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我是一位军事教员，在教学中经常为查阅资料耗费大量时间，为此大伤
脑筋。我想，所有担任教学工作的同志都有同感吧！这就是激发我编写此书
的基本动力。我编书的宗旨是，传插军事信息，提供军事资料，使读者能在
尽量少的时间内获取较多的知识，解除查找资料之苦。
该书是我几年来，在查阅几百本有关书籍，翻阅几十种报刊杂志、收集
大量资料、较全面系统研究军事史的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加工整理编写出
来的。该书集中反映了军事领域各个方面的最早、最大、最小、最快、最重、
最轻的记录，并对有些领条性条目较完整地阐述了发展过程。全书约 ５００ 余
条，２０ 余万字。在编写中，力求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生动活泼，融知识性、
趣味性于一体。因此对读者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定有裨益。
应该说明，编者在条目设置和内容编写上，是紧扣军事范围的。但是，
有些技术器材具有军地两用的二重性，故也列入其内。还有一些，看起来似
乎与军事联系不紧，但为了能将某一兵器的起源及历史发展粗线条地勾划出
来，照顾到资料的完整性、实用性，故也编入其中。
古人曰：“三军之事，莫重于密”（《兵经百篇·秘字》）。军事领域
是一个极其保密的领域，所见资料，毕竟受限：“之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军事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今天是最大，明
天就不一定最大了，……；再加本人学识浅薄，所以书中难免瑕瑜互见，如
有悖谬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了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范崇斌同志对该
书部分条目进行了审定，郦斌等同志在百忙中帮助修改抄正，在此谨表诚挚
的谢意！
这里还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解放军报》、《航空知识》、《舰艇知识》、
《现代兵器》等报刊以及有关专著，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研究成
果，有些内容被部分或全部辑用，在这里谨向有关书报刊、资料编著者表示
衷心的感谢！
军事之最实难穷尽。由于编者工作繁忙，精力不足，资料有限，因此暂
编辑一部分。如对读者有点启示和帮助，今后再作修改补充，使之更加完善。
夏国富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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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结束，我刚回到南京，编者即邀我为《世界军事之
最》作个序。虽然我已戎马半生，但这方面研究不多，颇以为难。然而我又
不忍让这位辛勤数年的园丁感到失望，于是将一点随想写下来，权充一篇小
序。
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强大现代化军队，需要军人具有广博的知识。而军
事知识汗牛充栋、无边无涯，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应该从何起航？编者不
辞劳苦编写了这本小册子，为渴求军事知识的人们提供了又一个方便之门，
使读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在军事知识的海洋里畅游一番，做了一件很有
意义的工作。
《世界军事之最》集军事领域方方面面的最早、最大、最小、最长、最
短……计 ５００ 余条。纵览全书，概括地说，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范
围广泛。从弓箭到火炮、从古战车到坦克、从木战船到航空母舰、从神箭飞
鸦到宇宙飞船、从滑翔机到航天飞机、从火药到原子弹等等，可谓包罗宏富。
二是内容丰富。书中不仅回答了军事某个方面“之最”是什么，而且还粗线
条地勾画了发展演变过程，资料也较翔实。三是趣味性、可读性较强，有良
好的鉴赏价值。可以说，它是国防大学出版社已出的《中国军事之最》的姐
妹篇。我相信，它的出版发行，将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总之，军事知识
爱好者，有暇一览，对拓宽眼界、丰富军事知识，则不无裨益。
众所周知，军事领域是一个保密的领域；同时它与其它事物一样出在不断发
展变化之中，尤其是当代世界正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浪潮，科学知识迅猛发展；
“之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本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总观全书，瑕不
掩瑜。倘若以后有机会重版，编者据性加以增补、修改，将会更加充实和完善。
最后，我祝贺《世界军事之最》的出版，祝愿它成为人们的良师益友。
袁 俊
一九八八年四月

世界军事之最

最早的弓箭
弓箭是中国祖先的杰作，大约产生于 ２８０００ 年前。
据考古学家在山西省桑乾河的支流峙峪河与小泉河汇合的一块面积为
１０００ 平方米小丘的地层中考古发现，有一种加工精致的小石镞，其尖端和两
侧非常锋利，大概是用很薄的长石磨制而成。这些小石镞明显符合箭头的三
要素：锋利、尖头适度、器形周正。由此可以断定它是箭头。在与尖头相对
的另一端的底部，左右两侧有点凹进去，成为一个形似镞捏的小把，显然是
用来安装箭杆的。从这里可以推知 ２８０００ 年前的峙峪人已经制造使用石制的
弓箭了。
外国出现弓箭大约在 １ 万—１．５ 万年间的中石器时期，即旧石器时代向
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例如，西班牙中石器时代的壁画中就出现有原始人
手持弓矢相互对射的场面。中国祖先弓箭的发明大约比外国要早 １ 万年左
右。
弓箭出现之前，人类工具比较简单，弓箭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开始使用
复合工具。弓箭是原始社会技术显著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射程远、命中
率高、携带方便，大大加强了人类向自然界作斗争的力量。随着阶级的产生，
弓箭也成了一种重要的作战武器。
最早的竹管突火枪
世界上最早制作竹管突火枪的是中国。公元 １１３２ 年，南宋高宗绍兴二
年，陈规在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首先制作使用。这种枪的枪管是用长竹
竿制成的。使用时，需两人协作，将火药装入管内，一人持枪，一人点火，
靠喷射出来的火焰烧的敌人或焚毁敌人的攻城器械。
另据《金史》记载，公元 １２３２ 年，金军在作战中使用过飞火枪，这种枪
喷出的火焰达十几丈远。
还有公元 １２５９ 年在寿春府（今安徽省寿县）又有人创制了一种突火枪。
其枪管是用巨竹做成的。射击时，里面装上火药，然后安上“子巢”，火药
点燃后发生爆炸和火焰，火药燃烧后产生的气体推力，把“子巢”射出以击
伤敌军人马。据说，其声音可以传至 １５０ 步。突火枪从原理上讲，已经近似
于现代的枪了，实际上是近代枪的雏型。枪，作为手技型射击武器，在欧洲
１４ 世纪才出现，约比中国晚 １００ 余年。
最早的铁管突火枪
世界上最早的铁管突火枪是中国在公元 １４ 世纪中叶制造的。先前的突火
枪枪管是用竹竿或纸卷制成的，射击时很容易爆裂和烧毁，极不安全。因此，
人们就想用坚固的材料制作枪管，这样铁火铳也就产生了。公元 １３５５ 年，元
惠宗至正十五年，一个名叫焦玉的人献给了明太祖朱元璋一支火龙枪，这便
是当时制作比较精良、威力比较大的火铳。火龙枪用铁管制成，射击时，从
前膛装填进火药和枪弹，点燃火药，火焰将枪弹推出枪管，用以杀伤敌人。
从 １３ 世纪开始，我国的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方法传至欧洲。因此在
１４ 世纪欧洲一些国家也相继出现了这种火枪。例如：俄罗斯、波兰、东欧一

些国家在 １４ 世纪末，出现了锻铁滑膛的枪身，固定在木托上，口径为 １２．５
—２５ 毫米，从枪口装填铁丸或铅丸，用火绳点燃装药的“明火枪”。这种枪
在几个世纪中虽几经改进，但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直到 １７９８ 年 Ｌ·Ｇ·布
朗哈特里发明雷汞，出现弹药合一后，枪才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第一支手枪
世界第一支手枪是意大利制造的“希奥皮”。希奥皮这一名词源于拉丁
文 ｓｃｌｏｐｐｌ，原意是手枪。
据意大利格鲁几尼年代记中，佩鲁贾城在 １４ 世纪中叶订制了 ５００ 支。希
奥皮长约 １７ 厘米。
另据意大利摩德纳年代记中，摩德纳城 １３６４ 年拥有的财产中有 ４ 支小型
的“希奥皮”。有此可见，第一支手枪出现的年代在 １３６４ 年前。
左轮手枪之父
左轮手枪是美国的一个火器制造厂商和发明家塞缪尔·柯尔特（１８１４～
１８６２ 年）研制的。柯尔特在 ２１ 岁时就发明了一种性能非常良好的左轮手枪，
并于 １８３５ 年在英国获得了专利权。美国人赞誉柯尔特是“当之无愧的左轮手
枪之父”。
自动装填手枪的发明者
世界上第一支自动装填手枪的发明者，是美国的枪械发明家雨果·博查
特，于 １８９０ 年研制成功。由于美国厂商对其不感兴趣，他不得不在 １８９３ 年
跑到法国联系生产这项发明。这支手枪采用肘节式闭锁系统。一个名叫乔
治·鲁格的德国工程师与一个名叫路德维希·吕韦的制造厂商合作改进了博
查特的设计方案，于 １９００ 年开工生产，并在美国出售，其商名为：“鲁格式”
手枪。
几种手枪弹出现的最早时间
派拉贝兰姆手枪弹：最早出现于 １９０４ 年，当时为德国皇家海军所采用，
用以装填派拉贝兰姆手枪。该弹弹壳无底缘，圆筒形；弹壳由黄铜、钢或铝
等材料制成；弹壳长 １９．１ 毫米，全弹长 ２９．６ 毫米；弹头直径 ９ 毫米，弹壳
底部直径 ９．８ 毫米；弹重 ７．４５ 克。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手枪弹，它既可装
填手枪亦可配用于冲锋枪。大约有 ５０ 多个国家的厂商生产此弹。
ＡＣＰ 手枪弹：ＡＣＰ 是柯尔特自动手枪的首字母缩写，此弹因配用于 Ｍ１９１１
柯尔特手枪而得名。最早出现于 １９０６ 年，１９１１ 年美国政府正式采用，作为
军用手枪弹和冲锋枪弹用。该弹弹壳为圆筒形、无底缘，通常为铜质；弹壳
长 ２２．６ 毫米，全弹长 ３２．２ 毫米；弹壳底部直径 １２．０ 毫米，弹头直径 １１．４５
毫米；弹重 １５．１６ 克；标准弹头的初速为每秒 ２５０ 米。有 １２ 个国家生产此弹。
ＭＫ６ＳＡ 左轮手枪弹：出现于 １９ 世纪末，１８９７ 年英国批准批量生产装备部
队。该弹弹壳为圆筒形，有底缘，铜质；弹壳长 １８．９ 毫米，全弹长 ３１．４ 毫

米：弹底直径 １２．０ 毫米，底缘直径 １３．４ 毫米；弹头直径 １１．５６ 毫米，弹头
重 １１．１７ 克。目前英军已不再使用，可是印度和巴基 斯坦两国军队中仍继续
使用。
史韦手枪弹：最早出现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的美国。该弹壳用黄铜制成，
弹壳长 １９．３ 毫米，全弹长 ３１．０ 毫米，弹头直径 ９．１ 毫米，弹重在 ９．７５～１２．９６
克之间，弹头初速为每秒 ２２９ 米（９．４～９．７５ 克弹头）。１９４５ 年后，共计有
十余个国家生产此种弹。
勃朗宁自动装填手枪弹：１９００ 年在比利时最早出现，是 ＦＮ 兵工厂为 Ｍ１８９７
手枪生产的弹药。该弹弹壳大多用黄铜制成，弹壳长 １７ 毫米，全弹长 ２４．９
毫米，弹壳底部直径 ８．５ 毫米，底缘直径 ９．０ 毫米，弹头直径 ７．６５ 毫米，弹
头重量在 ３．５７～４．８６ 克之间。生产此种弹的有比利时、奥地利等 １１ 个国家。
拉果手枪弹：此弹是世纪交替时德国人开发的，又名 ９ 毫米伯格曼·巴
亚德手枪弹。该弹无底缘，弹壳长 ２３ 毫米，全弹长 ３３．５ 毫米，弹壳底部直
径 ９．６ 毫米，弹头直径 ９．０ 毫米，弹头重 ８．２ 克，初速为每秒 ３６６ 米。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比利时、丹麦、西班牙等国正式装备部队，西班牙至今仍在
使用。
毛瑟手枪弹：１８９６ 年德国开始使用。该弹弹壳长 ２４．８５ 毫米，弹壳底部
直径为 ９．７ 毫米，全弹长 ３４．７ 毫米，弹头直径为 ７．８ 毫米，重量介于 ５．１９～
５．９６ 克之间，５．５１ 克重的普通弹头标准初速为每秒 ４５７ 米。
最早的一次手枪战
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手枪战，是 １５４４ 年在德、法军之间展开的伦特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德国骑兵使用了“劈戳奈”手枪，采用了快速轮番圈围
战术，致使法军死伤惨重。德军骑兵将手枪用枪带挂在脖颈上，枪托贴胸，
左手握住枪托，右手持点火装置点火。他们把骑兵编成若干队，第一队从远
方奔驰而来，把法军团团围住，一阵猛烈的射击之后，急速离去；第二队又
随接杀奔而来，一次齐射之后又飞驰而去，如此往复，打得法军无招架还手
之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即以法军失败而告终。
最早使用金属弹壳枪弹的军用步枪
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弹壳枪弹的直动式军用步枪是德国人彼得·保罗·毛
瑟发明制造的。毛瑟是德国的一个著名枪械工匠，生于 １８３４ 年，卒于 １９１４
年。他发明的这一支枪的枪机于 １８６８ 年在美国获得专利权，专利权上开列的
合作者，即共同发明人是他的胞兄威兼和一个名叫塞缪尔·诺里斯的美国人。
毛瑟的大名不仅与许多步枪连系在一起，而且不少手枪和左轮手枪亦多用其
姓氏命名。
直动式军用步枪，亦称毛瑟步枪。由德国奥伯恩多夫兵工厂 １８７１ 年制造
（毛瑟是该厂的厂主），因此又称 １８７１ 式毛瑟步枪。这种步枪口径为 １１ 毫
米，枪管内有螺旋膛线，发射金属弹壳枪弹。射击时，由射手操纵枪机机柄，
实现开锁、退壳、装弹和闭锁。毛瑟步枪的发明是步枪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最早的击针枪

世界上最早装有击针的枪是德国 １８３５ 年研制成功的“德菜赛”步枪。该
枪膛内装有击针，射击时用击针打点火药，点燃火药，发射弹头。它明显地
提高了射速，射手能以卧姿、跪姿或立姿重新装弹射击。由于该枪装有便于
射击的机柄，所以人们又称它为机柄式步枪或击针枪。此种枪于 １８４０ 年装备
于普鲁士军队。
后装军用步枪的发明者
世界上第一个后装步枪的发明者，是英国的苏格兰人，帕特里克·弗格
森（１７４４～１７８０ 年）。他是一个火器迷，于 １７７６ 年获得此种枪的发明专利。
此人为英军少校，效忠英王陛下，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金斯山一役（１７８０ 年）
被击毙。
现代步枪之父
１９ 世纪初，英国人发明了用击锤打击雷汞起爆的点火法，并进而制成了
雷汞火帽，用于步枪点火。１８２５ 年，法国军官德尔文设计了一种枪管尾部带
药室的步枪，装填时，直径比枪膛口径小的软铅弹丸能顺畅地滑滚入枪膛而
停于药室前端，然后用通条撞击软铅弹丸，将其压扁，使之紧贴膛壁。这虽
然装填速度有了提高，但是射击精度极差。
后来德尔文又经过几年的研究，终于在 １８３０ 年发明了长形弹丸。它可缩
小枪的口径，减轻枪的重量，提高枪的坚固性，减少空气的阻力，增大射击
精度。长形弹丸的发明，在枪弹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恩格斯对于他的发明
给予高度评价，在《步枪史》一文中称德尔文为“现代步枪之父”。
第一支燧发枪
世界上第一支燧发枪是法国自由民马汉（１５５０～１６３４ 年）发明制造的。
马汉是一位枪械工匠，他在 １６１０～１６１５ 年期间发明了燧发枪，由此在欧洲出
了名。该枪结构为在点火药器皿上铰接一盖，击发时，燧石击盖下落，同时
相擦冒出火星，使点火药引燃。
最早使用钢弹壳的国家
早期的军用弹壳和所有的运动弹弹壳都是用黄铜制成的。但随着战争对
其需求量的增大和黄铜的短缺导致了钢壳弹的产生。世界上最先研制钢壳弹
的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研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得到了使用。
在研究完善钢壳弹的过程中，德国人克服种种困难，解决了一道道技术难关。
如加工机械问题、钢的弹性问题以及防锈蚀问题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
国人钢壳弹的广泛使用，将世界上许多国家送到了同样的路径上去，致使今
天大部分的枪弹弹壳都是钢制的。
最早研制无壳弹步枪的国家

无壳弹，是不用金属弹壳，而将一种新型高燃点发射药掺进少量可燃加
强材料和粘合剂制成药柱，把弹丸和底火嵌在药柱中，弹头射出时，发射药
即燃烧殆尽的枪弹。发射这种弹的步枪也完全不同于普通步枪。
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联邦德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许多
国家正在秘密研制这种武器系统。然而最先研制成功无壳弹步枪的是联邦德
国。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法西斯德国出于对战时金属资源供应能力的
考虑，就着手研制 ７．９２ 毫米无壳弹：至 ６０ 年代研究了发射无壳弹用枪的结
构，并作为专利发表向外介绍。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联邦国防军正式给迪尔公司、
黑克勒·科赫公司和毛瑟公司三家厂商下达研究无壳弹步枪的任务。迪尔公
司研制发射弹头和发射药分装的枪弹，毛瑟公司研制一种三管武器，黑克
勒·科赫公司研制刚性闭锁的、用滚柱支撑的导气式武器。为了参加 １９７７
年北约轻武器选型试验，该枪于 ７０ 年代中期就研制出来了。当时先制造出了
５ 种不同型号 ３０ 支样枪，其中 １６ 支用于技术试验，１０ 支用于部队试用，４
支留着备用。此时，诺贝尔公司生产了 ３６００００ 发无壳弹。北约选型之后，单
联邦国防部就支付了 ２０００ 万马克的经费。经过在麦喷举行的技术部分的北约
对比试验之后，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于是 １９８１ 年就宣布了一种口径为 ４．７
毫米的 Ｇ１１ 无壳弹步枪研制成功。１９８２ 年又进行了综合试验，１９８３ 年初在部
队进行试用，１９８６ 年少量正式装备侦察部队使用。
Ｇ１１ 无壳弹步枪，枪身采用了密封机匣，机匣枪托合一结构，大容量弹
匣，高速点射控制机构等新的技术措施。其战术技术性能主要是：全长 ７５０
毫米，枪管长 ５４０ 毫米，空枪重 ４．２ 公斤，初速每秒 ９３０ 米，３００ 秒落速每
秒 ６７０ 米，６００ 米落速每秒 ４５５ 米，３００ 米最大弹道高 ０．１７ 米、６００ 米最大
弹道高 １．０２ 米；射击方式单发、３ 发点射和连续发射；弹匣容量 ５０ 发；有
效射程大于 ３００ 米。无壳弹的战术技术性能是：口径 ４．７ 毫米、发射药长 ２１
毫米、全弹重 ５．０ 克、弹头重 ３．４ 克、发射药重 １．６ 克。
无壳弹研制戌功，无疑是轻武器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仅可以节约金
属，而且可以大大减轻子弹的重量，从而减轻士兵的负荷。
最早用步枪在天上射击的人
世界上最早用步枪在天上射击的人，是美国 ２７ 岁的少尉雅布傅·菲柯。
菲柯曾在军队中服过三年役，是一位神枪手。１９１０ 年 ８ 月，他被推选为
从飞机上用步枪射击表演的选手。表演的那一天，纽约长岛羊头湾，抱着好
奇心参观的人如潮如海。年轻人菲柯带着青田式 ０．３０ 英寸步枪爬上了推进式
飞机，坐在驾驶员的左侧，一只手紧紧抓住步枪，另一只手握住机翼支柱。
驾驶员是格伦·库蒂斯。当飞机飞到 ９１．４ 米高度后，绕跑道飞行。菲柯全神
贯注，置危险于不顾，瞄准靶板打响了航天史上的第一枪，紧接着又打了 ３
枪，结果 ２ 发命中靶心，观众无不瞠目称奇。
第一支半自动、自动步枪
世界上第一支半自动步枪是墨西哥孟德拉刚将军创制的孟德拉刚式半自

动步枪。该枪于 １９０７ 年装备墨西哥军队。
世界上第一支自动步枪的设计方案是 １８６３ 年由美国人 Ｒ·皮朗提出来
的。
口径最小、重量最轻的自动步枪
世界上口径最小、重量最轻、最先研究成功的自动步枪是美国的 Ｍ１Ｏ 式
５．５６ 和苏联的 ＡＫＳ７４ 式小口径自动步枪。
所谓小口径，它是相对于先前步枪的口径而言的。如 １４ 世纪罗斯、波兰
等国的明火枪口径为 １２．５ 毫米，１５ 世纪法国的火绳枪口径为 １２．５～２２ 毫
米，１６ 世纪西班牙的穆什克特火枪口径为 １８～２３ 毫米，到 １９ 世纪后世界各
国步枪的口径普遍为 ７．６２ 毫米（注：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选用
了 ７．６２ 毫米为第一标准口径）。因此，所谓小口径，是指小于 ７．６２ 毫米以
下的口径。５０ 年代中期后，随着战术和技术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迅速发
展，步兵对步枪的改进呼声很高。要求火力猛、机动性能好，重量轻。步枪
的设计师们为了满足步兵的要求，竞相设计小口径步枪。
最先设计、制造和使用小口径步枪的是美国。１９５８ 年美国的枪械设计师
斯托纳就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支小口径步枪 Ｍ１０ 式 ５．５６ 毫米自动步枪，从
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也是世界上迄今重量最轻、使用最早的自动步枪。该
步枪采用了铝合金和塑料制成，不带弹夹重 ２．９ 公斤，带 ２０ 发空弹匣重 ３．１８
公斤，发射 ５．５６ 毫米雷明顿枪弹，有效射程 ４００ 米。由于弹头命中目标后产
生翻滚，因此在有效射程内杀伤威力极大。该枪后定名为 Ｍ１６ 步枪，于 １９６３
年装备驻越美军，在美越战争中得到了使用，首开了成争史上使用小口径自
动步枪的历程。
继美国装备 Ｍ１６ 小口径自动步枪之后，苏联也不甘心落后，积极投入人
力和物力加紧研制。于 １９７４ 年研制成功了 ＡＫＳ７４ 式小口径自动步枪，１９７５
年投入批量生产，１９８０ 年用于阿富汗战场。ＡＫＳ７４ 式小口径自动步枪，性能
略优于美国的 Ｍ１０ 式自动步枪。其初速每秒 １０００ 米，有效射程 ５００ 米，弹匣
容量 ３０ 发。口径为 ５．４５ 毫米，比美国 Ｍ１０ 式自动步枪口径小 ０．１１ 毫米，因
而是当今世界上口径最小的自动步枪。
由于小口径步枪在世界范围内大为发展起来，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选定了 ５．５６ 毫米作为枪械的第二标准口径。
生产量最大、使用最广的步枪
世界上生产量最大的步枪，是苏联 ＡＫ 型 ７．６２ 毫米突击步枪及其改进型
ＡＫＭ 型 ７．６２ 毫米自动步枪。这种步枪在苏联、华约诸国以及其他国家得到广
泛制造，迄今共生产了约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万支。
世界上使用最广的步枪是比利时 ＦＮＦＡＬ 型 ７．６２ 毫米步枪，该枪全重 ３．９５
公斤，长 １１１．９ 厘米，它的弹仓可装 ２０ 发子弹，能够进行自动和半自动射击。
现在世界上有 ７０ 多个国家使用这种枪。
刺刀的最早出现

古代作战使用剑、矛、刀、斧等十八般兵器，到了 １６ 世纪前后出现了火
枪，由于当时火枪性能差，往往打一枪后 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才能打第二
枪，此间隙是对方逼近实施肉搏的良机，士兵既带枪又带刀极不方便。为了
解决这一矛盾，使其合二为一，装在枪械前端的刺刀就产生了。刺刀的最早
出现是在公元 １６１０ 年前后的法国巴荣纳城。早期的刺刀长 ５０ 厘米左右，开
始是插入滑膛枪口内使用，连接极不可靠。到了 １６８８ 年，法国陆军元帅 Ｓ·Ｐ·戴
沃邦又进行了改进，将刺刀套在枪口外部使用，使枪刺刀的发展又进了一步，
后来人们又发明了靠弹簧卡榫因定在枪口侧方的刺刀，这就是现代的刺刀。
几种步枪弹的出现时间
７．６２ 毫米勃朗宁步枪弹：亦称 ７．６２ 毫米 Ｍ２ 枪弹，最早出现于 １９０３ 年，
美国陆军最先使用。该弹是一无底缘瓶颈弹，弹壳用黄铜或钢制成，弹壳长
６３．２ 毫米，弹壳底部直径 １１．８ 毫米，全弹长 ８４．５ 毫米，弹头直径 ７．６２ 毫
米、重 ９．７２ 克，具有多种型号。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等 ３５ 个国家生
产此种弹。
７．６２ 毫米莫辛－纳干枪弹：最早用于 Ｍ１８９１ 莫辛步枪。此弹弹壳长为 ５３．６
毫米，全弹长 ７６．６ 毫米，弹壳底部直径为 １２．３ 毫米，底缘直径为 １４．４ 毫米，
弹头直径为 ７．６２ 毫米，具有多种型号。其中 Ｍ１９０８ 弹头直径为 ７．８ 毫米，Ｌ
型弹头重 ９．７ 克，Ｄ 型弹头重 １１．８ 克。此种弹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使用，１９４５
年之后，生产此弹的有苏联、捷克等 １１ 个国家。
７．９２ 毫米毛瑟枪弹，亦叫 ７．９２ 毫米伯萨枪弹。此弹 第一个型号为
Ｍ１８８８，装填于 ８８ 式步枪，为圆头弹，威力差。１８９８ 年，德国人将其改为尖
头弹，威力提高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广泛使用。该弹弹壳无底缘，
瓶颈，弹壳用黄铜制成，少量的用钢制成，弹壳长 ５６．８ 毫米，全弹长 ８０．５
毫米，弹壳底部直径 １１．９ 毫米，尖头普通弹弹头重 ９．９８ 克，初速为每秒 ８５４
米。１９４５ 年后，计有东德、西德、英国、法国、比利时等 ２１ 个国家生产此
种弹。
８ 毫米雷伯尔步枪弹：最早出现于法国，１８８６ 年法军使用了雷伯尔步枪，
因而也配发了此种弹。此弹弹壳有底缘，用黄铜制成，弹壳长 ５０．２ 毫米，弹
壳底部直径 １３．６ 毫米，底缘直径 １６．０ 毫米，全弹长 ７５．０ 毫米，有多种型号。
Ｄ 式整体铜合金弹头重 １２．９６ 克，Ｎ 式弹头也重 １２．９６ 克，初速为每秒 ７２５
米。１９２５ 年由于改用 ７．５ 毫米枪弹，此弹逐渐消失。
６．５ 毫米三八式步枪弹：最早出现于 １９０５ 年，配发给三八式步枪使用。
三八枪步枪是一支仿毛瑟的武器。该弹弹壳为半底缘式，瓶颈，黄铜制成。
弹壳长 ５０．８ 毫米，弹壳底部直径 １１．４ 毫米。弹头直径 ６．６ 毫米，尖头，铅
合金弹芯，重 ８．９４ 克，初速每秒 ３４６ 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英
国等许多国家生产此种弹。
最早发明冲锋枪的国家
世界上最早发明冲锋枪的国家是意大利。１９１５ 年，意大利人 Ｂ·Ａ·列维
里根据半自由枪机式自动原理，设计了一种能发射 ９ 毫米手枪弹的维·派洛
沙双管自动枪，这就是最早的冲锋枪。由于该枪重量较大，单兵使用因难。

虽然射速高，每分钟达 ３０００ 发，但精度很差，因此未能得到发展。
后来德国人 Ｈ·斯迈塞尔于 １９１８ 年制造出了 ９ 毫米 ＭＰ１８ 式手提式机枪，
该枪虽然精度不太高，射程也较近，但弹匣装弹多，能连续发射，火力猛烈，
且短小轻便，很适于单兵操持在冲锋、反冲锋、巷战和丛林成中使用。１９３６
年—１９３９ 年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使用，效果很好。因此人们就将这种机枪称为
冲锋枪。
最早能连发的火铳
在战场上火器的射击速度决定了火力的强弱。开始只有单发火器，为了
提高射速，增大火力的猛度，人们只能靠简化装填过程和提高射手的技能。
这样虽然射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了 １５ 世纪人
们试图用增多枪的管数来提高射击速度，于是就把数支枪管联结起来捆在一
起，所以就出现了“连发喷射管”“多装火绳枪”“多管式迅雷铳”（注：
公元 １５９８ 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由赵士祯发明制造。）等等类型的枪，
但是效果也不明显。到了 １７ 世纪初，中国首先制造成功了一种能连续发射的
火器——连发火铳。
连发火铳于中国明代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浙江戴梓发明制造。清人
朱克敬在《儒林琐记》一书中记载说：“前明万历时，浙江戴某有巧思，好
与洋人争胜，尝造一鸟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
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动扳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
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由于当时还未出现弹、
药合一的子弹，不能与现代的机枪相比。但是，其基本原理已经与近代的机
枪相近，可以说是近代机枪的雏型。除此之外再未发现比此更早的记载了。
连发铳在作战中使用效果很好，为此戴梓被破格由布衣提升为道员。不
仅如此，多才多艺的戴梓还发明了一种“子母炮”，这种炮“母送子出，坠
而破裂”，威力极为强大，清朝康熙皇帝曾经率领诸臣亲自观看了射击，赐
炮名为“威远将军”，并下令把戴梓的职名镌刻在火炮上，以示殊宠。后来，
康熙亲征噶尔丹，子母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封建王朝因循守旧，又害怕人民掌握武器谋反朝廷，连发铳虽超群
出众，未能推广，后失存了。
最早的单管手摇式重机枪
世界上第一支单管手摇式重机枪是英国 Ｊ·帕克尔发明制造的。为了提
高发射速度，帕克尔制造了一种手摇式重机枪，于 １７１８ 年获得了专利，由于
枪身太重，且装弹困难，未能得到发展。
最早的多管手摇式重机枪
世界上多管手摇式机枪是美国著名的机械师理查德·杰·加特林（１８０８～
１９０３）发明制造的。１８６２ 年，即美国南北战争（１８６１～１８６５）期间，加特林
试图从枪的装填机构方面找出路来提高枪的射速。由此，他设计了一支别具
一格的机枪，即把 ６ 支口径为 １４．７ 毫米的枪管，有机地结合在枪架上，并装

