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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cientific allo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of the US aircraft carrier 

logistics support a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 Through specific examples,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management technology in aircraft carrier logistics support system is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ircraft carrier logistics support organization 

are summariz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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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美军航母后勤保障方式的科学分配及保障实施程序的详细讨论和分析，举例探讨了

现代管理技术在后勤保障体系中的应用，总结出了航母后勤保障组织实施管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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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军队的后勤保障是保持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

障，所以中国古代有一句谚语说的是“兵马未动粮

草先行”，说明后勤是维系战争胜利之根本，是现

代化军队建设的必要保证。因此，后勤管理也就成

为军队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军

队后勤保障的现代化管理方面，作为世界头号军事

强国的美军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自上世纪末期，美

军就提出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管理手段和技术来

改造后勤保障体系，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科

学管理方法在美军后勤管理中的应用[1-3]。经过

十多年的实践应用发展，美军的后勤保障体系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本文就以美军的航母后勤保障

组织的具体实施为例，分析现代管理技术在美军中

的高效应用。 

航母编队是一种庞大而复杂的体系[4]，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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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组织实施是美军航母后勤最具能动性的

部分，其整个过程完整地展现了美军航母后勤从起

点到终端的全景象。研究航母后勤保障组织实施必

须要弄清保障方式和保障过程两个基本问题。其中，

航母后勤保障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其具体后勤保

障如何组织实施的逻辑基础，因此，本文重点研究

美军航母后勤保障方式和后勤保障实施管理过程。 

2.美军航母后勤保障方式的科学分配 

美国海军航母后勤保障，按保障地域分为岸基

保障和海上保障两种方式。 

2.1.岸基保障方式 

岸基保障是美军航母最基本的保障方式，它是

指通过岸上基地设施进行物资收发和实施维修、维

护等勤务活动的保障方式。美国海军航母岸基保障

的主要内容，包括驻泊（屯）保障、油料保障、物

