系统和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无人机等武器的精确度。①

."/$0&1234567 在亚太地区的非盟国中，印度是与美国举行联

合军事演习和联合训练次数最多的国家，两国年度联演联训涉及各兵种，内容日

益丰富，规模不断扩大，协作水平持续提升。其中，两国陆军之间有“准备战争”

联合军演，空军之间有“对抗印度”和“红旗”联合军演，特种部队之间也定期

进行联合军演。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印海军联合演习，印度海军受邀参与“环太平

洋 2018”联合军演，并首度在关岛附近海域与美日进行“马拉巴尔 2018”联合军

演，将这一联合军演从美印双边拓展为美印日三边，未来不排除吸收澳大利亚加

入的可能。

8"9:/;12<=56- 近年来，美国不断扩大对印度军售规模。2014

至 2018年间，美国已经代替俄罗斯，成为印度最大的装备提供方，包括 P-8I远

程反潜机、“海上卫士”远程无人机、C-17运输机、C-130J运输机、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引进 F-16战斗机和 NASAMS-Ⅱ防空导弹系统的谈判

H?- -



也在进行之中。2018年 7月，美国正式提升印度成为 《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

认定的第一层级国家。此前，美国只将该地位给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瓦森纳协定》、“澳大利亚集团”以及“核供应国集团”四大出口管制机制之内

的国家。在美国的特殊安排下，印度在军售方面获得了与韩国、澳大利亚和日本

等美国盟友相同的待遇。

!"#$%&'()*+,- 美印在反恐方面的共同利益诉求促使两国反恐

合作迅速发展，成为美印安全合作的又一重点和亮点。2017年 12月，美印在印

度首都新德里正式启动“恐怖分子界定对话”。2018年 3月，美印反恐联合工作

组在新德里举行第 15次会议，评估包括南亚跨境恐怖主义在内的全球和地区恐怖

主义威胁，加强共享恐怖组织和个人信息，就打击国际和地区恐怖主义融资交换

看法。此外，美国还在“反恐援助”框架下为印度提供援助，培训了大量印度反

恐安全人员。

今后一段时期，美印军事安全合作关系仍将会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军贸、军

事技术转让、情报、联演等领域的合作还将继续深入。但受美印整体关系诸多不

确定因素的影响，双方合作范围、力度和节奏恐将受到更多政治、外交和经济关

系的制约。

（二） 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安全关系

美国在大幅提升与印度军事关系的同时，与南亚的另一个重要国家———巴基

斯坦的军事关系却迅速下滑。美国在印巴之间已表现出明显的“重印轻巴”趋势。

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关系曾经十分紧密。2001年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巴军

事关系在反恐合作的纽带下，一度达到盟友级水平。美国将巴基斯坦列为主要

“非北约盟国”。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巴因反恐问题不断产生矛盾，但美巴军事合

作仍维持较高水平。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美巴关系下滑。同年 8月，特朗普公

布对阿富汗和南亚地区的新战略，指责巴方为塔利班等组织提供“庇护”；9月，

特朗普宣布冻结在“盟友支持基金”框架下对巴 2.55亿美元的支持基金。2018年

元旦，特朗普猛烈抨击巴基斯坦，指责巴在反恐问题上一味“欺骗”美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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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过去 15年中向巴基斯坦提供了 330亿美元援助，而巴基斯坦的回报就是

为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所”。2018年 9月，美国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

表示，鉴于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执行反恐作战“缺乏决定性行动”，美国将取消对

巴价值近 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作为向巴施压政策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于 2018

年 8月还暂停了对巴军方的“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计划”（IMET）（后恢复）。此

外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贸合作也在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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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中美军事关系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始终跟随着两国整体的关系而变

化，初期经历了 20世纪 80年代的务实合作与积极发展，但到 1989年却受政治风

波的影响戛然而止。1990年后两军关系的发展起起伏伏，不断受到美国对华歧视

性立法、台湾问题、美与盟友伙伴的军事互动、美对华战略调整、中美海空意外

事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全方位体现了两国关系中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

矛盾。在 21世纪初，两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认知增强，在全

球反恐和地区安全等领域的具体合作不断深化，但是近年来该认知在迅速弱化。

随着 2017年后美国陆续推出新版 《国家安全战略》 《国防战略》，以及 《印

太战略报告》，美国的安全战略从全球反恐转而强调大国竞争和战略博弈，美国的

对华遏制正逐渐成为其政军界主流态度，导致中美军事关系呈现逐渐下行态势。

这种形势不同于以往关系的曲折反复，很可能发展成为未来较长时期内的常态化

竞争甚至对抗。作为两个核大国，相互之间的核威慑是确保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全

面战争的重要保障，但是中美之间因为东海、台湾、南海等问题而引发局部军事

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何更加有效地管控分歧，甚至在发生小规模对抗和冲

突的情况下，也能将其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而不至于升级至局部战争，这是未

来两军关系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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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中美两军关系仍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平稳发

展。但是随后公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 《国防战略》，以及特朗普政府高层和国会

议员的多次公开讲话，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已经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转而准备与

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2018年，中美两军关系开始持续恶化。2018年 5月 23

日，美国国防部以中国在南海“持续军事化”为由，宣布取消邀请中国军方参加

2018年“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变相对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活动实施制裁。5

月 24日，包含“禁止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条款的 《2019财年国

防授权法案》 在美国众议院通过。奥巴马政府时期，虽然中美两军在安全领域同

样存在分歧和矛盾，但美国还是邀请中国参加了 2014年和 2016年的“环太平洋”

联合军演，借助合作增强互信。但是，特朗普政府显然认为这样的理由已经不在

美国安全战略的考虑之列。2018年 9月 20日，美国国务院以中国从俄罗斯购买

国防装备为由，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部长实施制裁。这是美国政府

第一次制裁中国军方单位和高级将领，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军事关系。2019年 4

月，中国海军举行成立 70周年纪念活动和国际阅舰式，美方只派出上校级别的驻

华海军武官，也没有派舰艇参加。对比 2009年纪念中国海军成立 60周年和 2014

年举办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活动，美国两次都派出四星上将的海军作战部长和军

舰参加。

在两国军队减少具体交流与合作项目的同时，中美两军并未完全切断沟通管

道，仍保持着一定层级的高层互访和机制性会晤。2018年的交流主要包括：两国

国防部长实现互访，中国陆军司令员访美；双方举行中美第二轮外交安全对话、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两次工作小组会议和年度会晤、防务政策协调会谈；双方

举行了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练；两国军事院校进行了多次交流，包

括美国国防大学、陆军战争学院、空军战争学院、海军陆战队战争学院的代表团

访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空军指挥学院代表团访美。2019

年的交流主要包括：1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海军上将访华，5月两国国防

!"- -



部举行了第三次亚太安全对话会议，6月举行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

小组会议，① 两国国防部长和参谋部高层还保持着直通电话联系等。②

!" #$%&'()*+,-./

中美两军关系与两国相互之间的安全战略认知密不可分。中国在国防战略层

面对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一贯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在认识到美国的战略举措对中

国的安全利益形成挑战的同时，并未将美国视为潜在对手，也从未设想与美军进

行一场新的冷战或热战。2019年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白皮书将美国的安全战略

定性为：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奉行单边主义政策，挑起和加剧大

国竞争，大幅增加军费投入，加快提升核、太空、网络、导弹防御等领域能力，

损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强化亚太军事同盟，加大军事部署和干预力度，给亚太

安全增添复杂因素。③ 虽然从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中国就对

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持批评态度，但是中国并没有将把美国赶出亚太作为自己的

战略目标，而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努力走共建、共享、

共赢的亚太安全之路。④ 但是美国追求以自我为中心、单极主导的安全观，其国防

战略的目标是：确保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以及发展最有利于美国安全与繁荣

!“!""#!$ %&'(%) )( *("+%&,, -./.0123 145 ,6782.03 96:6/;<=640> ?4:;/:.4@

0A6 '6;</6’> %6<8B/.7 ;C *A.41 DEFG，!""#$%&' "：(&)&*!+,- *. -(&)&*!+,

/'01!$2/3”，43 5.5，6789 (:;<

# 《魏凤和应约与美国防部长通话》，人民网，=>89 年 88 月 ? 日，@AAB：CCDEFGHI

BJEBGJ<KEL<KMCM8C=>89C88>?CK8>>=NO8PO9Q>=<@ALG。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今

