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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史进入后冷战时代ꎬ海洋的战略地位开始上

升ꎮ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两个大国ꎬ中国和印度不约而同地开始重视海权

建设ꎬ并在海权思想的指导下建设强大海军ꎮ 由于地理位置、安全威胁、海
权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差异ꎬ当代中印海军战略在军事地理、作战环境、作战

对象、作战理念、舰队结构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不同ꎮ 这些不同有可能会反

过来影响中印两国的海权思想ꎬ从而使海权理论的发展更加多样化ꎮ
【关 键 词】 　 中国海权　 印度海权　 海军战略　 地缘政治　 制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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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生命的起源ꎬ风雨的故乡ꎮ 谁控制了海洋ꎬ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ꎻ
谁控制了世界贸易ꎬ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ꎬ进而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ꎮ①保护

海洋资源因此具有重大意义ꎮ②国际关系史进入后冷战时代ꎬ海洋的战略地

位也进一步提升ꎮ③中印是发展中国家中的两个大国ꎬ互为邻国ꎬ且同为发展

迅速的“金砖国家”成员ꎬ面对已经发生巨变的国际战略格局、时代主题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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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环境ꎬ两国都不约而同地开始重视海权建设ꎬ并在海权思想的指导下加强

海军建设ꎮ 莫顿Ｄ卡普兰(Ｍｏｒｔｏｎ Ｄ Ｋａｐｌａｎ)认为ꎬ随着中国海军变得越

来越强大ꎬ他们对马汉也越发推崇ꎻ印度海权的崛起ꎬ让中国感到了威胁ꎬ而
印度方面则同样以马汉式的角度看待中国ꎮ① 海军战略是关于海上战争的战

略ꎬ如通过在和平时期建立海军舰队基地来保证战时获得全胜ꎮ 制定海军战

略的目的是在战时及和平时期支撑并增强一国的海权ꎬ包括为海战提供全方

位的准备工作ꎬ以及海战作战指挥ꎬ即以一国的海军力量为依据ꎬ为该国的海

上行动提供必要的命令和指示ꎬ旨在征服或击退敌军ꎮ 海洋战略比海军战略

的范围更广ꎬ是对政治行动的指令ꎬ以期在符合海洋政策的前提下实现一国

的海上利益ꎬ是一国在战时、危机时期及和平时期总体战略的一部分ꎮ② 由于

地理位置、安全威胁、海权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差异ꎬ中印海军战略之间也存在

很多不同ꎮ 从海权视角对中印海军战略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ꎬ不仅有助于进

一步认识海权的本质ꎬ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发展海权及远洋海军的意

图、动力和趋势ꎮ

一、文献综述与回顾

海权问题是当今国际关系学界中的热点话题ꎬ海权问题学者们对中印两

国的海权战略及海军战略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ꎬ并形成了为数众多的研究

成果ꎮ 本文正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印这两个分别地处太平洋及

印度洋沿岸ꎬ并致力于发展海军的陆海复合型大国的海军战略进行比较研

究ꎮ 具体而言ꎬ对中印两国海权及海军战略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中国海权的视角

美国学者雅各布基普(Ｊａｃｏｂ Ｗ Ｋｉｐｐ)认为中国是一个具备发展海权

所必需的各种要素的洲际性大国ꎮ③ 托马斯凯恩(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Ｋａｎｅ)认为ꎬ
中国发展海权的前提是处理好陆权与海权的相互关系ꎬ当前中国治理海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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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是有限的ꎬ特别是在军事方面ꎬ但是这种需求不会永远受到阻碍ꎮ① 美国

海权思想家伯纳德科尔(Ｂｅｒｎａｒｄ Ｄ Ｃｏｌｅ)认为ꎬ中国发展海权的意图并非

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ꎬ因为中国仍然需要美国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ꎮ② 罗

纳德鲁尔克(Ｒｏｎａｌｄ Ｏ’Ｒｏｕｒｋｅ)认为ꎬ中国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的发

展将增强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地位ꎮ③ 张文木认为ꎬ中国海权是一种海洋

权利而非海上权力ꎬ其目的不在于与美国争夺海上霸权ꎬ而是一种有限海

权ꎮ④ 叶自成认为ꎬ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ꎬ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海洋大

国ꎬ甚至不可能成为一个陆海兼顾的国家ꎬ只能成为一个强大的陆权国家ꎮ⑤

杨震认为ꎬ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的观念主要由战略海权观、合作海权观、复合

海权观、经济海权观和海洋国土观组成ꎮ⑥ 刘新华指出ꎬ夺取海权在地缘政治

斗争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ꎬ因此中国非常有必要发展海权ꎮ⑦

(二)中国海军战略的视角

英国学者彼得霍沃斯(Ｐｅｔｅｒ Ｈｏｗａｒｔｈ)从中国海军舰队的结构出发ꎬ对
中国海军的战略意图与能力进行了研究ꎬ认为中国海军在现阶段的作战理念

是海上拒止ꎮ⑧ 美国学者布鲁斯埃尔曼(Ｂｒｕｃｅ Ｅｌｌｅｍａｎ)认为ꎬ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中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在质量上取得了长足进步ꎬ新一代驱

逐舰(０５２Ｂ 型、０５２Ｃ 型)初步具备了区域防空能力ꎬ使困扰中国海军多年的

防空能力不足的问题得以解决ꎬ为中国海军走向远洋提供了可能ꎬ但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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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力量结构仍未发生质的变化ꎮ① 美国学者安德鲁埃里克森(Ａｎｄｒｅｗ
Ｓ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则认为ꎬ中国是否建造航母象征着中国的战略取向ꎬ即是否采取

