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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summary＃ 
 2015-2019 年，美国国防支出自 5604 亿美元增长至 6878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

达 5.25%，2020 年，美国国防预算约为 7183 亿美元；美国装备费预算也逐年增

加，2015-2021 年，美国装备费预算自 1539 亿美元增长至 2434 亿美元，年均复

合增速达 7.94%，占国防支出比重自 26.77%增长至 34.51%，其中与导弹相关的含

反导与防御预算及导弹与弹药预算两部分。 

 2015-2021 年，美国反导与防御预算自 82 亿美元增长至 116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

速达 5.95%，占装备费预算平均比重为 4.83%。2021 财年，反导与防御系统主要

包括：陆基中段防御系统、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爱国

者 -3 导弹防御系统、爱国者 -3 导弹分段增强型，经费预算分别为

17.36/9.16/17.09/8.42/7.80 亿 美 元 ， 经 费 预 算 占 比 分 别 为

14.96%/7.89%/14.74%/7.26%/6.72%。 

 2015-2021 年，美国导弹与弹药预算自 90 亿美元增长至 213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

速达 15.44%，占装备费预算比重自 5.85%增长至 8.75%；导弹与弹药支出可分为

常规弹药、战术导弹与战略导弹三类，其中战术导弹支出占比最高，2021 财年常

规弹药、战术导弹与战略导弹预算分别为 60/113/40 亿美元，经费预算占比分别

为 28.17%/53.05%/18.78%。 

 美国制导导弹在导弹与弹药中占比呈上升趋势。2013-2020 年，美国先进中程空

对空导弹、联合空地导弹、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等部分已披露主力制导弹药/导弹的

研制采购经费自 36.02 亿美元增长至 100.80 亿，年均复合增速达 15.84%，占导弹

与弹药经费比例自 34.97%增长至 46.66%。 

 2001 年“911”事件之后的十余年间，美军战略重心在反恐领域。2018 年，《美国国

防战略》明确指出，“国与国间的战略竞争，而不是反恐，将是现阶段美国国家安

全方面的首要关系。”标志着美军战略重心从反恐转变为应对大国“挑战”。据

OUSD，2019-2021 年，战术导弹在美国导弹与弹药预算中占比自 48.79%提升至

53.05%，常规弹药占比逐步下降。美军导弹与弹药采购呈现向中远程、防区外、

制导化倾斜的趋势。 

 我国导弹工业主要分布于航天科工集团、航天科技集团、航空工业集团、兵器工

业集团。受制于资产证券化进程，A 股当中相关资产有限。2019 年洪都航空完成

上市公司零部件制造业务及相关资产负债与洪都集团导弹业务及相关资产负债置

换。中兵红箭军品主要产品包括大口径炮弹、火箭弹、导弹、子弹药等；此外菲

利华、航天电器、天箭科技、鸿远电子、钢研高纳、宝钛股份等为产业链上游相

关度较高的企业。 

 风险提示：军费支出低于预期；装备采购力度低于预期；企业业绩释放低于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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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国防预算整体呈增长趋势，武器采办预算占比逐渐增

加 

OUSD（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于每年 2 月左右例行公布三项国防经费数据：

上一年实际国防支出、当年国防支出规划（经总统批准）、以及下一年国防预算

申请。近年来，美国国防支出及国防预算都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据 OUSD，

2015-2019 年，美国国防支出自 5604 亿美元增长至 6878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5.25%；2015-2020 年，美国国防预算自 5750 亿美元增长至 7183 亿美元，年均复

合增速达 4.55%，2021 年美国国防预算为 7054 亿美元，较 2020 年略减 1.8%。

2015-2019 年，美国每年实际国防支出与国防预算基本相当，其中 2015-2016 年国

防支出略低于国防预算，2017-2019 年国防支出略高于国防预算。 

 

美国国防费用可分为装备费、训练维持费、人员生活费以及其他费用。据 OUSD，

2021 年，美国国防预算中装备费、训练维持费、人员生活费以及其他费用占比分

别为 34.51%、40.96%、23.37%、1.17%，2016-2021 年装备费占比自 30.33%增长

至 34.51%，呈现出增长趋势。 

 

图1、2015-2021 年美国国防支出及国防预算（单位：

亿美元） 
 图2、2016-2021 年美国国防预算结构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美国国防支出中的装备费主要由 9 大类构成：飞机及相关系统、科技与技术、任

务支援活动、C4I 系统、地面系统、反导与防御系统、导弹与弹药、造舰计划与

海上系统、天基系统，2015 年以来，装备费及其占国防支出比重都呈增长趋势。

据 OUSD，2015-2021 年，美国装备费预算自 1539 亿美元增长至 2434 亿美元，年

均复合增速达 7.94%，占国防预算比重自 26.77%增长至 34.51%。 

 