天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上将进行了电话交谈，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众

号，=>89 年 8= 月 P 日，@AABR：CCDDD<SKR<LTGC(JHT:C$JDRC$JDR。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白皮书，第一章，=>89 年 U 月，@AAB：CC

DDD<LEH<VEWIKMCFJVXG:AEF;C=>89N>UC=PCKEMAJMAYPZP?P=PI@AL。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 白皮书，第二章，=>8U 年 8 月 88

日，@AAB：CCDDDIRKTEIVEWIKMC[\]BRCO=ZO=C%EKXLJMAC8QO99>UC8QO99>U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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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秩序。① 中美在亚太安全战略上存在结构性矛盾。

美国对中国安全战略的认知极为负面，且将中国的发展定性为对亚太乃至全

球安全的潜在威胁。美国在 2017年 《国家安全战略》 中明确写道：“中国和俄罗

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中俄意图通过

削弱经济自由和公平、扩展军队以及控制信息和数据来压制社会和扩大自身影响

力。”② 美国在 2018年 《国防战略》 中进一步写道：“中国作为战略对手，以掠夺式

的经济活动胁迫邻国，同时在南海实施岛礁军事化。中国正利用其军事现代化和

影响力塑造对其有利的印太地区秩序。中国将继续追求军事现代化，以便在近期

取得印太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获得全球主导权。”③ 美国防部将中国正

常的军力发展定性为中国的军事“野心”与中国重要的 2021年、2035年和 2049

年经济和政治目标紧密联系，中国的军事目标是在 2035年完成军事现代化，到

2049年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事力量。美国认为，中国的目标是要

在亚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张其国有经济模式，重新定义对中国有利的地区秩序。④

针对中国军队的正常军力建设，美国认为中国军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越

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军队的“区域拒止 /反介入”战略目标就是阻止美国在印太

区域的军事介入和干预能力，包括美国干预台湾问题，以及干涉中国与邻国的领

土及管辖海域争端。美国认为中国的蓝水海军已经成为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实现

和维持战时控制能力的重大和全新挑战，最终会威胁到美国军队在西太平洋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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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优势地位。①

在核战略方面，中美在削减核武器和核不扩散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但

是随着特朗普政府的核战略调整，中国变成美国核战略的重要对手。中国始终奉

行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

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② 但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是不承诺在

冲突中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实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可能会削弱美国阻止

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侵略的能力，特别是在其不断增强的实施常规攻击能力方

面”。③ 在此基础上特朗普政府核战略更加突出了敌视中国的针对性———“中美之间

直接的军事冲突可能升级至核战争，因此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旨在防止中国错误

认为可以通过限制使用战区核武器来获得常规优势。……美国随时准备对中国的

常规与核打击做出反击”。④

在特朗普政府 2019年 8月退出 《中导条约》 后，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立刻表

示希望在几个月内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应对“中国威胁”。⑤ 显然美国已将中国放

在核军备竞争的对立面。

在大国竞争的战略框架下，美国国防部明确将中国确定为意图取代美国获得

全球主导权的潜在对手，甚至在 《印太战略报告》 中将中国视为威胁程度超过俄

罗斯的首要对手，因此遏制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任务。与美

苏冷战对立的关系不同，中国成为美国的对手，并不是中国现实追求的目标，而

是美国主观塑造的。当前客观现实是中国的整体军事实力还远落后于美国，但美

!“!"#$% &%'%( )*+,-$#.%/#*$：012(#3%/#*$4 5*- 6787 &%'9 !%2%:#(#/#,4，8;11%-9”，

!"#"$% &'，(')*，+,-#./$$0,-12 3/$/4.56 7/.805/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白皮书，第二章，:')* 年 ; 月，

6%%<：==>>>9?,@9A,895-=./A"21%,.B=:')*CD;=:E=5,-%/-%FEGEHE(E96%?。

#“<%$=,-4 *5 % &;3(,%- &* >#-4/ 64, ?*(#39”，I4B，(DJ*，KL MNM，6%%<$：==?/@049

@/O/-$/9A,8=(DJ*=P<.=DJ=(DD(JDGDD(=CJ=CJ=J=MPQRSTLCNUC!CQNCVWTLXCKLSCYNZ[+\9YMU9

$“][9 K9L9 L%.4%/A0/$ %, +,"-%/. +,-%/?<,.4.B X6./4%$，”&;3(,%- ?*4/;-, @,'#,A，

U/^."4.B :D)G，NOO05/ ,O %6/ L/5./%4.B ,O M/O/-$/9

% 《盟友否决后美防长改口：几年内不会在亚洲部署中导》，观察者网，:D)* 年 G 月

G 日，6%%<：==>>>9A"4-56495-=?020%4.BC4OO40.$=:D)*_DG_DG_`):;&*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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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方高层普遍认为中国军力已经在某些领域领先并将最终全面超越美军，这种

危机感和因此需做出对华战略调整在美国政府及国会已经成为广泛共识。美国在

安全战略层面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已经从根本上侵蚀了两军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

!" #$%&'()*%+,-./0123

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保持朝鲜半岛

稳定、预防地区紧张局势等传统安全领域有着较为广泛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在本

世纪初，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加强核安保、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和、

海上搜救、人道主义救援、打击跨国犯罪、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等非传

统安全领域，也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是随着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和美对华

战略竞争的深化，两国军事关系中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明显弱化，同时也影

响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意愿。

中美两军在亚太地区传统安全领域中面临的消极因素，主要是美国在中国与

海上邻国的领土争端和管辖海域争端中采取“偏袒”的立场，对地区安全稳定产

生负面影响。对于中日东海钓鱼岛主权争端，美国虽然官方宣称对钓鱼岛的最终

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是明确维护日本对钓鱼岛所谓的“管辖权”，采取偷换概念

的做法挑唆和支持日本对抗中国。2014年奥巴马成为第一个宣称美日同盟条约适

用于钓鱼岛的美国总统。① 2017年 2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重申美国帮助日本

防御攻击的承诺，并强调 《美日安保条约》 第 5条适用于钓鱼岛。② 近期日本政府

还透露消息，日美正在依据 2015年新修订的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共同制定军队

!!"#$% &'"()，“*+,-,：./"0)012 345/6/7 8"(/6 8.9:);)" </=16$%> ?6/,%>，”!"#

$%&'()*!，@;6$A BC，BDEC，F%%;2：GG%F/($;A4-,%H=4-GBDECGDCG4+,-,92/"0,0129=45/6/(9

1"(/69129I,;,"92/=16$%>9%6/,%>GH

"编者注：《美日安保条约》 第 J 条：缔约各方都认识到，在日本管理的领土上，对任

何缔约方的武装攻击都会危及本国的和平和安全，因此缔约方声明将依据各自的宪法规定

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威胁。任何此类武装攻击和因此采取的一切措施，应依据联

合国宪章第 JE 条的规定立即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采取了为恢复和维持

国际和平和安全所必需的措施后，缔约方采取的前述措施应停止。

KL- -



的作战计划，以应对中国可能在钓鱼岛采取的行动。①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没有解决

的情况下，美国不断强调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涵盖钓鱼岛，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与中

国对抗的野心，恶化了东海安全形势，也增加了中美两军在钓鱼岛海空域擦枪走

火的可能。

自 2015年以来，美国以所谓的“南海军事化”为借口，全面加强南海地区军

力部署及活动，直接导致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博弈加剧，削弱了两军在南海地区非

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意愿。针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美国以