有特殊的击发及连发装置。射击时，射手利用手柄和鼓轮使枪管绕一公共轴
依次转动，鼓轮传动时，传动机构完成打开枪机、装填、闭锁、待发和击发
动作，形成连续发射。据有关资料介绍，一个技术娴熟的射手，每分钟可发
射 ４００ 发左右的子弹。加特林这一突破，打开了连发枪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后来，由手摇改为马达带动。这种重机枪于 １８６２ 年获得专利权，在美国南北
战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一支完全靠弹簧的力量实现连发的单管重机枪
世界上第一支完全靠弹簧的力量实现连发的单管重机枪，是美国克里斯
托夫·斯潘塞在 １８６１ 年设计制造出来的。斯潘塞从小对枪就发生了浓厚的兴
趣，但是当他看到当兵的手里拿的枪都是从枪口装填，打一发需装填一发，
既慢又极其麻烦。因此，他立志长大后要设计一种既打得准又能连续发射的
枪。自 １６ 岁起，经过三年的苦战，连发重机枪终于试制成功了。这支重机枪，
枪托里面开了一个洞，直通弹膛，子弹从枪托洞里一个接一个装进去，靠弹
簧的力量向前送弹，扳机护圈便是控制杆，连着枪机，控制杆向前时，枪机
向后完成开锁和退壳，控制杆回到原位时，下一发子弹即进入弹膛，由此形
成连续发射，枪的口径为 １３．２ 毫米。
１８６１ 年 ５ 月的一天，１９ 岁的斯潘塞拿着这支枪到华盛顿陆军总部进行技
术鉴定，官员们对他冷眼相待，十分看不起他。因为当时北军中用的枪都是
有名的枪械设计师设制各大兵工厂制造的。经过一番周折，斯潘塞终于见到
了北军统帅亚伯拉翰·林肯，林肯听了他一番讲述，又亲眼看了他的实弹射
击，自己又亲手试了试。对这支枪作了充分的肯定。１８６１ 年 ６ 月和 ８ 月，美
国北军的海军部和陆军部分别对他的枪进行了评审。随即进行了批量生产，
于 １８６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正式装备干部队，开始应用于战场。
第一支以火药气体能量为动力完成连发的重机枪
世界上第一支以火药气体能量为动力完成连发的重机枪是美国人海勒
姆·马克沁于 １８８３ 年发明制造的。先前的机枪主要是靠手工操作实现连发，
使用麻烦射速较低，且火药气体的能量白白浪费。１８８２ 年，马克沁赴英国考
察，发现故士们射击时肩膀被枪的后座撞得青一块，紫一块。这说明枪的后
座有相当的能量，而且能量是来源于火药气体。由此，他就决心利用气体的
能量来制造一种能够连发的重机枪。
马克沁开始研制这种重机枪是在英国伦敦克莱肯威尔路 ５７ 哈同花园的
一个小作坊里进行的。他首先改变了传统的供弹方式，制作了一条长 ６ 米的
布质弹链。接着他又制作了其它发射装置，经过几年的努力，一种全新的重
机枪终于问世了。
该枪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火药发火时，膛内火药燃气作 动力，使用枪管
内气体后座的能量，完成开锁、退壳、送弹、重新闭锁循环的一系列动作。
因而使枪的自动化程度基本上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使连发武器又进入了
一个新的历程。因此举世闻名。该枪的一些主要数据是：口径 ７．９ 毫米；枪
管长 ７２１ 毫米、膛线右旋 ４ 条；全长 １１９８ 毫米；枪身连同枪机重 ２０ 公斤，
枪架重 ２９ 公斤，总重量为 ４９ 公斤；使用尖头弹初速每秒 ８７０ 米，重尖头弹

每秒 ７７０ 米；表尺射程使用尖头弹为 ２５００ 米，使用重尖头弹为 ３５００ 米，理
论射速 ６００ 发。马克沁重机枪在英、德、美、俄等军队中得到了广泛的采用。
马克沁重机枪的首次使用，是 １８９３ 年至 １８９４ 年，在罗得西亚州发生的
同麦塔比利—苏鲁士人的战争中。英国仅用了 ５０ 余人的一支小部队，凭 ４
挺马克沁重机枪，在一个多小时战斗中就击退了 ５０００ 多麦塔比利人的几十次
进攻，毙敌 ３０００ 多人，伤若干人。几年后的 １８９８ 年，在苏丹又进行了一次
同样兵力悬殊的战斗，英军仅用 ４８ 人，使用马克沁机枪，一举打死了奥得曼
领导的麦迪伊斯兰教徒 ２００００ 余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会战中，仅
１９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这一天，英军就使用马克沁机枪打死德军 ６００００ 余人。
马克沁重机枪于 １８８４ 年获得专利，现陈立在英国伦敦肯辛顿博物馆内供
人们瞻仰，标牌上写着：“这是世界上第一挺靠火药气体能量来供弹和发射
的武器”。
第一挺轻机枪
世界上第一挺轻机枪是丹麦乌·欧·赫·麦德森将军设计制造的。麦德
森原是一个炮兵上尉，对枪械有浓厚兴趣，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设计制造了一
挺可以装填任何类型步枪弹的机枪，定名为麦德森轻机枪。
麦德森轻机枪，口径为 ８ 毫米，全重 ９．９８ 公斤，装有两只脚架，可抵
肩射击。其主要特点是射击性能十分可靠，而且口径结构多变能适应用户要
求。因此成了火器市场的热门货，仅 １９０２ 年就有 ３４ 个国家定货。麦德森轻
机枪的型号从 Ｍ１９０４ 一直卖到 Ｍ１９５２，几乎经历了半个世纪。
麦德森曾组织了一个辛迪加，自 １８９６ 年建立后，业务发展一直很顺利。
至于麦德森本人，后来晋升为少将，并且还当了一位丹麦的国防部长。
麦德森轻机枪在俄国、荷兰、瑞典、挪威等国中广为应用。到第一次世
界大战时，轻机枪成为步兵重要武器。１９１５ 年德国步兵首先使用，其它国家
也相继使用。主要装备于步兵连，通常每连装备 ６ 挺，但也有的装备 ８—９
挺，最多的达 １２ 挺之多。在战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在空中用机枪射击的人
世界上第一个用机枪在空中射击的人，是美国马里兰州科勒吉帕驻地的
炮兵上尉昌德勒。
１９１１ 年，在美国陆军海岸炮兵部队服役、著名的枪械设计师伊萨·路易
斯少枝，设计制造了一挺 １１．５１ 公斤、发射 ３０／０６ 美国步枪弹、射速为每分
钟 ７５０ 发的气冷式机枪。路易斯想，若能把该枪搬上飞机，将对军事产生极
其重要的作用。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昌德勒的支持。
１９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科勒吉帕克天空格外晴朗。一块长 ２．１ 米、宽 １．８ 米
的白布铺在地上作为射击的目标。路易斯和昌德勒把机枪搬上了飞机，枪口
靠在驾驶员搁脚的横杆上。这是一架莱特 Ｂ 型推进式飞机，驾驶员是特·米
宁上尉。飞机起飞后，当飞到 ７６ 米高度时，昌德勒对准目标发射了一个点射。
三次经过目标，共打了三个点射，结果 ５ 发命中目标。第二天又进行了一次
表演，结果 ４４ 发子弹，１４ 发命中目标，其他也打在目标附近。
昌德勒在飞机上用机枪射击大获成功的消息顿时传遍全国，各家报刊纷

纷刊登这一消息和照片，并预测了它的军事用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飞机就
作为一种武器登上了战场。
射速最高的机枪
世界上发射速度最高的机枪，是美国制造的 Ｍ１３４ 型 ７．６２ 毫米 ６ 管航空
机枪，其射速高达每分钟 ６０００ 发。
几种机枪弹的出现时间
７．７ 毫米九二式机枪弹：用于哈奇开斯公司开发的九二式机枪以及日本
的其它机枪。该弹为半底缘式，瓶颈，黄铜制。弹壳长 ５７．５ 毫米，弹壳底部
直径 １２．０ 毫米，底缘直径 １２．６ 毫米，全弹长 ７９．７ 毫米。弹头直径 ７．９ 毫米，
船尾形底部，重量为 １３．１５ 克。还有穿甲、曳光、燃烧和爆炸等类弹头，以
弹壳口部的色环表示弹种，即粉红色环表示普通弹，黑色表示穿甲弹，绿色
表示曳光弹，品红色表示燃烧 弹，紫色表示爆炸弹等。弹头初速每秒 ６７１
米。
１２．７ 毫米维克斯大口径机枪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发，１９２４ 年为
英国军队正式批准装备。该弹弹壳无底缘，瓶颈，黄铜制。弹壳长 ８０．９ 毫米，
弹壳底部直径 １８．３ 毫米，全弹长 １１０．７ 毫米。弹头具有多种型号，ＭＫ２ 普通
弹头的结构是前弹芯为铝制，后弹芯为铅制，平底，弹重 ３７．５８ 克。弹头初
速每秒 ７５３ 米。
１２．７ 毫米德什卡大口径机枪弹：最早由苏联于 ３０ 年代初列入装备，至
今仍使用。二次大战后，苏联、捷克、印度、埃及、南斯拉夫等国生产此弹。
该弹弹壳无底缘，弹壳长 １０７．５ 毫米，弹壳底部直径 ２１．７ 毫米，弹壳全长
１４６．５ 毫米，弹头直径 １３．０ 毫米。主要有两种弹头：一种是 Ｂ３２ 穿甲弹头，
另一种是 ＢＺＴ４４ 穿甲燃烧曳光弹头。
１２．７ 毫米勃朗宁大口径机枪弹：是美国 １９１８ 年开发的，主要用于装填
航空机枪。该弹弹壳长 ９９．０ 毫米，弹壳底部直径 ２０．３ 毫米，全弹长 １３８．０
毫米，弹头直径 １３．０ 毫米，弹头种类繁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英国、
法国、比利时、西德等 ２８ 个国家生产此弹。
１４．５ 毫米 ＫＰＶ 大口径机枪弹：开始为反坦克枪而设计，定型年代在 ３０
年代后期。后来发现作为高射机枪弹很适合。二次大战后，生产和使用此弹
的主要有苏联、罗马尼亚、埃及、北朝鲜等国。该弹弹壳无底缘，瓶颈，铜
制或钢制。弹壳长 １１３．５ 毫米，弹壳底部直径 ２６．８ 毫米，全弹长 １５５．５ 毫米，
弹头直径 １４．７ 毫米。计有穿燃弹、穿燃曳光弹、高爆燃烧弹和燃烧测距弹等。
初速每秒约 ９７５ 米。
第一支反坦克枪
１９１６ 年英国陆军在法国第一次使用坦克，它的出现开创了陆地战争的新
时代。坦克能够引起士兵的恐惧心理，实践证明，高速大口径火炮是反坦克
的最佳武器，但在前沿冲锋陷阵的步兵分队不可能装备这些武器。步兵只有
依靠自己的火力，才能真正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因而一种新型的反坦克步

枪也就产生了。
德国皇家陆军是第一个遭到坦克攻击的部队，因而研制反坦克步枪最为
积极。于 １９１７ 年就研制成功了一种 １３ 毫米口径机柄回转式反坦克步枪，来
专门对付敌方的坦克。由于该枪体积大，较为笨重，又使用专门制造的弹药，
尽管许多国家少量生产过，但至 １９１８ 年大战结束时就被淘汰了。
１９１８ 年 ２ 月德国又制造出了一种反坦克枪，定名为“毛瑟”反坦克枪。
其口径为 １３ 毫米，全重约 １１．８ 公斤，发射钢芯弹，可在 １１０ 米距离上击穿
２０ 毫米厚的装甲目标。由于该枪重量轻，威力大，被广泛装备干部队使用，
成为世界上真正适用的第一支反坦克枪。
最早研制激光枪的国家
自 １９５８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理斯·汤斯、Ａ·Ｌ·肖洛和苏联 Ｈ·Г·巴
索夫、Ａ·Ｍ·普罗等科学家对激光研究的创造性论文发表以后，世界各国相
继组织人员进行了探索。尤其是美国，至 １９６０ 年，休斯飞机公司 Ｔ·Ｈ·梅
曼就制造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红宝石激光器），１９６１ 年高级研究计
划局又组织了 ７０ 余家机构进行群体攻关，并成立了专门的顾问委员会，经过
十几年的努力，至 ７０ 年代末获得了重大突破。
由于激光辐射与普通光源发出的光辐射不同，在空间和时间上相干（振
荡的相位差恒定）、单色（一个固定的频率）、以很窄的光束定向传播、能
量高度集中、在焦斑处激光功率密度达每平方厘米几亿瓦。因此激光一开始
就倍受军界所睛睐。至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世界上第一支激光枪即在美国诞生了。
激光枪的样式与普通步枪差不多，其结构主要有四大部分组成。第一部
分是激光器，用来发射激光束，犹如普通枪的弹夹和枪膛，它是激光枪的核
心部分。第二部分是激励源，主要是激励激光器产生激光。第三部分是击发
器，似同普通枪的扳机，它是激励控制开关。第四部分是枪托，它是连结激
光枪各部机件的中介。
激光枪的操作与普通枪基本类似，只要缺口、准星、目标三点成一线就
能击中目标。由于激光没有“弹道”，且速度极快，瞄准时不需考虑风、气
温、地形等外界条件对射击的影响。
最早问世的枪族
世界上最早问世的枪族是美国“斯托纳”６３ 式枪族。所谓枪族，是以一
些基本部件为基础，加装其它零部件，用积木的方式，似搭积木玩具一样，
以组成各种不同的枪。美国“斯托纳”６３ 式枪族，是美国的枪械设计师斯托
纳苦心研制的，于 １９６３ 年问世。该枪族可以组合成冲锋枪、步枪、弹链轻机
枪、弹匣轻机枪、轻重两用机枪、坦克机枪等。继美国 ６３ 式枪族问世之后，
西德、捷克、意大利等国也都以步枪为基础，研制出了枪族。苏联也研制出
了 ＡＫＮ 枪族。
信号枪的发明者
世界上最先发明信号枪的是美国海军中尉爱德华·乌·维利。他于 １８７７

年发明了发射信号枪的手枪，后来以其姓氏命名，称之为维利信号枪。
最早的枪弹
世界上最早的纸弹壳枪弹是法国发明制造的。早期的弹药和弹丸里分装
的，射击时不但射速慢，而且极其麻烦。１９ 世纪初，随着火帽的产生，人们
就开始试验定装式枪弹。１８１２ 年法国首先研制成功了四位一体的枪弹，即火
帽、发射药、弹丸和弹壳合为一个整体。这一枪弹的发明，大大简化了从枪
管尾部装填枪弹的操作，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由于当时的弹壳是用纸制作
的，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纸壳枪弹。到了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人们开始用黄铜片
卷制成整体的弹壳，因而又出现了金属弹壳弹。由于金属弹壳大大优于纸弹
壳，所以纸弹壳子弹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被金属子弹所取代。
最早的带壳金属弹头，是 １８７５ 年瑞士首先制造。弹壳和弹头壳均用黄铜
制成，此后又用低碳钢或覆铜钢制成。
最早使用无烟火药的枪弹是法国，于 １８８６ 年首次使用。无烟火药威力
大，残渣少，可提高枪弹的初速。
最早的手榴弹
手榴弹，是手投的用于近战的小型炸弹。世界上这种炸弹最早是由中国
云南哀牢山彝族人民制造的。
哀牢山彝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狩猎过程中，发明制造了一种手投式“葫
芦飞雷”，用以发展生产。“葫芦飞雷”是在于老的葫芦内装入火药和碎铁
（铅）块或铁矿石渣，葫芦颈部装上“导火索”——火草。火草是当地的野
生植物，剥其叶背上的皮晒干，捻成线，然后投入木炭热灰中即炮制成了一
点即燃的火草。葫芦飞雷装入网袋之中，狩猎中发现成群结队的走兽时，猎
手即点燃火草，将其投入兽群之中，火草引燃火药引起爆炸，碎铁（铅）块
或铁矿石渣四处飞溅，将走兽杀伤。到了 １９ 世纪，“葫芦飞雷”又成了战争
中的重要武器。公元 １８５８ 年（清咸丰 ８ 年）秋末，彝族起义军在 嘉反清战
役中第一次使用了“葫芦飞雷”，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初步显示了它的威力。
最早的火箭筒
世界上最早的火箭筒是美国 １９４２ 年试制成功的第一式（Ｍ１）火箭筒。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坦克广泛使用于战场，靠单兵投放炸药包来对付敌人的坦
克很不适应作战的要求，迫切需要一种单兵能够携带，操作比较方便，使用
灵活的反坦克武器来对付敌人的坦克。许多国家的军工厂都相继进行了研
究。１９４０ 年，美国一个兵工厂的工人，从流星上升火炮（流星上升火炮近似
于中国儿童玩具中的冲天炮）中得到启示，随即进行了设计和制造，于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研制成功，随即投入生产，仅 ６ 月一个月就生产了 ５０００ 具并交付使用。
当时未给它定名，由于它的外形很象当时美国喜剧演员用的一种管乐——巴
祖卡，因而士兵称它为“巴祖卡”。
第一式火箭筒的使用方法是，把一枚火箭弹从后端装入火箭筒内，以一
根电线连接，当操作手扣动扳机时，在握把内的两个电池随即接通电源而通

电，火箭即被击发出去。火箭具有热弹头，可以击穿 １２７～１５２ 毫米厚的装甲。
第一式火箭筒的战术技术性能是：操作员 ２ 人；发射筒重 ５．９６ 公斤，长
１．５４９ 米；火箭长 ０．４９２ 米，重 １．５２ 公斤；发射初速每秒 ８３ 米；有效射程
２００ 米，最大射程 ６４０ 米。
美军于 １９４２ 年首次在突尼西亚战场上使用，效果良好，严重地打击了德
军坦克。该火箭筒由于筒身太长，携带不够方便。后几经改进，使各部机件
趋于科学合理，至 １９４３ 年发展到了第九式。１９４３ 年中国曾购买了美国的第
六式和第七式火箭筒。
最早的一次使用型火箭筒
为了减小发射痕迹和噪声，７０ 年代初联邦德国根据平衡抛射原理，采用
封闭发射技术，从筒后抛出塑料薄片作平衡物质以抵消武器坐力，研制成了
“弓弩”型火箭筒。该火箭筒为一次使用型，系统重量 ７．２９ 公斤，有效射程
３００ 米，垂直破甲厚度 ３００ 毫米，发射时仅有微声，无烟、无光、无后喷火，
可在堑壕等狭窄空间内发射。
口径最大的反坦克火箭筒
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反坦克火箭筒是法国研制的 ＡＣ—ＨＰＬ。该火箭筒口径
为 １５０ 毫米，有效射程 ６００ 米，弹重 ７．８ 公斤、战斗全重 １４．５ 公斤，破甲厚
度为 ８００ 毫米。
射程最大的火箭筒
世界上射程最大的火箭筒是苏联制造的 ＰｈＦ—９ 式反坦克火箭筒。该火箭
筒的有效射程为 ９００ 米，比法国的 Ｆ１ 式“斯特安”火箭筒要大 １００ 余米。其
它技术性能是：口径 ７３ 毫米，射速每秒 ４３５ 米，弹重 １．８７ 公斤，战斗全重
５５ 公斤（带三脚架），破甲厚度 ３９０ 毫米，需 ２—３ 人操作。１９６８ 年装备部
队，主要装备步兵营反坦克排。
最早的反坦克火箭弹
反坦克火箭弹是近战轻型反坦克火箭武器。最早在战争中使用这种反坦
克弹的是德国。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了加强反坦克能力，在
战争中使用了这种弹。这种弹，由带尾翼的超口径空心装药榴弹（由风帽、
药型罩、爆炸装药、榴弹弹体组成。）装有发射药的两端敞开的发射筒（由
传爆机构、引信、榴弹的木柄、火药抛射药、发射筒组成）。发射机构和表
尺组成。由 Ｆ－１ 和 Ｆ－２ 两种弹型，其射程都在 ３０ 米以内。Ｆ－１ 全重 ５．３５ 公
斤，Ｆ－２ 全重 ３．２５ 公斤，Ｆ－１ 榴弹重量为 ２．８ 公斤，Ｆ－２ 榴弹重量为 １．６５ 公
斤，垂直穿甲力分别为 ２００ 和 １４０ 毫米。射击时从发射筒向后喷出火焰长达
４ 米，无后座力。实质上，是射击坦克和其它装甲目标时使用的具有一次性
的效用火箭筒。

第一枚反坦克导弹
世界上第一枚反坦克导弹是德国制造的“Ｘ－７”反坦克导弹（俗称“小红
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各主战国坦克的数量急剧增加，战场上坦克广
为使用。德国为了有效地对付对方的坦克。在 ４０ 年代中期研制了一种反坦克
导弹“Ｘ－７”。该导弹直径为 １３０ 毫米。发动机是一台二级固体火箭发动机。
飞行速度每秒钟可达 ９０ 米。制导方式，是用导线制导，最大制导距离可达
１２００ 米。由于到了战争后期，德国又临战败，该种导弹未能在战争中使用。
自第一枚反坦克导弹诞生至今，现发展了三代。第一代：主要代表是苏
联的“甲鱼”、法国的“ＳＳ－１０”、西德的“眼镜蛇”、英国的“警惕式”、
瑞士的“蚊”、日本的“马特”等。这一代导弹的主要特点是：飞行速度慢，
“死区”大和射手训练困难。第二代：主要代表是，美国的“陶”式、苏联
的“柴捆”、法国的“‘哈喷”、法德的“米兰”、“霍特”、日本的“ＫＡＭ－９”、
英国的“摆火”等。主要特点是，采用目视瞄准、红外光跟踪，半自动有线
指令制导。“死角”大为减小，飞行高度、命中精度有较大提高，射手负担
略有减轻。但由于通过导线传输指令，所以导弹的 速度、射距受到限制，且
易断线，可靠性较差。第三代：主要代表是，美国的“海尔法”“橡树棍”、
苏联的“拍打者”、法国的“阿克拉”、英国的“阿特拉斯”、意大利的“鹞”、
日本的“中马特”等。主要特点是，采用半主动或被动制导方式，去掉了导
线，打出去后就不要管它。主要制导方式有：激光制导、红外制导、红外热
成象制导、毫米波制导、激光半主动制导和电视制导等。
最早在战争中使用的反坦克导弹
世界上最早在战争中使用反坦克导弹的是法国。１９５６ 年法国在同阿尔及
利亚的战争中第一次使用了“ＳＳ－１０”和“ＳＳ－１１”反坦克导弹。这两种导弹
是法国 １９５３ 年前后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的。ＳＳ－１１ 导弹，采用有线、手控制
导，射程为 ５００—３０００ 米，飞行速度 １６０ 米／秒，弹径 １６４ 毫米、弹长 １２１０
毫米，翼展 ５００ 毫米，弹重 ２９．４ 公斤，破甲厚度 ６０Ｏ 毫米。
最长距离的徒步行军
世界上最长距离的徒步行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由江西瑞金
至陕北延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江西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粉碎了
敌人的四次围剿。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了第
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长征于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中旬，从江西瑞金出发，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到达延安。
在 ３６８ 天中，纵横 １１ 个省，跨越了 １８ 座大山，渡过了 ６ 条大河，进行了几
百次故斗，击溃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个艰难险阻，靠两条
腿走完了 ２５０００ 里，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红军出发时 ３０ 万人，最后仅有
３ 万人。
最庞大的陆军

世界上最庞大的陆军是苏联。据 １９８６ 年有关资料透露。苏联陆军总兵力
为 １９９５０００ 人。共有 ５１ 个坦克师、１４１ 个摩托化步兵师、７ 个空降师又 ８ 个
空中突击旅和 １６ 个炮兵师等。主要武器装备有：坦克 ５２６００ 辆（其中主战坦
克 Ｔ－５４ 和 Ｔ－６２ 坦克 ３３５００ 辆，Ｔ－６４ 坦克 ９３００ 辆，Ｔ－７２ 和 Ｔ－８０ 坦克 ９８００
辆）；装甲战斗车辆 ７００００ 辆（其中步兵战斗车 ２７０００ 辆、装甲输送车 ３５５００
辆），各种火炮 ３３０００ 门（其中自行火炮 ４７００ 门、多管火箭炮 ６２００ 门、１２０
毫米迫击炮 １１０００ 门）；地地导弹 １５００ 部发射架（其中蛙式导弹 ７５０ 部、飞
毛腿导弹 ６００ 部）：高炮 ２１０００ 门；防空导弹 ４３００ 个数人操作的野战机动系
统（约 ４４０ 个单位）；直升机 ４３００ 架（其中武装直升机 １２５０ 架、运输直升
机空 ３００ 架）以及反坦克导弹等。
骑兵之源
《古史考》云：“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
《世本》曰：“相土作乘马。”可见，在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前，我国就有驯
养牛马之术。但据史料记载，夏初至春秋末年，马仅用于驾车，单骑之术约
在公元前一千年才有。《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
襄公二十六年：“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吕氏春秋·不苟篇》：“衰曰……
赏其未则骑乘者存”；《管子·小匡》：“中救晋公，禽狄王，而骑寇始服”。
史学家们认为此即为骑术（骑兵）之始。随着骑术之发展骑兵部队也随之而
生。《史记·赵世家》王曰：“今吾将胡服射以教百姓”，又曰：“寡人无
舟揖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落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
秦、韩之边。”顾炎武说：“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是以
公子成之徒谏胡服而不谏骑射，意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有之者矣。”据
此可知，骑兵源于昭王（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至灵王（公元前 ５７１ 年）之间，而
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独立的骑兵部队始建于灵王即位之时。
第一个机器兵
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士兵是美国的“普罗拉”，于 １９８４ 年服役。普罗拉
的司令部——大脑，是由高性能微电脑组成，眼睛由电视摄像机担任。普罗
拉不仅具有感觉和思维的功能，而且还能自由自在的四处活动。它在军中主
要担任巡逻放哨和攻防战斗中的作战任务。在巡逻放哨时，如果发现敌情，
它可喝令其停止移动，如果不服从指令，即对其迅速准确地进行射击，将其
击毙。不仅如此，它还能运用无线电向指挥部报告情况，接受指令。
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入伍，引起了各国军界的高度重视，自此许许多多
形形色色的机器人相继问世。英国制成了工兵机器人，可执行探雷排雷任务；
苏联制成了炮兵机器人，可自动调整火炮，装填弹药，……随着科学技术的
飞速发展，机器人将更多的被“征召”入伍。据有人预测，至 １９９０ 年，军中
机器人可达百万之众，奇特的机器人部队即将问世，机器人部队与机器人部
队作战也必然出现。
最早的炮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炮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军队作战就使用了抛
石机名叫“礮”（为炮的异体字），以抛射石头来击伤敌人。公元 ５ 世纪，
我国制造出了一种发射石头用的“ ”。所谓“ ”，
《说文·■部》：
“ ，……
一曰：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以机，以追敌也”。《说文·厂部》：“厥（“厥”
与“ ”古韵同部，故可通），发石也”。据资料介绍，这种抛石机能将十
余斤重的石头发射至 １５０ 余米远，可见，当时已到了比较先进的程度。《范
蠡兵法》中就有“飞石 １２ 斤，为机发射 ２００ 步”的记载。为此，在作战中曾
广泛使用，故有“身当矢 ，再对贼锋”之说（《晋书·卞壶传》）。
公元 ７ 世纪，中国发明了火药之后，又开始发明了用机抛射火药。公元
１０ 世纪，唐哀帝时，郑璠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曾“发机飞火烧龙沙
门”。这种发机飞火就是当时的“火炮”。到了 １３ 世纪，我国制造出了金属
身管发射铁弹丸的管形火铳。后来火铳向两个方向发展，小的发展成枪，大
的发展为炮。《明史》中记载说“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
这两类火铳就是现代火炮和步枪的雏形。现存于历史博物馆的一尊铜火铳是
元代至顺三年（１３３２ 年）制成的。炮重 ６．９４ 公斤，长 ３５．３ 公分，口径 １０５
毫米。炮身上铸有“至顺三年二月十四日，绥边讨寇军，第三百号马山等铭
文”。铳的后部有两个方孔，可装耳轴。这种火铳发射时，从点火孔装入引
线，从铳口装入火药和弹丸，用火点燃引线引着火药，把弹丸射出，以杀伤
敌人。这尊火铳，就是世界上第一门真正的火炮。
１３ 世纪，中国又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箭发射装置。宋理宗绍定五年
（１２３２ 年），金兵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守城的宋兵就使用了火箭的
发射装置，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火箭发射装置，即现代火箭炮的雏形。后来，
火箭发射装置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茅元仪 １６２１ 年所撰的《武备志》记载，
中国明朝的火箭及发射装置就达几十种之多，有一发百矢的“百虎齐奔箭”，
也有可连续两次齐射的“群鹰逐兔箭”等等。那时火箭的推进剂主要是黑火
药，只能发射较轻的箭矢或纵火物，射程仅达几百步。
第一门有螺旋膛线的炮
世界上第一门有螺旋膛线的炮产生于 １９ 世纪中叶意大利。在此以前火炮
均为滑膛炮，从炮口袋填，射击时极不方便。后来人们为了装填方便，在炮
管内制作了直膛线。虽然装填方便了些，但是发射速度慢，射击精度低、射
程近的问题并未解决。１９ 纪世 ３０ 年代前后欧洲一些国家进行了螺旋 线膛炮
的研究。到了 １８４６ 年，意大利陆军少校 Ｇ·卡韦利首先研制成功了第一门螺
旋线膛炮。该炮从后膛装填，炮管中有两条旋转的来福线，发射圆柱锥形头
爆炸弹。由于该炮管里有螺旋膛线，所以炮弹发射后弹丸旋转，飞行稳定，
提高了射击精度，增大了火炮射程。螺旋线膛炮的产生，是火炮结构上的一
次重大变革，直到现在这种螺旋线膛炮还被广泛运用。
最早的高射炮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飞机在战场上得到了使用，严重威胁了作战部队上
空安全，因而人们就产生了用一种炮来击落飞机的想法。法国人首先将他们

