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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追求高效进攻、坚固防

御和战胜对手的迫切愿望，兵器的不

断更新创造就失去了原动力。

“战歌如雷，马达怒吼，英勇的

空降兵飞向敌后……”《空降兵战

歌》第一句这样唱道。现代空降作战

中，空降兵这把尖刀往往深入敌后、

直达要害。在敌纵深，没有支援、没

有依托，单兵只能携带少量的轻型武

器，怎么去生存、去战斗？除了勇猛

顽强的战斗作风和过硬的战斗精神之

外，还需要强大的空降装备来保障。

某种意义上，空降兵“插入敌人

心脏”更需要“钢多气多”的“满

血”状态。

在未来战争中，空降兵部队将

广泛用于实施各种特种作战任务。

若想把空降兵这把“尖刀”用好、

用顺手，必须有坚固的“刀柄”支

撑，才能使“尖刀”出手后刺得

准、后劲足。这就需要根据空降兵

的特殊使命，量身打造特殊的装备

保障体系。

二战时期，由于没有完善的空降

装备保障体系，空降兵部队缺乏强大

的突击火力，也没有坚固的装甲防护

能力，更形不成快速的战场机动。在

深入敌后作战时，他们只能随机空降

少量的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作战

能力大打折扣。

几十年来，中国空降兵曾面对同

样的尴尬：飞在空中，却走在地面。

受相关技术制约，中国空降兵组建以

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基本上是“一

人一杆枪一具伞”的轻装模式。空降

着陆后，空降兵就成了实实在在的步

兵，严重制约了这把“尖刀”发挥作

用。在上世纪的一次演习中，面对

“敌”坦克、武装直升机，手持冲锋

枪、火箭筒等轻武器的空降兵，只能

眼睁睁等待远方炮火支援；发起攻击

时，伞兵常常因为两条腿跑不过“敌

人”的轮子而错失进攻良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武

器装备日新月异的时代，深入敌后的

空降兵若再仅仅依靠“一杆枪两条

腿”，“尖刀”很有可能变“钝刀”。

因此，加强空降装备保障问题研究迫

在眉睫。

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空降兵

的装备保障能力已经获得了新突破，

实现了由空降步兵向空降装甲兵的跨

越，并向着信息化空降兵迈出坚实的

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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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俄军共动用 200多部空

降战斗车辆以及多型运输机，在俄罗

斯梁赞市郊进行了联合战术演习。期

间，俄军从1800米高空，成功空投了载

有 3名空降兵的新型装甲输送车。这

一历史性事件向外界表明，时隔多年

后，俄罗斯又重新启动了载人空投试

验。目前在各国军队中，载人空投这

种样式和技术为俄军所独有。今天，

我们请空降兵某旅伞训主任李玉山为

您答疑解惑。

俄军空降空投技术的发展水平居
世界领先地位，无论是空投重量，还是
空投的可靠性，都是其他国家所达不
到的。

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苏联就形
成了“飞机先投下空降战车，人再从其
他飞机上空降”的空降作战模式。这
种模式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乘员可
能降落在离自己战车 5公里甚至更远
的地方。乘员寻找战车并作好战斗准
备，要浪费很多宝贵时间，甚至会贻误
战机。

为了让空降兵在整个空降过程中都
有装甲防护，同时使空降战车在着陆后
能立即投入战斗，时任苏联空降兵司令
的马尔格洛夫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

法：让空降兵乘坐空降战车直接空投，大
幅缩短战车着陆后的战斗准备时间。

1971 年夏天，苏联开始研发代号
为“半人马”的特殊空投系统。这套系
统在战车脱离飞机后，会自动打开 5具
单个面积为 760平方米的降落伞，让安
放在平台上的战车完成着陆。他们先
后用人体模型和活体狗进行了技术测
试并取得积极成果。

不过，当时苏联国防部认为，这套
系统虽然能用，但风险太大。在空投
载人战车过程中，战车对飞机的平衡、
重心都有很大影响。如果发生一点错
位，可能造成载人战车偏离轨道，磕碰
机舱，甚至会导致运输机发生事故。
同时，这套系统中乘员坐在战车内专
用的座椅上，承担的风险极大，一旦空
投系统失灵，战车内的乘员根本无法
自救。

据报道，1973 年 1 月 5 日，马尔格
洛夫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进行空投试
验的战车。当天，2名空降兵军官乘坐

战车，在“半人马”载人空投系统搭载
下，从安-12 运输机空投下去，完成了
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载人战车空降的壮
举。这次载人空投试验达成了重要目
标：空降战车在着陆几秒后便做好战
斗准备并开火。