资保障、卫生保障和维修保障等。美国本土与海外

的海军基地多为大型综合性海军基地，基地内设施

齐全，水文地理环境良好，工业、商业、服务业和

交通设施发达，“遵循着‘一切为了作战’的原则”，

可以为航母及其编队提供全方位的后勤保障。 

2.1.1 油料保障 

美国海军油料供应由联勤系统负责，国防后勤

局下属的国防能源保障中心负责三军油料统一采

购和供应。该中心的油料发到海军基地油库后，再

由基地油库向舰艇提供油料补给。 

2.1.2 弹药保障 

美国海军航母弹药供应由海军供应系统负责。

海军主要基地均建有弹药库，储备有大量各种型号

的弹药。岸基弹药保障主要通过弹药库与码头之间

专用的铁路或公路，借助专用的弹药运输车运至码

头，再使用码头装卸机械将其转运至舰艇。为保证

在海外执行任务舰艇部队的弹药需求，美国海军在

海外基地预置了大量弹药，以确保弹药的就近、快

速补给。 

2.1.3 其他物资保障 

除油料和弹药外，美国海军对航母其他保障物

资的岸基储备也十分重视。本土与海外的海军基地

通常建有物资仓库，贮备有大量的食品、被装及装

备零部件等供应品。在一些商业环境较为发达的本

土与海外基地，还设有大量由承包商自建和管理的

物资库，这些大型仓库能够为通过靠港补给的航母

编队提供快速供应保障。 

虽然在岸基保障方式中，物资补给与勤务保障

作业安全、补给量大、补给效率高，但使用条件受

到一定限制。通常岸基保障只用于航母平时的休整、

训练及巡航时的保障。除非在多支部署部队相互轮

换的情况下，才能回到后方基地进行补给。因此，

海上保障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 

2.2.海上保障方式 

海上保障是世界各国海军特有的保障方式，主

要是指通过各种海上后勤技术装备对海上兵力实

施物质、技术保障的勤务活动方式。由于海上保障

无需借助固定式港口或基地，因此大大提高了作战

舰艇的灵活性，减少了遭敌打击的风险。近年美国

主导的局部战争海上保障实践，美国海军海上保障

效率、效能大幅提升，成为通过海洋维护美国全球

利益的重要支柱。由于美国海军是全球部署、全球

机动，因此海上保障成为美国海军包括航母战斗群

在内的作战舰艇最重要的战时保障方式。海上保障

方式主要有伴随保障、定点和应召保障、分段接力

保障等几种形式。 

2.2.1伴随保障 

伴随保障是将海上保障舰船直接编入航母编

队，组成特混舰队，需要时即刻为航母编队所属舰

船实施跟进的伴随保障。海上伴随保障是美国海军

海上后勤保障的关键环节，航母战斗群所需的 80%

以上物资都是由它来直接提供的。海上伴随保障方

式常见于航母编队平时的巡航或演习中。战时，在

战斗持续时间较长，但直接作战时间较短、战斗规

模不大的情况下，特别是实施对岸攻击、支援登陆

作战及海上封锁等任务时也常采用这种方式。美国

海军认为，在高强度局部战争条件下，在战斗中随

时进行伴随保障，可以提高航母编队的作战效率。

但在与强敌进行大规模海上对抗的条件下，伴随保

障应在战区边缘预设的补给汇合区进行，以避免防

御能力薄弱的后勤保障舰船成为敌方打击的目标。 

2.2.2定点和应召保障 

定点保障是指补给船队在作战海域附近的指

定地点集结待命，需要补给的舰船依次退出战斗驶

往集结地对航母编队进行补给。应召保障是指补给

船根据命令从集结待命地驶往指定海域与作战航

母会合进行补给，补给后保障编队返回集结点或前

往新的集结点待命。在参战兵力较多，战区威胁程

度较高，以及双方海上兵力直接冲突，争夺制海、

制空权时，包括在不适于进行伴随保障的情况下，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80

453



多采用定点保障方式。 

在战斗间隙较短的情况下，采用这两种方式可

减少作战航母因往返航行而消耗的时间。 

2.2.3 分段接力式保障 

美国海军航母编队采用最多的海上保障方式

就是分段接力式保障[5]。由于航母编队大都进行

的是远洋作战模式，其远离后勤保障基地，所以，

美军通常在其海上补给线上设置多个中继补给站，

将整个补给流程分成了几段来完成，分段接力保障

融合了各种保障方式的优点。 

3.美军航母后勤保障实施程序 

围绕美军航母后勤保障两种基本方式，其后勤

保障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可分为如下两类。 

3.1.岸基保障程序 

目前，美军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后勤保障体制。

