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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阿拉伯剧变后ꎬ 军用无人机的扩散和使用是中东军事和安全

领域的突出现象ꎮ 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扩散大致可分为扩散初始期 (１９７１ ~
２００４ 年)、 缓慢扩散期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 和快速扩散期 (２０１４ 年以来) 三个

发展阶段ꎬ 期间经历了从少数垄断到多数持有、 从监察为主到察打一体、 从

自主研发到研购并举等变化ꎮ 军用无人机在中东地区的迅速扩散ꎬ 既有中东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应对安全威胁的需要ꎬ 又有提高安全技术装备的考虑ꎮ
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 复杂的地区联盟网络和更加开放的国际军用无人

机市场ꎬ 使得中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获取无人机成为可能ꎮ 各行为体使用

军用无人机执行战术支持、 突袭战略和拒止战略ꎬ 其战术效果显著ꎬ 但战略

效果不一而足ꎮ 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的扩散和应用ꎬ 使军用无人机使用者的

安全风险辨识、 攻防能力发生变化ꎬ 影响地区军事威慑范式与冲突烈度ꎬ 增

大了地区安全治理难度ꎮ 尊重中东国家各自的合法安全利益ꎬ 加强对不同行

为体的约束机制ꎬ 规制军用无人机使用ꎬ 这是解决军用无人机扩散对该地区

安全威胁的有效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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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 (Ｄｒｏｎｅ) 泛指不需要驾驶员登机驾驶的各式飞行器ꎬ 也被称为

９０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重点项目 (２１ＶＸＪ０２３)、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创新项目

“西亚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 “阿拉伯剧变以来中东代理人战争

问题研究” (２０２２ＹＱＮＱＤ０５３) 的阶段性成果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远程 遥 控 飞 行 器 (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Ｐｉｌｏｔ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ꎬ ＲＰＶ )、 无 人 驾 驶 飞 行 器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ꎬ ＵＡＶ)、 无 人 飞 行 器 系 统 (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ＵＡＳ) 等ꎮ 根据不同标准ꎬ 无人机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ꎬ 其中依据

重量标准ꎬ 可划分为纳米型、 微型、 小型、 中型和大型无人机ꎻ 依据自动化

标准ꎬ 可划分为遥控、 半自动和全自动无人机ꎻ 依据易获取性和技术复杂性

标准ꎬ 可划分为消费级、 商业级和军用级无人机ꎮ① 鉴于本文讨论无人机相

关的安全问题ꎬ 尤其是军事安全问题ꎬ 因此根据无人机用途的差别ꎬ 将无

人机划分为军用无人机和民用无人机ꎮ 军用无人机泛指用于军事用途———
军事侦察、 军事支持、 军事袭击、 战斗战役、 战略轰炸等方面的无人机ꎮ
相较而言ꎬ 民用无人机指用于民事领域———物流运输、 农业植保、 安防救

援、 地理测绘、 网络直播等用途的无人机ꎮ 需要澄清的是ꎬ 军用无人机不

仅包括先进的军用级无人机 (也称战略无人机)ꎬ 即中空长航时无人机

(ＭＡＬＥ)、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 (ＨＡＬＥ)、 无人战斗机 (ＵＣＡＶ)ꎬ 而且包括恐

怖组织和民兵力量使用的武器化的商业级或消费级无人机ꎬ 以及自行组装

的用于军用目的无人机ꎬ 后两类军用无人机多是战术无人机ꎬ 但在中东的

使用极为普遍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军用无人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ꎬ 它的使用已成为

全球安全领域的显著现象ꎮ 有学者指出ꎬ “随着无人机、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日

益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ꎬ 国际冲突的门槛大大降低ꎬ 管控传统安全风险、 危

机和冲突的难度日益提升”ꎮ② 在中东地区ꎬ 军用无人机的扩散、 应用及其安

全影响问题尤其突出ꎬ 其装备种类和数量、 使用频度和烈度、 安全冲击和影

响均居全球前列ꎮ 据智库新美国基金会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资料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ꎬ 中东拥有军用无人机的国家数量和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地区ꎬ 在全球

拥有军用无人机的 ３８ 个国家中ꎬ 中东国家占 ９ 个ꎻ 中东拥有军用无人机的非

国家行为体数量和比例远超其他地区ꎬ 在全球拥有军用无人机的 ２３ 个非国家

行为体中ꎬ １４ 个在中东ꎮ③ 军用无人机对中东的安全影响受到了政界、 军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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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媒体界的高度关注ꎮ 联合国前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加桑萨拉梅 (Ｇｈａｓｓａｎ
Ｓａｌａｍé) 表示ꎬ 利比亚冲突是 “世界上最大的无人机战争”ꎮ 前美军中央司令

部司令弗兰克麦肯齐 (Ｆｒａｎｋ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称ꎬ “极端组织使用无人机是美军

在中东面临的两个最紧迫威胁之一”ꎮ① «洛杉矶时报» 刊文强调ꎬ “军用无人

机在中东天空纵横四方ꎬ 带来新的安全威胁”ꎮ②

随着中东军用无人机带来的安全问题愈发凸显ꎬ 学界的相关讨论逐渐增

多ꎮ 目前ꎬ 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聚焦中东军用无人机迅速扩散的原

因ꎬ 弗朗西斯科米兰 (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Ｍｉｌａｎ)、 阿尼西赫塔布利兹 (Ａｎｉｓｅｈ
Ｔａｂｒｉｚｉ) 等人强调ꎬ 无人机自身具有的成本低、 风险低以及行动范围大等特

性是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迅速扩散的动力ꎮ③ 费德里科博尔萨里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Ｂｏｒｓａｒｉ) 认为ꎬ 中东地区令人堪忧的安全形势促使相关国家或组织积极购置

军用无人机ꎮ④ 二是分析单个中东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发展和使用军用无人机

的基本情况ꎮ 这些分析多为研究报告ꎬ 有助于我们了解中东特定行为体的无

人机持有和使用状况ꎮ⑤ 三是讨论中东军用无人机的安全影响ꎮ 塔布利兹、 贾

斯汀布隆克 (Ｊｕｓｔｉｎ Ｂｒｏｎｋ) 等人认为ꎬ 军用无人机改变了部分中东国家的

空中力量使用规范ꎮ⑥ 博尔萨里则强调ꎬ 军用无人机加强了持有者获得情报和

实施各类攻击的能力ꎬ 也增大了它们的潜在风险ꎮ⑦ 佘纲正和罗天宇则认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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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对中东冲突形成了 “高频低烈” 的影响ꎮ① 既有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中

东军用无人机的扩散原因、 基本使用和安全影响有很大帮助ꎬ 但也存在以下

问题: 第一ꎬ 中东军用无人机扩散原因的讨论有待深化ꎮ 相关研究强调中东

军用无人机扩散的一般性原因ꎬ 但对于特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获取军用无

人机的具体原因关注有限ꎬ 因而不能回答特定行为体获取无人机的时机问题ꎮ
第二ꎬ 对中东军用无人机使用问题的系统研究较少ꎮ 既有研究主要考察特定

中东行为体使用军用无人机的基本情况ꎬ 很少从战略视角考察不同中东行为

体使用军用无人机的方式、 战略逻辑及其效果问题ꎮ 第三ꎬ 中东军用无人机

的安全影响问题有待深入辨析ꎮ 中东军用无人机的安全影响涉及安全主客体、
安全局势和安全治理等复杂面向ꎬ 需要进行深入而具体的分析ꎮ 因此ꎬ 本文

拟梳理中东军用无人机扩散的历史并概括其特点ꎬ 剖析近年军用无人机在中

东迅速扩散的原因ꎬ 归纳中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使用军用无人机的基本类

型ꎬ 探究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扩散的安全影响ꎬ 并展望中东军用无人机的发

展前景和治理途径ꎮ

一　 军用无人机在中东地区的扩散历程及其特点

借鉴核扩散的标准ꎬ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评估军用无人机的扩散: 一是

纵向扩散ꎬ 指军用无人机的性能提升ꎬ 包括无人机的功能增多、 进攻性和防

御性能力提高、 可靠性和稳定性增强等ꎻ 二是横向扩散ꎬ 指拥有军用无人机

的行为体数量有所增加ꎬ 越来越多的行为体使用军用无人机ꎮ② 在中东地区ꎬ
军用无人机的扩散并不是新现象ꎮ 根据军用无人机扩散的横向和纵向标准ꎬ
观察中东地区的军用无人机拥有者数量和军事性能两个维度ꎬ 可以发现: 中

东地区的军用无人机扩散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扩散初始期 (１９７１ ~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４ 年之前ꎬ 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扩散尚处在初始期ꎬ 拥有无人机的中

东国家屈指可数ꎬ 军用无人机主要承担侦察和监视等非进攻性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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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佘纲正、 罗天宇: «军用无人机的使用偏好及安全影响»ꎬ 载 «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８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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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ꎬ 拥有军用无人机本土制造能力的中东国家只有以色列和伊朗ꎮ
１９７１ 年ꎬ 以色列曾使用美国制造的 “火蜂” 无人机 (Ｆｉｒｅｂｅｅ) 对埃及进行监