有名的 ７５ 毫米野战炮装在军车后面，以随时准备击落敌方的飞机。７５ 毫米
野战炮，口径为 ７５ 毫米，最大射程 ６８５８ 米，战斗全重 １２０５ 公斤，发射速度
每分钟 ２０ 发（快速）、慢速每分钟 ６ 发。该炮于 １８９７ 年由法国制造，共制
造了 １７０００ 门。
公元 １９１５ 年，法国曾供给了一部给英国使用，后来因为法国本身的数量
不够，只能供给英国炮管和制动装置。欧得兰斯工厂很快地发展出了供 ７５
毫米高射炮用的炮座，即把它安装在戴恩车的尾部，起重机是在炮发射时用
来稳定的装置。经过改进，此炮的旋转度为左右 １２０ 度，射角可达到 ０ 度至
７０ 度，炮膛装置是由离心螺旋式配合撞击机械所构成，制动系统是属于诺登
费尔特气压式制动系统。英军一直使用这种高射炮到 １９２０ 年。
第一门多管火箭炮
世界上第一门多管火箭炮是苏联 １９３３ 年制造的“卡秋莎”。它装有轨式
定向器，可联装 １６ 发弹径为 １３２ 毫米的尾翼式火箭弹，最大射程 ８５００ 米，
由于发射时易暴露阵地，因此安装在卡车上，以迅速转移其发射位置。在伟
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这种火箭炮射击效率高，外
形不寻常，齐射的声音独特，因而驰名前线。为了保守秘密，没有给此炮定
名，仅在发射架上标有以字母“Ｋ”表示的工厂（以共产国际命名的沃罗涅日
工厂）牌号。很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在操作该炮的战士中间就出现了“卡秋
莎”这个随意起的名称，并且迅速在军队中传播开来。
发射管最多的火箭炮
意大利“菲洛斯”６ 式火箭炮是世界上发射管最多的火箭炮，管数达 ４８
个，比苏联 ＢＭ－２１ 式火箭炮多 ８ 个发射管，比联邦德国 ＳＦ 式多 １２ 个发射管。
其它技术性能是：弹径 ５１ 毫米、全弹重 ４．８ 公斤、战斗部重 ２．２ 公斤；最大
射程 ６５００ 米。
第一门迫击炮
世界上第一门迫击炮，是俄国 １９０７ 年 ９—１０ 月制造的。该炮使用长杆超
口径迫击炮弹，弹重 １１．５ 公斤，射程为 ５０—４００ 米，炮身射角为 ４５°—６５
°。迫击炮是用座钣承受后射迫击炮弹的曲射火炮。其主要特点是：射角大，
弹道弯曲，初速小，最小射程近，适于对近距离遮蔽物后的目标和反斜面上
的目标射击，杀伤效果好；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体积小重量轻，适于随伴
步兵迅速隐蔽地行动，使用爆破榴弹能杀伤暴露的有生力量、毁伤敌技术装
备。俄国制造的第一门迫击炮首次在旅顺口防御战中得到了使用。此后其它
国家也研制了迫击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堑壕战的发展，迫击炮开始
被各国所重视，军队开始装备，并在战争中得到了使用。
口径最大的迫击炮
世界上口径最大的迫击炮是美国设计制造的“小戴维”。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盟军为了从正面攻破德军的齐格非防线，专门设计制造了这门杀伤
威力强大的迫击炮。该迫击炮口径为 ９２０ 毫米，炮的底座重 ７２５６０ 公斤，炮
筒重 ６５３０４ 公斤，发射的炮弹弹头重 １７００ 公斤。该炮刚制造完毕，准备投入
战斗时，盟军已突破了齐格非防线，突入了德国境内。所以该迫击炮在战争
中未能投入使用就宣布退出现役。现在该炮陈列在美国马里兰州阿伯丁陆军
军械博物馆内。
另外，１８５７ 年英国伍尔维奇兵工厂制造的一门叫马勒兹迫击炮，口径也
达 ９２０ 毫米，在战争中也从未使用过。
第一门反坦克炮
反坦克炮，主要是对坦克和装甲目标射击的弹道低伸的火炮。它炮身长，
初速大，直射距离远，发射速度快，射角范围小，火线高度低。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坦克运用于战场，因而这种火炮也就产生了。最先研制出这种炮的
是法国。１９１６ 年，世界上第一门反坦克炮“乐天”牌研制成功。它炮筒长，
膛内压力大，初速较大，主要使用实心穿甲炮弹。此后，２０ 年代瑞士制成了
２０ 毫米自动反坦克炮；３０ 年代德国和苏联研制成功了 ３７ 毫米和 ４５ 毫米反坦
克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出现了 ５７、８８、９０、１００ 毫米反坦克炮；６０ 年代
苏联又制成了 Ｔ－１２ 型 １００ 毫米反坦克炮，７０ 年代奥地利又制造成功了 １０５
毫米反坦克炮。
最早的自行反坦克炮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坦克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反坦克炮基本上采用的
是普通炮兵的转移和使动方法，机动不便。德国人首先看到了当时反坦克炮
的弱点，他们认为：“如果反坦克炮不配置在敌人坦克威胁的方向上，那么
这些大炮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没有这么多的反坦克炮可以用来到处设防，所
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设法使这些火炮跑得和敌人的坦克一样快”。德国人鉴
于上述的想法，开始着手试制这种反坦克炮。１９３９ 年，柏林的阿尔凯特公司
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自行反坦克炮，命名为“Ｔ１ 自行反坦克炮”。该炮采用
的是捷克制造的 ４７ 毫米反坦克炮，因为捷克被吞并后，此种火炮被源源不断
地运到德国。当时，４７ 毫米炮的性能是最佳的。阿尔凯公司把 Ｔ１ 坦克去掉
炮塔，在原来炮塔的位置上安装了一个外形奇特的钢箱。钢箱三面围住炮架，
背面是敝开的，顶部无盖，三面略向内倾，以便加强防穿甲弹的能力。钢箱
的前面和两侧装甲厚为 １４．５ 毫米、两侧护板很短，甚至达不到炮尾后部。实
际上，它只靠前面的护板提供防护。火炮的左右射向为 １５°，仰角为 １２°，
炮弹初速 ２５４３ 英尺／秒（７７５ 米／秒），炮弹基数 ８６ 发。
Ｔｌ 自行反坦克炮 １９４０ 年装备部队。实战证明它的性能是良好的。Ｔ１ 自
行反坦克炮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世界上第一种被用于实践的反坦克炮，在此基
础上，世界各国相继生产了自己的反坦克火炮。
Ｔ１ 自行反坦克炮的性能是：
乘员：３ 人；武器：１ 门 Ｐａｋ（ｔ）Ｌ／４３·３ 式 ４７ 毫米火炮；装甲厚度：７
—１３ 毫米，车长 ４．４２ 米，车宽 １．８５ 米，车高 ２．２５ 米，车重 ６．４ 吨，单位
压力 ０．４７ 公斤／厘米 ２，单位功率 １５．８７ 马力／吨。发动机采用“马巴赫”ＮＬ３８ＴＲ

型 ６ 缺直列水冷式汽油发动机；每分钟 ３０００ 转时为 １００ 制马力。公路行驶速
度 ４０ 公里／小时，行程 １４０ 公里，通过垂直高度 ０．３５ 米，越壕宽 １．４ 米，涉
水深 ０．５８ 米，爬坡角 ３０°。
最早能发射原子弹的火炮
美国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５０ 年间研制生产的原子弹极其笨重，需要用重型轰炸
机来携带投掷，目的是对付敌方重要目标，实行战略轰炸。１９５０ 年后，美国
为将原子弹使用于战术范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制定了研究和发展战术核武
器计划，该计划得到军方的大力协作和支持，陆、海、空分担了战术核武器
的研制经费。他们首先将 １９４９ 年研制的 ２６０ 毫米的常规火炮改为 ２８０ 毫米能
发射原子弹火炮，此后又制造了这种炮的运载车辆，设计了一套辅助操作规
程。１９５１ 年该炮试验发射成功，１９５２ 年该炮的弹丸（原子弹头）被验收定型。
陆军参谋长上将 Ｊ·劳顿·柯林斯对这种能发射原子弹的火炮十分重视，并
主张军队必须发展具有核攻击能力的原子炮兵。
现在，这种 ２８０ 毫米的原子炮已被淘汰，但它却是现代原子炮兵装备的
先驱。
现役最大的核火炮
世界上现役口径最大、射程最远、火力最强、机动性能最好的核火炮是
美国 １９５０ 年研制。经过二十余年改进，于 １９８０ 年拨款 ２．５２３ 亿美元，投入
批量生产的 Ｍ１１０Ａ２（ＳＰ）型 ２０３ 毫米自行核火炮。该炮具有发射核弹的特殊
装置，射程为 ２９０００ 米，重量为 ２８３４９ 公斤，射速为 ２ 分钟 １ 发，乘员 １３
人。
该炮既可发射核弹，也可发射二元化学弹。核弹为 Ｗ３３ 型、Ｗ７９ 型和 ＸＭ
—７５３ 型冲击喷气式内装 Ｗ７５ 型核装料的战术中子弹。Ｗ３３ 型核弹重量为
１１９．７ 公斤，ＴＮＴ 当量为 １２０００ 吨。Ｗ７９ 型核弹重量为 ９８ 公斤，ＴＮＴ 当量为
２０００ 吨。二元化学弹为 ＸＭ—７３６ 型，弹重 ９２．２３ 公斤，弹内装维埃克斯的两
个组分，上室装 ＯＬ 组分，下室装 ＮＭ 组分，发射后两组分的隔板破裂，借助
弹体旋转及运动的作用使组分混合，生产维埃克斯毒剂，造成化学杀伤。除
此，还能发射常规炮弹。
这种火炮装配在履带式牵引车上，公路行驶速度为每小时 ５４，７ 公里，
还可在 １０７ 厘米的水中行驶。截止 １９８３ 年，美国陆军已装备部队 Ｍ１１０ 型 ２０３
毫米核火炮 １０４６ 门。
最早的无后坐力炮
无后坐力炮是一种炮尾有喷气孔，发射时炮身的后坐力被向后喷出气体
的反作用力所抵销，所以它是一种发射时没有后坐的火炮。这种火炮结构简
单、体积小、重量轻、操作和携带方便。通常采用定向装药的穿透力很强的
炮弹，能摧毁装甲车辆、火力点和堡垒，是步兵一种较为理想的伴随火炮，
最早研制成功无后坐力炮的是美国，１９１４ 年一种发射时两管对接的无后坐力
炮问世。这种火炮在向前射出一弹丸的同时，向后射出一铅油质配重体，使

炮身不后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运用。此后 ２０ 至 ３０ 年代俄国人制成
了带喷管的无后坐力炮，即 Ｂ·Ｍ·特罗菲莫夫、Ｅ·Ａ·别尔卡洛夫和Л·Ｂ·库
尔契夫斯基的动力反作用炮。
最早能发射核弹药的无后坐力炮
世界上最早研制能发射核弹药的无坐力炮是美国。美国于 ５０ 年开始研制
了两种型号的这种炮。轻型便携式重约 ５０ 公斤，射程达 ２０００ 米，重型车载
式重 １５０ 公斤，射程达 ４０００ 米。均系滑膛炮管。２７９ 毫米超口径核弹的 ＴＮＴ
当量小于 １００ 吨。这两种均命名为“大卫·克罗科特”无后坐力炮，于 １９６１
年开始在军队中服役，列入正式装备。６０ 年代未，由于研制了能发射核弹药
的 １５５ 毫米榴弹炮，“大卫·克罗科特”即退出现役。
口径最大的无后坐力炮
世界上口径最大的无后坐力炮是英国的“翁巴特”１２０ 毫米无后坐力炮。
该炮口径为 １２０ 毫米，比苏联的Б１１ 式 １０７ 毫米无后坐力炮口径要大 １３ 毫
米。其它技术性能是：初速为每秒 ４６２ 米，直射距离 ５００ 米；有效射程 ９１４
米、最大射程 １４５０ 米，最大射速每分钟 ５ 发；战斗全重 ２９５ 公斤，配用破甲
弹和榴弹，全重 ２７．２４ 公斤；破甲厚度 ４００ 毫米，汽车牵引。于 １９６４ 年装备
部队。
射程最大的火炮
１９６８ 年，在巴巴多斯有一门 Ｈ·Ａ·Ｒ·Ｐ４１９ 毫米的双管火炮，把一发重
９０ 公斤的炮弹发射到了 １２１９００ 米的高空。这是世界上射高最大的一门火炮。
著名的“粗贝尔塔”火炮，也称“巨人”加农炮，口径为 ２１０ 毫米，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轰击了巴黎，最大射程达 １２０ 公里（设计射程为 １２７．９ 公
里），这是世界上射程最远的火炮。
重量最大的火炮
１９５４ 年在西德法兰克福附近发现了施韦勒·古斯塔夫和多罗型大炮的残
片。这种大炮的炮管长 ２９ 米，口径为 ８００ 毫米，可装填无烟火药 ２０００ 多公
斤，能发射一颗重 ４８００ 公斤的炮弹，射程为 ５５ 公里。该炮曾发射过一发 ７
吨重的炮弹，射程达 ３５ 公里。这种火炮重 １３４４ 吨。如要发射炮弹，”需 １５００
人（包括火炮操作和保障人员）。该炮是世界上最重的炮。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 １９４２ 年），德国还制造了一种铁道炮，
这种炮重达 １３２８ 吨。
炮管最长的炮
世界上炮管最长的炮是“巴黎大炮”。由于该炮专门为轰击巴黎而设计
制造，故称之为巴黎大炮。

巴黎大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德国克鲁普公司和海军根据鲁登道夫
的设计思想联合设计制造的（设计始于 １９１６ 年）。该炮炮管长 ３６ 米（一说
３４ 米），外缘口径为 ３８０ 毫米，内缘口径为 ２２９ 毫米，最大射程 １１９ 公里，
战斗全重 １４０ 吨，整个组件旋固在铁道上，以最大射程发射时炮管仰角为 ５５
度（一般火炮仰角为 ４５ 度）。发射时，首先迅速将炮弹射到平流层，使炮弹
几乎在真空的上空滑过，这样避免了大气阻力减缓它的速度，尔后由重力把
它拉下来，比较陡峭地击落地面，摧毁地面目标。
巴黎大炮使用的是特殊弹药，每发炮弹重 １２０ 公斤，使用时每发炮弹都
要经过精确计算。因为每发射一发，其炮管体积就会稍稍地膨胀，因此后一
次发射的炮弹要比前一次大一些。炮管的寿命只能发射 ６０ 至 ７０ 发炮弹。
巴黎大炮 １９１７ 年制造出来后，被秘密地运送到里昂附近的森林中，即特
别准备的发射阵地。于 １９１８ 年 ３ 月服役。第一发炮弹是在同年 ３ 月 ２３ 日早
上发射的，炮弹飞行了 １１３ 公里击中了巴黎。巴黎人既未看见飞机投弹，又
未看见大炮发射，感到莫明其妙，十分恐慌。这一天一共发射了 ２２ 发炮弹，
共杀伤 ５１ 人（其中伤 ２９ 人、亡 ２２ 人）。
该炮零零散散一直发射至 ５ 月 １ 日。５ 月 ２７ 日转移到了新的地点维续发
射。３６７ 发炮弹的最后一发是在 ８ 月 １８ 日发射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巴
黎大炮共杀伤人员 ８７６ 人，其中伤 ６２０ 人，亡 ２５６ 人。
发射石弹口径最大的炮
１４５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 ５ 月 ２９ 日，土耳其用一门臼炮轰击君士坦丁堡（即
现伊斯坦布尔）的城墙。这门臼炮需要 ６０ 头牛和 ２００ 个身强力壮的人才能拉
动，每天只能发射 ７ 发炮弹，炮弹是由重 ５４４ 公斤的石头制成。这门炮身长
７．９２ 米，口径为 １０６６ 毫米，它是世界上发射石弹口径最大的臼炮。
发射铁弹口径最大的炮
沙皇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统治时期，为保卫莫斯科克里姆林官，于 １５８６
年由俄罗斯铸炮工匠安德烈·乔霍夫铸造了一种轰天式的铜制滑膛火炮。这
门炮发射空心球形生气弹，每发重约 ２ 吨。口径为 ９１５ 毫米，是世界上发射
铁弹丸口径最大的火炮。这门炮带炮架重 ８０ 吨，炮身长 ５．３４ 米，炮身的铜
式弹膛长 １．７４ 米，直径达 ４４０ 毫米，炮身壁厚 １５０—３９０ 毫米，并有沉重的
耳轴。炮身的无缝后壁厚 ４２０ 毫兴，后壁上部有一直径为 １０ 毫米的点火孔。
孔旁有一方形深火药槽，并有槽盖。开始，人们用粗大的木滚移动这门炮。
１８３５ 年，彼得堡铸造厂为这门炮铸造了装饰性炮架。由于这门炮身躯庞大，
因而取名为“大炮王”。目前，该炮陈列在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官内。
最早的榴弹
最初的火炮使用球形炮弹和装有燃烧混合剂的袋形燃烧弹射击。１５ 世纪
出现了铁弹、铅弹。后来又出现了铸铁弹，从而可以在保持炮弹冲击能的条
件下，减小口径，提高火炮的机动性，同时增大射程。但是，发射的炮弹落
地后不爆炸，所以杀伤威力很小。１６ 世纪后，法国发明了铁弹丸或铅弹丸的

需弹。随后，英国人又发明了一种装有许多金属弹子的炮弹。炮弹落地后发
生爆炸，很多弹子四处飞散，增大了杀伤范围和杀伤威力。由于这种炮弹象
石榴一样多籽，所以人们形象地称它”‘榴弹”，榴弹由此而得名。后来人
们又把发射这种炮弹的火炮称为榴弹炮。
第一发核炮弹
世界上第一发核炮弹是美国发射的。美国自 １９４５ 年制造出第一批原子弹
后就开始研制战术原子弹，１９５１ 年试验了千吨和百吨级的核装置，于 １９５３
年在内华达试验场，用 ２８０ 毫米加农炮发射了世界上第一发炮弹成功。同年
１０ 月将这种核炮弹部署在欧洲地区，１９５４ 年开始装备战术核导弹。
最早的电磁炮试验装置
世界上最早的电磁炮试验装置是澳大利亚。早在 １９ 世纪，科学家们就发
现在磁场中的电荷和电流会受到洛仑兹力的作用。２０ 世纪初，利用洛仑兹力
发射炮弹就有人提出过设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德国、日本都曾研
究过电磁炮。二次大战后，其它一些国家也进行了一些研究。７０ 年代后，有
了较大的进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建造了第一台电磁发射装置，将 ３ 克重的
塑料块（炮弹）加速到每秒 ６０００ 米。此后，澳、美科学家制造了不同类型的
实验样机。用单极发电机供电的电磁炮，能把 ３１８ 克重的炮弹加速到每秒 ４２００
米的速度。磁通压缩型电磁炮已能将 ２ 克重的炮弹加速到每秒 １１０００ 米的速
度。
最早编制射表的人
世界上最早编制不计空气阻力射表的人是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Ｇ·伽利略（１５６４～１６４２），他于 １６３８ 年首先提出了弹丸在只考虑重力作用
下运动的抛物线理论，在此基础上，编制出了第一张不计空气阻力的射表。
世界上最早编制考虑空气阻力的射表的人是 Ｆ．格雷文尼兹，他于 １７６４
年出版了采用欧拉解法编制的射表。即第一个考虑空气阻力的射表。
最早组建炮兵团的国家
炮兵最早出现于 １４ 世纪，但真正组建炮兵团那是 １７ 世纪中叶的事。起
初操纵火炮的人不是战士，而是工匠，即使炮兵指挥官也不是军官。到了 １７
世纪初，法国首先将操纵火炮和担任指挥的人纳入军队的正式编制，并建立
了炮兵分队，由炮兵下士和炮手组成。到 １６７１ 年真正建立炮兵部队——炮兵
团，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炮兵团。并规定了炮兵各级军官的职务和军衔等级，
废止了旧的制度。因此，也有人把这个炮兵团的成立，视为炮兵这一新的兵
种的真正诞生，以及炮兵军衔之始。
最早的炮火支援

炮火支援、是步兵、坦克发起冲击后，炮兵以不间断的火力支援其战斗
行动。炮兵的这一运用方式最早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２０ 世纪初，火
炮的数量急剧增加，射程增大，射击精度大为提高，为以不间断的火力支援
步兵冲击提供了条件。１９１６ 年德国军队在带决战性的战役——凡尔登战役
中，首先运用了炮火支援，他们在冲击的步兵前方以炮兵火力构成了一道移
动的弹幕，掩护步兵冲击前进，后来人们称之谓“徐进弹幕射击”，开创了
炮火支援的先例。此后被其它国家所仿效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炮火支援
的射击方法也逐渐增多起来，成了炮兵以火力协同步兵和坦克进攻的主要手
段之一。
最早牵引火炮的汽车
１８ 世纪中叶前，火炮的牵引主要靠兽力或人力。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
欧洲各国军队中火炮口径和射程越来越大，因而火炮的重量也急剧增加。用
人推马拉的办法，已难以保障军队作战行动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法
国炮兵军官尼古拉·约瑟夫·居尼奥开始研究和制造蒸汽汽车，于 １７６９ 年研
制成功，开创了人类运用机械动力牵引火炮和运输的新纪元。居尼奥汽车，
有一较长的车架，车架下面装有三个轮子，车架前端装有一个大锅炉。锅炉
上装有一根导管，将蒸汽引入车子前轮上方的气缸里，推动活塞。活塞与曲
轴相连，曲轴又和前轮相连，从而使车子运动。这辆车子外表看来十分丑陋，
但力气很大，当时有关这辆车子报导的报纸《指导报》现在还陈列在法国巴
黎图书馆内，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它的力量异常强大，甚至没有方法
驾驭它。倘若在半途之中，它撞到一堵石墙，就能够毫不费力地把这堵石墙
撞倒”。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后，又出现了内燃机，汽车制造蓬勃发展起来。在 １９１１
年～１９１２ 年意土战争中，意大利人首次使用了装有汽油发动机的汽车。
车、马车、战车之源
车，源于黄帝时代。《荀子·解蔽》中说：“奚仲作车”。杨倞注：“奚
仲，夏禹时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
可见，车这种生活交通工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项发
明，距今大约已有 ４５００ 年的历史。
马车，源于夏初。《古史考》上有“黄帝作车，……禹时奚仲加马”；
《墨子·外儒篇》上说：“奚仲作车，巧垂作舟”；《淮南子》曰“奚仲尧
时为车正”；《管子》上有“奚仲之为车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
由此可见，“马驾车是始于尧和禹之间的时代”（中国养马史），距今约有
４２００ 余年的历史。它比欧洲最早出现的古巴比仑的马车早约 ２００ 余年，比古
希腊早约 ６００ 余年。
战车，源于夏商之交（公元前 １７６３—１７１１ 年）。《诗·郁风·干旄》疏
引王肃说：“夏后驾两谓之丽，殷益一騑谓之骖，周人又益一騑谓之驷”。
孟之评论伊尹时曾说：“……，系马千驷，弗视也”。《吕氏春秋》上说，
成汤以“良在七十乘战败了夏人”。《殷墟发掘报告》在安阳小屯村墓第二
十号殷墟曾出土“马饰四组，车饰四组，而主要之葬物则为之兵车。发掘时

先后发现六乘兵车”。在第十三次殷墟发掘中还发现有一辆四马驾挽的战车，
１９０５ 年春在殷墟墓道中又发现十六驾马骨，正是四的倍数。再从《金文编》
中收集的二十二个字形各异的车字也可看出·‘古者戈建于车上，故画车乃
并画所建之戈”、“则此字便象一乘真真确确的战车，其形与出土殷车大体
相仿。”从以上史料看出，战车距今已有 ３７００ 余年的历史了。
最早的装甲汽车
世界上最早的装甲汽车，是德国的策拉圣勃拉西的“埃尔哈特”公可 １９０６
年制造的·‘埃尔哈特”ＢＡＫ 装甲汽车（ＢＡＫ 是德文防气球炮的缩写），又称
“装甲汽车”或“防气球车”。这辆车曾于 １９６０ 年在柏林第七届国际汽车展
览会上首次展出过。
当时，世界各国在战争中大量使用气球实施空中侦察，对此欧洲各国高
级军事机关十分关切，急需制造一种武器来对付敌方的侦察气球。因此，一
种新型的战斗车辆诞生了。德国研制这种战车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打击敌人的
侦察气球。
ＢＡＫ 装甲汽车是采用商用轻型载重汽车的底盘制造的。车内装有 １ 台 ６０
马力的 ４ 缸汽油发动机，使用充气橡皮轮胎，动力由链条传递到后轮。在车
辆顶部的半装甲半敞开的炮塔上安装有一门莱茵金属公司（当时最闻名的高
级火炮制造公司）生产的 ５０ 毫米火炮，仰角达 ７０°。方向射角 ６０°。用它
可以打击空中目标，也可以打击地面目标。弹药安放在车体的两侧，基数为
１００ 发。战斗乘员 ５ 人，车体和炮塔前装甲厚度为 ５ 毫米，车重 ３．２ 吨，公
路行驶速度 ４５ 公里／小时，行程达 １６０ 公里。该车的改进型曾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大量使用。这种装甲汽车实际上也是第一辆自行高射炮。
第一辆装甲车
世界上第一辆装甲车，是“沙隆”，装甲车由法国造。
１９０１—１９０２ 年，法国的沙隆。吉拉多和沃特公司（即 ＣＧＶ 公司）改装了
一辆汽车，方法是拆除车后的座位，车体安装钢板，并在车内安装了一挺带
防盾的机枪。当时，这辆改进过的汽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紧接着
于 １９０３—１９０４ 年法国研制出了第一辆装甲车，奥地利的“戴姆勒”装甲车也
同时诞生，这两种车都被称之为世界上第一辆装甲车。
“沙隆”装甲车的发动机舱和乘员舱均装有防护装甲，车上有一个能旋
转 ６０°的炮塔，培内装有 １ 挺“霍奇基斯”
··机枪。车体两侧各有两个很大的观察窗，必要时可用钢板挡住。为
扩大观察视野，可将驾驶舱的装甲盖升起成水平状态。车体外侧各携带有一
根槽钢，需要时可将其搭在壕沟上。轮胎可自行清洗，后轮的顶部有装甲防
护。车内装有电灯。这种车当时只制造了两辆，一辆装备了法国军队，另一
辆卖给了沙俄帝国政府用于镇压 １９０５ 年的圣彼得堡暴动。
随着装甲车的广泛运用，其它国家也先后制造了雷同的装甲车辆。德国
于 １９０６ 年由策拉圣勃拉西的“埃尔哈特”公司设计制造了德国的第一辆装甲
汽车——“埃尔哈特”ＢＡＫ 型装甲汽车。英国于 １９１４ 年由皇家海军空中勤务
站装甲车中队设计制出了英国的第一辆“‘罗尔斯一罗伊斯”装甲车。俄国

也于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由圣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设计制造了俄国的第一辆装甲车—
—“奥斯丁一普梯洛夫”半履带装甲车。
第一辆坦克
世界上第一辆坦克，是由英国于 １９１５ 年 ８ 月研制成功的“小游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机枪一类的速射兵器已大量使用，战场上
堑壕纵横，碉堡林立，使得阵地防御战术日臻完善，交战双方往往长时期的
处于对峙状态，哪一方也难以突破对方的队线，谁要主动进攻，谁就会遭到
惨重的损失。面对这种僵持局面，当时各国军事家们都迫切要求制造一种既
能进攻、又能防守、还能运动的新式武器，用来突破对方的防御阵地。当时，
英国在对德国的进攻作战中，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吃尽了苦头，所以英国对
研制新式武器最为迫切。于是英国皇家海军部长温斯顿·丘吉尔于 １９１５ 年 ２
月在海军部里秘密地建立了“陆地战舰委员会”组织，企图制造一种新的陆
地武器，能象海上巡洋舰那样具有强大的火力、坚固的装甲防护力和良好的
机动力。陆地战舰委员会由战舰专家 Ｅ·Ｄ·斯文顿上校和机械化的积极倡导
者克劳姆普顿上校负责设计方案，由威廉·福斯特有限公司负责生产。８ 日
试制出世界上第一辆坦克“‘小游民”，由于坦克外形象大箱子，设计师又
给它起了一个富有海军味道的名字“水柜”英语为 ｔａｗｋ。１９１５ 年 ９ 月 ６ 日在
林肯附近进行了第一次试车获得了成功。该车是坦克的“鼻祖”，现仍在多
塞特郡博文登的皇家装甲兵博物馆展出。
该车的战术技术性能主要是：乘员 ２ 人，另有射手 ２—４ 人：装有 １ 门能
发射重 ９００ 克炮弹的机关炮；１ 挺“马克辛”７．７ 毫米机枪和数日不等的“刘
易斯”７．７ 毫米机枪（第一辆炮塔是虚设的，武器全在车内），装甲厚度 ６
毫米；外形尺寸，车长 ５．４５ 米，车宽 ２．８ 米，车高 ３．０５ 米，车重 １８２８９ 公
斤；发动机为“戴姆勒”６ 缸直列水冷汽油机，每分钟 １０００ 转时为 １０５ 马力；
公路行驶速度 ３．２ 公里／小时，越野行驶速度 １ 公里／小时，通过垂直墙高 ０．３
米，越壕宽 １．２ 米；爬坡度 １７ 度。
１９１６ 年 ９ 月，坦克第一次投入战斗之后，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引起了世
界各国军界的极大关注。随后，法国也仿效英国，由施纳德公司于 １９１６ 年冬
生产了法国第一辆坦克“施纳德”。１９１８ 年德国克虏伯仿制并改进了英国的
坦克，生产了装有 ５．７ 毫米炮的德国 ＬＫⅡ骑兵坦克。１９２１ 年，苏联生产了 ＫＣ
轻型坦克，１９２２ 年，意大利验制了“菲亚特”３００Ｏ 轻型坦克。
最早的水陆两用坦克
１９１６ 年坦克第一次用于战场，显示了强大的威力，以后，坦克被大量投
入作战。但在战斗中，往往是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坦克只能隔岸观火，焦
急地等待渡河器材，贻误战机，如何提高坦克在水陆交接地带和水网稻田地
区的机动能力，使坦克既能象砌艇那样在水面上行驶，又能象主战坦克那样
在陆地上奔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都竞相研究这个问题，因而水
陆两用坦克也就应运而生了。
最先研制水陆两用坦克的是法国、美国和苏联。法国和美国于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不久就制造出了样车，并进行了试车。苏联于 １９２０ 年，Г·Ｂ·孔

德拉季耶夫工程师为首的伊诺拉工厂的专家们，也设计制造成功了重 １０ 吨、
装有 ６６．３ 千瓦（９０ 马力）发动机的水陆两用坦克样车。由于未能达到实用
要求，未投入批量生产。此后苏联又从英国维克斯·阿姆斯特公司购进了“卡
登·苏埃德”Ａ４Ｅ１１，型坦克，在 Ｈ·Ａ 阿斯特罗夫的领导下，由奥而忠尼启
则工厂（第 ３７ 号工厂）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在 Ａ４ Ｅ１１ 型坦克的基础上进行
设计改造。经过努力，于 １９３１ 年研制出了第一辆样车，定名为 Ｔ—３３ 水陆两
用坦克。经广泛试验，暴露了很多问题，因而没有大批量生产。１９３２ 年他们
又推出了第二种样车 Ｔ—４１ 型水陆坦克，经试验也不符合要求。在这两种坦
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生产出了第三种样车 Ｔ—３７ 水陆两用坦克，经试验
达到了设计要求。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苏联红军决定将 Ｔ 一 ３７ 水陆两用坦克
列入现役装备。由第 ３７ 号工厂进行批量生产。截止 １９３６ 年（Ｔ３８ 开始生产
前），共生产了 １２００ 辆。
Ｔ—３７ 水陆两用坦克的主要战术技术性能是：乘员 ２ 人，１ 挺 ７．６２ 毫米
“吉克塔罗夫”机枪，装甲厚度 ４—９ 毫米；车长 ３．８２ 米，车宽 ２ 米，车高
１．８２ 米，战斗全重 ３．２ 吨；单位压力 ０．５ 公斤／厘米 ２；单位功率 １２．５ 马力／
吨；发动机为 ４ 缸水冷式汽油发动机，公路行驶速度 ３５ 公里／小时，水上行
驶速度 ４ 公里／小时，陆上行程 １８５ 公里，通过垂直高度 ０．５ 米，越壕宽 １．６
米，爬坡度 ４０°。
车体最大的水陆两用坦克
世界上车体最大的水陆两用坦克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生产的
ＬＶＩ 水陆两用坦克。该坦克长 ８．８４ 米，宽 ３．６ 米，高 ３．３ 米，车底距地面高
０．４５５ 米。
坦克的首次潜渡
坦克借助密封手段和潜渡设备，沿河底从水下通过江河的行动称为潜
渡。坦克潜渡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德军进攻苏联时，
第十八装甲师所属部分坦克分队，就是潜渡通过布格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各国都很重视坦克潜渡。战后从 ５０ 年代开始研制坦克潜渡设备，并进行
了坦克潜渡试验。目前，一些国家的主战坦克都备有潜渡设备。
最早的扫雷坦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地雷在战场上大量使用，对坦克和步兵的威胁极大。
为了提高坦克的生存力，同时为步兵冲击于辟通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
英国人首先在 ＩＶ 型坦克上安装了滚式扫雷器，这就是最早的扫雷坦克。
最早的两栖战
车世界上最早的两栖战车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成功的
ＤＵＫＷ 两栖战车。该车由美国国家武器研究委员会发展出来的，并得到了史派
克门和史帝芬斯的协助。它利用 ６ｘ６ 的标准底盘，配以防水车身。于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定队在大战末期，那罗造车厂生产了 ２１１４７ 辆。ＤＵＫＷ—３５３ 代表的意
义如下：Ｄ—公元 １９４２ 年；Ｋ—６ｘ６，所有车轮均可传动；ｗ—车轴在后轮；３５３
—底盘的设计。该车的战术技术性能是：重：８８７６ 公斤；长：９．４８８ 公尺、
宽：７．５１ 公尺、高：２．６８６ 公尺，陆地速率：每小时 ７２．５ 公里；水上速率：
每小时 １０ 公里；最大行程：陆上 ３５４ 公里，水上 ８０ 公里；引擎：ＧＭＣ６ 缸，
水冷式，每分钟 ３０００ 转时 ４ 马力。战后俄国也制造出了水陆两用车。
最早的坦克架桥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已较多的运用于作战行动。由于坦克的机动受到
地形条件（如沟渠、人工构筑的防坦克壕等）限制。为了解决坦克部队的机
动问题，坦克架桥车也就产生了。世界上最先研制坦克架桥车的是英国，１９１８
年研制出 Ｖ 型坦克架桥车实验样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法国、波兰、
意大利等国也相继进行了研制。
最早使用喷火坦克的国家
世界最早使用喷火坦克的是英国。英国在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二次大战中的火
焰防御中，研制、使用、发展了装甲车喷火器。后来又在“丘吉尔”式坦克
上安装了喷火器，除了主要火炮之外，用喷火枪代替了前机枪。喷火枪用的
燃料和高压气体装在拖车上。这种喷火枪名为“鳄鱼”，发射距离为 １５０ 码。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６ 日，一支配备有“鳄鱼”式喷火枪的坦克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战
役中取得了重大的战果。英国军队配备了“鳄鱼”喷火枪的三个团曾参加了
１００ 多次战斗，创造了极其惊人的成绩。
最早的装甲指挥车
装甲指挥车是配备有指挥器材，用于部队作战指挥具有一定防护能力的
车辆。这种指挥车，最早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１９１６ 年坦克部队已经产
生并投入了作战，为了适应其指挥，英国人首先将 Ｖ１ 型坦克，拆去火炮，安
装了无线电报设备，改装成了装甲指挥车。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改装型装甲
指挥车，其后，其它国家也出现了这种指挥车。
最早的装甲输送车
世界上最早的装甲输送车是法国 １９５４ 年利用 ＡＭＸ 一 Ｂ 轻型坦克底盘改
装制造而成的，１９５６ 年装备部队，从而使步兵能乘车协同坦克作战，增强对
付步兵反坦克武器的能力，提高了部队的进攻速度。该车载员舱两侧及后车
门上开有射击孔，步兵面向车外，可乘车射击，为步兵乘车作战创造了一定
的条件。最初车上安装一挺 ７．５ 毫米机枪，后经改进，加强了火力，称为 ＡＭＸ
一 ＶＣ１ 步兵战车。
第一支坦克部队

