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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实耐用的高品

质，奠定一把好枪的

“长寿基因”

国外某社交网站上，一张AK-47步
枪的照片引起广泛关注，这是一位名叫
乔恩·韦恩·泰勒的用户上传的照片。在
非洲开展业务时，他恰好看到一支收缴
的偷猎者武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这支步枪的外表可以用“惨烈”来
形容：机匣盖、扳机护圈已经不见了；小
握把和枪托都是后来随便装上去的；残
存的护木用铁丝绑住才没散架；枪身金
属部分已经锈蚀，变得坑坑洼洼，好似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原本以为是支报废的枪，没想到，
这支 AK 步枪居然还能开火。不得不
说，AK步枪的高品质的确惊人。

一位狙击手曾说：“谁都不希望自己
打了上千发子弹后，摸透了枪的‘脾气’,
却发现手中的枪已经报废了。”这位狙击
手的担忧，在AK步枪身上并不存在。事
实上，其超强的适应性和耐久度以及超
高的稳定性，让使用者更加放心托底。

1946年，苏联国家武器评审委员会
举行自动步枪招标，AK-46样枪在国家
靶场选型试验时的出色表现，展现出这
款枪的“长寿基因”。

在严酷的对比试验中，步枪上洒满
了沙土和灰尘，被绳子拖过沼泽地，再
从超过 2米高的平台上坠地。试验过
后，便开始射击，AK-46样枪依旧一切
正常。

在极限射击评审中，AK-46样枪的
表现更是让众多评委刮目相看——连
续射击 1.5 万发子弹后，虽然枪管打红
了，但它没有丝毫延迟和卡弹，射击精
度也没有太大变化，而竞争对手的样枪
早已打不响。

毫无疑问，没有人会对这样一款好
枪有抵抗力。评审委员会现场达成共
识：建议AK-46突击步枪列装军队。

1947 年，经过一系列改进，这款步
枪被定为苏军制式装备，命名为 AK-
47。“A”是俄语中自动步枪的第一个字
母，“K”代表的是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
“47”指 1947年定型。

过硬的质量，是打开市场大门的
“金钥匙”。据统计，AK-47的客户遍布
世界上百个国家，参加了上世纪 50年代
以来 90%的战争。

质量是产品的生命力。一款本身
就容易损坏、用不长久的产品，不可能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寿”。相反，在漫
长的岁月里，凭着结实耐用的高品质，
AK-47长盛不衰地走遍了全球各地。

用户需求就是设

计要求，“好用”才是核

心竞争力

动作片《第一滴血》中，史泰龙扮演
的兰博靠着一把AK-47大杀四方；CS、
“吃鸡”等游戏中，一支支威力巨大的
AK-47更是备受玩家的青睐。

实际上，从列装之初的苏军官兵，
到各自为战的民兵武装，再到“口味”
刁钻的美军士兵，无不对这款步枪大
为赞赏。

一款枪好不好，用户最有发言权。
越南战争中，美国大兵曾对AK-47高度
评价：“把它放入水中几个星期再拿出
来，上膛后仍能射击”。也有人坦言：
“如果要我只带一把枪去一个未知区域
或者一个不明星球，那我一定会选择
AK-47，不会带别的武器。”

然而，令人称奇的是，这款人见人
爱的AK-47步枪，各个单项技术指标并
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射击精度比不过美
国的M16步枪，自重逊于法国的法玛思
步枪，但它为何能受到用户青睐？

这里，不得不提到它的设计师卡拉
什尼科夫。

卡拉什尼科夫曾有一段从军经
历。1941 年，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
犯条约》，集中百万大军袭击苏联，抵抗
侵略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8月 31日，
中士卡拉什尼科夫所在的坦克排在布
良斯克郊外与德军发生正面遭遇，他身
负重伤，炸弹险些炸掉他整个肩膀。