视ꎮ １９７９ 年ꎬ 以色列空军列装国产 “侦察兵” ( Ｓｃｏｕｔ) 无人机ꎮ① 伊朗在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ꎬ 无法从国际社会购买大型军事装备ꎬ 遂转而发展本土

军工产业ꎬ 开始研制军用无人机ꎬ 在 １９８５ 年和 １９８６ 年先后成功试验了 “莫
哈杰 － １” (Ｍｏｈａｊｅｒ － １) 和 “燕子 － １” 无人机ꎬ 并在两伊战争后期用于监视

伊拉克军队在堑壕中的行动和据点ꎮ 此外ꎬ 部分中东国家从美国进口军用无

人机ꎮ 埃及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从美国购买了 ５９ 架 “圣甲虫” (Ｓｃａｒａｂ) 隐形

无人机ꎬ② 土耳其为了提升侦察和监视能力ꎬ 在 １９９５ 年从美国购买了 “蚊蚋 －
７５０” (Ｇｎａｔ ７５０) 和 “蚊蚋 － Ｉ” (Ｉ Ｇｎａｔ) 无人机ꎮ

(二) 缓慢扩散期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０４ 年ꎬ 中东军用无人机扩散有两个标志性事件: 一是以色列首次使用

军用无人机执行攻击性任务ꎻ 二是黎巴嫩真主党在军事行动中首次使用军用

无人机ꎮ 这一时期ꎬ 中东军用无人机扩散主要表现在纵向扩散方面ꎬ 而横向

扩散并不显著ꎮ
２００１ 年ꎬ 美国在阿富汗首次使用无人机执行攻击任务ꎬ 意味着无人机不

再仅仅承担侦察和监视功能ꎬ 而是兼具了察打功能ꎮ 美国部署军用无人机用

于袭击的做法很快被中东地区国家效仿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ꎬ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

沙地带使用无人机击杀两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ꎬ 标志着中东国家开始使用军

用无人机完成攻击任务ꎮ 同时ꎬ 以色列和伊朗的无人机性能不断提升ꎬ③ 土耳

其也在 ２００７ 年从以色列采购 “苍鹭” (Ｈｅｒｏｎ) 军用级无人机ꎮ 这一时期ꎬ 拥

有军用无人机的中东国家数量并未增多ꎬ 而非国家行为体开始使用军用无人

机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ꎬ 黎巴嫩真主党使用升级版伊朗造 “莫哈杰” 无人机进入

以色列北部ꎬ 侦察情况后安全撤回ꎮ④ 这不仅拉开了非国家行为体在中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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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ａｆ ｏｒｇ ｉｌ / ４９６８ － ３３５１８ － ｅｎ / ＩＡＦ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１５ꎻ [以
色列] 雅科夫卡茨、 [以色列] 阿米尔鲍伯特著: «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ꎬ 王戎译ꎬ 浙江人民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５６ 页ꎮ
Ｊｏｓｅｐｈ Ｔｒｅｖｉｔｈｉｃｋ ａｎｄ Ｔｙｌｅｒ Ｒｏｇｏｗａｙꎬ “Ｔｈｅ Ｕ Ｓ Ｓｏｌｄ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ｔｅａｌｔｈ Ｄｒｏｎ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Ｓｃａｒａｂ’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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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 ｕｎｉｑｕｅ － ｓｔｅａｌｔｈ － ｒｅｃｏｎ － ｄｒｏｎｅ － ｃａｌｌｅｄ － ｓｃａｒａｂ － ｉｎ －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ꎬ ２０１８ －１１ －１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ｕｂｉｎꎬ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Ｄｒｏｎ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ｐｐ ５ － ７
Ｍｉｌｔｏｎ Ｈｏｅｎｉｇꎬ “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ｒｏｎｅｓ ａｓ ａ Ｗｅａｐ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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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无人机的序幕ꎬ 而且显示出无人机的非对称战略能力ꎮ
(三) 快速扩散期 (２０１４ 年以来)
以沙特在 ２０１４ 年获取军用级无人机为标志ꎬ 中东地区的军用无人机扩散

明显加速ꎮ 一是横向扩散突出ꎮ 一大批中东国家ꎬ 包括沙特、 伊拉克、 约旦、
阿联酋、 阿尔及利亚、 卡塔尔、 利比亚 (民族团结政府)、 摩洛哥、 突尼斯、
叙利亚通过进口获得军用无人机ꎮ① 此外ꎬ 中东地区很多非国家行为体ꎬ 包括

巴勒斯坦哈马斯、 “伊斯兰国”、 伊拉克人民动员军、 也门胡塞武装、 利比亚

国民军等通过外部援助ꎬ 改装商业级无人机或自行组装的方式获取军用无人

机ꎮ② 二是纵向扩散明显ꎮ 中东国家持有的无人机性能不断提高ꎬ 这里以土耳

其为例进行说明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１ 年ꎬ 土耳其军队先后列装自主研

发的 “旗手 ＴＢ －２” (Ｂａｙｒａｋｔａｒ ＴＢ２)、 “安卡 － Ｓ” (Ａｎｋａ － Ｓ) 和 “游骑兵”
(ＡＫＩＮＣＩ) 无人机ꎮ “旗手 ＴＢ － ２” 和 “游骑兵” 相较ꎬ 两者机长均为 ６ ５
米、 翼展均为 １２ 米ꎬ 但最大起飞重量 (６５０ 公斤到 ６ ０００ 公斤)、 载重 (５５
公斤到 １ ３６０ 公斤)、 最大高度 (７ ６２０ 米到 １１ ５９４ 米)、 续航时间 (２４ 小时

到 ２６ 小时)、 活动范围 (依赖于地面控制站的 １５０ 千米到连接卫星的 ５ ０００ 千

米)、 挂载导弹数量 (４ 枚到 ６ 枚) 则显获提升ꎮ③ 同时ꎬ 一些非国家武装行

为体的军用无人机能力提升迅速ꎬ 胡塞武装 ２０１５ 年时仅能使用商业级无人机

进行侦察ꎬ ２０１７ 年时开始使用自制固定翼无人机用于近距离袭击ꎬ ２０２２ 年初

袭击阿联酋的无人机已经能飞行约 １ ０００ 千米ꎮ
总体来看ꎬ 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扩散在上述三个阶段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是从少数垄断到多数持有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中东只有以色列一国拥有军

用无人机ꎮ 随后ꎬ 伊朗、 埃及和土耳其先后获取无人机ꎮ ２００４ 年之后ꎬ 不仅

越来越多的中东主权国家持有军用无人机ꎬ 而且大量非国家行为体也能获取

军用无人机ꎮ 军用无人机不再是 “大国的专利”ꎬ 也逐渐成为 “弱者的武

器”ꎮ 第二是从监察为主到察打一体ꎮ ２００４ 年之前ꎬ 中东国家使用军用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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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沙特、 伊拉克、 约旦、 阿联酋、 阿尔及利亚分别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从中国进口军用无人机ꎻ ２０１９ 年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２０２０ 年卡塔尔和突尼斯从土耳其进口

军用无人机ꎻ 摩洛哥在 ２０２０ 年从法国和土耳其进口军用无人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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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１１３
Ｓｉｂｅｌ Ｄüｚꎬ Ｔｈｅ Ａｓｃ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ｓ ａ Ｄｒｏｎｅ Ｐｏｗ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ｐ １２ － １３ꎻ 杨龙霄ꎬ 杨润鑫: «这个 “游骑兵” 究竟行不行»ꎬ 载 «解放军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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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情报搜集和巡逻预警等任务ꎮ 此后ꎬ 军用无人机在中东除了用于监察任

务ꎬ 还承担进攻性任务ꎮ 此外ꎬ 中东地区的军用无人机在攻防、 距离、 载重、
智能等方面的性能不断提升ꎮ 第三是从自主研发到研购并举ꎮ 中东最初拥有

无人机的两个国家———以色列和伊朗主要通过自主研发获取无人机ꎮ 随后ꎬ
埃及和土耳其从美国采购无人机ꎮ 目前ꎬ 除了以色列、 土耳其、 伊朗之外ꎬ
绝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军用级无人机主要依靠外部进口ꎬ 不少非国家行为体的

军用无人机来自外部支持、 自行组装和改装ꎮ 第四是从全球领先到能力分层ꎮ
以色列一直是全球军用无人机技术的 “第一梯队”ꎬ 这也拉高了早年中东军用

无人机的全球领先地位ꎮ 根据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 持有无人机的数量

和性能、 无人机作战体系能力三方面衡量标准ꎬ 中东国家的军用无人机能力

目前可以分为四个层级ꎮ 以色列的军用无人机实力属 “超强” 级ꎬ 该国不仅

拥有全球领先的无人机研发和生产能力ꎬ 而且是全球第一大无人机出口国ꎮ
以色列空军有 ３ 个无人机中队ꎬ 列装至少 ４５ 架军用无人机ꎬ 包括高空长航时

大型无人机 “苍鹭 － ＴＰ”ꎬ 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 “赫尔墨斯 － ４５０” (Ｈｅｒｍｅｓ
４５０) 和 “赫尔墨斯 － ９００”ꎬ 以及 “云雀 － ３” (Ｓｋｙｌａｒｋ ３) 小型无人机等ꎮ
此外ꎬ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叙利亚、 苏丹、 伊朗等地使用无人机执行军事任

