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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军事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为国际武器贸易创造了便利条件和充分依 

据。分析了国际武器贸易发展的现状及原由，并指出国际武器贸易发展对武器装备 

建设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我国参与国际武器市场竞争、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武器装备 

全面建设的若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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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on Development of lnternational Arms Trade 

YU Jiandong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Naval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Yantai Shandong 264001，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affairs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vides the advantage condi— 

tion and sufficiency gist．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 analyses the status and reasons of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rms trade，and points OUt the infection tO the equipment development． In the end，it 

puts up tO several advance about our country participating international arms trade and exerts the af— 

ter—superiority tO accelerating our equipment development comple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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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需求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基本动力，科技 

推动是武器装备发展的主要力量。而武器装备市 

场是促进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条件 ]。随着国际 

武器贸易活动的频繁，武器装备作为商品在不同 

的国家或地区间的流通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 

提高，给全球的各国和地区的武器装备建设与发 

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 国际武器贸易的发展现状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军事 

国际化趋势也不断呈现。比如全球性的反恐行 

动、武器的全球扩散等都是军事国际化的表现，都 

要求部分国家或区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达到 

共同的军事目的。正如经济全球化带来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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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一样，军事国际化必然带来国际军事分工 ， 

全球军事分工正处于发展阶段 。这从 日益激烈的 

国际武器市场可以看 出端倪 ，尤其是先进技术武 

器装备的竞争不断加强更体现出欲在国际军事分 

工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拥有核心的军事技术 

和技术能力。 

1．1 国际军事分工促进国际武器贸易发展 

军事分工首先体现在国家和地区内部的军事 

分工。由于领土、领海、领空等国家主权形式的多 

样性，使得国家和地区内部的军事分工存在着陆、 

海 、空、天 、电等军兵种的出现和发展。正是 由于 

军事分工的不断细化，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得到增 

强。由单一军种发展到陆、海、空三军并存，特别 

是核武器和航天武器的发展，又出现了装备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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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和航天武器的新军种。每一个军种内部又 

