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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发生过大型海战吗？ 

——对印度洋海上军事竞争的历史性思考 

熊星翰 

相比于空战，海战和陆战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久已有之的冲突形态。约 3000 年前，古埃及船队就在尼罗河三角洲伏击了海上

来犯的敌人；公元前 480 年古希腊与波斯之间的萨拉米斯之战，则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有详细记录的大规模海战。1但是，受制于

人类作为陆生生物的特点，海战的频次、烈度和空间分布相较于陆战而言都非常有限。特别是在西方引领的全球性航海时代到来之

前，海战往往发生在地理空间相近且海域相互联结的军事强国之间。 

这其中，地中海无疑是前现代时期海战最为剧烈和频繁的地区，除了上文提到的萨拉米斯之战以外，罗马与迦太基布匿战争中

的海上战役、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阿克提姆海战、拜占庭与奥斯曼的船桅之战（凤凰城之战）乃至欧洲神圣同盟联军击退奥斯曼

帝国的勒班陀战役，都是地中海前现代时期众多海战的代表。这些海战很大程度上都是参战各方陆上战争的延续。除地中海外，世

界其它海域在近现代以前的战事无论在规模还是次数上都要小很多，除了东亚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之间的海域，以及北大西洋、

波罗的海区域不时发生一定规模的海上战斗外，2其它地区鲜见有史料记载的大型海战。 

进入 16 世纪后，人类的航海能力有了显著提升，海战发生的区域也不断拓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甚至在距离大陆遥远

的太平洋中途岛海域都发生了大规模的航母舰队作战。但是，尽管海战在近现代呈现全球化趋势，海上冲突依然存在热点区域，没

有出现均质化的特征。 

作为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海域，印度洋见证了大航海时代引领的全球化进程，自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后，这片海

域也开始成为大国全球性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相比其在全球地缘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印度洋在海战史上似乎并没

有留下深刻的烙印。因此，存在这样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印度洋是否发生过大型海战？历史上大国之间在印度洋的海上军事竞争

存在怎样的特点？它们的成因何在？本文希望通过一个历史的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梳理，并尝试对它们进行回答。 

一、印度洋海上战事的历史梳理与特点归纳 

北印度洋的海上贸易路线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记载，3在季风模式下，阿拉伯、印度商人围绕印度洋北部沿海区域打造了一个

海上商贸网络，并且和东亚的贸易体系相连。在 16 世纪之前，印度洋海上冲突主要源于海盗的袭扰，海盗活动分布于从索科特拉

岛到马六甲的广大海域。4 

随着欧洲海上力量的入场，印度洋的海上竞争日趋激烈。按照时间顺序，印度洋上发生过的著名海战战例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可以通过表一展示，这些战例是综合目前战史研究后选出的，5它们分别是同时期印度洋非常有影响力、也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战。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海战指的是海上战斗 (sea warfare/battle) 而非战争 (war)，后者一般是国家作为主体，通过正式宣战展开的

大规模、全方位对抗，而海战则是在局部海域使用水上、水下武器进行的战斗，在历史上，海战通常是全面战争的一部分，海战的

战斗目的也经常从属于对陆地目标的争夺或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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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6—20 世纪印度洋大型海战战例 

战例名称 时间 发生区域 规模与主战舰种 海战背景 

第乌海战 1509 年 2 月 
印度港口 

第乌海域 

双方共 70 余艘战舰，其

中克拉克帆船近 20 艘  

葡萄牙航船抵达印度后，希望控制该地的香料贸易，从

而与奥斯曼帝国、威尼斯共和国等传统贸易霸权所支持

的古吉拉特苏丹产生冲突。 

万丹湾海战 
1601 年 12 月 

—1602年1月 

印度尼西亚

万丹湾海域 

双方各类战船 30 余艘，

其中加利恩帆船 8 艘 

荷兰海上力量崛起后，荷属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争夺东

印度群岛的香料产地。 

古达罗尔 

海战 
1783 年 6 月 

印度城市古

达罗尔海域 

双方战舰约 33 艘，全部

为风帆战列舰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借机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在