按理说试验应该算成功了。不
过，苏联后来一直都没能再进行大规
模试验，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系统还是不太适应实战
环境。首先，空降系统自重超过 2吨，
而当时空投的空降战车仅重 7 吨；其
次，把它装进飞机需要大量运输车辆
和人员，要花费 3-5 小时；同时，多伞
系统缓慢的下降速度也让空降兵司令
部不甚满意。

为此，苏军开始研制更先进的“列
阿克塔夫尔”无平台反推伞降系统。
它采用面积约 540平方米的轻型伞，伞
直接安装在战车上，随车移动。这套
系统的下落速度可达每秒 25 米，在着
陆时，通过反推发动机几乎可以把速

度降为零。
1976 年冬天，苏联顺利完成“列阿

克塔夫尔”的测试，随后该系统列装。
这个能成倍提高空降作战效率的项目
得以延续。

上世纪 90 年代末，俄军 PBS-950
“瓜园”空降系统问世，它的主要优势
是可以让空降战车满载乘员降落。

今年 5月，“瓜园-U-伞降勤务”系
统顺利通过了俄罗斯国家级测试，满
足了俄罗斯国防部和空降部队提出的
各项技术要求。在接下来不到 2个月
内，俄罗斯空降兵部队直接完成载人
空投试验。

经历了 40 多年发展，载人空投技
术已经成为俄罗斯空降兵部队一项十
分成熟并经常使用的“独门绝技”。与
此同时，俄军不断将其他领域的先进
科技借鉴吸收到了载人空投领域当
中，为提高空投保障能力提供了重要
的技术支撑。

（唐家军、张家铭整理）

俄罗斯如何空降载人战车

兵器观察

兵器演员

兵器连连问

从“一人一具伞一杆

枪”到“空中集团军”

问：我军空降兵部队装备建设主要

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答：空降兵部队成立初期，其轻武
器沿用陆军装备，伞降器材依靠进口，
首批降落伞是从苏联引进的 300套德-
乙型伞兵伞。由于当时运输机数量有
限，保障基本的伞降训练都非常困难，

部队先后采用伞塔、氢气球等方式跳
伞，保障复杂、效率低下。

经过 10余年的努力，空降兵降落伞
实现了由进口转为国内生产，初步具备
了小件空投能力和轻装空降作战保障
能力。

上世纪 90年代，空降兵部队装备发
展进入快车道。这一时期，中国陆续从俄
罗斯采购多批伊尔-76运输机，中国的某
型运输机规模也不断扩大，以某型伞兵战
车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型装备陆续列装。
空降兵部队完成了由“铁脚板”到“摩托
化”，再到“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升级。

空降兵部队从成立初期“陆军+跳
伞”的“一人一具伞一杆枪”，发展成为
一支包括 20多个专业兵种组成的“空中
集团军”。

去年，在新一轮编制体制改革调整
中，空降兵部队新的体制、编成已基本
形成。可以预见，随着运输力量的不断
壮大以及新型装备的陆续列装，空降兵
部队的战斗力将会有大幅提升。

高、中、低空梯次搭

配, 具备多种伞降作战

能力

问：目前我空降兵部队主要装备了

哪些型号的降落伞，各有什么性能特

点？您跳过几种？

答：目前，空降兵部队列装的 10余
种型号的伞具，我都跳过。

伞，是空降兵区别于其他兵种的
“名片”，是了解空降兵部队发展历程
最直接的窗口。成立之初，空降兵部
队仅有少量从国外引进的伞具装备。

1961 年 3 月，为了满足空降作战、训练
和演习的需要，部队开始研制我国自
己的降落伞。在地方有关部门和厂家
的大力协助下，经过无数次改进、试
验、定型，部队研制出某型降落伞。该
伞具有体积小、重量轻、适应机速大、
折叠包装方便、便于保管维护等特点，
主要技术性能超过了当时国外同类伞
兵伞的水平。该型降落伞的研制成
功，结束了我国降落伞进口和仿制的
历史，标志着我国降落伞技术发展迎
来一个新起点。

改革开放为空降兵部队的腾飞提
供了难得机遇。1982 年 10 月，中国空
降兵自主研制出抗风性能强、着陆冲击
力小的某型降落伞。该伞性能优越，伞
衣面积大、排气孔多、便于操纵、下降时
间短、水平速度快，特别适合较大规模
部队使用大中型运输机进行伞降作
战。该型降落伞的改进型号，是目前空
降兵部队大规模空降采用的主战伞型。

此后，空降兵的伞具装备快速更新
换代。2003年 8月，空降兵成功推出新
式降落伞。它采用主伞与备份伞一体
化背式结构，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滑翔
能力，使空降兵具备了“在空中操枪弄
炮的能力”。

2009年，空降兵采用该型降落伞进
行高空跳伞集训，实现空降空域向高空
突破；2012年，空降兵“雷神”突击队使
用某新型低空伞进行超低空跳伞，实现
空降空域向低空极限高度延伸；2017
年，空降兵成功改进某型降落伞，实现
空降地域向高原突破。

