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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 

 欧盟已向乌克兰提供 5 亿欧元用于购买武器，并将设立一个训练乌克

兰军队 (EUMAM) 的任务。 该任务的目的主要是在欧盟领土上训练乌克

兰军队。 据悉，将有多达 15,000名军人参加该计划。 

 乌克兰外交部正式指责伊朗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罪行串通一气。 外

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为在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和杀害乌克兰公民提

供武器，使伊朗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罪、战争罪和恐怖行为的同

谋。” 

 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宣布，乌克兰将很快获得最新的防空系统——挪威防空导弹系统 NASAMS，该

系统能摧毁中低空的机动目标。 

18.10 

 爱沙尼亚议会支持承认俄罗斯联邦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决议。 

 乌克兰从欧盟获得了另一笔 20 亿欧元的宏观金融援助——这些资金将用于支付紧急预算支出，

特别是在社会和人道主义领域。 

 上周，德国又向乌克兰提供了 5辆 Bergepanzer 2 装甲维修和疏散车辆，以及冬季军服和装备，

另外，乌克兰从德国收到了 100 顶帐篷、183 台发电机、116,000 件冬季夹克、80,000 条冬季裤

子和 24万顶军事人员冬帽。 

 路透社援引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已同意向俄罗斯提供地对地导弹。 “在哪里使用它们不是卖方

的问题。我们不会像西方那样在乌克兰危机中选边站。我们希望以外交方式结束危机，”伊朗外

交官说。 

19.10 

 希腊已开始将 BMP-1 转移到乌克兰——这是外交部负责人库莱巴在与

希腊同事尼科斯·登迪亚斯（Nikos Dendias）谈判后宣布的。 

 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表示，以色列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对抗

俄罗斯的入侵，但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导弹袭击或无人机袭击提供预警系统。 

 欧洲议会将萨哈罗夫奖——欧盟在人权领域的主要奖项——授予“以

泽连斯基总统为代表的勇敢的乌克兰人民、民选领导人和民间社会”。 

20.10 

 瑞士总统伊格内修斯·卡西斯抵达乌克兰进行访问。 卡西斯写道：“我的

目标是让人们了解与战争、人道主义局势和国家重建准备工作有关的局

势。” 

 英国国防部长本·华莱士说，英国正在准备在冬季向乌克兰提供一揽子援

助——其中特别包括 25,000 套制服。 他还补充说，“鉴于对民用基础设

施的持续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伦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用于防空系统的导弹。 

 欧盟最终批准了对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沙希德”）的制裁。 据媒体

报道，负责设计和开发伊朗无人机 Shahed的公司 Shahed Aviation Industries 

已受到制裁。 

 肖尔茨保证，只要需要，德国就会支持乌克兰。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不再是

可靠的贸易伙伴。普京希望通过切断天然气来勒索我们。但他在这里也错

了……我们将共同度过冬天，”德国总理强调。 

21.10 

 卢克·天行者（演员马克·哈米尔饰）帮助乌克兰为 500 架无人机筹集

资金。 早些时候，这位演员加入了 UNITED 24 倡议，并成为“无人机

军团”项目的大使，在该项目的框架内，他和其他人设法募集了 500 架

无人机。 “我是电影中的假英雄，而这些英雄是真实的，”哈米尔早些

时候谈到乌克兰人时说。 

 德国公司 HENSOLDT 宣布将四个 TRML-4D雷达站转移到乌克兰，用于 IRIS-T SLM防空系统。 值得

注意的是，其中一台 TRML-4D 雷达已经在 Diehl Defence公司（IRIS-T 的制造商）的订单范围

内交付给乌克兰，订单金额为 200 万欧元，另外三台将在几个月内交付。 

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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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因为在战场上没有取得重大胜利，所以俄罗斯军队继续向民用基础设施物体开火，以恐吓乌克兰平民。 

 俄军正试图控制暂时占领的领土，集中力量限制乌克兰国防军在某些地区的行动，同时不停止试图在巴

赫穆特和阿夫迪夫地区进行进攻行动。 

 由于俄罗斯的官方动员，乌克兰东部战线的局势恶化了，但俄罗斯人尚未在任何方向取得重大成功。 目

前最艰难的战斗发生在巴赫穆特地区。 截至 10 月 22 日，对巴赫穆特方向的攻击被击退，乌克兰武装

部队坚守阵地。 

 俄军在赫尔松地区没有成功。 仅在 10 月 22 日南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导弹和炮兵部队就对俄军人力和