大西洋和印度洋同英国海军发生一系列海战。 

大港海战 1810 年 8 月 
毛里求斯 

大港海域 

双方战舰约 15 艘，其中

9 艘为巡航舰 

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希望借助其在南印度洋的岛屿袭

扰英国的东方航运贸易；英国海军随即发起反击，双方

在印度洋区域发生一系列海战。 

日本袭击 

印度洋 

1942 年 3— 

4 月 

斯里兰卡 

海域 

双方包括 9 艘航母、9 艘

战列舰、11艘巡洋舰在内

的近 90 余艘各类舰只 

偷袭珍珠港后，为配合日本在东南亚的侵略扩张，日本

海军向驻扎在斯里兰卡的英国军舰和基地发动袭击。 

数据来源：见尾注 5 

在对印度洋区域大型海战的战例进行历时性梳理后，接下来通过表二将它们和同时期全球其它海域中发生的大型海战进行一个

规模上的横向对比。 

表二 16—20 世纪其它海域发生的大型海战6 

战例名称 时间 发生区域 规模与主战舰种 海战背景 

勒班陀海战 1571 年 
地中海—爱奥尼

亚海海域 

双方共 450 余艘战船，其中

约 400 艘桨帆船 

奥斯曼帝国从地中海东部向西扩张，直接威胁到威

尼斯共和国的安全。为阻止奥斯曼帝国继续西进，包

括威尼斯共和国、西班牙帝国（及其属国）在内的欧

洲神圣同盟组织舰队迎战。 

斯海弗宁恩 

海战 
1653 年 

大西洋—英吉利

海峡北部海域 

双方共 250 余艘战舰，主要

是包括风帆战舰、加利恩帆

船在内的各式炮舰 

17 世纪中期，英国和荷兰争夺海上霸权，爆发第一

次英荷战争。在本国海岸线被英国海军封锁后，荷兰

舰队发动攻击，希望突破封锁。 

维伊博格湾 

海战 
1790 年 波罗的海 

双方超过 500 余艘各类舰

船，其中风帆战列舰 50 艘 

俄土战争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希望趁机进攻

圣彼得堡，重夺波罗的海主动权。 

特拉法尔加 

海战 
1805 年 

大西洋—西班牙

加迪斯海域 

双方大型战舰近 70 余艘，

其中风帆战列舰 60 艘 

第三次反法同盟形成后，拿破仑计划跨海进攻英国

本土。为实现这一计划，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军需要先

打破英国海军对英吉利海峡的封锁。 

莱特湾海战 1944 年 
太平洋—菲律宾

莱特岛海域 

双方包括 20 艘航母、21 艘

战列舰在内的共计 370 余

艘各式舰只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突破日本

内层岛屿防御圈，并寻求通过占领菲律宾来切断日

本在海上与东南亚、南亚的联系。 

数据来源：见尾注 6 

通过表一与表二的横向对比可见，印度洋于近现代爆发海战的烈度较小，其海战规模的峰值远低于同时期全球其它热点海域发

生的大型海战。需要澄清的是，限于篇幅，此处就其它海域与印度洋的对比在每一时期都只选取了一场海战，而没有进行同一时期

全球所有主要海域大型海战的全面对比。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到印度洋的所有海战在规模上距离同时期全球最大型的海战都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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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距，因此，虽然不能认为印度洋大型海战的规模在所有时期都是全球各海域中最低的，但可以认为印度洋大型海战的规模在所

有历史时期都远不是全球最高。 

而就历史上印度洋区域的海战是否是大型海战这一问题而言，则取决于对大型海战的定义。粗略上看，如果将大型海战定义为

——有同时期主战舰种参加的、战舰编队之间进行的战斗，那么可以认为印度洋在近现代以来的各个时期都发生过大型海战。但如

果将大型海战界定为军事强国之间海上主力舰队的战斗，则印度洋并未发生过大型海战。 

此外，通过对印度洋海战战例的纵向梳理和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历史上的印度洋海战有如下特点： 