１９１５ 年，在福斯特公司制造“小游民”坦克期间，威尔逊上尉完成了第
二辆坦克的设计。该设计符合国防部提出的坦克越壕宽要达到 ２．４４ 米，通过
垂直高度为 １．３７ 米的要求。为此，这种坦克前部上翘，车体呈菱形，一直到
大战给束都保持了这种形状。陆地战舰委员会指定福斯特公司继续改进这种
坦克。１９１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被称为“母亲号”的样车：（也称“威尔逊”或“大
游民”）进行了第一次行驶试验，各项指标达到了预期的要求，并顺利通过
了模拟的“战场障碍跑道”。“大游民”试验成功后，国防部即向林肯的威
廉·福斯特公司、温斯伯里的市内运输公司、货车公司和信贷公司联合签订
了 １００ 辆（后又增加了 ５０ 辆）的生产合同。国防部将这些坦克，于 １９１６ 年
６ 月装备一支部队，称这支部队为“机枪兵重型支队”，由英国“陆地战舰”
观点的创始人之一斯文顿将军指挥。该支部队辖 ６ 个坦克连，每连编 ２５ 辆坦
克。主要任务是摧毁敌机枪人力点，破坏铁丝网，支援步兵夺取敌防御阵地。
这就是世界上的第一支坦克部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束后，装甲兵发展成为独立兵种。１９２３ 年，英国编为
皇家坦克部队。１９３５—１９３８ 年，德、苏、法等国分别组建了装甲（坦克）师、
坦克军和轻型机械化师。到二次世界大战，装甲兵已成为陆军的一支重要突
击力量。
在中国，国民党军队购买了英国 １８ 辆坦克，于 １９２９ 年组建了战车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在东北成立了装甲兵教导总队，１９５０ 年 ９
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全军的装甲兵部队。
坦克第一次用于实战
世界上首次将坦克用于实战是 １９１６ 年 ９ 月 １５ 日的英德索姆河会战。当
时，英军使用坦克是为了摧毁敌机枪火力点，破坏铁丝网，引导步兵正面冲
击，突破德军的阵地防御，重新发动在索姆地区陷入停短的攻势。
英国参加索姆河会战的有 ２ 个坦克连 ６０ 辆坦克，分别配属给 ９ 个步兵
师，分散配量在 ５ 公里宽的正面上，配合步兵战斗。９ 月 １５ 日凌晨，６０ 辆坦
克发动了，但真正升出车场的只有 ４９ 辆，而按时到达进攻出发线的仅有 ３６
辆。战斗打响后，坦克以引导步兵和坦克与步兵成一线的方式发起了冲击。
坦克冲过了德军的铁丝网和战壕，并不间断的发扬车内火力打击德军。德军
在烟雾弥漫之中，突然看到象大框子一样的钢铁怪物隆隆冲来，慌忙集中机
枪对其开火，但呼啸的枪弹从坦克的装甲上纷纷弹落，不知所措的德军吓得
丧魂落魄，四处逃审。在很短的时间内，英军占领了德军纵深 ６ 公里的阵地，
伤亡人数只有过去的二十分之一。这次战斗，在坦克使用方面还暴露了许多
问题，如配置过于分散，通信组织不够周密，乘员工作环境差等，从而出现
了翻车，掉沟的现象，但是，由于坦克这种新型武器的众多优越性，致使首
次使用就取得了巨大的效果，表现了它的强大威力。英军参谋部得此胜利消
息后，便下令大量制造坦克。从此，世界各国坦克的制造犹如雨后春笋般地
发展起来。
最早的装甲兵使用原则
装甲兵战术理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１９１６ 年 ２ 月（即坦克被

第一次投入战斗前七个月），最早的坦克倡导者之一，欧内斯特·斯文顿上
校对如何使用坦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世界上称之为最早的装甲兵运
用原则。主要内容有：
一、除通过伴随步兵的有线电话外，还应另设法沟通司令官和坦克之间
的通讯联系。（斯温顿上校设想过使用无线电通信，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所限，未能将无线电通信设备安装到坦克上）。
二、坦克最忌火炮和地雷，前者应使用航空兵火力或炮兵火力予以攻击
和压制。
三、为了保密，坦克不宜分散使用，坦克乘员应接受严格的协同作战训
练。（斯温顿曾坚决反对 ９ 月 １５ 日的坦克进攻计划，他认为那样做是不成熟
的，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四、要周密选择攻击地段，以减少对坦克机动的限制。
五、从集结地域向进攻出发阵地开进应选择在夜间，距离以不超过二英
里为宜，发起冲击应在拂晓。
六、冲击时，坦克应在步兵前面。在步兵到达攻击目标之前，应与步兵
保持一定的距离，把敌步兵、机炮火力引向坦克。
七、当步兵到达，坦克即向下一道战壕冲击，对敌进行行进间射击，并
以火力打击敌预备队和向前沿机动的部队。
八、坦克应持续不停顿地向前进攻，突破敌炮兵阵地（纵深约 １２Ｋｍ）。
九、要在一次进攻中深入突破敌阵地，并保持攻击的锐势。必须充分计
划好后勤保障，保持坦克所需要的油料、弹药和其他必须物资。
十、 要尽最大可能地利用烟幕来掩护和隐蔽坦克的行动。
装甲兵战术的最早运用
１９１６ 年 ２ 月，英国最早的坦克倡导者欧内斯特·斯温顿上校提出了“坦
克兵使用原则”，但并未谈到战术问题。同年 ９ 月 １５ 日的索姆河会战中坦克
第一次参战，坦克也仅仅是作为一种新式的兵器使用，没有考虑战术问题。
随着坦克数量的增多，坦克部队的壮大，坦克战术也就随之产生了。
世界上最早运用坦克战术的是英国第 ３ 集团军。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康布
雷进攻战役中，英军第 ３ 集团军将 ４７６ 辆坦克，编成二个梯队，配置在 １２
公里的正面上。在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的协同下，突然发起进攻。在战斗中，
他们对坦克进行了科学编组，３ 辆坦克编为一个小群，成前三角队形引导部
队冲击。由于正确运用了战斗队形，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突破了德军的三
道阵地，前进了 １２ 公里，加速了战斗进程，取得了战役胜利。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８
日，在亚眠进攻战役中，英、法联军使用了 ６７０ 辆坦克，吸取了康布雷战役
中坦克战术运用的经验，在很短的时间内，突入德军防御阵地 １８ 公里，一举
取得了亚眠战役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以 Ｊ·Ｆ·Ｃ·富勒为代表
的一些军事家，根据二次战役的经验，第一次创立坦克部队实施集中使用，
独立隧行机动作战任务的战术理论。
最重的坦克
世界上最重的坦克是德国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生产的“鼠”式坦克，全重 １８８

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来发展超重型坦克、装甲车
辆。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８ 日，德国著名的车辆设计师费迪南·波尔金博士提出在现
有坦克的基础上，将火炮改为 １２８ 毫米或 １５０ 毫米，并与该炮并列再安装一
门 ７５ 毫米火炮。但当时的大多数坦克设计师和主要坦克战理论家都反对制造
超重型坦克。然而，波尔金是当时“德国坦克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对希特
勒有很大影响。他竭力建议希特勒发展超重型坦克。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１ 日，阿尔
凯特公司按波尔金博士的设计方案组装了第一辆超重型坦克。这辆坦克于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阿尔觊特公司进行了第一次试车。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被运到斯图加特附近的博勃林根进行了广泛试验。除行动部分出现故障，其
它性能均令人满意。此时，希特勒指示波尔金必须在 ６ 月份准备好一辆装有
炮塔和火炮的完整坦克。６ 月 ９ 比炮塔，火炮按要求装配完毕，开始了进一
步的试验，效果良好。１０ 月初，该坦克彼运到库麦斯道试验场，继续进行可
行性试验，获得成功。但是，这种超重型坦克未正式装备部队，也未在实战
中使用过。
现役最重的坦克
世界上现役最重的坦克是以色列的梅卡瓦（ＭＫＩ）超重型坦克。该坦克重
７５ 吨，比美国的 Ｍ－１ 型坦克重 ９ 吨。采用间隔装甲，其前装甲很厚，倾角大，
并且动力装置前置。炮培后面有一个宽大的载员舱，可载 ８ 名全付武装的步
兵，兼有步兵战斗车作用。主炮是 １０５ 毫米线膛炮 １ 门。１９７８ 年装备部队。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叙、以战争中，以色列曾使用“梅卡瓦”坦克击毁了叙利亚 ９ 辆
苏联制造的 Ｔ 一 ７２ 坦克。
实战中使用的最重坦克
实战中使用过的最重坦克是法国 １９２３ 年制造的 ３Ｃ 型坦克，全重 ８２．８
吨。乘员编制 １３ 人，车上装有一门 １５５ 毫米口径火炮和两台发动机，功率
５００ 马力，行驶速度最大为 １２ 公里／小时。
最早的超小型坦克
最早的超小型有人驾驶坦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未期美国研制的“福特”
型坦克，重 ３．５ 吨，乘员 ２ 人，伏卧操纵，车高 １．６ 米，发动机功率为 ４５
马力。
最轻的坦克
世界上最轻的坦克“卡登——洛伊德”ＶＩ 超轻型坦克，车重 １５２４ 公斤。
该坦克是英国坦克设计师卡登和洛伊德根据吉福德·马蒂尔上校制造“单人
坦克”的设计思想，进行反复研究设计制造的。１９２７ 年生产了第一批，到 １９３０
年共有 ２７０ 辆装备了英国部队。该车乘员 ２ 人，车长 ２．４６ 米，车宽 １．７５ 米，
车高 １．２２ 米（这也是世界上车体最矮的坦克），装甲厚度 ５—９ 毫米，车上

装有 １ 挺“维克斯”７．７ 毫米机枪，发动机为“福特”Ｔ 型 ４ 缸水冷直列式，
车速 ４０ 公里／小时，行程 １４４ 公里，通过垂直高度 ０．４１ 米，越壕宽 １．２２ 米。
该车出口十几个国家，并有 ５ 个国家获准生产专利。这种超轻型坦克在
印度、加拿大深受好评。
火力最强、火炮口径最大的坦克
世界上火力最强、火炮口径最大的坦克是美国的 Ｍ６０Ａ２ 式中型坦克。该
坦克装备有 １５２ 毫米火炮 １ 门，各种炮弹 ３３ 发，“橡树棍”反坦克导弹 １３
枚，炮管既可发射普通炮弹，也可发射“橡树棍”导弹。
复合装甲最厚的坦克
世界上复合装甲最厚的坦克是苏联的 Ｔ 一 ７２ 中型坦克。该坦克前甲板由
三层复合装甲组成，外层和里层为 ８０ 和 ２０ 毫米厚胁钢板，中间夹层为 １０４
毫米厚的玻璃钢或陶瓷，总厚度达 ２０４ 毫米，美国认为现在的“陶”式导弹
很难穿透这种装甲。战斗全重 ４１ 吨，车高 ２．１９ 米，乘员 ３ 人，装有 １２５ 毫
米滑膛炮 １ 门，最大速度每小时 ６０ 公里，越野速度每小时 ３５—４０ 公里。装
备有光学和激光测距仪、弹道计算机和齐全的三防设备。于 １９７４ 年装备部
队。
行程最远、速度最快的坦克
世界上行程最远、速度最快的坦克是美国的 ＸＭ１ 坦克。该坦克最大行程
６５０ 公里，最大时速 ７７ 公里，发动机功率为 １５００ 马力（是世界上发动机功
率最大的坦克之一）。
６０ 年代初，美国和西德联合研制坦克的计划停止之后，美国即开始设计
制造 ＸＭ１ 型坦克。１９７３ 年 ６ 月，美国陆军同克里斯勒有限公司（生产 Ｍ６０ 系
列坦克的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底特律的阿里森分公司（制造 ＭＢＴ—７０ 坦克
的公司）签定了生产 ＸＭ１ 型坦克的合同。１９７６ 年 ２ 月生产出样车，同年 １１
月投入批量生产，研制经费达 ４９ 亿美元。
ＸＭ１ 坦克的车体和炮塔采用新式乔巴姆装甲，能抵御导弹和坦克炮的攻
击。车长 ７．７９７ 米，宽 ３．５５５ 米、高 ２．４３８ 米。战斗全重 ５２６１６ 公斤，乘员
４ 人。装有 １ 门 １０５ 毫米线膛炮，２ 挺 ７．６２ 毫米机枪和 １ 挺 １２．７ 毫米机枪。
通过垂直高为 １．１ 米，越壕宽为 ２．７４ 米，爬坡为 ３１ 度。配备有三防设备和
全套夜视器材。当该坦克 １９８０ 年列入陆军装备时，美国军方认为终于获得了
盼望近 ２０ 年的最理想最强大的坦克。
机动性能最好的坦克
世界上机动性能最好的坦克是西德的豹Ⅱ式中型坦克。该坦克最大速度
为每小时 ６８ 公里，越野速度为每小时 ５５ 公里，最大爬坡度为 ６０ 度，最大倾
斜角度为 ３０ 度，克服垂直障碍 １．１５ 米，越壕沟宽 ３ 米，潜水深 ５．５ 米。其
它技术性能为：战斗全重 ５５ 吨，车高 ２．４６ 米，乘员 ４ 人，装有 １２０ 毫米滑

膛炮 １ 门，炮弹基数 ４２ 发，发动机功率 １５００ 马力（是世界上发动机功率最
大的坦克之一），车体为复合装甲，还配备有三防等设备。于 １９７０ 年开始研
制，１９７９ 年装备部队。
弹药基数最大的坦克
世界上弹药基数最大的坦克是美国的 Ｍ６０Ａ１ 式坦克和联邦德国的豹Ⅰ坦
克。这两种坦克的弹药基数均为 ６３ 发。
Ｍ６０Ａ１ 坦克，战斗全重 ４８．１ 吨，车高 ２．９９ 米（是世界上车体最高的坦
克），乘员 ４ 人，火炮为 １０５ 毫米线膛炮，最大时速 ４８ 公里，装甲防护为匀
质钢。于 １９６２ 年装备部队。
豹Ⅰ坦克，战斗全重 ３９．６ 吨，车高 ２．３９ 米，乘员 ４ 人，装配有 １０５ 毫
米线膛炮 １ 门，最大速度每小时 ６５ 公里，装甲防护为匀质钢、于 １９６５ 年装
备部队。
最早的遥控坦克
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遥控坦克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验制的 ＢＩＶ
无线电操纵的爆破坦克，１９４３ 年装备部队，并在大战中使用过。当时希糙这
种坦克主要是配属给重型坦克营，配合“虎”Ⅱ型战斗坦克作战。任务是破
坏坦克炮所达不到的野战筑城工事，破坏故障碍物，在障碍中开辟通路，支
援坦克和步兵战斗；有时也可用来消除毒剂沾染。
ＢＩＶ 无线电操纵爆破坦克的最大装甲厚度 １５０ 毫米，车长 ３．３５ 米，车宽
１． ８ 米，车高 １．２５ 米，车重 ３．６ 吨，使用拖曳天线遥控距离为 ２ 公里。该
车遂行爆破任务时，在前甲板上携带 ４５０ 公斤炸药，由无线电遥控装置将其
遥控至破坏目标附近，再由遥控装置将携带的炸药从车上抛下，坦克返回，
炸药由无线电信号引爆。遂行排雷任务时，由装在车体前部的制式探雷器发
现地雷，并将搜索到地雷的信号发回控制车，然后用另一个装置将地雷引爆。
二次大战期间德国还验制了重 １ 吨的“哥利亚”式超小型无线电遥控爆
破坦克。在这期间，日本还验制了 ３００ 辆世界上最小最轻的微型无线电遥控
爆破坦克，即“焚”式坦克，分两种型号，一种重 ２００ 公斤，一种重 ４００ 公
斤，目的是用来爆破敌碉堡。
最早的铁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士兵的无言战友——骡马相继退出了现役（我国一
九八六年宣布骡马完成了历史使命）。然后，对于在山岳丛林、沼泽地作战，
即使是现代化的运输车辆、装甲车辆也发挥不了作用，未来战争，军队如何
适应复杂地形的作战，世界上一些国家开始研制功能近似骡马的“铁马”。
世界上最早研制铁马的国家是美国，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研制成
了第一匹铁马——“四脚运输车”。这匹“马”的四条铁腿分别由多个马达
驱动、车内装有众多的旋纽开关和电路，人工操作非常困难，六十年代中期
（１９６７ 年），美国义研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用电脑操纵的四条腿的“小马”。
在这期间，苏联、日本等国也着手研制这种“铁马”。面对各国的挑战，美

国于七十年代未又研制了一种会行走、会跑步、会跳跃的能四蹄腾空飞驰的
“自动适应悬浮车”，其外形颇似一只无翅膀的大蚂蚱，重量与中型卡车相
当。车内装有 １５ 台电脑和 １ 部特别雷达，前者用来控制运动姿态，后者可利
用红外线显示出车前的地形地貌并形成三维图象，以便寻找立足点。这种铁
马从理论上计算可完成四千万种不同的动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无需吃草，不知
疲劳，能走善跑，善于思考、“勇于”攀登，能经受炮火和核、化生物武器
考验的新型”“战马”出现在战场。
最早的步兵战斗车
苏联БＭП－１ 步兵战斗车，是世界上最早正式装备部队的机械化步兵战
斗车。此车 １９６７ 年装备部队使用。并向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埃及、伊拉克、
利比亚、波兰、叙利亚等国出口。在这之前，军队用装甲输送车在战场上运
用步兵，步兵一抵达目的地即下车徒步作战。而步兵战斗车车体两侧和后部
都有射孔，因而车上人员不必下车，即可运用车体射孔进行射击。此外，其
威力强大的武器，既能对付对方的步兵，又能对付对方的装甲车辆。
БＭП－１ 步兵战斗车：乘员 ３＋８ 人；安装有 １ 门 ７３ 毫米炮，１ 挺 ７．６２
毫米机枪，１ 个“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发射轨架，装甲厚度最大 １４ 毫米；车
长 ６．３ 米、宽 ３．０５ 米、高 １．８３ 米，战斗全重 １．２ 吨，单位压力每平方厘米
０．６７ 公斤，单位功率每吨 ２２．４ 马力；发动机为 ６ 缸直列水冷式柴油机，每
分钟 ２０００ 转时为 ２８０ 马力；公路行驶速度每小时 ６０ 公里，水上行驶速度每
小时 ８ 公里，最大行程 ５００ 公里，通过垂直高度 １．１ 米，越壕宽 １．９８ 米，爬
坡度 ３１ 度。该车还具有完备的三防设施，能在受敌核、生、化治染的环境中
作战：全套的夜视器材，其中包括驾驶员用的红外夜视仪和车长与炮手用的
红外探照灯。
БＭП－１ 步兵战斗车，主要用于在坦克和步兵混合部队的编成内配合坦
克作战，也可独立作战。该车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机械化步兵战斗车辆
之一。
最早的伞兵战斗车
世界上最早的伞兵战斗车是苏联制造的БＭⅡ伞兵战斗车。该车可用以空
运，也可用降落伞空投。系全焊接结构，本上装有 ７３ 毫米炮 １ 门，７．６２ 毫
米机枪 ３ 挺，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发射架 １ 个，全套夜视器材和三防设备，车
内可载乘员 ４ 人，车上可载伞兵 ６ 名。
БＭⅡ伞兵战斗车主要任务是：给空降部队提供机动火力支援，作为步兵
战斗车使用，使空降部队能够乘车攻击空降地域以外相当距离上的目标。
该车长 ５．３ 米、宽 ２．６５ 米、高 １．８５ 米，战斗全重 ９０００ 公斤，公路行驶
速度每小时 ６０ 公里、水上每小时 ６ 公里，通过垂直高度 ０．６ 米，越壕宽 ２
米，爬坡度 ３１ 度。最早出现于 １９６７ 年，苏联于 １９７１ 年后陆续装备空降部队。
最长的城墙

世界最长的城墙，是中国的万里长城。
古代作战所用兵器，不外乎弓、弩、枪、刀、剑、矛、盾、斧、銊、戟、
把头、绵绳套索、鞭、锏、挝、殳、叉、白打十八般，因而只要利用险要地
形，在疆界上筑起高大的城墙，设上滚木擂石等防御器材，就能起到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之效。
万里长城始筑于公元前 ７ 世纪，完成于明朝万历年间，总长 １３４００ 里，
是以城墙为立体，与城堡等其它工程设施相结合而形成的连续线式防御工
程。在长达 ２０００ 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曾有 ２０ 多个朝代相继构筑、修缮过它。
因而也是世界上修筑时间最长、经历朝代最多的城墙。万里长城，婉蜒曲折，
雄伟壮观，它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象征，而且也显示了我国古代
劳动人民伟大的创举精神。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楚国是构筑长城的源头，约公元前 ７ 世纪就在封疆上筑起了长城。到公
元前 ５ 世纪春秋战国之交，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秦、赵、齐、燕、魏、楚、
韩等国也先后筑起了长城。至公元前 ２２１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原来燕、
赵和秦本国的长城加以增筑和修葺，将其连成一体。构成了西起临洮（今甘
肃岷县），东迄辽东，长达 ５０００ 多公里的长城。后来汉朝（公元前 ２０６ 年～
公元 ２２０ 年）又在阴山以北修筑了一道外长城，在阴山以北内蒙古境内的高
阀至居延一线修筑了城障，并将秦时的长城向西延伸至盐泽（今新疆罗布
泊）；盐泽以西至焉者仅筑有亭障、烽堠，从而构成了西起焉耆，东至辽东，
长达 ５０００、多公里的长城筑城体系。到了金朝时，又分别修筑了两道长城。
最后明朝在 １３６８～１６２０ 年（洪武至万历）２Ｄ０ 多年的时间里，又利用北魏、
北齐、秦、隋长城的旧筑，先后修筑过 １８ 次，终于完成了东起鸭绿江，西至
嘉峪关，总长达 ６７００ 公里的万里长城。
城墙所用材料，金朝前主要是上石结构，金朝后主要是单面或双面包砖，
砖与砖之间的缝隙采用石灰浆沾结。城墙的高度一般为 ３～８ 米，最高达 １４
米：底部宽一般为 ４～６ 米，最宽处达了，３ 米。
长城由关隘、城台、烽燧，城墙四大部分组成，城墙是整个防御体系的
骨干。有人曾作过定量分析，如果把修筑长城所用的土方砖石，垒成一道高
４ 米、厚之米的墙，将绕地球一圈还要多，它规模之宏大，气势之宏伟，是
人类历史上举世无双的。据有人说，如果站在月球上俯瞰地球，仅能看见的
人工物体只有中国的万里长城和荷兰的海堤。
最长的防线
世界上最长的防线，是德国 １９３９ 年构筑成功的齐格菲防纷（其名称渊源
于德国 １３ 世纪初民间史诗《尼贝龙根之哥》），德国也有人称它西部壁垒或
齐格菲阵地，世界上多数国家称它为齐格菲防线。
齐格菲防线，是希特勒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了掩护德国的西部
战线，屯结兵力伺机向西发动战略进攻而在西部边境构筑的永备性筑垒防御
体系。齐格菲防线结构筑于 １９３６ 年德国占领莱茵兰之后，１９ 朋年投入的人
员达到了高潮，最多时达 ３４２０００ 人，到 １９３９ 年完工。整个防线自北向南，
从德国靠近荷兰边境的克累弗，沿着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接壤的
边境延伸至瑞士巴塞尔当面地域，总长达 ６３０ 余公里。
齐格菲防线由保障地带、主要防御地带和后方阵地组成。纵深达 ３５—

７５ 公里，划分为北、中、南三个防区，以中防区工事为最强。主要有机枪、
火炮、观察所、指挥所、人员掩蔽部、弹药库等工事、用钢筋混凝土制成，
总共有 １４０００ 个。主要障物有“龙牙”（多列角锥形钢筋混凝上桩砦）、防
坦克壕及有刺铁丝网。同时也设置了部分爆炸性障碍物。１９３９ 年后还补充构
筑了大量的野战工事和道路，以保障防御的稳定性和部队机动的快速性。该
防线在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英美盟军从西线向德国本上进攻时，德军以少量素质较
差的兵力，依托其防线有效地阻止了盟军的进攻，在战争中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
最大的城堡
世界上最大的城堡是叙利亚阿勒颇的基拉城堡。该城堡始建于公元 １１
世纪，呈椭圆形，围墙长 ３７５ 米，宽 ２３７ 米。
最大的城池
世界上用上筑成最大的城池是中国著名的都城长安。在隋、唐时期其周
长达 ３６．５ 公里，除城楼外，城墙均用泥土筑成。
世界上用砖石砌成最大的城池是明朝都城南京。南京城是一座有 ２８００
余年的历史名城，是中国的大大古都之一，是历代战争双方争夺的宝地。统
治阶级为了防御力强的攻击，稳定其统治地位，许多朝代都先后构筑和加修
了南京城池。南京城池始筑于 ２４００ 年前，首先由越王勾践在今中华门外长干
里构筑，称之谓“越台”。此后各个朝代都相继进行了修理扩建。现在残存
的城墙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于 １３６９ 年 ９ 月至 １３７３ 年 ８ 月建都时扩建修缮
而成的。
南京城池其周长为 ３３．４ 公里；全部用砖石砌成。城墙平均高度为 １２ 米，
最大厚度为 １２ 米，共有城门 ２４ 个。城墙依据地形构筑，北有幕府山，东有
紫金山、玄武湖，南及东南、西南有护城河、秦淮河环绕，西临长江，依山
傍水，十分壮观。
南京城池规模之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要比北京城内外的城墙长
３．４ 公里。
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
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但究竟发明于何年？有谁发明？却甚难定
论。但可以肯定、火药的发明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实践过程，它与古代劳动
人民炼丹活动紧密相关。
火药最主要的成份是作为氧化剂的硝石。硝石作为一种上品药最早出现
于秦汉之时，记载于《神农本草经》一书之中，这说明此间已具备了火药发
明的物质条件。
秦汉之际炼丹极为盛行。而五金、八石、硝石、三黄（硫黄、雄黄、雌
黄）、汞等是方士们炼丹的主要药物。如果将硝石和三黄混合共炼，必然导
致爆炸。所以此时发生爆炸的偶发事件是可能存在的。
秦汉之后炼丹活动方兴未艾，爆炸事故屡有发生。后汉魏伯阳所著《参

同契》中记载：“若药物非种、名类不同，分剂参差，失其纪纲”那就会发
生“飞龟舞蛇，愈见乖张”爆炸反应。隋朝初年，杜子春亲眼看到炼丹炉发
生爆炸，烧毁房屋的情景，后来人们研究了大量的爆炸现象，终于发明了火
药。
最早记载有火药配方的书，是隋未唐初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公元 ５８１～
６８２ 年）编著的《孙真人丹经》。书中说，用混合硫磺、硝石各 ２ 两，再加
入炭化了的皂角（一种豆科植物的荚果）３ 个，用“伏硫磺法”即可制得火
药。由此可以断定火药的发明在唐朝之前。此后关于制得火药的方法多了起
来。例如公元 ９ 世纪《铅汞甲庚至宝成》就载有混合硫磺、硝石和马兜铃的
“伏火矾法”制得火药。
火药发明首先在战术和军事上得到了应用。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说：
“魏马钧制爆仗，情场帝盖以火药为杂戏”。北宋曾公亮等编写的军事著作
《武经总要》里，不仅描述了多种火药武器，而且还记载了三种火药的配方。
火药武器由开始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逐步过渡到利用火药的曝炸性能，出
现了火铳及火药箭等新式兵器。
现代炸药之父
１８３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诺贝尔出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他父亲的影
响下，从小酷爱化学，经常做炸药试验，兴趣极浓，具有崇高的献身于科学
事业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心。
１８４７ 年，意大利的索布瑞罗制成了一种爆炸力极强的液体炸药——硝化
甘油。但是这种炸药令人望而生畏，使用者稍不留神，就会彼炸得粉身碎骨。
然而年轻的诺贝尔却走上了这条险象丛生的道路，立志制服硝化甘油。为了
研制新型炸药，他的弟弟被炸死，父亲受了重伤，他本人也时时刻刻和“死
神”打交道。在危险面前，他没有屈服没有退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这危
险的科学堡垒进攻。他先用“温热法”降服了硝化甘油，使之批量生产，后
来又研制了引爆硝化甘油的雷管，使炸药投入实用。可是，这种炸药经不起
远途运输的颠簸，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强烈爆炸，各国又纷纷下令禁止使用诺
贝尔的新炸药。诺贝尔没有半途而废，又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研制成功了
一种运输安全，性能可靠的黄色炸药——硅藻土炸药，在现代炸药史上掀开
了崭新的一页。
随后，他又发明了“炸胶”和“无烟火药”，给方兴未艾的炸药工业增
添了新的品种。诺贝尔在化学领域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被誉为“炸药大
王”“现代炸药之父”。
１８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他在意大利逝世，身后留下了大笔遗产、而他又终身
来娶，根据他临终前遗嘱规定，将其遗产的一部分共 ９２０ 万美元作为基金，
以其利息（每年约 ２０ 万美元）分奖给人类科学文化事业有重大贡献的各国科
学家，以促进世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遵照诺贝尔临终的嘱托、从 １９０１ 年开始，每年在他逝世的这一天，即
１２ 月 １０ 日颁发诺贝尔奖金。诺贝尔奖金分设物理学、化学、医学和生理学、
文学、和平事业五种奖。１９６８ 年又增设了经济学奖。物理学、化学、经济学
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医学与生理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加罗林医学外科学
研究院评定；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评定：和平事业奖由挪威国会中的一个五