在海军所需各类物资中，通用物资占 60%，由国防

后勤局供应系统负责保障，包括油料等通用物资的

采购、管理和供应等。其余 40%的海军专用物资，

则由海军供应系统司令部及其下属的补给中心负

责供应。因此，美国海军航母后勤供应保障程序，

根据供应物资种类和组织实施对象的不同，有以下

三种不同的组织程序。 

3.1.1 海军专用物资保障程序 

海军专用物资保障通常指由海军库存控制站，

以及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提供的物资保障。保障的

物资主要为海军专用物资。为形象描述美国海军专

供物资保障程序，在本文中将以具体实例来说明海

军专供物资的保障流程（见图 1）。 

（1）美国海军某军舰向圣迭戈舰队与工业供

应中心发出申请，要求补给识别代码为“1H”的维

修零部件； 

（2）圣迭戈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通过查找

“1H”维修零部件档案后，发现仓库已经没有该物

资，便将舰艇的申请提交给具有“1H”维修零部件

管辖权的库存管理机构—梅卡尼斯伯格海军库存

控制站； 

（3）梅卡尼斯伯格海军库存控制站通过查找

档案记录，发现横须贺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储存有

识别代码为“1H”的维修零部件，便把某军舰的需

求转交给横须贺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 

（4）横须贺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将识别代码

为“1H”的维修零部件发放给某军舰； 

（5）物资发放完毕后，横须贺舰队与工业供

应中心向梅卡尼斯伯格海军库存控制站发出物资

交接报告； 

（6）梅卡尼斯伯格海军库存控制站将物资交

接报告保存在档案记录中，并发现横须贺舰队与工

业供应中心识别代码为“1H”的维修零部件的库

存水平已经低于规定的水平，并向某公司发出供货

合同； 

（7）某公司通过海运向横须贺舰队与工业供

应中心运送识别代码为“1H”的维修零部件； 

（8）横须贺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在接收到物

资后向梅卡尼斯伯格海军库存控制站发送一份物

资交接报告。 

 
图 1  美国海军专用物资保障流程示意图 

3.1.2国防后勤局通用物资保障程序 

国防后勤局通用物资保障通常指由国防后勤

供应中心和国防物资分发机构提供的物资保障。保

障的物资主要为通用物资。为形象描述海军通用物

资保障程序，下面以具体实例来说明国防后勤局统

供物资的保障流程（见图 2）。 

 

 
图 2  美国海军通用物资保障流程示意图 

（1）美国海军某军舰向圣迭戈舰队与工业供

应中心提出识别代码为“9C”物资的申请； 

（2）圣迭戈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将国防后勤

局储备的物资（即舰队与工业中心为国防后勤局代

储的物资）发给舰艇用户； 

（3）圣迭戈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将物资交接

情况上报给哥伦布国防供应中心（DSCC）。 

在本案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虽然舰艇向

圣迭戈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提出物资申请，也由圣

迭戈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负责提供物资保障，但圣

迭戈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所发放的物资的所有权

和控制权仍然归在哥伦布国防供应中心，管理的权

属分明，一目了然。 

国防物资分发机构为国防仓库，国防仓库是国

防后勤局的物资储存点。每个国防仓库所发放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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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都由具有相应管辖权的国防供应中心进行集中

