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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 绍了 目前 台军主要装备的几种典型的抗登陆陆军水雷、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 雷以及应 用雷情 

况，同时分析 了台军地雷及运 用地 雷机动设障的发展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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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ditions of several typical mines equipped in Taiwan Army such as anti—landing water 

mines，anti—personnel mines，anti—tank mines and improvised mines are introduced．The developing trends 

of mines and mobile laying obstacles with mines in Taiwan Army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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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军依据岛屿地形和防御作战设想 ，采取人工 

障碍和天然障碍相结合 、早期设置与临战设置相结 

合和抗登陆障碍与火力及工事相结合 的原则 ，在水 

际滩头、阵地前沿、纵深要地构成了绵密的障碍物 

配系。其中地雷作 为爆炸性 障碍物具有 杀伤威力 

大、在敌火威胁下难 以短时间完全排除 的特点 ，所 

以台军一直把地雷障碍物作 为阻止和迟滞我军抢 

滩登陆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认真研究 台军 目前 

抗登陆地雷装备的发展现状，以便对我军直前破障 

行动提供更好的参考依据_JJ。 

1 台军抗登陆地雷障碍物的特点[2] 

1．1 种类全、型号 多，注重水陆一体 ，形成完整障 

碍配 系 

台军抗登陆地雷大都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早期的产品，有各种型号的水雷 、防步兵地雷、防 

坦克地雷 、反直升机地雷和多种应用地雷 。同时 台 

军 自己 电研制了部分地雷装备 ，如“万象一号”、“万 

象二号”均为台“中科 院”自行研制。台军为了增强 

其阵地的稳定性，在便于登陆的地域，从低潮线以 

外 37km(20n mile)至主抵抗阵地之间，均设有不 同 

类型的地雷障碍物 。台军通常在低潮线以外 37～ 

56km(20～30n mile)以内的海 区，主要设置锚定水 

雷或“成功雷”，用 以破坏 对方登陆工具和运输舰、 

船接近海岸 ；在低 高潮之问 设置沉水雷 ，同时辅助 

以轨条砦 、铁栅等障碍物等用以阻止 、迟滞 、破坏对 

方登陆工 具、登 陆兵抢 滩 }二陆 和割裂我方 战斗 队 

形 ；在海滩和前 沿阵地 主要设 有雷场 和铁 丝 网 

等，用以杀伤 登陆兵，阻止我 登陆部队扩大登陆场 

和向纵深发展进攻 。 

1．2 布设手段灵活。攻击目标多样 

台军强调早期设障与临战设障相结合 ，对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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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滩头防登陆工具、防坦克爆炸性障碍，如各种水 