对称战略模式ꎬ努力发展能够与对手实力匹敌的海军ꎬ以舰对舰的优势取胜ꎬ
例如发展航母ꎻ还是投资于非对称战略模式ꎬ例如以潜艇为主力ꎬ以“袭商战”
为主要作战样式来攻击敌人的薄弱之处ꎮ② 刘一健对中国海军的战略目标、
战略理念以及作战地域进行了分析与研究ꎮ③ 全金富从海军战略的基本概念

与应用功能、海军战略使命任务的理论体系与具体内容、海军战略的实质与

性质特征、海军战略防卫范围与战略防卫能力等四个方面对中国新世纪的海

军战略进行了探讨ꎮ④

(三)印度海权的视角

罗伯特卡普兰(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Ｋａｐｌａｎ)从印度洋的战略地位角度出发ꎬ对印

度发展海权的动机进行了分析ꎮ⑤ 詹姆斯霍尔姆斯认为ꎬ印度将印度洋的

控制分为三个同心圆ꎬ分别是“绝对控制区”、“中等控制区”和“软控制区”ꎮ⑥

宋德星认为ꎬ印度是印度洋沿岸大国和陆海复合型国家ꎬ其安全认知逻辑来

源于历史、地理、发展和权势四大要素ꎮ 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以控海和拒海

为核心信条ꎬ其目的在于通过海军力量和非军事力量的建设与运用来保护印

度巨大而多样的海洋利益ꎮ⑦ 时宏远从印度出台的三个海洋战略角度出发ꎬ
对印度的海权战略进行了研究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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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印度海军战略的视角

罗纳德柏林(Ｄｏｎａｌｄ Ｌ Ｂｅｒｌｉｎ)认为ꎬ印度要求其海军应该具备以下能

力:阻止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海域ꎻ进入南中国海并具备投送军事能力直接

打击中国大陆的能力ꎻ具备在印度洋任何区域内投送军事力量(战略要点、关
键性岛屿、印度洋沿岸以及关键海上航线)ꎻ并在可能变化的战略环境下ꎬ对
美国海军在印度洋作战的能力形成关键的潜在限制ꎮ① 戈登亚瑟(Ｇｏｒｄｏｎ
Ａｒｔｈｕｒ)指出ꎬ印度海军是世界第五大海军ꎬ而且ꎬ作为崛起中的全球性大国ꎬ
印度迫切希望扩展在印度洋地区的力量覆盖范围ꎮ 因此ꎬ在未来十年内ꎬ印
度会投入巨资ꎬ将海军舰艇的数量从目前的近 １４０ 艘增加到 ２００ 艘ꎮ② 何奇

松对印度建设蓝水海军对中美印三边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ꎮ③ 阮光峰

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印度海军战略的发展及趋势进行了研究ꎬ认为随着武

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ꎬ印度海军一改过去“积极防御”的思

想ꎬ在总体上确立了以“北守、西攻、南下”为前提的“进攻性防御”的作战方

针ꎬ其核心是“以攻代守ꎬ先敌行动ꎬ夺取胜利ꎬ保卫自己”ꎮ④

二、后冷战时代中国的海权战略与海军战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ꎮ 在历史上ꎬ由于种种原因ꎬ中国

一直是以陆权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ꎬ其海权潜力未能得到充分的

开发ꎮ 冷战结束后ꎬ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ꎮ
(一)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发展的背景与必要性

冷战结束后ꎬ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形势ꎮ 苏联的解体使中国

在可预见的未来不用过于担心来自北方的陆权安全威胁ꎮ 随着中俄关系的

逐渐发展ꎬ两国关系由冷战时期的中苏面对面对峙变为中俄之间的背靠背依

靠ꎮ 中美关系则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个共同的地缘政治威胁而急转直下ꎬ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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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战略转型的实施ꎬ其海权势力由公海大洋向欧亚大陆沿海甚至是大

陆纵深地带直接推进ꎮ① 与此同时ꎬ台湾问题开始浮出水面ꎬ以至于两岸在

１９９６ 年几乎发展至兵戎相见ꎮ 而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通过台湾海峡则非常

明确地向中国的战略决策层发出信号:未来中国的地缘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

上ꎬ但是中国的海上力量不足以应对这种威胁ꎮ 随着海洋这个人类第二生存

空间的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和实施ꎬ中国与周边

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也开始逐步激化:中韩苏岩礁争端、中日东海大陆架划

分及钓鱼岛争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之争以及美国对东海及南海争端的

介入使海洋安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的权重进一步上升ꎮ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

度的提高使海洋安全问题显得更加迫切ꎮ ２００３ 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ꎬ海
上交通航线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生命线”ꎮ 陆地边界的基本确定(中印边

境除外)使得中国得以腾出手来发展海权ꎮ “建设海洋强国”的提法就是该

背景下的产物ꎮ
中国发展海权和海上力量建设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ꎮ 第一ꎬ安

全方面的考虑ꎮ 中国大陆东邻太平洋西岸边缘海ꎬ是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

型国家ꎮ 近代以来ꎬ频频遭受来自海洋领域的安全威胁ꎬ台湾问题和南海问

题以及钓鱼岛问题都是这段侵略历史的遗留问题ꎬ至今尚未得到妥善解决ꎮ
中国是一个海洋地缘条件不利的国家ꎬ当面海域处于半封闭状态ꎬ与相邻相

近的八个海上国家专属经济区重叠ꎬ进出海洋的海峡水道容易与沿岸国家发

生纠葛ꎬ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周边海上安全问题频发的客观原因ꎮ 此外ꎬ随着

冷战后新军事革命的发展ꎬ美国开始了海军战略转型ꎬ其核心理念就是把战

线从公海大洋推进到欧亚大陆边缘的濒海地区ꎬ压缩对手的海上战略纵深ꎬ
直接打击其内陆目标ꎬ这对中国的传统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ꎬ甚至影响了中