务ꎬ 形成了高低搭配、 功能互补、 衔接紧密的无人机作战体系ꎮ① 土耳其、 伊

朗、 阿联酋的军用无人机实力属 “强” 级ꎬ 三国具有较先进的无人机自主生

产能力ꎬ 军队装备有多种型号的无人机ꎬ 具有比较成熟的无人机作战体系ꎮ
以土耳其为例ꎬ 土耳其已能自主生产多款军用无人机ꎬ 但发动机、 光电探测

系统等重要部件仍然需要从加拿大、 德国、 乌克兰等国进口ꎮ 土耳其海、 陆、
空三军装备有至少 ８７ 架军用无人机ꎬ 包括高空长航时大型无人机 “游骑兵”
和 “安卡 － Ｓ”ꎬ 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 “旗手 ＴＢ － ２”ꎬ 以及卡尔古 (Ｋａｒｇｕ)
小型无人机等ꎮ 土耳其军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 “无人机 ＋ ” 的联合作战概念

和无人机作战体系ꎬ 在叙利亚和利比亚战场以及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行动中

表现良好ꎮ 埃及、 沙特等国的无人机实力在中东属于 “中等” 水平ꎬ 它们具

有一定的无人机自主生产能力ꎬ 但水平不高ꎬ 军用级无人机主要依赖进口获

得ꎮ 它们持有的无人机性能不错ꎬ 但运用能力比较有限ꎬ 无人机作战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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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梅枝、 李伟业: «以色列军队无人机发展现状及基本经验»ꎬ 载 «飞航导弹»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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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体系并不清晰ꎮ 伊拉克、 摩洛哥、 卡塔尔等国的军用无人机实力属 “弱”
级ꎬ 它们没有无人机自主生产能力ꎬ 军用无人机完全依赖进口ꎬ 无人机使用

较少甚至不使用ꎻ 科威特、 阿曼、 巴林等国没有装备军用无人机ꎬ 尚无投入

使用ꎮ

表 １　 当前中东部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军用无人机持有情况

实力
评估

行为体 型号、 来源及数量 (架) 使用场景

超强 以色列
“海伦 － Ｉ” “海伦 － ＴＰ” “赫尔墨斯 －
９００” 等ꎻ 自产ꎻ ４０ ＋

加沙战场、 苏丹、
叙利亚、 伊朗等

强

土耳其
“旗手 ＴＢ － ２” “安卡 － Ｓ” “游骑兵”
“卡尔古 － ２” “海伦 Ｉ” 等ꎻ 自产与进
口ꎻ ８７ ＋

反分裂、 叙利亚和
利比亚战场

伊朗
“莫哈杰 － ６” “燕子 － ３” “目击者 －
１２９” 等ꎻ 自产ꎻ ６００ ＋

反分裂、 叙利亚、
波斯湾海域

阿联酋
“翼龙 － Ｉ” “翼龙 － ＩＩ” “联合 － ４０” 等ꎻ
自产与进口ꎻ ４０ ＋

反恐、 利比亚和也
门战场

中

埃及
“翼龙 － Ｉ” “翼龙 － ＩＩ” “彩虹 － ４Ｂ”
“联合 － ４０” “努特” 等ꎻ 自产与进口ꎻ
１０ ＋

反恐

沙特
“翼龙 － Ｉ” “翼龙 － ＩＩ” “彩虹 － ４Ｂ”
“追寻者 － ＩＩ” “空中卫士” 等ꎻ 进口ꎻ
４５ ＋

无

也门
胡塞武装

“卡希夫 － １” “卡希夫 － ２Ｋ” “萨玛德 －
１” “萨玛德 － ３” 等ꎻ 自产与外部援助

攻击也门政府军、
阿联酋、 沙特等

弱

阿尔及
利亚

“彩虹 － ３” “彩虹 － ４Ｂ” “联合 － ４０”
等ꎻ 进口ꎻ ９ ＋ 反恐

伊拉克 “彩虹 － ４Ｂ”ꎻ 进口ꎻ １２ 反恐

利比亚
民族团
结政府

“旗手 ＴＢ － ２”ꎻ 外部援助ꎻ １２ 对抗利比亚国民军

利比亚
国民军

“翼龙 － Ｉ” “翼龙 － ＩＩ”ꎻ 外部援助 对抗利比亚政府军

黎巴嫩
真主党

“米尔萨德 － １” “阿尤布” 等ꎻ 自产与
外部援助

对抗以色列、 袭击
叙利亚极端分子

摩洛哥 “雪鹄” “旗手 ＴＢ － ２”ꎻ 进口ꎻ １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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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实力
评估

行为体 型号、 来源及数量 (架) 使用场景

弱

突尼斯 “安卡 － Ｓ”ꎻ 进口ꎻ ３ 无

约旦 “彩虹 － ４Ｂ”ꎻ 进口ꎻ ６ 无

卡塔尔 “旗手 ＴＢ － ２”ꎻ 进口ꎻ ６ 无

叙利亚
“莫哈杰 － ３” “莫哈杰 － ４” “燕子” 等ꎻ
外部援助

无

巴勒斯坦
哈马斯

“燕子” “谢哈布” 等ꎻ 自产与外部援助 对抗以色列

伊拉克人
民动员军

“奥格哈布 － １” “亚西尔” “巴希尔 － １”
等ꎻ 自产

袭击 驻 伊 拉 克 美
军、 袭击反对者

“伊斯
兰国”

“圣战” 等ꎻ 改装消费级无人机与商用级
无人机

对抗伊拉克、 叙利
亚政府军和全球反
恐联盟

　 资料来源: 笔者综合参考以下资料 ( ＩＩＳＳꎬ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２０２２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３３２ － ３７７ꎻ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Ｂｏｒｓａｒｉ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 Ｇａｍｅ ｏｆ Ｄｒ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ｔｏ Ｌｅｔｈａｌ ＵＡＶ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ꎻ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ｒｇｅｎꎬ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Ｓａｌｙｋ － Ｖｉｒｋꎬ Ｄａｖｉｄ Ｓｔｅｒｍａｎꎬ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Ｄｒｏｎｅｓ”) 以及其他公开资料汇总而成ꎮ

二　 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迅速扩散的原因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迅速扩散ꎬ 究其原因ꎬ 主要基于以下

四方面因素ꎮ
(一) 应对安全威胁

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下ꎬ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往往倾向于积极获取

先进武器ꎬ 以实现自身安全ꎮ 一般而言ꎬ 行为体面临的安全风险越高ꎬ 获取

军用无人机的可能性就越大ꎮ① 中东地区恶劣的安全形势是中东军用无人机快

速扩散的重要原因ꎮ
阿拉伯剧变加剧了中东国家长期面临的安全困境ꎬ 中东作为全球 “安全

洼地” 的处境更加明显ꎮ 中东国家长期面临内部势力的离心倾向和外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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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Ｆｕｈｒ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ꎬ “Ｄｒｏｎｉｎｇ Ｏ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７１ꎬ Ｎｏ ２ꎬ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７ꎬ ｐ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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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倾向ꎬ 深陷 “双重不安全困境”ꎮ① 阿拉伯剧变进一步削弱了部分中东

国家的治国理政能力ꎬ 造成这些国家的权威供给能力和安全能力下降ꎬ 并加

剧了域内外大国对这些 “脆弱国家” 的干预渗透ꎮ 基于此ꎬ 不同行为体组建

联盟阵营并进而展开激烈博弈ꎬ 致使中东地区深陷失序化、 阵营化、 敌对化

和冲突化态势ꎮ② 阿拉伯剧变之后ꎬ 中东地区的非国家行为体冲突从之前每年

平均大约 １０ 次骤增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０ 次ꎻ ２０１９ 年ꎬ 该地区的国际冲突高达 ７
次ꎬ 两者均是二战后最高水平ꎮ③ 中东地区的不安全表现为恐怖主义和分离主

义活动甚嚣尘上ꎬ 内战和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ꎬ 国家间敌对和地缘政治竞争

愈演愈烈ꎮ
面对恶劣的地区安全形势ꎬ 中东国家积极生产和购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

武器装备ꎬ 以应对内外安全威胁ꎬ 并更好地保护国土安全和政权安全 (包括

进攻性和防御性)ꎮ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期间ꎬ 中东地区相较前一个五年的武器进口额分别增长 ６１％和

２５％ ꎬ 均为全球武器进口增速最快的地区ꎮ④ 中东的非国家行为体基于生存和

发展的需要ꎬ 为应对各类安全威胁ꎬ 同样积极寻求先进的武器装备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ꎬ 中东国家至少花费了 １５ 亿美元进口军用无人机ꎬ⑤ 而以色列、
土耳其、 阿联酋、 伊朗等国还投入巨额资金自主研发军用无人机ꎬ 系中东地

