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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战略转型中轮式车辆建设研究

高树新，蒋永林，汪立民
(总装备部汽车试验场，江苏 南京 210028)

    摘要: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是以作战思想为指导，以作战需求为动力，陆军战略转型为陆战
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新的需求。轮式车辆是陆军重要约地面机动装备之一，应适应陆军

战略转型对武器装备建设的要求，提高机动能力、突击能力、生存能力和信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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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未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
高技术群体迅猛发展，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信息时代，

世界军事领域也随之发生变革，战争的形态开始由

机械化战争转化为信息化战争。战争形态的变化引

发了军队诸军种在未来战争中地位作用的重新定
位，促进了陆军的战略转型建设。

    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是以作战思想为指导，

以作战需求为动力，陆军建设的战略转型和作战方

式的变化为陆战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新的

需求。轮式车辆是陆军重要的地面机动装备之一，

陆军战略转型对轮式车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

是提高机动能力、突击能力、生存能力和信息能力。

1信息化战争时代陆军变革的方向

1.1机械化、信息化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机械化、信息化实际上是指武器装备技术层面

    收稿日期:2005一09一20

上的功能涵义。机械化主要是指攻击力、突击力、机

动力和防护力。信息化主要有以下三点内涵:一是

“实时反应”，即大大缩短从信息收集到作战决策的

时间跨度，力求发生即发现、发现即摧毁;二是“明己

暗敌”，即增强己方对整个战场感知的透明度，攻击

和破坏敌方指挥、侦察、情报系统等，从而增强敌方

对整个战场感知的模糊度;三是“指哪打哪”，即提.高

己方火力突击的精确度川。
    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是指人类社会的战争

形态。制约战争形态的发展有多种因素，包括战略
思想、军事理论、作战样式、编制体制、装备建设等。

不能把机械化、信息化与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相
混同。实际上机械化战争中会有信息技术因素，如

雷达、通信技术等，只是未成为主导因素而已。当信
息技术发展，积累到足以上升为战争的主导因素.且
战略思想、军事理论、作战样式、编制体制等因素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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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发生变革，使信息技术因素能够发挥最大效能时，
信息化战争就取代了机械化战争，成为一种新的战

争形态。

    同样，信息化战争中也有机械化因素，信息化只

是为武器装备装上了“耳朵、眼睛、神经和大脑”，使

其具备信息力。单纯的信息作战可以瘫痪敌方的指
挥系统，但仅此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机械化这个“拳

头”，把信息力转化为杀伤力，从根本上摧毁敌方战

争的物质基础和抵抗意志，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因此，信息化战争并不否定机械化，高质量的机械化

是信息化不可缺少的作战平台，仍将在信息化战争
中发挥重要作用。

1.2 信息化战争时代陆军变革的方向

    未来信息化战争透明的战场态势、立体的兵力

投送和精确的打击手段，使得非线式直取作战重心

的作战样式逐步成为信息化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

陆军已经从传统战争形态中的阵地式的对决力量，
转变为直取作战重心或要害目标的机动突击力量，

以及把军事打击效果适时转化为占领控制的战争决

胜的最后力量，陆军的能力建设发生了方向性的
转变。

    综观发达国家的陆军，把当今空中突击队和特
种部队的机动、灵活、快速与重型部队的杀伤力、防

护力、持久作战能力融为一体。使陆军具备灵活反

应能力、全球部署能力、强大毁伤能力、持久作战能

力、恶劣战场环境下生存能力是其变革的主要方向。

美陆军设想的新能力是:迅速反应、可部署、敏捷、多

样性、杀伤力大、生存力强、可维持[z1，而形成这七

种新能力的基础是掌握战略态势、主宰机动、精确打
击、全维防护、聚焦后勤和夺取信息优势。由此可以

看出，陆军转型建设并未放弃机械化，高度的突击

力、机动力和生存力仍然是陆军实施决定性行动、达

成军事目标的重要保证，而信息力则是提升作战能
力的力量“倍增器”。

2 轮式车辆在未来陆军中的作用

2.1轮式车辆发展的历史演变

    机动是保证军事行动成功的重要因素，历来就
是军队追求的目标。轮式车辆问世不久，其在提高

军队机动能力方面的潜在的军事价值即被军事家们
所看中，很快就被列为军队常备装备之一。轮式车
辆首次被大规模用于军事目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法国战场的凡尔登战役，当时法军为了支援凡尔

