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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护航到封锁攻击: １９ 世纪后期
英国海上商船保护政策再探讨
杜

〔 摘要〕

平

１９ 世纪后期ꎬ 对于英国来讲ꎬ 海上贸易的重要性日益提高ꎮ 同时ꎬ 法、 俄等国

意图在战时对英国开展贸易攻击战的迹象愈加明显ꎮ 英国开始重视并探讨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其
海上商船的安全ꎮ 经过一系列的调研和分析ꎬ 传统的护航政策被逐步放弃ꎬ 并在 ８０ 年代形成
了海军封锁攻击政策ꎮ 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本国海军在战时对敌方及时采取主动封锁和
攻击的行动ꎬ 迫使敌方将战略安排及军事力量部署的重心放在如何有效的防御上ꎬ 从而无暇攻
击英国在海上航行的商船ꎬ 客观上达到保护商船安全的效果ꎮ 该政策体现出对掌握制海权的重
视和崇信ꎬ 明显受到海权思想的影响ꎮ 在海军部对相关机构的建设中ꎬ 以及对相关政策的分析
和决策中ꎬ 都可见工业革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ꎮ
〔 关键词〕

商船ꎻ 护航ꎻ 英国ꎻ 海军

〔 中图分类号〕 Ｋ５６１ ４５

〔 文献标识码〕 Ａ

〔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 － ４７６９ (２０２１) ０１ － ０２０５ － ０８

英国从事海上贸易历史久远ꎬ 这与其为岛国的地理特征密切相关ꎮ １７ 世纪中叶英国官方力量开始

介入对海上商船的保护ꎬ 此后直到 １９ 世纪前期ꎬ 护航都是英国对海上商船进行保护的主要手段ꎬ 并且
发展和完善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护航体系ꎮ ① 但是ꎬ 在 １９ 世纪后期ꎬ 护航政策却被逐步放弃ꎮ 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情况? 护航政策是怎样被一步步否定的? 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认为ꎬ １９ 世纪后期ꎬ 在战争危
险频繁出现且敌国贸易攻击战 ② 意图明显的情况下ꎬ 英国经过一系列调研和探讨后放弃了传统的护航政
策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工业革命不断深入开展所带来的新情况ꎬ 一直是英国在政策探讨时所考虑的重要因
素ꎬ 并直接影响到其相关决策ꎮ 而国内外学界已有成果囿于分析视角及切入点ꎬ 对于 １９ 世纪后期英国
海上商船保护政策的探讨ꎬ 有所偏颇ꎬ 这为本文的探讨留下了空间ꎮ ③

一、 １９ 世纪后期英国海上商船保护新境遇
作为一个岛国ꎬ 英国从事海上贸易的历史非常久远ꎬ 其海上贸易商船的保护问题亦可追溯至诺曼征
服之前ꎮ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ꎬ 英国商船主要依靠结伴航行来抵御旅途中被劫掠的风险ꎮ １７ 世纪中
叶ꎬ 随着英国海外贸易的扩张及其重要性的提高ꎬ 英国开始为商船提供海军护航ꎬ 并经历了商船自愿基
础上的护航和强制性护航两个发展阶段ꎮ 直至 １９ 世纪前期ꎬ 护航都是英国主要的海上商船保护政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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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海上商船的安全方面ꎬ 护航曾起到过相当大的积极作用ꎮ ④ 但是随着英国海上贸易的扩张和商船

数量的不断增加等ꎬ 英国的护航体系开始出现护航力量短缺等问题ꎬ 这种情况在 １８ 世纪末 １９ 世纪初更
为严重ꎬ 并曾导致商船的损失ꎮ 而且ꎬ 随着英国造船技术的不断发展ꎬ 商船间速度、 防御等性能间差异
也逐渐增大ꎬ 一些船东认为ꎬ 为配合整个护航编队的安排ꎬ 一些性能较好的商船被迫耽搁行程ꎬ 这会影
响其经济收益ꎬ 甚至会导致更大的风险和损失ꎮ ⑤
１９ 世纪中期以后ꎬ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和英帝国的扩张ꎬ 海上贸易于英国的重要性日益提高ꎬ

法、 俄又意图在战时通过攻击英国的海上商船获取胜利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英国当局开始重视调整其海上
商船航行时的安全问题策略ꎮ 此时ꎬ 英国海上商船保护面临着一系列与之前不同的新情况ꎬ 主要可概括
为以下几个方面ꎮ ⑥

第一ꎬ １９ 世纪后期ꎬ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 造船技术的提高ꎬ 以及英国海上贸易扩张的需要ꎬ

英国的商船总量有了惊人的增加ꎮ １７８８ 年ꎬ 英国的商船总数为 １２ꎬ４６４ 艘ꎬ 商船总吨位为 １ꎬ２７８ 千吨ꎻ
而到 １８７０ 年ꎬ 商船总数增至 ２６ꎬ３６７ 艘ꎬ 总吨位则增至 ５ꎬ６９１ 千吨ꎮ 商船数量的猛增ꎬ 大大增加了政府
向其提供保护的难度ꎮ

第二ꎬ 从 １８ 世纪后期到 １９ 世纪后期ꎬ 在英国商船总量增加的情况下ꎬ 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其他

国家海军实力的崛起ꎬ 英国作为海军最强国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ꎮ 在风帆时代ꎬ 造船技术更新换代的速
度缓慢ꎬ 军舰往往能够服役很长的时间而不过时ꎬ 评估一国的海军实力ꎬ 主要看它拥有的军舰的数量ꎮ
那时对于英国来讲ꎬ 维持其海军优势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ꎮ 但是ꎬ 在 １９ 世纪后期ꎬ 造船技术
( 包括海军军舰的建造技术) 经历了比之前十个世纪合起来都要大的变化: “１８９６ 年英国的一艘小型炮
艇ꎬ 如果去和 １８５０ 年海上所有的战舰作战ꎬ 必能毫发无损的打败它们” ꎬ 但是到了 １９ 世纪后期ꎬ “ 只
要 ( 海军) 有一年没能跟上科技的进步ꎬ 一个大帝国 ( 指英国) 就有可能被打败” ꎮ 其他国家由此看到