国的国防建设方针ꎮ 第二ꎬ国家海上经济安全需求ꎮ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后ꎬ
中国的海外贸易量和商业运输船队逐年增长ꎮ １９７８ 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

额 ３８１ ４ 亿美元ꎬ至 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３８６６７ ６ 亿美元ꎬ进出口贸易的 ９０％左右通

过海上运输实现ꎻ主要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达 ５０％ ꎬ其中约 ４５％ 来自中

东ꎬ３２ ５％来自非洲ꎬ３ ５％来自亚太ꎬ这使海上交通线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生命线”ꎮ 丰富的近海海洋资源将成为中国陆上资源的重要接替ꎬ远
洋渔业、远洋运输、海洋和海底资源开发等海洋经济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ꎬ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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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２０３０ 年海洋产值将占中国 ＧＤＰ 的 １５％ ꎮ① 中国海外投资迅速增长ꎬ海
外机构、人员和资产遍布全球ꎬ海外经济安全和人员安全也越来越需要海上

力量去维护ꎮ 发展海权因此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动力ꎮ 第三ꎬ国家履行国际义

务的政治需求ꎮ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ꎬ海上安全问题是全球性的ꎮ 当前ꎬ海
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重大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非传统海上安全问题对

地区安全的影响越来越突出ꎮ 作为一个新兴大国ꎬ中国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

国际责任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的作用和应尽的义

务ꎮ② 换言之ꎬ中国有责任有义务在海洋这个地球表面最大的公共空间提供

安全产品ꎮ
美国学者认为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中国的水面舰队装载导弹的舰船数量从

２０ 艘增加到 ２００ 艘ꎻ潜艇数量从 ３５ 艘增加到 １００ 艘ꎬ还发展出了核动力潜

艇ꎮ 然而到 １９８８ 年邓小平主政时ꎬ中国海军仍然从属于陆军ꎬ仍然由陆军将

军而非海军上将领导ꎮ 尽管解放军海军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之一ꎬ但其使命

是近海防御ꎬ其训练是低层次的ꎬ也缺乏关键能力———海军航空兵、反潜战、
适于公海作战的静音潜艇以及电子战ꎮ 尽管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中国就

向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ꎬ但直到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ꎬ海上力量才从一

个海军重点转变成为国家重点ꎮ 国家意识、承诺和能力的增长ꎬ各个海洋强

国几乎都经历了约 ２０ 年的时间ꎬ美国大约是从 １８８０ 年至 １９００ 年ꎬ德国是从

１８９０ 年至 １９１４ 年ꎬ日本大约是从 １９２０ 年到 １９４１ 年ꎮ 中国把目光转向海洋ꎬ
一方面是苏联对中国陆地威胁的消失ꎬ另一方面是中国要依靠贸易来实现其

经济发展ꎮ③ 发展海权已经成为非常必要的地缘政治选择ꎮ 而如何发展海

权ꎬ必须从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上认清海军力量与海权重要性的关系ꎬ海军力

量的发展关乎中国能否成功地获得海权ꎮ④

(二)海权视角下的中国海军战略

海军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海军建设与运用全局的方针和策略ꎬ服从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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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军事战略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ꎬ应当着眼于打赢海上方向的信息化局部战

争、巩固国家海防安全、捍卫国家领海主权、维护国家权益、支撑国家海上利

益拓展ꎬ坚持积极防御的基本精神ꎬ坚持威慑与实战相结合ꎬ不断创新发展海

军战略ꎬ为实现“海洋强国”的目标努力奋斗ꎮ① ２０１５ 年度的«中国国防白皮

书»中明确提出ꎬ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ꎬ逐步实现近海防

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ꎬ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

量体系ꎬ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

和综合保障能力ꎮ 海洋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ꎬ必须突破重陆轻

海的传统思维ꎬ高度重视经略海洋、维护海权ꎮ 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相适应的现代海上军事力量体系ꎬ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ꎬ维护战略通道

和海外利益安全ꎬ参与海洋国际合作ꎬ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战略支撑ꎮ②

１ 海军的战略任务

中国海军战略任务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ꎬ能为国家改革开放

和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安全与稳定的海上战略环境ꎻ第二ꎬ能粉碎任何危害中

国领土主权完整和海洋权益的企图ꎻ第三ꎬ能遏止来自海洋方向的侵略和打

赢针对中国的战争ꎻ第四ꎬ能有效地维护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和保持对亚太

地区足够的影响力ꎻ第五ꎬ保持有效的海上核威慑与核反击能力ꎬ③ 等等ꎮ
２ 海军建设

在海军建设方面ꎬ按照“近海防御、远海防卫”的战略要求ꎬ海军继续完善

机械化建设ꎬ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ꎬ着重提高海基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海上

机动作战能力、基地防御能力以及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ꎬ着重解决信息化总

体水平不高、联合作战体系存在短板、兵力结构不够优化、官兵综合素质尤其

是信息化素质不够高等突出问题ꎬ逐步构建与打赢信息化海战需要相适应、
与履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要求相适应的海上防卫体系ꎮ④ 加快发展海军新一代

主战武器装备ꎮ 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作战需要ꎬ瞄准世界

强国海军武器发展趋势ꎬ根据我国当前海区自然地理纵深短浅等特点ꎬ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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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以航母为核心的大中型水面作战舰艇ꎬ先进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

