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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俄军：：尚可依靠苏联时代库存尚可依靠苏联时代库存

近日西方媒体接连报道俄军先进装备
即将耗尽、只能拿老旧装备凑数的消息。俄
乌冲突中的俄军损耗真的到如此程度了
吗？对于未来冲突进程影响有多大？

先进装备即将耗尽先进装备即将耗尽？？
英国《每日电讯报》6 月 13 日称，由于

俄罗斯先进的精确制导武器已快用完，俄
军正在用 50 年前研制的老式重型反舰导
弹。英国国防部称，Kh-22 反舰导弹设计
时的目标是携带核弹头摧毁美军航母。社
交媒体上流传的导弹残骸显示，乌克兰排
爆部队已发现该导弹残骸，其战斗部重达
900公斤，爆炸威力足以摧毁大型工厂车间
或铁路桥梁。“如今当这种 5.5 吨的重型导
弹装上常规弹头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时很不
精准，可能导致严重的附带损害和人员伤
亡”。

这并非西方首次炒作俄军精确导弹接
近耗尽的消息。五角大楼4月表示，俄军缺
少精确导弹，不得不更加依赖老式导弹和其
他苏联时代的弹药。

同时，俄军地面装备在第一阶段对乌
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惨重。美国《商
业内幕》网站称，俄军在俄乌冲突中至少
损失了 650 辆主战坦克以及超过 3000 辆
装甲车。而乌克兰方面统计的数字更为
惊人，光是被击毁的俄军主战坦克就接近
1200 辆。

因此今年 5 月社交媒体上传出俄军老
式T-62中型坦克被运往乌克兰南部赫尔松
前线的照片后，不少西方媒体都分析称，这
意味着俄军已耗尽了坦克储备，不得不动用
老式坦克凑数。

可能与俄军战法改变有关可能与俄军战法改变有关
根据西方统计，俄军投入俄乌冲突的

精确制导武器包括海基“口径”巡航导
弹、空基 Kh101 巡航导弹、“匕首”高超音
速导弹、陆基“伊斯坎德尔”战术弹道导
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6 月 12 日
的公开讲话中透露，俄军已向乌克兰发
射了 2606 枚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根据
乌克兰情报机构 5 月底的统计，“俄军已
经 使 用 了 60% 以 上 的 精 确 制 导 武 器 库
存”。

美国和乌克兰方面认为，俄军精确制导
武器的使用量下降，是因为西方的严厉制裁
使俄罗斯无法获得精确制导武器所必需的
芯片等电子产品。

一位匿名军事专家 15 日告诉记者，就
战场表现而言，俄军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频
率的确在下降。这可能的确受到精确制导
武器的储备量影响，但另一方面也与俄军战

法的改变有关。当前俄军在乌东地区以“火
炮开路”的稳步前进模式已取得成功，昂贵
的精确制导武器被用于打击乌克兰纵深地
区的高价值目标。美国《突发防务》网站也
认为，俄军可能不是即将耗尽远程导弹，而
是需要保证手头有足够的库存来维持对北
约的可靠威慑。

俄军坦克储备充足俄军坦克储备充足
至于赫尔松前线出现T-62坦克，有俄

媒介绍称，这些老式坦克来自坦克储备基
地，用于武装乌东亲俄民兵武装。俄军向非
主力部队提供老式坦克早有先例，2015年俄
罗斯就向叙利亚政府军援助了数百辆T-62
坦克。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从目前的趋势
看，俄军地面部队尚不存在坦克储备即将
被耗尽的情况。俄乌冲突爆发前，俄军累
计装备有1.3万辆各式坦克，其中较现代化
的 T-72、T-80、T-90 系列坦克超过 3000
辆。此外，继承了苏联庞大武器库的俄军
还有多个大型坦克储备基地，其中存放着
数千辆 T-72、T-80 系列坦克。从赫尔松
前线的T-62坦克判断，俄军对这些储备坦
克的保管相当不错，经过简单检修或升级
就能投入战场。此外，所谓“被击毁”的俄
军坦克也并非彻底战损。由于俄军掌握着
战场的控制权，所以俄军可将其中部分受
损的坦克拖回维修。根据俄军的经验，相
当大比例的受损坦克通过不同程度的维修
后可重返战场。

乌军乌军：：西方援助与战场消耗西方援助与战场消耗““赛跑赛跑””