因武器的差异和作用不同而分为各种兵种。军队 

内部大分工使得作战形式由单一军兵种的对称较 

量发展到发挥各军兵种的特长，形成战斗合力的 

各军兵种的协同作战，甚至是非对称作战，直至联 

合火力打击。武器装备的发展，不仅使作战手段 

走向隐身、精确制导、电子对抗、信息作战等，更使 

战场的空间扩大，从陆地到海上 ，从空 中到海底， 

甚至太空。早在 1998年，美国就推出《21世纪军 

事航天远期发展规划》，提出“制太空权”的4大概 

念，即控制太空、全球交战、综合战力和全球伙伴， 

并计划到 2010年投入 5 000亿美元，确保“制太 

空权”。目前美太空技术总体上遥遥领先于各国， 

在太空遨游的 700余颗卫星中，美国占80 。为 

了保持这种太空优势，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 

德明确要求“大量增加资源”，以满足对付“太空威 

胁”的需要。重点是发展各种空间装备，攻击敌方 

卫星、导弹，保护己方卫星和天基武器不受攻击。 

这种空问技术将成为未来各国军事技术发展的竞 

争点，也逐渐形成了国际军事分工。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军事分工更 

为凸现。军事科技创新不断使武器装备升级换 

代，这种日新月异的发展，单凭一个国家很难在各 

方面都取得发展，只有靠国际军事分工，互相发挥 

技术优势，在某个方面取得世界领先，再通过国际 

军事技术交流和国际武器 贸易 ，用此技术换取 自 

己需要但没有的技术和武器成品。由于军事科技 

创新投入多、风险大，即便是超级大国美国也不能 

在各方面都能自己发展，也需要 日本的科技和其 

他国家的资源等，并积极与他国进行开发合作，共 

同研制，风险分担，共同受益。同时，通过国际合 

作可以与合作者共同承担设计和开发费用，扩大 

武器采购的数量，降低武器的成本，节约政府开 

支。更多的国家需要发展经济，用以购买发达的 

武器装备来弥补自身军事力量的弱小。据相关资 

料显示，国际技术贸易额每 5年翻一番，I965年 

达到 30亿美元，I975年达到 I10亿美元，20世纪 

80年代达到 600亿美元，2000年达 6 000亿美 

元。军事科技创新促使军事国际分工日益明显， 

使得国际武器贸易迅速得到发展。从第一次世界 

大战，美国大规模开展武器装备出口以来，加上军 

事科技创新不断推陈出新，国际武器贸易的规模 

不断扩大。I994—2O00年，全球武器市场交易总 

额为(I 727～2 024)亿美元。这些都是国际军事 

分工加强的表现。而国际军事分工是开展国际武 

器贸易的前提，可以预见，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国 

际军事分工度的提高必将促进国际武器贸易的 

盛行 。 

1．2 武器装备性能不断提高。高技术武器装备需 

求量持续增大 

由于军事科技创新，使得武器的性能得到提 

高，战斗力不断增强。近 20年来的几场局部战争 

显示，高技术武器的作战效能比传统武器提高 

1O0～1 000倍。越南战争中，美国为摧毁清化桥 

出动了飞机 600架次，投放数千吨炸药，损失飞机 

18架 ，仍未达到炸毁清化桥 的 目的，而后采用先 

进的激光制导导弹，仅出动飞机 12架次，且无一 

损失就达到了目的。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出动 卜 

II7A隐身飞机一次投掷 2枚激光制导炸弹就炸 

毁了目标。精确制导武器的杀伤力 比 20世纪 

50年代提高 2～5个数量级。利用先进的武器装 

备是取得战争胜利的要求，发展高科技武器装备 

和进行军事科技创新是各国大力进行的战略抉 

择。洲际导弹的射程达 14 000 km，攻击精度在 

百米以内，杀伤力十分巨大。因此各国都致力于 

发展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增强本国的威慑力 。印 

度和巴基斯坦的核竞赛正说明这一点。朝鲜拥有 

“劳动号”导弹和三级火箭推进的“大浦洞一2”号洲 

际导弹，这种导弹能携带轻量有效载荷 的情况下 

可以打击美国本土北部地区，朝鲜于 1998年 8月 

试射了这种导弹。所以美国加强了对朝鲜的对 

话，要求朝鲜放弃正在进行的“大浦洞一2”号导弹 

的研制。据韩国媒体 1999年 I2月 12日报道，朝 

鲜因现金短缺，准备继续出口射程为 1 380 km的 

中程导弹，每枚“大浦洞”号导弹售价约 600万美 

元。韩国大张旗鼓进行射程更远的导弹的研制， 

以此对朝鲜作出反应。但是，世界上拥有现实核 

武器的国家还是少数，大部分国家没有能力进行 

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 ，但这种武器却具有很大的 

需求。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和以色列等国家， 

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和经济制裁，都先后进行核 

试验，发展战略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信息技术的 

发展并在军事上的应用，使整个战场透明化。因 

为先进的军事科技物化到武器中 ，提高武器的性 

能，提高战斗力，增大取得战争胜利的机会，所以 

各国进行军事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是 

大势所趋 。 

然而 ，军事技术的垄断和科研经费的巨大，使 

得许多国家无力进行科研，而只能靠购买成品来 

提高装备的性能，造成武器的需求增大，为国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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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贸易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军事高科技范 