区的各行为体应对安全威胁的路径之一ꎮ
(二) 提高安全技术装备

对于中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而言ꎬ 军用无人机在降低安全成本、 提

高安全能力、 规避安全风险方面具有独特优势ꎬ 可助于各行为体维系安全

需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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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林聪: «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４ ~ ２５ 页ꎻ
Ａｄｈａｍ Ｓａｏｕｌｉꎬ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Ｌ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４９ꎻ 朱泉钢著:
«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 以埃及、 伊拉克、 也门、 黎巴嫩等共和制国家为例»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２１０ 页ꎮ
唐志超: «失序的时代与中东权力新格局»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７ ~ ４７ 页ꎮ
Ｓｕｌｔａｎ Ｂａｒａｋａｔꎬ Ｓｉｒｉ Ａａｓ Ｒｕｓｔａｄꎬ Ｍｏｎａ Ｈｅｄａｙａ ａｎｄ Ｓａｎｓｏｍ Ｍｉｌｔｏｎ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ꎬ Ｄｏｈａꎬ Ｑａｔａ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３ － ４
Ａｕｄｅ Ｆｌｅｕｒａｎｔ ｅｔ ａｌ ꎬ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ＳＩＰＲＩ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１ꎻ

Ｐｉｅｔｅｒ Ｄ Ｗｅｚ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 ꎬ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ꎬ ２０２０ꎬ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ＳＩＰＲＩ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１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Ｂｏｒｓａｒｉ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ｓ Ｇａｍｅ ｏｆ Ｄｒ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ｔｏ Ｌｅｔｈａｌ ＵＡＶ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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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军用无人机以其特性能够增强行为体的安全能力ꎮ 军用无人机虽

然不能消除克劳塞维茨所谓的 “战争迷雾”ꎬ 但可以降低战争对人的限制ꎮ①

与传统战机相比ꎬ 军用无人机具有长续航、 不间歇、 宽行动环境、 不易被传

统防空体系发现等行动优势ꎬ 这些不仅提升了行为体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能

力ꎬ 而且能有效应对中东地区近年严重的恐怖组织、 反叛组织、 民兵组织等

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ꎮ
第二ꎬ 军用无人机实现了人机分离ꎬ 能够更好地规避飞行员的安全风险ꎮ

无人机改变了传统的人机关系ꎬ 使人可以不在 “感知—决策—行动” 回路中ꎬ
而是在回路上ꎬ 甚至是回路外ꎮ② 与传统战机高度依赖前线飞行员不同ꎬ 军用

无人机的操作人员不用奔赴前线ꎬ 因此无人机行动 “对操作人员造成直接伤

害的风险极低ꎮ”③ 在现代社会ꎬ 军人伤亡不仅关乎直接减损战斗力ꎬ 而且由

于 “观众成本” 效应对一国政府构成巨大的国内外压力ꎮ 对于中东国家而言ꎬ
拥有军用无人机能降低飞行员的伤亡风险和政权的安全风险ꎮ

第三ꎬ 军用无人机比传统战机价格便宜很多ꎬ 能有效降低安全成本ꎮ 随

着军用无人机技术的不断进步ꎬ 它能够代替常规战机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ꎬ
而其采购、 训练、 维修和操作成本则低很多ꎮ④ 常规战机价格很高ꎬ 如阿联酋

装备的 “Ｆ － １６”、 土耳其装备的 “Ｔ － １２９” 攻击直升机单价曾分别为 ２ 亿美

元和 ６ ０００ 万美元ꎬ 而同期两国装备的 “翼龙 － Ｉ” 和 “旗手 ＴＢ － ２” 军用级

无人机单价仅为 ２００ 万美元和 ６００ 万美元ꎮ⑤ 此外ꎬ 一些恐怖分子自行改装的

军用无人机成本只有数百美元ꎮ
(三) 军用无人机具有易获取性

第四次工业革命助推中东行为体的军用无人机制造ꎮ 与传统载人战机工

艺复杂和难以制造不同ꎬ 中东部分国家甚至非国家行为体能够相对轻松地制

造军用无人机ꎮ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ꎬ 人工智能、 生物工程、 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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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ｉｋｏｌａｓ Ｇａｒｄｎｅｒꎬ “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ｉａｎ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Ｗｅａｐ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８６ － ９８

[美国] 保罗沙瑞尔著: «无人军队: 自主武器与未来战争»ꎬ 朱启超等译ꎬ 世界知识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３３ ~ ３４ 页ꎮ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ｏｏｄｈａｍ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Ｂｏｒｒｉｅꎬ Ａｒｍｅｄ ＵＡＶ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 － Ｓｔａｔｅ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Ｂｏｙｌｅꎬ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ｆｏｒ Ｄｒｏｎｅｓ”ꎬ Ｏｒｂｉｓꎬ Ｖｏｌ ５９ꎬ Ｎｏ １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ｐ ７９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Ｆ Ｍｉｌａｎ ａｎｄ Ａｎｉｓｅｈ Ｂａｓｓｉｒｉ Ｔａｂｒｉｚｉꎬ “Ａｒｍｅｄꎬ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ꎬ ａｎｄ ｉｎ Ｈｉｇｈ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 Ｄｒｏｎｅｓ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ｐ 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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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运用越来越广泛ꎬ 包括军用无人机在内的军用无人平台在全球快速发

展ꎮ 土耳其、 伊朗、 阿联酋等中东国家能够借助新材料的运用、 计算机处理

能力的提高、 自动化技术的进步ꎬ 快速发展本国的军用无人机生产能力ꎮ 此

外ꎬ 也门胡塞武装等非国家行为体甚至直接运用 “３Ｄ” 打印技术ꎬ 自行生产

军用无人机ꎮ① 以 “伊斯兰国” 为代表的部分宗教极端组织ꎬ 通过在民用市

场上采购消费级或商业级无人机ꎬ 然后进行必要的改装ꎬ 也可用于执行军事

任务ꎮ②

一些没有无人机自主生产能力的中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ꎬ 还可以从盟

友或国际市场较容易地获取无人机ꎮ 一方面ꎬ 中东地区复杂的联盟网络加剧

了军用无人机的扩散ꎮ 阿拉伯剧变以来ꎬ 伊朗、 土耳其、 阿联酋等国基于利

益、 观念和避险考虑ꎬ 积极发展盟友和扶植代理人ꎬ 并向后者直接提供军用

无人机或间接提供无人机技术和人员培训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出于支持伊拉克

等中东国家打击 “伊斯兰国” 恐怖组织的考量ꎬ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进入中东军用

级无人机市场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中国向中东地区出口军用级无人机是为了支

持地区国家反恐需要ꎬ 也是因为具有军用级无人机出口能力的美国和以色列

出于狭隘的安全利益ꎬ 不愿向阿拉伯国家出口军用级无人机ꎮ 可见ꎬ 一些西

方学者和媒体鼓吹的 “中国军用无人机扩散威胁论” 显然站不住脚ꎮ
(四) 中东地区不同行为体获取军用无人机的具体考量

虽然军用无人机在中东地区迅速扩散的原因具有一般性ꎬ 但是不同行为

体获取军用无人机的时机存在明显差别ꎬ 这反映了特定行为体不同的安全威

胁认知ꎮ
第一ꎬ 一些地区强国为了增强军事能力ꎬ 获取战略优势ꎮ 对于土耳其、

以色列和阿联酋来讲ꎬ 军用无人机作为重要的战略资产ꎬ 不仅可以增强国防

独立和综合国力ꎬ 而且能扶植代理人和塑造地区秩序ꎬ 还能赚取军火外汇ꎮ
阿拉伯剧变之后ꎬ 中东地区强国大多奉行积极进取的对外战略ꎬ③ 发展军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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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能力是实现战略优势的重要手段ꎮ 亲土耳其执政党的智库政治、 经济和

社会研究基金会 (ＳＥＴＡ) 的报告指出ꎬ “土耳其决策者认为ꎬ 发展无人军事

系统不仅是土耳其军事现代化的一部分ꎬ 更是土耳其成为地区领导者的机会ꎬ
还能使土耳其成为全球权力竞争的重要博弈者ꎮ”①

第二ꎬ 一些国家为了更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ꎬ 优化战略手段ꎮ 阿拉伯

剧变以来ꎬ 非国家武装行为体ꎬ 尤其是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 成为重要安全

威胁ꎮ② 这些组织往往具有移动迅速、 行动诡异、 网络复杂的特点ꎬ 这对于相

关国家军方的情报获取、 精准定位和快速打击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受到恐

怖主义威胁的中东国家ꎬ 往往积极采购军用无人机ꎮ 沙特、 伊拉克、 埃及和

阿尔及利亚等国在 ２０１４ 年以后从中国进口军用无人机ꎬ 其重要背景是 “伊斯

兰国” 恐怖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在这些国家的迅速扩张和安全威胁增大ꎮ
第三ꎬ 部分国家为了抵消对手的军用无人机优势ꎬ 实现战略平衡ꎮ 中东