了赶超英国强大海军优势的契机ꎬ 法、 美、 德、 俄、 日等国纷纷投入重金ꎬ 积极建造现代化的新海军ꎬ
这使得英国的海上贸易保护能力更加捉襟见肘ꎮ
第三ꎬ １９ 世纪后期ꎬ 蒸汽动力等新技术、 新设备在船舰上被日益广泛地使用ꎬ 大大增加了英国海

上商船保护的复杂性ꎮ 早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美国人约翰费奇 ( Ｊｏｈｎ Ｆｉｔｃｈ) 便成功建造了两艘以蒸
汽为动力的船只ꎮ 到 １９ 世纪后期ꎬ 蒸汽动力已经取代风帆成为英法等国船舰的主要动力ꎻ 此外ꎬ 螺旋
桨、 铁、 钢、 新式武器等新技术和新装备在这一时期也被广泛应用于船舰之上ꎮ 这一切都使得此时期海
上商船攻防战的基本特点发生了根本变化: 不再是木质帆船军舰对帆船的攻击和保护ꎬ 而主要是武器装
备更为精良、 以蒸汽为动力的新型军舰对蒸汽商船的攻击和保护ꎮ
第四ꎬ 海上通信技术快速发展ꎮ １９ 世纪初期ꎬ 电报出现ꎻ １８５０ 年ꎬ 英法两国之间铺设完成了世界

上第一条海底电缆ꎻ 随着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威廉托马森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ｈｏｍｓｏｎ) 等人对海底电缆技术的进一
步完善ꎬ 在 ７０ 年代ꎬ 海底电缆在全世界多个海域被铺设ꎻ １９０２ 年ꎬ 环球海底通信电缆建成ꎮ 海上通信
技术的发展ꎬ 大大便利了舰船与陆上以及舰船之间的通信与交流ꎬ 海上战争的特点较之前有了较大的变
化ꎬ 进一步加剧了海上商船保护的复杂性ꎮ
１９ 世纪后期ꎬ 工业革命不断深入开展所带来的这些新情况ꎬ 使得护航的有效性遭到更多质疑ꎬ 英

国开始重新对海上商船的保护政策展开探讨ꎬ 试图寻找一种更有效的保护方式ꎮ
二、 再探讨的序幕拉开—
—
—１８７４ 年 “ 巡航航路” 构想

如前所述ꎬ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ꎬ 出于对战时英国海上商船安全状况的担忧ꎬ 英国当局开始关注相

关的保护政策ꎮ 由于传统的护航政策显露出种种弊端ꎬ 并引发质疑 ⑦ ꎬ 加之前文所述此时期种种新情况
的出现ꎬ 当局对护航的有效性持质疑态度ꎬ 开始思考在这些新情况下更为有效的海上商船保护政策ꎮ

１８７４ 年ꎬ 英国第一海军大臣 (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ｖａｌ Ｌｏｒｄ) 亚历山大米尔恩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ｉｌｎｅ) 提出不同于

以往护航政策的海上商船保护新思路: 放弃传统的保护商船的护航政策ꎬ 转而去保护 “ 航路” ꎬ 即在主
要航路两侧派驻巡洋舰ꎬ 并在航路上进行定期巡逻ꎮ

这一构想首先强调了战时对海上商船进行保护的必要性ꎬ “ 在战争爆发之时ꎬ 英国海上贸易所面临

的危险将是最严重的” ꎮ 该构想认为ꎬ 法国部署在各海域主要航路沿线的海军基地的快速巡洋舰ꎬ 将是
英国海上商船所面临的主要威胁ꎮ 为了应对威胁ꎬ 英国需要在商船可能遭遇攻击的海域派驻巡洋舰ꎬ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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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洋舰在数量上需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ꎮ 另外ꎬ 在战时ꎬ 法国可能与意大利结盟ꎬ 共同威胁英国海上商
船的安全ꎬ 基于此ꎬ 英国在铁甲舰数量上的优势ꎬ 应该要达到足以封锁法、 意两国主力舰队的程度ꎮ ⑧
该构想还提出ꎬ 具体的保护方法是在海上贸易航路的沿线部署一定数量的海军基地ꎬ 派遣巡洋舰在各个
基地之间的航路上进行定时巡航ꎬ 并根据各条航路的重要性及战时可能面临的危险的程度ꎬ 对其采取力
度不同的保护ꎮ ⑨
此外ꎬ 米尔恩还注意到这一时期重要的军舰燃料—
—
—煤的重要性ꎬ 并对战时煤的供给保障提出了设

想ꎬ “ 在贸易航路的沿线选择一些合适的地点设置加煤站” ꎮ 例如ꎬ “ 福克兰群岛 ( Ｆａｌｋｌ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 圣
赫勒拿 岛 ( Ｓａｉｎｔ Ｈｅｌｅｎａ ) 、 约 克 角 ( Ｃａｐｅ Ｙｏｒｋ ) 的 昆 士 兰 (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 、 乔 治 王 湾 ( Ｋｉｎｇ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ｏｕｎｄ) 和塞得港 ( Ｐｏｒｔ Ｓａｉｄ) 等” ⑩ ꎻ 建立一支负责运送煤的船队ꎬ 由速度较快的蒸汽船组成ꎬ “ 以便


能在海上为军舰加煤” ꎮ 

米尔恩的 “ 保护航路” 构想ꎬ 实际上放弃了传统的以直接保护商船为重心的护航政策ꎬ 而将保护

的重心放在 “ 航路” 上ꎮ 他拉开了 １９ 世纪后期英国重新探讨海上商船保护政策的序幕ꎬ 之后直到 ２０

世纪初 “ 一战” 爆发前ꎬ 当局所提出的直接保护海上商船的种种思路ꎬ 实际上都是以 “ 保护航路” 为


重心ꎮ 
这一构想还强调对军舰的重要燃料—
—
—煤的供给保障ꎬ 这也是进入蒸汽时代后海军战争出现的

新特点ꎮ １８７８ 年底ꎬ 卡那封委员会 ( Ｔｈｅ Ｃａｒｎａｒｖ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成立ꎬ 其主要职责是就英国海上商船
的安全问题和海外领土的防御问题展开调研ꎬ 米尔恩成为委员会委员之一ꎬ 其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ꎮ
三、 卡那封委员会的调研
在 １８７５ 至 １８７８ 年的近东危机中ꎬ 英俄关系趋于恶化并几度濒临战争ꎮ 在此期间ꎬ 俄国曾显露出明