装备的集中地区进行了 100 多次火力袭击。 据了解，俄罗斯占领者正在将财产和文件带出赫尔松，并准

备进行巷战。 10 月 22 日，总参谋部宣布，俄军已完全撤离赫尔松地区被占领的契卡洛韦和查里夫纳定

居点。 

 Volyn 和 Polissky 方向的情况没有显着变化。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报道，俄罗斯在北方重新发动军事攻

势的威胁越来越大。这一次，进攻方向可能会改变到白俄罗斯-乌克兰边界以西，以切断从伙伴国向乌克

兰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主要后勤动脉。同时，英国情报部门认为，白俄罗斯军队没有能力进行复杂的

军事行动，因此乌克兰在这个方向上没有风险。该组织部署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白俄罗斯领土上，可能

是企图将乌克兰军队和武器吸引到那里。 
17.10.2022 

 被俘的乌克兰妇女返回家园。 又一次大规模的囚犯交换发生了。 108 名妇女从囚禁中获释——37 名从 

Azovstal 撤离的人、11 名军官、85 名士兵和中士。 
19.10.2022 

 在赫尔松地区的贝里斯拉夫市，占领当局的所有机构都停止了活动。 众所周知，与俄罗斯占领者的合作

者带着财产继续离开这座城市，连同他们的家人。 

20.10.2022 

晚上 11:00 左右，临时占领的赫尔松的安东尼夫斯基桥上

响起了爆炸声。 这发生在俄罗斯官员检查后的第二天。 

据报道，俄罗斯设备可以在 23:00 左右的罢工期间利用该

过境点向该市运送设备，其破坏将给俄罗斯联邦在这个方

向造成后勤问题。 
22.10.2022 

 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

（Yuriy Ignat）表示，过去两周内，乌克兰防空系统对伊

朗神风敢死队无人机的破坏率已增至 85%。乌克兰防空部

队的整体效能为 64%。 

 

 俄罗斯军队的单独部队继续离开赫尔松地区暂时占

领的领土。与此同时，抢劫和抢劫当地居民的案件也变得

更加频繁。根据现有资料，敌军已完全撤离查里夫内和契

卡洛夫定居点，军官和医务人员已从贝里斯拉夫撤离。 

 

 赫尔松市的抢劫和非法行为案件数量有所增加。俄罗斯人从当地居民手中夺取汽车，并试图在安东尼夫

斯基桥附近的渡口帮助下离开城市。 
周内 10 月 17 日 到 10 月 23 日 俄罗斯损失 

 人员损失 - 2470 
 坦克 - 55 
 装甲车 - 91 
 火炮系统/MSW - 78/9 
 防空手段 - 3 
 飞机/直升机 - 2/3 
 无人机 - 137 
 汽车设备和运油车 - 83 
 专业技术设备 – 5 

军事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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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周内，俄罗斯人进行了 73 导弹和 200 空袭，用多发火箭榴弹进行了 420 多次炮击。 

周
内
炮
击
 

 本周，俄罗斯继续大规模炮击，主要针对乌克兰城市的能源基础设施。 
 

 在 10 月 7 日至 18 日期间，俄罗斯用导弹、神风敢死队无人机和大炮进行了大约 190 次大规模打击。 首要
目标是关键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设施和民用设施。 70多人死亡，240 多人受伤，380 多件物品受损。 这些是 
140 多座私人和多公寓住宅楼。 由于俄罗斯的袭击，近三分之一（30%）的乌克兰发电厂被摧毁。 

 
 俄罗斯占领者袭击了文尼察、罗夫纳、赫梅利尼茨基和敖德萨地区以及克雷维里赫、日托米尔和卢茨克的关键
基础设施。 俄罗斯敌人主要针对能源供应设施，结果导致许多城市和乡村地区没有水和电。 在伊万诺-弗兰科
夫斯克地区，俄罗斯导弹击中布尔什金斯克 TPP，引发火灾。 由于神风敢死队无人机袭击切尔尼戈夫，三人受
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10 月 22 日乌克兰遭受了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导弹袭击——Ukrenergo 报道称，对该国西部能源设施的袭
击可能超过 10 月 10 日至 12 日炮击的后果。白天，俄军发动了 40 次导弹袭击，并发射了 16 架神风敢死
队无人机。 20 枚巡航导弹和 11 架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 9 个地区遭到袭击。其中，罗夫讷、沃伦、赫梅利尼
茨基、切尔卡瑟、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的物体遭到破坏。卢茨克的能源设施被彻底摧毁，无法恢复。请使
用特殊标记查找本周攻击地图上显示的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 

 
 苏梅地区至少三人因火箭弹袭击死亡，九人受伤。 三枚俄罗斯火箭击中了罗门的一个民用基础设施。 乌克兰
紧急服务中心报告了四人死亡。 由于 10 月 18 日的炮击，苏梅州尤纳基夫社区有两人死亡，一人受伤。 