诸多国家之间关系复杂ꎬ 矛盾尖锐ꎬ 对抗突出ꎮ 一国很难坐视敌国拥有军用

无人机而无动于衷ꎬ 往往会想方设法抵消与敌国的武器差距ꎮ 卡塔尔在 ２０２０
年从土耳其采购 ６ 架 “旗手 ＴＢ － ２” 无人机ꎬ 系受到沙特和阿联酋装备军用

无人机的影响ꎮ 阿尔及利亚在 ２０１８ 年列装军用无人机后ꎬ 与其有长期战略矛

盾的摩洛哥为抵消其无人机优势ꎬ 不仅在 ２０１９ 年从乌克兰购买反无人机系

统ꎬ 而且在 ２０２０ 年分别从法国和土耳其采购了 ３ 架 “雪鸮” (Ｈａｒｆａｎｇ) 无人

机和 １３ 架 “旗手 ＴＢ －２” 无人机ꎮ
第四ꎬ 伊朗和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为发展不对称空中能力ꎬ 提高战略能力ꎮ

由于伊朗在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受到国际封锁而无力发展常规空军ꎬ 因此高

度重视导弹、 军用无人机等装备的战略价值ꎬ 以此维持不对称空中战略能力ꎮ
此外ꎬ 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往往无力建设常规空军力量ꎬ 它们需要无人机获取

不对称空中能力ꎮ 例如ꎬ 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为了拥有对于以色列

和沙特的不对称威慑能力ꎬ 积极获取军用无人机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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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ꎬ 少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获取无人机的安全考虑不明显ꎬ 而是旨

在获取国际声誉ꎮ 一些国家认为拥有军用无人机是权力、 先进和控制力的象

征ꎬ 以此增强国际声誉ꎮ 以约旦为例ꎬ 其购买军用无人机之后ꎬ 并没有认真

考虑将其列装在军队中ꎬ 更多是通过拥有军用无人机来显示国家声誉ꎮ① “伊

斯兰国” 获取无人机虽有一定的安全目的ꎬ 更多是以 “控制天空的形象” 展

示组织的 “主权特征”ꎬ 以便宣传和提高 “声誉”ꎮ②

总之ꎬ 阿拉伯剧变以来ꎬ 中东安全形势恶化ꎬ 地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

体对国家安全、 政权安全以及地缘政治安全的担忧是它们积极获取军用无

人机的重要原因ꎬ 而军用无人机在降低安全成本、 提高安全能力、 降低安

全风险方面具有独特优势ꎬ 从而能帮助它们更好地应对安全威胁ꎮ 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推动、 复杂的地区联盟网络和更加开放的国际军用无人机市场ꎬ

使得中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获取无人机成为可能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不同

行为体获取军用无人机的具体诉求并不一样ꎬ 这影响了不同行为体获取无

人机的时机ꎮ

三　 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的三种运用方式及其强制逻辑

武力使用战略的核心是运用强制能力实现目标ꎬ 可分为两类: 纯粹武力

和武力胁迫ꎮ 前者不考虑对手意愿ꎬ 直接用武力消灭或击溃对手ꎻ 后者通过

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ꎬ 迫使对手改变意愿和做出让步ꎮ 军用无人机是武力使

用战略的实现工具ꎬ 其强制逻辑是行为体借助无人机行使强制功能ꎬ 提升行

为体的战术能力和战略能力ꎬ 实现削弱、 击败或迫使敌方让步的目标ꎮ 借鉴

常规空军战略运用的研究③ꎬ 根据无人机的攻击性强弱、 打击目标的不同、 无

人机强制逻辑的差别ꎬ 军用无人机在中东的运用方式可以分为支持

(ｓｕｐｐｏｒｔ)、 突袭 (ｓｔｒｉｋｅ) 和拒止 (ｄｅｎｉａｌ) 三种类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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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术支持

战术支持是指行为体使用军用无人机提供空中支持ꎬ 配合而不是直接参

与军事攻击ꎮ 在中东地区ꎬ 几乎所有无人机持有者都使用无人机进行战术支

持ꎮ 它们使用无人机对敌方进行情报搜集、 巡逻监视和目标锁定ꎬ 这有助于

预测敌人行动和明晰战场环境ꎬ 预警己方危险ꎬ 支持欺骗行动和反制敌方欺

骗ꎬ 识别敌方弱点ꎬ 锁定待攻击的目标ꎬ 评估战斗效果等ꎬ 使决策者更优地

制定军事行动方案ꎬ 在当下或未来的军事行动中预见可能变化、 降低潜在风

险和塑造有利结果ꎬ 最终实现有效消灭敌人和迫使敌人让步的战略目的ꎮ① 中

东军用无人机的战术支持主要有两种场景:
第一ꎬ 搜集战前情报ꎬ 支持后续军事行动ꎮ 中东地区行为体广泛使用无

人机进行战前情报搜集ꎬ 确定重要战略目标ꎬ 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ꎮ 以色

列在实施针对哈马斯的 “铸铅行动” 之前ꎬ 以军通过使用无人机等手段ꎬ 花

费 ６ 个月来确定哈马斯的战略目标ꎮ 战争开始后ꎬ 以色列空军 ８ 天摧毁了 １
５００ 多个相关目标ꎬ 随后地面部队迅速进入加沙地带ꎬ 并控制疑似火箭弹储藏

点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ꎮ②

第二ꎬ 搜集战中情报ꎬ 支持实时军事行动ꎮ 军用无人机作为实时情报、
监视和巡逻工具ꎬ 可以帮助战场指挥官准确判断敌军情况ꎬ 并快速、 有针对

性地制定作战方案ꎮ 以色列军官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曾感叹ꎬ “拿破仑战争以

来ꎬ 指挥官首次能够直接凭借自己的眼睛评估战场形势ꎬ 无人机提供了战场

指挥官最需要的信息———准确、 实时的敌我双方位置和军力部署”ꎮ③ 凭借无

人机这一 “空中之眼”ꎬ 军队指挥官在战场上能够即时获取和分析情报ꎬ 提升

己方的决策质量和行动能力ꎮ
在中东ꎬ 使用军用无人机执行情报、 监视和巡逻任务ꎬ 对相关军事行动

能够提供空中支持ꎮ 一方面ꎬ 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ꎮ 如果没有无人机提供的

情报ꎬ 许多战争成效或许要缩水很多ꎮ 另一方面ꎬ 增强了军队的控制力ꎮ 无

人机可以帮助军队锁定目标ꎬ 减轻国内外的舆论压力ꎬ 更好地掌控战争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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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强度ꎮ
(二) 突袭战略

突袭战略是指行为体使用军用无人机攻击民事目标ꎬ 促使敌方妥协ꎮ 这

种战略的强制逻辑是ꎬ 行为体使用无人机攻击敌方平民或民用设施ꎬ 进而削

弱敌方政府的政治权威和治理能力ꎬ 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ꎬ 增大政府

所承受的压力ꎬ 促使敌方民众暴动或政府直接妥协ꎮ 由于攻击平民行为严重

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法ꎬ 主权国家使用无人机直接攻击平民行为在中东

并不多ꎮ 然而ꎬ 胡塞武装、 哈马斯、 “伊斯兰国” 和伊拉克人民动员军等非国

家武装力量频频使用无人机攻击民事目标ꎬ 包括袭击政治领导人和平民ꎬ 摧

毁水电设施、 油气炼化厂、 道路通信设施、 机场、 学校等ꎮ 中东军用无人机

的突袭战略运用主要有两类:
第一ꎬ 对重要政治人物发动恐怖袭击ꎬ 施加政治压力ꎮ 一些武装力量使

用无人机暗杀重要政治人物ꎬ 最典型的是伊拉克总理官邸遇袭事件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 伊拉克总理官邸遭两架武器化的消费级无人机袭击ꎬ 其中一架被

摧毁ꎬ 另一架则成功投放炸弹ꎬ 炸毁一辆汽车ꎬ 官邸外围破坏严重ꎬ 并造成 ６
名保镖受伤ꎮ 这是某伊拉克民兵组织发动的空袭ꎬ 旨在对 ２０２１ 年伊拉克议会

大选结果表达不满ꎬ 威胁总理ꎬ 并对其施加压力ꎮ
第二ꎬ 攻击民用设施ꎬ 迫使对手做出政治让步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以来ꎬ 胡塞

武装多次使用自制无人机袭击沙特、 阿联酋、 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机场、 石油

炼化厂、 石油管道、 学校等场所ꎮ 仅在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期间ꎬ 胡

塞武装就向民事目标发动了 ６２ 次无人机袭击ꎬ① 试图直接损害对手的经济利

益、 安全利益和国际形象ꎬ 并散布恐怖情绪ꎬ 促使对手的民众向政府施加停

战压力ꎬ 迫使沙特接受谈判和从也门撤军ꎮ
目前来看ꎬ 使用军用无人机执行突袭战略ꎬ 虽然会给敌方带来紧张情绪

和心理压力ꎬ 但很难促使民众向政府施加足够的妥协压力ꎬ 更不能迫使敌方

政府轻易让步ꎮ 就像胡塞武装虽然频繁使用无人机执行突袭战略ꎬ 但并没能

很快迫使沙特改变强硬政策ꎮ 这主要是因为中东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战术无人

机执行突袭战略ꎬ 其造成的伤害程度相对有限ꎬ 并且袭击平民的行动既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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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的谴责ꎬ 又很容易使敌方聚合对抗的民意ꎮ①