显的攻击英国海上商船的意图ꎬ 这引起了英国的严重担忧ꎮ １８７８ 年底ꎬ 当局成立了卡那封委员会ꎬ 委


员会主席由前殖民地事务大臣卡那封勋爵 ( Ｌｏｒｄ Ｃａｒｎａｒｖｏｎ) 担任ꎮ 

１８８２ 年ꎬ 卡那封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ꎬ 共计三十多万字ꎮ 围绕战时海上商船的保护问题ꎬ

该报告进行了探讨ꎮ

第一ꎬ 关于战时保护英国在海上航行的商船的必要性ꎮ 报告认为ꎬ 若战争爆发ꎬ 英国在海上航行的


商船ꎬ 很可能遭受攻击ꎬ 而攻击的危险程度很可能超过之前的设想ꎮ 
所以ꎬ 寻求有效的海上商船保护

政策是必需的ꎮ
第二ꎬ 关于蒸汽时代下护航的有效性ꎮ
通过委员会的调研可知ꎬ 英国曾长期执行并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护航政策ꎬ 在此时已遭到普遍的反
对ꎮ 商船船东们不认为护航能够为海上航行的商船提供有效的保护ꎮ 面对调研ꎬ 他们说: “ 我们这些人
( 即船东) 现在都不提倡护航” ꎻ “ 护航给我们带来的坏处将多于好处” ꎻ “ 护航就像旧时代里的四轮大



马车ꎬ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 ꎮ 
他们反对护航政策的缘由ꎬ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ꎬ




英国一些快速蒸汽商船 
的速度可达 １４ 节 
ꎬ 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军舰的最高速度ꎮ 对于这样的商船ꎬ


是没有必要进行护航的ꎮ 其次ꎬ 相较商业船只ꎬ 英国军舰在技术革新上往往相对落后 
ꎬ 速度性能也往

往较低ꎬ 所以ꎬ 军舰护航将会拖慢商船的航程ꎬ 增加航行成本ꎬ 不利于商品及时到达市场ꎬ 从而影响到


船东们的收益ꎮ 
再次ꎬ １９ 世纪后期ꎬ 英国逐渐成为世界电报通信网络的中心ꎬ 到 ８０ 年代早期ꎬ 绝大多


数的商贸业务往来都可通过电报进行处理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战时敌舰的动向更易被及时获知并被通报

给英国的商船ꎬ 商船可以视情况选择就近港口躲避ꎬ 或在航行时尽量绕开可能遭到攻击的海域ꎮ 正如一
位船东所ꎬ 如果战争即将爆发ꎬ 这个信息应该可以 ( 通过电报) 被及时地告知各地的港口ꎬ 进而转达
到商船ꎮ 获知信息的商船可以采取一些避险措施来抵御战争可能带来的危险ꎬ 它们可以选择驻留在中立


国港口ꎬ 也可以调整航行路线以远离危险海域ꎮ 

作为保护海上商船的主要执行者ꎬ 当时的海军部也认为护航已不再可行ꎬ 其理由主要有: 首先ꎬ 如
前所述ꎬ 军舰速度性能的相对落后不利于执行护航任务ꎮ 对于一些快速蒸汽商船ꎬ 英国军舰在速度上相
对落后ꎬ 难以对其进行护航ꎮ 对于慢速蒸汽商船和帆船ꎬ 第一海军大臣 (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ｖａｌ Ｌｏｒｄ) 阿斯特里
库珀基 ( Ａｓｔｌｅｙ Ｃｏｏｐｅｒ￣Ｋｅｙ) 认为: “ 若仅从英国军舰和商船的速度性能上来看ꎬ 一些速度较快的巡航
舰是可以对它们 ( 即慢速蒸汽商船和帆船) 进行护航的” ꎬ 但 “ 商船船东们很可能不愿意接受护航ꎬ 因
为护航会耽搁商船的行程造成不便并影响收益” ꎮ 其次ꎬ 可能执行攻击任务的敌舰舰种ꎬ 使得护航困难

 ２０７

重重ꎮ 库珀基用军舰建造部门负责人纳撒尼尔巴纳比 (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Ｂａｒｎａｂｙ) 的话来解释这一点: “ 现
在被派遣执行攻击海上商船任务的敌舰将是快速武装巡洋舰ꎬ 在它们的攻击尤其是在夜晚的重复攻击

下ꎬ 通过护航来确保慢速蒸汽商船和帆船的安全是做不到的ꎮ” 再次ꎬ 英国当时的海军力量不能满足护
航所需ꎮ 库珀基称: “ 对于执行护航任务具体需要投入多少海军力量这一点ꎬ 尚未进行系统的调研评
估ꎮ 但能够确定的是: 如果在战争中ꎬ 需要和两个及以上数量的海军强国同时对抗ꎬ 对英国海上商船进
行护航所需的海军力量将是我们竭尽全力也难以达到的ꎮ”
而后ꎬ 委员会调查员问道:

“ 现在的海上战争与之前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相比ꎬ 出现了很多新特

点ꎮ 那么现在若发生战争ꎬ 海军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保护英国海上商船的安全?” 对此ꎬ 库珀基坦
承: “ 我不清楚在我来此任职前ꎬ 对于这一问题相关人士曾经做过哪些努力和思考ꎮ 但我确实尚未认真


地思考过它 ( 即战时海上商船的保护政策) ꎮ” 

第三ꎬ 关于米尔恩 “ 巡航航路” 构想的可行性ꎮ



为了论证米尔恩构想的可行性ꎬ 委员会首先对英国主要贸易航路的价值及防御难度进行了调研 
ꎬ

并在调研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考察了在北大西洋航路、 地中海贸易航路、 通向好望角的大西洋航路、 通往
东方的印度洋航路、 远东海域的贸易航路等航路上ꎬ 需要设置海军基地和加煤站的地点ꎮ 调研报告认
为ꎬ 在穿越北大西洋的贸易航路上ꎬ “ 若战争爆发ꎬ 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将成为极为重要的加煤站和避

难港ꎬ 一方面该地的战略位置重要ꎻ 另一方面这里距离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近ꎬ 而新斯科舍省盛产优质的
煤ꎮ 另外ꎬ 巴尔的摩、 纽约和费拉德尔菲亚等地也是重要的加煤站选址” ꎮ 在前往太平洋的航路上ꎬ


