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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察：梁 晨 滕 飞 宋 强

兵器控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俄罗斯的A-50预警机是用伊尔-76

运输机改装而来。除用运输机改装外，

世界上主力型的预警机还有不少由商用

客机改装而成。由此，预警机可获得与

运输机和商用客机相仿的飞行性能。

预警机要看得远、看得清楚，需要仰

仗机载雷达。A-50预警机上装有一个

很大的旋转预警雷达，其圆形天线罩直

径为9米。前机身上面装有卫星定位通

信天线，机头下方装有地形测绘雷达，机

腹两侧的天线罩内为电子对抗监视天

线，机尾装有各种雷达天线。

A-50预警机能同时跟踪数十批目

标，引导十多架战斗机作战。这得益于

它拥有先进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可

以标示、记录、分析雷达接收到的信息，

据此引导战斗机攻击敌方目标。

它的改进型为A-50U型预警机，装

备了“熊蜂-M”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探测

范围进一步提升，可同时跟踪的空中、地面

和水上目标数量与以前相比增加了6倍。

俄罗斯

A－50预警机

站得高、看得远，是空中指挥预警机

的主要特点。与一般空中指挥预警机相

比，空中预警管制机体型更大一些，功能

也更强大。它可以容纳更多的电子设备

和相关指挥控制人员，遂行更多的监视

警戒任务，控制更多战机进行空战。

本期“兵器控”为大家介绍3款各具

特点的空中指挥预警（管制）机。

与一般预警机背着一个巨大雷达天

线罩的外形不同，以色列“费尔康”预警机

在设计上提出了一种“环”式预警机的全

新概念。它甩掉了机身的雷达天线罩，在

机鼻、机尾和机身两侧，加装了自行研制

的“费尔康”6面全固态电扫描相控阵雷

达，取代了以往的机械扫描预警雷达。

这种扫描方式上的改变，使得“费尔

康”预警机不仅体量较小，而且雷达的性

能和可靠性更高，能对飞机周围相关空

域进行360度覆盖，可同时跟踪和处理

上百个目标，并具备一定的监视陆地、海

面运动目标的下视能力。

和其他预警机一样，“费尔康”预警

机由于也是由商用客机改装而来，飞行

速度较慢、雷达反射截面积大、机动幅度

小、巡航速度慢、自卫能力弱等缺点一样

不少，加之属于高价值目标，容易被探测

并招致攻击。

以色列

“费尔康”预警机

与其他战机相比，预警机的研发技

术要求高、开支巨大、后期的维修保障工

作量不小。它自身没有多少战斗能力，

却是军队战力的倍增器。因此，当瑞典

的S-100B“百眼巨人”预警机研发成功

并现身时，世人曾为之一惊。

从结构上看，S-100B“百眼巨人”预

警机所载的“爱立信之眼”有源相控阵预

警雷达外罩呈“平衡木”形状。该雷达系

统包含200多个发射机/接收机模块，天

线全重900千克。一部分模块失效对系

统性能无显著影响。30%的模块失效

时，它仍可维持基本工作。

和此后其在巴西的生产型EMB-145

预警机不同，“百眼巨人”预警机上没有指

挥控制任务系统设施，也不设系统操作人

员，相关数据会通过数据链传送到地面指

挥中心进行处理。属于侧视雷达的特点，

使它在机首和机尾有一定的扫描盲区。

瑞 典

S-100B“百眼巨人”预警机

很多时候说到兵器，感情细腻的

人会不由自主心头一冷。

其实，兵器也有很多温情时刻。

比如，如今的意大利“亚美瑞格·

韦斯普奇”号风帆训练舰就能引发此

类遐想。作为 1930年建造的高桅横

帆训练舰，这艘充满大航海时代风味

的帆船，至今尚可航行。它的存在，更

像是该国海军传统的一个见证。所

以，当这艘90多岁的帆船在地中海畅

游时，不少国家的舰艇官兵都会向其

致意。

与风帆训练舰相比，无人机是兵

器中的“小字辈”。如果不是相关“剧

情”真实上演，很少有人会想到军用无

人机会成为一只小兀鹫的“妈妈”。

以色列是西域兀鹫的栖息地。因

为受环境变化影响，近年来兀鹫数量

不断减少。一只小兀鹫出生后失去了

妈妈，仅靠兀鹫爸爸的觅食，不足以养

活小兀鹫。这时，以色列军方伸出援