围广泛、内容多，单个国家很难全部掌握，因此就 

需要开展国际武器贸易，来弥补各 国的不足。 

1997年，全球武器 贸易总额为 560亿 美元， 

1998年为 558亿美元，这还不包括走私武器装备 

贸易。2000年为 369亿美元，其中美国武器装备 

贸易额为 186亿美元，突破了全球 50 的份额。 

而且美国在未来 10 a内拟向太空投资 5 000亿美 

元，研制“软杀伤”、“动能棒”、“激光武器”、“小卫 

星群”、“卫星隐身”、“天军”等至少 6种太空作战 

手段，其间谍卫星地面分辨率为 15 cm。这样大 

的投资，许多国家没有力量开展研究，而且除了俄 

罗斯、中国，其他国家也没有完善的空间技术，因 

此美国今后几年在空间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将会 

增大，这也将是今后国际武器贸易的趋势。其次 

是法国和英国，这些国家的军事科技发达，生产量 

大，满足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武器装备需求。但 

是由于军事科技的创新和新式武器不断出现，每 

次出现新武器，都是对以前武器性能的更新和提 

高。因此，造成新式武器的需求不断上升，每次局 

部战争前后都是武器装备贸易进行的高峰，在战 

争中出现的先进武器都是抢手货，战争取胜国得 

到大量的武器装备订货合同。武器装备商投入大 

量经费进行军事科技创新和新式武器的研制，不 

断使武器性能得到提高，用以满足各个国家的 

需求。 

2 国际武器贸易发展对武器装备发 

展的影响 

随着武器贸易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交易的 

门类日益繁多，种类更加齐全，从轻型兵器到重型 

武器，从陆地、海上武器到空中武器，从普通武器 

到高技术武器，从硬杀伤装备到软杀伤装备。出 

售的武器包括发达国家现役列装的战机、战船、坦 

克、防空导弹等主战武器。交易不仅在工业化发 

达国家之间进行，也在工业化发达与工业化不发 

达国家间进行。。J。 

2．1 缩小了国家或地区间武器装备技术“代差” 

国际武器贸易不仅包括用于军事消费或战争 

消费的武器装备和用于武器装备生产的生产资料 

和战略物资，还包括直接或间接用于武器装备生 

产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买卖有关的军事投资和 

劳务。军事技术贸易必然带来军事技术的扩散。 

美国在“冷战”时期向西欧和日本的武器援助和出 

口加大了军事科技的扩散，也造成美国军事技术 

领先地位被日本赶上和超过。通过国际贸易可以 

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使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 

格在各国趋向均衡。积极开展国际武器贸易可以 

使各国的武器装备技术“代差”缩小。由于技术 

“代差”和资源禀赋不同，造成各国军事科技处于 

不同发展阶段，武器装备科技含量差距大。海湾 

战争以来的几场局部战争都证明，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武器装备存在着“代差”，而“代差”是 

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面对现代战争，如果 

武器装备差距很大，就难于战胜对方，取得战争的 

胜利。为此就需要通过国际武器贸易来缩小武器 

装备的“代差”。美国和俄罗斯的装备水平仍是第 

一 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即使是第二流的西方 

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装备水平也跟美国 

和俄罗斯相差一代。而发展中国家的装备水平是 

最低的。发展中国家为不至于在战争中处于不利 

地位，就有必要通过武器装备贸易来引进先进军 

事科技，提高本国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对我国 

来说，加强引进更具有其现实意义。比如我国的 

空中力量基本处于以第二代战机为主体，以第三 

代战机为龙头的局面，而发达国家的空中力量已 

经由第三代战机为主体并向第四代战机发展。目 

前而言，我国空中力量离现代战争的高速度、高精 

确 、全天候的作战需要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我军 

的空中力量建设要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仅靠 自 

身力量发展新一代战机，不但研制费用高，而且研 

制风险大，周期长。为缩短时间，加快发展，走一 

条以吸收消化为主，加强引进先进技术的 自力更 

生的道路是必须的。 

我国在发展“杀手锏”的同时 ，要大力发展常 

规武器的科技创新，在引进的先进技术的高起点 

上不断推陈出新。不但要通过国际武器贸易缩短 

我军装备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代差”，更要通过不 

断创新 ，在关键领域超过发达国家。 

2．2 加快 了由科技向装备的转化速度 

军事高科技需要物化在武器装备中才能体现 

其价值。提高军事高科技的转化率，不但有利于 

实现现存的军事高科技的价值，更主要的是能在 

现有技术基础上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使军事高科 

技持续发展。适当开展国际武器贸易，可以提高 

军事科技的产品转化率，使军事技术物化在武器 

装备中，实现其价值，收回研制成本费用，以便实 

行新的创新投入。而且通过贸易往来，可以看到 

世界军事技术发展的现状和前沿，为进一步的科 

技创新提供研制方向和动力。没有军事科技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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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就很难知道我军高科技物化到武器装备中后， 