 
 俄罗斯人继续炮击哈尔科夫。 记录了两次爆炸。 他们袭击了基辅地区的一个企业和一个工业基础设施的对
象。 14 人受伤。 该地区的楚古伊夫、哈尔科夫、伊久姆和库皮扬地区也受到炮击。 
 

 Mykolaiv 不断受到神风敢死队无人机的袭击。 三架无人机击中工业基础设施和药品仓库的物体，没有人员伤
亡。 还记录了用 S-300 导弹发射的情况。 10 月 18 日，俄军击中一栋两层楼房，在瓦砾下发现一名 55 岁男子
的尸体。 30 架 Shahed-136 无人机在 Mykolaiv 州被击落，另外 4 架被瞄准 Mykolaiv 的一所教育机构。 该
地区靠近前线的巴什坦地区也遭受炮击。 

基
辅
和
基
辅
地

区
 

 10 月 17 日，俄西斯主義袭击了基辅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记录了 4 次无人机击中，其中一次击中了舍甫琴
科夫区的一栋住宅楼。 19人获救，5 人死亡。其中有一对年轻夫妇，一对夫妻，他们正怀着孩子。那个女人怀
孕 6 个月。据维塔利·克里琴科（基辅市长）称，共有 28 架无人机向基辅方向飞行，其中大部分被击落。 

 
 10 月 18 日，在基辅，该市左岸的供电设施发生了三起袭击事件。爆炸发生在 Desnyan 区的一个关键基础设
施，导致该企业的三名员工死亡。此外，还有两件物品受到严重损坏。 
 

扎
波
罗
热
和
该
地
区
 

 俄罗斯军队继续炮轰扎波罗热及其郊区，恐吓当地居民。住宅建筑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在打击中遭到破坏。 10 
月 21 日，这座城市遭到 S-300 导弹的轰炸。一栋住宅楼、学校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三人受伤。 10 月 23 
日，对该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类似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人使用了神风敢死队无人机和 S-300 系统。学校和私
人住宅遭到破坏。俄罗斯人对村里一所专门儿童学校的领土发动了火箭弹袭击。科米舒瓦哈没有受害者。但民
用基础设施和住宅建筑遭到破坏。 

 Energodar 也遭到袭击。该市部分地区没有电和水，据了解变电站的损坏情况。扎波罗热区的一个关键基础设
施也遭到防空导弹袭击。该设施的大火已被扑灭，没有人受伤。 

 10 月 19 日，俄罗斯人在扎波罗热地区炮击奥里希夫近 7 个小时。八人受伤。私人住宅、市议会大楼和一所
教育机构被摧毁。由于炮击，奥里希夫没有电力和供水。占领者还用 S-300 导弹向 Gulyaipole 开火。当地学
校被毁。根据初步信息，没有受害者。 

顿
涅
茨
克
地
区
  俄罗斯人在顿涅茨克和霍尔利夫方向进行了积极的炮击。 

 在顿涅茨克方向，马林斯克、阿夫迪夫斯克、塞利迪夫斯克和莱曼斯克社区遭到炮火袭击，在塞利迪夫斯克社
区，Ukrayinsk 遭受了, 俄军击中了该地区的一栋高层建筑。在马林斯克社区的 Katerynivka 记录到炮击事
件，电力线被损坏。 Avdiivka 遭到炮击：邻里和花园社会受到影响。 

  
 在 Horliv 地区，Soledar、Chasovoyarsk、Toretsk、Bakhmut 和 Svitlodar 社区正遭受炮击。私人住宅和基
础设施遭到破坏。 

第
聂
伯
罗
和
第
聂

伯
罗
彼
得
罗
夫
斯

克
地
区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遭受炮击。在第聂伯罗，记录了能源基础设施的两次“到达”和严重损坏。一场大
火发生了，第聂伯罗、西内尔尼科沃和瓦西尔科夫卡的一些地区断电。 

 在 Kamian 和 Kryvorizka 地区，俄罗斯占领者向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发射火箭弹。结果，该地区的一些城镇
和村庄没有电和水。 

  
 在一周内，俄罗斯人再次炮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尼科波尔区：他们用“冰雹”（Hrad）和重型火
炮袭击了米里夫斯卡和波克罗夫斯克社区。尼科波尔也每天都在遭受痛苦，俄罗斯人用多管火箭炮和重型火炮
的火力掩护它。受影响的主要是私人和高层建筑、企业、天然气管道和电力线路。几乎 1,000 个家庭没有电。 

本周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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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 

 根据社会学团体“评级”的调查结果，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战争期间被迫改变了他们在乌克兰的居住地。