手，派人操纵无人机，定时给小兀鹫投

食。通过近两个月努力，小兀鹫成功

长大，飞上天空。

与“无人机当妈妈”这种情形相

比，当军舰被用来撤侨或者帮助人们

脱离火灾、水患威胁时，人们更容易感

到兵器的温情。

前不久，3名探险者在南太平洋

乘坐小船迷失了方向，燃油耗尽，漂

浮到无人小岛上。幸运的是，路过的

飞机发现了他们，并向附近游弋的澳

大利亚“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发出

了搜救请求。

“堪培拉”号派出直升机前往营

救。直升机降落在沙滩上时，3人欣

喜异常。

可是，澳海军对其进行身份验证

后，没有将其带走，只是为他们留下食

物和饮用水，直到另一国的海军巡逻

船将3人带走。澳海军的说法是，很难

保证3人未携带新冠病毒！看来，这温

情深浅也有国别之分。

当然，兵器的温情也不全然来自

“助人为乐”，也可能来自官兵的“自娱

自乐”。

沃特公司研制的F4U“海盗”战机

是二战著名战斗机，该机战争期间创

造的战绩惊人。

这款“嗜血”战机，之所以让飞行

员们感到温情，是因为除了性能可嘉

外，还一度扮演过冰激凌机的角色。

1944年9月，部署在贝利琉岛上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狼人”战斗机中队士

气开始低落。

指挥官莱因堡决定鼓舞部下士

气，方法就是用战斗机外挂装有牛奶

和可可粉的箱体，爬升到气温低于冰

点的高空，自制巧克力冰激凌。

他们以“氧气系统测试”的名义进

行了至少3次飞行，才获得了光滑奶油

状的巧克力冰激凌。

“冰冻行动”在给飞行员制造出冰

激凌的同时，也使这款战机平添了几

分温情。

此事在战后被广为传播，但一些

英国空军飞行员对此嗤之以鼻，他们

认为做冰激凌是女童子军才会干的事

儿，真正的男人必须带着啤酒桶飞翔！

兵器也有温情时刻
■王晓煊 李 磊

自力更生翻开我军

自制枪械新篇章

抗战时期，我军武器来源主要有三
个：一是缴获；二是友军提供；三是我军
自制。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抗战初期，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
《游击队之歌》中这段歌词，就是对我军
缴获武器的真实写照。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
八路军作为国民政府正式编制部队，得
到了一部分武器弹药补充。比如，阎锡
山曾一次性补给八路军 100万发子弹、
200挺机枪等。

然而，从友军手中得到武器终究要
看别人的脸色，缴获日军武器数量也不
够多，只有自己制造才是真正的办法和
出路。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中央军
委对于建立兵工厂生产武器就有清晰
的认识和明确指示。1937 年 10 月 22
日，党中央、毛主席更是就增设兵工厂在
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
中写道：“甲、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
枪一万支；乙、主要方法自己制造；丙、请
你们立即开始用一切方法在山西弄到
一部造枪机器及若干造枪工人，准备在
延长设立兵工厂造枪，即造土枪亦好”。

在党中央高瞻远瞩之下，我军后勤
部门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创造性制造出了大量武器弹药，有力地
支援了抗日前线。就是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八一式马步枪应运诞生。

刘贵福与“无名氏马

步枪”

说到八一式马步枪，就不能不提到
刘贵福。

刘贵福，又名刘锡珍，1907 年出生
于山东省宁津县一个贫农家庭。16岁，
他跟随堂伯父在京城卫戍部队做勤务
兵，1924 年 10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后，17岁的刘贵福跟随工匠李金昌在冯
玉祥的练兵基地修械所开始了他的兵
工生涯。勤奋好学的刘贵福，不到 1年
时间，就从三等学徒升为一等学徒。