(三) 拒止战略

拒止战略是指行为体使用军用无人机袭击敌方军事目标ꎬ 摧毁敌人的军事

资源ꎬ 迫使敌人让步ꎮ 这种战略的强制逻辑是ꎬ 行为体使用无人机击杀敌方的

重要指挥官、 摧毁敌人的军工厂或军用设施、 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ꎬ 直接削弱

敌方的战斗能力ꎬ 使敌方相信其军事行动注定失败或代价高昂ꎬ 最终使敌方妥

协让步ꎮ 中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无人机执行拒止战略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ꎬ 实施定点清除ꎮ 实施定点清除旨在运用军用级无人机的精准打击

能力ꎬ 击杀敌方的重要军事指挥官ꎮ 以色列多次使用无人机ꎬ 对伊朗、 真主

党、 哈马斯的重要军事指挥官实施定点清除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阿联酋在也门使用无

人机击杀胡塞武装领导人萨利赫萨马德 (Ｓａｌｅｈ ａｌ － Ｓａｍａｄ)ꎮ ２０２０ 年ꎬ 美国

在伊拉克使用无人机击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和伊拉克人民动员军指挥官穆罕

迪斯ꎮ 除了上述域外定点清除ꎬ 中东一些国家还使用无人机袭击国内的恐怖

组织和分离运动的领导人ꎬ 伊拉克、 埃及、 阿尔及利亚等国多次使用无人机

击杀国内的恐怖组织指挥官ꎬ 土耳其在 ２０１６ 年后频繁使用无人机击杀库尔德

工人党军事高层领导ꎮ
第二ꎬ 间接攻击目标ꎮ 间接攻击指使用无人机ꎬ 袭击敌人的军工厂、 武

器库、 军校、 军事基地、 重要通信设施和补给线路ꎬ 间接降低敌人的战场战

斗力ꎮ 其一ꎬ 使用无人机在非战时摧毁敌方武器装备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以色列部署

无人机袭击伊朗过境苏丹向哈马斯运送武器的车队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以色列使用无

人机袭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一座据称为哈马斯生产武器的军工厂ꎮ② 以色列使

用无人机袭击 “移动的武器库” 和静态的军工厂ꎬ 旨在降低敌方的战斗潜力ꎮ
其二ꎬ 使用无人机攻击军事院校和军事基地ꎮ 阿联酋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使用无人

机袭击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下属的军校ꎬ 造成 ２６ 名军校学生死亡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同时使用 １３ 架自制无人机ꎬ 运用 “蜂群战

术” 袭击俄罗斯驻叙海空基地ꎮ③ 其三ꎬ 使用无人机攻击补给线路等后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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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ꎮ 有中东问题专家认为ꎬ 土耳其在利比亚使用无人机攻击哈夫塔尔领导的

“国民军” 的补给线和后勤基地ꎬ 是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将

国民军推回利比亚东部的重要原因ꎮ①

第三ꎬ 直接参与战斗ꎮ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

亚、 阿联酋在也门和利比亚、 土耳其在叙利亚和利比亚、 “伊斯兰国” 在伊拉

克ꎬ 均在直接战斗中使用无人机用于攻击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３ 月 ５ 日ꎬ 土

耳其使用 “旗手 ＴＢ －２” 和 “安卡 － Ｓ” 无人机、 有人战机加电子战的方式ꎬ
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发动 “春天之盾” 军事行动ꎬ 摧毁俄罗斯和叙利

亚联军的大量装甲设备和俄制防空系统ꎬ 击杀 ３０９ 名叙利亚士兵ꎮ② 在战斗

中ꎬ 土耳其的无人机不仅摧毁了叙利亚军队的防空体系ꎬ 而且直接攻击军事

目标ꎬ 对于土耳其取得战场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土耳其在伊德利卜的军事

胜利带来了战略成功ꎬ 土军阻止了叙军继续打击土耳其支持的武装力量ꎬ 迫

使叙军撤离特定区域ꎬ 并与俄罗斯签署了对土耳其有利的伊德利卜停火

协议ꎮ
对于中东军用无人机的使用者来讲ꎬ 无人机比传统战机成本低、 风险低、

精确度高、 自主化和智能化程度高、 动态监察和打击能力强ꎬ 显示出一定的

战术创新潜力ꎮ 一是定点清除变得常规化ꎮ 定点清除并不是因为无人机才出

现的ꎬ 但是由于无人机成本低、 滞空长、 法律界限模糊ꎬ 定点清除变得简单

化、 频繁化和日常化ꎬ 这改变了中东传统的反恐和平叛模式ꎮ 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期间ꎬ 土耳其使用无人机对库尔德工人党进行了 １２４ 次定点清除行动ꎮ③ 二

是无人机 “蜂群” 战术被频繁应用ꎮ 土耳其、 叙利亚反对派、 胡塞武装等使

用多架无人机ꎬ 通过 “蜂群” 战术瘫痪敌方的防空体系ꎬ 对战略目标进行自

杀式袭击ꎬ 这是传统飞行器很难承担的任务ꎮ 虽然无人机 “蜂群” 战术仍处

于初级阶段ꎬ 但其蕴含的战略潜力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激活ꎮ
三是军用无人机自主化显露苗头ꎮ 虽然严格意义的自主化 “无人战争” 至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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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 ２１ 世纪下半叶才可能实现ꎬ① 但中东地区的无人机自主化水平在增强也

是不争事实ꎮ ２０１９ 年袭击沙特油田的无人机ꎬ 具有较强的半自主化能力ꎮ 根

据联合国安理会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的报告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土耳其在利比亚

使用 “卡尔古 － ２” 无人机在自主模式下袭击敌人ꎬ 这被视为人类第一例记录

在案的无人机自主杀人事件ꎮ
中东国家使用军用无人机执行战术支持、 突袭和拒止战略ꎬ 本质是运用

无人机这一创新性的空中武器行使强制功能ꎬ 实现战略目标ꎮ 整体来看ꎬ 无

人机在军事行动中的战术效果不容否认ꎬ 但其战略效果需要具体分析ꎬ 这受

到无人机类型、 战术使用和对手防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ꎮ 同样是直接参与战

斗ꎬ 土耳其通过融合性地使用军用级无人机、 常规战机和电子战ꎬ 在叙利亚

和利比亚战场收到了较好的战略效果ꎬ 而 “伊斯兰国” 在解放摩苏尔战斗中

使用改装的民用无人机对抗国际反恐联军ꎬ 虽能起到延缓联军进攻的作用ꎬ
但并未产生战略性影响ꎮ 总体看ꎬ 一方面ꎬ 战略无人机和战术无人机的战略

效果不能等量齐观ꎮ 中东军事强国使用军用级无人机执行拒止战略ꎬ 明显比

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使用的改装和自制的战术无人机执行突袭和拒止战略的效

果更好ꎮ 另一方面ꎬ 中东不同行为体使用相近技术能力无人机的不同战略效

果表明ꎬ 军用无人机很难单独产生显著的战略效果ꎬ 其战略效果在于无人机

与其支持系统ꎬ 包括通讯、 情报、 人力、 军事系统的有效结合ꎮ 这提醒我们

在评价中东军用无人机使用效果的时候ꎬ 要避免 “无人机类型混淆化” 和

“无人机功效评价简单化” 的误区ꎬ② 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无人机都能带来同等

意义的军事革命ꎬ 无人机带来的战略效果也不单纯是无人机技术决定的ꎬ 而

是与使用者的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密切相关ꎮ

四　 军用无人机快速扩散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

军用无人机在中东地区被低成本的广泛使用ꎬ 对于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

７２１

①

②

Ｊｏｈｎ Ｈａｒｄｙꎬ “Ｒｅａｌｉｓｍꎬ Ｄｒｏｎ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ｎ Ｐａｕｌ
Ｌｕｓｈｅｎｋｏꎬ Ｓｒｉｎｊｏｙ Ｂｏｓｅꎬ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ｌｅｙ ｅｄｓ ꎬ Ｄｒ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５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 Ｋｒｅｕｚｅｒꎬ Ｄｒ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ｉｒ Ｗａｒｆａｒｅ :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Ｐｉｌｏｔ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５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为体的军事攻防能力、 地区冲突形态与烈度、 地区安全治理等方面均产生了