雷、地雷、“成功雷”等 ，以临战设置为 主，战时补充 

增设为辅；阵地 内的爆炸 性障碍物 ，则 以战时机动 

设置为主，临战设置为辅 。从布设 手段看 ，水面舰 

艇 、潜艇和飞机均可布设。战时根据需要可利用 飞 

机布雷 、火箭布雷等手段 突击设 障 ，并充 分利用小 

型化 、供单兵 (或小组)使 用的布雷系统 (如单兵布 

雷器)，进 行机动布 雷。其 M56直升机布 雷系统， 

每架次可布设 16O枚 M34防坦克地雷 ，能形成一个 

正面 100m，纵深 40m，布雷密度 0．04枚 雷的雷区； 

“盖托”布雷 系统 ，每架 F16型 飞机 每 架次可 携带 

600枚地雷，能布成一个 200m×400m 的雷场 ，这样 

导致我扫雷行动 突然性 、反 复性 增强。破 障器 材消 

耗大，持续破障能力要求 高 从攻击 目标看，除了 

有杀伤人 员的也有攻击 潜艇、水 面舰艇 的 ，甚 至也 

有攻击直升机的特种地雷 。如美 国的 MK6型水雷 

是美军在朝鲜战争 和越 南战争 中广泛使 用的老式 

装备。尽管如此，由于水 雷本身具有 隐蔽性高 ，使 

用范围广、杀伤威 力大等特点 ，因此在反潜作 战中 

具有较大灵活性。 

1．3 探测不易、排除困难 

我军现装备多种型号 的单兵探雷器材 ，但仅限 

于抵近探雷 ，可用于战前人工秘密搜排时对敌雷场 

的探测，在受敌火威胁情况下对敌 障碍 区内地雷场 

的位置、前沿纵深、地雷种类 、火力控制程度等必要 

信息就难 以准确掌握 。考虑经济建设 和沿岸 民众 

的正常捕捞作业等 因素，台军沿岸 只有些 天然 障碍 

物；在战时主要依 据抗登陆作战构想 和作战需求 ， 

按照预先制定的设障方案战前临时机动布 雷，这使 

得其具有较大的随机性 和不确定性 ，也给我排雷行 

动带来较大困难。 

2 台军 目前主要抗登 陆地雷装备的 

发展现状 

2．1 防登陆陆军水雷 

台军 目前拥有水雷种类 齐全，性能 良好。具体 

表现在 3个方面 ：一是破坏威力大 。大型水雷装药 

量可达 200～750kg；中小型装药也达 100～200kg。 

二是隐蔽性好 。无 论是锚雷 、漂雷还 是沉底雷 ，一 

般布设在距水 面几米 、几十米甚至几 百米 的海域 。 

水雷布设后，很难发现和确定其位置。三是雷种及 

引信种类多。从雷种 看，主要有漂 、锚、沉底雷，多 

数为美 国的产品，并拥有部分先进的水雷 。水雷通 

常由舰艇和飞机布设 ，也可 由渔船布设，一般 布设 

于主要防御地段水际和港口附近以及重要航线上， 

设置最小水深为 3m，最大水深可达 165m。水雷分 

触发水雷和非触发水 雷两种。本 文防登陆水雷是 

指“用于在敌登陆兵于濒海地带和江(湖)岸登陆时 

杀伤其有生力量 ，破坏其登陆工具及其他军事技术 

装备”的概念 为依 据，主要介绍几种 台军在防登陆 

障碍物配系中常用的锚雷和沉底雷 。 

(1)MK～5锚 雷：重 727kg，装 药量为 227kg， 

电液触角 4个。采用即时爆炸或延时 4s爆炸方式引 

爆。通常由舰艇布 没，设置在水深 3～1lm处 ，布雷 

间隔为 91m。 

(2)MK一 6触 线 锚 雷：重 800kg，装 药 量 为 

136kg。卜触线长 1O～30m，下触线长分别为 33m、 

16m、5m。雷体 电流闭合器 4个 ，浮体 卜电流 闭 

合 器 3个 。通 常 由舰 艇 布 没．没置 水 深 为 3～ 

100m，布雷间隔为 9lm。 

(3)MK一19定深漂雷：装药重 95kg，惯性触发 

引爆。当电源消耗完后，水雷即下沉 自动爆炸。通 

常由飞机设置 ，设置水深为 4～20m。 

(4)MK一13沉底雷：直径 508mm．长 1．8m，全 

重 495kg，装药量 318kg，采用感应 、音响引信引爆。 

通常由 飞机或潜艇布设 ，设置水深为 5～25m，布雷 

间隔为 120m，定时器最长时间 45d或 100d，灭雷器 

最长时间 145d或 220d。 

(5)MK～25沉底雷：直径 572mm，长 2．2m，伞 

重 872kg，装药量 为 568kg，采 用感应、音 响或联合 

引信引爆 。通常由 飞机 或潜艇布设 ，没置水深为 5 
～ 3lm，布雷间隔为 400m。定时器最长时间 100d， 

灭雷器最长时间为 220d。 

(6)MK一36沉底雷 ：直径 470mm，长 1．8m，伞 

重 472kg，装药量 272kg，采用感应 、音响 和水压引 

信引爆。通常由飞机或潜艇布没，没置水深为 5～ 

55m，布雷间隔为 400m。 

2．2 防坦克地雷 门 

(1)M6A1、M6A2型防坦克地雷 ：圆形金属雷 

体，直径 320mm，高 90mm，内装 FNT炸药 5．4kg， 

全重 9．1 ，压发重量 135～180kg。 

(2)M7A1、M7A2型防坦克地雷 ：长方形金属 

雷体，长 178mm，宽 102mm，高 76mm，伞重 2．3kg， 

压发重量 63～1l0kg。 

(3)M15型防坦克地雷：圆形金属雷体，B型混 

合剂 10kg，全重 13．6kg，直径 320mm，长 124mm， 

压发重量 135～180kg。 

(4)M19型防坦 克地雷 ：长方形塑料雷体 ，长 

3 3 0 mill，宽 3 3 0 mm，高 7 6 mm，内装 B型 混合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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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kg，全重 12．7kg，压发重量 160~225kg。 