乌克兰同样经历着消耗战的煎熬。乌
总统办公室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 13
日指责西方领导人“缺乏紧迫感”，称乌军已
经几乎完全耗尽了作为其武器库支柱的苏
联时代武器弹药。他提出明确的军援要求：
西方需要提供1000门榴弹炮、300套多管火
箭炮系统、500 辆坦克、2000 辆装甲车和
1000架无人机。

““一切都已被耗尽或摧毁一切都已被耗尽或摧毁””
美国《星条旗报》称，乌克兰东部前线的

一名乌军指挥官承认，俄军每次进攻之前都
会发射猛烈的炮火，以压倒乌克兰守军。“在
可预见的未来，俄军不太可能耗尽弹药。他
们使用的是苏联时代的弹药库存，而苏联人
在武器方面从不吝啬。”乌克兰政府顾问丹
尼柳克表示，俄军每天向乌克兰阵地发射多
达5万发炮弹，而乌军的苏制火炮弹药即将
耗尽，每天只能用 5000 发—6000 发炮弹进
行反击。

此外，由于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基本被摧
毁，乌克兰已经无法自行填补装备损失，只
能希望西方提供的军事援助。此前北约的

东欧国家陆续向乌克兰提供了库存的苏制
武器和弹药，美国还牵头在全球寻找符合乌
克兰需求的弹药和零部件。“但现在一切都
已被耗尽或摧毁”。一名美国官员谈到可以
向乌克兰提供的苏制武器时说：“它们已经
从世界上消失了。”

乌军转为完全依赖西方乌军转为完全依赖西方
这意味着习惯使用苏制武器的乌军不

得不转而使用按照北约标准制造的武器。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称，这首先带来的影响
是乌军必须重新接受培训以适应北约制式
武器的使用和维护方法。例如乌克兰一再
要求美国提供“海马斯”远程火箭炮，但美军
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表示，乌军士兵需要
学习如何操作这威力巨大的远程武器，整个
过程需要数周时间，“我们必须对这些士兵
进行培训，以确保他们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该
系统。”

此外，乌军还不得不面对西方缓慢的
武器交付速度，这等于是在和残酷的战场
消耗进行“赛跑”。乌方官员近几周以来
持续请求西方加快武器援助。波多利亚
克指责西方领导人“缺乏紧迫感”，包括法
国、德国在内的一些西欧国家试图躲避战
事。乌克兰驻德大使梅利尼克也抱怨说，
尽管德国早已宣布将提供“豹 1A5”坦克、

“猎豹”自行高炮和 PzH2000 自行榴弹炮，
“但迄今为止，德国还未向乌克兰交付任
何重型武器”。

北约另有一笔北约另有一笔““金钱账金钱账””
法国 24 电视台网站称，北约国家在

对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方面动作迟缓，
不仅是担心激怒俄罗斯，而且还因为这
些国家的自身武器库存也接近枯竭。例
如波兰总统杜达 13 日公开表示，由于对
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波兰自身武器库已
变得过于空虚，需要西方盟友提供装备
进行补偿。

中国军事专家表示，北约国家对乌克兰
的军事援助中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波兰向
乌克兰援助数百辆T-72坦克后，就要求德
国提供更先进的“豹2”系列坦克。而且重型
装备远比俄乌冲突初期西方提供的单兵导
弹昂贵得多。美国“标枪”导弹单价为7.8万
美元、英国 NLAW 导弹为 3.6 万美元，因此
英美可以动辄向乌克兰提供数以千计的单
兵反坦克武器。但1门美国M777榴弹炮在
军火市场上的报价就超过600万美元，德国
PzH2000 自行榴弹炮单价更是达到1700 万
美元。这意味着西方提供的数十亿美元军
援看似金额庞大，其实买不到多少重型装
备。这些昂贵的装备成为乌东战场的消耗
品，即便财大气粗的美国也禁不住肉疼。

本报综合消息

“乌克兰应该拥有更多重型武器。北约及其伙伴已
在供应此类武器，他们在加快速度。”当地时间 6 月 14
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与北约7个国家的领导
人或政府代表进行非正式会谈后这样告诉记者。