“ 重要的加煤站选址是佛得角、 里约热内卢以及福克兰群岛” ꎮ 

报告在这一构想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ꎬ 提出战时还应重视保护英国在海外的加煤站: “ 防

御得越牢固越好” ꎮ 但是ꎬ 由于 “ 在陆地上建造军事堡垒的花费甚高ꎬ 从这方面考虑ꎬ 更为现实可行的
做法应是: 加大对英国海军建设的投入ꎬ 扩充海军军舰的数量ꎬ 进而可以向加煤站增派驻守军舰ꎬ 增强


加煤站的防御” ꎮ 

综上所述ꎬ 卡那封委员会围绕英国海上商船保护问题所进行的调研工作ꎬ 进一步确认了对护航有效

性的普遍反对和质疑ꎬ 并试图对其他构想 ( 米尔恩 “ 保护航路” 构想) 落实的可行性进行调研ꎬ 其调
研报告是下一步英国思考和探讨海上商船保护政策的重要基础ꎮ

四、 海军部对外情报委员会的分析与调研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英国与法、 俄的矛盾愈加尖锐ꎬ 战争危机频现ꎮ 在之前卡那封委员会的调研中ꎬ

英国海军部暴露出在政策调整上的滞后性和专职海军情报与参谋部门的欠缺ꎮ 正如历史学家布赖恩兰
夫特所言: “ 若战争爆发ꎬ 英国在海上航行的商船将很可能遭到敌国的攻击ꎮ 这一点现在已得到充分的
认识ꎮ 但是关于如何应对ꎬ 很明显海军部尚未找到合适的方法” ꎮ “ 思考和制定战略战术是一项艰难的


工作ꎬ 而当前海军部内并没有专职负责这项工作的参谋部门” ꎮ 
基于此ꎬ １８８２ 年 １２ 月ꎬ 英国海军部成

立了对外情报委员会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ꎬ 第一任负责人 是 威 廉  亨 利  霍 尔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 Ｈａｌｌ) ꎮ 
作为英国第一个专职海军情报机构ꎬ 对外情报委员会在海上商船保护政策的探讨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ꎬ 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海军参谋机构的角色ꎮ

在卡那封委员会报告的基础上ꎬ 经过调研ꎬ 对外情报委员会认为 “ 巡航航路” 构想在战时是不可

行的ꎮ 这是因为: 第一ꎬ 落实这一构想将需要大量的军舰ꎬ 以用于派驻各条航路沿途增设的海外基地及
巡航航路ꎬ 并保护在海外增设的加煤站等ꎮ 这样 “ 所需的军舰数量将远远超过英国海军所能够承担的


极限” ꎮ 
第二ꎬ 对于该构想的一些主要观点ꎬ 如 “ 应派遣巡航舰在各个基地之间的航路上进行定时的巡

航” ꎬ “ 战时敌国海军若打算攻击英国的海上商船ꎬ 最可能选择的将是航线较为集中的狭窄海域” 等ꎬ
对外情报委员会认为ꎬ 海上的 “ 航路” 实际是一片辽阔的海洋ꎬ 并不是真实存在一条 “ 路” ꎬ 所以ꎬ 即
使在战时军舰对 “ 航路” 提供巡航保护ꎬ 商船在航行时也很有可能偏离这条 “ 航路” 而选择其他海域


航行ꎮ 同样ꎬ 敌军也很可能在经过慎重考虑后选择在宽阔海域发动攻击ꎮ 
第三ꎬ 对外情报委员会的报

告还提出: 米尔恩的构想体现出明显的 “ 守势” 特点ꎬ 这种特点 “ 使得敌人 ( 在战时) 能够有充分的

自由按照他们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部署舰队” ꎬ 而英国则很可能失去主动权陷入被动ꎬ 所以ꎬ


“ 这个防御性的政策是不应被执行的” ꎮ 

 ２０８

之后ꎬ 在卡那封委员会调查的基础上ꎬ 对外情报委员会对护航政策的可行性继续进行调研ꎮ １８８５

年 ５ 月ꎬ 对外情报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ꎬ 该报告题为 « 战时英国海上贸易保护与护航» ꎬ 主要对此时
期护航还是否有效这一问题ꎬ 做了更为深入的分析ꎮ 报告首先提出ꎬ 无论是快速蒸汽商船还是慢速蒸汽
商船ꎬ 对他们提供军舰护航都是很难做到的ꎮ 如前所述ꎬ 由于快速蒸汽商船在速度性能上的优势ꎬ “ 我


们海军军舰在速度上相对落后” ꎬ “ 辅助巡洋舰 
在速度上或许是可以的ꎬ 但他们的作战能力不强ꎬ 难以


对抗可能被派遣执行攻击任务的敌国军舰” ꎮ 
对在海上航行的慢速蒸汽商船进行护航ꎬ 如何保障执行护

航任务的军舰的燃料即煤的供给是最大的问题ꎬ 考虑到英国海军中绝大部分的巡洋舰都是重装备军舰ꎬ
其舰载煤仓容量有限ꎬ 难以满足远途护航所需ꎮ 而且ꎬ 之前签订的和约中有这样一项条款: 战争期间ꎬ
在同一个中立国的港口ꎬ 交战国的军舰每三个月只能加一次煤ꎮ 这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麻烦ꎬ 例如ꎬ “ 若
在战时对北大西洋海域内航行的英国商船进行护航ꎬ 护航的英国军舰则要到美国的港口去补充燃料