首先最直观的一点是海战规模较小。从上文对比中可见，参战船只的数量和类型上，印度洋区域发生的海战明显规模非常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舰船发展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船只类型、吨位和战力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但幸运

的是，近现代以来印度洋发生的大型海战，其参战方也通常是该时代其它海域大型海战的参战方，因此在船只类型上的可对比度较

高。 

印度洋区域大型海战的另一个特点是战斗多发生在沿海区域。纵览该海域各个时代发生的大型海战，可以发现它们都发生在大

陆或者岛屿的近海。而历史上印度洋发生在远海区域的军事行动，大多数是从事武装袭击的私掠船 (privateer) 或者潜艇的单独偷

袭行为——比如罗伯特·瑟尔库夫 (Robert Surcouf） 以及埃姆登号 (Emden) 轻巡洋舰在印度洋区域的活动，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

的案例。 

印度洋区域海战的第三个特点是主要围绕对贸易和运输线路的争夺展开。从上文对印度洋主要海战发生背景的梳理可以看到，

历史上印度洋海战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夺贸易、运输线路。无论是早期葡萄牙、荷兰直接通过制海权来控制商品产地；还是后来法国

立足南印度洋袭扰英国的东方贸易航线；甚至二战时期日本海、陆军配合向东南亚、南亚迅速入侵，其实都遵从这一逻辑。 

印度洋区域海战的第四个特点，是它们是全球系统性霸权竞争的远端空间呈现。印度洋历史上的重大海战，都是参战相关国家

在远离本土的区域进行的全球系统性权力竞争。比如葡萄牙与奥斯曼的一系列海战，是欧洲远洋贸易系统与中世纪欧亚海陆综合贸

易系统在印度洋竞争的呈现；英法印度洋海战是两国海外殖民扩张的系统性冲突在毛里求斯、塞舌尔和印度海域的呈现；二战时期

日本对英国远东海军的袭击，是轴心国系统与日不落殖民系统全球竞争在斯里兰卡海域的呈现。但需要强调的是，空间远端的特点

不代表印度洋海战重要性的降低。在系统性碰撞中，远端节点的崩溃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比如丘吉尔就认为：相比敦刻尔克撤退、

法国投降、海狮行动的威胁，日本在印度洋对英国海军的袭击才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危险的时刻。7 

二、印度洋区域海战特点的历史性成因 

印度洋海战之所以呈现以上特点，大致上有以下相互关联的原因： 

地理空间特性：遥远、广袤而又封闭 

印度洋距离欧洲海洋强国航程遥远，并且水域广阔，总面积超过 7000 万平方千米。但与此同时，它的北部和西部被大陆阻隔，

东部前往东亚也需要通过地形、水域复杂的马来群岛和中南半岛。此外，在蒸汽轮机航海技术成型之前，印度洋上的航行还需要考

虑其独特的季风模式和相应的水文条件。以上这些地理特性使得印度洋既广袤又相对封闭：一方面，前往印度洋以及在印度洋水体

上的航行时间都很长，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前，西欧与东方的海上往来需要绕道遥远的南部好望角，这无疑大幅增加了欧洲

海洋国家前往印度洋的航行成本和难度；另一方面，出入印度洋都需要通过几条必经之道，并因此形成了特定的航行线路和模式；

此外，就印度洋的海上军事行动而言，在现代空间定位和通信技术出现之前，广袤的水体和多变的海况使得对于敌方舰只的锁定和

追踪非常困难。 

因此，长期以来，受制于距离、航行成本和接战难度，印度洋区域发生的海战总体规模较小；而印度洋的封闭性和航路固化特

征，又使得海战围绕航路展开，并且多半发生在沿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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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印度洋区域缺乏海上军事强国 

众所周知，欧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也伴随着海上扩张，相应的，欧洲的主要沿海国家都曾经拥有过强大的海军。从早期的意大利、

葡萄牙和西班牙，到后来的荷兰、法国、沙俄、瑞典、德国乃至丹麦，以及长期于海上称雄的英国，无不是海洋军事强国。因此，

在全球海战史上，地中海、波罗的海、北大西洋区域成为海上战事最密集的海域。相似的，太平洋区域的海上冲突，从倭国和唐朝

的白江口之战，到李舜臣抵抗丰臣秀吉的入侵，再到后来的日清海战、日露海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美太平洋战争，也都