1926年，19岁的刘贵福经堂叔介绍
进入阎锡山的炮厂，后来又赶往郑州，再
次投在李金昌所在的修械处做匠目。
修械处迁往山东后，他被提升为匠长。

之后，刘贵福经人介绍成为孙殿英
第 41军修械所工匠。在之后的射击比
赛中，刘贵福修造的机枪取得压倒性胜
利，他也因此被升为装配领工。1934年
3月随着孙殿英的溃败和部队被改编，
刘贵福再次失业，后来辗转来到十五路
军修械所和阎锡山的西北汽车修理厂。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为共产
党人的抗日行为所感动，刘贵福、孙云
龙、吴奎龙等一批军工人毅然决然奔赴
延安，走上革命道路。

到达延安后，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
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杨立三部长等领

导的欢迎和接见。刘贵福最先到中央
军委报到，萧劲光参谋长将他分配到柳
树店兵工厂。

1938年初，根据毛主席要求的八路
军“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
法自己制造”的指示精神，刘贵福被任
命为枪炮科科长，负责生产技术工作，
开始筹备自制步枪。

同年 11月，刘贵福带领技术人员利
用马克沁重机枪改造高射机枪实验成
功。同年底，军工局决定开始自制步
枪，责成刘贵福组织实施。他带领技术
人员克服了没有优质钢材、缺少设备、
没有足够技术人员等困难，终于在 1939
年 4月研制成功了适合我军急行军、游
击战、肉搏战特点的“无名氏马步枪”，
并在 1939年延安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工
业展览会”上被评为甲等奖。刘贵福同
志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获得奖状和
奖章，奖状题词：“刘贵福同志：你是生
产战线上的英雄”。

站在“无名氏”肩上

的八一式马步枪

八一式马步枪是抗日战争时期八
路军总部军工部第一所首先制造的。
该兵工厂位于当年晋冀鲁豫边区的太
行区黄崖洞附近的水窑山，所以人们习
惯性地称其为黄崖洞兵工厂，也称水窑
一所。

八一式马步枪的前身是“无名氏
马步枪”。1938年 11月，党的六届六中
全会决定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
的军火工厂，准备反击实力”确定为紧
急任务。八路军总部根据会议“建立
必要的军火工厂”的决定，于 1939 年 5
月成立了军工部，大力发展自主军事
工业，有效支援抗战。刘贵福等人就
是遵照总部命令，携带着在延安研制
成功的“无名氏马步枪”赶赴太行，最

后选定了黄崖洞水窑一所为新式步枪
的研发基地。

刘贵福等人接到新式步枪研制任
务后，夜以继日地开动脑筋，结合三八
式、汉阳造、捷克式等步枪的优缺点，加
紧设计工作，很快做出了方案和图纸，
并上报给军工部审查。经过多次修改，
军工部正式批准，交由一所试制。

全所动员，通力合作。当时已是
副所长的刘贵福亲自在一线指挥，关
键工序都安排最有经验的老技工操
作把关，专门抽调了刘先惠制作样枪
的版样、模具，并负责检验零部件，直
至总装。

研制步枪的过程困难很多。设备
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
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
铁路道轨。八一式马步枪的金属部件
大部分取材于敌占区的铁路道轨。

为了解决材料不达标、技术不足、
设备简陋等问题，刘贵福等老一辈兵
工人想了很多土办法：利用磨盘打造
枪管孔洞，用纺车式土镟床拉出合格
膛线，改进淬火工艺，解决了枪机撞针
和刺刀硬度等问题。每一支步枪，都
是兵工战士用血汗换来的，他们为中
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
朽功勋。

八一式马步枪制式化生产的工具
虽然简陋，但全工序管理过程很正规，
从设计制作图纸，制定公差，制作版样、
模具，到零件生产固定到人，零部件和
整枪检验等，都体现了正规兵工厂制式
化生产的特点，推动我军军工生产进入
一个新阶段。

比缴获的步枪还要

好的称手利器

八一式马步枪研制成功后，受到
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以及

刘伯承、徐向前等首长的肯定，并获八
路军总部的嘉奖。当天正好是 8 月 1
日，故它被正式命名为“八一式马步
枪”。至此，一种由我军自行设计的制
式化新式步枪诞生了。