美国装备费 9 大类别中，造舰计划与海上系统、地面系统、飞机及相关系统、天

基系统分别主要涉及海、陆、空、天平台类装备；科技与技术、任务支援活动、

C4I 系统分别主要涉及科研、战略支援和指挥系统相关装备；反导与防御系统、

导弹与弹药分别主要涉及防空反导与攻击型弹药。其中，2015-2021 年，防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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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与攻击型弹药合计预算自 172 亿美元增长至 329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11.42%，占装备费预算比重自 11.18%增至 13.52%。 

 

图3、2015-2021 年美国装备费预算（单位：亿美元）  图4、2015-2021 年美国装备费预算结构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美国反导与防御系统预算稳中有升 

2.1、反导与防御系统预算占装备费预算比重较为稳定，主要为弹道导

弹防御系统预算 

据 OUSD 统计，2015-2018 年，美国反导与防御预算在 82-92 亿美元波动，占装

备费预算比重自 5.33%降至 4.41%，2019-2021 年，反导与防御预算维持在 120 亿

美元左右，占装备费预算比重维持在 5%左右。 

 

反导与防御预算可分为战术导弹防御（Tactical Missile Defense，射程<30 公里，

近程）、战术弹道导弹防御（Tactical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射程 30-150 公里，

中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射程 150 公里以上，

远程）三类。2015-2016 年，战术导弹防御、战术弹道导弹防御、弹道导弹防御系

统占比分别维持在 4.5%/12.5%/83%左右；2017-2020 年，战术导弹防御与战术弹

道导弹防御系统占比中枢分别升至 17%/15%左右，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占比中枢降

至 67%；2021 年，战术导弹防御、战术弹道导弹防御、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预算分

别为 20/18/78 亿美元，占反导与防御预算比重分别为 17.24%/15.52%/6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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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15-2021 年美国反导与防御系统预算 （单位：

亿美元） 
 图6、2015-2021 年美国反导与防御系统预算结构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2、反导与防御系统军品种类齐全 

（一）战术导弹防御（射程<30 公里，近程） 

据 OUSD，2015-2016 年，战术导弹防御（射程<30 公里，近程）预算都为 4 亿美

元，占反导与防御系统预算比重维持在 4.6%左右，2017 年，战术导弹防御预算升

至 18 亿美元，2017-2021 年，战术导弹防御预算维持在 20 亿美元左右，占反导与

防御系统预算比重维持在 18%左右。 

 

爱国者-3 导弹防御系统（Patriot/PAC-3）为战术导弹防御主要型号，据 OUSD，

2015-2021 年，爱国者-3 导弹防御系统预算自 3.21 亿美元增长至 8.42 亿美元，年

均复合增速 27.31%；2015-2016 年，战术导弹防御预算为 4 亿美元，爱国者-3 导

弹防御系统预算占比在 90%左右，2017 年战术导弹防御预算升至 18 亿美元，爱

国者-3 导弹防御系统预算占比降至 17.54%，2018-2021 年，占比维持在 40%左右。 

 

图7、2015-2021 年美国战术导弹防御（射程<30 公里，

近程）预算 （单位：亿美元） 
 

图8、2015-2021 年美国战术导弹防御（射程<30 公里，

近程）预算结构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据 OUSD 与维基百科，爱国者-3 导弹防御系统拦截高度 300 米-20 千米，最小拦

截距离 500 米，最大飞行速度 6125km/h，主要用于防御近程和中程弹道导弹、巡

航导弹以及气动力目标（如固定翼与旋转翼飞行器）。其主要供应商为雷神公司、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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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19 年，美国爱国者-3 系统支出经费

总额自 2.79 亿美元升至 4.81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14.63%；2020 年，爱国者

-3 系统支出经费总额约 7.46 亿美元。 

 

图9、爱国者-3 系统  图10、美国爱国者-3 系统支出经费(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二）战术弹道导弹防御（射程 30-150 公里，中程） 

据 OUSD，2015-2017 年，战术弹道导弹防御（射程 30-150 公里，中程）预算维

持在 10 亿美元左右，占反导与防御系统预算比重维持在 12%左右，2017-2019 年，

战术弹道导弹防御预算自 10 亿美元增长至 18 亿美元，占反导与防御系统预算比

重自 11.76%增长至 15.00%，2019-2021 年，战术弹道导弹防御预算都为 18 亿美

元，占比维持在 15%左右。 

 

爱国者-3 导弹分段增强型（PAC-3 Missile Segment Enhancement）为战术弹道导弹

防御主要型号。据 OUSD，2015-2018 年，爱国者-3 导弹分段增强型预算维持在

4.5 亿美元左右，占战术弹道导弹防御比重在 40%左右；2019 年，预算增至 11.31

亿元，占战术弹道导弹防御比重增至 62.89%；2020-2021 年，预算维持在 7.52 亿

美元左右，占战术弹道导弹防御比重为 40%左右。 

 

