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军在伊拉克参与作战和训练行动已

逾二十年。最近，我们的参与重点

是帮助伊拉克建立一支有作战能力和可信的

武装部队——也就是说，我们形成了伙伴合

作关系。但是，从 2012 年 1 月 1 日开始，

美军在伊拉克所担任的角色与先前大不一

样。根据美国前总统布什和伊拉克马利基总

理在 2008 年签署的安全协议，美国承诺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撤军，届时几乎所有

的美国军人都将离开伊拉克国土。因此，随

着初具规模的伊拉克民主政体不断发展，伊

拉克空军也在成长，尽管从现在起不再有美

国空军的直接援助。本文论述美国空军与伊

拉克空军之间合作关系的近期发展，分析伊

拉克空军目前面临的若干挑战，并且探讨两

国空军在未来的相互关系。

伙伴合作关系

我在 2011 年 11 月奉命离开伊拉克，在

此之前曾有幸指挥第 52 远征飞行训练中队，

那是美国空军唯一的远征飞行训练中队，其

成员包括飞行教官，用伊拉克的 T-6 教练机

训练伊拉克空军飞行员，美国空军也是使用

此型教练机训练自己的飞行员。第 52 中队

隶属于第 321 空军远征联队和伊拉克训练和

顾问使命团（ITAM），其使命是 ：

咨询、训练、援助和装备 [ 伊拉克空军 ] 

及陆军航空司令部，协助建立基本的和

持久的作战能力，以维护国内安全和防

御外部威胁；提供机场运营以支持 [ 美

国驻伊拉克部队 ]；逐步将指定的使命

和任务移交给其他美国政府机构；以及 

[ 遵照 ] 美国与伊拉克安全协议调整军

队部署，以加强美伊伙伴合作关系和促

进区域稳定。1

具体而言，第 52 远征飞行训练中队的

使命是“咨询、训练和援助建立一支具有基

本的和持久的飞行训练能力的 [ 伊拉克空

军 ]，并且促进美伊两国空军之间持续的伙伴

合作关系”。2 简单地说，我们的使命就是训

练伊拉克空军飞行员驾驶飞机并成为飞行教

官。3 在第 52 中队于 2011 年 10 月下旬撤

离伊拉克之前，我们举行了一场毕业仪式，

向 11 名伊拉克空军飞行员正式颁发了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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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 ：以美军为首的联盟军队帮助伊拉克新政权重建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努力自“伊拉克
自由”行动的主要战役结束后就逐步开始，组建了多国安全过渡部队（伊拉克）司令部。

随着军队重建任务的不断拓宽和加重，下属机构也越建越多，且不断变动，但基本上仍以

军种划分，包括联盟陆军顾问训练团、联盟空军过渡团、海军战略过渡团、民事警察援助

训练团、情报过渡团，等等。在 2009 年，整个过渡机构重新分为三大块：伊拉克训练和

顾问团（ITAM）、伊拉克安全援助团（ISAM）和伊拉克伙伴关系战略组（PSG-I）。于是，

上一篇文章中所称的联盟空军过渡部队（CAFTT）也相应改称为本文中的“ITAM-Air 

Force”。详细说明请参看维基百科网站 http://en.wikipedia.org/wiki/Multi-National_

Security_Transition_Command_%E2%80%93_Ir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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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等级证书。我们还完成了向伊拉克空军