当时，德军不仅装备性能可靠、射
击精准的毛瑟 98K式步枪，还大量装备
设计精良、威力巨大的 MP40 冲锋枪。
而苏军步兵只能手持过时的 7.62 毫米
口径的莫辛-纳甘栓动步枪。在德军面
前，他们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
下。苏军坦克部队不得不到处奔波，为
步兵提供掩护，或帮助他们进攻。

住院期间，苏军步兵在战场上的种
种惨状，如噩梦般萦绕在他的脑海。在
他的心头萌生一个想法：一定要设计出
一款比德军武器威力更强、更先进的轻
武器。

上过战场，才知道士兵最需要什么

样的武器。在设计枪械时，他首先考虑
的是苏军对步枪的要求：战场上，士兵
没有时间瞄准，有效的火力和良好的性
能才是关键。最终，卡拉什尼科夫设计
出的 AK-47 虽然单项指标不是最好，
但综合指标出类拔萃，甚至高于比它问
世晚 20-50 年的同类武器。AK-47 不
仅射击性能优异、火力强大，而且结构
非常简单，即使是从未摸过枪的人，2
周内便能操作自如。同时，因为结构设
计简单，AK-47很容易进行分解、清洁
和维修。

有人说，生产一支 AK-47，甚至连
工厂都不需要。在有个国家的某个山区
村落，一个不超过 3人的家庭作坊，一个
月可以生产出几支 AK-47。这个 2000
多户的村落，一年的生产量达到5万支。

凭着超高的人机功效、良好的用户
体验，AK-47的用户群不断扩大，成为
全世界生产数量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
一款自动步枪。据统计，AK系列步枪
在全世界已有超过 1亿支的产量，甚至
还有 6个国家把这款枪的图案印在本国
的国徽国旗上。

最符合用户需求的，才能是最好
的。AK-47之所以成为传奇名枪，关键
是“好用”。得益于此，这款枪才成功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

固步自封必将被

淘汰，创新突破才能续

写传奇

众所周知，一家企业如果停滞不

前，必将走向衰败。相反，只有不断
创新突破，才能屹立不倒。这一企业
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枪械制造行业同
样适用。

AK-47 步枪问世后，苏军同时装
备有 AK-47步枪、捷格佳廖夫轻机枪
和西蒙诺夫半自动步枪 3种完全不同型
号的轻武器。虽然它们都使用同种类
型的子弹，但结构与零部件并不能通
用，无形中增加了补给困难。

对此，卡拉什尼科夫果断抓住机
遇，决定研发一种标准化的制式武
器。当时，卡拉什尼科夫团队的目标
非常明确：研发一款结构简单、性能
可靠、生存力强、便于量产、原材料
易得的新型突击步枪。

研发难度主要集中在枪支机匣
上。机匣是步枪的心脏，里面是自动
装置。该装置所有零部件都是可以运
动的，它们之间相互摩擦、相互作
用，但是摩擦会给自动装置带来不良
影响，一旦向里面注入润滑油后，便
会弄脏零部件，增加各部件运行的复
杂性。

如何保证突击步枪的可靠运行？
卡拉什尼科夫巧妙地将所有零部件
“悬”起来，通过增加机匣与运动组
件、枪栓与枪机框之间的空隙，增强
步枪的稳定性。同时，他还采用从铜
板中直接冲压出零部件的办法，解决
了量产的问题。最终，一款新型的
AKM突击步枪成功诞生。

后来，卡拉什尼科夫团队在 AKM
突击步枪的基础上，又研发了RPK轻
机枪，并且这两款枪使用的是完全相

同的子弹、零部件和机械装置。
上世纪 60 年代末，卡拉什尼科

夫团队又发现新的差距。事情的起
因是美国向越南战场投放使用 5.56
毫米小口径弹的 M16 步枪，它们在
与 AK-47 的对抗中展现出了技术优
势。

于是，经过团队艰苦研发，更为
先进的 AK-74突击步枪诞生了。它的
后坐力比 AK-47更小，性能也更加稳
定可靠。AK-74再次登上了世界轻武
器制造的顶峰。