( 即煤) ꎬ 若美国也参战ꎬ 英国护航军舰的燃料供给将难以保障” ꎮ 

而后ꎬ 报告提出ꎬ 考虑到战时可能执行攻击任务的敌方军舰的实力ꎬ 对于帆船的护航是很难起到保

护效果的ꎬ

“ 若遭遇海战ꎬ 即使派遣再多数量的军舰护航ꎬ 也不可能保障他们 ( 即帆船) 航行的安



全” ꎮ 
报告还认为ꎬ 英国当前的海军力量ꎬ 远不足以在战时为海上航行的商船提供护航ꎮ “ 现在ꎬ 若要

有效地运转护航体系ꎬ 所需军舰的数量肯定是非常的庞大ꎬ 而且还需要为执行护航任务专程设计和建造


军舰ꎬ 英国现在的海军实力肯定是不足的但估计议会很可能不会同意为此拨付巨款” ꎮ 
委员会

的报告还提出ꎬ 若战争爆发ꎬ 对在海上航行的英国商船进行护航ꎬ 反而可能会产生反作用ꎬ 增加商船所
面临的危险ꎮ 前文曾提到ꎬ 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和海底电缆在全球多个海域被铺设ꎬ 大大便利了舰船与
陆上以及舰船之间的通信与交流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很难做到对护航时间安排、 集结地等相关日程信息的
严密封锁ꎬ 这些信息一旦泄露ꎬ 将招致敌方有针对性的有准备的攻击ꎬ 必将给护航船队带来严重损失ꎮ
另外ꎬ 由于军舰商船间的速度性能差异以及参加护航编队的商船的航程需接受统一安排等因素ꎬ 部分速
度性能较高的蒸汽商船若接受护航ꎬ 其航行时间反而会被迫延长ꎬ 如前文所述ꎬ 这会影响到船东们的收
益ꎬ 并招致船东们的反对ꎮ 所以ꎬ 该报告总结道: “ 对商船提供护航是一种危险的做法ꎬ 而且也是很难


做到的ꎮ” 

综上所述ꎬ 海上战争的特点已发生重大变化ꎬ 海军的战略战术也变得更加复杂ꎬ 海军部对外情报委
员会这一机构应运而生ꎮ 对外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对米尔恩 “ 保护航路” 的构想、 护航政策等都持反对
态度ꎮ

五、 海军封锁攻击政策的提出
１８８３ 年ꎬ 由于非洲殖民冲突的加剧ꎬ 英法两国矛盾日益尖锐ꎬ 关系恶化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１８８４ 年

９ 月ꎬ 对外情报委员会向第一海军大臣递交了一份报告ꎬ 主要探讨若英法两国爆发战争ꎬ 英国的战时海
军战略问题ꎮ 在这份报告中ꎬ 对外情报委员会提出了海军封锁攻击政策ꎮ

报告提出的海军封锁攻击政策的具体行动方案可以概括如下: １. 战争爆发后ꎬ 要在第一时间尽快

找出敌国海军舰队的驻扎港口ꎬ 并派遣本国舰队严密封锁该港口ꎻ 此时若敌国海军冲破港口封锁ꎬ 英国
舰队要予以追击ꎬ 击沉或俘获敌国军舰ꎬ 尽量不让其逃脱ꎮ ２. 尽力破坏或占领敌国的据点、 军械库、
加煤站、 补给站等ꎬ 攻击在海上航行的敌国商船ꎬ 借此吸引正在海上航行的敌国海军或者突破港口封锁


的军舰前来救援ꎬ 而后消灭它们ꎮ 

报告分析论证了海军封锁攻击政策在战时可能达到的效果及其可行性ꎮ 一则ꎬ 在战争爆发后ꎬ 第一
时间将驻扎在港口的敌国舰队封锁住ꎬ 使其无法出海执行攻击英国商船的任务ꎬ 间接起到保护英国海上
商船的作用ꎮ 再则ꎬ 法国本土的海岸线有防守薄弱点ꎬ 其海外殖民地亦如此ꎬ 如果英国海军能 “ 在战



争爆发后立即同时对这些薄弱点发动攻击ꎬ 敌国的战略重心将被迫从主动攻击转移到防御上” ꎮ 
三则ꎬ

通过封锁敌国海军的驻军港口ꎬ 以及攻击敌国在海上航行的商船ꎬ 将能够给敌国造成 “ 更为长久的伤


害” ꎮ 
所以ꎬ 这一政策应是有效的ꎮ 而且ꎬ 在战时执行这一政策也具有可行性ꎬ 在战争爆发后第一时间

内采取这些行动ꎬ 将大幅降低英国海上商船面临的危险ꎬ 从而将大批军舰从保护商船的任务中解放出


来ꎮ 
所以ꎬ 与之前曾考虑过的 “ 巡航航路” 构想和护航等政策相较ꎬ 执行这一政策可以将对英国海军

力量的需求控制在一个可以达到的程度ꎮ 但是ꎬ 即便如此ꎬ 其时英国的海军力量仍不足以执行这一

 ２０９



政策ꎮ 

关于执行这一政策的风险ꎬ 报告也做了评估ꎮ 报告认为ꎬ 在风帆时代ꎬ 英国海军也曾执行过封锁任
务ꎬ 与那时相比ꎬ 现在执行封锁任务的特点是 “ 必须与鱼雷艇作战” ꎬ 这是封锁敌国港口时所可能遭遇
的主要危险ꎬ “ 鱼雷艇的出现ꎬ 可能会使这一任务 ( 即封锁敌国港口) 变得困难重重且非常危险” ꎮ 这
是因为ꎬ 为了实现对港口的紧密封锁ꎬ 英国军舰在夜间也必须要对大面积海域进行巡视ꎬ 而夜间海上的
能见度极差ꎬ 进行巡视的英国军舰 “ 将很可能遭到鱼雷攻击” ꎮ 当然ꎬ 这个危险应是可以应对的ꎮ 一

则ꎬ 若执行封锁任务的英国舰队ꎬ 和港口内的敌国舰队相比ꎬ 在实力上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相对优势ꎬ
应能够实现紧密封锁的目的ꎻ 二则ꎬ 通过 “ 建造大型、 高性能的军舰ꎬ 特别是驱逐舰” ꎬ 应可应对鱼雷
艇的威胁ꎮ 当然ꎬ 报告强调ꎬ 战争爆发后ꎬ 在海军战争开始时ꎬ “ 必须第一时间立即执行海军封锁攻击


政策ꎬ 才能对结果产生近乎决定作用的影响” ꎮ 基于此ꎬ 英国海军的备战效率必须得到重视和改善ꎮ 

最后ꎬ 报告总结道: “ 这 ( 即海军的封锁攻击政策) 是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ꎬ 是面对困难的最好



方法ꎮ” 

１８８５ 年ꎬ 英俄两国间的战争危险日益增加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３ 月 ４ 日ꎬ 对外情报委员会向海军部递