第 203 飞行中队移交作战任务的工作，该中

队承担与我们类似的使命，目前同时执行初

级飞行员训练任务和飞行教官任务。伊拉克

空军的这支全本土飞行训练部队以美国空军

教育和训练司令部一支典型飞行训练中队为

模型来设计其作战使命。尽管目前伊拉克空

军的飞行教官人数不多，但这支年轻的空军

教官部队敢于挑起训练重担，可喜可贺。

伊拉克空军第 203 飞行中队尽管享有运

作自主权，但是几乎没有飞机维护能力，主

要是其维护人员缺乏英语能力和适用的技术

培训计划。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伊拉

克空军将继续依赖美国承包商来完成 T-6 教

练机的基本和定期维护以及日常停机线维

护。这种依赖情况很可能会持续到伊拉克空

军正式制定和切实实施一个包括落实飞机维

护保养目标的战略规划，伊拉克训练和顾问

使命团里的美国空军顾问一直极力倡导这份

规划的制定。

作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支持，并依

据上文所述的安全协议，美国空军派出人员

加入伊拉克训练和顾问使命团，根据伊拉克

民选政府的请求和美国政府的指示，对伊拉

克空军提供咨询、训练和援助。伊拉克和美

国的政治及军事领导人对于将训练和顾问合

作关系延伸到 2012 年的互惠互益和必要性

已有共识，但是涉及的美方人数将大为减少。

多数人曾经认为美国政府和伊拉克政府将会

达成一个类似的安全协议，允许美国在伊拉

克保持军事存在——这样可继续执行优先训

练使命。但是，新协议并未出现，因此美军

按照 2008 年安全协议框架的原定计划开始

从伊拉克撤军。留在伊拉克的一小队美军隶

属于美国大使馆外交使团的安全合作处，这

样的安排与美国驻其他国家大使馆外交使团

的安排一样。

随着美国和伊拉克的政治和外交关系逐

步发展，军事战略和策划专家也在不断地探

索在今后几年建立军事合作关系的途径。两

国领导人对于伊拉克的民主发展进程感到忧

虑，尤其是看到宗派和种族分歧以及伊朗的

影响日益增长。这些问题导致人们质疑美国

空军和伊拉克空军的未来关系、伊拉克空军

重建的进程，以及伊拉克空军在 10 年后的

作战能力究竟如何。概览伊拉克空军在最近 

20 年的变化，不仅能够了解其建设一支可信

赖的空中部队的能力，还可预测这种能力在

今后逐渐衰退的可能性。 

伊拉克空军在最近 20 年的变化

在 1991 年海湾战争前夕，伊拉克空军

拥有可观的规模和充分的自信。根据各类报

告的估计，当时伊拉克空军的战备状态和空

中作战序列约为 700 架至 950 架固定翼飞

机。毫无疑问，伊拉克空军凭借其 40,000 

名官兵、遍布全国各地的 24 个主要作战基

地以及能承受常规攻击的广泛基础设施，在

该地区各国空军部队中地位显赫。4 显然，

伊拉克视其空军为国家的骄傲，并十分倚重。

而且伊拉克国家领导人知道如何管理和领导

空军部队，该国政府重视强大的防空力量。5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联军对处于弱

势的伊拉克空军施以重创，但没有彻底摧

毁——萨达姆仍然能够调动空中部队轰炸伊

拉克南方和北方的本国民众。国际社会大为

震惊，于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下令圈定了禁

飞区，禁止伊拉克军机进入巴格达南部和北

部空域。战争的打击、实施禁飞区 12 年以

及经济制裁终于产生效果，导致伊拉克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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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衰败。到 2003 年美国在“伊拉克自由”