和常规潜艇ꎬ远程多功能海上作战飞机ꎬ海上(水面、水下、空中)无人作战平

台ꎬ高性能对空对海对岸导弹等ꎬ加快形成以第四代装备为骨干、以第三代装

备为主体的装备体系ꎬ具备水下、水面、空中相结合ꎬ远、中、近相衔接的立体

打击能力ꎮ①

３ 海军的战略能力

在海军的战略能力方面ꎬ应按照“核常兼备、双重作战”的要求ꎬ加快研制

新型战略核潜艇ꎬ形成一定规模的海上核反击作战能力ꎮ 调整海上兵力部署

和战场布局ꎮ 按照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的战略要求ꎬ统筹黄海、东海、南海的

兵力部署和战场建设ꎬ搞好濒海大陆、近海、远海三个战略区域的有机衔接ꎬ
北固南拓、重心南移、适度靠前ꎬ基地支撑和前沿预置相结合ꎬ逐步构建依托

大陆、凭借岛礁、力量前伸的大区域海上防卫体系ꎬ创造在第一岛链内作战ꎬ
并向外辐射的有利态势ꎮ② 我国海上威胁的多样性决定了海军非战争军事的

多样性和部队任务的广泛性ꎮ 海军应进一步拓宽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兵

力使用范围ꎬ加强海军专业力量的建设和统一调配使用ꎬ以医疗救护、物资补

给、特装维修和外事、法律专业为重点ꎬ逐步打造一支适应远海任务要求、具
备多种能力的海军非战争专业队伍ꎬ让更多的医院船、补给船和专业保障分

队走向海上军事行动的前台ꎮ③

三、后冷战时代印度的海权思想及其海军战略

马汉曾经说过ꎬ印度洋是决定 ２１ 世纪命运的洋ꎬ其地位可想而知ꎮ 有学

者甚至认为ꎬ控制了印度洋ꎬ就切断了亚洲财富回流欧洲的最近渠道ꎮ④

(一)后冷战时代印度海权发展的目标

印度洋地区资源丰富ꎬ蕴藏大量的石油、天然气以及高价值的矿产等ꎬ海
洋经济发展的前景广阔ꎮ 这里同时也是国际海运贸易航线密集的地区ꎬ为经

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支撑ꎮ 印度是印度洋沿岸最强大的国家ꎬ在海权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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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ꎬ一直将对印度洋的有效控制作为其海洋战略ꎬ甚至是国家战略的目

标ꎮ① 为达到建立地区霸权的目的ꎬ印度一直对印度洋周边地区的国家采取

比较强硬的外交政策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印度除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外ꎬ转而对

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ꎬ加强交流合作、建立互信ꎬ试图通过

“软实力”建立印度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ꎮ 冷战结束以来ꎬ为达到对印度洋

有效控制的目标ꎬ印度提出了“东方海洋战略”的构想ꎬ强力推进“西挺东进”
战略ꎬ力图掌控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广大地区ꎮ② 所谓西挺ꎬ即向西

穿越苏伊士运河和红海ꎬ濒临地中海ꎻ东进ꎬ即向东将活动范围扩展至南海甚

至是太平洋边缘ꎮ③

(二)后冷战时代印度的海军战略

冷战后印度海军战略和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文件构成:即
«印度海洋学说»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ꎬ«印度海军远景说

明»( Ｉｎｄｉａｎ Ｎａｖｙ’ 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ꎬ «印度海军转变路线

图»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ꎬ «自由利用海洋: 印度

海洋军事战略»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Ｉｎｄｉａ’ 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ＭＭＳ)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ꎮ 其中ꎬ «印度海洋学说» 是最基本的文件ꎮ 其核心

思想在于: 印度海军应从当前的近海防御和区域威慑思想转向远洋进攻战

略ꎬ 通过重点发展战略核潜艇和航空母舰来建立可靠的海基核威慑能力ꎬ
努力打造一支力量均衡、 结构合理、 具备相当威慑力的现代蓝水海军ꎻ 在

控制整个印度洋的基础上ꎬ 逐步将印度的战略利益延伸至西起波斯湾、 东

至南中国海、 南抵非洲的广大海域ꎮ④ 印度海军具有如下四种用途:军事用

途、外交用途、治安用途、人道用途ꎮ⑤ 印度海军承担的军事任务包括:控海、
海基威慑、支援陆上战斗的行动、阻断敌人海上贸易、封锁敌方港口、牵制敌

军、设立禁区、在作战区域显示存在、保护国家经济和能源安全、海运控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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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海上军事行动等ꎮ①