交了一份报告ꎬ 其主要内容是: 若英俄两国间爆发战争ꎬ 英国应该怎样在战争中具体执行海军封锁攻击
政策ꎮ 基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俄国在近东危机中的种种举动ꎬ 报告认为ꎬ 若战争爆发ꎬ 俄国的主要意图
将是摧毁英国的海上贸易ꎮ 该报告随后对战时海军封锁攻击政策的具体执行进行了探讨ꎬ 尤其关注到黑
海、 波罗的海、 远东海域等英俄海军最可能交战的几处海域ꎮ
关于在波罗的海海域如何执行海军的封锁攻击政策ꎬ 报告分析了战时该海域几个可供选择的攻击目
标的情况ꎬ 如喀琅施塔得 ( Ｃｒｏｎｓｔａｄｔ) 、 芬兰堡 ( Ｓｖｅａｂｏｒｇ) 、 赫尔辛福 ( Ｈｅｌｓｉｎｇｆｏｒ) 、 列维尔 ( Ｒｅｖｅｌ) 、
奥博 ( Ａｂｏ) 等地ꎬ 得出如下结论: １. 考虑到防御的牢固程度ꎬ 喀琅施塔得和芬兰堡两地不合适作为

攻击的目标ꎮ ２. 除喀琅施塔得和芬兰堡外ꎬ 其他几处的防御情况较之 ７０ 年代末也有相当程度的改善ꎬ
就当前英国海军军舰的情况而言ꎬ “ 只有 ‘ 坚定’ 号军舰、 ‘ 无畏’ 号军舰、 ‘ 艾杰克斯’ 号军舰和
‘ 阿伽门农’ 号军舰可以执行对俄国据点的攻击任务” ꎬ 所以必须重视和加强英国的海军建设ꎮ ３. 若战
争期间ꎬ 英国海军在波罗的海海域执行任务ꎬ 必须要保证与伦敦的电报通讯畅通ꎮ 但现在ꎬ 穿越该海域
连接挪威等地与伦敦的全部四条电报电缆的所有权ꎬ 都在由俄国人实际控制的北方电报公司手中ꎮ 而
且ꎬ 若战争爆发ꎬ “ 中立国也是不会同意作某个交战国电报电缆的转接点的” ꎮ 基于此ꎬ 英国需考虑通


向波罗的海的电报电缆的铺设工作ꎮ 

对外情报委员会的这份报告ꎬ 主要探讨了在可能爆发的英俄战争中ꎬ 英国应该怎样去具体执行海军
封锁攻击政策ꎬ 亦提出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好准备ꎬ 即: 提高海军备战效率和加强海军建设ꎮ 之后ꎬ 英国
当局便开始积极着手这两个方面的工作ꎮ
结语
综上所述ꎬ 在 １９ 世纪后期ꎬ 经过一系列考察、 分析和论证ꎬ 传统的护航政策被逐步放弃ꎬ 并在 ８０

年代形成了海军封锁攻击政策ꎮ 面对国际局势的紧张和战争危险的迫近ꎬ 英国当局积极推动这一政策的
落实ꎮ 该政策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本国海军在战时对敌方及时采取主动封锁和攻击的行动ꎬ 迫使敌方将战
略安排及军事力量部署的重心放在如何有效防御上ꎬ 从而无暇去攻击英国在海上航行的商船ꎬ 达到保护
商船安全的效果ꎮ 该政策体现出对掌握制海权的重视和崇信ꎬ 明显受到海权思想的影响ꎮ 通过本文的梳
理和探讨可以看出ꎬ １９ 世纪后期英国海上商船保护政策的调整ꎬ 是英国面对敌国明显的贸易攻击战意
图ꎬ 以及应对工业革命深入开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新情况而做出的ꎮ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革命的重大影
响ꎬ 由此可见一斑ꎮ
该政策出台后ꎬ 对英国的海军演习、 海军建设等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１８８５ 年英俄关系又一次恶化ꎬ

公众对英俄战争危险的担忧加剧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１８８５ 年 ３ 月 ４ 日ꎬ 霍尔将一份报告递交给第一海军
大臣阿斯特里库珀基ꎬ 该报告主要探讨了在可能发生的英俄战争中英国海军的作战方案ꎬ 其实也是对
霍尔之前提出的海军封锁攻击政策所做的一次执行分析ꎮ 这一执行分析为该政策的落实明确了下一步需
要做的工作ꎬ 即改善英国海军的备战效率和加强英国海军的建设ꎮ 英国政府当即着手努力ꎬ 并推动了

１８８９ 年 ３ 月大规模海军建造方案即 « 海军防御法案» 的出台ꎬ 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 在未来 ５ 年里ꎬ

 ２１０

建造完成总计约 ７０ 艘各种类型的军舰ꎬ 总预算为 ２ꎬ１５０ 万英镑ꎮ 这个建造内容是依据以下两个标准制


定的: 一是海军建设的 “ 两强标准” 
ꎬ 二是有效封锁军港所需的战列舰实力上 ５ 比 ３ 的优势ꎮ 英国在

海军建设上的举措ꎬ 对当时英法德等国间的海军军备竞赛等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① ④ ⑦ 参见杜平: «１７ 世纪中叶至 １９ 世纪早期英国的商业护航» ꎬ « 历史教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ꎮ

② 贸易攻击战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Ｒａｉｄｉｎｇ) ꎬ 是一种重要的海军战争形式ꎬ 指在公海通过攻击敌人的商业船运来摧毁或中断其
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ꎬ 或者从中获得对增强己方作战能力有利的东西ꎮ 贸易攻击战不仅会给敌国造成较为严重的直
接经济损失ꎬ 还会产生深远的间接影响ꎬ 如造成敌国海运保险费的大幅度提高和航运业的衰落ꎬ 引起敌国国内船东、
商人、 民众的恐慌和社会的动荡、 牵制敌国海军力量等ꎮ 一般而言ꎬ 贸易攻击战往往是海军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ꎬ
用来对抗海军实力更强大的国家ꎬ 或者是一个拥有很少海上贸易商船的国家来对付拥有大量海上贸易商船的国家ꎮ
( Ａｒｎｅ Ｒｏｋｓｕｎｄꎬ Ｔｈｅ Ｊｅｕｎｅ Éｃｏｌ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ｋꎬ Ｌｅｉｄｅｎꎻ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３ － １５ꎻ Ｎｏｒｍａ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ꎬ
Ｓｅａｐｏｗｅｒ 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ａｖ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Ｎａｖ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４８ꎬ ８３ － ８７ꎬ ９２ － ９３ꎬ １３２ꎻ Ｄｏｎａｌｄ Ｗ.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 Ｄｅｕｔｓｃｈꎬ １９７４ꎬ ｐ １９４. )