荷兰首相吕特在记者会上说：“在武器问题上，我们
立场一致，让俄罗斯失败至关重要。虽然我们不能让北
约军队直接与俄罗斯对抗，我们依然要确保乌克兰把仗
打下去，能够获得所有必需的武器。”波兰总理莫拉维茨
基则称：“如果乌克兰败了，我们谈何信誉？我们能想象
乌克兰被打败后，我们自己还能恢复正常？”斯托尔滕贝
格在记者会上强硬宣称，必须加强北约东部边境的武器
能力，加强“我们保护和保卫每一寸北约盟国领土的能
力”。

这也是北约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更多远程
武器的回应。美国《新闻周刊》14日称，泽连斯基当天表
示，乌方正在不断催促欧洲合作伙伴提供现代反导系
统，“拖延向乌克兰提供这一武器是不合情理的”。乌克
兰国防部副部长安娜·马利亚尔14日在接受乌克兰电视
台采访时称，乌克兰从西方国家收到的武器仅为其要求
提供的10%。据CNN报道，乌克兰前线的武器短缺，已
经让人“对西方补给线的有效运行”产生了疑问。

据法国《世界报》15日报道，当天的乌克兰国防联络
小组会议是一次决定乌克兰未来的“关键会晤”，有近50
个国家代表参加，目的是重新评估为阻止俄罗斯进攻需
要支援的武器，尤其是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表现出虚
弱迹象，并要求获得更多重型装备来自卫”后。报道称，
在最初的一些“不情愿”后，西方指挥官们甚至把他们最
先进的弹头送了过来。在社交媒体上披露的照片显示，
美国政府发送的军火中包含了可通过GPS精确瞄准40
公里的“神剑”制导炮弹，法国也为乌克兰提供了“凯撒”
车载加榴炮。报道称，这种程度的支持“是二战以来前
所未有的，但仍远远不够”。

俄新社称，美国防部长奥斯汀15日在乌克兰问题联
络小组会议上表示，美国及其盟国不应削弱对基辅的武
器供应，这风险太高了。他称，美国正在培训乌克兰军
队如何使用新武器。华盛顿决心在这个方向上做得更
多。他说，超过45个美国盟国和合作伙伴已经向乌克兰
提供了军事援助，而西方国家应该“作出更多努力，让乌
克兰能够自卫”。据彭博社15日报道，美国新的援乌计
划将首次包括陆基“鱼叉”式反舰导弹。

继华盛顿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海马斯”高机动性多
管火箭系统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周二透露
美国将向乌克兰运送射程为70公里的重型制导火箭弹，
专供“海马斯”系统使用。据塔斯社15日报道，俄罗斯驻
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表示，科林·卡尔的声明“非常令人担
忧”，显示美国计划令局势进一步走向升级，“美国人没
有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华盛顿6月15日电（记者邓仙来）美国总统
拜登15日说，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额
外安全援助和2.25亿美元的额外人道主义援助。

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拜登当天在与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说，美国提供的额外安全援助
包括火炮、海岸防御武器以及火炮、先进火箭弹系统
所需的弹药等。额外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将用于向乌
克兰境内民众提供安全饮用水、关键医疗保健物资、
食品以及建立临时住所等。此外，拜登与泽连斯基
就协调国际社会向乌武装力量提供更多支持进行了
讨论。

根据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声明，本轮对乌克兰的额外
安全援助分为两部分，其中价值3.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由拜登直接批准并从国防部库存中调取，包括18门155
毫米口径榴弹炮、3.6万枚炮弹、18辆榴弹炮牵引车以及
与美方此前向乌方提供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弹系统”
适配的火箭弹等。其余价值6.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由美
国国防部向军工企业采购，包括两套用于海岸防御的

“鱼叉”反舰导弹系统、数千部军用电台、数千个夜视镜
和热成像仪等。

另据乌克兰总统网站 15 日报道，泽连斯基当天在
与拜登通电话时介绍了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动态以及
乌方的优先需求。泽连斯基感谢美方对乌克兰的额
外人道主义援助，称美方的额外安全援助“重要且及
时”。

俄乌两国消耗战谁会先扛不住
当前俄

乌冲突正进
入残酷的消
耗战，关于
俄军先进装
备即将耗尽
的传闻层出
不穷，乌克
兰则公开呼
吁西方加快
提供军事援
助。让外界
关注的是，
面对大规模
战场消耗，
俄乌双方谁
先扛不住，
谁就可能失
败。

北约开会讨论

确保乌克兰“打下去”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

价值10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