图 1 M19型防坦克地雷 

Fig．1 M 1 9 anti—tank m ine 

(5)M21型 防 坦 克 地 雷 ：金 属 雷 体 ，直 径 

230ram，高 230mm(带 引信)、813ram(带触杆)。全 

重 8kg，内装聚能装药 4．8kg。为美制地雷 ，呈圆罐 

状 ，顶部有金属 引信和长触杆 ，当触到坦 克底 部或 

履带时 ，即引爆地雷。 

2．3 防步兵地雷 

(1)M3型防步兵地雷 ：长方形金属雷体，内装 

TNT炸药 0．4kg，全重 4．68kg，雷体长 135mm，宽 

89mm，高 87mm，动作 压力为 4．5～9kg、动作 拉力 

为 2．7～4．5 kg，有效 杀 伤半 径 为 9 m，使 用 温度 
一

4O℃至+51．5~C。为美制 旧式防步兵地雷，顶端 

有较 长引 信机 构 。用人 工埋 设 地下 ，若 高 出地 面 

0．5m效果更佳。 

(2)M2A4型防步兵跳雷：圆形金属雷体，内装 

TNT炸 药 0．18kg，全重 2．9kg，直 径 10lmm，高 

162mm，动作压力为 4．5～9kg、动作拉 力为 2．7～ 

4．5kg，有效杀伤半径 9m，最大杀伤半径 137m。 

(3)M14型 防步兵跳雷 ：圆形塑料 雷体 ，内装 

特屈 儿 0．03kg，全 重 0．13kg，直 径 55mm，高 

40mm，动作压力为 6．8kg。 

(4)M16A1型防步兵跳雷：圆形金属雷体，内 

装 TNT炸药 0．45kg，直径 103mm，高 120mm，全 

重 3．7kg，动作压力为 3．6～9kg，动作拉力为 1．3～ 

3．6kg，有效杀伤半径 32m，最大为 137m，使用温度 

为一40℃至+51．5℃。为美制防步兵跳雷 ，一端有 

点火装置 ，上有 3根触杆 。 

(5)M18型防步 兵定 向跳 雷：内装可 塑性炸 

药，全 重 1．13kg，长 228．6mm、厚 25mm、高 

219mm，动作拉力为 3～5kg，还可电发火引爆 ，爆炸 

成 80。角扇形杀伤 区，有 效杀伤半径 8～ 16m，最大 

205m。 

(6)M18A1型防步兵定向跳雷：内装 可塑性炸 

药，全重 1．58kg，长 216ram、宽 35ram、高 83ram，使 

用电发、拉发 和爆破 自动起爆 ，成 8O。角扇形杀伤 

区，使用温度一40℃至 +51．5℃。为美制防步兵地 

雷 ，呈长方形 ，内装塑料炸药和 700个钢珠 ，M57式 

脉冲发生器点火，设置在 30m 外 ，人工远距离遥控 

或拉发 ，覆盖面积宽 50m，腾空高为 2m。 

图 2 M1．1型防步兵地 雷 

Fig．2 M 1 4 anti—personnel m ine 

(7)M12型 防步 兵布 面地雷 ：又称 “砂 砾”地 

雷。枯草色布料雷体，全重 50～80g。此雷有两种 

形状：长方形雷体，长 70ram、宽 60ram；扇形雷体， 

半径 100mm，高 10ram。动作压力为 2～5kg。通常 

采用空投布雷 。 

防步兵地雷既可单独埋设，也可与防坦克地雷 

混合埋设 ，构成防步坦混合雷场 。与防坦克地雷混 

合埋设时，一般每 4枚防步兵地雷中间埋 1枚防坦 

克地雷。防步兵地雷一般埋 设在前沿工事之 间或 

易登陆的滩头，一般设 2～4列 。平 时雷场没有标 

志，以免误伤己方人员 ，战时将标志拆除 。 

2．4 应用地雷 

(1)5001b燃烧雷 ：AN—M76型 5001b燃烧雷 

由美国 5001b凝 固汽油弹改装 『f『f成 。由雷体 、启爆 

器、M14引爆管 、M115雷座 、T2E1点火具等组成 。 

雷体长 lm、直径 0．3～0．4m，内装乳胶状燃烧液。 

具有杀 伤、燃烧 、照 明 等作 用，威 力 半 径 约 30～ 

50m。通常设置于滩头铁丝网和前沿阵地附近 。埋 

设时，通常在地 面上构筑长约 1．2m、宽约 0．6m、深 

0．5m的水泥坑，将雷体放入坑内，盖 卜水泥顶盖， 

采用有线 电或拉发 引爆。该雷 主要用于杀伤我有 

生力量 。 

(2)石头急造雷 ：石头急造雷 是台军利用就便 

器材制作 的一种 防步兵土制地 雷。其 制作方法是： 

在滩头及阵地前挖 lm 见方及深度的坑 ，底部用石 

块砌平压紧 ，内置炸药 1．36～2．27kg，再用鹅 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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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坑填满，装上引信，并以电点火方式引爆。其杀 