③ 对于 １９ 世纪后期英国海上商船保护政策的探讨ꎬ 国外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涉及: 第一ꎬ 在对英国护航政策
发展史的研究中ꎬ 就英国海上商船保护政策的大致发展历程而言ꎬ 除了 １９ 世纪后期至 ２０ 世纪初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期
外ꎬ 护航都是其主要的海上商船保护政策ꎬ 包括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ꎮ 所以ꎬ 学界相关成果的主要考察对象往往是
护航政策的发展演变ꎬ 而对于 １９ 世纪后期这一护航被短暂否定和摈弃的时期ꎬ 通常只是简单论及ꎮ 例如英国历史学
家约翰温顿的 « 护航———对海上贸易的防御 １８９０ － １９９０» 和欧文拉特的 « 红旗飘扬———护航的历史» 等ꎮ 前者
以 ２０ 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护航政策的实施为重点论述对象ꎬ 其中有少量篇幅涉及 １９ 世纪后期至 ２０ 世纪初
英国当局对护航政策的质疑和反对ꎻ 后者对 １２ 世纪后期一直到二战后英国护航政策产生、 发展及实施的历史进行了
一个长时段的梳理ꎬ 其中对 １９ 世纪中后期至 ２０ 世纪初这一时期的情况有简单的介绍ꎮ Ｊｏｈｎ Ｗｉｎｔｏｎꎬ Ｃｏｎｖｏｙ: Ｔｈｅ Ｄｅ￣
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ａ Ｔｒａｄｅꎬ １８９０ － １９９０ 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Ｍ. Ｊｏｓｅｐｈꎬ １９８３ꎻ Ｏｗｅｎ Ｒｕｔｔｅｒꎬ Ｒｅｄ Ｅｎｓｉｇ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ｖｏ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

Ｈａｌｅ Ｌｔｄ. ꎬ １９４３. 第二ꎬ 由于英国海军是海上商船最为主要的保护者ꎬ 保护商船安全一直是海军的一项重要职责ꎮ 所

以在海军史的相关研究成果中ꎬ 对这一问题也会有所涉及ꎮ 例如 Ａｒｔｈｕｒ Ｊ. Ｍａｒｄｅｒꎬ 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ａｖ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ｒｅａｄｎｏｕｇｈｔ Ｅｒａꎬ １８８０ － １９０５ 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ꎬ １９６４ꎻ Ａｒｔｈｕｒ Ｊ. Ｍａｒｄｅｒ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ｄｎ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Ｓｃａｐａ Ｆｌｏｗ: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Ｎａｖ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ｓｈｅｒ Ｅｒａꎬ １９０４ － １９１９ 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１ꎻ
Ｒｏｇｅｒ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Ｎａｖｙꎬ Ｗｏｏｄｂｒｉｄｇｅ: Ｂｏｙｄｅｌｌ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ꎻ Ｂｒｙａｎ Ｒａｎｆｔꎬ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ａ￣

ｖ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８６０ － １９３９ 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ｏｄ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ｏｕｇｈｔｏｎꎬ １９７７. 第三ꎬ 在探讨英帝国防御问题的论著中ꎬ 对这一问题也

有所涉及ꎮ Ｅｄｗａｒｄ Ｓ. Ｍａｙ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ꎻ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 Ｓｏｎｎｅｎｓｃｈｅｉｎ ＆ Ｃｏ. ꎬ Ｌｔｄ. ꎬ
Ｅ. Ｐ. Ｄｕｔｔｏｎ ＆ Ｃｏ. ꎬ １９０３ꎻ Ｄｏｎａｌｄ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Ｓｃｈｕｒｍａｎꎬ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１８６８ － １８８７ ꎬ Ｌｏｎｄｏｎꎻ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ꎬ ＯＲ: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ꎬ ２０００. 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是二战期间盟国的海上商船保护ꎬ 对于 １９ 世纪后期这一时段尚未有较为系统的
研究ꎮ

⑤ Ｏｗｅｎ Ｒｕｔｔｅｒꎬ Ｒｅｄ Ｅｎｓｉｇ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ｖｏｙꎬ ｐｐ ９８ － １０２ꎬ １０６.

⑥ 以下内容整理自: Ｂ. Ｒ. 米切尔: «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ꎬ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ꎻ 杨槱:
« 轮船史» ꎬ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ꎻ Ａｒｔｈｕｒ Ｊ. Ｍａｒｄｅｒꎬ 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ａｖ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ｒｅａｄｎｏｕｇｈｔ Ｅｒａꎬ １８８０ － １９０５ ꎻ Ｄａｎｉｅｌ Ｒ. Ｈｅａｄｒｉｃｋꎬ Ｔｈｅ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１ꎻ Ｅｄｗａｒｄ Ｓ. Ｍａｙ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ꎻ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 Ｓｏｎｎｅｎｓｃｈｅｉｎ ＆
Ｃｏ. ꎬ Ｌｔｄ. ꎬ Ｅ. Ｐ. Ｄｕｔｔｏｎ ＆ Ｃｏ. ꎬ １９０３.

⑧








 Ｂｒｙａｎ Ｒａｎｆｔꎬ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ａｖ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８６０ － １９３９ 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ｏｄ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ｏｕｇｈｔｏｎꎬ １９７７ꎬ

ｐｐ ２ꎬ ２ꎬ ４ꎬ ６ － ８ꎬ ６ꎬ ６.

⑨


 Ｊｏｈｎ Ｗｉｎｔｏｎꎬ Ｃｏｎｖｏｙ: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ａ Ｔｒａｄｅꎬ １８９０ － １９９０ 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ｏｓｅｐｈꎬ １９８３ꎬ ｐｐ １７ꎬ １９ꎬ １９.

⑩
 Ｄ. Ｍ. Ｓｃｈｕｒｍａｎꎬ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１８６８ － １８８７ ꎬ Ｌｏｎｄｏｎꎻ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ꎬ ＯＲ: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３１ － ３２ꎬ ８４.