图11、2015-2021 年美国战术弹道导弹防御（射程

30-150 公里，中程）预算 （单位：亿美元） 
 

图12、2015-2021 年美国战术弹道导弹防御（射程

30-150 公里，中程）预算结构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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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3 导弹分段增强型在爱国者-3 导弹防御系统基础上采用了更强大的双脉冲

发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导弹“命中即毁”目标的能量以及射程，可以拦截战

术性弹道导弹，主要供应商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19 年，

美国爱国者-3 导弹分段增强型总经费自 5.66 亿美元增至 11.31 亿美元，年均复合

增速达 18.89%，2020 年，经费总额降为 7.02 亿美元；2015-2018 年，生产数量自

108 枚升至 240 枚，2019-2020 年，生产数量分别降至 240 枚、147 枚，折合单价

约为 478 万美元/枚。 

 

图13、爱国者-3 导弹分段增强型  
图14、美国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支出经费(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三）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射程 150-300 公里，远程） 

据 OUSD，2015-2016 年，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射程 150-300 公里，远程）预算维

持在 70 亿美元左右，2017 年，预算降至 57 亿美元，2017-2019 年，预算自 57 亿

美元升至 79 亿美元，2019-2021 年，预算维持在 80 亿美元左右；2015-2016 年，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预算占比维持在 83%左右，2017-2021 年，预算占比维持在 67%

左右。 

 

据 OUSD，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射程 150-300 公里，远程）主要包括；（1）陆基

中段防御系统（The Ground Based Midcourse Defense），2015-2021 年，预算在 15

亿美元左右波动，占比维持在 22%左右；（2）海基中段防御系统（Aegi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预算维持在 17 亿美元左右，2017-2018 年占比在 30%左右，其

他年份占比维持在 21%左右；（3）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 Missile 

Defense），2015-2018 年，预算维持在 7 亿美元左右；2019-2021 年，预算在 9 亿

美元左右波动，2015-2021 年，预算占比维持在 11%左右。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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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015-2021 年美国弹道导弹防御（射程 150-300

公里，远程）预算 （单位：亿美元） 
 

图16、2015-2021 年美国弹道导弹防御（射程 150-300

公里，远程）预算结构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陆基中段防御系统是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拦截器现在安装在阿拉斯加

州格里利堡和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为战斗指挥官提供了拦截在中段飞

行的弹道导弹的能力，从而防守美国领土，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其主要供应

商为波音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19 年，美国陆基中段防御系统支出经费

总额自 10.40 亿美元增长至 17.91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14.55%，2020 年，陆

基中段防御支出经费总额有望达 22.02 亿美元；2018-2020 年，生产数量从 13 套

有望增至 69 套。 

 

图17、美国陆基中段防御拦截器  
图18、美国陆基中段防御系统支出经费及数量(单

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海基中段防御系统（宙斯盾系统）能够检测并跟踪远中短程导弹的所有飞行阶段，

并对导弹在飞行中端和末端阶段进行打击。宙斯盾武器系统主要供应商为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SM-3 导弹主要供应商为雷神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19 年，

美国海基中段防御系统支出经费总额维持在 16 亿美元，其中 2018 年经费总额达

21.86 亿美元，2020 年，美国海基中段防御系统支出经费总额有望达 17.04 亿美元；

2015-2019 年，生产数量自 52 套增长至 70 套，2020 年生产数量有望达 73 枚，折

合单价约 1091 万美元/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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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海基中段防御系统  
图20、美国海基中段防御系统支出经费及数量(单

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据 OUSD 与维基百科，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反导系统）使用碰撞击毁技

术，作战高度 40-150 公里，最大射程 300 公里，一套系统通常包括 6 个发射车

（truck-mounted launchers）、48 个导弹（每个发射车 8 个导弹）、1 个 AN/TPY-2

雷达和一个战术火控/通信系统（Tactical Fire Control/Communications component），

是当今世界唯一能在大气层内外拦截短中程弹道导弹的陆基反导系统，主要供应

商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17 年，美国末段高空区域防御

系统支出经费总额维持在 8 亿美元左右，2018-2019 年，支出经费总额增至 15 亿

美元，2020 年将降至 7.39 亿美元；2015-2017 年，美国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生

产数量维持在 36 套左右，2018-2019 年，生产数量增至 110 套，2020 年将降至 41

套，折合单价约 993 万美元/套。 

 

图21、美国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图22、美国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支出经费及数量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2021 年，反导与防御预算共 116 亿美元，其中陆基中段防御系统、末段高空区域

防御系统、海基中段防御系统、爱国者-3 导弹防御系统、爱国者-3 导弹分段增强

型经费预算分别为 17.36/9.16/17.09/8.42/7.80 亿美元，经费预算占比分别为

14.96%/7.89%/14.74%7.26%/6.72%，其他导弹攻击与防御类军品经费预算 56.17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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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占比 48.42%。 