人委员会评定。诺贝尔奖金除和平奖外，均由瑞典国王亲手颁发。
几种炸药的发明时间
黄色炸药亦称苦味酸：１７７１ 年由英国 Ｐ·沃尔夫合成。它是一种猛炸药，
对冲击、摩擦的感度比梯恩梯炸药大。为淡黄色结晶体，熔点 １２２．５℃，爆
热每公斤 １０５０ 千卡，爆速在每立方厘米 １．６ 克的密度中为每秒 ７１００ 米。开
始作为黄色染料，至 １８８５ 年法国用它装填炮弹，此后才在军事上推广使用。
梯恩梯炸药：１８６３ 年由 Ｊ·威尔勃兰研制成功。亦是一种猛炸药；对各
种初次冲击不敏感，即使用子弹击穿也不会燃烧不会起爆，呈白色晶体，贮
存时变成黄色结晶，熔点约 ８１℃，爆发点 ２９０℃，爆热每公斤 １０００ 千卡，密
度在每立方厘米 １．６ 克时的爆速为每秒 ７０００ 米；化学活泼性小，能长期储存。
２０ 世纪初开始用作炮弹装药，逐渐取代了黄色炸药。
硝化棉火药：１８８４ 年由法国 Ｐ·维埃尔首先制成，为单基药。
双基药：１８８８ 年由瑞典人 Ａ·Ｂ·诺贝尔制得。由于该药无烟，能量高（火
药力为每公斤 １１４２ 千焦），所以逐渐取代了黑火药。
三基药：１９３７ 年由德国研制成功。三基药是在双基药基础上加入硝基狐
或类似的成分制得，对武器的烧蚀比相同能量水平的单基药、双基药都轻，
主要用作大口径炮弹的发射药。
最早以火绳缓燃引爆的地雷
中国是火药发明最早的国家，约在公元 １２ 世纪末 １３ 世纪初，就开始运
用火药制作地雷。“震天雷”就是一种最早的地雷。它用生铁铸戍，内装火
药，雷上部安装有缓燃的火绳。这种地雷可埋在敌人的必经之路，可运用抛
石机抛射，可从高处掷投，亦可从城墙上悬吊，以火绳缓燃引爆，靠爆炸的
雷片杀伤对方的人马。
据说在这之前，即金世宗大定 ２９ 年（公元 １１８９ 年），有一个以捉狐狸
为业名叫铁李的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捉狐狸方法。首先在狐狸经常出没的地
方埋上“火罐炮”地雷，布设好捕网，当狐狸进入预设地域时，点燃地雷引
信，地雷爆炸发出巨响，狐狸在惊慌之时窜人网内，将其擒拿。当时的这种
“火罐炮”地雷，是用陶罐作雷壳，其内装上火药，再在陶罐口安装上引信。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陶瓷地雷。
最早由目标触发而自爆的地雷
世界上最早由目标直接触发而自动爆炸的地雷约出现于中国明朝。据《渊
鉴类涵》一书记载：“穴地丈许，柜药于中。以石满覆，更覆以沙，令与地
平。伏火于下，可以经月。系其发机于地面。过者蹴机，则火坠药发，石飞
坠杀人。”据称，此种掷石地雷是 １５４６ 年（嘉靖 ２５ 年），兵部侍郎曾铣在
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时制作的。
最早发明破甲地雷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坦克的制造迅速发展起来，对付坦克的地雷也随之发
展起来。防坦克地雷，品种、数量愈益增多，质量愈益提高。４０ 年代中期就
有人将聚能射流的破甲原理和电子技术应用于地雷的设计与制作。最早研究
这种技术的是德国人米斯纳埃。他于 １９４４ 年利用聚能装药爆炸，使球缺形药
型罩翻转、收缩、闭合与拉伸，形成一高速“弹丸”，能在一定距离上击穿
装甲。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米斯纳埃一沙尔丁爆破效应。这一新技术的发明，
就为后来的炸车底地雷、炸侧甲地雷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技术途径。后来许多
国家都运用这一原理和电子技术，设计成功了防坦克两用地雷。
最早试制核地雷的国家
世界上最早研究和试验核地雷的是美国。美国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开始
研制了核地雷，使地雷的爆炸威力发生了聚变。核地雷由核装药、起爆系统、
保险装置、动作系统和电源组成。使用时可埋入土中，或一定深度的雷井内，
或水中。主要以冲击波、放射性治染、光辐射、贯穿辐射、爆震波等因素杀
伤人员、破坏战斗车辆或毁坏其它目标。核地雷主要依靠独立定时装置，通
过无线电或导线操纵进入动作起爆。使用时可单个也可数个密集使用。６０ 年
代初美军已装备部队，截止 ８０ 年代初已装备了当量从 ２００ 吨至 ２５００ 吨的各
种核地雷约 ２００ 余枚。
最早的防坦克地雷
１９１６ 年坦克在战场上的运用，导致了防坦克地雷的出现。世界上最早使
用防坦克地雷的是德国。１９１８ 年德国人将炮弹改装成防坦克地雷，用于炸毁
英、法军的坦克，取得了一定效果。接着德国人又研制了两种制式防坦克地
雷。在这期间，俄国、美国等也研制了防坦克地雷。防坦克地雷在战争中威
力不可忽视。据统计，１００００ 辆坦克的损伤情况，其中有百分之二十是被地
雷炸毁的。
空投雷的首次使用
空投雷由飞机投落到地面。这种雷按设计在着地后经过一定时间才爆
炸。它的起爆有的用延时机构，有的用反拆卸装置来控制。为了防止这种雷
一着地即爆炸，一般以降落伞来减缓其下降速度。这种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由德军在袭击大不列颠时首次使用。
最早的防步兵跳雷
防步兵跳雷是目标接触雷后，腾起一定高度之后，在空中爆炸的一种坝
雷。杀伤威力比同等防步兵固定地雷要大。最早研制这种地雷的是德国人，
在 １９３９ 年前研制成功，定名为“Ｓ”型弹簧地雷，也有人叫它跳雷或跳跃的
贝蒂。该雷由绊线绊发，由于装有弹簧装置，目标接触该雷可在爆炸前跳离
地面 ０．５ 米左右的空中爆炸，以破片杀伤敌人。自德国在战场上使用这种地
雷后，其它国家也相继仿制。

最早的火箭布雷系统
火箭布雷系统，是由火箭发射装置和布雷火箭弹组成，用以撒布地雷或
水雷的武器装备。世界上最先发明这种布雷系统的是联邦德国，于 １９７０ 年研
制成功。该系统主要有 ３６ 管，口径为 １１０ 毫米的轻型火箭炮构成。发射火箭
布雷弹（每枚弹内装有 ８ 个 ＡＴ－１ 型或 ５ 个 ＡＴ－２ 型防坦克地雷），布雷射程
８～１４．８ 公里。一门火箭炮在 １８ 秒钟内可撒布 ２８８ 个 ＡＴ－１ 型防坦克地雷。
假如一个 ８ 门制的火箭布雷系统炮连，一次齐射即可构成正面达 ２３００ 米、纵
深为 ３００ 米，面积为 ６９００００ 平方米的雷场。继德国研制成功火箭布雷系统后，
苏、美等国也相继研制成功了这种布雷系统。
最早发明雷管、导火索的人
雷汞是英国化学家 Ｅ·霍华德在 １７９９ 年发明的。此后人们进一步改进，
制成了雷管。
电爆管是俄国学者П·П·希林格于 １８２２ 年试制成功。
导火索是英国 Ｗ·比克福于 １８３１ 与发明的。
几种引信的最早出现
药捻引信，即用薄纸裹上黑火药搓成的细绳，用以引爆火药包或“炮弹”，
犹如现代鞭炮上的药捻。这种结构极其简单的引信，最早出现于公元 ９ 世纪
前后的中国，它是随着火药在军事上的运用而产生的。它最早使用在火药包
或抛石机的“炮弹”上，后来又用在火箭上。
芦苇管或木管内装有火药，用发射药的火焰点燃配用在铸铁球形弹上的
引信最早出现于 １６ 世纪欧洲。
药盘时间引信最早出现于 １８３５ 年。
触发引信最早出现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前后。
雷管和传爆药的传爆序列最早产生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隔离雷管型引信最早出现于 １８９６ 年。
钟表时间引信最早出现于 １９０８ 年。
电引信和利用声、光等原理的非触发引信最早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无线电引信（亦称可变时间引信）于 １９４３ 年研制成功。
压电引信最早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
红外线引信最早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电子时间引信最早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兼有触
发、近炸、定时三种作用或兼有其中两种作用的多用途引信。
遥控定装引信最早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最早用绳索控制击发的水雷
中国是水雷的故乡。约在明朝时就有人开始制作水雷，最早的水雷是用
绳索控制击发的。明朝嘉靖 ２８ 年（公元 １５４９ 年），唐顺之编篡的《武编》

一书中，就详细地记载了“水底雷的构造和施放方法”。当时的这种水底雷，
是用木箱做雷壳，用油灰夹缝，火药装在木箱里，用铁锚坠入海中适当深度，
击发装置用绳子拴好，拉到岸边，由人控制发火。这种水底雷通常布设在港
口附近或敌船必经之航道上。当敌船驶近时，岸上人牵动绳索击发，引起水
雷爆炸，炸沉敌船。这是世界上最早用绳索控制击发的水雷，也是最早的锚
雷。
最早的定时爆炸漂雷
世界上最早的定时爆炸漂雷，是中国明代万历 １８ 年（公元 １５９０ 年）发
明制造的，名叫“水底龙王炮”。
据明末天启二年（公元 １６２２ 年）成书的《武备志》记载，这种漂雷，用
牛的尿泡做雷壳，火药装于其内，用点燃的香火引爆。使用时用木板运载，
根据敌舰船锚泊的远近、吃水的深浅，预先定好水雷的入水深度和香火的长
度，然后利用黑夜，在敌船的上游方向布下，点燃香火，漂雷即顺流而下，
至敌舶船锚泊处香尽爆炸，将其破损、炸沉。
最早的触发水雷
世界上最早的触发水雷出现于 １６ 世纪的中国，古书中记载为“水底呜
雷”。这种水雷与“水底雷”结构相差无几，只是击发机关的绳索藏在水下，
当敌舰船经过其上时，触动绳索，引起水雷爆炸，炸沉敌船。这实际上是一
种极其原始的触发水雷。
最重的炸弹
世界上最重的常规炸弹是美国空军 １９４９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穆洛克干湖
床试验的一颗特大型炸弹，这枚炸弹重达 １９０５０ 公斤。
世界上在实战中使用过的最重的常规炸弹是英国制造的名叫“巨响”的
炸弹，这枚炸弹重 ９９８８ 公斤。为了保证炸弹投掷成功，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英
国皇家空军兰开斯特式轰炸机首先进行了试投。在试投成功的基础上，次日
英国皇家空军第 ６１７ 飞行中队将这枚炸弹投掷在德国比勒菲尔德铁路桥上。
最早的无线电制导炸弹
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控制炸弹是德国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４０ 年代初研制
成功的 ＨＳ—２９３ 和 ＦＸ—１４００ 炸弹。ＨＳ—２９３ 炸弹，全重 ７８５ 公斤，装有一台
推力为 ５９００ 牛顿的火箭发动机，是一种面对称飞机型制导炸弹。ＦＸ—１４００
炸弹，全重 １８００ 公斤，无推进系统，该弹是一种轴对称制导炸弹。以上两种
制导炸弹，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空袭意大利舰队中多次使用，炸沉了
４．２５ 万吨级的“罗马”号战列舰。
最大的一次爆破

世界上最大的一次爆破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美国的一次海上爆破。１９５８
年 ４ 月 ５ 日，美国为了扫除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摩海峡上名叫“涟
漪”岩的姊妹峰的航运障碍，进行了一次历史上最大的非原子爆破，这次爆
破共用炸药 １２５０１２０ 公斤。
排除炸弹最多的人
世界上排除炸弹最多的人是沃纳·斯蒂芬，他在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５７ 年共排
除炸弹 ８０００ 颗。１９５７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搜排一颗小型炸弹时不幸被炸死。
最早的橡皮舟
世界上最早在战场上使用橡皮舟的是美国，于 １８４６ 年使用。这种舟，由
印度橡胶制成，每只舟有三个长 ６ 米、并排的用印度橡胶带连接的尖头浮筒
构成。当舟需要使用时，就用打气筒通过气管向浮筒充气；运输时，可把气
放掉，折叠起来装进包装箱内，作战中使用极为方便。
烟幕的最早使用
据《古今注·与服类》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
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故后常建焉。烟幕
在作战中使用据今已有 ５５００ 余年的历史了，至今未发现比其更早的记载。根
据当时各方情况判断，这种似大雾般的烟幕，可能是用湿润的柴草或耐燃多
烟的植物缓燃时产生的烟雾，与现在农村夏天驱蚊举烟类似。
最早使用二氧化硫毒气的时间
最早的二氧化硫毒气，是斯巴达人首先使用的。公元前 ４３１ 年，伯罗奔
尼撒战争中，斯巴达人攻击瑞典人，在围城战斗中，使用硫磺燃烧产生毒烟，
使对方中毒，取得了攻城战斗的胜利。
毒气弹的雏型
据史料记载，公元 １０００ 年，北宋成平年间，有个叫唐福的人，把他所制
作的毒药烟毽献给北宋朝廷。毒药烟毽即雏型的毒气弹，毽内装有毒物，燃
烧后烟雾弥漫，能使人中毒，削弱对方战斗力。毒药烟毽的配方是：焰硝 ３０
两，硫磺 １５ 两，木炭 ５ 两，还有巴豆、砒霜、狼毒、桐油、沥清、■头、黄
腊、竹茹等 １０ 种毒物。
光气的发明和最早在战争中使用
光气，是 １８１２ 年由英国化学家约翰·德威发明制造的。它是用一氧化碳
和气态氯，在阳光作用下合成的，叫二氯化碳酰。由于它是光化合成，故称
为“光气”。其毒性比氯气约大 １０ 倍。后来人们又进一步从硫酸中制取光气，

使其得到发展，光气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引起中毒，进入体内后形成肺水肿，
使肺吸不进氧气，排不出二氧化碳，引起缺氧。所以，后来人们又称其为窒
息性毒剂。由于光气具有巨大的毒性，所以很快就受到了战争狂人的重视，
它们把光气作为一种军用毒剂应用于战场。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德军对英军首先
使用了 ３０ 吨光气和氯气混合物，致使英军 １０６９ 人中毒，１２０ 人死亡；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７ 日，德军在苏维埃要塞和塔韦内附近马斯河畔首次使用加农炮兵连
施放双光气；同年 ６ 月 ２２ 日夜间，在梵尔登附近，德军连续 ７ 小时共发射了
７６０００ 发双光气榴弹炮炮弹和 ４００００ 发双光气加农炮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光气占各国毒剂生产总量的 ２５％，使用量达 １０．０５ 万吨，整个战争中，
由于使用光气而中毒致死者达 ８０％，死于光气的人数达 ８０ 多万人。
最先制造出塔崩的人
塔崩是 １９３６ 年由德国施拉德尔首先研制成功的，最初命名为垂龙 ８３，
后来人们称它为塔崩。塔崩中含有磷元素，故也称含磷毒剂。由于塔崩毒性
大，作用快，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速杀性毒剂。
塔崩由试制到生产经历了六年之久。施拉德尔当时在勒弗库森的一家
ＩＧ 染料公司工作，１９３６ 年经过反复试验合成成功。１９３７ 年 ５ 月将样品交给
德军陆军部，立即被陆军部宣布为“秘密”武器。同年，ＩＧ 染料公司申请了
专利。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７ 日，德军举行了由陆军装备部、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和
ＩＧ 染料公司董事会成员三方参加的会议，并作出了生产塔崩的决定。同年 １２
月底，又决定在奥得河畔的迪思弗特建立一座生产塔崩的工厂。１９４１ 年夏，
工厂被安奥加纳公司接收，并于 １９４２ 年底在“垂龙洗涤剂”名称的掩盖下开
始生产。该工厂占地约 １ 平方公里，有工人 ２００ 余人，月生产量为 ５０—１１８
吨，产量的 ８０％被制成化学炮弹。由于生产技术落后，陆军总司令部原订购
５８０００ 吨塔崩，仅供应了 １２０００ 吨。后来由于战败，这种罪恶活动才告终。
沙林毒剂的研制者
德国化学家施拉德尔研制塔崩成功后。于 １９３８ 年又研制成功了沙林，定
名为甲氟磷酸异丙脂。１９３９ 年德国陆军决定建造一座年产量为 ６０００ 吨的沙
林工厂，这项工程由法尔肯哈根负责。由于工厂建造缓慢，直到战争结束也
没有正式竣工。该厂总共只生产了 ５００ 公斤沙林。
梭曼的发明者
棱曼，由德国理查德·库恩于 １９４４ 年首先研制成功，定 名为甲氟磷酸异
乙酯。它是一种无色、有微弱苹果味，象水一样的液体。梭曼毒性大，作用
迅速，吸入一口气的致死浓度为 ２．３ 毫克／升，也可经伤口和误食染毒食物引
起中毒。中毒后有瞳孔缩小、视力模糊、胸闷、呼吸困难、流口水、流汗、
噁心呕吐、腹痛腹泻、局部肉蹠、痉挛等症状出现。
苯氯乙酮的最早发明者

苯氯乙酮，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出来的军用毒剂化合物，
代号为“ＣＮ”，具有强烈的催泪作用。这种毒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
战后，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曾大量制造，以备战场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它是准备使用的重要的刺激性毒剂之一。美军在侵越战争中曾多次使用。
最先发明和使用毕兹的国家
毕兹，是美国五十年代初首先研制成功的，于 １９６０ 年装备部队。苏联在
同时期也进行了研制。毕兹是一种暂时使人的中枢神经活动或驱体功能混
乱，失去战斗能力的化学毒剂，在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死亡或引起持久性伤
害。美军为了证实这种毒剂的效能，特意进行了一次试验，并拍摄了一部“猫
怕老鼠”的电影，影片中展现了“猫怕老鼠”的怪事。影片于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美国纽约市公开放映。影片一开始，在一个实验箱内放着一只凶猛的
猫，可是当向箱内通入一种烟后，猫很快变得软弱无力。然后将一只老鼠放
入箱内猫的面前，猫不但不跃上去捕捉，反而产生种种惧怕行为，左避右闪，
十分惊慌，吓得全身发抖，这就是猫被毕兹中毒后的反应。人中毒后的症状
也大致如此。美军在侵越战争中使用过毕兹毒剂。
“死亡之露”路易斯
路易斯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化学家路易斯合成的一种糜
烂性质极为显著的气体。它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美国的代号为 Ｌ，有的报
刊称之为“死亡之露”路易斯在 １９１７ 年研制成功后就建议作为毒剂使用。这
种毒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方面首先使用。
最早发现和使用氯化苦
氯化苦，是 １８８４ 年由斯坦霍斯发现的，在美军中通用的代号是“ＰＳ”，
化学名称为三氯硝基甲烷。氯化苦是有刺激味的无色液体，略溶于水，易溶
于有机溶剂，适合配制成战术混合剂。氯化苦主要刺激眼睛和上呼吸道，浓
度较高时，还会引起胃痛、呕吐和昏迷，浓度高时产生肺水肿。其毒性约为
光气的六分之一。氯化苦在 １９１６ 年被俄军首次使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
大规模使用。
亚当氏气的发明者
亚当氏气，是美国化学家亚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的，他详细研
究了这种具有强烈刺激鼻喉的毒剂之后，以自己的姓作了此毒剂的命名。此
种毒剂美国惯用的代号是“ＤＭ”。亚当氏气何时用于实战，各种资料说法不
一，有的说法国方面在 １９１８ 年秋季曾首次使用，后来美国及其它国家开始大
量生产这种制式毒剂。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曾多次使用。
最先研制西埃斯的人

西埃斯是美国人卡森和斯托顿两人于 １９２８ 年研制成功的，用这两位化学
家姓的头一个大写字母（ＣＳ）命名。西埃斯主要对人的眼睛和呼吸道具有强
烈的刺激作用，对裸露的皮肤也有烧伤作用。美国首先大量生产和贮备这种
毒剂。据有关资料透露，１９６９ 年底的贮存量就达 ２９１０ 吨。美国在侵越战争
中曾将其装配在手榴弹掷弹筒、施放器和气溶胶发生器中使用，造成人员伤
亡。据外电报道共使用了 ７０００ 余吨。
最早研制二元化学武器的国家
二元化学弹药，是一种新型的化学武器，它与一般化学武器的区别是：
弹体内装填的不是毒剂，而是可以生成毒剂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低毒化学物
质，它们分别装在弹体中由隔膜隔开的容器内，弹药在投射过程中，隔膜破
裂，化学物完成混合，迅速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毒剂。这种二元化学武器，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有人试图研制，首先研制成功的是美国。
美国为了克服先前化学武器毒性大，生产、装填、贮存，运输和使用都
极其危险的弱点，对付苏军化学战的严重威胁，提高其化学战报复能力，于
六十年代初开始着手研制二元化学武器。１９６２ 年，美国大量拨款给海空军，
当时下达的任务是，研制一种能在航空母舰上储存、运输、保养均较安全的
“巨眼”二元化学航弹。这种航弹可以把毒剂布洒在 ２．５９ 平方公里的面积
内，于六十年代中期研制成功。
第一代二元化学航弹，结构较为复杂，它由弹体、稳定器和流线型头部
组成。二元组份之一是粉末状的，装填在航弹中置于搅拌器的室内；另一组
份是液体的，装填在航弹的主室中。这两种不同组份是用薄金属板隔开的。
使用时，由驾驶员按动专门按纽，引燃火药、爆破隔板，将粉末压入液体组
份中。同时启动电动机，使搅拌器急速旋转，在搅拌中加速毒剂的合成反应，
然后爆裂，使毒剂布洒在目标上。
最早发现和生产有机氟化合物的国家
有机氟化合物，是德国人拖拉德尔受 ＩＧ 公司的委托，自 １９３４ 年开始进
行系统研究的。当时主要企图是探索新的杀虫剂。在这以前，也有人研究过
并合成出来，但是谁也弄不清它的毒性，因而既未作为民用，也未作为军用。
施拉德尔研究小组在合成过程中，由于发现了它对人畜有较高的毒性，因而
中止了这项以杀虫剂为目标的有机氟化物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间（１９３５—１９３９
年），波兰化学家也独立系统地对有机氟化合物进行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后，法西斯德国占领波兰后，波兰化学家逃往英国，后来在英国的支
持下，继续进行研究，并充分认识了它的军事价值。此后，英国和美国即投
入了生产。有机氟化合物，主要是口服、吸入中毒及部分皮肤吸入中毒。可
以在饮用水、食物等中投放，引起人员或牲畜中毒身亡。
最早研制植物杀伤剂的国家
最早研究植物杀伤剂的是美国和英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两国的
一些研究所中，就开始进行了军用植物杀伤剂的研制工作。美国的目的，主

要是用来对付日本特别是用来毁坏日本的稻田。植物杀伤剂高浓度使用，可
使植物落叶枯萎，或者生长反常，从而导致损伤或毁坏植物。人畜误食也会
造成伤亡。这种毒剂最早使用在五十年代初。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曾多次使用，
总剂量达 １２ 万吨之多。
最早的防毒面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１９１５ 年德军大规模使用化学毒剂以来，交战双方一
方面大力发展，积极研制化学武器，一方面又竞相研制防护呼吸道中毒的防
毒面具。科学家们认为，一物总被一物降，毒剂可以毒死人，肯定也可以防
护。科学家们细心地观察了第一次毒袭后的战场，发现英、法联军伤亡惨重，
飞禽走兽也遭大量杀伤，唯独猪却安然无恙。科学家们经过潜心研究，又做
了试验。发现猪并不是不怕毒气，而是它有拱土寻食吃的本领。当毒气袭来
的时候，猪受不了毒气的刺激，于是就拼命的拱土，把土拱松之后，就把长
长的咀埋在泥土之中，这样就避免了伤害。科学家们又经过反复试验，发现
泥土有一定的滤毒作用。于是，科学家们从猪能在毒气中生存，泥土有滤毒
作用中得到了启示。１９１６ 年， 苏联化学家谢斯林基经过反复试验，首先发
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带有眼窗面罩，装有活性炭的防毒制式面具，为研制生产
现代防毒面具迈出了第一步。从那以后，世界许多国家军队中都相继装备了
个人防毒面具。后来，防毒衣、防毒靴等防护器材随之出现。
防护器材的使用，有效的减轻了化学武器的杀伤作用。据统计，第一次
世界大战最初使用化学武器时，化学袭击造成的致死比例高达 ３５％，而战争
后期，交战双方普遍装备了防毒面具，致死比例便下降为 ２．５—６％。一般认
为，军队装备性能良好的现代个人防护器材后，可以使受到化学袭击时的伤
亡人数下降到 ５％以下。
最早的防化部队
世界上最早的防化部队，是德国于 １９１５ 年组建的“毒气施放团”和英国
的防化学兵旅。１９ 世纪初，欧洲的化学工业迅速发展，此时已有一些人将人
工合成的有毒物质装填在弹丸内小量使用。１９ 世纪中叶，德国、英国、法国
等相继研制出了化学武器。为了制止这种罪恶行径，１８７４ 年布鲁塞尔国际会
议最早提出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到了 １９ 世纪末，欧洲一些国家已能生产剧毒
物质，使毒剂大量用于战争成为可能，从而更加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于是，
１８９９ 年梅牙国际会议发布宣言，慎重提出禁止使用以施放窒息性和中毒性气
体为唯一目的的抛射物。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些国家为了军事斗争
的需要，已将化学毒剂制成了制式武器，实战中使用化学武器已不可避免，
为了施放毒剂和进行对化学武器的防护，一个新的兵种也就应运而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 １９１４ 年冬，西线战场处于阵地战相持阶段，为了突
破对方的防御夺占阵地，德国著名化学家哈贝尔建议大量使用化学武器，总
参谋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下令大量生产新毒剂和投放器材。德国为了在大
战中大量使用化学武器，于 １９１５ 年春，在战争部里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防化
部门—Ａ１０ 局，并在威廉皇帝研究所设立专门的研究室。接着，又将 ３１ 工兵
团改编为“毒气施放团”，这是世界上第一支施放化学毒剂的部队。毒剂施

放团配备了专业人员，其中包括化学人员、气象人员和器材技术人员，并进
行了多次施放试验，有一次在科隆附近的训练场上，以羊群为试验对象，为
德国皇帝和高级军官作了表演。同年 ４ 月，这个团执行了向英、法联军实施
首次化学袭击的任务，使联军蒙受了巨大损失。
英军为了防护德军的化学袭击，并对德军实施化学报复，也组建了化学
兵旅，并于 １９１５ 年 ９ 月运用司托克斯式迫击炮化学弹（每弹装填毒剂 １５ 公
斤），对德军实施了化学报复，使德军受到了较大损失。
抗日战争中，由于侵华日军多次使用化学武器，八路军于 １９３９ 年在抗大
设立防化学队培训骨干。解放战争后期，华东野战军第 ７、９、１３ 等纵队，分
别组建了防化分队。
化学战能力最强的国家
世界上化学战能力最强的国家是苏联。据西方人士 １９８１ 年估计，苏联与
美国相比，化学兵部队（全部可动员数）约为美国的 ３５ 倍，化学战官兵约是
１１ 倍，洗消车辆约是 １０ 倍，化学弹药是 １：１，化学弹地面递送系统（指投
掷）约是 ５ 倍，生产设备约是 １４—２０ 倍，化学费经费约是 ６ 倍。
化学校最多的军队
防化学校最多的军队是苏联，主要有铁木辛哥防化军事学院、萨拉托夫
高等防化工程学校，科斯特罗马高等防化指挥学校和坦波夫高等防化指挥学
院。铁木辛哥防化军事学院，设在莫斯科市内，是培养防化指挥和工程方面
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全院定额 １０００ 余人，学制 ５—６ 年；萨拉托夫高等防
化工程学校，位于伏尔加勒以北 ３５０ 公里地区，培训化学兵军官，学制 ５ 年，
科斯特罗马高等防化指挥学校，位于莫斯科东北约 ３００ 公里，培训化学兵中、
下级军官，学制 ４ 年；坦波夫高等防化军事指挥学校，位于莫斯科东南约 ４００
公里，培养化学兵中、下级军官，学制 ４ 年。另外，在全国各地还没有 １０００
余个化学兵训练场。
毒剂贮存量最大的国家
毒剂贮存量最大的国家是苏联。据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司
令官科金斯上将宣称：“几年前，苏联贮存的战剂，大大超过自由世界的总
和”。并说：“苏联有 １０６ 个化工厂，其中有一半能生产最新战剂”。另据
外电报导：苏军已有 ３５ 万吨化学毒剂可供使用，其中神经性毒剂占多数，约
为 ２０ 万吨。化学弹药占苏军弹药总和的 １５％。战斗机中 ８０％拥有进行化学
战的装备。沙林、梭曼、塔崩、氮芥气、芥子气、氢氰酸、路易氏气、亚当
氏气、苯氯乙酮和光气等是苏军正式装备的化学弹的主要种类。美军的化学
战剂的贮存量是苏军的九分之一，约为 ４２０００ 吨，其中沙林约 ２２０００ 吨，维
埃克斯约 ４３００ 吨，纯芥子气 ４００ 吨。正式装备部队的主要有沙林、维埃克斯、
梭曼、芥子气、氢氰酸、毕兹、氯化氰、西埃斯、西阿尔、苯氯乙酮、亚当
氏气等 １１ 种。