伤半径约为 50m。 

(3)成功雷 ：成功雷是一种应用水 雷，雷壳由汽 

油桶改制 而成 ，内装梯 恩梯 炸药(1OOkg)、浮油、松 

油混合物 ，撞击或电发火起爆。通常设置在距 海岸 

2000~3000m处 ，雷体通 常在水面下 1～ 1．2m，具 

有杀伤 、燃烧 、照明作用，破坏半 径约 30～50m，燃 

烧时间为 40～60min。主要用于迟滞我登陆工具抢 

滩上陆 。 

(4)纵火雷：纵火雷 也称 纵火地雷 ，是 以橡胶、 

汽油 、机油按一定 比例 混合 ，形成橡胶 汽油胶 化纵 

火剂，然后制成纵火地雷。引爆时胶化纵火剂可粘 

着目标上燃烧 ，对人员 、装备造成伤害。 

大任务之列。在对抗登陆作战指导上，强调“早期 

预警”，发现对方有登陆企图后 ，争取主动，以“空袭 

反制”，利用飞机对集结上船地域实施快速布雷，为 

此达到“拒 敌于彼岸”的 目的；另一方面，在预计能 

登陆之 水际 、滩头 实施大 面积空 中或 地面机 动布 

雷 ，企图“毁敌于滩头”。因 此，大面积快 速机动布 

雷系统将成为 台军未来 发展或采购的重点 。美国 

等西方 国家 已经装备 的各种布 雷系统 ，如美军 的 

“火山”布雷系统和奥地利“新世纪战斗工兵阻绝系 

统”(包括 7种防步兵地雷 、防坦克地雷和反直升机 

地雷，是世界上 比较先进 的地雷装备器材)已成为 

台军的采购对象，从而使地面、空 中布雷相结合 ，形 

成“立体布雷系统”成为可能。 

3 台军地雷装 备及地雷机动设障的 结谭 
-． ；口 旧  

发展趋势 

3．1 积极研发、引进新型地雷增强其阻绝效果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不断发展，世界发达国家 

正积极发展新型地雷，如采用动磁非触发引信、具 

备 自毁能力的反车底地雷、能长期“主动”打击 目标 

的“自动寻的”新型智能地雷等，这些先进 的地雷都 

将应用于未来 战场。同时地雷作 为一种爆炸性器 

材对迟滞与杀伤人员具有 明显 的效果，而且经济成 

本较低，所 以台军很可能研制或从 国外引进这些先 

进的技术和装备，以改善其障碍器材，增强阻绝效 

果 。 

3．2 地雷设障立体化L7 

由于高技术兵器特别是武 装直升机 广泛应 用 

于战场，为阻止对方武装 直升机低空尤其 是超低空 

的攻击，阻止对方实施空降、机降，台军将建立不同 

程度、多层次的防空障碍配系。空 中障碍配系可由 

各种空飘障碍和 由地面随时机动发射 的障碍组成 ， 

构成不同高度、多层次的立体 障碍配系。而空飘障 

碍物可由空飘雷 群、空 中阻气球 、空 中拦索 网等 组 

成 。其中空飘雷具有 自动寻 的功 能。地面随机发 

射的空中障碍可由抛射的手榴 弹、雷弹等组成 。这 

种立体障碍配系对低空、尤其是超低空攻击的武装 

直升机构成较大的威胁 。 

3．3 机动布雷系统化 

台军把抗登陆作战列为仅次 于防空 、制海 的三 

在渡海 登陆 的发展 长河 中，既潜藏着 制胜之 

道 ，又 含有“走麦城”的败 因，要将渡海 登陆作战成 

功地导 向胜利的彼岸 ，“知 己知彼”不可或缺 。随 

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登陆作 战规模的扩大 ，对 台军 

事斗争必定布满荆棘 。只有不断深 入对 台军抗 登 

陆地雷障碍物的研究 ，并 找出相应 的对策 ，才能在 

未来登陆作战中占得先机 ，立于不败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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