登要塞的防御战斗，紧急调用地方车辆，一晚之间迅

速向前线运送9个师，从而在德军几乎要攻陷要塞

之前，以这9个师的兵力稳定了要塞的防御。自此，
陆军开始了由徒步步兵向摩托化步兵的转变，轮式

车辆成为摩托化部队最重要的机动装备，被广泛用

于兵力机动、牵引和运载火炮，以及运输弹药、油料、

给养等作战物资。

    随着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发展，坦克开始登上历

史舞台，要求陆军在实现快速机动的同时，具有一定

的火力攻击和防护能力，步兵战车成为一种既可供

步兵机动，协同坦克作战，又可利用车上的武器，独

立执行战斗任务的“基本战斗工具”，陆军由此向机

械化、装甲化迈进。在机械化部队中，轮式车辆已不

仅是步兵基本的机动工具，由轮式车辆演变而来的

轮式步兵战车开始发挥作用。

    从人类战争赖以运筹和进行的三大要素— 物

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看，在机械化战争时代发展的

初级阶段，战争的特征是以物质流为主，轮式车辆是
兵力、兵器、保障资源的主要传输平台之一;到了机

械化战争时代发展的高级阶段，出现了核武器、导弹

等，武器的射程、攻击力和毁伤程度加大，能量流开

始发挥巨大的威力，因此从战场的表征现象看，轮式
车辆不再发挥主导作用，但由于现代战争武器系统

庞杂，物资消耗成倍增长，后勤补给难度极大，轮式

车辆由于具有较高的效费比和可靠性，仍然发挥重

要的战斗支援和勤务保障作用。

2.2 轮式车辆在未来陆军中的作用

    由于易于实现轻巧的设计和易于实现快速的性

能 特别是在融合了信息技术后，轮式车辆的机动力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生存力得到了加强，能够适应
陆军转型建设的能力要求，因此其地位和作用得到

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

    1)由于信息的主导作用，使得未来战场的特征
由传统的物质流、能量流转换为信息流。但正如在

能量流发挥主导作用的高度的机械化战争时代需要
物质流的保证一样，在高度的信息化战场，物质流、

能量流同佯发挥巨大的作用。在信息化战争时代，

由于战争节奏空前加快，毁伤程度空前加大，能量释

放和物资投放更加集中、快速，消耗的数量更大，因
此，轮式车辆传统的战斗支援和勤务保障作用并没

有被消减，仍然是陆军重要的战役、战术机动保障

力量。

    2)根据全息(谱)作战能力的建设要求。陆军将
打破传统的单纯依赖地面机动的机动模式，可借助

万方数据



1094 共 工 李 报 第 28卷

空中运输工具进行部署，并配置了陆军航空兵进行
机动和作战。由于对长途奔袭能力要求的提高，加
之航空工具的运载能力有限，轮式机动平台由于其

重量相对较轻而越来越受到关注，配装比例正逐步

加大，已成为运载或牵引导弹、火炮、电子对抗等现

代化武器系统的主要机动平台之一。

    3)未来“全域机动型”陆军应具备在不同战略
方向、不同作战条件下的机动作战能力。任何机动

平台均不是“无处而不往”的，全谱作战能力必然要

求陆军机动平台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在山地、丛林
等特殊作战环境，以及空中突击等特殊作战条件下，
轻型特种轮式车辆具有其它地面机动平台无法取代

的优势，是陆军机动作战平台的重要选择之一。

    4)信息化离不开机械化平台的支持，离开必要
的机械化平台，信息化将成为空中楼阁。轮式车辆
装备是重要的地面机动平台之一，已发展成为多种

信息化武器装备的重要载体。装备了通信、定位、导
航、侦察传感器等装备的轮式车辆既是陆军在信息

化战场的前端信息获取平台，又是陆军在信息化战
场的中端信息中继平台，也是陆军在信息化战场的
末端信息处理平台。

3 未来轮式车辆的建设方向

    根据信息化战争时代陆军变革的方向和陆军转

型对武器装备建设的要求，可以预计:加强新技术、

新材料、新结构、新总成的研究和开发，努力提高机
动、突击、生存和信息能力，是未来轮式车辆建设的

主要方向。

    1)提高机动能力

    机动是取得战争主动权甚至胜利的重要因素。
美军对数字化战场作战样式的描述是“以情报信息

发现目标，用火力杀伤，以机动来完成战斗”。无论
是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攻占“决胜点”，还是在第