各种方式选边站队，支持南海周边国家加大军力建设对抗中国。美国军方更加频

繁地公开其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展示航母编队、两栖攻击舰编队和战略轰炸机等

军力在南海的训练和演习，显示其介入南海问题的意图和实力。特朗普政府上台

后，美已经在中国南海岛礁附近实施了 22次“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的国内

立法和海洋政策主张。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根本目的是强行推行对国

际法的单方面主张，塑造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维护美国的安全同盟及伙伴

体系，制衡中国在南海的军力建设和影响力。

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方面，美国在 《国家安全战略》 《国防战略》 和

“印太战略”的框架下有其独立和全面的解决方案，自身军事力量以及与其同盟国

及伙伴国的合作是其主要依赖力量，与中国的合作并不是其关注重点。相反，美

国更在意中国的介入会弱化美国对同盟国和伙伴国的影响力，并挑战美在地区安

全事务上的主导权。美国的合作意愿已经被战略竞争需求所取代。

近年来美国军方频繁强调中美两军的合作应该以实际效果为导向，而不应停

留在形式和口头上———“在防务方面，我认为我们的衡量标准不应该是双方有多少

互动、有过多少次会面，而应该是互动的质量。也就是说，这些互动是否达到了

我们所设定的目标”。② 这反映出美国完全是以其单方意图为标准来看待中美两军

! !"#$%，“&'()* )*$ +, (-.* /%0*1 )2345 6%2789 289(%*98 1% :;0*898 1;28'19 1%

509(<185 =0)%"< >9-)*$9，”!"#$% &%'() *"+('(, -".$，?%@83A82 B，CDEF，;11(9：GGHHHI

9J3(IJ%3G*8H9G.90.G8.91K.90.G.210J-8GCLMLNMOG/'('*K'*5K<9K(-'*K/%0*1K'2345K6%2749K249(%*94K

7;0*494K1;24'19I

" 《美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 （P)*5" Q7;20@82） 在 CRLO 年 LL 月 M 日

华盛顿讨论会的讲话》，美国之音，CDLO 年 LL 月 O 日，;11(9：GGHHHI@%)7;0*898I7%3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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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期美国频繁批评中国对执行联合国针对朝鲜的禁运令

持消极态度，以及所谓的干扰美军在中国近海执行这项禁运令。尽管美军方高官

一再强调未来与中国军队在进行竞争的同时，也会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① 但从

近两年两军缺乏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具体合作项目的情况来看，这种对两军合作期

望的表述更多出于政治考虑。

另外，还有一个制约中美军事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美国与台湾地区保

持着军事交往。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台独分裂势力是当前中国面临的

首要国家安全威胁和挑战，但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企图维护所谓的台

海现状，为两岸和平统一制造了不少障碍。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加速深化与台湾

地区的军事关系。2018至 2020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明确提出要邀请台湾地区的

军队参加“红旗”演习等军事演习，扩大美国军队与台湾军方的高层级军事交流

和联合训练，支持美国医院船访问台湾地区，重提“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

证”，支持台湾地区的不对称防御战略的能力。2019年 《印太战略报告》 继续渲

染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威胁，并强调美方需要采取措施扩大与台湾地区的合作：

“中国从未放弃 （对台湾地区） 使用武力，并继续发展和部署潜在军事行动所需的

先进军事能力。国防部将致力于向台湾地区提供必要的国防设施和服务，使台湾

地区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② 在军售方面，特朗普政府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共

达成五次总计 12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其中，2019年 8月，特朗普政府决定批准

80亿美元的对台重大军售方案，包括 66架新的 F-16V战斗机以及相关设备，也

成为有史以来美国对台军售金额最大的一次。

!" #$%&'()*+,-./0123

与中美两国的经贸、外交和文化关系不同，中美军事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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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不相互依赖的独立性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两军关系并不直接与两

国经贸或其他领域关系的波动相联系，有利于保持自身稳定。缺点是由于没有直

接的利益瓜葛，军事关系也极有可能成为双方相互施压的政治工具或筹码，成

为两国关系中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领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军事关系与国家安

全密切相关，军事关系的恶化又会极大增加发生危险事件乃至引发冲突和危机的

可能。

中方对中美两军关系的定位是：按照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的原则，积极稳妥处理同美国的军事关系，努力使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

器，为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作出贡献。① 尽管美方没有完全

接受中方确定的两国及两军关系总体定位，但是在保持总体关系稳定方面与中方

的定位基本相同。2018年美国 《国防战略》 明确：最长远的目标是使中美两国间

的军事关系走上一条透明、互不侵犯的道路。美国 《国防战略》 提出的核心目标

是与中国建立长远的、透明的、相互尊重的军事关系。美国可以国际法为准绳，

与中国开展战略对话，以降低误判的风险。例如，美国与中国展开双边军事接触，

包括高层互访、政策对话与交流。美国将通过军事接触，鼓励中国维护共同秩序，

并在利益一致的领域保持合作。② 美国政府“希望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

力量”。③

当前两国高层都将两军关系确定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或稳定力量，未来如何

更好地发挥这种稳定器作用，或许是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推动两军关系发展

的着力点。基于两军关系现状，稳定器的核心就是要聚焦管控分歧和预防冲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白皮书，第六章，!"#$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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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保持现有沟通管道的畅通是发挥稳定器作用的前提，这包括两国国防部热

线、国防部负责和参与的对话磋商机制，以及促进更多的军方高层互访。第二，

落实已经签署的增进军事互信和危机管控协议，以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行事，避

免行动层面的误解误判。这其中包括两国国防部签署的“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

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备忘录。第三，在国家高层的安全对话

中，进一步扩展两军在核安全、网络、外层空间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沟通交流，

防止在战略层面发生误解和误判。

作为亚太地区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大国，中美军事关系的状态直接影响到亚

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美军事关系沿着建设性的轨道前进，则整个亚太地区的

总体和平可期。中美军事关系恶化，会增加两军间摩擦、碰撞，甚至是冲突的可

能，也必然危及地区稳定。鉴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强调依托其前沿部署的军队

与同盟和伙伴国的力量，美国预设的战场都是在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中美之间

在亚太地区发生任何军事冲突，都会将地区各国裹挟其中。当前在亚太地区，美

国正把中美两军关系拖入一种“安全困境”。美国将中国视为“战争竞争对手”，

保持大量的前沿驻军，巩固和发展军事同盟关系，针对中国进行高强度的军事活

动，不断加深中国的“被威胁感”，使得中国不得不建设适度的军事力量来保卫自

己的国家安全。这种“安全困境”非亚太地区的福音。中美双方只有维护两军关

系良性发展的主线，才能破解“安全困境”，抓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使两

军关系成为维护地区繁荣与发展的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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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2.13

—

2.23

“金色眼镜蛇”

年度演习

美 国 与 29

个伙伴国家

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安全演习之一，旨在加

强区域合作，提高参与国打击海盗、人道主

义援助和救灾等多边行动合作的能力

印太地区

2.14

—

3.2

“对抗北方 2018”

演习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年度演习，多国参加培训活动、人道主义救

援与减灾演习，增强地面和空中的互操作性

关岛安德森空

军基地

2.23

—

6.21

“太平洋伙伴关系

2018”年度演习

美 国 、 日

本、越南等

10个国家

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救援与减灾演

习，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每年与地区政府

和军队以及人道主义和非政府组织合作部署

的行动

印太地区

5.4

—

5.9

“科莫多”演习

印度尼西亚

与 30多个

国家

两年一次的演习，重点为提高合作计划、人

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以及提高海洋领域感知

能力

印度尼西亚龙

目岛附近海域

5.7

—

5.18

“肩并肩”联合军

演

菲律宾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年度演习，以共同防御、反恐、人道主义援

助和救灾为重点
菲律宾吕宋岛

5.13

—

5.24

“枫叶决心 2018”

演习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法国

在北美举行的最大规模的盟军演习，旨在提

升多国互操作性

加拿大阿尔伯

塔省温赖特机

动训练中心

6.7

—

6.22

“红旗 -阿拉斯

加”演习

美国

日本

新加坡

英国

演习在模拟的作战环境中进行实战训练 阿拉斯加

6.7

—

6.16

“马拉巴尔”演习

美国

印度

日本

演习目的是应对海洋安全面临的各种共同威

胁，近年来规模不断扩大，复杂性不断增加
关岛附近海域

!"- -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 （2020）

!"