印度海军战略认为ꎬ典型的海上战役包括八个阶段:确认危机、兵力生

成、部署、控海行动、实力投送、支援岸上行动、轮换、撤退ꎮ 实际上ꎬ这些阶段

可能会不容易区分ꎬ而且某特定战役计划的阶段划分也不必要完全与其一

致ꎮ 第一ꎬ确认危机ꎮ 最初的危机迹象来自许多方面ꎬ包括:战略情报、广域

监视系统、诸如新闻媒体等公开来源ꎮ 对任何潜在对手军事能力的早期评

估ꎬ在确定应对危机需要的部队规模和构成中起着重要作用ꎮ 第二ꎬ兵力生

成ꎮ 应对危机所需要的部队规模和构成由几个因素决定ꎮ 它应该包括一个

可靠灵活的、反应迅速的指挥和控制系统ꎬ能适应不断变化的部队规模和威

胁ꎮ 战役的可能持续时间ꎬ维持或增加部队规模的需要ꎬ整个战役的后勤支

援需要ꎬ都将对兵力生成产生深远影响ꎮ 第三ꎬ部署ꎮ 向战区部署包括:从本

土基地上船、航渡ꎻ进入作战区域ꎻ转移上陆ꎻ到达战区并形成与威胁和任务

相适应的态势ꎮ 协调的部署需要详细计划ꎬ与外交人员、其他民事机构以及

可能的外国政府紧密联络ꎮ 必须考虑部队的合法地位ꎬ选择规则ꎬ使用民间

船只如租用的商船和征用船(ＳＴＵＦＴ)ꎮ 运输部队的航线必须仔细考虑确保

安全ꎮ 第四ꎬ控海行动ꎮ 无论什么情况下ꎬ只要海上力量的行动自由受到挑

战ꎬ尤其是在接近作战区域的时候ꎬ就需要建立海域控制ꎬ控制的程度要足够

保证安全ꎬ并使后续行动能够顺利实施ꎮ 缺乏对海域的控制ꎬ海上力量的各

种能力都将受到不利的限制ꎬ包括机动、集中实施作战、利用放大效应、向岸

上投送力量ꎬ以及不让对手拥有相同能力等ꎮ 第五ꎬ实力投送ꎮ 随着适当程

度海域控制的建立ꎬ海上力量就能向岸上投送力量ꎮ 实力投送可采用许多形

式ꎬ包括战斗撤离、两栖作战、海上空中支援、对岸打击和攻击ꎮ 两栖作战中ꎬ
一个“稳健”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必须能在岸上部署、收集情报、集中战斗力、对
战场空间产生影响ꎬ这是实力投送作战中的关键功能ꎮ 第六ꎬ支援岸上行动ꎮ
一场干涉战役的焦点一旦转向岸上ꎬ海上力量作战的重点将转为支援ꎮ 这并

不是说给海上力量指定的任务将必然发生极大的转变ꎬ但是这些任务所能达

成的广泛的目的将发生改变ꎮ 在战役的这一阶段ꎬ海上力量将继续提供所有

的主要作战功能ꎮ 用最适当的学说术语来说ꎬ海上力量能提供执行岸上行动

所需的所有能力ꎮ 第七ꎬ轮换ꎮ 前沿部署的海上力量的有效能力可以持续几

周或几个月ꎮ 尽管在人和系统两方面都具有相当大的内在持续能力ꎬ仍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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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常进行作战轮换ꎬ在高强度作战中这将更频繁ꎮ 如果舰船在作战前处于

较高的战备维护水平ꎬ人员通常会在舰船之前显现出过度疲劳的信号ꎬ但是

两者都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作战ꎬ作战持续时间越长ꎬ影响越明显ꎮ 因此ꎬ需
要有精心考虑的轮换程序以应对作战持续期间的意外情况ꎬ使舰船可以休

息、维护和重新训练ꎮ 作战所承担的责任ꎬ如果要持久和连续的存在ꎬ这些都

是确定兵力水平的关键因素ꎮ 第八ꎬ撤退ꎮ 战役成功结束后的部队撤退ꎬ如
同向作战区域部署部队ꎬ需要仔细地计划ꎮ 还可能存在另外的复杂性ꎬ如恢

复失效以及快速撤离和返回的政治要求等ꎮ 而且ꎬ如果成功的条件没有实

现ꎬ撤退需要在持续或升级的冲突中进行ꎬ将更成问题ꎮ 如登陆行动中对撤

退的保护ꎬ就需要建立必要的海域控制ꎮ①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航空母舰ꎮ 印度认为ꎬ亚太地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

基于海洋形成的地区ꎮ 因此像印度这样的地区力量有充足的理由拥有航空

母舰ꎬ甚至在印度获得海外陆基空中力量之后ꎮ 这些基地并非推进的因素ꎬ
主要的推进因素是地缘政治的考虑ꎮ 对于印度来说航空母舰是不可或缺的ꎬ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支援陆地战场ꎮ 使用航空母舰支援陆地战争的概念在印度没什么

不同ꎮ 在 １９７１ 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ꎬ印度使用“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袭

击位于东巴纵深的战略目标时取得了巨大成功ꎮ 对于印度来说ꎬ漫长的边境

争端(从西北蔓延到东北)有发展成潜在的边境冲突的可能性ꎬ因此持续需要

航母的能力ꎮ
第二ꎬ保卫海上交通线的安全ꎮ 一旦发生军事冲突ꎬ航空母舰是海军仅

有的能够为运载战略物资开往印度的商船提供综合保护的舰种ꎮ 印度海军

最近表达出未来因中国在巴基斯坦瓜德尔港(“珍珠链”计划的一部分)的战

略“据点”而导致的印度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进口脆弱性的担忧ꎮ 像瓜

德尔港一样ꎬ许多散布在印度洋上毗邻海上交通航线的地方(即“珍珠”)也
有类似潜在危险ꎮ 由于波斯湾流出大量能源ꎬ这些遥远的海上航道对印度来

说具有战略意义ꎮ
第三ꎬ保持在印度洋及毗邻地区的影响ꎮ 印度的安全与印度洋及其周边

海域直接密切相关———这里集中其首要战略利益ꎮ 尽管中国在印度洋的“珍
珠链”的目标是取代印度在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域的影响ꎬ然而却增加了北京

０４
①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Ｎａｖｙ)ꎬ “Ｉｎｄｉ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ꎬ” ｐ ７８