一时间内把军事打击效果转化为占领控制，均必须
借助于机动才能完成。因此，高度的机动能力是轮

式车辆得以生存并在信息化战争时代继续发挥作用
的根本。

    未来对轮式车辆机动能力的要求是:一要继续
提高在战区各种道路或无路地区高速机动的能力，

即战术机动性，因此要加强高性能的轴间、桥问差速
锁止装置、全时分动器、轮胎充放气系统、高通过性

悬架等提高军车机动性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努
力提高轮式车辆的工程物理性能;二要具有与其它

运输工具相协调的远距离机动能力，包括铁运、水运

和空运、空投的能力，即战役/战略机动性，因此要加

强轻量化及与其它运输工具适应性的设计，提高轮

式车辆的立体机动能力。

    2)提高突击能力

    机动能力和突击能力既相互关联，又有所不同。
离开高度的机动能力，就谈不上什么快速的突击能
力。但机动能力仅是构成突击能力的要素之一，另一

要素应是火力打击能力。因此未来轮式车辆装备的
发展要考虑火力突击车、轮式步战车的发展需求，为

其发展提供底盘、总成和技术支持。

    由于小、轻、快、灵、价廉适用、维修简单、适于大

批量空运和快速部署，火力突击车受到各国军方的

普遍重视，成为轻重机枪、火箭筒、反坦克导弹、无后

座力炮、自动榴弹发射器等轻型武器的机动平台，是

步兵在山地、丛林、城市等特种作战中的重要战斗装

备。火力突击车的发展要满足步兵武器的车载化要

求和轮式车辆装备的系列化发展要求。

    3)提高生存能力

    未来战争战场空间空前扩大，毁伤程度空前加
大，已无前后和后方之分。人们已经意识到，眼下美

军在伊拉克所遇到的情况，今后很可能会在其它高

危险地区重演，因此，进一步提高车辆的生存能力是

必要的。

    轮式车辆提高生存能力的发展方向是:一，继续
提高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如冻伤防护、

滚翻防护、自救互救等;二，提高在危险的战场环境
中的生存能力，如核、生、化防护和防枪弹、地雷、电

磁损伤等;三，增加自卫能力，以减少甚至完全消除

运输车队对于战车的护送需求，如设置射击孔，安装

顶置式轻型武器枪架等，使乘员能够利用单兵武器

进行射击闭;四，即使在不可避免地遭受攻击或破
坏的情况下，也应尽可能使乘员或装备的损失降至

最小，甚至可以用剩余的部分功能继续完成任务，如
轮胎泄气后车辆可继续行驶等。

    4)提高信息能力
    发展信息能力的目的是提高轮式车辆装备的效

能。实际上。无论是机动能力、突击能力，还是生存
能力，均可以通过发展信息能力加以提高。机动突

击的首要原则是避强击弱、趋利避害，基本要求是适
时、精准、快速，生存的最高形式是迅速感知威胁、主

动化解威胁。运用信息技术可以通过加强对战场态

势的了解，提高对战场情况的反应速度，使自己行动

比敌人快速得多，打击比敌人精确得多，占位比敌人
精准得多，对生存威胁的感知比敌人灵敏得多.在更

万方数据



第 9期 陆军战略转型中轮式车辆建设研究 1095

高的层次上实现信息力与机动力、突击力、生存力的
结合。因此，要高度关注信息化装备的发展，研究其

车载化的适应性和车电系统的匹配性、可扩展性问
题，保证车内和车际信息的畅通。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信息技术对机械化装备的

“力量倍增器”作用，是实现轮式车辆装备跨越式发

展的重要途径，要通过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不断
提高轮式车辆的机械物理性能。信息化战争时代的

机械化特征是“智能型”机械化，要重视研究和开发

适用的车辆智能化技术，尽快发展可远距离操控的

智能车辆和具有全自主驾驶能力的无人车辆，以从

根本上降低战场人员伤亡和适应未来陆军对无人作

战平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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