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6.14

—

6.28

“可汗探索 2018”

演习

美国、蒙古、澳大

利亚、不丹、中国

等 26个国家

演习旨在开展和平支持行动，

为参与者获得联合国的培训和

认证，包括增强和改善联合国

维和行动的互操作性和参与国

之间的军事关系

蒙古五山训练区

6.27

—

8.2

“环太平洋 2018”

联合军演
美国等 25个国家

两年一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国际多边海上演习。原计划邀

请中国参加，后美国收回邀请

夏威夷群岛和南加

州附近

7.18
“ 2JA2018” 水 雷

战演习

美国

日本

印度

年度演习，目的为提高区域盟

友和合作伙伴之间的扫雷能力
日本

7.31

—

8.17

“黑暗行动 2018”

演习

美国、澳大利亚等

15个国家

演习每两年一次，旨在提高飞

行操作能力和熟练度，并保持

合作国家之间的互操作性

澳大利亚达尔文

8.27

第 17届东南亚

合作和训练

（SEACAT） 演习

美 国 、 菲 律 宾 等

9国

演习包括研讨会和实兵演练，

重点是通过合作和协调信息共

享来提高对海洋领域的认识

新加坡

菲律宾马尼拉等

9.6

—

9.13

“卡卡杜”演习
美国、澳大利亚等

27国

演习每两年一次，是澳大利亚

海军的主要演习
澳大利亚达尔文

10.1

—

10.10

“海上勇士合作”

演习

菲律宾

美国

日本

演习突出美国和菲律宾军队之

间的伙伴关系，重点是反恐、

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

吕宋岛等

10.29

—

11.8

“ 利 剑 2018” 演

习

美国

日本

加拿大

两年一次的野战演习，旨在提

高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战备能

力和互操作性

日本本州岛、冲绳

岛，关岛，天宁岛

及其附近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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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1.15

—

2.2

“突击吊索 2018”

演习

美国

新加坡

“突击吊索”演习是美国与新加坡

空军从 1990年开始每年都举行的

联合演习，演习旨在提升空中战

术、技术和程序的战术协调

新加坡帕亚利巴空军

基地

2.7—

2.11

“ 铁 拳 2018” 演

习

美国

日本

演习旨在发展互操作能力，增强

两栖作战能力
南加州海岸

2.16

—

2.23

“弹性盾牌”年度

演习

美国

日本

舰队综合训练联合演习，重视导

弹防御能力
日本横须贺

3.8—

3.14

“ 多 帆 2018” 年

度演练

美国

日本

演习旨在提高美日部队之间的实

战互操作性
菲律宾海域

3.12

—

3.23

“对抗西方”年度

演习

美国

印度尼西亚

演 习 旨 在 推 进 空 军 互 操 作 性 ，

发展美国和印尼空军之间的伙伴

关系

印尼

4.25

—

4.30

“守护海”演习
美国

泰国

演习旨在提高两国海军在反潜战

中的协同能力，改善两国海军之

间的信息共享

安达曼海

5.14

—

5.26

“ 虎 油 2018” 演

习

美国

新加坡

一年一度的美陆军组织的“虎油”

演习是新加坡军队参与的持续时

间最长的双边军事演习

夏威夷等

6.16

—

7.1

“ 哈 默 尔 2018”

演习

美国

澳大利亚

演习增强与盟国伙伴的战术和可

持续互操作性
澳大利亚昆士兰

6.14

—

11.16

“海上战备与训练

合作”系列演习

美国分别和泰

国、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

文莱进行双边

演习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与各国海

军进行双边海上和岸上联合演习

泰国芭提雅、印尼雅

加达、马来西亚科塔

基纳巴鲁、南海

7.9—

7.17

“ 萨 马 2018” 海

事训练活动

美国

菲律宾

演习旨在加强两国海军之间的密

切合作

俄内斯托·奥格比纳

海军基地

7.16

—

7.20

“对抗台风 2018”

演习

美国

马来西亚
两年一次的空军战术演习

马来西亚苏浜空军

基地

7.23

—

8.3

“马来短剑打击

2018”演习

美国

马来西亚

美国希望演习重点改善美国和马

来西亚之间的互操作性，马来西

亚则侧重于提升双边救灾能力

马来西亚新那旺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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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7.30— “鹰盾 2018”演习
美国

印度尼西亚

美国太平洋陆军与印度 -太平洋

地区盟友和伙伴国的一系列多边

军事行动之一

8.20—

8.28
“哈努曼卫士 2018”演习

美国

泰国

一项双边陆军演习，演习旨在加

强美国和泰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力

和互操作性

泰国萨拉布里泰

国皇家陆军骑兵

中心

8.31—

9.14
“雷霆崛起 2018”演习

美国

日本

演习旨在加强美国和日本军队的

伙伴关系，提高部队的战备状态

及联合作战能力

华盛顿亚基马训

练中心

9.16—

9.29
“准备战争 2018”演习

美国

印度

演习包括培训和文化交流，提高

联合能力
印度新德里

12.3—

12.14
“对抗印度 2019”演习

美国

印度

演习旨在通过现有能力，提高空

勤人员战斗能力，加强美印相互

合作

印度卡莱昆达空

军基地和阿尔詹

辛格空军基地

12.7—

12.19
“森林之光 19.1”演习

美国

日本

演习每半年举行一次，增强美国

和日本的集体防御能力
日本大分县

12.10

—

12.16

“山樱 75”演习
美国

日本

第 37届年度演习，训练美国陆

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联合统一

陆地行动中保卫日本的能力

日本北海道

!"#$#$%&'

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1.14

—

1.22

“海龙”年度演习
美国、韩国、澳大

利亚
反潜战演习 （ASW）

关岛安德森空

军基地

2.12

—

2.22

“金色眼镜蛇”年

度演习

美国、泰国、日本、

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韩国、新加

坡、中国、印度

演习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野外作战

训练演习 （FTX）、人道主义援助

（HCA）、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

泰国

2.18

—

3.8

“对抗北方 2019”

年度演习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太平洋空军组织的最大规模的多

边演习，目的是加强美国空军、海

军、海军陆战队，日本航空自卫队和澳

大利亚空军之间的多边空中行动能力

关岛安德森空

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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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3.4

—

5.29

第 14届 “ 太

平洋伙伴”年

度演习

澳大利亚、加拿大、

日本、马来西亚、秘

鲁、菲律宾、韩国、

泰国、英国和美国

演习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每年与地

区政府和军队以及人道主义和非政府

组织合作进行的人道主义救援与减灾

行动

印度洋 -太平

洋地区

3.11

—

3.22

第 25届

“COPE老虎”

演习

美国

泰国

新加坡

第 25次年度大规模多边空军演习，

目标在于增强印太地区的互操作性
泰国呵叻

4.1

—

4.12

“肩并肩 2019”

演习

美国

菲律宾

澳大利亚

第 35次年度多边演习，原本是美菲

双边演习，澳近年加入，进行两栖作

战、实弹训练、城市作战、航空作战

和反恐反应

菲律宾吕宋岛、

巴拉望岛和明

多洛岛

4.30

—

5.13

2019年东盟防

长扩大会暨海

上安全演习

美国、东盟、中国等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 （ADMM+） 海上

安 全 实 兵 演 习 ， 目 标 在 于 加 强

ADMM+国家之间的合作，促进信

息共享、互操作性提高和多国应对

海上安全问题

以韩国釜山开

始，到新加坡

结束

5.2

—

5.8

共同巡航

南海多边训练

美国

印度

日本

菲律宾

美国海军、印度海军、日本海上自卫

队和菲律宾海军舰艇联合在南海海域

巡航

南海

5.8
“ 枫 叶 决 心

2019”演习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共 5500名士兵参加。加拿大军队参

加的最大规模的年度演习，演习中士

兵将在真实、复杂和严酷的环境中训

练战斗技能，还将测试其与盟军的融

合能力

加拿大

5.14
“ 拉 贝 鲁 兹 ”

演习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法国

美国海军、澳大利亚海军、日本海上

自卫队舰艇和法国海军航空母舰“戴

高乐”号及其护卫舰在孟加拉湾海域

举行联合军演，舰艇进行了编队航

行、实弹射击、通信、搜救、损害控

制和人员转移等训练

孟加拉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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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5.22