　 海权视域下的当代中印海军战略比较

能源进口的脆弱性ꎮ 中国可能对该地区的军事政治介入将严重侵犯印度的

安全ꎮ 在这种形势下ꎬ航空母舰将最好地赋予印度在该水域的影响并获得针

对区域外敌对势力的战略“劝阻”能力ꎮ①

第四ꎬ 保卫至关重要的海外利益ꎮ 航空母舰将能使印度保卫至关重要

的战略海外利益ꎬ 超越印度洋和周边地区ꎮ 印度在亚非国家的经济 /战略利

益得到显著增长ꎬ 当地许多国家正饱受政治不稳定、 经济衰退和种族冲突

之苦ꎮ 许多印度公民在这些国家工作ꎬ 过去的事件充分显示其生命与财产

安全是如何处于危险之中的ꎮ 新德里需要和东道国一起保卫这些利益ꎮ 当

作战环境变得有此需求ꎬ 既然做什么都导致不可避免的危险ꎬ 那么在派出

地面部队介入之前宁愿实施空中精确打击 “软” 目标②ꎮ 美国发动的海湾

战争在这方面有教育意义ꎮ 即便自身的利益并没有处于直接的危险之中ꎬ印
度也需要通过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来履行其国际义务ꎮ

第五ꎬ保卫岛屿领土ꎮ 一体化的海军航空兵对于印度保卫遥远的岛屿领

土至关重要ꎬ特别是距离印度本土 １０００ 公里以外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ꎮ
这些岛屿由于其地理延伸显得特别脆弱ꎬ而且有许多是无人居住的ꎮ 外国军

事占领或主权声索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出现ꎬ但是不能脱离统治ꎮ 阿根廷就

是因为考虑距离遥远才于 １９８２ 年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ꎮ 高价值的海空军

装备不可能部署到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ꎬ航空母舰因此显得更加不可或缺ꎬ
甚至在威慑方面也是如此ꎮ

第六ꎬ非军事任务ꎮ 尽管航空母舰的概念中军事是核心角色ꎬ这个平台

将显著增加印度在面对印度洋及其周边海域发生自然灾难时的选择ꎮ 印度

列装的诸如“加拉莎”号两栖登陆舰之类的海运平台不足以应对更大的震级ꎬ
因此需要列装航空母舰ꎮ 航空母舰像一个漂流的城市ꎬ能提供几乎无限的海

运能力、持续的空运能力以及提供新鲜水到电子支援等几乎所有的能力ꎬ包
括医疗方面的技能ꎮ 这些努力未来将提高航空母舰在上述角色方面的有效

性ꎬ就像一个模块化的概念ꎮ 航空母舰可以装载模块化的空间和集装箱ꎬ可
以运输专家、工程设备、医疗设备等ꎮ 这将被快速部署ꎬ用于特殊任务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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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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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软” 目标ꎬ 即无防护的目标ꎬ 比如露天作业的人员、 后勤补给车辆、 雷达阵地、 停

放在机场跑道的飞机以及驻泊在军港的舰艇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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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中印海军战略差异比较的思考

依据一般的定义ꎬ比较和比较研究是确定事物间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

认识方法ꎮ 更确切地说ꎬ所谓比较ꎬ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之间有着某

种联系的多个事物加以对照ꎬ从而确定其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ꎬ由此对事物

做出初步的分类ꎻ在分类的基础上ꎬ人们可以认知和把握不同事物的共同或

相异的表象特征和本质特征ꎬ进而达到对特定事物的理解和解释ꎮ① 在中印

做为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发展海权并以此为基础发展海军的

背景下ꎬ对其海军战略进行比较研究ꎬ可以对两国的海军战略ꎬ进而对海权战

略有更深刻的理解与解释ꎮ
第一ꎬ军事地理的差异ꎮ 在制定军事战略ꎬ尤其是军种战略之前ꎬ军事地

理条件永远是必须考虑的客观条件ꎮ 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竞争

中ꎬ地理位置将仍然是规定民族国家对外政策优先目标的出发点ꎮ 国家领土

面积的大小也仍然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标准ꎮ 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

和政治力量越强ꎬ它在重要地缘政治利益、影响和参与方面超越其近邻的覆

盖面也就越大ꎮ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ꎬ其海权潜力巨大ꎬ表
现在军事地理方面ꎬ就是海洋性远远优越于俄罗斯 /苏联和德国ꎮ 中国拥有

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ꎬ进出大洋的通达性比上述两个国家优越ꎬ一旦收复台

湾ꎬ中国海军可以直接进出太平洋ꎮ 中国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

区ꎬ且对外经济依存度高ꎬ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③和贸易国④ꎬ且与世界

多数国家的贸易活动是通过海上航运来实现的ꎬ中国东部海岸线上的众多港

口仍是中国通向世界的主要窗口ꎮ 这种地理条件加上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

的上升ꎬ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保卫日益成为中国海军的重要任务ꎮ 然而ꎬ从地

缘角度看ꎬ中国海区呈半封闭状ꎬ外有岛链环抱ꎬ通往大洋的通道多数为岛链

遮断ꎬ中国海军兵力进出大洋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他人ꎬ在战时很有可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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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方拦腰堵截ꎮ①

印度位于印度洋北部中心位置ꎬ三面环海ꎮ 印度半岛深入印度洋达 １６００
千米ꎬ像楔子一样嵌进浩瀚的印度洋ꎬ将印度洋分为西部的阿拉伯海和东部

的孟加拉湾ꎮ 印度拥有的海岸线长达 ７５００ 千米ꎬ沿岸拥有大小 １９０ 多个港

口ꎬ在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有多达 １１７５ 个岛屿ꎮ② 而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