作战行动中侵入伊拉克的时候，元气殆尽的

伊拉克空军甚至没有能力出动一架战斗机来

保卫自己的国家。2004 年，随着新的伊拉克

民主政体逐渐建立，伊拉克空军的重建也逐

步开始。6

重建伊拉克空军

最初，伊拉克空军依赖美国空军的援助。

在过去八年中，我们的空军部队在许多方面

提供了协助。例如，伊拉克训练和顾问使命

团里有数以百计的美国空军顾问，在伊拉克

各地的基地里训练和援助伊拉克空军。顾问

工作的重点是协助伊拉克建立一支可信的和

适应二十一世纪需要的空军部队，具体做法

是加强伊拉克空军在几个传统作战领域的能

力，例如指挥与控制、情监侦、空运、地面

攻击、作战支援、培养飞行员等。美国空军

顾问倡导制定长远战略规划，同时鼓励伊拉

克空军官兵和我们的空军官兵建立密切的合

作关系。目前，伊拉克空军驾驶少量的运输机、

侦察机、近空支援机和教练机。随着重建工

作不断深化，伊拉克空军把资源优先投入到

防空能力和添加轻型攻击机。为了进一步援

助伊拉克加强自卫能力，奥巴马政府批准了

出售 F-16 飞机给伊拉克，而伊拉克政府则于 

2011 年 9 月花费超过 15 亿美元的资金购买

了业经实战考验的 F-16 飞机——世界上已

经有 25 个其他国家购买了这种先进的防空

战斗机。7 诸如此类的购置行动不仅将促进

伊拉克空军与美国空军装备的互通操作性，

而且将促进与北约和联军许多合作伙伴的装

备的互通操作性。部署 F-16 飞机等新武器系

统的决策是重建伊拉克防空力量的一项重大

措施，但是也带来了许多挑战。其中包括确

保伊拉克相关人员掌握流利的英语能力，对

伊拉克空军飞行员和维护人员提供后续技术

训练，做出武器储存决策，执行关于敏感信

息披露的双边政府协议，长期把资源投入基

地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建设，以及编制军事

专业培养课程。美国空军作为可信赖的合作

伙伴，承诺援助伊拉克空军应对这些挑战，

就像美国大使馆外交使团属下的美国军人一

样。但是，由于未能续签安全协议，因而除

了目前使馆的援助计划之外，无法提供更多

的军事援助。

今后的关系

目前是伊拉克空军重建的重要时刻，伊

拉克政府对空军和空军人员培养的适当投资

有关键意义。尽管美国军方和伊拉克军方在

过去几年的合作中取得了有历史意义的成就，

我们在 12 月撤军时仍有若干令人担忧的问

题，而且伊拉克政府如果无法调拨足够的资

源来满足伊拉克空军的需求，则有可能重犯

以前的错误。数万名美军在 2011 年最后一

个季度离开伊拉克的时候，关于伊拉克如何

和是否能够使用其空军的疑问，仍然是一团

迷雾。例如，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

伊拉克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之一，而且多

年来美国一直对其提供咨询，伊拉克对于各

种军事项目孰重孰轻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

伊拉克空军是否能够给自己的飞机空中加

油 ? 伊拉克军队能否配置足够的力量保护自

己的基地 ? 伊拉克空军接管经由美军管理八

年的基地之后能否提供机场管理服务 ? 伊拉

克空军能否确保简单的发电能力以保持机场

设施正常运行 ? 伊拉克空军能否培养和留住

自己的空军官兵 ? 这些问题必须由伊拉克政

府和伊拉克空军来回答，但是美国空军持续

提供的咨询和训练可以有助于伊拉克找到这

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持续的援助也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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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对此展开辩论，因为从伊拉克撤出