 

图23、2021 年美国各类反导与防御系统军品预算占比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3、导弹与弹药种类繁多，结构变化趋势明显 

3.1、导弹与弹药支出占装备费比重增加，战术导弹占比最高 

据 OUSD 统计，2015-2020 年，美国导弹与弹药预算自 90 亿美元增长至 216 亿美

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19.14%，2021 年，预算降至 213 亿美元；2015-2019 年，占

装备费预算比重自 5.85%增长至 8.75%，2019-2021 年，占比维持在 8.75%左右。 

 

导弹与弹药支出可分为常规弹药（Conventional Ammunition）、战术导弹（Tactical 

Missiles）与战略导弹（Strategic Missiles）三类，其中战术导弹支出占主要成份，

2021 年，常规弹药、战术导弹与战略导弹预算分别为 60/113/40 亿美元，占导弹

与弹药预算比重分别为 28.17%/53.05%/18.78%。 

 

图24、2015-2021 年美国导弹与弹药预算（单位：亿

美元） 
 图25、2015-2021 年美国导弹与弹药预算结构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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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美国导弹与弹药种类繁多 

（一）常规导弹 

2015-2019 年，美国常规导弹预算自 27 亿美元增长至 73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28.23%，占导弹与弹药预算比重自 30.00%增至 35.27%；2019-2021 年，美国常规

导弹预算自 73 亿美元减至 60 亿美元，占比自 35.27%减至 28.17%。 

 

图26、2015-2021 年美国常规导弹预算（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2015-2018 年小直径炸弹未提供进一步细分数据，2019-2021 年小直径炸弹拆分为小直径

炸弹 I（攻击固定目标）和小直径炸弹 II（带导引头和数据链，可攻击移动目标）披露。 

 

据 OUSD，美军采购的常规导弹主要包括：（1）“地狱火”导弹（Hellfire Missiles），

2016-2021 年，预算维持在 6.5 亿美元左右，占比自 19.72%减少至 8.61%；（2）小

直径炸弹（Small Diameter Bomb）：2015-2018 年，小直径炸弹预算自 2.19 亿美元

增长至 5.04 亿美元，占比维持在 8.5%左右；2019-2021 年，小直径炸弹 I（攻击

固定目标）预算自 2.54 亿美元降至 0.96 亿美元，占比自 3.48%减至 1.60%，小直

径炸弹 II（带导引头和数据链，可攻击移动目标）预算自 3.70 亿美元增至 4.32 亿

美元，占比自 5.07%增至 7.20%；（3）响尾蛇导弹（Air Intercept Missile – 9X）：

2015-2021 年，预算维持在 3 亿美元左右，占比呈下降趋势；（4）标枪先进反坦克

导弹系统（Javelin Advanced Anti-Tank Weapon System – Medium）：2015-2021 年，

预算在 0.81-1.23 亿美元波动，占比在 2.23%-4.77%波动；（5）精准打击导弹

（Precision Strike Missile）：2021 年预算 1.74 亿美元，占比在 2.88%；（6）标准导

弹（Standard Missile-6）：2015-2021 年，预算在 5.15-8.16 亿美元波动，2015-2020

年，占比自 19.08%降至 9.03%，2021 年，占比升至 13.61%；（7）滚转弹体导弹

（Rolling Airframe Missile）：2015-2021 年预算维持在 1 亿美元左右，占比自 2.99%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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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 1.61%。 

 

图27、2015-2021 年美国常规导弹预算结构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地狱火”导弹是一款能实施精确打击的半主动激光导弹，主要用于反战车，是陆

军 AH-64 Apache、陆军 MQ-1C Gray Eagle 无人机系统、特种作战飞机、海军陆

战队 AH-1 Super Cobra、空军 Predator and Reaper 无人机系统的主要空对地武器，

提供了精准的空对地打击能力，其主要供应商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据 OUSD 统

计，2015-2019 年，美国“地狱火”导弹支出经费总额在 3.96-8.21 亿美元波动，2020

年，经费总额将达 7.27 亿美元；2015-2018 年，生产数量自 3405 枚增至 10501 枚，

2019 年降至 5161 枚，2020 年将达 8790 枚，单价约为 8.27 万美元/枚。 

 

图28、”地狱火”导弹载机  
图29、美国”地狱火”导弹支出经费及数量(单位：亿

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小直径炸弹能进行中近程空对地打击，相比其他武器，负载更大且附带损害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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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类为小直径炸弹 I 与小直径炸弹 II。据维基百科，小直径炸弹 I 是一种 110