洋ꎬ东、西、北三面连接亚洲、非洲和大洋洲ꎬ有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湾等重要

边缘海和海湾ꎮ 而印度半岛正好处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ꎬ扼守印度洋航线的

枢纽ꎬ是通向波斯湾、非洲和经红海、苏伊士运河至地中海的必经之路ꎬ战略

位置十分重要ꎮ③ 印度是印度洋沿岸最强大的国家ꎬ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阻挠

其进入印度洋ꎮ 且印度是一块深入印度洋的大陆ꎬ三面环海ꎬ没有诸如岛链

之类的地理障碍ꎮ 由此可见ꎬ印度进入大洋的条件远比中国优越ꎬ发展远洋

海军的地理条件优于中国ꎮ 然而由此带来的弊端就是ꎬ一旦制海权为敌方控

制ꎬ印度的本土安全将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威胁ꎬ从而显得非常被动ꎮ
第二ꎬ海军作战目标的差异ꎮ 具体而言ꎬ中国在第一岛链内有三大目标:

一是取得黄海的制海权优势并借助陆权影响ꎬ防止朝鲜半岛出现敌对中国的

政权ꎻ二是取得台湾海峡及台湾周边的局部制海权优势ꎬ在实力的基础上谋

求台湾的和平统一ꎻ三是谋求南海中国主权范围的有限制海权ꎬ并在政治及

经济影响力的协助下ꎬ维护、拓展中国在南海的实际利益ꎮ④ 中国必须争取在

第一岛链外的西北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的环形水域建立一定的缓冲地带ꎬ因
为中国海洋上面临的主要威胁将主要来自这两大方向ꎮ⑤ 就远洋海军自身的

发展而言ꎬ西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海域也是中国海军外线战略的基本范围ꎮ⑥

印度目前实施名为“围栏”战略( ｒｉｎｇｆ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的海洋安全战略ꎬ这
个所谓的“围栏”由以印度本土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三个战略区组成:第一个战

略区是由海岸向外延伸 ５００ 公里内的完全控制区ꎻ第二个是由海岸向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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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 至 １０００ 公里的中等控制区ꎻ①第三个是包括印度洋剩余部分的软控制

区ꎮ 印度最关注的地区就是完全控制区ꎬ要在这个控制区内实施有效的海洋

控制与海上拒止ꎻ在中等控制区内ꎬ印度海军将其作为主要战场ꎬ并寻求发展

有效的海上拒止能力ꎻ在软控制区内ꎬ印度海军的主要目标就是使敌人感到

入侵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ꎬ并保护从该地区经过的印度商船ꎮ② 由此可见ꎬ
印度海军战略的作战目标是对印度洋按照距离的远近实施不同程度的控制ꎻ
而中国海军战略的作战目标则是在确保第一岛链之内制海权的同时ꎬ能在西

北太平洋和印度洋北部实现有限的军事存在ꎮ
第三ꎬ海军作战环境的差异ꎮ 中国的海军战略目标是建立一支地区性海

上力量ꎮ 地区性海上力量是指有效控制和活动范围远远超出近海ꎬ及至远海

及大洋ꎬ具有一定的远洋作战能力ꎬ一般以区域重点布局为特征ꎬ既有别于近

海型海军ꎬ也有别于全球布局的世界型海军ꎮ 海外经济利益及非传统安全问

题驱动着中国海军走向世界ꎬ在世界海域展开行动ꎬ但国家统一、主权争端、
国家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在近海的聚集意味着ꎬ在可预见的将来ꎬ中国海军

的主要任务或关注在于提升自己在亚太区域的行动能力ꎮ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近海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以及台湾岛以东的部分海域ꎮ④ 因此ꎬ其作

战环境以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为主ꎬ最多不超出印度洋东

北部ꎮ
为了主导印度洋ꎬ印度在«自由使用海洋:印度的海军战略»中将印度洋

划分为必须控制的主要水域和次要水域ꎮ 主要水域包括:阿拉伯海和孟加拉

湾这些包含印度的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及岛屿领土的海域ꎻ包括马六甲海

峡、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好望角在内的关键的咽喉水道ꎻ对印度能源安

全至关重要的波斯湾及邻近海域ꎻ印度洋的岛国ꎻ通过印度洋的主要航线ꎮ
次要水域包括:红海、南印度洋地区、南中国海以及东太平洋地区ꎮ⑤ 由此可

见ꎬ以建设世界级海权国家为目标的印度海军的作战环境远比中国海军要宽

广ꎬ其作战范围囊括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南中国海、太平洋ꎬ甚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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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ꎮ
第四ꎬ舰队结构与任务能力的差异ꎮ 战略思想不是决定舰队具体结构的

唯一因素ꎬ但舰队结构必然反映一定的战略思想ꎮ① 中国海军在 ２０１４ 年时拥

有约 ７７ 艘水面作战舰艇、超过 ６０ 艘潜艇、５５ 艘中型和大型两栖舰艇ꎬ以及约

８５ 艘装备导弹的小型作战舰艇ꎮ② ２０１３ 年ꎬ解放军海军首艘航母“辽宁”号
将母港转移至北海舰队所在的鱼池海军基地ꎬ此前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该航母一

直以大连为母港ꎮ “辽宁”号在 ２０１３ 年继续进行飞行融合训练ꎬ但预计在

２０１５ 年前甚至更长时间内不会搭载具有作战能力的舰载机联队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辽宁”号首次跨区域部署至南海ꎬ在海南岛附近与其他水面舰艇进行了

协同训练ꎮ 中国还在继续寻求发展国产航母(“辽宁”号系翻新舰ꎬ１９９８ 年购

自乌克兰)ꎬ可能在未来十年间建造多艘航母ꎮ 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很可能

在下一个十年之初形成作战能力ꎮ 中国海军非常重视潜艇部队的现代化ꎮ
中国继续生产“晋”级(０９４ 型)核力弹道导弹潜艇ꎮ 现已有 ３ 艘“晋”级潜艇

具备作战能力ꎮ 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内着手开发下一代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０９６ 型)ꎬ在此之前还可能有最多达 ５ 艘“晋”级潜艇服役ꎮ “晋”级潜艇可携