担任训练和援助任务的全部美军在很大程度

上是一个政治决策，而不一定是妥善的战略

决策。8 只有时间能最终说明我们的撤离是

否为时过早 ；但是，即使没有续签安全协议，

美国空军仍能继续帮助伊拉克空军。

美国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兹将军认为

美国空军的首要任务应包括与其他国家空军

建立伙伴合作关系以及扶助合作伙伴建设自

身能力，并强调后者是美国空军的核心职能

之一。9 美国空军邀请伊拉克空军的高级领

导人访问美国，藉以帮助伊拉克空军建立作

战能力和应对上文所述的各种问题。例如，

我曾在 2011 年 11 月陪同五名伊拉克空军军

官到德州圣安东尼奥参加一个 T-6 飞机用户

会议。在会议期间，几个 T-6 飞机使用国的

代表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的代表不仅听取了

简报，获得关于 T-6 机队性能状况的信息，

而且有机会分享某些经验教训，并了解与向

外国军方出售飞机有关的若干程序。此外，

伊拉克空军代表团还参观了国防语言学院以

及位于德州兰多夫空军基地的几个飞行和训

练单位，包括第 12 飞行训练联队、第 37 训

练联队，以及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国际事

务部。这些参观活动使伊拉克空军代表团能

够询问和亲自观看美国空军的一些训练设施

（在伊拉克购买 F-16 飞机等未来合作项目实

施之后，许多伊拉克空军官兵将在这些设施

接受训练），向他们展示了美国空军的专业精

神，有助于推动两国空军之间发展合作关系。

代表团的一名高级军官表示，在讨论各种问

题、减损计划和飞机项目整体执行状况的过

程中，T-6 制造商和美国空军的坦诚和透明

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们停止在伊拉克飞行，正式把飞行

训练中队的任务移交给伊拉克空军之前，我

们曾经有幸对伊拉克空军飞行教官提供升级

培训，带领他们做了几次四机编队飞行——

这些年轻人是伊拉克空军最杰出的飞行教

官。我期望这些自信和能干的飞行员将成为

优秀的联军空中合作伙伴，承担区域和全球

飞行任务，参与联军演习，执行人道救援 /

维和行动及现实世界的应急行动。

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与伊拉克空军的

未来伙伴合作关系仍是一个未知数，掌握在

两国的政治领袖手中。但是，我们确实知道，

美国空军随时准备继续发展目前与伊拉克空

军的伙伴合作关系，并且保持两国空军官兵

在过去几年形成的友好关系。随着我们两国

的外交关系沿着传统途径逐步正常化，我有

信心预期我们两国空军之间的交往、训练和

伙伴合作关系也会发展。实际上，施瓦兹将

军已经指出，“往往，两国军方之间的融洽关

系是外交关系的基石，即使在政治风向转变，

国家之间的关系冷淡时也是如此。两国军方

之间的联系越活跃，我们的战略关系会变得

越密切。”10 我希望伊拉克政府能看到继续发

展与美国军方和区域盟国的伙伴合作关系的

重要性，而且伊拉克空军的高层领导人能制

定一个引领伊拉克空军官兵迈入下一个十年

的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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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项使命似乎富有讽刺意味，因为在我前三次被派遣到伊拉克执行任务时，美国统帅的联军的使命是确保伊拉克
军用飞机不得进入巴格达北方和南方的禁飞区，而我们在第 52 中队训练的伊拉克空军飞行员中，有几个就是我过
去阻止进入禁飞区的飞行员——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讨论话题。

4.  “Iraqi Air Force [IQAF]” [ 伊拉克空军 ], GlobalSecurity.org, 7 September 2011,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
iraq/airfor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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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战略、方法、结果和国会需要考虑的问题 ],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4387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 April 2009), http://www.dtic.mil/cgi-bin/GetTRDoc?Location=U2&doc=GetTRDoc.pdf&AD=ADA500337.

7.  Adam Entous and Nathan Hodge, “Iraq Buys F-16s, Strengthening Its Air Force” [ 伊拉克购买 F-16 飞机加强其空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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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哈曼，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Andy Hamann, USAF），美国空军军官学院毕业，马里兰大学理科硕士，海军研
究生院文科硕士，现任驻俄克拉荷马州万斯空军基地第 71 作战大队作战副大队长。他曾在伊拉克担任第 52 远征
飞行训练中队中队长，负责训练伊拉克空军飞行员和飞行教官，于最近奉调回国。此前他由联合参谋部派赴摩洛
哥拉巴特美国大使馆担任过安全合作处副处长，并在阿拉斯加州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和佛罗里达州廷德尔空军基
地担任 F-15C 飞行教官。哈曼中校是中东 / 北非区域事务战略专家，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空军指挥参谋学院、
海军研究生院和空军战争学院的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