公斤重的导引炸弹，体积小、重量轻，装备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惯性导航系统，

主要摧毁如指挥控制通信中心、防空导弹基地、油库、机场、基础工事等固定目

标，主要供应商为波音公司。小直径炸弹 II 装有红外导引头和数据链，主要攻击

地面及水面上的移动目标，如战车、军车或船舰等，主要供应商为雷神公司。 

 

图30、小直径炸弹 I  图31、小直径炸弹 II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据 OUSD 统计，2015-2016 年，美国小直径炸弹经费自 1.80 亿美元增至 2.22 亿美

元，生产数量自 443 枚增加至 3494 枚；2017-2019 年，美国小直径炸弹 I 支出经

费总额在 2.09 亿美元左右波动，生产数量在 5700 枚左右波动，2020 年，小直径

炸弹 I 支出经费总额有望增至 2.73 亿美元，生产数量达 7078 枚，单价约为 3.86

万美元/枚；2017-2019 年，美国小直径炸弹 II 支出经费总额达自 2.25 亿美元增至

3.49 亿美元，生产数量自 312 枚增至 1260 枚，2020 年，小直径炸弹 II 支出经费

总额将增至 3.87 亿美元，生产数量达 1687 枚，折合单价约为 22.95 万美元/枚。 

 

图32、美国小直径炸弹支出经费及数量(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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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尾蛇导弹是一种近程空对空红外导弹，在电子对抗环境中摧毁高空和低空敌方

目标，主要供应商为雷神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19 年，美国响尾蛇导弹

支出经费总额在2.5亿美元左右波动，2020年经费总额将达3.34亿美元；2015-2019

年，响尾蛇导弹生产数量在 480 枚左右波动，其中 2016 年生产数量达 713 枚，2020

年，响尾蛇导弹生产数量有望达 720 枚，折合单价约为 42 万美元/枚。 

 

图33、响尾蛇导弹  
图34、美国响尾蛇导弹支出经费及数量(单位：亿美

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美国标枪先进反坦克导弹系统是便携式、发射后自动寻的导弹系统，对坦克有极

大的杀伤力，主要供应商为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贾维林合资企业。据 OUSD

统计，2015-2018 年，美国标枪先进反坦克导弹系统支出经费总额自 0.94 亿美元

增长至 3.23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50.73%，2019 年，经费总额减至 2.54 亿美

元，2020 年，经费总额将减至 1.78 亿美元；2015-2017 年，标枪先进反坦克导弹

系统生产数量自 399 枚增至 1653 枚，2018-2019 年，生产数量维持在 1200 枚左右，

2020 年，生产数量将降至 794 枚，折合单价约为 21 万美元/枚。 

 

图35、标枪先进反坦克导弹系统  
图36、美国标枪先进反坦克导弹系统支出经费及数

量(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新型精准打击导弹是陆军的全天候地对地导弹，能够精确火力摧毁 60-499km 范

围内的目标，2021 年有望正式生产，主要供应商为雷神公司。据 OUSD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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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新型精确打击导弹支出经费全部为研究、测试、开发及评估经费，

总额分别达 1.53 亿美元、1.57 亿美元；2021 年，精准打击导弹支出经费总额约

1.73 亿美元，生产数量 30 枚。 

 

图37、精确打击导弹  
图38、美国精准打击导弹支出经费及数量(单位：亿

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据 OUSD，标准导弹-6 将标准导弹-2（SM-2）与高级中程空空导弹（AIM-120）

改动后的有源射频导引头结合在一起，增加射程与火力，用于超视距交战，能够

为巡洋舰和驱逐舰提供全天候防空能力，主要供应商为雷神公司。据 OUSD 统计，

2015-2019 年，标准导弹-6 支出经费总额自 4.71 亿美元增至 7.44 亿美元，年均复

合增速达 12.10%，2020 年，经费总额将降至 6.56 亿美元；2015-2016 年，标准导

弹-6 每年生产数量约 100 枚，2017-2019 年，每年生产数量都为 125 枚，2020 年，

生产数量也将维持在 125 枚，折合单价为 400 万美元/枚。 

 

图39、标准导弹-6  
图40、美国标准导弹-6 支出经费及生产数量(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舰载滚动弹体导弹基于“毒刺”（FIM-92）导弹的红外导引头，以及“响尾蛇”

（AIM-9）导弹的弹头、火箭发动机和引信，使用射频进行中段制导，并转换为

红外以进行末端制导，是一款以红外线与被动雷达整合制导的轻型、点防御、舰

对空导弹，为战斗舰和辅助舰艇提供近距离火力防御，主要供应商为雷神公司。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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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OUSD 统计，2015-2018 年，滚动弹体导弹支出经费总额自 0.89 亿美元增 1.46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17.95%，2019 年，经费总额降至 1.22 亿美元，2020 年，