—

5.28，

11.20

“太平洋先锋队”

演习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四国 3000多人参加演习，旨在提高航

海技能和加强海上务实合作，演习包

括实弹演习、防空作战、反潜作战和

海上补给。该演习 5月和 11月分别举

行了一次

关岛和马里亚纳群

岛附近

6.6

—

6.21

“红旗 -阿拉斯

加 19-2”演习

美国

日本

韩国

泰国

美国组织的多边军演，日本航空自卫

队、韩国空军以及泰国皇家空军的飞

行员参加，内容包括交换战术、技术

和程序，提高互操作性

阿拉斯加

7.18
“2JA 2019”水雷

战演习

美国

日本

印度

本次演习是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

队年度演习系列的一部分，2019年印

度海军再次加入，演习提高了水雷对

抗作战能力

日本北部海岸

8.1

—

8.16

“红旗 -阿拉斯

加 19-3”演习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空军、英国皇家空军、澳大利亚

皇家空军和加拿大皇家空军约 1500名

相关人员、100多架飞机参加。演习

在模拟战斗环境中提供逼真的训练，

改进战术交流技巧和程序，提升飞行

员之间的互操作性

阿拉斯加

8.19

—

8.31

2019爆炸物处理

演习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

进行爆炸物处理 （EOD） 训练，提高

技能并加强相关合作

关岛和马里亚纳群

岛靶场

8.19

第 18届东南亚

合作与训练

（SEACAT） 演习

孟加拉国、文

莱、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菲

律 宾 、 新 加

坡 、 斯 里 兰

卡、泰国、美

国和越南

演习总共包括 14艘舰船和 400多名人

员。美国海军驱逐舰第 7中队、第 72

特遣队的 P-8飞机、第 73特遣队、

美国海岸警卫队海上安全应对小组

（MSRT） 和 太 平 洋 战 术 执 法 小 组

（PACTACLET） 参加。演习包括互

访、登舰、搜查和抓捕 （VBSS），海

上领域感知和船舶跟踪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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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9.2

—

9.6

美国 -东盟海

上联合演习

（AUMX）

美国和东

盟十国

这是美国和东盟举行的首次海事演习，演习包

括来自 7个国家的 8艘军舰和 4架飞机，以及

1000多名人员。演习中，东盟成员国和美国军

队在联合特遣部队结构下一起工作，进行强化

互操作性的实战训练，互访、登舰、搜查和抓

捕 （VBSS），海上领域感知，船舶跟踪

泰国梭桃邑

海军基地举

行开幕典礼

9.26

—

10.4

“马拉巴尔”演习

日本

印度

美国

演习包括日本近海的岸上和海上训练，集中于

高端作战技能，专家和专业交流，联合作战，

海上巡逻和侦察作战，潜艇搜索，水面和反潜

作战，医疗，损害管制，直升机作战和互访、

登船、搜查和抓捕 （VBSS） 行动

日本佐世保

海岸

10.1
“北极铁砧 2019”

演习

美国、加

拿大等

第 815空运中队和第 327空降中队的预备役飞

行员为美国陆军联合部队提供空运和空投支持

美国密西西

比州谢尔比

营联合部队

训练中心

10.9

—

10.18

“海上勇士合作 3”

演习

美国

菲律宾

日本

美国、菲律宾和日本举行的第三年演习，以提

升多国军队的互操作性、战备和能力。美国和

菲律宾军队进行两栖作战、实弹训练、城市作

战、航空作战和反恐行动。日本自卫队与美国

和菲律宾军队一起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训

练。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

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了一次多边两栖登陆

菲律宾吕宋

岛和巴拉望

岛

11.4

—

11.15

“太平洋延伸”演

习 （PACREACH）

美国

澳大利亚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新加坡

三年一次的多边潜艇营救演习，由亚太潜艇会

议倡议。演习旨在提升亚太潜艇会议主办的国

际潜艇救援组织之间的互操作性。演习目标包

括通过模拟潜艇救援，利用各国家的潜艇、潜

艇救援设备和平台展示逃生和脱险救援 （SAER）

能力

西澳大利亚

舰队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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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11.11“儒艮”演习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英国

新西兰

来自 5个国家的水雷和爆炸物处理专家参加。

五国的水雷作战和潜水队一起进行为期两周的

演习，演练水雷作战和潜水打捞技术及程序

澳大利亚花园岛

附近

11.18
“3JA2019”水

雷战演习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3JA演习是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 2019年

年度演习系列 （ANUALEX 19） 的第三次反水

雷演习。澳大利亚海军再次参加。美国海军

“先锋”号 （USSPioneer） 扫雷舰参加。演习

旨在提高反水雷行动的熟练程度，重点演练反

水雷战术，包括扫雷、猎雷和探雷

日本西南海岸

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1.11

—

1.16

南海联合执行任

务中的演习

美国

英国

美国“麦克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 （DDG 85）

和英国海军“阿盖尔”号护卫舰 （F231） 在南

海联合行动，双方进行了通信演习、人员交流

南海

1.17

—

2.1

双边空军特遣队

交流演习

美国

菲律宾

美国空军 F-16战机从韩国昆山空军基地部署

到菲律宾巴沙空军基地，与菲律宾军队进行飞

行和训练，作为定期举行的双边空军特遣队交

流 （BACE-P） 的一部分

菲律宾塞萨尔巴

萨空军基地

1.28

—

2.7

“ 哈 努 曼 卫 士 ”

训练演习

美国

泰国

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组织，美国陆军和泰国

皇家陆军参加演习，旨在加强军队间的伙伴关

系、互操作性和任务准备

泰国尼姆曼科拉

尤特军营

1.15

—

2.8

“铁拳 2019”年

度演习

美国

日本

演习重点是火力及机动攻击、两栖侦察、人员

计划、后勤支援、医疗、火力支援和两栖登陆

行动，2019年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携带自己

的两栖突击车辆参加演习

南加州

2.4

—

2.15

“森林之光 19.2”

演习

美国

日本

演习每半年一次，约 40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

陆战队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参加演习

日本本州岛主岛

上大阪东北部的

艾巴诺机动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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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2.22

—

3.1

“弹性盾牌

2019”年度演习

美国

日本

基 于 计 算 机 模 拟 的 舰 队 综 合 训 练 联 合

（FST-J） 年度演习，2019年“弹性盾牌”演

习专注于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船和美国海军第

七舰队前沿部署舰船的弹道导弹防御训练

美第七舰队司令

部等该地区的指

挥中心

2.27

—

2.28

“守卫和保护

2019”演习

美国

日本

演习是为美国在日本的主要军事基地设计训

练场景，以配合日本陆上自卫队确保日本各

地的设施和地区在发生紧急行动时的安全

美军在日本的板

妻驻屯地

3.4—

3.24

“ 萨 拉 克 尼 布 ”

年度演习

美国

菲律宾

演习由美国太平洋陆军和菲律宾陆军参加，

目的是加强美国和菲律宾的国防战备和战术

互操作性，包括野外作战训练 （FTX）、双边

指挥所演习 （CPX）、专家交流 （SMEEs）、

合作卫生项目 （CHE） 和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HCA）

菲律宾帕拉延

3.7—

3.15

“贝尔萨马勇士”

演习

美国

马来西亚

双边联合指挥所演习，旨在发展和提高其计

划和开展联合行动的集体能力
马来西亚吉隆坡

3.11

—

3.15

“ 克 里 斯 打 击 ”

年度演习

美国

马来西亚

第 24次年度演习，由多个专题的专家交流组

成，旨在开发快速响应危机的能力，提高互

操作性和任务效率，今年主题是在印度洋 -

太平洋地区建立区域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能

力的战术、技术和程序

马来西亚双溪

武洛营地

3.11

—

3.29

“钻石盾牌

2019”演习

美国

澳大利亚

两年一度的双边演习，澳大利亚空军学员训

练的一部分，目标是为澳大利亚空军空战中

心提供训练支持，同时为美国和澳大利亚空

军提供联合训练，提高互操作性

澳大利亚皇家空

军达尔文基地

3.13
韩国 2019打 捞

演习（SALVEX）

美国

韩国

第 35次 SALVEX演习，今年双边交流的重点

是潜水和打捞联合作业以及专题专家交流，

两国海军的潜水员参加了全任务剖面打捞作

业，包括使用侧扫声纳和遥控操作潜航器

—

4.7—

4.12
“守护海”演习

美国

泰国

美国海军和泰国海军举行的第 8次反潜战

（ASW） 演习，旨在加强互操作性，并加强在

各种条件下跟踪潜艇的程序

安达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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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4.11