重要影响ꎮ
(一) 带来军用无人机使用者的安全风险辨识、 攻防能力变化

虽然人们常常将无人机视为一种降低乃至消除安全风险的武器ꎬ 但是无

人机并不能消除所有风险ꎬ 而是将安全风险及其应对能力在主体和客体之间

进行重新分配ꎮ 传统上ꎬ 安全冲突是一种即时性的相互威胁行为ꎬ 即一方对

另一方造成伤害ꎬ 也意味着需要承担另一方的报复性伤害风险ꎮ 与传统有人

战机相比ꎬ 无人机实现了人机分离ꎬ 无人机在执行安全任务时ꎬ 操作员可以极

大避免人身伤害ꎮ 此外ꎬ 多数无人机体积小、 速度慢、 高度低的特征ꎬ 使得传

统防空体系难以对其有效应对ꎬ 冲击了传统攻防平衡ꎬ 导致部分的防御失效和

进攻占优ꎬ 加大了军事威慑难度ꎮ 显然ꎬ 这将安全风险极大转移到无人机持有

者的对手身上ꎮ 然而ꎬ 无人机带来的安全风险对于不同行为体的影响并不均等ꎮ
一方面ꎬ 军用无人机增大了持有者对手的安全风险ꎬ 提高了持有者的安

全能力ꎮ 中东地区的无人机持有者摆脱了传统战机对飞行员生命安全考虑的

限制ꎬ 能获得即时、 准确、 持续的军事情报ꎬ 并能在枯燥和危险的环境下行

动ꎬ 提高了相对于敌人的军事决策和行动能力ꎮ 土耳其、 以色列、 埃及、 伊拉

克等国使用军用无人机ꎬ 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反恐和平叛能力、 边境控制能力和

公共安全能力ꎮ 此外ꎬ 土耳其、 伊朗、 阿联酋等国向地区盟友和代理人提供军

用无人机ꎬ 并且在外部冲突中使用军用无人机ꎬ 提高了国家的联盟能力、 军事

投射能力和外部战斗能力ꎮ① 与此同时ꎬ 胡塞武装、 真主党、 人民动员军等非

国家武装力量也通过使用军用无人机增强空中能力ꎬ 对敌人造成安全威胁ꎮ
另一方面ꎬ 军用无人机显著提高了弱者空中能力ꎬ 但对强者空中能力的

提高更具根本性作用ꎮ 中东地区的弱者 (尤其是非国家行为体) 能比较容易

地获取无人机ꎬ 再加上当前对无人机的有效反制能力尚未形成ꎬ 增强了弱者

“以小博大” 的空中能力ꎬ 削弱了强国的 “空权垄断”ꎬ 强国面临前所未有的

空中威胁ꎬ 其面临的 “随机性破坏” 风险上升ꎮ 然而ꎬ 强国在无人机的研发

和使用方面拥有更多的资金、 技术和制度优势ꎬ② 它们的战略无人机在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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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载重性、 致命性、 自主性上水平更高ꎬ 美国利用无人机在中东频繁进行

定点清除ꎬ 土耳其在叙利亚和利比亚战场上使用军用级无人机对抗军事强敌ꎬ
这使对手面临 “创造性破坏” 风险ꎬ 其安全威胁更大ꎬ 影响也更深远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军用无人机除了在主客体之间重新分配安全风险ꎬ 也改变

了主体内部的无人机操作员的安全风险ꎮ 有研究指出ꎬ 以色列无人机操作员虽

然不像美国同行那样面临严重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 (ＰＴＳＤ) 等心理疾病ꎬ 但

他们的心理压力明显高于普通人ꎬ 且从事无人机操作时间越长ꎬ 其心理压力越

大ꎮ① 显然ꎬ 无人机虽避免了操作员的身体风险ꎬ 但增大了其心理风险ꎮ
(二) 影响地区军事威慑范式与冲突烈度

军用无人机的低成本和低风险特征ꎬ 助长了中东地区部分决策者的黩武

倾向ꎬ 使用无人机的军事行动在中东地区增多ꎮ 面对敌方的无人机威胁ꎬ 中

东地区的行为体总是谋求重建威慑平衡ꎬ 带来无人机军备竞赛和冲突升级风

险ꎬ 并使一些冲突长期化ꎬ 这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ꎮ
军用无人机助长了部分持有者的黩武倾向ꎬ 增大了中东地区的冲突频率ꎮ

一方面ꎬ 无人机降低了持有者的避险倾向ꎮ 风险社会是现代世界的重要特征ꎬ
对士兵伤亡风险的担心是现代战争的重要抑制因素ꎮ 军用无人机降低了操作

员的安全风险ꎬ 加强了政府的风险管理能力ꎬ 使得决策者认为战争风险更低ꎬ
降低了军事手段使用的门槛ꎬ 导致他们更愿意使用武力而不是非暴力手段解

决争端和冲突ꎮ② 另一方面ꎬ 军用无人机催生了战略目标错置问题ꎮ 无人机不

仅从安全、 经济和政治方面大大降低了战争成本ꎬ 决策者易滋生出能够借助

无人机完成更多军事任务的 “能力错觉”ꎬ③ 而且无人机使决策者掌握更多决

策信息ꎬ 从而带给决策者一种能够掌控外部环境和不确定性的 “信心错

觉”ꎮ④ 最终ꎬ 部分决策者野心逐渐增大ꎬ 扩展最初设定的战略目标ꎬ 造成战

略目标错置和 “任务蠕变” 问题ꎮ 无人机易给决策者带来这两方面心理影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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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东地区的无人机军事行动十分频繁ꎮ 美国、 土耳其、 埃及等反复使用无

人机进行定点清除和反恐行动ꎬ 以色列、 土耳其、 伊朗、 阿联酋等频频利用

无人机开展越境军事行动ꎬ 胡塞武装、 “伊斯兰国” 等非国家行为体频繁使用

无人机袭扰、 恐吓、 对抗其对手ꎮ
军用无人机的使用引起了被强制方重建威慑平衡的努力ꎬ 易助长军备竞赛

和冲突升级风险ꎮ 当中东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频繁使用无人机进行强制行动

时ꎬ 被强制的一方总是试图重建威慑平衡ꎮ 一是通过发展无人机能力ꎬ 对强制

方使用无人机ꎬ 建立威慑平衡ꎮ 伊朗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无人机威胁ꎬ 一直在

积极发展和使用无人机ꎮ 在利比亚战场上ꎬ 土耳其及其支持的民族团结政府使

用无人机ꎬ 抵消了阿联酋支持的国民军的无人机优势ꎮ 二是研发和部署反无人

机系统ꎬ 抵消强制方的无人机攻击优势ꎬ 恢复威慑平衡ꎮ 面对伊朗及其盟友不

断增强的无人机能力ꎬ 弗兰克麦肯齐指出 “美国一直致力于在中东发展反无

人机能力”①ꎮ 在 ２０１９ 年油田遇袭后ꎬ 沙特从中国采购威胁发现设备反无人机有

源相控阵雷达等系统ꎬ 有效降低了胡塞武装的无人机破坏能力ꎮ 三是通过其他

与无人机无关的方式ꎬ 报复敌人的无人机使用ꎬ 构建威慑平衡ꎮ 一些中东行为

体有意识地利用无人机的秘密性、 模糊性和易否认性ꎬ 隐藏自身的战略意图ꎬ
控制战略敌对升级ꎬ 测试对手的战略决心ꎬ 制造 “灰色区域” 和混合性战争ꎬ②

这有可能促使对手采取更明确的报复手段ꎬ 以构建可信的威慑平衡ꎮ 胡塞武

装使用军用无人机攻击沙特后ꎬ 总是招致沙特对胡塞武装发动更猛烈的空袭

报复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美国使用无人机击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后数日ꎬ 伊朗向

美国驻伊拉克的阿萨德基地发射数十枚导弹进行报复ꎬ 造成多名美国士兵出

现脑震荡症状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伊朗向伊拉克境内的疑似以色列目标发射

１２ 枚导弹ꎬ 据称这是对以色列在 ２ 月 １２ 日使用 ６ 架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伊朗克

尔曼沙赫省无人机基地的报复ꎬ 引起了人们对伊以冲突失控的担心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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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无人机降低了威胁的可信性ꎬ 使中东一些冲突变得长期化ꎮ 威胁信

号可信ꎬ 即威胁能力和意愿同时可信是强制战略成功的重要条件ꎮ 各行为体

使用无人机意味着成本低廉和人员安全ꎬ 虽提高了威胁的能力ꎬ 却降低了威

胁的可信性ꎬ 使得通过无人机实现强制的战略目标很难实现ꎬ 这使得一些中

东地区的冲突长期化ꎮ 美国使用军用无人机ꎬ 使其以定点清除为特征的中东

反恐战争长期化ꎬ 不仅没有帮助美国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ꎬ 反而导致美国陷

入 “越反越恐” 的困境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期间ꎬ 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 ８５０ 余