在未来战争中能否起到占领战争制高点的作用， 

为掌握战争主动权提高强大的技术保障。特别是 

现代军事高科技对人员的素质要求高，科技大练 

兵就是要使人员熟悉现代战争，熟悉高科技武器。 

把高科技物化到武器中，平时训练使用新型武器， 

做到临战心不慌，手不乱，避免仓促应战，不打没 

有把握的仗。依靠军事科技创新不断改进改造旧 

式武器。适当开展国际武器贸易，为军事科技创 

新和军事高科技转化为产品提供动力，提高军事 

科技转化率 。 

3 参与国际武器贸易的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武器装备发展 

和国际军事分工与合作也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 

战，通过国际武器贸易提高武器装备水平成为军 

事弱国加强军事实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也越来越 

受到多数国家的重视。就我国而言，如何利用这 

个机遇参与国际军事分工，抢占军事高科技的一 

席之地，并且通过参与国际武器贸易，发挥后发优 

势促进我国武器装备的全面建设，实现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扩展军事技术优势领域，占据国际军事分 

工一席之地。要融入到军事国际化的进程中，并 

要在军事国际化分工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拥 

有军事技术优势。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 

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 

得主动 。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 

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 

的，必须依靠 自主创新。军委主席胡锦涛指出： 

“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应对激烈的国 

际经济、科技竞争，切实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 

力和抗风险能力，确保在国际分工中取得有利地 

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在激烈的国 

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就必须在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大经济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科学技术的竞 

争是全球竞争的集中体现，要在国际科技分工体 

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一方面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分 

工的进程 ，探寻全球科学技术分工的规律 ，不断巩 

固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拓展新的领域； 

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 的就是要依靠 自主创新 ，来 

巩固原有的技术优势，或者拓展在新技术领域的 

优势。自主创新就成为参与国际分工、彰显国家 

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军事技术是国家技术体系中 

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间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 

在创建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军事技术必须发挥 

重要作用，并在这个进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 

2)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武器装备整体水平 

的提高。军事技术的发展是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现 

代化建设的关键，尤其是在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完 

成机械化、信息化双重历史任务、实现武器装备建 

设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我国拥有的军事技术优势不多，要在这种技 

术状况下实现武器装备 的赶超战略，更加需要通 

过参与国际军事分工和国际武器贸易，通过发挥 

后发优势，为实现复合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其 
一

，通过引进关键技术 ，借鉴有关新原理、新方法 

以及先进技术开发、管理经验，通过消化吸收，不 

断提高自己的研究开发能力，提高创新能力，提高 

高科技的产品转化率，促进我国武器装备整体水 

平的提升。其二，拓宽对外合作的渠道和范围。 

从国家来说，加强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 

国、以色列、日本等国的合作；从技术涉及的领域 

来看，如直升机专利引进、航空和舰用动力机的引 

进、坦克配套的火炮及脱壳穿甲弹引进等等。不 

仅要有整体装备的引进(如舰艇、导弹、飞机)，还 

要有系统设备的引进、联合设计和人才交流等等。 

其三，在参与国际军事分工的同时，注重提高本国 

的国防科技工业实力。通过国际武器贸易是提高 

武器装备水平的一条途径，但对于各军事大国来 

说，武器装备整体水平的提高最终还是依赖本国 

的国防科技工业。因此，我们在参与国际军事贸 

易的同时，注重吸收国外的技术优势，通过技术移 

植和嫁接，促进本国的国防科技工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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