经费总额有望增至 1.29 亿美元；2015-2016 年， 滚动弹体导弹每年生产数量为 90

枚，2017-2018 年，每年生产数量为 120 枚，2019 年，生产数量降至 108 枚，2020

年，生产数量预计为 120 枚，折合单价约为 89 万美元/枚。 

 

图41、滚动弹体导弹  
图42、美国滚动弹体导弹支出经费及生产数量(单

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二）战术导弹 

2015-2021 年，美国战术导弹预算自 44 亿美元增长至 113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

达 17.02%，占导弹与弹药预算比重自 48.89%增至 53.05%。 

 

图43、2015-2021 年美国战术导弹预算（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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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OUSD，美军采购的战术导弹主要包括：（1）联合直接攻击弹药：2015-2019

年，预算自 1.01 亿美元增长至 11.69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84.28%，2019-2021

年，预算自 11.69 亿美元降至 5.33 亿美元；2015-2016 年，预算占比自 2.30%增至

9.48%，2017-2020 年，预算占比维持在 11%左右，2021 年，预算占比降至 4.71%；

（2）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2015-2021 年，预算维持在 5.5 亿美元左右；占比自

8.03%减至 5.10%；（3）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2015 年，预算 4.58 亿美元，2016-2020

年，预算维持在 6.5 亿美元左右，2021 年，预算升至 8.76 亿美元；2015-2017 年，

预算占比在 10.5%左右，2018-2021 年，占比在 5.97%-9.77%波动；（4）联合空地

导弹：2019-2021 年，预算维持在 3 亿美元左右；占比在 3%左右波动；（5）远程

反舰导弹：2016-2021 年，预算在 2.09-4.33 亿美元波动；2016-2018 年，占比维持

在 5%左右，2018-2021 年，占比自 5.34%减至 1.99%；（6）制导多管火箭系统：

2015-2020 年，预算自 1.73 亿美元增至 12.04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52.30%，

2021 年，预算降至 12.04 亿美元；2015-2017 年，占比维持在 4%左右，2018-2021

年，占比维持在 11%左右；（7）战术型战斧巡航导弹：2015-2020 年，预算自 2.27

亿美元增长至 7.07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25.54%，2021 年，预算降至 6.03 亿

美元；2015 年，预算占比为 5.15%，2016-2020 年，占比自 3.56%增长至 6.49%，

2021 年，占比减至 5.34%。 

 

图44、2015-2021 年美国战术导弹预算结构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是由波音公司为美国海军和空军联合开发的一种空投炸弹，通

过炸弹尾翼控制附件以及全球定位系统或惯性导航系统精确打击高价值固定目标

与海上目标，主要供应商为波音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18 年，美国联合

直接攻击弹药支出经费总额自 2.50 亿美元增至 11.49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66.39%，2019 年经费总额降至 11.19 亿美元，2020 年，经费总额将降至 11.10 亿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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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2015-2018 年，生产数量自 9662 枚增至 42864 枚，2019 年，生产数量降至

39614 枚，2020 年生产数量将进一步降至 28388 枚，折合单价约为 4 万美元/枚。 

 

图45、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图46、美国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支出经费及数量(单

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是一种低可探测性的半隐身战区外空对面巡航导弹，重量超

过一吨，可从战斗机和轰炸机发射，主要供应商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19 年，美国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支出经费总额自 3.42 亿美元增至

6.44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17.16%，2020 年，经费总额将降至 5.62 亿美元；

2015-2019 年，生产数量自 240 枚增至 360 枚，2020 年生产数量有望达 390 枚，

折合单价约为 124 万美元/枚。 

 

图47、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图48、美国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支出经费及数量(单

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AIM-120D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是一种全天候，全环境的雷达制导导弹，已经取

代了 AIM-7 麻雀导弹，当前的 AIM-120D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具有双向数据链，

GPS 定位导航能力，以及更远的射程，其开发目的是在电子对抗环境中提高打击

极低空和高空高速目标的能力，主要供应商为雷神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19

年，美国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支出经费总额在 5 亿美元左右波动，2020 年，经费

总额有望达到 6.13 亿美元；2015 年，美国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生产数量为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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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2016-2019 年，生产数量在 350 枚左右波动，2020 年生产数量达 412 枚，折

合单价约为 127 万美元/枚。 

 

图49、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图50、美国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支出经费及数量(单

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联合空地导弹是一款空对地/空对海制导导弹。与地狱火不同的是，联合空地导弹

采用多模式导引头来提供精度，能够在恶劣的天气、夜晚、模糊的战场环境下精

确地打击高价值的固定或移动目标，主要供应商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据 OUSD

统计，2017-2019 年，美国联合空地导弹支出经费总额自 1.86 亿美元增至 3.09 亿

美元，2020 年，经费总额将为 3.10 亿美元；2017 年，联合空地导弹生产数量为

469 枚，2018-2019 年，生产数量维持在 800 枚左右，2020 年，生产数量将达 854

枚、折合单价约为 33 万美元/枚。 

 