如今，低空伞、武装翼伞、双人伞、
投物伞等 10余种不同型号、性能各异的
伞具装备列装部队，形成高、中、低空梯

次搭配。中国空降兵部队无论是在作
战运用还是在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
都具备了高空渗透、越点攻击、精确点
穴、垂直打击等伞降作战能力。

空降空投技术“多级

跳”,装备更新换代“加速

跑”

问：随着空降空投技术的发展进

步，部队列装的主战武器发生了什么变

化？

答：空降空投技术是空降兵部队装
备发展的基础，是战斗力生长的基石。
重型装备的空投技术，更是空降兵部队
实现机械化、信息化的必由之路。

迈进新世纪后，我们在空降空投领
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成功攻克了多项
关键技术，实现空降空投技术“多级跳”。

伴随着空降空投的一次次成功，空
降兵装备建设也一次次向前发展。一批
适合陆战的武器装备、保障装备，经过更
新换代和空投试验，陆续投入使用。

如今，空降兵主战火器由以火箭
筒、火炮为主，发展到以火箭炮、导弹为
主；适合空降突击作战的空降兵战车、
猛士突击车相继形成战斗力；飞翔在万
里蓝天的国产武装直升机、大型运输机
也走进空降装备行列。

经过 60多年建设发展，中国空降兵
部队装备建设初步实现了主战装备机械
化、作战装备空降化和战场机动立体化。

专家访谈

聚焦“国际军事比赛-2018”

高空翼伞定点着陆、空降
战车驰骋冲锋、单兵武器精确
射击……近日，在俄罗斯赛区
“国际军事比赛-2018”的“空降
排”项目上，中国空降兵参赛队
十八般武器轮番开火，集中展示
了我空降兵部队装备建设发展
成果。

作为全军唯一一支以伞降
方式进入战场的部队，列装空降
兵部队的武器装备有哪些与众
不同的特点？未来发展趋势如
何？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空
降兵某部高级工程师、空降空投
专家李振波。

新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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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记者 蒋 龙

千米高空惊险一跃，飞速下降，驭

风而翔。看到这一幕，你的肾上腺激

素和荷尔蒙一定会飙升！降落伞不仅

仅是极限运动者的“保命神器”，更是

伞兵的必备装具。今天，我们就通过

几部影视剧聊一聊降落伞那些事。

电影《极盗者》的最大亮点是那些

高空跳伞、翼装飞行、冲浪、滑雪等极

限动作镜头。

影片中，有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

刻：演员从飞机上跳下来，使用翼伞让

美元漫天飞舞。特技演员在千米高空

跳伞，依靠伞翼充气产生升力起飞，利

用对伞绳的操纵，改变翼伞运动的方

向，从而精准降落到巴掌大小的地

方。从专业角度看，翼伞还可以实现

高跳高开、高跳低开等高难度运动。

电视剧《垂直打击》中，有一个镜

头是空降兵密密麻麻布满了整个天

空。他们在极短时间内降落到地面，

而后又消失在密林中，犹如神兵天降，

将无与伦比的视觉效果呈现在我们眼

前。

空降作战自然离不开降落伞。与

《极盗者》中极限运动爱好者不同的

是，伞兵大规模作战通常选择使用的

是圆伞。圆伞区别于翼伞的特点之一

是它控制较简单，更有利于集群跳伞

使用。在《热血尖兵》《最长的一天》

《战狼》等军事题材电影中，表现跳伞

的镜头大部分是使用圆伞拍摄。今

天，随着空降作战任务越来越多样化，

翼伞也逐渐成为伞兵进行远程渗透打

击的重要装备。

欣赏完空投人员的惊险与刺激，

我们再瞧一瞧降落伞是怎样将庞然大

物从空中安全带到地面的。电影《速

度与激情7》中，8000米高空，一辆辆

豪车从飞机货舱尾门中开出，横空跃

下，自由落至1000米以下低空开伞。

这种标准的“高跳低开”战术动作，因

其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所以在好

莱坞军事影片中比较多见。

高空随车空投是个不折不扣的技

术活儿。真实的空投也许不如电影里

那么帅气，但从技术的角度看却更加

酷炫——

一种方案是，降落伞系统的牵引

伞首先飘出机舱，产生足够阻力后，

将装备物资拖出货舱。脱离飞机瞬

间，牵引伞与物资装备分离并迅速拉

开辅助引导伞，通过辅助伞再将主伞

打开。

另一种更加简单粗暴的办法是

“甩投”。运输机在平原、草原等平坦

地域的上空低空贴地飞行，牵引伞将

物资拖出货舱，直接“砸”在地面上。

看，那些大片里的“空投”
■帅少鹏

精兵利器助威天兵高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