次无人机袭击ꎬ① 但并没有迫使沙特做出显著的战略让步ꎬ 沙特迟迟没有退出

也门战争ꎮ 目前ꎬ 一些研究者从无人机被击落不会导致冲突升级出发ꎬ 认为

无人机降低了冲突烈度的升级风险ꎬ 其看到了无人机威胁可信性低对敌人刺

激较小的特点ꎬ 但显然忽视了威胁可信性低带来的强制不足及其对冲突长期

化的影响ꎮ
(三) 增大地区安全治理难度

随着军用无人机在中东地区的迅速扩散和广泛使用ꎬ 一些传统安全治理

规范和机制失效ꎬ 并对中东安全治理提出一些新问题ꎮ
一是传统安全规范的效力问题ꎮ 联合国关于无人机袭击的特别报告指出ꎬ

军用无人机被用于冲突、 不对称战争、 反恐行动等场域ꎬ 对国家主权原则、
禁止任意杀戮和对武力使用限制等安全规范构成根本性挑战ꎬ② 军用无人机的

使用对中东主权规范的损害最为关键ꎮ 美国、 土耳其、 以色列、 阿联酋等频

繁出动军用无人机在也门、 叙利亚、 巴勒斯坦等地进行越境袭击和定点清除ꎬ
“伊斯兰国”、 人民动员军、 胡塞武装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使用无人机袭击国

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政府的目标ꎬ 侵犯了他国领空和边界ꎬ 破坏了不干涉内政

原则ꎬ 损害了国家的主权完整ꎮ
二是行为体安全责任的确定问题ꎮ 一方面ꎬ 军用无人机的使用增大了

“施暴者” 的身份确定难度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遭无人机袭击ꎬ
这种不对称攻击造成沙特石油大幅减产ꎬ 还对沙特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慑ꎬ 并

１３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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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时至今日也没有清楚地确认 “凶手”ꎮ 无法确认安全责任者ꎬ 就意味着无法

对 “凶手” 追责和惩罚ꎮ 另一方面ꎬ 军用无人机的使用淡化了人道主义安全

责任ꎮ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规范ꎬ 无人机袭击需要遵守特定原则ꎬ 包括区别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和人道原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ꎮ① 事实上ꎬ 中

东地区军用无人机的使用很少考虑人道主义责任ꎬ 无人机造成的平民伤亡问

题很少被认真追责ꎮ 英国的新闻调查局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指

出ꎬ ２００４ ~ ２０２０ 年ꎬ 美国以 “反恐” 之名在也门进行了 ３３６ 次无人机空袭ꎬ
杀害至少 １７４ 名平民ꎬ 这些伤害平民的行为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

的严肃追究ꎮ②

三是传统安全机制的局限问题ꎮ 目前ꎬ 限制军用无人机扩散的国际机制

主要是国际导弹技术控制机制 (ＭＴＣＲ)ꎬ 中东地区只有土耳其是该机制的成

员国ꎮ 此外ꎬ 这一安全机制还存在着两方面局限: 一是机制约束能力的局限

性ꎬ 即该机制不是条约ꎬ 没有规定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ꎻ 二是机制约

束范围的局限性ꎬ 即该机制重点限制能够运载至少 ５００ 公斤ꎬ 航程至少 ３００
公里的火箭和无人机ꎮ 这导致中东地区的多数军用无人机不在该机制的约束

之内ꎬ 也意味着对中东军用无人机的扩散和使用尚没有有效的治理机制ꎮ
可见ꎬ 军用无人机的使用冲击了传统安全规范ꎬ 模糊了安全责任ꎬ 暴露

了传统安全机制的局限ꎮ 军用无人机的滥用增大了中东地区的安全治理难度ꎬ
增加了中东平民受到安全伤害的频率ꎬ 加大了主权国家应对安全威胁的难度ꎬ
恶化了地区的不稳定形势ꎮ 除了对个体安全、 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造成影响

外ꎬ 中东军用无人机的安全影响逐渐外溢到其他地区ꎮ 土耳其向约 ２０ 国出口

军用级无人机ꎬ 加剧了高加索、 东非和黑海地区的紧张局势ꎮ 军用无人机在

中东地区的扩散和频繁使用虽然提高了持有者的绝对安全能力ꎬ 但是并没有

帮助他们彻底改善安全环境和提升安全水平ꎬ 反而恶化了中东地区的安全局

势ꎬ 并给中东安全治理带来新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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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区别原则指有针对性的攻击目标只能是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战斗人员或平民ꎬ 以及军事目标ꎻ
比例原则与获取预期的军事优势相关ꎬ 攻击造成的附带损害不应过分ꎻ 人道原则指武器使用不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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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由上观之ꎬ 军用无人机已成为中东地区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ꎮ 阿拉伯剧

变以来ꎬ 中东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ꎬ 这是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迅速扩散的重

要原因ꎬ 地区行为体看到了军用无人机的低成本、 低风险和高效能的优点ꎬ
因而积极获取军用无人机应对安全威胁ꎬ 而不同行为体的战略考量影响了它

们获取军用无人机的时机ꎮ 鉴于中东地区恶劣的安全环境和对抗性安全文化

并未根本改变ꎬ 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ꎬ 中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将继续通过

自主研发和外部获取发展无人机能力ꎮ
中东地区是全球无人机战争的重要试验场ꎬ 与美国主要将军用无人机用

于战术支持和定点清除不同ꎬ 中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于无人机的运用方

式更加多样ꎬ 包括以情报搜集、 巡逻监察、 目标定位为主要内容的战术支持ꎬ
以攻击重要政治人物和民用设施为主要内容的突袭战略ꎬ 以实施定点清除、
进行间接攻击和直接参与战斗为主要内容的拒止战略ꎮ 军用无人机的这些运

用方式ꎬ 反映的是武器的强制工具本质及其强制逻辑的差异ꎮ 中东不同行为

体使用军用无人机具有不同的战略效果ꎬ 提醒我们不要陷入 “无人机类型混

淆化” 和 “无人机功效评价简单化” 的错误ꎮ 中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会

继续利用军用无人机执行战术支持功能ꎬ 但战略运用或将沿着两个不同方向

展开ꎮ 一方面ꎬ 中东地区的非国家行为体将主要依赖战术无人机ꎬ 实施针对

民用目标的突袭战略ꎮ 由于军用无人机技术提升的成本———收益比在上升ꎬ
以及军事强国具有更多资源发展反无人机的防空体系ꎬ 非国家行为体凭借武

器化的民用无人机或自行组装的军用无人机ꎬ 改变空中攻防平衡的 “机会窗

口” 将逐渐收窄ꎮ 然而ꎬ 战术无人机具有易获取、 低成本和易操作等特征ꎬ
其带来的 “随机性破坏” 能力不容低估ꎮ 另一方面ꎬ 域外大国和几个中东强

国除了使用战术无人机ꎬ 还将积极发展或采购战略无人机并执行拒止战略ꎮ
美国、 以色列、 土耳其、 伊朗等国将继续追求具有高性能、 高精准、 高致命、
高智能、 高自主能力的战略无人机ꎬ 并通过 “无人机 ＋ ” 的方式将无人机与

常规战机、 电子武器、 网络武器ꎬ 甚至核武器进行结合ꎬ 其蕴含的 “创造性

破坏” 潜力值得重视ꎮ
军用无人机给中东地区安全带来了复杂性影响ꎬ 其治理问题显得十分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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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ꎮ 目前ꎬ 美国以及中东地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主要从传统安全思维看待

和应对中东的军用无人机威胁ꎬ 即发展和使用更先进的无人机技术ꎬ 同时开

发和部署反无人机武器ꎬ 用于加强自身的无人机攻击和防御能力ꎬ 应对军用

无人机威胁ꎮ 然而ꎬ 这虽能短暂改善行为体的安全水平ꎬ 但必然会加剧中东

地区的无人机军备竞赛ꎬ 并带来更为复杂的安全困境ꎮ 尊重中东国家各自的

合法安全利益ꎬ 加强对不同行为体的约束机制ꎬ 严格规范军用无人机的使用

规则ꎬ 这是解决中东军用无人机治理问题的根本之道ꎮ 一方面ꎬ 中东国家和

域外国家应尊重彼此的合法安全利益ꎬ 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ꎬ 指出人类是

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ꎬ 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ꎬ 并阐述了 “六个坚持”ꎮ①

全球安全倡议强调ꎬ 一国不能以减少另一国的安全为代价来增进自身的安全ꎬ
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ꎬ 地区安全也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

能力来保障ꎮ 各国的安全利益都是彼此平等的ꎬ 也是相互依赖的ꎮ 因此ꎬ 尊

重合法安全利益是搭建中东地区安全架构的前提ꎬ 也是共同维护中东和平稳

定、 实现地区安全治理的基础ꎬ 更是治理中东军用无人机问题的保障ꎮ 另一

方面ꎬ 依据国际法基本原理和国际规范ꎬ 明确关于军用无人机使用的安全规

范、 责任和机制ꎮ 首先应坚决反对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使用军用无人机ꎻ 其次

要规制一套管控国家负责任使用军用无人机的国际法规ꎬ 核心应是负责任的

使用原则ꎬ 包括使用无人机应尊重他国主权和基于必要的防御原则ꎻ 应符合

战争 (只能袭击战斗人员) 或执法 (阻止具体和急迫的威胁) 范式ꎻ 应避免

伤害平民ꎻ 应以保护 (而不是危害) 本国民众为目的ꎻ 应尽量减少无人机操

作员的身体和心理风险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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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六个坚持”ꎬ 即坚持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ꎻ 坚持尊重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ꎻ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ꎻ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ꎻ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

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ꎻ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ꎮ 参见习近平: «共同维护世界和

平安宁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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