带新的“巨浪 － ２”型潜射弹道导弹ꎬ射程预计超过 ７４００ 千米ꎮ “晋”级潜艇

和“巨浪 － ２”型导弹将使中国海军拥有第一种真正的海基核威慑力量ꎮ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初中国从俄罗斯采购了 １２ 艘“基洛”级潜艇ꎬ其中 ８
艘装备 ＳＳ － Ｎ －２７ 型反舰巡航导弹ꎮ 除此以外ꎬ中国海军还拥有 １３ 艘“宋”
级(０３９ 型)和 １２ 艘“元”级(０３９Ａ 型)艇ꎮ “元”级潜艇的武器配备与“宋”级
潜艇类似ꎬ但可能装备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ꎮ 中国可能计划建造多达 ２０
艘“元”级潜艇ꎮ④

印度海军总兵力为 ５８０００ 人ꎬ其中军官有 ８０００ 人ꎮ 水面舰船一共 １２０
艘ꎬ潜艇 １６ 艘ꎬ海军飞机、直升机、无人机编为 １３ 个中队ꎮ 就水面舰船而言ꎬ
主要包括 １ 艘航母、８ 艘驱逐舰、１５ 艘护卫舰、２４ 艘轻型护卫舰、１６ 艘两栖战

舰、１６ 艘潜艇ꎬ包括 １０ 艘“基洛级”、４ 艘“１５００ 型”潜艇ꎬ１ 艘“阿库拉”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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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艇和 １ 艘“歼敌者”核潜艇ꎮ 其中“阿库拉”级潜艇ꎬ印度取名“查克拉”级ꎬ
租自俄罗斯ꎮ “歼敌者”是印度自制的战略核潜艇ꎬ还没有完全服役ꎮ １０ 艘

“基洛级”潜艇来自苏联ꎬ１５００ 型潜艇来自德国ꎮ 后两者是传统的柴电潜

艇ꎮ① 由此可见ꎬ印度海军的舰队结构是以航母编队为核心的一支“海上控

制”型海军ꎬ其主要战役目标在于夺取并使用制海权ꎻ而中国海军的舰队结构

则是潜艇为核心的一支“海上拒止”型海军ꎬ该类海军舰队的主要用途在于海

上拒止ꎮ
但是ꎬ值得一提的是ꎬ近年来中国海军逐步加大对以航空母舰、导弹驱逐

舰为代表的大型水面舰艇的投入ꎬ其舰队结构开始向“海上控制”型海军过

渡ꎮ 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ꎬ中国海军就其结构而言ꎬ仍然是以潜艇为核心的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ꎬ中国拥有两个型号的舰队弹道导弹核潜艇(０９２ 和 ０９４
型)ꎬ并装备了“巨浪”系列潜射弹道导弹ꎬ具备二次核反击能力ꎬ中国海军是

一支拥有核战能力的海军ꎮ 而印度则缺乏相应的装备和能力ꎬ首艘国产弹道

导弹核潜艇“歼敌者”号(排水量 ６０００ 吨)将在 ２０１５ 年海试结束后入役ꎮ
“歼敌者”号将携带 １２ 枚射程达 ７００ 公里的 Ｋ － １５“萨加里卡”潜射弹道导

弹ꎮ② 由此可见ꎬ印度海军只能执行常规作战任务ꎬ而无法遂行核战任务ꎮ 换

言之ꎬ中国海军是一支核常兼备的海军ꎬ而印度海军则只是一支常规海军ꎬ但
是在不断向核常兼备海军的方向努力ꎮ

结　 语

综上所述ꎬ中印就其海军战略而言ꎬ在军事地理、作战环境、作战目标、舰
队结构、任务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ꎮ 在军事地理方面ꎬ虽然中印同为陆

海复合型国家ꎬ但是相比起被岛链封锁住大洋通道的中国ꎬ印度发展远洋海

军的自然地理条件要优越许多ꎻ在作战环境方面ꎬ中国海军的作战区域主要

涵盖四大边缘海(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以及西北太平洋ꎬ也许未来还会扩

展到印度洋东北部ꎬ而印度海军的作战范围则宽广很多ꎬ囊括红海、苏伊士运

河、地中海、南中国海、太平洋ꎬ甚至包括大西洋ꎻ在舰队结构和作战任务方

面ꎬ到目前为止ꎬ中国海军是一支以潜艇为核心的区域拒止型海军ꎬ具备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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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权视域下的当代中印海军战略比较

与常规作战能力ꎬ而印度则是一支以航母为核心的海上控制型海军ꎬ只具有

常规作战能力ꎮ 有人认为ꎬ中国和印度彼此认为对方是亚洲大陆的地缘政治

对手ꎬ如果在其长期有争议的共同边界上发生事件ꎬ或在应对失败邻国如缅

甸时发生争端ꎬ两国可能引发冲突ꎮ 如果两个世界人口大国发生上述冲突ꎬ
由于双方都拥有核武器ꎬ冲突存在着逐步升级的风险ꎮ① 但是笔者认为ꎬ中印

同为陆海复合型国家ꎬ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地缘政治发展的重心投向海

洋ꎬ这必将遭到当今世界的海洋霸权国家美国的猜疑与遏制ꎮ 在共同面临美

国来自海上的压力时ꎬ背靠背的中印将彼此充当对方的陆上屏障ꎮ 如果中印

爆发大规模全面对抗甚至是冲突ꎬ两国的海洋大国梦想将会遭到严重挫

折———美国将因此有了两面夹击、各个击破的机会ꎮ 所以中印友好将对地区

和平与稳定带来深刻而长久的正面影响ꎬ并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福祉ꎮ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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