图51、联合空地导弹  
图52、美国联合空地导弹支出经费及数量(单位：亿

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据 OUSD，新型远程反舰导弹是一种具备全天时/全天候制导能力的半自主式反舰

导弹，它集成了多模式传感器、数据链、全球定位系统以及 1000 磅穿透爆炸碎片

弹头，能够提供强大的海上防御能力，主要供应商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17 年，美国远程反舰导弹支出经费总额自 1.82 亿美元增至 4.27 亿

美元，2017-2019 年，经费总额自 4.27 亿美元减至 3.16 亿美元，2020 年，将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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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亿美元；2017-2019 年，远程反舰导弹生产数量维持在 45 枚左右，2020 年，

生产数量或将减至 17 枚，折合单价约为 426 万美元/枚。 

 

图53、远程反舰导弹  
图54、美国远程反舰导弹支出经费及数量(单位：亿

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制导型多管火箭炮系统是将惯性导航与全球定位系统结合的地对地火箭弹，主要

用于打击敌军地面火力点和防控设施，以及进行地面火力压制。目前，美军制导

型多管火箭炮系统主要供应商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19

年，制导多管火箭系统支出经费总额自 1.71 亿美元增至 11.19 亿美元，年均复合

增速达 59.95%，2020 年，经费总额将达 13.38 亿美元；2015-2019 年，制导多管

火箭系统生产数量自 768 枚增长至 7951 枚，年均复合增速达 79.38%，2020 年，

生产数量将达 8523 枚，折合单价约为 14 万美元/枚。 

 

图55、制导多管火箭系统  
图56、美国制导多管火箭系统支出经费及数量(单

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据 OUSD 与维基百科，战术型战斧巡航导弹拥有 1000 磅级的弹头，具备精确的

导航和强大的抗干扰全球定位系统，是一种远程全天候次音速导弹，能对中远程

战术目标提供精确打击，主要供应商为雷神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19 年，

战术型战斧巡航导弹支出经费总额在 3.5 亿美元左右波动，其中 2017 年经费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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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2020 年，经费总额有望达 6.59 亿美元；2015-2016 年，战术型战斧巡航导

弹生产数量自 243 枚降至 149 枚，2017 年与 2019 年，生产数量为 0，2018 年生

产数量为 100 枚，2020 年，生产数量有望达 90 枚，折合单价约为 429 万美元/枚。 

 

图57、战术型战斧巡航导弹  
图58、美国战术型战斧巡航导弹支出经费及生产数

量(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2020 年，美国主要战术型导弹生产经费中位数为 1.55 亿美元，其中生产经费超过

中位数的导弹有：（陆）制导多管火箭系统 11.76 亿美元、（空）先进中程空对空

导弹 3.12 亿美元、（海）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2.12 亿美元、（陆）“地狱火”导弹

4.26 亿美元、（空）“地狱火”3.00 亿美元、（陆）联合空地导弹 1.99 亿美元、（空）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10.34 亿美元、（空）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4.83 亿美元、（海）

标准-6 导弹 5.01 亿美元、（海）战术型战斧巡航导弹 3.86 亿美元、（空）小直径炸

弹 I 为 2.73 亿美元、（空）小直径炸弹 II 为 1.83 亿美元。 

 

大部分战术型导弹生产经费增幅大于 0，其中生产经费增幅最大的五类分别为：

（海）标枪增幅增幅为 551.61%、（海）战术型战斧巡航导弹增幅为 291.68%、（海）

联合空地导弹增幅为 214.11%、（陆）“地狱火”增幅为 119.72%、（空）小直径炸弹

II 增幅为 81.67%，生产经费增幅最小的五类分别为：（空）远程反舰导弹增幅为

-100.00%、（海）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增幅为-58.37%、（陆）标枪增幅为-41.83%、（海）

远程反舰导弹增幅为-39.48%、（陆）联合空地导弹增幅为-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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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美国主要战术型导弹 2020 年生产经费及生产经费增幅（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红色表示该导弹 2020 年生产经费超过主要战术型导弹生产经费中位数 1.55 亿美元，蓝色表示该导弹 2020 年生产经费

等于或小于主要战术型导弹生产经费中位数 1.55 亿美元。 

 

 
 

（三）战略导弹 

2015-2021 年，美国战略导弹预算自 19 亿美元增长至 40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20.46%，占导弹与弹药预算比重维持在 17%左右。 

 

据 OUSD，美军采购的战略导弹主要包括：（1）三叉戟 II 弹道导弹改进版（Trident 

II Ballistic Missile Modifications），2015-2016 年，预算自 15.17 亿美元降至 12.06

亿美元，2016-2021 年，预算维持在 12 亿美元左右，2015-2021 年，预算占比自

79.85%降至 29.78%；（2）陆基战略威摄导弹（Ground Based Strategic Deterrent），

2018-2021 年，预算自 2.26 亿美元增长至 15.25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91.92%，