—

4.29

“ 勇 敢 标 志 ”

年度演习

美国

新加坡

新加坡武装部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的年度

双边演习，今年是第 23次，内容包括联合计划

和进攻作战、实弹射击、丛林训练和城市作战

训练

新加坡

5.6

—

5.26

“ 钻 石 风 暴 ”

演习

美国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空军学员训练的一部分，演习重点加

强空中合作倡议，加强美国空军与澳大利亚军

队合作的能力

澳大利亚皇家空

军达尔文基地

5.13

—

5.17

“比弗利早晨

19-01”演习

美国

日本

演习每年举行多次，旨在通过训练和实践技能

来提高基地的战备程度，横田空军基地完成了

模拟的紧急反应行动，包括快速修复机场损伤

日本横田空军基

地

5.14 联合搜救演练
美国

菲律宾

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舰博索夫号 （WMSL750）

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进行了联合搜救

演习

马尼拉以西海域

5.28

—

6.8

海上合作战备

和 训 练 演 习

（CARAT）

美国

泰国

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以及泰国

皇家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启动了第 25届年度海上

合作战备和训练演习 （CARAT）。CARAT是美

国海军在东南亚组织的历史最悠久的区域演习，

泰国皇家海军自 1995年以来一直参与

泰国梭桃邑海军

基地

6.10

—

6.12、

6.20

合作部署
美国

日本

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和日本海上自卫

队“出云”号直升机航母 JSIzumo（DH 183）、

“村雨”号驱逐舰 JSMurasame（DD 101） 和

“曙”号驱逐舰 JSAkebono（DD 108） 联合部

署。四艘舰船进行了通信训练、战术机动演习

和联络官交流

南海

6.10

—

6.22

水雷演习
美国

日本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水雷战部队每年在硫磺岛实

施演习，是太平洋区域最大的水雷演习。此次

演习中美国海军爆炸物处理 （EOD） 部队第一

次被邀请参与演习，以往美国海军 EOD部队只

派观察员

日本硫磺岛

6.14
机 动 和 通 讯

演习

美国

印度

“穆塔”号两栖船坞运输舰 （LPD 26） 搭载第

11海上远征分队的人员，与印度海军“兰维杰”

号驱逐舰 INSRanvijay进行机动和通讯演习

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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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6.17

—

6.28

“ 对 抗 西 方 ”

演习

美国

印度尼西

亚

演习旨在促进互操作性，约 100名美军与印度

尼西亚空军人员、12架飞机参与演习，包括

美国空军第 14战斗机中队的 6架 F-16CM

/DM战斗机、三泽空军基地的第 35战斗机联

队和印度尼西亚空军的 6架 F-16战斗机

印度尼西亚北苏

拉威西省万鸦老

Sam Ratulangi国

际机场

6月底

—

8月初

“ 护 身 佩 剑

2019”演习

美国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与美国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双边演习，

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

等 18个国家的 34000多名军事人员参加。演

习旨在提升澳大利亚和美国军队之间的战备状

态和互操作性

澳大利亚罗克汉

普 顿 Shoalwater

Bay训练区

7.15

—

7.25

海上航空支援

活 动 2019演

习 （MASA）

美国

菲律宾

海上航空支援活动是美国和菲律宾每半年举办

一次的军事演习，重点是相互防御、反恐和人

道主义援助以及救灾。此次演习的重点是建立

互操作性，并提升菲律宾军队和美国军队的能

力

菲律宾

7.29

—

8.12

“ 车 轮 2019”

演习

美国

斐济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举办的演习针对步兵训

练，在瓦努阿岛及其周边实施人道主义援助

瓦努阿岛及周边

地区

8.1

—

8.7

海上合作战备

和训练演习

（CARAT）

美国

印度尼西

亚

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以及印尼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共数百名人员参加。包括岸

上和海上训练，搜查和扣押演习、机动潜水和

打捞训练、火炮演习、爆炸物处理 （EOD）

演习、丛林战训练以及海上医学、航空、法律

和爆炸物处置的专家交流

印度尼西亚泗水

8.14

—

8.19

马来西亚海事

培训活动

2019（MTA）

美国

马来西亚

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以及马来西亚皇家海军

数百人参加，演习目标是增强海军的协同作战

能力

马来西亚卢穆特

海军基地

8.19

—

8.30

“哥鲁达盾牌

2019”演习

美国

印度尼西

亚

演 习 是 “ 太 平 洋 通 道 19-03” （Pacific

Pathways19!03） 的第三次演习，以双边军事

训练为主，包括专家交流和实弹演习，目的为

增强两军的战备和互操作性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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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8.28

—

9.13

“雷霆崛起 2019”演

习

美国

日本

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举办的年

度演习，是“太平洋通道 19-03”演

习的一部分。演习分为两个阶段，分

别是连 /排单边和双边训练，最后进

行双边实弹演习

美国华盛顿州雅吉

瓦训练中心

9.5

—

9.18

“准备战争 2019”联

合训练

美国

印度

美国陆军第 7步兵师和印度陆军第 99

山地旅参加联合训练

美国华盛顿州刘易

斯 -麦克德联合

基地

9.5

—

9.24

“东方之盾 2019”联

合演习

美国

日本

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双边训

练演习，旨在通过测试多领域和跨领

域作战概念来提高互操作性

日本东近江市军营

9.16

—

9.23

“善行的回声”参谋人

员演习 （STAFFEX）

美国

印度尼西

亚

演习是美国印太司令部与印度尼西亚

武装部队之间的参谋人员联席会议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9.27

—

10.10

“ 太 平 洋 狮 鹫 2019”

海 军 演 习 （CARAT

的延伸演习）

美国

新加坡

美新两国长期海上伙伴关系中最高级

的海军训练。包括岸上和海上行动：

两栖作战计划、反潜作战演示和海上

补给。10月 1日，进行击沉演习

（SINKEX），使用实弹击沉了 170海

里外退役的美国海军“福特”号护卫

舰 （FFG 54），训练了瞄准和实弹射

击海上目标的战术

关岛附近海域

9.30

—

10.5

“猛虎一击 2019”演

习

美国

马来西亚

演习侧重于通过人道主义援助、救

灾、两栖作战和丛林作战行动的演

练，加强联合军事行动的互操作性，

提高战备状态，同时促进两国军队的

文化交流

美国海军“绿湾”

号 船 坞 运 输 舰

（USSGreenBay，

LPD 20） 上

10.7

—

10.20

2019年 海 上 合 作 战

备和训练 （CARAT）

演习

美国

文莱

美国海军“哈珀斯渡口”号两栖船坞

登陆舰 （LSD 49） 和第 11海军远征

分队抵达文莱，与文莱皇家武装部队

（RBAF） 进行演习

文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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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1.20

—

1.30

“海龙 2020”

演习

美 国 、 澳 大 利

亚 、 日 本 、 韩

国、新西兰

美国海军、澳大利亚空军、日本海上自卫

队、韩国海军和新西兰海军一起进行的多

国军演

关岛

2.12

—

2.28

“ 应 对 北 方

2020”演习

美国、日本、澳

大利亚

美军、日本航空自卫队和澳大利亚空军共

出动 100多架飞机，约 2000名军事人员。

演习内容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救灾演习、

打击任务训练、空战战术和大规模力量部

署训练

北马里亚纳群

岛联邦和密克

罗尼西亚联邦

2.9

—

2.14

“太平洋护卫

20-1”

美国、日本、澳

大利亚

约 60名美国空军、美国海军陆战队、日本

航空自卫队和澳大利亚空军安全部队人员

参加

关岛安德森空

军基地附近的

太平洋地区训

练中心

!"

