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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兵构成了俄军主力机动兵团



1.1 俄军营战术群（BTG）编制

Ø 乌克兰内战开始时，2015年的俄军1
个营战术群（如第200摩步旅第1营
战术群）包括1个摩托化步兵营（2-
3个连）、1个坦克连、1个自行火炮
营、1个火箭炮连、1个防空连、1个
电子战连、1个工兵连以及相应的后
勤与卫生保障分队，兵力规模在
750-1000人之间，其中摩托化的战
斗步兵200-300人。

Ø 俄乌冲突中的营战术群总人数约为1200人，据西方媒体猜测，有的营战术群的编制是1个侦察连、
2个机步连、3个坦克连、2个榴弹炮连、1个火箭炮连、1个电抗连、2个防空连、1个维修连。这
样的一个营战术群，可以说是一个迷你旅。

Ø 侦察力量不足、步兵数量过少、火力单位多、后勤能力差（自持力约为1-3天），这样的部队编
制适合野外阵地战中的火力输出，不适合进行大规模战场机动和巷战。这也导致俄军在开展初期
的大范围突击过程中丢弃了大量没有足够补给的装备。

资料来源：知乎网、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1.2 俄军混合兵役制度

Ø 俄国兵役制度为：义务兵役制与合同兵役制相结合的混合兵役制度。

Ø 混合兵役制将分三步实施： 1992～1993年的第一阶段已招募合同制军人10万名， 占全军所需士兵

和士官总数的10％。在1994～1995年的第二阶段中，合同制军人达到30％，到1995年初，已有30多

万名合同制军人补入俄军；到2000年的第三阶段，合同制军人占武装力量总数的50％以上。

Ø 自2008年1月1日起，俄军义务兵服役期限缩短为1年。

Ø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冲突爆发前，俄合同制军人数量超过40万，其中地面部队大约有14.7万

人。2021年，俄军义务兵数量为22.5万人。

Ø 俄军合同制军人比例将明显增加。国防部计划预计 2025 年俄军合同兵数量将达47.56万，现役义

务兵数量将降至22万。

资料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2、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回顾



2.1 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战略目标

• 第二阶段目标：俄军在对基辅斩首行动失

败后，在战场整体兵力不足且不能速胜的

情况下，俄军收缩兵力，主攻方向改为乌

克兰东部。

• 在这一阶段，俄军逐渐缩小顿巴斯口袋，

相继控制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地区，

并向斯拉维扬斯克逼近。

• 主攻方向：顿巴斯地区的北顿涅茨克、利

西昌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和伊久姆。
资料来源：必应图片、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自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二阶段开始以来，

俄军在顿巴斯地区集结部队，试图将乌军

主力围歼在顿巴斯口袋中。五月中下旬，

西南部俄军集结兵力向北封锁顿巴斯后勤

公路，并形成泽勒特包围圈。5月27日，俄

军攻入北顿涅茨克建成区。6月中旬，俄军

炸毁北顿河上乌军撤退的全部三座桥梁，

乌军孤立无援被迫于6月24日乘橡皮艇退至

利西昌斯克。

2.2 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北顿涅茨克战役

资料来源：MilitaryLand、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2.3 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利西昌斯克战役

拿下北顿涅茨克后，俄军乘胜追击。六

月中下旬，泽勒特防线被俄军突破。六月末

俄军占领利西昌斯克乌军的后勤交通枢纽上

卡米扬卡。随后俄军三面围攻利西昌斯克城

区，形成利西昌斯克包围圈，7月1日乌军撤

出利西昌斯克，并丢弃大量轻、重武器，慌

乱向塞弗尔斯克方向撤退，撤退途中受到俄

军大量炮弹袭击。

资料来源：MilitaryLand、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2.4 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

占领利西昌斯克后，俄军进行了两周

的休整，随后俄军继续向塞弗尔斯克—苏

勒答尔—阿特木防线推进。

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俄军的攻势主要

集中在顿巴斯境内。战至7月中旬，俄军先

后攻占马里乌波尔、北顿涅茨克、利西昌

斯克等城市，几乎夺取顿巴斯全境。至此

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结束。

资料来源：MilitaryLand、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3、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三阶段回顾



3.1 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第三阶段战略目标

6月1日，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第三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目标：集中兵力计划控制