不过，AK系列突击步枪的改造并
没有结束。当导轨出现在M4卡宾枪上
时，AK枪族再次遇到全新挑战。导轨
的通用性和灵活性，让以往繁琐的附
件安装变得简单易行，也让不同附件
实现统一接口，可以按照射手的想法
自行组合。

2012 年 1 月，一款新型的 AK-12
突击步枪正式亮相。这款枪一出场
便吸睛无数：从性能上看，实现了
导轨加装，枪管内部的膛线、机匣
盖、用于上膛操作的拉机柄甚至可
伸缩的枪托，都进行了较大改进。
值得一提的是，AK-12 突击步枪不
仅能适应不同习惯的射手，还能让
习惯使用 M16 突击步枪的射手快速
适应它。

主动求新是企业长青发展的秘
诀。回顾AK枪族的传奇经历，正是因
为设计师的头脑里时刻保持危机感、
紧迫感，敢于尝试、勇于创新，才让
AK系列名枪历经 70余载不倒，始终能
够屹立于枪支制造行业的峰顶。

AK-47：简单成就经典
——AK枪族成功密码对枪械制造企业的启示

■徐水桃 王 晗 屈凯明

军工T型台

动作片《速度与激情》中有这样一
段画面：男主角激战时不慎翻车，油箱
破裂，燃起熊熊大火。就在爆炸前几
秒，男主角从车里艰难爬出，躲过一劫。

电影情节惊险刺激，但现实中的
亲历者就没那么幸运。20多年前的那
场交通事故，让某科技公司董事长马
国良至今记忆犹新。一天傍晚，他的
好友驾驶油罐车与迎面而来的车辆发

生碰撞，导致侧翻，油罐燃烧爆炸，好
友不幸身亡。

接到消息后，马国良悲痛不已，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联想起诸多油料爆
炸事故，无数个夜里，他辗转难眠，反复
思索着一个问题：“油料爆炸难道就不
可控吗？”

在互联网上，马国良发现，早在上
世纪 80年代，欧美国家便开始运用阻隔

防爆材料防止油料爆炸。海湾战争中，
美军的直升机和战车燃油箱中就添加
了大量铝箔阻爆材料。

为了拉直心中的问号，更为了类似
的悲剧不再上演，马国良决定带领团队
研发一款国产阻隔防爆材料。

经过不断探索与论证，团队选择了
更加高效和更具前景的物理阻爆方
式。他们把导热性好、热容量高的铝合
金轧制成箔材，通过切割、拉伸等步骤，
制成一种新型阻爆材料。

当时国内安全防爆技术尚未普及，
有诸多技术瓶颈亟待突破，材料轧制就
是其中一个难点，这让研发团队一度陷
入困境。在一次高校调研中，他们找到
了破解之道。有位教授提出：“只要找
到热处理的匹配温度，就可以实现新型
阻爆材料的轧制加工。”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攻关，研发团队
终于找到热处理的匹配温度，产品初样
随后诞生。产品造出来了，但经不经得
起检验是关键一步。2010 年初夏的一
天，马国良带领团队成员来到郊区某特
定区域，在安保部门专家的见证下对新
型阻爆材料进行测试。

1分钟、5分钟、10分钟……随着时
间的推移，燃烧状态下油罐的罐内气压
远未超标。测试进行了多次，气压数据
均未见异常，试验宣告成功。

经过 10余年的打拼，企业生产的一
系列阻爆材料赢得了市场肯定。很快，
部队也向他们抛来了“橄榄枝”。
“为‘战场血液’上一份保险，就是

守护官兵的生命安全。”这些年，团队成
员走访过几十个部队，为军服务是他们
不变的初心。

在一次回访中，官兵提出，阻爆材
料解决了运油、储油的安全问题，那加
油安全怎么得到保证？

针对这一问题，团队再次开展攻
关。最终，他们设计出一种集防爆储油
罐、加油机、电气系统等为一体的加油
站，遇险能够自动报警。马国良说：“现
阶段，管油用油制度已相对成熟，但用科
技手段为‘战场血液’上一份保险势在必
行，这也是我们以后研发攻关的方向。”