 １９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 英国实际放弃了对海上商船的直接保护ꎬ 详情见下文ꎮ 但在 ２０ 世纪初ꎬ 由于种种原因ꎬ 英国重



新就海上商船的保护问题展开探讨ꎮ 经过调研和商讨ꎬ 英国在 １９０７ 年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战时海上贸易保护政策ꎬ
其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ꎬ 掌握制海权是前提ꎻ 第二ꎬ 通过 “ 在战时航线沿途特定地点派驻舰队” 来对海上贸易提供

 ２１１

直接的保护ꎬ 并对商船在战时的行为做了严格规范ꎻ 第三ꎬ 从经济、 法律方面采取一些辅助性的措施ꎬ 此举体现出
英国的海上贸易保护政策从单纯依靠海军向以海军为主、 多方配合、 更为全面的政策发展的趋向ꎮ 详情参见杜平:
«２０ 世纪初英国对战时海上贸易保护政策的探讨» ꎬ 徐蓝主编: «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 １３ 辑ꎬ 北京: 世界知识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２１８ － ２３６ 页ꎮ






























 Ｒｏｇｅｒ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Ｎａｖｙꎬ Ｗｏｏｄｂｒｉｄｇｅ: Ｂｏｙｄｅｌｌ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３１ꎬ ２５ꎬ ３０ꎬ ３０ꎬ ３０ꎬ ２９ － ３１ꎬ ２４ꎬ ３７ꎬ ８３ꎬ ８８ꎬ ８８ꎬ ８５ꎬ ８５ꎬ ８５ － ８６ꎬ ８７.

 “ 快速蒸汽船” 和 “ 慢速蒸汽船” 这两个名词ꎬ 是对英文文献中 “ Ｆａｓｔ Ｓｔｅａｍ Ｓｈｉｐ” 和 “ Ｓｌｏｗ Ｓｔｅａｍ Ｓｈｉｐ” 的直译ꎮ 在


罗杰帕金森所著的 «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海军» 一书中ꎬ 对此有一个简单界定ꎬ 即将速度在 １０ 节以下的蒸汽商船
称为慢速蒸汽船ꎮ ( Ｒｏｇｅｒ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Ｎａｖｙꎬ ｐ ８８. )

 节 ( ｋｎｏｔ) ꎬ 为轮船航行速度的单位ꎬ 也被用于表示风及洋流的速度ꎻ １ 节 ＝ １ 海里 / 小时 ＝ １ ８５２ 公里 / 小时ꎮ



 和商船相比ꎬ 英国军舰在新技术采用和速度提高上的相对落后ꎬ 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因素ꎮ 第一ꎬ 在 １９ 世纪前期ꎬ


英国在海军建设上并不积极ꎬ 在新技术的采用上实行 “ 观察和等待” 政策 (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 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 ) ꎻ 具体来讲ꎬ 就

是英国在建造军舰时对新技术的使用持谨慎而消极的态度ꎬ 常等待别国将新技术应用于军舰建造后ꎬ 自己再采用ꎮ
英国之所以实行这一政策ꎬ 主要是因为英国海军的军舰数量庞大ꎬ 任何造舰技术上的重大变革ꎬ 都将使得原有的机
械设备和军舰可能被淘汰ꎬ 这将导致巨大的开支ꎮ 第二ꎬ 军用船只在新技术的采用上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ꎬ 例如:
在 ７０ 年代出现的立式蒸汽发动机由于其更优的功率ꎬ 很快被广泛应用于商船ꎻ 但是ꎬ 由于在安装之后ꎬ 这种发动机
的顶端将完全暴露在船只吃水线以上ꎬ 在战时将非常容易受损ꎻ 所以ꎬ 英国军舰并未采用这种新型的发动机ꎬ 他们

使用的是能够安装在船只吃水线以下的发动机ꎬ 上面有甲板保护ꎬ 但其功率相对较低ꎮ ( 参见: Ｏｓｃａｒ Ｐａｒｋｅｓ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Ｂａｔｔｌｅｓｈｉｐｓꎬ “ Ｗａｒｒｉｏｒ” ｔｏ “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ꎬ １８６０ － １９５０ :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ｍａｍｅｎｔ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ｅｌｅｙ Ｓｅｒｖ￣
ｉｃｅ ＆ Ｃｏ. ꎬ １９５６ꎬ ｐｐ ２３０ꎬ ３１６ꎻ Ｄａｖｉｄ Ｅｖａｎｓꎬ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ｍ Ｎａｖ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ｎｗａｙ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ꎬ ２００４ꎻ 等等ꎮ)

 Ｄａｎｉｅｌ Ｒ. Ｈｅａｄｒｉｃｋꎬ Ｔｈｅ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１ꎬ ｐｐ １５７ꎬ １６４ꎻ Ｒｏｇｅｒ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Ｎａｖｙꎬ ｐ ３９.




 Ｅｒｉｃ Ｊ. Ｇｒｏｖｅꎬ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Ｎａｖ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１５ : Ａ Ｎｅｗ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６９.

 辅助巡洋舰: 是指由于战争的需要ꎬ 由符合条件的快速蒸汽商船改装而成的巡洋舰ꎮ



 相关内容参见: Ａｒｔｈｕｒ Ｊ. Ｍａｒｄｅｒꎬ 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ａｖ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ｒｅａｄｎｏｕｇｈｔ



Ｅｒａꎬ １８８０ － １９０５ ꎬ ｐ １１０ꎻ Ｒｏｇｅｒ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Ｎａｖｙꎬ Ｗｏｏｄｂｒｉｄｇｅ: Ｂｏｙｄｅｌｌ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８４ꎻ Ｊｏｈｎ Ｗｉｎｔｏｎꎬ
Ｃｏｎｖｏｙ: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ａ Ｔｒａｄｅꎬ １８９０ － １９９０ ꎬ ｐ １８.




 Ｅｄｗａｒｄ Ｓ. Ｍａｙ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ｐｐ ２１８ꎬ ２２１.


 关于 “ 两强标准” 的始末ꎬ 可参见王本涛: « 英国海军 “ 两强标准” 政策探析» ꎬ 徐蓝主编: «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


究» 第 １５ 辑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１１５ － １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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