尼古拉耶夫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以及斯拉维扬斯克地区。

俄军夺取利西昌斯克后，俄军先进行了两周的休整，随后俄军为开展第三阶段

战略目标，开始向南部军区抽调兵力，但因为交通运输线问题，也因为要在兵力密

度不足情况下尽量维持战线稳定，这一调动必然极为复杂；在第三阶段，俄军主要

进攻方向：斯拉维扬斯克。



3.2 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三阶段-斯拉维扬斯克战役

Ø 东部战线：

占领利西昌斯克后，俄军休整两周。乌军使用海马斯

火箭炮攻击俄军弹药库（摧毁俄军1-2周弹药使用量），

俄军东部进攻趋缓。

8月中旬 俄军占据高地，炮击塞弗尔斯克和阿特木斯

克河谷，乌军伤亡较大。

8月下旬 俄乌两军精锐转战赫尔松。

9月初 东部战线趋缓，伊久姆、赫尔松俄军战事吃紧。

9.9  城区乌军派兵进攻Lyman，支持乌军伊久姆进攻。

9.15 近期休整结束的车臣部队将抵达阿特木斯克前线。

Ø 北部战线：到5月初，北线俄军由Lyman和伊久姆向城区逼近，进攻北顿河南岸的Dovhenke—Bohorodychne战线。

而后北线俄军被调往南轴心国，保卫扎波罗热西部和赫尔松州的已占领土。此后北线推进迟缓。

资料来源：ISW、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4、乌军九月初的进攻行动回顾



4.1 乌军9月进攻方向-赫尔松战役

• 八月中下旬，乌军在赫尔松地区集结兵力，并

摧毁第聂伯河上俄军仅有的两条后勤补给线。

• 8月末，乌军在三个方向对赫尔松地区发起进攻。

• 起初乌军不计伤亡代价，前期在中线凭借数量

和后勤优势取得初步突破。但遭到中线俄军空

天军轰炸。后方三座浮桥被毁，乌军伤亡惨重。

• 随后中线乌军攻势减缓，俄乌双方相互炮击后

勤运输线路。

• 近几天乌军在北路集结部队，向南推进。

资料来源：MilitaryLand、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4.2 乌军9月进攻方向-伊久姆战役

• 8月底 乌军在伊久姆后方集结部队。兵力对比：乌军：80空突旅、92机械旅、第三坦克旅和25空降旅；俄军：

第3摩步旅—752团和第144近摩师—488团。

• 9月初 乌军高层与西方军火供应商开会。

• 9.6 乌军兵分两路突袭伊久姆后方（一路向东直奔库普扬斯克；一路进攻巴拉克列亚），突进20多公里。

• 9.9 乌军攻至库普扬斯克郊区，沿奥斯基尔河岸向南推进。并派斯拉维扬斯克城区部队进攻Lyman。

资料来源：Telegram@RYBAR、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Telegram@RYBAR、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4.2 乌军9月进攻方向-伊久姆战役

• 9.10 乌军相继占领巴拉克利亚、舍普琴科沃、森科瓦、奥斯基尔和库普扬斯克部分城区，俄军撤向河边。

• 9.11 俄军指挥部下令撤退，放弃奥斯基尔河以西全部阵地。俄军空袭兹米耶夫和哈尔科夫火力发电厂。

• 9.12 俄军在奥斯基尔和库普扬斯克东部，沿奥斯基尔河建设前线。乌军继续进攻Lyman。

• 9月中旬 俄军第76空突师某部抵达河岸以东，乌军开始整顿奥斯基尔河岸以西阵地，在河岸以东暂无大规模军

事行动。

资料来源：Telegram@RYBAR、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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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elegram@RYBAR、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4.3 乌军9月进攻方向

乌军向南部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州抽调兵力：

• 顿涅茨克—红军村出现乌军大量运兵车

和150辆坦克。

• 乌军第61旅调往扎波罗热前线。

资料来源：MilitaryLand、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5、俄乌冲突升级及影响



7月底，俄军主力撤离前线，退回
后方休整；
8月末，俄军投入兵力5万人参加
“东方-2022”军事演习。

资料来源：MilitaryLand、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5.1 俄军主力7月底开始回国休整



5.2 “东方-2022”军事演习

Ø 2022年8月31日，“东方-2022”军事演习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谢尔盖耶夫斯基训练场开幕。演习在俄东部军

区多个训练场和相关海域举行，演习持续至9月7日。据俄罗斯国防部称，此次演习共有13个国家参加、投入兵

力5万人、武器装备5000多件，包括140架飞机和60艘军舰。

资料来源：必应图片、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必应图片、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5.3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部分动员令

Ø 9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部分动员令。

Ø 普京称，该决定是为了“保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我们人民的安全”。

普京在讲话中还指责西方对俄罗斯进行核讹诈。他称：“如果我国的领土完整

受到威胁，我们会用尽一切手段来捍卫俄罗斯和我国人民。这不是虚张声势。” 

Ø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称，局部动员将涉及有军事经验的人员，大约30万名预

备役人员将被征召。

资料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5.3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部分动员令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自乌克兰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罗斯武装力量累计有 5937 人阵亡。 

乌克兰武装力量的损失是61,207 人死亡，49,368 人受伤。作为部分动员的

一部分，俄军将向乌克兰增派 300,000 名士兵.

资料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5.4 乌克兰四地宣布举行入俄公投

Ø 当地时间9月20日，自行成立且获俄罗斯承认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

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以及现被俄军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和赫尔松地区宣布将于9

月23日至27日就加入俄罗斯联邦举行全民公投。

Ø 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发表视频讲话时表示，俄方将支持顿巴斯地区、扎波罗热

州和赫尔松州居民在全民公投中做出的决定。

资料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5.5 俄罗斯2022年上半年财政和能源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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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俄罗斯2022年上半年财政和能源收入
财政收入（千亿卢布） 263.18 

财政收入同比(%) 21.91 

石油和天然气总收入（千亿卢布） 63.76

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同比(%) 68.85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山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5.6 战争还要持续多久及影响

Ø 俄军要完成第三阶段目标，需攻克哈尔科夫、斯拉维扬斯克、敖德萨这些

坚固城市。完成这些目标后，俄军有可能集结兵力威胁基辅，战争有可能

持续到明年春天。

Ø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面临严峻挑战，地区冲

突将会越来越多。

Ø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到来，直到新的全球化体系形成之时，世界动荡将

持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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