左图为研发人员对原材料进行参

数检测。

王佳成摄

为“战场血液”上一份保险
■陈早扬 刘一波 张立志

集智攻关

一大早，小梁把自己的“宝贝工
具”摆上操作台后，便去领取当天的派
工单。
“才走了 5 分钟，就被开了张罚

单？”回到现场后，见操作台上多了一
张罚单，小梁满脸惊讶。
“违反工具管理规定，擅自使用未

编号的工具……”一旁的小鲁拿起罚
单快速地读了起来。
“这不是‘黑工具’，它是我改进后

的试用工具。”小梁辩解道。
“没有编号的工具，生产现场严禁

使用，改进试用工具一定要有人全程
管控，离开 1分钟都不行，这样才能保
证工具随时处于可控状态。”这时，车
间主任走过来说道。

听到主任的一席话，小梁意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在接下来使用工具的
过程中，自觉做到全程管控。后来，由
于这款试用工具实用效果好，经过批
准，新工具被刻上了编号“落了户”，还
被车间评为“季度最佳实用工具”。

点 评

试用工具失控5分钟看似小事，

却反映出一线操作人员制度执行不彻

底、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安

全生产意识淡薄。军工人要杜绝形式

主义，真正将安全生产规定贯穿于每

个环节，切不可将规章制度停留在口

头上。

试用工具，要严控！

提起AK-47 步枪，很多军迷津津乐道，不少枪战电影及电
子游戏中都有它的身影，堪称一把传奇名枪。

AK枪族走过 70多年的风雨征程，为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
创造了辉煌成就，缔造了一个轻武器的神话。毫不夸张地说，
AK枪族在射击精度、可靠性、全天候使用等方面创造了枪械史

上的奇迹。
前不久，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胜利日阅兵，一款 AK

枪族最新产品——AK-12 突击步枪一亮相，便引起世人关
注。本期，笔者就带您走近 AK 枪族，探寻“不老传奇”背后的
成功密码。

质量微故事

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

■吴东洁 周建龙 崔功荣

夏季是各类生产事故的高发
期，确保这一期间生产安全是实现
全年目标的关键。所以，这个季节
每位军工人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至关重要。请看下面两则发生在某
军工厂的小故事，或许给我们带来
一些启示。

“在设备调试过程中，由于我心存
侥幸，差点酿成事故。”班前会上，小蒋
对大家说。

事情还要从一次调试设备的经历
说起——

那天，莫师傅交代完安全操作事
项后，小蒋自信地说：“我早就记住了，
保证没问题！”

小蒋走向操作台，在准备动手操
作时，却忘了检查电源总闸。这时候，
一道光线在他的眼前晃过，小蒋仔细
一看，电源开关灯还亮着。小蒋不禁
出了一身冷汗，手工操作设备竟然忘
了检查电源总闸，幸亏及时发现，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小蒋，安全操作岗位上可不能有

丝毫大意。一次不经意的失误，都可
能是血的教训。”莫师傅看到这一幕，
语重心长地说。

这时候，小蒋惭愧地低下了头。

点 评

侥幸心理是安全生产的“大敌”。

很多事故缘于侥幸心理，因为安全检

查、防护措施走了“过场”，留下重大隐

患。在生产过程中，要杜绝侥幸心理，

不碰“高压线”，才能防患于未然，实现

企业生产的零事故。

调试设备，莫大意！

走了5分钟，就被

开了张罚单？
违反工具管理

规定……

调试设备，可不能大意。

2017年9月19日，“AK-47之父”卡拉什尼科夫的雕像在莫斯科落成。卡拉什尼科夫2013年逝世，他于1947年设计完成的AK-47突击步枪被公认为是全球使用

范围最广、产量最大的突击步枪，估计生产已超过1亿支。 新华社发

漫画：姜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