最早发射化学弹的迫击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年，即 １９１５ 年 ９ 月，英国人设计出了一种口径和
发射速度都特别适用于化学战的武器，这就是战壕迫击炮——斯托克斯式迫
击炮。其口径为 １０２ 毫米，射速每分钟 ２０ 发，射程为 １０００ 米。这种迫击炮
为滑膛炮管，并有坚固的可拆卸的盘状底座组成。这种迫击炮没有双腿支架，
为了保证射击时的稳定性，只得将迫击炮的炮身埋在土中，一直埋到炮口。
为了准备化学袭击，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进行大量的土工作业。这种迫击炮，
射程较远，发射速度较快、命中精度较高，杀伤效果较好。它使用的化学弹，
每枚弹可装毒剂 ３—４ 公斤（光气、双光气、氯化苦、芥子气等）。这种化学
弹，第一次是用于 １９１７ 年的洛斯战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得到广泛使用。
管数最多的毒剂火箭炮
管数最多，专门用来发射毒剂炮弹的火箭炮，是美国研制的 Ｍ９１ 型多管
火箭炮。该火箭炮有 ４５ 个发射管，射程为 １０ 公里，一次齐射 ２０ 秒钟，毒剂
散布宽度可达 ８００ 米，纵深达 ６００ 米，总覆盖面积可达 ４００ 公顷（６００ 亩）。
战争中化学袭击的最早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连绵不断，推动了武器的发展，化学袭击也应运而
生。最早记载在战争中使用化学袭击的是《左传》，书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公
元前 ５５９ 年，即孔子诞生前 ８ 年（孔子：公元前 ５５１～前 ４７９ 年），秦、晋
棫林之战中秦军使用化学袭击的情况。“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晋悼
公派荀偃为将率鲁、齐、宋、卫、莒、曹，邾、滕、薛、杞小邾及郑十三国
联军攻秦，至泾水，诸侯军不愿徒涉，晋大夫叔向速备船具，渡联军至西岸，
秦军于上游放毒，士兵死伤甚多，士气低落，郑司马子蛟自为先锋，联军继
进，攻至棫林（陕西咸阳北），秦仍不肯求和。晋军内部将帅不合，荀偃恐
为秦乘胜追击，即下令撤退。
史书中最早记载，采用吹放法使用毒气的是公元前 ４２８ 年的斯巴达人。
斯巴达王阿希达莫斯组织军队攻打泼拉堆城时，为了克服城墙障碍，杀伤城
内有生力量。采用了化学吹放攻击法战术。即在城的上风方向的城墙外面，
堆积高高的树枝草堆，浇透沥青和硫酸，点燃焚烧，随及带毒的浓烟顺着大
风滚滚的吹入城内。顿时城内守军惊惶失措，乱作一团，许多人中毒失去了
战斗能力。后来因为天气突然变化，风向转变，雷声轰鸣，下起了瓢泼大雨，
斯巴达人未能利用化学袭击效果攻入城内，被迫撤出战斗。泼拉堆城才幸免
攻破。
规模最大的化学袭击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化学武器袭击，是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比
利时伊泊尔地区的一次毒袭。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根据施利芬计划，在法军前线以约 １５０ 万人的
兵力，取道比利时，企图大规模迂回包围巴黎。１９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德军越过

了比利时边界，１０ 月 １２ 日占领了伊泊尔附近的里尔，并集中大量兵力向伊
泊尔东南发动攻势。由于当时战场主要局限在进行堑壕作战的阵地战，进攻
速度缓慢，直到 １９１５ 年的头几个月，德军始终未能突破英、法联军的防御。
德军为了改变不利态势，打开僵局，竭力寻求用新的武器进行作战。当德军
了解到英、法联军对化学袭击，既无防护器材，又未经过训练的情况后，４
月初，德军统帅部根据著名化学家哈柏教授的建议，作出了在前线试用吹放
氯气攻击的决定，并立即从全国调集了占德国整个工业存货近半数的 ６０００
只大号钢瓶，还赶制了 ２４０００ 只小号钢瓶，同时制作了大量的液氯。
德军将首次攻击的地点选择在伊泊尔的毕克斯休特与郎尔马克之间的
英、法联军阵地。受命执行此项任务的工兵 ３５ 联队，指挥官是培特。４ 月 ５
日至 １１ 日的 ７ 个夜间，德军派出了大批部队偷偷的在两军对峙的阵地间埋没
钢瓶，以 ２０ 只联为一列，每公里正面阵地上约埋设 ５０ 列，在 ６ 公里正面上，
共埋设装满氯的吹气的大小钢瓶 ５７３０ 只，氯气的总重量达 １８０ 吨。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下午 ６ 时零 ５ 分，德军毒袭开始，沿着德军战壕升起
了一道约一人高、６０００ 余米宽的不透明的黄白色“烟云墙”，被每秒 ２—３
米的微风吹向英、法联军阵地。在正面 ６—８ 公里的战线上，几乎全被毒剂云
团笼罩着，覆盖纵深达 １０—１５ 公里。英、法联军士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云团，
吓得惊慌失措，紧接着闻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强烈刺激性怪味。不久，有人开
始打喷嚏、咳嗽、流泪不止，有的窒息倒地，顿时阵地内一片混乱，许多人
丢下枪支、火炮，跑出战壕逃离战场，联军阵地很快被打开了 ５—８ 公里宽的
口子。德国利用毒袭效果，跟在云团后面冲击，没有遇到联军的任何抵抗，
只用了短短的 ４０ 分钟，一举占领了英法联军约 ４ 公里纵深，打破僵持局面。
德军这次化学袭击，使联军损失惨重，约有 １５０００ 人中毒，其中 ５０００ 人死亡，
５０００ 人被俘，损失大炮 ６０ 余门，重机枪 ７０ 余挺。
射程最大的喷火器
射程最大的喷火器是美军 １９７０ 年生产定型的 Ｍ２０２－Ａ 型多发便携式火焰
武器。它可用于在较远距离上向目标发射燃烧火器弹。对点目标有效射程为
２００ 米，对面状目标最大射程为 ７３０—７５０ 米，单发杀伤半径在 １０—２０ 米范
围内。该型武器战斗全重为 １２．１５ 公斤，可由单兵扛在肩上进行射击。
最早的喷火器
利用火作为杀伤敌人生动力量的工具，古今中外的无数次战争中，都广
泛使用过。
公元前 ５００ 年，我国著名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曾经专门写了《火
攻篇》。他把火在战争中的作用，概括为“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
五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使用火来杀伤对方的力量，焚毁其粮草、辎重
和器械装备，扰乱其战斗队形。在古代由于工具结构和使用方法的原始，使
火的应用受到很多限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军事技术发展很快。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
上，１９００ 年德国人 Ｒ·菲法勒为演习制作了一种喷射燃料的器材，由于携带
不便，射程太近，威力较小，后经改进，于 １９１２ 年德军首先装备了携带式喷

火器，这是世界上最早正式装备部队使用的喷火器。这种喷火器，其燃料剂
是借助于钢瓶中的压缩气体的压力进行喷射。发射时，发射的火焰如洪涛，
并发生大量白烟，射程近十米。这种喷火器虽然射程不远，且较笨重，机械
性能和点火性能都不可靠，但就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德军为了使这种喷火
器得到使用，同年成立了由 ４８ 名专业学员防化兵组成的喷火分队，并于 １９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在战场上首次使用。由于德军成功地使用了喷火器，对各国震
动很大，于是各国纷纷重视研制、生产和使用。随后，喷火坦克、使用凝固
汽油的喷火器、地雷式喷火器、保叠式喷火器等相继出现，并使用于战场。

最庞大的海军
现在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是美国海军。据有关资料透露，截止 １９８５
年，美国海军的实力是：核动力航空母舰 ４ 艘、常规航空母舰 ９ 艘、直升机
航空母舰 １２ 艘；战列舰 ２ 艘；核动力导弹巡洋舰 ９ 艘；导弹巡洋舰 ２１ 艘；
导弹驱逐舰 ３７ 艘，驱逐舰 ３１ 艘；导弹护卫舰 ４７ 艘，护卫舰 ５２ 艘；战略导
弹潜艇 ３７ 艘；核动力攻击潜艇 ９６ 艘，攻击潜艇 ４ 艘；登陆舰只 ４８ 艘。各类
舰艇总计为 ４０９ 艘，排水量为 ３１９．４ 万吨。总兵力为 ７６８７００ 人。
最早的蒸汽战列舰
世界上最早的蒸汽战列舰是法国 １８４９ 年建造的“拿破仑”号。该舰以蒸
汽机为主动力装置，舰上装备有 １００ 门火炮。
第一艘螺旋桨战舰
世界上第一艘使用螺旋桨的战舰是美国的“普林顿”号，也是第一艘将
机器置于吃水线之下部位的战舰。
该舰由出生于瑞士的工程师约翰·埃里克森设计制造。埃里克森才华横
溢，是当时伟大的舰艇设计师，螺旋桨发明制作的先驱之一。１８３６ 年英国虽
然制造了带有螺旋桨 的船，但没有引起海军部的重视。因此，埃里克森在美
国海军上尉罗伯特 Ｆ·斯托克顿劝导下到美国帮助设计制造战舰。
经过 １０１ 个连续紧张的工作，“普林顿”号战舰，于 １８６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服役，舰上装有当时最强大的火炮。３ 月 ６ 日“普林顿”号奉命驶向华盛顿
南边的波托马克河试航并进行新式舰炮的试射。首都的主要官员都前往参
观。
火炮试射时，“调解人”火炮突然发生爆炸，当场炸死了国务卿、海军
部长以及儿名议员。泰勒总统正在与仓下的贵宾们交谈幸免于难。泰勒的夫
人正在豪华餐室中就便餐也未罹难。后来，舰上改装为“俄勒冈”炮，试航
终究成功，由于该舰装配有螺旋桨，航速快，火炮威力大，被称之为“海上
霸王”。
第一艘蒸汽军舰
世界上第一艘正式服役的蒸汽军舰是美国的“德莫洛戈斯”号。１７ 世纪
末，丹尼斯·帕宾首次把蒸汽机用于了船舶，但是只有在 １７７５ 年，詹姆斯·瓦
特发明实用的蒸汽机后，才有可能得到适用于船舶的真正动力装置。虽然有
许多人进行过试验，但是直到 １８ 世纪末都没有得到成功。１８０２ 年，英国首
先研制成功了第一艘实用的蒸汽船“夏洛特·邓达斯”号，这不是一艘军舰，
实际上是一艘蒸汽拖轮。这一艘蒸汽拖轮的建造成功，对世界震动很大。
接着美国富尔顿成功地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克莱蒙特城”号蒸汽轮船。
恩格斯曾经说过：“蒸汽机不仅在陆路交 通工具方面引起了革命，而且使水
路交通工具具有了新的面貌，第一艘轮船是 １８０７ 年在北美的哈德逊河下水
的。”

“克莱蒙特城”号，长 ４５ 米，宽 ９ 米，排水量为 １００ 吨，动力装置为富
尔顿自行改良设计的蒸汽发动机，船体结构十分坚固。１８０７ 年 ８ 月 ９ 日，该
船在美国纽约市的哈德逊下水。同年 ８ 月 １７ 日正式试航获得成功。逆水航速
９ 公里，在 ３２ 小时内顺利地完成了 ２４８ 公里的航程。
富尔顿第一艘蒸汽船的试航成功，震动了美国海军。为了加强美国的国
防力量，富尔顿不顾身患重病，为美国海军设计了一艘快速军舰“德莫洛戈
斯”号，这艘军舰装有 ２０ 门火炮，炮台是能浮动的，军舰的动力是蒸汽机。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艘蒸汽动力的军舰。俄国第一艘安装有火炮的蒸汽舰是“伊
若拉河”号，它出现于 １８２６ 年，比美国要晚 １０ 年左右。
富尔顿 １７６５ 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县，由于身患肺病，于
１８１５ 年逝世，终年 ５０ 岁。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发明家，将兰开
斯特县改名为富尔顿县。
第一艘有撞角船首的战舰
世界上第一艘带有撞角船首的战舰是腓尼基人建造的。公元前 １４００ 年以
后，腓尼基人成为了海上领头的贸易强人。他们从定居的叙利亚海岸出发，
经常深入到地中海远方海岸，有时还到达红海地区，贸易的物资主要有香柏
木、染料、银、铅、铁和锡等。他们在穿越地中海的航线上建立了马耳他岛、
帕诺木斯、希波等许多殖民地。他们还第一次完成了非洲大陆的航行。为了
保证海上贸易船队的安全，大约在公元前 １２００ 年前后，腓尼基人开始建造战
舰。他们建造的战舰带有撞角船首；每舷配备有两层划桨手，一层在另一层
之上；船上还配备弓箭手和投石手；有时还辅之以风帆。这种战舰在埃及、
希腊等也盛兴过。
第一艘挂帆式海上装甲舰
世界上第一艘实用型挂帆式海上装甲舰是法国建造的“光荣号”。“光
荣号”海上装甲舰排水量为 ５６１７ 吨，是木造挂帆式快速战舰；航速 １３ 节；
船身是木制的，但却用铁皮包著；装备有 ３４ 门火炮。这艘船的设计者是杜普
罗美，被赞誉为当代军舰设计的第一好手。该舰于 １８５９ 年下水服役。
最早采用涡轮引擎的装甲舰
世界上最早采用涡轮引擎的大型装甲舰是英国的“无畏”号。
海上舰艇的涡轮引擎于公元 １８９７ 年由英国人查理士·帕松发明。１９０５
年英国在建造“无畏”号大型装甲舰时首次采用了这种引擎。“无畏”号装
甲舰在朴茨茅斯建造，在意大利著名工程师、该舰的总设计师库尼贝狄上校
监督下，于 １９０６ 年建造成功下水。
“无畏”号装甲舰技术性能是：排水量为 １７９００ 吨，航速 ２１ 节（４０ 公
里／小时）；装备有能全方位射击的 １０ 门 ３０５ 毫米口径的舰炮（分别配置在
５ 座炮塔内，其中 ３ 座在首尾线上，２ 座在两舷），７６ 毫米火炮 ２４ 门，５ 支
１８ 时的鱼雷管；由 ４ 具螺旋桨驱动，具有 ２３０００ 马力；两舷、炮塔和指挥室
的装甲厚达 ２８０ 毫米。“无畏”号装甲舰是 ２０ 世纪战列舰这一舰种的始祖。

最古老的现役军舰
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役军舰，是美国的风帆“宪法”号。
美国的宪法是 １７８７ 年颁布的，美国为了保护海上贸易，国会决定建造装
备有 ４４ 门火炮的快速军舰。“宪法”号就是其中的一艘。
“宪法”号，于 １７９７ 年下水。该舰用橡木制成，长 ６２ 米；水线长 ５３
米、宽 １３ 米；排水量为 ２２００ 吨，首吃水深 ６ 米、尾吃水深 ７ 米；首桅高 ６３
米，根底部直径 ７５ 厘米；中主桅高 ７１ 米，根底部直径 ８４ 厘米；后桅高 ４９
米，根底部直径 ６０ 厘米；航速满帆 １２ 节；炮甲板上布置射程 １１００ 米主炮
３０ 门，高层甲板安装副炮 ２２ 门；舰员军官 ２２ 人，士兵 ３７８ 人。
１８１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宪法”号与英国的“战斗”号军舰进行了一场激
战，仅半个小时就把呈凶一时的英国战舰打得动弹不得，挂起了白旗投降。
这一仗中“宪法”号共击沉英国军舰 １４ 艘。赫尔舰长带上了全部俘虏回到波
士顿。“宪法”号这一胜利，大振美国民心。在此之后的战斗中，“宪法”
号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良好的战绩。
“宪法”号现仍在美国海军中服现役，是现代海军舰只中的元老。美国
海军曾于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３１ 年将其重新修复。它访问过大西洋、太平洋两岸各
国的 ９Ｏ 多个港口，接待过 ４５０ 万人的参观。１９３４ 年“宪法”号重返波士顿，
并永远停泊在历史名城的海军码头让人们瞻仰。现在每年前往参观的人数达
５０ 余万人。“宪法”号自服役至今已有 １９０ 余年了，为什么能独享永久服役
的特殊荣誉，是因为它在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战绩卓著，深受美国人民
敬重所致。
最早在军舰上试验飞机起降的国家
世界上最早在军舰上试验飞机起降的国家是美国。１９０３ 年，美国著名的
飞机发明家莱特兄弟研制出第一架飞机之后，世界各国竞相研制和发展飞
机。实践证明，飞机在陆上使用，那是无庸置疑的。由于当时的飞机航程近，
在海上使用没有机场，如何将飞机用于海战？美国人首先考虑了这个问题。
当时美国海军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将大型舰船经过改装，设置飞行甲板，使
飞机在甲板上起降；另一种意见是，改变飞机的结构，使之能在水面上起降。
实践证明这两种意见都是正确的。
１９１０ 年，当对马海战的经验还在左右着各国海军决策者思想的时候，美
国海军中一些人已经开始进行把飞机和大型战舰结为一体的试验。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一个名叫尤金·伊利的美国飞行员应允为美国海军进行从军舰甲板上起
飞的试验。试验前，美国海军特地在“伯明翰”号巡洋舰舰首，用木板铺了
一条长 ２６ 米长的飞行跑道。１１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时，当尤金跨进他的双翼飞机
的摩舱时，在座的人都为之提心吊胆。
飞机顺利地发动了，螺旋桨越转越快，只见机身向前一冲，迅速地向前
滑去，由于甲板太短，飞机脱离甲板时，机头猛向下一沉，向大海扎去。眼
看就要掉进大海的时候，尤金镇静地操纵着水平舵，把飞机又拉了起来。一
会儿，他驾驶飞机在岸上安全着了陆。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军船上试验飞
机起飞，“伯明翰”巡洋舰也是航空母舰的雏型。

这次试飞的成功引起了美国海军部的高度重视，虽然当时有一些人反
对，但还是拨款继续进行试验。１９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美国海军又在旧金山的
“宾夕法尼亚”号巡洋舰上铺设了长 ４０ 米的飞行甲板，并在跑道上每隔 １
米，横方向装一根绳索，绳的两端拴着沙袋，以便再次进行试验。试验的这
一无风很大，尤金不愿冒侧风降落之险，只好顺风降落。为了观看这次试验，
“宾夕法尼亚”号上的官兵中有不少爬上桅杆的最顶端。试验开始了，尤金
以高超的技术，驾驶着飞机顺利地降落在甲板上，试验又获得成功。
这次试飞成功，引起了世界各国海军的极大关注。而美国海军将领却强
烈反对。因此，１０ 年之后，美国才在其它国家的影响下，把一艘运煤的船改
装成航空母舰，这就是美国的第一艘改良型的航空母舰“兰格刊”号。
最先把大型军舰改装成航空母舰的国家
世界上最先把大型军舰改装成航空母舰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在广泛试验
的基础上，吸取了其它国家的经验。于 １９１６ 年首先在“坎帕尼亚”号供应船
上安装了较长的飞行甲板。“坎帕尼亚”号供应船建成于 １９１５ 年。改进后该
舰排水量为 １８０００ 吨，乘员 ６００ 人，航速 ２２ 节，可载飞机 １０ 架。“坎帕尼
亚”号改良型航空母舰使用的是经特殊改装过的费尔雷坎帕尼亚式水上飞
机，这种飞机能够从甲板的带轮车上起飞，降落在船边后收回。“坎帕尼亚”
号航空母舰这是世界上第一艘改装型航空母舰。要比美国第一艘改装型“兰
格利”号航空母舰早 ７ 年。
接着 １９１７ 年，英国人又将一艘轻型战列巡洋舰改装成航空母舰，定名为
“暴怒”号，有人又称之为“狂暴”号。该舰起先在它的舰桥前方铺设了 ７０
米长的飞行甲板。后来又在舰桥后面全部铺上了飞行甲板。“暴怒”号排水
量为 ２２０００ 吨，乘员 ７３７ 人，航速 ３２．５ 节，载机数量 ２０ 架。英国飞行员特
兰试飞证明，该舰性能良好。英国“小犬”式战斗机，只要在巡洋舰的甲板
上滑行 ４．６ 米，速度达到每小时 ３７ 公里，就能轻易地起飞。１９１８ 年，英国
又将正在建造的客轮“卡吉士”号，改装成航空母舰，定命为“百眼巨人”
号。其排水量为 １５７７５ 吨，乘员 ２５０ 人，航速 ２０．５ 节，载机 ２０ 架。由此可
见，英国将舰船改装成航空母舰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早。
第一艘专门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
世界上第一艘按航空母舰要求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是日本的“凤翔”号。
该舰由日本海军 １９１９ 年开始设计建造，于 １９２３ 年建造成功下水。其排水量
为 ７４７０ 吨，舰员 ５５０ 人，航速 ２５ 节，舰载飞机 ２１ 架。其外形尺寸与英国皇
家海军专门设计建造的“竞技神”号航空母舰大体相仿。（“竞技神”号航
空母舰，由英国皇家海军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设计，１９１８ 年 １ 月动工建造，１９２３ 年
完工。其排水量为 １０９５０ 吨，航速 ２５ 节，舰载飞机 ２０ 架，全长 １６０ 余米）。
“凤翔”号航空母舰，在飞行甲板右舷装有 ３ 个小烟囱，烟囱上有铰链，飞
机起飞时可以放倒，采用了岛式上层建筑，有两部中线配置的升降机，火炮
装备不多。１９２３ 年试航后，为了得到平甲板，又按照英国海军“百眼巨人”
号战舰的设计拆掉了岛式上层建筑。“凤翔”号比“竞技神”号早下水几个
月，因此人们称它为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

５０ 多年战争经验证明，航空母舰是最大、最有威力的水面舰艇，是各国
航空母舰编队的核心，为获得和保持制海权就必须要争夺海洋制空权，因此
先进海军国家对此都比较重视。至 ８０ 年代世界上有 １０ 个国家拥有航空母舰，
共计 ２８ 艘，其中美国拥有 １３ 艘，苏联拥有 ３ 艘垂直起降飞机航空母舰和 ２
艘直升机航空母舰，法国拥有 ３ 艘，英国拥有 ２ 艘。
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世界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是美国的“企业”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政府打算使军队的各个组成部分按比例“均衡”发展。为此，杜鲁门总
统于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签署了“国内安全法”这一文件，文件中将美国空军
定为第三军种。
此后，美国海、空军两大集团发生了一场争论，空军首脑坚持优先发展
空军，海军首脑坚决不同意空军的意见，应优先发展海军。为了解决两者之
间的矛盾，美国政府最后决定建造“空军、海军混合体”（即超级攻击航空
母舰携带核武器的母舰飞机），以这种空海联合的形式来解决皆保持优先地
位的问题，以便为“大规模报复”战略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由此，美国自
１９５２ 年开始恢复建造常规型攻击航空母舰。后来，美国海军得知，苏联科学
家和造船工程师，开始研制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发动机船只时（苏联于
１９５６ 年在列宁格勒海军造船厂开始建造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列宁”
号），随即建议政府建造原子攻击航空母舰（ＣＶＡＮ）。美国政府采纳了这一
建议，决定从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 １６ 日起打破按顺序建造的第七艘“福莱斯特级”
攻击航空母舰的顺序，全力以赴建造“企业”号原子攻击航空母舰。于是，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 ４ 日“企业”号开始动工，历时三年，于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建
造成功，并编入现役。
“企业”号航空母舰：长 ３４１ 米、宽 ４０．５ 米：吃水深 １１．９ 米；飞行甲
板宽 ７６．８ 米；排水量为 ９０９７０ 吨；战斗负载 ８９，６００ 吨；加一次燃料可用
１３ 年，能连续航行 ４０ 万浬，相当于绕地球 １８ 圈；舰上装有 ８ 座 Ａ２Ｗ 核反应
堆，４ 台蒸汽轮机，２８００００ 马力，４ 轴；舰员共 ５７８５ 余人，其中船员 ３１５７
人，空军联队人员 ２６２８ 人；舰载飞机 １００ 架左右；武器装备：３ 座 ＭＫ１５—２０
毫米近防炮、２ 座 ４０ 毫米炮、３ 座 ＭＫ６８—２０ 毫米炮、３ 座北约海麻雀对空导
弹；雷达：对空 ＳＰＳ４８Ｃ、ＳＰＳ４９、ＳＰＳ６５，对海 ＳＰＳ１０Ｂ，导航 ＬＮ—６６。美国
建造这艘航空母舰共耗资 ４ 亿 ４ 千 ５ 百万美元，比福莱斯特级航空母舰的价
格贵近一倍（福莱斯特级为 ２．５ 亿美元）。该舰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１０ 月，在不
加水不加油的情况下，进行了连续航环球航行，航程达 ３２６００ 浬，开创了航
空母舰连续航行的新记录。
美国继第一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建造成功之后，又先后建造了“尼
米兹”号（１９７５ 年 ５ 月下水）、“艾森豪威尔”号（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下水）、
“文森”号（１９７９ 年下水）、“阿伯拉罕·林肯”号（１９８８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下
水）４ 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最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世界上最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是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制造的“尼米

兹”号。该船于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下水，１９７３ 年 ９ 月装备完毕，１９７５ 年服役。主
要装备及技术性能是，满载排水量为 ９６６２６ 吨（是当今所有军舰中最大的）；
外形尺寸，长 ３３２．９ 米、宽 ４０．８ 米；吃水深 １１．３ 米；飞行甲板宽 ７６．８ 米，
甲板面积相当于 ３ 个足球场面积；航速 ３０ 节；动力装置，２ 座核反应堆、４
台蒸汽轮机、２６００００ 马力、４ 轴；续航力约 ８０ 万海里，可连续航行 １３ 年而
不需进港补充燃料；载飞机 ９０ 架，舰员 ６３００ 名（是所有航空母舰中人员最
多的）；武器装备，３ 座 ＭＫ１６—２０ 毫米近防炮、３ 座海麻雀对空导弹；电子
设备，对空 ＳＰＳ４８、ＳＰＳ４３Ａ、对海 ＳＰＳ１０Ｆ、导航 ＬＮ—６６；每只锚重 ４５ 吨；
淡化海水装置可供 ５ 万人口的小城镇的用水需要。舰上还有高级餐厅、体育
厅、两个可播放自排节目的电视厅和几个篮球场、图书馆、蒸汽浴室等。该
舰造价约 １０ 亿美元。
第一架从舰上起降的喷气式飞机
世界上第一架从舰上起落的喷气式飞机是英国的“吸血鬼蝙蝠型”战斗
机。４０ 年代后，喷气式飞机开始进入海军。由于喷气式飞机加速性差，着舰
速度大，给航空母舰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英国人首先研究了喷气式飞机着
陆起飞问题，专门研制了蒸汽弹射器、斜角式甲板和助降镜等。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英国第一架“吸血鬼蝙蝠型”喷气式飞机在“大洋”号轻型航空母舰甲
板上起落成功。这架喷气式飞机，时速为 ８８２ 公里／小时，全重 ５．８ 吨。
航空母舰最多的国家
世界上航空母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以来，美国
航空母舰从数量上一直居世界之首。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累
计已达 １４５ 艘。现在仍是世界上航空母舰最多的国家。截止 １９８６ 年，美国服
现役的航空母舰有 １３ 艘。其中 ２ 艘中途岛级（“中途岛”号、“珊瑚海”号、
３ 艘福莱特级（“福莱斯特”号、“萨拉托加”号和“突击者”号）、４ 艘小
鹰级和肯尼迪级（“小鹰”号、“星座”号、“美国”号、“肯民迪”号）、
１ 艘“企业”号、３ 艘尼米兹级（“尼米兹”号、“艾森豪威尔”号、“文森”
号）。还有 １ 艘福莱斯特级“独立”号正在改装，准备延长服役期。１ 艘“列
克星敦”号作为训练之用。
另外还有 ４ 艘航空母舰编入后备役。它们是“好人理查德”号（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２ 日退役、“奥里斯坎尼”号（１９７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退役）、“大黄蜂”号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 ２６ 日退役）、“本宁顿”号（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退役。现停泊
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
寿命最短的大型航空母舰
世界上寿命最短的大型航空母舰是日本的“信浓”号。“信浓”号始建
造于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４ 日。当时日本在国际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日本政府企
图以增强海上力量来改变态势，挽回败局。因此，拼命加快大型航空母舰的
施工进程。于是仅用 ４ 年零 ５ 个月的时间一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航空母
舰“信浓”号就建造成功了。１０ 月 ８ 日在横须贺军港下水，１１ 月 ９ 日就急急

忙忙编入了海军序列。“信浓”号满载排水量为 ７２０００ 吨，舰长 ２６６．５８ 米，
宽 ３６．３ 米，其防护能力极强、能抵御 ５００ 公斤炸弹的轰炸。
１９４４ 年后，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大规模的轰炸，对东京的轰炸也即将开
始。日本海军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命令“信浓”号离开横须贺港驶入
濑户内海的吴港隐蔽待命。１１ 月 ２８ 日中午，“信浓”号在 ３ 艘驱逐舰的护
航下急速向吴港驶去。到了次日凌晨 ３ 时许，“信浓”号突然遭到了美国潜
艇“射水鱼”号用鱼雷的攻击，燃起了熊熊大火。由于该舰新，官兵训练素
质差，又不会使用舰上的消防设备，整个舰上乱作一团。于 ２９ 日 １０ 时 ５６
分“信浓”号就倾覆沉没葬身于海底，舰上官兵 ２６００ 人有 １６００ 余人丧身。
该舰从诞生（下水）至沉没仅有 ５０ 天，从“当兵”（服役）挂上军旗到结束
“生命”仅有 ２０ 天，从下水到葬身鱼腹只行驶了几十个小时几百海里。寿命
如此之短的航空母舰在海战史上是唯一的。因此，该舰是世界上寿命最短的
大型航空母舰。
最早的人力潜艇
世界上最先对人力潜艇进行研究的是意大利人伦纳德，他于公元 １５００
年就提出了“水下航行航体结构”的理论。半个多世纪后的 １５７８ 年，英国海
军中尉威廉完成了设计。至 １６２０ 年，荷兰人科尼利斯·范·德雷布尔在英国
建造成功。该潜艇是人力推进的木制潜艇，木框架外包涂油的牛皮，船内装
有羊皮囊，向囊内注水，艇就下潜，可潜 ３～５ 米的深度；把水排出艇外，艇
就浮上水面；桨板从桨孔中伸出艇外，由 １２ 名划桨手划动，能在水深 ５ 米处
潜航数个小时。这就是世界上第一艘人力潜艇，就是这艘极其简陋的潜艇开
创了人类历史上水下航行的新时代。
第一艘国家支持研制的人力潜艇
世界上第一个得到皇帝支持研制人力潜艇的人是俄国木匠叶菲姆·尼科
诺夫。１７１８ 年一天，尼科诺夫带着他设计的潜艇图纸进谏彼得一世，请求允
许他建造一艘能在水下航行的般只。彼得一世欣喜若狂，立即召见，并命令
他秘密进行建造。１７２４ 年潜艇制造成功。这艘潜艇是用橡木和松木板、皮革、
粗蔴布、树脂、铁条、铜皮等制造的。试航那天，彼得一世和海军将领们参
加了下水仪式。可惜的是，该潜艇由于密封不严，刚下水就沉了下去，发明
者尼科诺夫也差点儿被淹死。彼得一世并未怪罪尼科诺夫，命令他继续试验。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水下航行的船只终究研制成功了。
最后一艘人力潜艇
世界上最后一艘人力推进的潜艇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建造的“亨莱”号。
“亨莱”号潜艇是南军为突破北军对查尔斯敦港的封锁而建造的。该艇
由一只 ８ 米多长的铁锅炉改装而成，艇尾装有三叶螺旋桨，用人力转动来推
动。它带有水雷，能潜到敌舰下面用水雷来炸沉敌舰。
“亨莱”号第一次试潜遇到了一艘汽船掀起的巨浪，水涌进舱口，沉了
下去。只有指挥官从舱口逃出，其余人员全部丧生。１８６３ 年初打捞起来后，