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10.27

—

10.31

灾难响应演习和交流
美国

孟加拉国

美国太平洋陆军、国民警卫队和孟加拉

国政府及军队参加，演习模拟了大规模

地震响应和救灾反应

孟加拉国达卡

11.4

—

11.7

孟加拉国“海上合作

战备与训练 2019”演

习

美国

孟加拉国

演习内容包括机动潜水和打捞、工程、

航空、水文、海域感知和海事法律，以

及利用 P-8飞机进行搜索和救援，对目

标船只进行跟踪

孟 加 拉 国 吉

大港

11.13

—

11.21

“老虎胜利”演习
美国

印度

美国和印度举行的三军两栖演习，并训

练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响应能力。演习

包括参谋人员计划制定，模拟人道主义

援助和救灾部队两栖登陆

印 度 维 萨 卡

帕 特 南 和 卡

基纳达附近

12.9

—

12.15

“山樱 77”演习
美国

日本

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自 1982年

以来组织的年度演习，目的是增强相互

之间的战备和互操作性，演习通过实时

模拟演练多域和跨域行动。每年的演习

地点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5个防区之间

轮换

日本东部防区

朝霞军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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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2.25

—

3.6

“金色眼镜蛇

2020”演习

美国、泰国、韩国、

日本、马来西亚、新

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数十个国家以观察员

身份参加

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自

1982年起每年举办。演习内容包括两

栖攻击演示、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

（NEO）、人道主义行动、扫雷、网络

攻防技术、联合兵种实弹演习

泰国

!"!"#$%&'

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1.18

—

1.31

“森林之光”演

习

美国

日本

超过 145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31海上远征部队人员与约 500名日本陆上

自卫队人员进行演习，提升协同作战能力

日本九州

1.26

—

2.8

“北部毒蛇”演

习

美国

日本

双方地面部队和航空部队进行的双边联合

演习和实弹训练

日本北海道北大田

和八重松训练区

2.1

—

2.6

“应对南方”演

习

美国

孟加拉国

太平洋空军组织的双边战术空运演习。美

国空军 60人和 2架 C-130J超级大力神运

输机，孟加拉国 空军 100人 和 3架 C

-130飞机参加

孟加拉国达卡 BAF

Kurmitola营地

2.24
“ 弹 性 盾 牌

2020”演习

美国

日本

“弹性盾牌”是一项计算机模拟的舰队综

合训练年度联合演习，重点演练弹道导弹

防御 （BMD）

日本横须贺

2.3

—

2.14

“铁拳”演习
美国

日本

美军“珍珠港”号 （LSD 52） 和“波特兰”

号 （LPD 27） 两栖舰艇、400名海军陆战

队员参加，演练美日联合部队两栖作战

—

2.24

—

5月

下旬

“哈努曼卫士”

演习

美国

泰国

增强美国陆军和泰国陆军作战能力的年度

演习，演习活动包括军事决策、排和连级

野战训练和实弹演习

泰国

1—2

月

联合交流训练

（JCET）

美国

菲律宾

美国国防部组织的训练活动，2019年组织

了 7次。本次训练由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

菲律宾特种部队参加，涉及多个反恐主题

巴拉望岛

2.21

—

2.23

丰桥救灾演习
美国

日本

双边联合救灾演习，由美国空军与日本自

卫队参加
日本横田空军基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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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名称 参与国 类型及目标 地区

2.29
双边高级作战

训练 （BAWT）

美国

日本

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参加，演习重点是提

升联盟部队的战备和作战能力，包括海上安全行

动、反潜和防空演习

—

2.28

—

3.9

“北极边缘 20”

演习

美国

加拿大

2020年在阿拉斯加举行的最大规模的联合演习，

约有 1000名美国军人与加拿大武装部队人员参

加

阿拉斯加

3.7
舰队认证演练

2020

美国

澳大利亚

美军一架 P8-A“海神”巡逻机与澳大利亚海军

进行演习
—

3.11

—

3.20

“ 贝 尔 萨 马 勇

士”演习

美国

马来西亚

美国印太司令部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举办的年度

双边联合演习。2020年的演习是一次参谋演习，

华盛顿国民警卫队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参加，演

习涉及军事决策过程、多国部队的标准操作程

序、反恐和人道主义援助任务

马来西亚

3.27
太平洋WEASEL

演习

美国

日本

美国驻日本三泽空军基地第 13和第 14战斗机中

队参加演习

日本三泽空军

基 地 德 劳 恩

靶场

4.2
阿曼达海联合

行动

美国

日本

“加布里埃尔·吉福德斯”号滨海战斗舰 （USS

GabrielleGiffords） 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照月”号

驱逐舰 （DD 116） 在安达曼海进行作战演练

安达曼海

4.9

—

4.11

东海联合行动
美国

日本

“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USSAmerica（LHA 6）

搭载第 31海上远征部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

“曙”号驱逐舰 JSAkebono（DD 108） 在菲律宾

海和东海进行一系列协同行动

东海

4.13

—
南海联合行动

美国

澳大利亚

美国海军和澳大利亚海军在南海进行联合行动。

4月 18日，澳大利亚海军“帕拉马塔”号护卫舰

HMASParramatta（FFG 154） 与美国海军“邦克

山”号导弹巡洋舰 USSBunkerHill（CG 52）、

“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USSAmerica（LHA 6）、

“巴里”号导弹驱逐舰 USSBarry（DDG 52） 进

行联合行动和演习

南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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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任务 参加情况 地区

2018年 3月

至 6月

第 13次“太平洋伙伴任务”。

美军和东道国进行医疗、工程、

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方面的技

术专业交流，社区参与活动

美国海军“布伦瑞克”号快速

运 输 舰 （USNS Brunswick）

和美国海军“仁慈”号医院船

（USNSMercy），800多名美

国和盟国军事人员、东道国人

员及非政府组织

“仁慈”号医院船赴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斯里兰卡、越南

和 日 本 ， “ 布 伦 瑞

克”号赴密克罗尼西

亚、帕劳、马来西亚

和泰国

2018年 6月

至 9月

第 12次“太平洋天使”行动。

任务包括一般健康、牙科、眼

科、儿科和工程项目以及专家

交流。包括在越南为学校、诊

所和社区中心提供维修和翻新

服务

美国、东帝汶、越南、澳大利

亚、瓦努阿图军队，当地非政

府组织成员

东帝汶、越南、瓦努

阿图、斯里兰卡

2019年 3月

至 5月

第 14次“太平洋伙伴计划”。

美军工程、医学和救灾领域的

专家与东道国合作开展社会行

动项目、社区卫生交流、医学

研讨会和救灾培训活动

美 国 海 军 “ 布 伦 瑞 克 ” 号

（USNSBrunswick） 和“秋季

河 ” 号 （USNS FallRiver）

快速运输舰。澳大利亚、加拿

大、日本、马来西亚、秘鲁、

菲律宾、韩国、泰国、英国和

美国的 500多名军事和文职人

员

马 绍 尔 群 岛 、 菲 律

宾、马来西亚、密克

罗西亚、帕劳、东帝

汶、泰国

2019年 6月

至 9月

第 13次“太平洋天使”行动。

任务包括：澳大利亚空军在巴

布亚新几内亚参与人道主义卫

生服务、民事工程行动和专家

交流；美国空军和蒙古武装部

队进行伤亡处置训练；多国部

队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当地学

校的教室进行翻新，维修设施

美国、澳大利亚、巴布亚新

几内亚、斐济、蒙古、尼泊尔

军队

斯里兰卡、巴布亚新

几内亚莫尔斯比港、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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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份 美挑战的国家和地区 美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海域