他们大多数人都住在战区——64%，基辅——42%。离开家园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已经返回。此外，9%的流离失

所的人们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回国，15%的人将等待。同时，还有三分之一打算在战争结束后才回来。只有 6% 

的人根本不打算返回。在战争期间离开的人中，有一半已经返回了被占领的定居点。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没有抵达临时被占领土的边界，乌克兰代表团正在那里等待他们，红十字会应该通

过该代表团从俄罗斯进入奥列尼夫卡并探视乌克兰战俘。 

19.10 

 大多数乌克兰公司在战争期间恢复了工作。 根据 grc.ua 研究，3 月份只有 40.2% 的公司维持商业活动，

8.8% 的公司局部复工。 截至 10 月初，93%的企业开始工作了。 61% 的公司继续全面开工。 

 在马里乌波尔，俄罗斯人拆除了一座纪念大饥荒受害者的纪念碑，大饥荒是 1932-33 年的人为饥荒，乌克

兰将其定义为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行为。 通过这种方式，占领者抹去了苏联镇压的痕迹以及当地民众

对他们的记忆。 

20.10 

  整个乌克兰正在实施电力供应限制。 如有必要，可以应用风扇关闭。 由

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乌克兰执法人员在哈尔科夫地区被解放领土上发现了 22 个俄罗斯占领哈尔

科夫期间所造的酷刑场所。 乌克兰警方掌握的信息显示，俄罗斯占领者还

将人带到俄罗斯联邦境内（特别是别尔哥罗德），在那里对其施以酷刑，

然后将他们送回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人在 Kakhovskaya HPP 的大坝和机组上埋了

地雷，并计划在外国旗帜下进行恐怖袭击。 Kakhovskaya HPP 是大型电力设施之

一，如果俄罗斯人炸毁这座大坝，包括赫尔松在内的 80 多个定居点将处于快速洪

水区。 数十万人可能受到影响。 俄罗斯的这次恐怖袭击可能会使扎波罗热核电

站失去冷却水——ZNPP 的水取自 Kakhovsky 水库。 通往克里米亚的通道也将受

损。 

21.10 

 自 10 月 10 日以来，俄罗斯已经打击了乌克兰至少一半的火力发电能力，并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乌克兰

能源部长赫尔曼·加卢申科强调，此次袭击旨在摧毁乌克兰的能源系统，30-40% 的国家能源基础设施受到

影响。总的来说，10 月 10 日至 20 日，乌克兰 16 个地区的 400 多个目标因俄罗斯人的炮击而受损。与此同

时，据报道，乌克兰境内因俄罗斯武装侵略而受损的 250 多座供热设施已得到修复。 

 在基辅和该地区，以及切尔尼戈夫州、切尔卡瑟州和日托米尔州，都会出现临时停电。 

 顿涅茨克地区部分恢复供气：顿涅茨克地区 15 个社区实现集中供热，10 个社区关键基础设施实现供暖，安

装供热点。 此前，顿涅茨克地区的天然气供应因俄罗斯炮击而停止。 

 乌克兰因战争造成的损失超过 1270 亿美元。 住房、基础设施和工业遭受的损失最大。 

22.10 

 早晨对乌克兰西部地区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的破坏可能超过 10 月 10 日至 12 日袭击的后果。 

 在乌克兰，互联网问题在早晨火箭袭击之后开始出现，几乎 150 万用户没有电，——OP。 

 最困难的情况是在赫梅利尼茨基和尼古拉耶夫地区，那里只有 27-28% 的人口可以上网。 

 卢茨克市市长 Ihor Polishchuk 说，由于 10 月 22 日的火箭袭击，该市的能源设施实际上被摧毁。 

 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认为，俄罗斯正在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袭击，以引发大

批难民从乌克兰涌入欧洲。 由于俄罗斯于 10 月 22 日对电力结构发动导弹袭击，1,451,603 名乌克兰人

在各个地区断电。 

23.10 

 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90% 的风能和约 40-50% 的太阳能已经退役。 

 扎波罗热地区被占领的埃内尔戈达尔市濒临人道主义灾难，没有能源和供

水，也无从得知何时可以供暖。 

 如果欧盟停止在承诺的 90 亿欧元框架内资助乌克兰，乌克兰人可能会失去工

资和养老金。德尼斯·什米哈尔总理在接受法兰克福通讯社采访时发表了这样的声

明。乌克兰在很大程度上利用欧盟的财政援助来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和重建。政府首脑强调，任何延误都会

带来可怕的后果。 

人道主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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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击地图   

Region Sumy Kamikaze drone attack in Kyiv 

Consequences of attack on power infrastructure in Rivne (left) and Zhytomyr (right)  

Bakhm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