经过改进后，又第二次试潜，再次沉没。１８６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南军海军上校亨
莱亲自指挥进行了第三次试潜，由于艇首进水太多、太快，使它的头部扎进
海底泥中，第三次沉没，全体艇员葬生鱼腹。为此，“亨莱”号得到了“水
下棺材”的别名。第三次打捞上来后，又进行了多次改进，并在艇首安装了
撞杆水雷。
１８６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傍晚，“亨莱”号，在艇长逛克逊中尉的指挥下，隐
蔽地驶出了“查尔斯敦”港，正巧港口外停泊着北军的木壳轻型巡航舰“胡
萨托尼”号，“亨莱”号用撞杆水雷撞向北军战舰的尾部。水雷爆炸，“亨
莱”号与北军的“胡萨托尼”号一起沉没同归于尽。
单人人力潜艇第一次战斗
世界上单人人力潜艇第一次作战，是美国的“海龟”号。
１７７５ 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正当此时，有一个名叫戴维·布什内尔的
人设计建造了一艘单人驾驶的、以手摇螺旋桨为动力的木壳潜艇“海龟”号，
这艘潜艇能在水底停留半个多小时。
１７７６ 年，英国殖民军海军舰队兵临纽约城下，布什内尔奉命前去攻击英
国舰队。此时布什内尔患病在身，难以出征，这一使命只好落到了埃兹拉·李
上士身上。李上士驾驶着“海龟”号，潜抵英国战舰“鹰”号舰体正下方，
准备用摇钻打个洞，系留炸药，不巧钻头刚好钻在“鹰”号的加固舵钮的金
属板上，由于潮大浪急，“海龟”号难以在船底坚持，再说储备的半个小时
的空气也将用完了。“海龟”号只得浮出水面返航，攻击未能成功。此时，
一艘英国的巡逻艇发现了“海龟”号，急速向它追来。李上士急中生智，向
巡逻艇投掷了一个炸药包。爆炸激起了冲天水柱，巡逻艇险些被巨浪掀翻。
英国人弄不清“海龟”号是什么新式武器，大为失色，后来决定将舰队撤离
海岸。这次“海龟”行动虽未击沉英军一艘舰艇，但它却给英军造成了严重
威胁，大解了纽约城之围。当时历任十三州起义军的总司令华盛顿赞誉它是
“一次天才的尝试”。
最早用风帆推进的潜艇
世界上最早用风帆推进的潜艇是美国工程师罗伯特·富尔顿为法国政府
设计制造的“缸鱼”号。该艇 １８０１ 年建造成功，犹如雪茄，长 ６．８９ 米，艇
体最大直径 ３ 米，其框架是铁的，壳板是钢的。水面航行时用风帆推进。当
它在水下航行或无风时，可以把帆桅折迭，用人力转动螺旋桨航行。航速每
小时 ２ 海里，能潜至水深 ８．９ 米处，艇上带有压缩空气，使艇员能在水下停
留 ８ 个小时，武器主要是水雷。该艇由于航速太慢，敬献给拿破仑时被婉言
谢绝。
第一艘击伤水面战舰的潜艇
世界上第一艘击伤水面战舰的潜水艇是美国的“大卫”号。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１８６１—１８６５ 年），首次出现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潜
水艇。南军为了打破北军的海上封锁，争取制海权，把希望寄托在海上蛟龙

——“大卫”号潜艇上。“大卫”号潜艇，内装一台小型蒸汽机，艇首伸出
一根长杆，杆端挂着炸药包。
１８６３ 年 １０ 月 ５ 日傍晚，“大卫”号乘着昏暗，向在查理士顿港外执行
任务的北军“克伦威尔铁甲军”号战舰出击，用杆端挂着的炸药包将其炸了
一个大窟窿，首创机械动力潜艇击伤水面战舰之先例。
第一艘携带火炮和鱼雷的潜艇
世界上第一艘携带水面火炮和艇首外部携带“白头”牌鱼雷的潜艇是“诺
登费尔特 １ 号”。该潜艇是由一个瑞士的工业家和发明家索尔斯坦·诺登费
尔特资助乔治·加勒特建造的，于 １８８２ 年下水服役。
第一艘布雷潜艇
世界上第一艘布雷潜艇，是俄国制造的“蟹”号布雷潜艇。该潜艇是由
俄国工程师 Ｍ·П·纳廖托夫设计，在尼古拉耶夫市纳瓦利造船厂建造。于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服役。长 ５２ 米，宽 ４．３ 米，吃水 ４ 米：水面排水量 ５６０ 吨，水
下排水量 ７４０ 吨；最大水面航速 １２ 节（２２．２ 公里／小时），最大水下航速 ７
节（１２．９ 公里／小时）；水面续航力 １９００ 海里（３５１８ 公里），水下续航力
８２ 海里（１５０ 公里），下潜工作深度 ５０ 米。武器、艇首鱼雷发射管 ２ 个，锚
雷 ６０ 个，７６ 毫米炮 １ 门，机枪 ２ 挺。艇员 ５０ 人。潜艇上层建筑内有两个水
下航行时布雷用的水雷管道。在黑海舰队服役期间，于 １９１５—１９１０ 年在博斯
普鲁斯海峡附近的敌人水区和瓦尔纳港水域成功地布设了水雷。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德国巡洋舰“布雷斯劳”号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被“蟹”号布设的
水雷炸伤，７ 个月不能作战。１９１９ 年，“蟹”号被外国武装干涉者击沉在塞
瓦斯托波尔水域。
第一艘电动潜水艇
世界上第一艘电动潜艇是“电鳗”号。１８８８ 年，法国人古斯塔夫·泽代
利用蓄电池电动机建造了一艘“电鳗”号潜水艇。该艇艇长是德纳摩。
第一艘双壳潜艇
１８９７ 年，美国人西蒙·莱克建成了第一艘双壳潜艇，在两层壳体间布置
有可使潜艇下潜上浮的水柜。
第一艘核潜艇
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是美国制造的“舡鱼”号，亦称“鹦鹉螺”号。
潜艇的出现，实现了人类几千年来梦寐以求遨游海底的愿望。并为海战
提供了一种卓有成效的舰种。许多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曾广泛运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就击沉了对方的商船总吨
位达 １４７０ 多万吨。虽然这些潜艇在海战中作用显著，但是，这些潜艇技术性

能落后、速度慢。全速航行时，只能航行个把小时，就要浮出水面进行充电
换气。频繁上下目标容易暴露，使潜艇战斗性能得不到充分利用，且生存能
力极低。因此，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都努力探索提高潜艇战术技术性能的
新途径。美国首先找到了一条新路子，这就是在潜艇上装备原子动力装置，
制造核潜艇。为此，１９４６ 年美国就派遣了一批以海曼·里科弗海军中将为首
的海军专家进入奥克里季市的原子能工厂（美国通用电力公司电船分公司）。
１９４７ 年，里科弗组织并主持了一个舰艇反应堆机构。同时，里科弗就进入了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从而为制造供舰艇用的原子能反应堆创造了条件。
１９４８ 年，原子能委员会同美国海军司令部签定了一项关于设计和制造一
批从实验潜艇到原子攻击航空母舰上所装备的原子动力装置的协议书。这个
协议书从签定至 ５０ 年代末，为研制和使用原子动力装置，花费了 ６ 亿 ６ 千多
万美元。
当制造舰用原子动力装置的工作还处于试验阶段时，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１ 日，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建造第一艘核潜艇“舡鱼”号的决议。这艘潜艇于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４ 日开始动工建造，１９５４ 年竣工，１ 月 ２１ 号在康乃狄克州洛顿
的电动船坞举行了下水典礼，典礼由艾森豪威尔夫人主持。同年 ９ 月 ３０ 日编
入海军序列服役。该潜艇水中排水量为 ４０４０ 吨，全长 ９７．４ 米，水下速度 ２０
节，装有“５３３”鱼雷发射管 ６ 座。１９５８ 年首次进行了在冰层下穿越北极的
航行。“舡鱼”号核潜艇开拓了航动力航行的新纪元，充分展示了它的威力。
于是 １９５６ 年美国宣布今后不再建造常规潜艇（美国最后一艘常规潜艇“巴伯
罗”级“北梭鱼”号于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 ３ 日动工建造，１９５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编入现
役），并把西屋电气公司设计第五次改进型的 Ｓ５Ｗ１ 潜艇专用反应堆作为标准
型进行成批生产，装备全部海军潜艇。由于里科弗试制核潜艇成绩卓著，且
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制核潜艇的组织者，因此，被眷为“核潜艇之父”。
自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舡鱼”号研制成功以来，截止 １９８７ 年美国已发
展到了第五代，在军队服役的有 ９０ 余艘；苏联发展到了第三代，在军队服役
的有 １８０ 余艘。
最早的战略潜艇
世界上最早的战略潜艇是苏联的“Ｚ—Ｖ”型潜艇。该型艇为常规动力，
水面发射导弹，是从 Ｚ 级常规潜艇的最后一型改装而来的。改装时把其指挥
台围壳延长，以装载 ２ 枚陆基“斯柯达”导弹，射程 １５０ 公里，弹长 １０ 米，
弹重 ５．４ 吨。这种战略潜艇 １９５５ 年就已经出现。
第一艘导弹核潜艇
世界上第一艘导弹核潜涎是美国的“大比目鱼”号。该潜艇排水量为 ４８９５
吨：外形尺寸：长 １０６．７ 米，宽 ８．９ 米、吃水深 ８．９ 米：动力装置：核反应
堆 １ 个，功率为 ７０００ 马力；航速每小时 ２５ 节，武器主要有“５３３”鱼雷发射
管 ４ 个，声纳：ＲＱＳ—４；电子系统：ＳＩＮＳ；火控：ＭＫＩ０１—１ 型；艇员：９８
人（其中军官 １０ 人）。该蜒于 １９５７ 年开工，１９６０ 年下水。该艇 １９６５ 年已
改为攻击型潜艇。现为后备役。

第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
世界上第一艘战略导弹核潜逛是美国的“乔洽·华盛顿”号。该艇长 １０９．７
米、宽 １０．１ 米、吃水深 ８．８ 米、核反应堆 １ 座，动力 ３００００ 马力、航速每小
时 ３０ 节。排水量 ６８９０ 吨，装备有“５３３”鱼雷发射管 ６ 个、北极星战略导弹
Ａ—１ 导弹 １６ 枚。该艇于 １９５７ 年开工，１９５９ 年下水。此艇现已改为攻击型潜
艇，主要用于训练。
最大的核潜艇
世界上目前最大的核潜艇是苏联建造的“台风”号和美国建造的“俄亥
俄”号，这两艘核潜逛各有所长。
苏联的“台风”号，是由北德文斯克造船厂（代号 ４０２ 工厂）建造。具
体时间是，１９７８ 年建造开始。１９８０ 年 ９ 月下水试航，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在白令海
首次进行导弹试射，１９８３ 年编入苏联北方舰队。
“台风”号核潜艇主要数据是：外形尺寸：长 １８３ 米、宽 ２２．９ 米、高
１８ 米；水下排水量为 ３００００ 吨；水下航速 ２７ 节；编制官兵 １５０ 人；武器装
备：２０ 具 ＳＳ—ＮＸ—２０ 导弹发射筒（发射筒高 １５ 米），ＳＳ—ＮＸ—２０ 潜射弹道
导弹 ２０ 枚，射程 ９０００ 公里，多弹头分导，发射管垂直并排，左右备 １０ 个，
前后总长为 ４６．８ 米，每管前后距离为 １．４ 米，左右间隔为 １ 米，导弹体长
１５ 米，投射重量为 １９００ 公斤，分弹头重 １２０ 公斤，命中精度为 ６５０ 米，在
苏联近海可打击整个欧洲、北美和亚洲地区的目标，鱼雷发射管 ８ 具；动力
装置：２ 座压水反应堆，推进功率 ５９０００ 轴瓩，２ 台蒸汽涡轮机，总推进功率
８００００ 轴瓩；潜水深度可达 ５００ 米；耐压壳与外壳间有 ４～４．６ 米间距。是苏
联第四代弹道导弹核潜艇。
美国的“俄亥俄”号核潜艇，是美国“三叉戟潜艇计划”中的第一艘，
于 １９７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下水服役。
“俄亥俄”号核潜艇的主要数据：艇长 １７０．７ 米、宽 １２．８ 米、吃水深
１０．８ 米；潜航时排水量 １８７００ 吨，水上排水量 １６６００ 吨；中部装有 ２４ 个导
弹发射管，装有 ２４ 枚射程为 ６０００ 里（约 １１０００ 公里）的 Ｃ—４ 三叉戟 Ｉ 型导
弹。每枚导弹分别装有 ８ 枚爆炸威力为 １０ 万吨当量的核弹分弹头，可分别击
中不同的目标。也就是说，在核战争中，同时可分别击中 １９２ 个不同的战略
目标。该舰还装有 ４ 枚 ５３３ 毫米的 ＨＫ６８ 水雷。该潜艇噪音特别小，被誉为“静
悄俏的潜艇”。动力装置为一座 Ｓ８Ｇ 压水反应堆。由于该舰性能优良、装备
先进，在海战中戒备时间长，利用效率高，能够完成全球性的持久作战任务。
第一艘退役的核潜艇
世界上第一艘退出现役的核潜艇是美国的“鹦鹉螺”号。该艇是世界上
第一艘核潜艇，于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 ６ 日退出现役，现保存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海
军基地供人们参观瞻仰。
最小的核潜艇

世界上最小的核潜艇是法国的“ＳＮＡ—２２”级核动力潜艇中的第一艘“红
宝石”。该潜艇，水下排水量为 ２６２０ 吨，推进用小型核反应堆驱动气轮机，
带动螺旋桨，两班艇员轮换工作。艇内布置很狭窄，但却能在没有补给的条
件下在海中执勤 ６０ 天，巡航时间受所带给养和艇员自持力的限制。最大航速
不低于 ２５ 节，潜深 ３００ 米，与英、美核潜艇相差无几。该艇装备 Ｆ１７Ｐ 线导
鱼雷，航程大于 ２０ 公里，还装备有潜射反舰导弹 ＳＭ３９，射程为 ４５ 公里。
第一艘装有垂直导弹发射系统的核潜艇
世界上第一艘装备有垂直导弹发射系统的核潜艇是美国的“洛杉矶”级
的“普罗维登斯”号。该艇排水量 ６２００ 吨，长 １０９．７ 米，宽 １０．１ 米、吃水
９．８ 米、核反应堆 １，３００００ 马力，最大航速 ３２ 节，装备有“鱼叉”“萨布
洛克”导弹、５３３ 鱼雷发射管 ４ 座、雷达对海“ＲＰＳ—１５”、声纳“８ａａ—１５”、
电子系统战术指挥“ＵＹＫ—７”电子计算机、鱼雷发射控制“Ｍｋ１１３”、卫星通
讯“ＷＳＣ—３”、电子对抗“ＢＲＤ—７”、艇员 １２７ 名（其中军官 １２ 人）。１９８６
年，美国海军决定在“普罗维登斯”号后的“洛杉矶”级核潜蜒上一律装备
垂直发射系统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外形最长、航速最快、下潜最深、编制人员最多的核潜艇
世界上外形最长的核潜艇见苏联的“台风”级，全长 １８３ 米。
世界上速度最快下潜最深的核潜艇是苏联的 Ａ 型攻击型核潜艇，水下航
速可达 ４２ 节，下潜深度可达 ９００ 米。
世界上编制人员最多的核潜艇是苏联的“拉斐特”弹道导弹核潜艇，编
制人数为 １６８ 人。
棱动力潜艇最多的国家
世界上核动力潜艇最多的国家是苏联。苏联于 １９５８ 年建造成第一艘 Ｎ
级核动力潜艇“十一月”号以来，截止 １９８５ 年，已拥有各类核潜艇 １８０ 余艘，
约比美国多 １００ 余艘，其中攻击型核潜涎 ５０ 余艘。攻击型核潜艇已发展到了
第三代。第一代，５８ 年开始，主要代表是“Ｎ”级，共建 １３ 艘。第二代，１９６６
年开始，主要代表是“Ｖ”级，已建成 ３３ 艘。第三代，１９７０ 年开始，主要代
表是“Ａ”级，至今建造了 ５ 艘。
第一支潜艇部队
世界上第一支潜艇部队是美国 １８９８ 年建立的。１８７３ 年爱尔兰人约翰·霍
兰带着潜艇设计的蓝图定居美国，１８７８ 年他研制成功了“霍兰 １”号潜艇，
该艇以原始的内燃机作动力，艇长 ４．４ 米，潜水深度 ４ 米，航速 ３ 节。因而
３５ 岁的霍兰一举获得了“潜艇发明家”的荣誉。
此后，他继续改进设计方案，于 １８８１ 年又建造成功了长 ９．４５ 米，排水
量为 １９ 吨，以 １５ 马力的布雷顿式内燃机为动力、尾部装有垂直舵和水平舵、
操纵方便、航行稳定的“霍兰—Ⅱ”号潜艇。该潜艇还能在甲板上装备一门

口径较大的加农炮和一枚 ２．７５ 米长的水雷。因而“霍兰—Ⅱ”型是海军盼望
已久比较理想的“水下炮舰”。
霍兰建造成Ⅱ型潜艇之后，仍然锲而不舍的继续努力，后来又建造了性
能更佳的“霍兰—Ⅲ”型。该艇长 １５．３ 米，用 ４５ 马力的新型汽油机为动力，
水面航速 ７ 节，续航力 １０００ 浬。水下用电动机推进，靠蓄电池供电，航速 ５
节，续航力 ５０ 浬。艇上有 ５ 名乘员。装备有鱼雷发射管，管内装着“白头”
鱼雷；后部顶上装着“卢皮斯——白头”鱼雷；首部还装着炮射鱼雷。该舰
机动灵活，操作方便，攻击能力强，因此，是海军极为理想的水下作战的武
器，霍兰也赢得了“现代潜艇”之父的称誉。为此，１８９８ 年美国海军订造了
６ 艘“霍兰——Ⅲ”型潜艇，并建立起了一支潜艇部队。这就是世界上第一
支潜艇部队。
第一次潜艇艇员脱险
世界上潜艇遇难，艇员第一次脱险的事发生在 １８５１ 年的德国。１８５０ 年，
德国建造了舰艇史上的第一艘铁制潜艇“火焰号”。１８５１ 年 ２ 月 １ 日，长达
８ 米、排水量达 ３８．５ 吨、装有电发火式水雷的“火焰”号潜艇在基尔港外进
行了首次试航。由于该艇在设计制造时浮力计算方面有错误，主压载水舱注
水过多等原因，致使潜艇沉没于 １８ 米深的海底。在这紧要关头，鲍尔想：
“等
待海面援救是救生的方法之一，但我们的体力是否能维持到援救成功很难预
料。与其坐着等死，倒不如往艇内注水，在艇内外压力平衡时，打开舱口益，
逃出艇外。除此之外，没有其它逃生办法。”于是他打开了海水阀，海水流
入了艇内，水位上升，在空气量压缩到将近三分之一的瞬间，预先打开压板
的艇体侧面的舱口向外开放，三名艇员在气泡的包围下相继逃出了艇外。他
们浮上海面后，被搜索救生船安全救起。奇迹般的创造了有史以来人第一次
潜艇脱险。１８８７ 年这艘潜艇被打捞了上来，后来在柏林的海洋博物馆内展
出，现保存在海事博物馆。
一小时内击沉军舰最多的潜艇
世界上在一小时内击沉军舰最多的潜水艇是德国的“Ｕ—９”号。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德、英陆军交战于比利时境内。德军为了阻止进出泰晤士
河口和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舰船，在比利时的俄斯坦得和英国的马尔加得之间
设置潜艇阵地。９ 月 ２０ 号，“Ｕ—９”号潜艇根据指令占领了预定阵地，由于
天气恶劣，英国舰艇没有出动。２１ 日夜间，“Ｕ—９”潜艇艇长发现 １０００ 米
处有灭灯航行的舰船。为了取得更大的战果，“Ｕ—９”潜艇没有攻击，继续
隐蔽待机。９ 月 ２２ 日早晨 ６ 时“Ｕ—９”号潜艇艇长发现了英国 ３ 艘巡洋舰，
正以横队（间隔 ２ 海里、速度 ９ 级）向“Ｕ—９”号驶来。７ 时 ２０ 分，“Ｕ—９”
号潜艇运用鱼雷一举击沉了一艘“阿布吉尔”号巡洋舰，２５ 分钟之内沉没。
此时“霍格”号巡洋舰前来救援，刚放下舢板，“Ｕ—９”号随即发射了 ２ 枚
鱼雷，１０ 分钟内该舰又沉入海底。“克立西”号巡洋舰见此情景，随即停车
在远处发出求救信号。８ 时许，“Ｕ—９”号加足马力急速追赶，距 １０００ 米处
又发射了 ３ 发鱼雷，１５ 分钟内该舰又葬身于海底。“Ｕ—９”潜艇创造了海战
史在 ５５ 分钟时间内击沉 ３ 舰军舰的先例。

最早的驱逐舰
世界上最早的驱逐舰，是英国 １８９３ 年 １０ 月建造成功的“哈沃克”号和
“霍内特”号。
当时，由于鱼雷艇的出现，对水面舰艇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对付鱼
雷艇，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出现了鱼雷炮舰，它实质上就是现代驱逐舰的前
身。到 １９ 世纪末，英国就建造出了 ２ 艘驱逐舰“哈沃克”号和“霍内特”号。
该种舰的一些主要数据是：长 ５４．８ 米、宽 ５．４８ 米、排水量为 ２４０ 吨、
航速 ２７ 节、装备有 ３ 座鱼雷发射管和 ４ 门火炮。由于该驱逐舰的主要武器是
鱼雷，故人们又称它为鱼雷驱逐舰。
驱逐舰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敌潜艇、水面舰艇和船舶，担任己方大型军
舰和护航运输队警戒以及防止敌驱逐舰、潜艇和鱼雷艇攻击。自第一艘驱逐
舰问世至 ８０ 年代中期，全世界拥有驱逐舰的国家已达 ３０ 多个，总计已达 ４００
余艘。
第一艘全燃气轮机动力驱逐舰
世界上第一艘全燃气轮机动力驱逐舰是苏联的“卡辛”Ｉ 型导弹驱逐舰。
该舰动力装置是 ４ 台燃气轮机，９４０００ 马力，双轴。舰长 １４４ 米、宽 １５．８ 米、
吃水 ４．７ 米。排水量：标准 ３７５０ 吨，满载 ４５００ 吨。航速 ３７ 节，续航力 ２０
节时 ４０００ 海里。主要武器装备：双联 ７６ 炮 ２ 座，双联 ＳＡ—Ｎ—１ 对空导弹发
射架 ２ 座，１２ 管 ＲＢＵ６０００ 火箭深弹发射架 ２ 座，ＲＢＵＩ０００ 火箭深弹器 ２ 座，
五联 ５３３ 鱼雷管 １ 座。舰上乘员 ２８０ 人。该舰于 １９６３～１９７２ 年建造，共建造
了 １３ 艘。
最早的对空导弹驱逐舰
世界上最早的对空导弹驱逐舰是美国的“米彻尔”级导弹驱逐舰。该舰
建造于 １９５３ 年，满载排水量 ５２００ 吨，装备有“鞑靼人”航空导弹。
最早的对舰导弹驱逐舰
世界上最早的对舰导弹驱逐舰是美国 １９５７ 年～１９６１ 年建造的“孔兹”
级导弹驱逐舰。该舰长 １５６．３ 米、宽 １６ 米、吃水 ７．１ 米。排水量，标准 ４５８０
吨，满载 ５９０７ 吨。航速 ３３ 节，续航力 ２０ 节时 ５０００ 海里。动力装置是蒸汽
轮机 ２ 台，锅炉 ４ 座，８５０００ 马力，双轴。主要武器装备：单管 １２７ 炮（ＭＫ４２）
１ 座；双联”标准 ＳＭ—２”对空导弹发射架 １ 座、四联“捕鲸叉”反舰导弹发
射架 ２ 座；八联“阿斯洛克”发射架 １ 座、三联鱼雷管（ＭＫ３２）２ 座；舰上
乘员 ３７７ 人。此舰，美国共生产了 １０ 艘。
最早的核动力驱逐舰
世界上最早采用核力装置的驱逐舰是美国的“班布里奇”号，又叫驱逐

领舰。该舰的标准排水量为 ７６００ 吨，舰上装有 Ｄ２Ｇ 压水堆，专门为核动力航
空母舰护航。首尾部各装有一座双联装“小猎犬”导弹发射架，是防空能力
很强的驱逐舰。续航距离远，可以跟随航空母舰游戈在世界各地海洋上。该
舰建成于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现在，美国海军已把这种核动力驱逐舰领舰划归为
轻巡洋舰。
第一艘无噪音的驱逐舰
世界上第一艘无噪音的驱逐舰是英国的“诺福”克号。该舰用电力作动
力，以便在无噪音的情况下追踪潜艇。造价为 １６００ 万美元，于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
下水。
载直升机最多的驱逐舰
世界上载直升机最多的驱逐舰是日本的“白根”号。该舰装备有 ＨＳＳ—２
直升机 ３ 架：长 １５９ 米、宽 １７．５ 米、吃水 ５．３ 米；排水量 ５２００ 吨；航速 ３２
节；动力装置：蒸汽轮机 ２ 台、锅炉 ４ 座、７００００ 马力、双轴；武器装备：
单管 １２７ 炮两座、六管“出集阵”２０ 炮 ２ 座、八联“海麻雀”对空导弹发射
架 １ 座、八联“阿斯洛克”发射架 １ 座、三联 ６８ 型鱼雷发射架 ２ 座；乘员
３５０ 人。该舰于 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年建造，共 ２ 艘。
第一艘战列巡洋舰
世界上第一艘战列巡洋舰是英国的“无敌”号。该舰于 １９０７ 年下水，排
水量为 １７３００ 吨，航速为 ２６．５ 节（约每小时 ４３ 公里）。舰上主要装备有 ３０５
毫米火炮 ８ 门，１０２ 毫米火炮 １６ 门。主要用于远距离侦察、重兵战斗的开始
和奔袭等。速度较快，但火炮威力不大且防护力弱。实战证明，生存力极低，
作用不大。在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日德兰半岛海战中，“无敌”号战列巡洋
舰被德舰火力击中爆炸沉没。其它一些国家如德国、日本、俄国等建造的战
列巡洋舰其弱点暴露也极为明显。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停止建造。只
有英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保留 ３ 艘。
巡洋舰是大型主战舰艇，在海战中起骨干作用，尤其是在没有航空母舰
的编队中，巡洋舰就戍为编队的核心。８０ 年代世界上有 ９ 个国家拥有巡洋舰，
共计 ８５ 艘，其中美国 ２７ 艘，苏联 ３６ 艘，英国 ６ 艘，意大利 ２ 艘，其它国家
１４ 艘。
最大的战列巡洋舰
世界上最大的战列巡洋舰是英国的“胡德”号。该舰排水量为 ４６０００ 吨，
系 １９１８ 年建造。弟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１９４１ 年 ５ 年 ２４ 日的“俾斯麦”号的作
战中（“莱茵河”演习），拂晓，“胡德”号战列巡洋舰与德国的战列舰“俾
斯麦”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发生激战，“胡德”号被德军军舰射来
的炮弹击中，５ 分钟后爆炸沉没。

第一艘使用汽轮机的巡洋舰
世界上第一艘装有汽轮机的巡洋舰是 １９０４ 年下水的英国建造的“紫石
英”号。该舰排水量为 ３０００ 吨。
第一艘装有垂直导弹发射系统的巡洋舰
世界上第一艘装有垂直导弹发射系统的导弹巡洋舰是美国的“邦克山”
号，１９８５ 年该舰装备有 ２ 套 ＭＫ４１ 系统，以发射 ＳＭ—２ 导弹。
最早的核动力导弹巡洋舰
世界上最早的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是美国“长滩”号。该舰建造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世界上已拥有核动力巡洋舰 １０ 艘，其中美国 ９ 艘，苏联
１ 艘。
最早将火炮装到上甲扳上的护卫舰
世界上最早将火炮装到上甲板上的护卫舰是法国的“安比卡德”号护卫
舰。古时候，军舰上的火炮一般布置在下层甲板上，当海上浪大时，火炮发
射较为困难。１７４０ 年前后， 法国来了个创新，在建造“安比卡德”号护卫
舰时把火炮统统安装在上层甲板上。因此，该舰就成了世界上第一艘将火炮
安装在上甲板上的军舰。该舰共装有 ４０ 门火炮，有 １０ 门安装在尾楼，有 ２
门安装在前楼，其余均安装在上甲板上。１８ 世纪中叶后，世界一些国家以此
为样板，建造了几十艘同类军舰。
轻型护卫舰，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发展较快，因为它兼顾有大型导弹艇
和护卫舰的特点，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海军中更为重视。至 ８０ 年代世界上已
有 ２５ 个国家拥有轻型护卫舰，总数达 ２５０ 艘以上。
性能最优异的巨型导弹护卫舰
世界上性能最优异的巨型导弹护卫舰是美国的“佩里”级导弹护卫舰。
该舰始建于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这种新型的导弹护卫舰第一艘被命名为“奥里弗·哈
泽德·佩里”号。其采用先进的全燃气轮机动力装置，主机是两台 ＬＭ２５００
型燃气轮机，总功率为 ４１０００ 马力。满载排水量为 ３６０５ 吨，比一般护卫舰大
１０００ 吨左右。总长 １３５．６ 米、宽 １３．７ 米、吃水 ４．５ 米，舰员 １６４ 名。武器
装备系统以导弹为主，同时还有较先进的舰炮、反潜鱼雷和反潜直升机，能
有效地防御敌方从空中、海上和水下的攻击。主要是在舰首甲板上，设有一
座 ＭＫ１３－４ 型多用途导弹发射架，既能发射舰对空导弹也能发射舰对舰导弹。
上甲板中部有一座 ７６ 毫米和一座 ６ 管 ２０ 毫米的舰炮。在上甲板中部两弦，
各装有一座 ＭＫ３２ 型鱼雷发射管。该舰的直升机主要是 ＳＨ－２ 型。“佩里”号
于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下水，试验航速 ２９ 节。续航力为 ４５００ 浬。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正式
编为美国海军服役。截止 １９８０ 年，该级已建造成 ２ 艘，在建造中还有 ２４ 艘，
总计划建造 ４６ 艘。

最大的战列舰
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是日本的“大和”号和“武藏”号。舰身长 ２６３ 米、
宽度 ３８．７ 米，满载排水量 ７２８００ 吨。舰上装备主要有 ４０６ 毫米火炮 ９ 门，火
炮重量均为 １８１ 吨，每发炮弹重 ３２００ 磅。舰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海上作战，与
敌舰炮战，消灭敌人的巡洋舰和驱逐舰。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莱特湾”
的海战中，“武藏”号遭美军舰载飞机和鱼雷袭击，先后被 １９ 颗炸弹和 １１
颗鱼雷击中，沉没于菲律宾海域。“大和”号也遭美军飞机投掷的炸弹击伤。
后于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７ 日被美军飞机击沉于冲绳海域。
最早使用改装型扫雷舰的国家
世界上最早在海战中使用改装型扫雷舰的是俄国。１９０４ 年 ２ 月日俄战争
爆发。同年 ３ 月，日俄双方开始采取战术布雷对策，旅顺港布设了大量的水
雷，许多舰艇因触雷而沉没。４ 月 １２ 日，俄国战列舰“彼得罗巴夫诺夫斯克”
号和“鲍别达”号驶人雷区触雷，俄国第一太平洋分舰队司令也随舰下沉。
因此，排除水中水雷障碍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一种新型的舰种也就诞生
了。俄国人首先将一些辅助船只改装成了扫雷舰船，专门用于搜索和消灭水
雷。对海战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改装的扫雷舰实际上就是现
代专门扫雷舰的雏型。
第一批专门建造的扫雷舰
世界上第一批专门建造的扫雷舰是俄国的“雷索”号和“爆破”号。该
舰于 １９０９ 年在彼得堡开始施工建造。
在现代海战中，水雷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因而反水雷舰艇的地位日趋上
升，新舰艇不断出现，至 ２０ 世纪 ８Ｏ 年代先进国家海军中都拥有一支反水雷
舰艇力量，世界各国中拥有的反水雷舰艇总计已达到 ９００ 余艘以上，其中苏
联数量为最多。
最早的布雷舰
世界最早的布雷舰是俄国的“布格河”号。该舰是根据 Ｃ．Ｏ．马卡罗夫海
军上将的倡议，于 １８９２ 年建成的。主要用于布设水雷障碍以对付敌人水面船
只和潜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舰艇的地位开始下降，拥有布雷舰艇的数量和
国家逐渐减少。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世界上仅有 ８ 个国家还保留约 ５５ 艘布雷
舰艇，除苏联拥有 ３ 艘外，其余均在中小国家。
第一艘浅水重炮舰
世界上第一艘浅水重炮舰是美国的“坎伯号”。该舰是一种吃水浅的低
舷装甲军舰，于 １８６１ 年下水，舰上装备有 ２８０ 毫米双管旋转炮塔炮一座。主