1 2018 缅甸 安达曼海

2 2017/2018 柬埔寨 泰国湾

3 2017/2018 中国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南海、东海

4 2017 印度 印度洋

5 2017/2018 印度尼西亚 爪哇海、龙目海峡

6 2017/2018 伊朗 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

7 2018 日本 东海

8 2017/2018 马来西亚 马六甲海峡、南海

9 2017/2018 马尔代夫 印度洋

10 2017/2018 阿曼 阿拉伯海、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

11 2018 巴基斯坦 阿拉伯海

12 2017/2018 菲律宾 苏禄海

13 2018 沙特阿拉伯 波斯湾

14 2017/2018 斯里兰卡 印度洋、拉克代夫海

15 2017/2018 中国台湾 西沙群岛、南海

16 2018 泰国 泰国湾

17 201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波斯湾

18 2017/2018 越南 西沙群岛、南海

19 2017/2018 也门 红海、亚丁湾、曼德海峡

注：美“航行自由行动”挑战的国家 （地区） 和实施的海域，系美单方面统计，并不代表中方

承认其海域的管辖主张。至 2020年 5月，美尚未公布 2019年数据。

!!"#$%&' &( )*+,-*.,&/：01 2345 6789:;<6):= :>>89;<6?>，美国防部官网，

@..AB：CCA&D,EFGH$($/B$G-&+C7&".IDBC44CJK45L23MNML2OJ6PL239$A&".GAH(？+$"Q23RSTO4T4UT

4VWXRST3YW。J"$$H&' &( ?*+,-*.,&/：J1 23RS NZ8[:;<\?:] :>>89;<\P>，美国防部官

网，@..AB： C CA&D,EF GH$($/B$ G-&+ C7&".IDB CRRCM&E^'$/.B CJKRSL2OM&ML2O://^IDL2OJ\?L

2O9$A&".L2O （(,/ID）G AH(？+$"Q2ORUTOWTRUTROWYR5T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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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美海军兵力

1 2018年 7月 7日
“本福尔德”号驱逐舰 USSBenfold（DDG 65），“马斯廷”号驱逐舰

USSMustin（DDG 89）

2 2018年 10月 22日
“安提坦”号巡洋舰 USSAntietam（CG 54），“威尔伯”号驱逐舰 USS

CurtisWilbur（DDG 54）

3 2018年 11月 28日
“斯托克代尔”号驱逐舰 USSStockdale（DDG 106），“佩科斯”号补

给舰 USNSPecos（T-AO 197）

4 2019年 1月 24日
“麦克坎贝尔”号驱逐舰 USSMcCampbell（DDG 85），“华特·狄尔”

号油船 USSWalterDielh（T-AO 193）

5 2019年 2月 25日
“史塔森”号驱逐舰 USSStethem（DDG 63），“查维斯”号补给舰

USNSCeasarChavez（T-AKE14）

6 2019年 3月 24日
“威尔伯”号驱逐舰 USSCurtisWilbur（DDG 54），海岸警卫队“伯索

夫”号巡逻舰 USCGC Bertholf（WSML750）

7 2019年 4月 28日
“史塔森”号驱逐舰 USSStethem（DDG 63），“劳伦斯”号驱逐舰

USSWilliam P.Lawrence（DDG 110）

8 2019年 5月 23日
“普瑞布尔”号驱逐舰 USSPreble（DDG 88）、“华特·狄尔”号补给

舰 USNSWalterS.Diehl（T-AO 193）

9 2019年 7月 24日 “安提坦”号巡洋舰 USSAntietam（CG 54）

10 2019年 8月 23日 “绿湾”号两栖船坞登陆舰 USSGreenBay（LPD 20）

11 2019年 9月 20日 “安提坦”号巡洋舰 USSAntietam（CG 54）

12 2019年 11月 12日 “钱斯勒斯维尔”号巡洋舰 USSChancellorsville（CG 62）

13 2020年 1月 16日 “夏洛”号巡洋舰 USSShiloh（CG 67）

14 2020年 2月 15日 “钱斯勒斯维尔”号巡洋舰 USSChancellorsville（CG 62）

15 2020年 3月 25日 “麦克坎贝尔”号驱逐舰 USSMcCampbell（DDG 85）

16 2020年 4月 10日 “贝瑞号”号驱逐舰 USSBarry（DDG 52）

17 2020年 4月 23日 “贝瑞号”号驱逐舰 USSBarry（DDG 52）

!“!"" #$%%& '() *$(&+,-+ *(,.(& "-$(,-”，/010+- 23，2456，!&,-%7 "-(-%+ 8(9(:

;&+-,-0-%，<--=+：>>&%.+?0+&,?@$1>24A6>4B>C3>0++D1$%%&DE()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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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美军兵力 美军实施的行动

1 2017年 5月 24/25日“杜威”号驱逐舰 USSDewey（DDG 105）
南沙群岛美济礁 12海里

内航行通过

2 2017年 7月 2日
“史塔森”号驱逐舰 USSStethem（DDG

63）
西沙群岛领海内航行通过

3 2017年 8月 10日
“麦凯恩”号驱逐舰 USSJohnS.McCain

（DDG 56）

南沙群岛美济礁 12海里

内航行通过

4 2017年 10月 10日 “查菲”号驱逐舰 USSChafee（DDG 90） 西沙群岛领海内航行通过

5 2018年 1月 17日 “霍珀”号驱逐舰 USSHopper（DDG 70） 进入黄岩岛 12海里范围

6 2018年 3月 23日 “马斯廷”号驱逐舰 USSMustin（DDG 89）

南 沙 群 岛 美 济 礁 12海

里内航行通过，还进行了

机动

7 2018年 5月 27日

“希金斯”号驱逐舰 USSHiggins（DDG 76）

和“安提坦姆”号巡洋舰 USS Antietam

（CG 54）

在西沙群岛领海内航行

机动

8 2018年 9月 30日
“迪凯特”号驱逐舰 USSDecatur（DDG

73）

南沙群岛南薰礁和赤瓜礁

12海里内航行

9 2018年 11月 26日
“ 钱 斯 勒 斯 维 尔 ” 号 巡 洋 舰 USS

Chancellorsville（CG 62）
进入西沙群岛领海

10 2019年 1月 7日
“麦克坎贝尔”号驱逐舰 USSMcCampbell

（DDG 85）
进入西沙群岛领海

11 2019年 2月 11日

“ 斯 普 鲁 恩 斯 ” 号 USS Spruance（DDG

111） 和“普瑞布尔”号驱逐舰 USSPreble

（DDG 88）

进入南沙群岛仁爱礁和美

济礁 12海里内水域航行

12 2019年 5月 6日

“普瑞布尔”号驱逐舰 USSPreble（DDG

88） 和“钟云”号驱逐舰 USSChungHoon

（DDG 93）

进入南沙群岛南薰礁与赤

瓜礁 12海里内水域

13 2019年 5月 20日
“普瑞布尔”号驱逐舰 USSPreble（DDG

88）

进 入 黄 岩 岛 12海 里 处

航行

!数据为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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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美军兵力 美军实施的行动

14 2019年 8月 28日
“韦恩·迈耶”号驱逐舰 USSWayneE.Meyer

（DDG 108）

进入南沙群岛永暑礁和

美济礁 12海里范围内

15 2019年 9月 13日
“韦恩·迈耶”号驱逐舰 USSWayneE.Meyer

（DDG 108）
进入西沙群岛领海

16 2019年 11月 20日
“吉福兹”号濒海战斗舰 USSGabrielleGiffords

（LCS10）

进入南沙群岛美济礁

12海里

17 2019年 11月 21日
“韦恩·迈耶”号驱逐舰 USSWayneE.Meyer

（DDG 108）
进入西沙群岛领海

18 2020年 1月 25日
“蒙哥马利”号濒海战斗舰 USSMontgomery

（LCS8）

进入南沙群岛永暑礁和

赤瓜礁邻近海域

19 2020年 3月 10日
“ 麦 克 坎 贝 尔 ” 号 驱 逐 舰 USS McCampbell

（DDG 85）
进入西沙群岛领海

20 2020年 4月 28日 “贝瑞号”号驱逐舰 USSBarry（DDG 52） 进入西沙群岛领海

21 2020年 4月 29日 “邦克山”号巡洋舰 USSBunkerHill（CG 52）
进入南沙群岛南薰礁邻

近海域

22 2020年 5月 28日 “马斯廷”号驱逐舰 USSMustin（DDG 89） 进入西沙群岛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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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Two

U.S.MilitaryPresenceandDeployment

inthe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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