控制，相应的国防供应中心负责物资保障申请的集

中接收和处理。除非得到相应国防供应中心的批准，

国防仓库不能直接受理物资申请和发放。 

3.1.3 海军与国防后勤局联供物资保障程
序 

海军与国防后勤局联供物资保障通常指由国

防后勤供应中心和海军供应机构（如舰队与工业供

应中心）联合提供的物资保障。保障的物资主要为

海军代管的通用物资。具体实例保障流程如图 3 所

示，由于该流程与专用物资保障流程相似，在此不

再详细赘述。 

 
图 3  美国海军与国防后勤局联供物资保障流程

示意图 

3.2.海上保障程序 

美国海军航母海上保障程序总的特点是简捷、

顺畅，整个保障流程为：航母编队提出申请；供应

系统司令部安排相应的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进行

物资准备；军事海运司令部安排相应的地区海运后

勤司令部准备运输船只；进行物资的装载、前送和

补给。在运输补给过程中，军事海运司令部要与供

应系统司令部进行密切协调，以保证舰艇编队所需

物资的足额准备，以及所需要的运输船满足运力要

求。 

在申请环节，海上物资保障申请通常要提前 3

天向岸基后勤机构提交《需求申请报告》。航母及

其编队其他舰艇《需求申请报告》通过自动化后勤

需求管理系统自动生成，借助舰上通信系统发至岸

上相应机构。 

岸基后勤机构在接到舰艇申请后，对需求进行

处理，并及时向舰艇回复海上补给相关信息。舰艇

部队在接到补给计划后制定海上补给计划。在实施

海上补给时，接收补给的舰艇与补给舰会合后，要

与补给船协商补给细节。 

在进行海上补给时，通常由补给舰担任海上补

给控制舰，引导接收补给的舰艇靠近并保持航向与

速度，发送索具，为接收舰艇补给油料、弹药和其

他物资。接收补给的舰艇一般从距离补给船最近的

编队舰艇开始，依次抵达指定位置，与补给船保持

适当距离，补给完成后，解除索具和管线，驶离补

给区。 

4.美军航母后勤保障组织实施管理的特点

总结 

4.1 岸基保障管理流程简洁、系统化 

针对航母岸基物资综合保障，美国海军建立了

一整套的物资申请与补给程序，使航母等舰艇在港

内的物资保障流程变得简洁顺畅。美国海军航母如

果需要在母港内进行整补，通常由舰长根据部署地

点、时间和物资消耗强度，提前将物资需求计划通

过电报或电子邮件形式发给舰队后勤主管机构，舰

队后勤主管机构审核后转发给航母基地内的国防

物资分发中心（点）和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业务受

理机构。航母母港基地内的国防物资分发中心（点）

和舰队与工业供应中心业务受理机构，迅速安排相

关物资分发机构和地方供应商直接将物资送至码

头并转运至舰上。美国海军将这个物资申请与补给

过程称之为“一键式”供应，即通过内部自动化物

资申请系统，只需点一下“申请键”就可以解决舰

艇需要的所有物资。 

4.2 海上补给管理形式灵活 

凭借功能强大的海上运输平台，如快速战斗支

援舰、干货弹药补给舰、舰队油船，以及性能先进

的补给装备，如横向补给系统、勤务直升机、固定

翼运输机，美军航母在海上可以多种形式接收补给

物资。在作战节奏较快情况下，可借助航母上和补

给舰上搭载的直升机进行双机或三机同时进行垂

直补给，以避免影响航母编队战术行动。在高海况

下，可借助 STREAM 索具进行多站同时补给干、液

货，大大地缩短了航母编队物资补给时间。在夜间，

借助红外显示装置，也可以对航母进行横向和垂直

补给，确保了航母编队的全天候作战能力。海上物

资补给形式越加灵活，对航母战术行动适应性越强，

因此，美国海军通过不断改进运输补给技术装备性

能，来提高航母后勤保障效率和可靠性，以及保证

航母编队战斗舰艇的“在岗率”。 

4.3 信息化管理程度高 

美军历来十分注重信息网络在军事后勤领域

中的应用，作为互联网的鼻祖，美军充分发挥了信

息网络的便捷性与经济性特点，鼓励各军种依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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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网络进行后勤业务管理。在《2020 年联合构想》

中，美军提出通过一种实时的、基于网络的信息系

统以实现“聚焦后勤”。为此，美军重点开展了全

球作战保障系统、全球运输网等建设，通过这些网

络系统，美军把从战场前沿到后方的后勤装备联为

一体。在“聚焦后勤”思想指导下，美国海军同时

开发了大量的与后勤管理相关的信息网络系统。例

如美国海军物资供应、全球军事海运、后勤订单申

请与处理、后勤合同管理、财务管理等各种专业勤

务管理，均实现了业务管理的信息化，借助完善的

计算机软件，可在信息网络平台上实现远程异地操

作和异地审批。位于美国本土和全球各地的海军部

队，包括航母等作战舰艇上，都可以通过有线和无

线方式随时接入网络系统，运用相关规则开展所需

业务。除此之外，美国海军还积极引入电子商务运

作的成功经验，建设了独具特色的“海军电子商务

在线”，极大地节约了后勤管理成本，大幅提升了

航母保障效能。 

5.结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美军航母后勤的保障方式，详

细说明了美军航母的后勤保障程序，其中重点举例

分析了岸基保障程序的实施过程。通过对美军后勤

保障组织实施这些程序的详细分析，最终总结出了

美军航母后勤保障组织实施的特点，即保障管理流

程简洁并系统化、补给管理形式灵活、管理高度信

息化。美军的航母后勤保障组织实施的科学管理经

验对其它各国海军的后勤保障体系的建设具有积

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项目基金 

本文为海军工程大学自主科研立项项

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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