预算占比自 7.44%增长至 38.12%；（3）B61 战术核弹（B61 Tail Kit Assembly），

2015-2021 年，预算在 0.45-2.54 亿美元波动，预算占比自 10.44%减至 1.14%；（4）

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Long Range Stand-Off Weapon），2018-2021 年，预算在维

持在 6 亿美元左右，预算占比在 10%-20%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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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2015-2021 年美国战略导弹预算 （单位：亿美

元） 
 图61、2015-2021 年美国战略导弹预算结构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据 OUSD，三叉戟 II 弹道导弹改进版是搭载于俄亥俄级核潜艇上的潜射弹道导弹，

目前正在进行的生命延长计划（LEP），以确保服役至 2042 年，主要供应商为洛

克希德·马丁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20 年，美国三叉戟 II 弹道导弹改进版

支出经费总额在 12 亿美元左右波动。 

 

图62、三叉戟 II 弹道导弹改进版  
图63、美国三叉戟 II 弹道导弹改进版支出经费(单

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陆基战略威摄导弹主要用于取代老化的 LGM-30 民兵 III 洲际弹道导弹，预计于

2020 年末开始部署，并计划服役至 2075 年、主要供应商为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据 OUSD 统计，2016-2019 年，陆基战略威摄导弹支出经费总额自 0.65 亿美元增

到 4.01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83.44%，2020 年，经费总额有望达 5.5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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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陆基战略威摄导弹  
图65、美国陆基战略威摄导弹支出经费及生产数量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B-61 战术核弹是由 B-52、B-2、以及北约部分机型进行空投的战术核弹。为了延

长 B61 的寿命，美国能源部的国家核安全局和空军正在共同实施一项寿命延长计

划，在 2020 年为 B61 加装引导式尾翼套件，主要供应商为波音公司。据 OUSD

统计，2015-2019 年，B61 尾翼套件支出经费总额在 1.5 亿美元左右波动，2020

年，经费总额可能降为 1.08 亿美元；2018-2019 年，B61 尾翼套件生产数量自 15

枚增加至 250 枚，2020 年，生产数量有望达 533 枚。 

 

图66、B61 战术核弹  
图67、美国B61战术核弹支出经费及生产数量(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是核巡航导弹，可由战略轰炸机携带，可打击全球任何位置

的任何目标，主要供应商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据 OUSD 统计，

2016-2019 年，美国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研究、测试、开发及评估经费自 0.16 亿

美元增至 6.47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达 242.49%，2020 年，美国远程防区外巡航

导弹研究、测试、开发及评估经费有望达 7.13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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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三位一体核试中核爆炸过后的火球  
图69、美国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支出经费(单位：亿

美元）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 

 
 

3.3、战争形态变化与战略重心转移促使美军弹药结构向制导化、远程

化倾斜 

据搜狐网，二战时期，B-17 轰炸机投弹误差为数百米；越南战争中，F-105 战斗

轰炸机投弹误差为 100 米左右；海湾战争中，F-117 投掷激光制导炸弹误差仅为

1~2 米；叙利亚战争中，精确制导导弹精度小于 1 米。据搜狐网，若导弹的爆炸

威力提高一倍，其杀伤力仅提高 40%；若导弹命中精度提高一倍，其杀伤力将提

高 3-4 倍。因此，随着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美国制导导弹在弹药中所占比重也

呈上升趋势。据 OUSD，2013-2020 年，美国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联合空地导弹、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等部分已披露主力制导弹药/导弹的研制采购经费自 36.02 亿美

元增长至 100.80 亿，年均复合增速达 15.84%，占导弹与弹药经费比例自 34.97%

增长至 46.66%（由于美军仅披露部分主力型号采购数据，美军导弹与弹药经费中

制导弹药/导弹比例或高于上述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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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0、2013-2021 年主要制导导弹经费支出预算及占比（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3-2019 年为实际额，2020 年为批准额，2021 年为申请额 

 

2001 年“911”事件之后的十余年间，美军战略重心均在反恐领域。2018 年，《美国

国防战略》明确指出，“国与国间的战略竞争，而不是反恐，将是现阶段美国国家

安全方面的首要关系。”标志着美军战略重心从反恐转变为应对大国“挑战”。据

OUSD，2019-2021 年，战术导弹在美国导弹与弹药预算中占比自 48.79%提升至

53.05%，常规弹药占比逐步下降。美军导弹与弹药采购呈现向中远程、防区外、

制导化倾斜趋势。 

 

图71、2015-2021 年美国导弹与弹药预算结构 

 

资料来源：OUS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风险提示：军费支出低于预期；装备采购力度低于预期；企业业绩释放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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