是同一海域的海上军事强国之间的直接碰撞。 

海军造价昂贵，且对于沿海国家的国土防御以及突破其它国家封锁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海洋国家主力舰

队的活动都是立足其本土展开的，特别是当周边存在其它海军强国的时候。而在环印度洋区域，由于历史上缺少强大的海洋国家，

因此极大减少了海上冲突、特别是大规模海上战争的可能性。 

英国在印度洋的长期绝对优势 

首先不能忽略的是英国本岛地理位置优越，扼守欧洲一众沿海国家的海洋门户。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到二十世纪初苏伊士运河通

航后，在英国的海上战略制定者看来，英帝国海上霸权的五大关键节点依然包括多佛（其余四个是直布罗陀、苏伊士、开普敦和新

加坡）。8英国本身的地理特性结合其海军实力，使得海上封锁 (blockade) 成为它重要的军事策略。十七世纪中叶，英国皇家海军就

依靠封锁战术给荷兰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样的，拿破仑希望突破海上封锁从而登陆英国作战，却导致了特拉法尔加的溃败；而整个

拿破仑战争时期，希望从英吉利海峡或比斯开湾突围南下前往印度洋的法国舰只，都会遭遇到英国海军封堵。可以说，英国在印度

洋和远东的海上霸权，其优势是从欧洲沿海就已经开始展现的。 

其次就印度洋海域本身而言，从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在印度洋区域具有压倒性的系统性优势，

而其远东利益乃至整个帝国体系的维持也都围绕印度洋进行。一方面，从苏伊士、新加坡、开普敦到澳大利亚，英国掌控了出入印

度洋的所有重要地理通道，使得印度洋成为其内湖。另一方面，英国在开普敦、桑给巴尔、毛里求斯、塞舌尔、亚丁、科伦坡、亭

可马里、加尔各答、科科斯群岛、迭戈加西亚岛等地都建立了海军补给站，9其海底电报线的网络也联结起整个印度洋区域，10更不

用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环印度洋区域长期经营所形成的强大资源、运输和信息优势。综上，英国近现代在掌控印度洋区域方面取得

的显著优势，也成功遏制了欧洲列强在同一地区的活动，客观上减少了此处进行大规模海战的可能性。 

结语 

与直觉相悖，在人类商贸互通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印度洋，却没有在海战规模的排行榜中占据显著位置。特别是近现代以

来，相较于战火纷飞的地中海、北大西洋和西太平洋，印度洋延续着贸易之海的气质，在桨声帆影的繁忙中见证了全球霸权体系的

几度兴替。 

但同时也要看到，平静表面之下的暗流汹涌：从亚丁湾到波斯湾，从印度半岛到苏门答腊，从蒙巴萨到开普敦，当然还有马斯

克林群岛、塞舌尔、科摩罗以及马达加斯加，似乎印度洋浪迹所至的每一寸土地，历史上都经历过若干次的巧取横夺，这些纷争不

一定发生在海面，但是它们都借助印度洋实现。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环印度洋区域，除了东部的澳大利亚和扼守交通要道的新加

坡外，没有一个当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因此印度洋地区的平静，或许还源于昔日帝国体系下，这里所有被奴役者的臣服与顺从。 

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体系的进一步演化，印度洋上的竞争也开始进入新的时代。一方面，英、法两国作为此地曾经的区

域性强国，继续借助昔日的帝国遗产维系其存在；另一方面，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印度洋的定位，在印太战略的大框架下进一步谋篇

布局；此外，二战中曾闯入过该区域的日本也再次主动发力，通过大规模的港口援建来展开其印度洋攻略；而作为这一区域的真正

主人，环印度洋国家也开始积极发声，在领土、环境、海洋资源等议题上谋求自身利益。总体而言，印度洋区域事务进入到一个参

与主体更多元、互动机制也更为复杂的时代，而新局面下该区域的军事竞争将如何发展，是值得予以持续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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