八一式马步枪比一般步枪短、轻
便、灵活、寿命长。在结构上，它采用
简化零件的方法，以适合于简陋的设
备条件，也易于加工。如护手化整为
零，护手挡机和准星是重新设计的，
准星可以调节射击偏差。彭德怀副
总司令将该准星誉为“天下第一准
星”。

八一式马步枪的长度，比一般步枪
短 15至 20厘米，重量也轻，只有 3.36千
克，很适合游击战和运动战，深受八路
军官兵的喜爱。1949年太原解放时，彭
德怀副总司令看了从阎锡山部队缴获
的步枪说：“这，不如我们水窑（黄崖洞
兵工厂）的枪好。”

八一式马步枪配备有刺刀，闭合状
态枪身尺寸是 1120毫米，刺刀座前端套
在枪管口，通过一个销钉固定在枪管
上，枪托前护木箍上的螺丝顶在刺刀座
的后方，枪托下面有锁扣固定刀尖，战
场上肉搏时，战士不用收枪变化姿势安
装刺刀，只要左手按下枪托下的刺刀扣
便可以迅速甩出刺刀，实战效果优于日
军的三八式马枪。

八一式马步枪最大的特点是它装
有可自动展开又能固定的三棱刺刀。
刺刀的三棱形内侧平滑，中间带有血
槽，类似燕翅形状。这种凹进样式易
使血外流，刺杀后容易拔出。经过淬
火后它增加了硬度，不用时反贴在枪
管上，肉搏战前按动锁扣就可甩出迅
速自行固定。这对争取时间、争取白
刃战的胜利至关重要，而且在行军时，
不会有明显的刃面反光，有利于隐
蔽。刺刀座一侧装有架枪钩，便于士
兵临时休息时架枪所用。八一式马步
枪展开刺刀全长 1510 毫米，较之日军
使用的三八式马枪要长，但短于装有
三零式刺刀的三八式步枪。

开启了我军制式化

生产武器的先河

该款步枪研制并测试成功后，军工
部迅速组织按照图纸批量生产，分发各
根据地。军工部督促各兵工厂加大马
力制造八一式马步枪。除黄崖洞兵工
厂（一所）外，还扩大到高峪兵工厂（三
所）同时生产，而后兴建的梁沟兵工厂
（四所）也生产这种枪。八一式马步枪
成为太行军工生产的主要产品。仅
1941 年就生产了 1972 支。此后的 4年
中，在日军对敌后根据地扫荡的情况
下，它的生产也从未中断。整个抗日战
争时期，军工部共组织生产八一式马步
枪7918支。

虽然在抗战期间，八一式马步枪生
产的数量不算太多，但它极大增强了军
工人员生产高质量武器的信心。

作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第一种
自制制式步枪，它改变了人民军队没有
自制制式武器的历史，在抗击日寇的战
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八一式马步枪开启了我军制式化
生产武器的先河，提高了效率和质
量，增强了军工人员的协作意识，将
军工生产管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

制式化生产过程中培养出的工业
化生产人才，在不同时期的军工生产和
重工业组织建设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
用。八一式马步枪的生产，开创了“克
服一切困难都要上”的军工精神。此
后，这种精神一直在传承和发扬光大，
从八一式马步枪到“两弹一星”无处不
体现着这种伟大精神。

版式设计：梁 晨 邓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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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烈火中锻造出的马步枪
■魏国胜 孙成智

抗战功勋兵器

特别策划

八一式马步枪是抗战时期
我军大量生产自制武器的一
种，代表了当时我军武器生产

的最高水平，在抗日战争中发
挥了巨大作用。那么，我军自
制武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

有什么特点呢？从八一式马步
枪的非凡“履历”中我们可以管
窥一二。

兵器漫谈

③③

图①：文献中的八一式马步枪设
计线图。

图②：军博馆藏的八一式马步枪
侧视图。

图③：八一式马步枪刺刀侧视图。
图④：刘贵福同志肖像和毛主席

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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