要用于对敌岸上目标、军队和军事技术装备实施炮火突击，消灭濒陆海区和
江河上的敌舰艇。１８６２ 年 ３ 月 ８ 比北军的“坎伯”号与南军的“梅里麦克”
号装甲舰在汉普顿锚地发生激战，显示了它的优越性。“此后，英国、俄国
等也相继建造了这种军舰。
第一艘全强化塑料扫雷艇
世界上第一艘 ４５０ 吨级的全强化塑料制成的扫雷艇是美国 １９７３ 年建造的
“威尔顿”号。
最早的导弹艇
世界上最早的导弹艇是苏联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建造的“蚊子”级导弹艇。
该艇由“Ｐ６”鱼雷艇改制而成。装备有 ２ 枚（ＳＳ—Ｎ—２）“‘冥河”式反舰
导弹，射程 ２５ 浬，艇长 ２５．５ 米，排水量为 ７５ 吨，航速 ３８ 节。在第三次中
东战争中（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埃及用“蚊子”级导弹艇发射 ＳＳ—Ｎ—２
舰舰导弹击沉了以色列“埃拉特”号驱逐舰，这是海战史上首创导弹艇击沉
军舰的战例。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萨尔”级和“雷谢夫”级导
弹艇，成功地干扰了埃及和叙利亚导弹艇所发射的 ５０ 枚“冥河”导弹，使其
无一命中。同时使用“加布里埃尔”导弹和火炮击沉击伤对方导弹艇 １２ 艘。
这是电子战系统在增强舰艇的攻防能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导弹艇击沉
同类型艇的首次战例。
最豪华的导弹快艇
世界上最豪华的导弹快艇是英国 ８０ 年代中期一家造船公司建造的。艇上
的设备几乎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船长室里有一张高级的椭圆形床，一个澡
盆，其水龙头是用 ２０ 开金制成的。还配有丹麦的音乐系统和电视。舰桥的顶
棚裱糊着灰色小山羊皮。马桶是用玻璃制成的。
据称，这艘快艇是为海洋一个国家的一名老资格部长建造的，造价达 １７０
万英镑。
第一艘水翼艇
世界上第一艘水翼艇是 １８９１ 年由俄国发明家 Ｃ．Ａ．兰伯特设计的。
最早的反潜摩托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将大量的潜艇用于海战。意大利海军为了对付
德国的潜艇，于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将用于竞赛的摩托艇改装成反潜摩托艇。就这样
世界上第一艘反潜摩托艇诞生了。该艇的排水量为 １２ 吨，长 １６ 米，装有 ２
台 ２２５ 马力的汽油机，航速可达 ２３ 节。由于该艇在安装鱼雷发射管之后，稳
定性很差，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虽然如此，它仍是军用高速艇诞生之始。

第一艘救生艇
世界上第一艘救生艇是英国的“不会沉没的艇”。该艇由英国人莱昂内
尔·卢金在 １７８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发明。卢金 １７４２ 年出生于英国埃塞克斯郡的邓
莫，其祖先曾担任过黑海舰队的舰长，他从小就对舰艇具有浓厚的兴趣。卢
金发明的这艘救生艇，在狂风巨浪中不会倾覆；即使救生艇内全部注满了水
也不会沉没。所以人们赞誉它为永不沉没的艇。该艇曾营救过几千人的生命，
其原理至今仍被沿用。虽然当时人们没有叫它“救生艇”，但它确实是世界
上第一艘真正的救生艇。卢金于 １８３４ 年在英国肯特郡的海思逝世，享年 ９２
岁。人们为了纪念他，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莱昂内尔·卢金是第一位建造救
生艇者，也是救生艇安全原理的开创者。
第一艘鱼雷艇
世界上第一艘鱼雷艇是 １８７７ 年建造的“闪电”号。
最早的实用型飞艇
世界上最早的实用型飞艇是德国将军格拉夫·齐柏林制造的“ＬＺ—１”号
飞艇。
１８ 世纪气球的诞生，实现了人类飞行的愿望。然尔乘坐气球飞行受天候
气象的影响大，（尤其是风），且难以控制，极不可靠。到了 １９ 世纪，人们
开始尝试在气球上安装“舵”“帆”，系上小船（起先是圆形的，由于空气
阻力大，后来又改为长条形，似雪茄形），进行飞行的种种试验。虽然方向
的控制有所改善，但是由于没有动力，速度问题并未解决。后来随着蒸汽机、
电动机的出现，尤其是 １８８５ 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发明
了实用的汽油机之后，为飞艇的产生提供了动力装置。此后，一种靠充气产
生升力，由螺旋桨或喷气发动机推进，可驾驶其向任意方向飞行的飞艇就应
运而生了。
世界上第一艘接近实用能操纵的飞艇是法国人亨利·吉法德于 １８５１ 年制
造成功的。该艇长 ４４ 米，直径 １２ 米，体积为 ２４９９ 立方米，它由 ３ 匹马力的
蒸汽机转动三叶螺旋桨。它的外形好似一支“雪茄烟”。
１８５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吉法德把氢气充入气囊，驾驶着这艘飞艇，在巴黎
郊外伊伯多罗姆，以每小时 １０ 公里的速度飞行了 ２７ 公里，由巴黎飞至了特
拉普斯，但未能返回原地点。开创了世界上飞艇第一次飞行的纪录。
然而硬式飞艇的出现，才使其真正进入实用阶段。所谓硬式飞艇，是指
由金属、木材等制成框架，再复上织物蒙布，靠完整的骨架结构保持外形。
骨架通常是圆形的，由纵梁和连接纵梁的横梁构成，里面装有很多的充满气
体的小气囊，有的多达 １６ 个，可载重几十吨。
世界上第一艘真正实用型的硬式飞艇，是由德国的将军格拉夫·齐柏林
于 １９００ 年制造成功的。定名为“ＬＺ—１”号。该艇长 １２９ 米，直径 １１．６ 米，
框架由一根纵向龙骨，２４ 根木桁和大量的纵向或径向张线组成，框架外面蒙
有防水布，分前后 ２ 个舱室，各装有 １６ 匹马力的发动机，艇内有 １６ 个气囊，
容积为 ２２５００ 立方米，载重量为 ８７００ 公斤，总升力达 １３ 吨，升限为 ２５００

米。
齐柏林自制造出第一艘硬式飞艇之后，又与他人在短短的 ２０ 多年的时间
里制造出了 １２９ 艘各型飞艇，大大加强了德国的军事力量。由于飞机事业的
蓬勃发展，飞艇的制造和使用逐渐跌落下来。尤其是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６ 日，德国
巨型飞艇 ＬＺ—１２９ 号“兴登堡号”（该艇长 ２４４ 米，最大直径 ３９．６５ 米），
飞抵美国新泽西洲的赫斯特湖上空准备系留停泊时，尾部突然起火并点燃了
氢气，整艘飞艇烧成一片火海，其中 ３６ 人遇难的事故发生后，飞艇即退出了
历史舞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飞艇第一次投人作战
飞艇具有速度快、续航距离远、有效载重量大的特点，适合于进行战略
性远程轰炸和侦察。这些特点，２０ 世纪初日益被军事家们所认识。一些发达
国家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制造飞艇。截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上已
有 ５ 个国家相继制造了飞艇，总数已达 ３９ 艘。其中德国 １１ 艘、英国 ６ 艘、
意大利 ６ 艘、俄国 ４ 艘、法国 １２ 艘。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艇作
为一种新式的兵器也参加了作战。
飞艇第一次参加的战斗是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德国飞艇“齐柏林”号奉
命空袭英国。首先从 １５００ 米的高度上对英格兰东部地区进行轰炸，接着于 ５
月 ３１ 日又对英国伦敦进行了空袭。由于英国伦敦防空力量极为薄弱，只有 ２
门 ８０ 毫米高炮、５ 门旧式高炮和 １２ 个灯光极其微弱的探照灯，因此对德国
飞艇的袭击无能为力。伦敦遭到严重的损失，市民们纷纷逃离市区。因此造
成了英国的军需工业暂时下降了六分之一。此后，英国以此为教训，迅速加
强了防空力量，１９１６ 年英国就装备了 １３０ 架防空战斗机和 ５０ 门高炮，这一
年中德国飞艇就有 １２ 艘被击落。至 １９１８ 年，英国服役的防空战斗机就达 ２６０
架，高炮 ３５０ 门，探照灯 ６２０ 部，彻底粉碎了德国飞艇的袭击。
第一艘破冰船
世界上第一艘改装型破冰船，是苏联的“派洛特”号，于 １８６４ 年改装成
功。主要用于冰冻期间在喀琅施塔得至奥兰宁鲍姆航线上航行。
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破冰船，是苏联的“叶尔马克”号。它是 Ｃ．Ｏ．马卡
罗夫海军上将建议和设计，由英国帮助俄国于 １８９９ 年建造成功的。主要用于
破碎水面冰层、开辟航道、保障舰船进出冰封港口、锚地，或引导舰船在冰
区航行。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
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是 １９５６—１９５９ 年苏联列宁格勒海军造船厂
建造的“列宁”号。
“列宁”号破冰船，核动力装置由三个独立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均有一
个原子反应堆、一个蒸汽发生器和一个汽轮发电机组。功率重量比为：每吨
排水量 ２０２４ 千瓦（２．７５ 马力），比普通破冰船大 ０．５ 倍左右，因此可在冰
层厚 ２ 米多的冰区持续前进。主汽轮机的功率为，３２３８４ 千瓦（４４００９ 马力），

满载排水量为 １６０００ 吨，在无冰水域的航速为 １８ 节（每小时 ３３．３ 公里）
最早发明利用压缩空气推进的鱼雷
世界上最早发明鱼雷的是奥国人。１８４８ 年奥国人法兰兹·菲佛向海军司
令官琼安·路比士（Ｊｏｈａｎｎ Ｌｕｐｐｉｓ）提出了一个制造自动推进鱼雷的设想，
菲佛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决定菲佛与菲姆一家工程公司工作的一位英国人罗
伯特·怀特海德共同研制。因为菲佛缺乏专门的技术。于是于公元 １８６９ 年终
于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枚试验性鱼雷，这枚鱼雷是利用压缩空气推进，推进器
前部装有一枚 １８ 磅重的弹头，水底运动时速 ６ 节时可前进 ３００ 码。后来海军
制图员路德威格·欧伯利提出了把一具回转机装在鱼雷上，以便保持定向前
进的改进建议，使鱼雷真正进入了实用型阶段。１８７０ 年英国海军第一个订购
了这种鱼雷。
第一亲用螺旋桨推进的鱼雷
世界上第一条鱼雷是英国人 Ｒ．怀特黑德 １８６６ 年在阜姆（今南斯拉夫里
耶卡）研制成功的。该鱼雷，长 ３．５３ 米，直径 ３５６ 毫米，重 １３６ 公斤，装药
１５—１８ 公斤，航速 ６ 节，航程 ６４０ 米，利用压缩空气驱动活塞发动机带动螺
旋桨推进。
到 １８９９ 年，奥地利人 Ｌ．奥布里使用陀螺仪制成了第一条控制航向的鱼
雷。
第一条热动力鱼雷
世界上第一条热动力鱼雷是 １９０４ 年美国人 Ｅ．Ｗ．布里斯发明制造的。该
鱼雷装配有燃烧室，以热力发动机代替了压缩空气发动机，大大提高了鱼雷
的航行速度。该鱼雷的航速已达 ３５ 节，航程达 ２７４０ 米。但这种鱼雷由于在
航行中排出气体形成航迹，容易被敌方发现目标。
第一次成功地使用鱼雷的国家
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使用鱼雷的是俄国。俄国也是试制鱼雷较早的国家
之一。公元 １８７０ 年后，俄国海军上将马卡洛夫在黑海远端的巴敦开始试验一
种由英国皇家海军中校哈维所发明的鱼雷发展而来的“哈维”拖曳鱼雷。这
种鱼雷由甲板上以 ４５ 度角发射入水时，以一条金属线拖曳住，再以电引爆。
试验获得了成功。１８７７ 年他将鱼雷安装在进行特别改装的两艘舰艇上。一艘
叫“切什梅”号，另一艘叫“锡诺普”号。这两艘逛被世界公认为最早的原
型鱼雷艇。公元 １８７８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一艘安装有鱼雷的舰艇，在 ８０ 码内向一
艘 ２０００ 吨的上耳其“因蒂巴赫”号护卫舰发射了一枚鱼雷，成功地将其击沉。
土耳其舰艇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鱼雷牺牲者。这一次成功的突破，打开了海战
武器新的一页。此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海军也渐渐使用鱼雷于海战之中。
航行时间最长的鱼雷

世界上航行时间最长的鱼雷是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英国和德国海军在日
德兰半岛展开的一次激烈的海战中，英国海军“鲁普斯”号战舰右前舷第七
号鱼雷发射管发射的“日德兰”鱼雷。该鱼雷长 ５．５ 米，重 ６５５ 公斤，以压
缩空气为动力。这枚鱼雷自发射即日起，一直航行至 １９７２ 年，共连续航行了
５６ 年。比当今世界上续航力最大的航空母舰还要长好几倍。这枚鱼雷在世界
许多海域曾出现过它的行踪。１９２８ 年 ７ 月 １２ 日，美国船员曾在百慕大三角
碰见过它，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有人见它游过巴拿马河进入了太平洋，当时
的报纸还发布了新闻；５０ 年代，又有人发现它在大西洋漫游；在巴西亚马逊
河三角洲，一名瑞士医生还拍下了它的照片。对于它为什么能航行如此长的
时间，至今仍是一个谜。
最早发明舰艇螺旋桨的人
世界上最早提出舰艇使用螺旋桨的人是瑞士的伯努利。１７６２ 年，伯努利
在做物理实验休息时，看到院子里的木工在拧螺丝钉，螺丝钉按顺时针方向
旋转就转入木板之中，按反时针方向旋转就退出木板。由此，他得到了启示，
就想运用这个原理作为舰船的推进器。由于当时缺乏适当的动力机器，伯努
利的设想未能实现。但是他第一次提出了舰船使用螺旋桨的设想。
世界上最早在汽船上使用螺旋桨的是英国。１８３５ 年，澳大利亚人罗素试
制了一艘带有螺旋桨的小汽艇、１８３６ 年，英国的朴茨茅斯港曾试验过带有螺
杆的“阿基米德”号船，但都未达到适用阶段。真正达到实用阶段的是 １８４５
年英国建造的“大不列颠”号船。
几种天文导航仪器的最早使用
牵星板定位导航，１４３１ 年，中国的郑和出使西洋时首先使用；直角和象
限义定位导航，１５７０ 年前后欧洲首先使用；六分仪和天文钟，１８ 世纪出现，
天文船位线和解算经纬度的方法，１８３７ 年 Ｍ·萨姆纳最先发现；高度差法，
１８７５ 年，圣希勒尔最先完善并使用。
驱逐护卫舰在短时间内击沉潜艇的最高纪录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３１ 日，美国驱逐护卫舰“英格兰”号在美国太平洋
海战中短短的 １２ 天内，共击沉了 ６ 艘日本潜艇，创造了海战史上单舰击沉敌
潜蜒的最高纪录。
最早的登陆舰
世界上第一艘登陆舰是英国用油轮改建的。１９４０ 年，英国建造了 ＬＳＴ１
级大型登陆舰。此后，一些国家相继建造了大量的登陆舰，仅美国就建造了
登陆舰 １０００ 余艘。
最早的两栖登陆舰

世界上最早的两栖登陆舰（亦称直升机登陆运输舰）是美国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随着垂直登陆理论的发展，首先由美国用航空母舰改装而成的。
６０ 年代，美国建造了“硫黄岛”级两栖攻击舰。该舰满载排水量为 １８３００ 吨，
航速 ２３ 节。装备有舰炮和航空导弹，可载直升机 ２０ 架，能装载陆战队千余
人及其武器装备。
第一艘气垫船
世界上第一艘气垫船是“ＳＲＮ１”气垫船，是英国人科克莱尔发明制造的。
科克莱尔出生于 １９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他从小热爱科学，善于独立思考，喜欢摆
弄机械，对造船工业尤其感兴趣。１９５０ 年，４０ 岁的科克莱尔开始研究气垫船，
他不惜巨资首先买下了一家小造船厂，然后开始研究设计，到 １９５５ 年，小型
试验性样船研制成功。接着就是建造大型的气垫船了，可是他没有钱。船舶
制造商认为那不是船，不愿出钱；飞机制造商认为不是飞机，拒绝协助；还
有些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根本不可能成功。但是有一位好心的小船制造商对
他的设计十分赞赏，为他制造了一台长约 ０．６ 米，宽约 ０．１５ 米的小机器表示
资助。科克莱尔就利用它作动力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条模型气垫船。
１９５６ 年冬天，这艘气垫船在白厅街一座大楼地板上进行试飞表演，获得
成功。当气垫船喷着烟雾脱离地面行驶时，无不为之惊讶，拍手称好。因此，
惊动了政府官员，于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政府正式拨款制造气垫船。截止同年 ７
月 ２５ 日，一艘长 ９．１ 米、宽 ７．３ 米，重 ４．５ 吨的 ＳＲＮ１ 型气垫船就制造出来
了。就在这一天，在赖特岛进行了试航，一举穿过了英吉利海峡，这就是世
界上第一艘可进行实际航行的气垫船。
气垫船主要有“全浮式”和“侧壁式”两种。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气
垫船要数美国的侧壁式气垫船，每小时可达 １６７ 公里，装载量最大的气垫船
要数英国的全浮式气垫船，可载 ４１６ 人，汽车 ５５ 辆，且平均时速可达 １００
公里。
最早的普通导航设备
用于测定舰艇航向、航速和水深的普通导航设备。
指南针：最早用于测定舰船航向和方位的是中国，约公元 １１ 世纪。
陀螺罗径：最早制成实验型陀螺罗径的是 １８５２ 年，法国科学家 Ｌ．富科；
最早研制成功实用型陀螺罗径的是德国人 Ｈ．安休茨，于 １９０８ 年制作成功。
拖曳式计程仪：最早发明于 １８６４ 年；实用的多普勒声纳计程仪，最早出
现于 １９６７ 年，能自动测绘舰艇柑对于海底的航向和航速。
回声测深仪：１９２２ 年由美国海军首先制成使用。
击沉船只最多的潜艇艇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水艇广泛使用战争之中，尤其是 １９１５ 年，
自从德国宣布战争区域之后，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极其残酷的潜艇战。仅
１９１７ 年这一年中，被潜艇击沉的船只就达 ２５６６ 艘，总吨位达 ５７５００００ 吨。

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出现了一些战绩卓著的潜艇艇长。击沉对方舰只
最多的潜艇艇长主要有：罗萨·冯：阿诺德·德拉比利，德国人，击沉舰只
１９４ 艘，总吨位 ４５４０００ 吨；瓦尔特·福斯曼博士，德国人，击沉舰只 １４６ 艘，
总吨位 ３８４０００ 吨；奥托·斯坦勃林克，德国人，击沉舰只 ２０２ 艘，总吨位是
２３２０００ 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沉船只最多的潜艇艇长是奥托·克雷奇默尔，共
击沉对方船只 ４４ 艘，２６７０００ 吨，它获得了有剑和橡树叶装饰的铁十字勋章。
击沉潜艇最多的舰长
世界上指挥军舰击沉潜艇最多的舰长是英国的弗雷德里克·沃克。在
１９３９～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９ 日间，他指挥的军舰共击沉了敌人的潜艇 ２５ 艘。沃克
于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９ 日去世。
第一次由铁甲舰参与的战斗
世界上第一次由铁甲舰参与的战斗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汉普敦路战
役。当法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铁甲舰后，各国专家们企图给铁甲舰以赋予
最好的装备，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在舰船上安装能旋转的炮塔就是一个重要
的标志。如英国海军上校古柏·柯尔斯在一艘小艇上安装了 ３２ 门能旋转的炮
架；后来他又为丹麦设计了一艘炮塔船名叫“罗尔斐·克拉克号”；瑞典人
约翰·依利哀森为美国北部联邦设计了“莫尼特号”铁甲舰：该舰船体为铁
甲；装有两门当时口径最大的火炮（口径为 １１ 时），炮塔是可以旋转的。１８６２
年 ３ 月，“莫尼特号”奉命由纽约驶入汉普敦路参加战役，８ 日在乞沙比克
河上与南部联邦的“美力蔑克号，舰（也是一艘铁甲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双方都被击中，其中“美力蔑克号”被“莫尼特号”击中 ４１ 次，但这两艘舰
都没有沉没，铁甲舰的首次战斗就充分显示了铁甲舰的优越性，引起了世界
各国海军专家们的关注。此后，木制舰船就逐渐被淘汰。
最先发明声纳的人
世界上最先发明声纳的是法国人。１９１２ 年，在海上航行的英国邮轮“坦
泰尼克”号与冰上相撞而沉没，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有人研制了一种
能测定 ３ 公里之外冰山的回声探测仪，这就是声纳的雏型。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德国疯狂地进行了潜艇战，致使美、英等国水面舰只遭到严重威胁。于
是，协约国即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委员会，不久就研制出了一种“噪声定向
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使雏型声纳又得到了进一步发
展。后来法国科学家朗之万在 １９１６ 年发明了一部能测定目标的方位和距离，
并利用真空管放大的“回声定位仪”。这就是现代声纳史上的第一部真正的
声纳。
最早试验成功蓝——绿激光对潜通信的国家
世界上最早试验成功蓝——绿激光对潜通信的是美国。１９８１ 年 ５ 月，美

国一架罗克威尔国际公司制造的 Ｔ—３９“军刀班”喷气式飞机在 ４００００ 英尺
高度飞越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岛附近的洋面时，从飞机下部向洋面发射
了一束短促的蓝绿激光光束。一艘在该海区作战深度巡航的美国潜艇“海豚”
号瞬间接收到了这一光束。潜艇立即向岸上试验指挥部发送了这样一份电
报：“激光对潜通信可行性论证试验已告成功”。正是这一份电文它宣告了
对潜通信新时代的开始。几个月后，美国国会作出决定，暂停长波对潜通信
的研究计划，将所订购的用于长波通信的全部 ＥＣＸ 飞机退货。大力发展蓝—
—绿激光对潜通信，并作为战略通信的重点发展项目。美国参议院还决定给
１９８２ 财政年度防务授权法案增加 ２０００ 万美元专门用于蓝——绿激光通信技
术的发展，使 １９８２ 财政年度用于激光对潜通信计划的拨款。从 １９８０ 年财政
年度的 ４００ 万美元猛增至 ４２００ 万美元。
最小的船载卫星通信地面站
世界上迄今最小的船载卫星通讯地面站是日本 １９８７ 年制造的“ＦＥＬＣＯＭ
—１”。这座地面站是由日本左野电子公。司研制的。它的通信终端台体积为
４２×４５×６０ 厘米，无线罩的直径 １３５ 厘米，高 １３８ 厘米，内装一座直径 ９０
厘米的高效率抛物面天线和一个噪音系数为 １．３ 分贝的低噪声放大器。该地
面站能提供国际海事卫星的各项全波段通讯服务。
礼炮的由来
目前国际上接待国家领导人时，多数国家都鸣放礼炮。然而最早鸣放礼
炮的国家是英国。英国第一次鸣放礼炮在 ４００ 年前，当时英国航海事业极为
发达。英国海军舰船在驶入别国海域之前，为了表示对对方没有故意，而把
军舰上的炮弹全部发射完；在遇到别国舰船时，也把炮内的炮弹放掉，表示
同对方友好。从此之后，鸣放礼炮便成为国际上相互表示敬意的一种礼节。
鸣放礼炮的多少，要根据受礼人的身份而定。过去战舰的礼炮多为 ７ 门炮，
鸣炮时放 ７ 响。英国最大的战舰上有 ２１ 门炮，海军司令登舰时鸣 ２１ 响，海
军司令以下的将官登舰时放 １９ 响。以后 ２１ 响便成为最高的致敬的礼节。英
国是最早用这种礼节，迎送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以后别的国家也逐渐采
用了这种礼节。
规模最大的战略空军演习。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空军演习是美军战略空军 １９８１ 年举行的“环
球盾牌—８１”核大战演习。这次演习参加的部队有：美国战略空军全部战略
轰炸机和洲际导弹部队，部分战术空军、空军国民警卫队、海军和陆战队的
截击机与地面雷达部队，加拿大截击机部队。参加演习的飞机（包括轰炸机、
加油机、截击机、预警机、空中指挥机）达 ８００ 余架，总人数达 １０ 万余人。
演习从 １ 月 ２６ 日开始至 ２ 月 １６ 日结束，历时 ２０ 天。主要演练了地面防
护、指挥官和司令部组织指挥、部队进入高等戒备状态、遭敌核袭击的生存
和快速反应作战能力等问题。此次演习，使用了战略空军基地 ２０ 个，加上战
术空军基地和部分民航机场共达 ７０ 余处。这次演习最主要的演练课题是轰炸
机遭敌核袭后的迅速反应和作战能力。当接到敌核袭击警报后的 １０ 分钟内，
预先分散部署在各空军基地和民航机场上的 ４００ 余架轰炸机和加油机腾空。Ｂ

—５２ 和 ＦＢ—１１１ 轰炸机在加油机的配合下，先后飞往澳大利亚、印度洋、西
太平洋、阿拉斯加、瓜加林导弹靶场和西部导弹试验场等地区进行远程奔袭、
低空轰炸等演练。与此同时，美国和加拿大所有的截击机部队、防空区控制
中心和地面雷达部队，以轰炸机为模拟目标进行防空演练。为了演练核报复
还从范登堡向太平洋瓜加林导弹靶场发射了一枚“民兵”Ⅲ型洲际导弹。
这次演习是战略空军成立以来同类演习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演
习。
最先进的雷达侦察船
世界上最先进的雷达侦察船是美国的“观察岛”号。该船长 １７２ 米、宽
２３ 米、排水量 １７００ 吨。速度每小时约 ２０ 节。该船装备有各种新型的电子侦
察技术，最突出的是装有代号为“眼镜蛇朱迪”相控阵雷达。这种设置在船
尾的八面形雷达高达 ４ 层楼房、重达 ２５０ 吨。雷达自身还具有安全防御能力，
能抵御来自各个方向炮火的袭击。雷达面板上装有电子计算机控制的 １２２８８
个独立天线网和无线电讯号收、发两用机。电波反射的回波每 ４ 秒钟能显示
周围 ３６０°天空里的全部图像，并可同时观察到凡个物体，比其它雷达更为
精确，效率更高。４８００ 公里外一辆小轿车那么大的目标都能探测清楚。该首
侦察船于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试航，年底部署在太平洋海域，以珍珠港为母港，进行
侦察活动。

军用飞机最多的国家
人类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世界上已有 １２８ 个国家（地区）建立了
不同规模的空军，大约拥有各型飞机 ６ 万多架。军用飞机数量最多的是美国。
据美国防部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宣布的实际数据：陆军中有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
９１００ 架；空军中有远、中程轰炸机、攻击机、战斗机、截击机等 ９４００ 架；
海军中有攻击机、战斗机、反潜机等 ５７００ 架。全军总计为 ２４２００ 架。
另据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出版的英国《国际飞行》杂志报道，世界上美国军用
飞机最多，已达 ３０１５９ 架，占世界各国军用飞机总数（１０８５１６ 架）的 ２７．７９
％。
苏联军用飞机次于美国，为 １４５１８ 架。其中陆军中直升机 １５００ 架；空军、
防空军中有重型轰炸机、中型轰炸机、歼击机、侦察机、运输机等 １３０５８ 架；
海军中有中型轰炸机、歼击机、反潜机、舰载机、运输机等 １４６０ 架。
最早的滑翔机
世界上最早的滑翔机出于德国。
德国滑翔机专家奥托·利连撒尔，他是一位土木工程师，早期他在兄弟
合作下，开始研究鸟类的扑翼飞行，并进行扑翼机的试验，他曾经说过：“每
一只鸟都是一名奇特表演师”“谁要飞行，谁就得模仿鸟。”果真利连撒尔
给自己安上了两只大翅膀，１８９１ 年首次滑翔成功，同年俄国人 Ｈ·Ｅ 茹科夫
斯基发表了《鸟的翱翔》一书，从理论上阐述了制造滑翔机的原理。利连撒
尔在以后的 ５ 年中，他又不断改进滑翔机，在空中飞行了 ２０００ 多次，其中一
次飞行的最长距离就达 ３５０ 米。不幸的是，１８９６ 年 ８ 月 ９ 日，他在德国斯图
伦附近的山坡上驾驶他自己设计的滑翔机用双腿狂跑起飞，一阵狂风使他从
１５ 米高度摔下来，受了重伤，次日身亡，是年 ４８ 岁。他是从重于空气的航
空器上失事牺牲的第一个人。
在利连撒尔发明滑翔之前，已有人研制和试飞了滑翔机。如 １７９９ 年至
１８１１ 年英国人 Ｄ 凯里就制造和试飞了凤筝式滑翔机，１８６８ 年法国人，Ｊ·勒
布里埃也研究和试飞了用马牵引的滑翔机。但都未达到利连撒尔验制的滑翔
机这样尽善尽美的程度。
滑翔机是利用机翼在气流中产生升力的一种飞行器，本身没有动力装
置，不能自行起飞，在高处向下滑翔时，遇有上升气流还能升高。最初的滑
翔机主翼是用柳条和竹子作成骨架，中间交叉起来，随后蒙上布涂饰而成，
飞行时操纵者下半身子悬吊在主翼下面。华盛顿航空宇宙博物馆里珍藏的那
架单叶标准型滑翔机，是美国新闻大王威兼·伦道夫，哈斯特在 １８９６ 年春直
接向利连撤尔购得的，主翼面积 １３ 平方米。象这样的滑翔机，他至少造了 ８
架，都先后出让给了飞行爱好者，其后，这架滑翔机曾公开进行飞行表演，
最高高度是 １５ 米，最远飞行距离是 １１６ 米，该机 １９０６ 年存于斯密森协会，
于 １９０６ 年先后进行过二次小修，１９６７ 年完全修复，现在所见的水平尾翼，
不是原型。
从 １８９１ 年制造了第一架滑翔机起至 １８９６ 年，利连撒尔设计制造了五种
单翼滑翔机和两种双翼滑翔机，他的单翼滑翔机很轻，不载人时仅重 ２０ 公
斤，滑翔机飞行时间可载驾驶员一人。

为了进行滑翔飞行试验，利连撒尔在柏森附近堆起一座人造小土山，高
约 １５ 米，他把滑翔机捆绑在双肩上，沿着小山的斜坡往下跑，使滑翔机起飞，
并在田野上空滑翔一段距离。在他早期的滑翔机上，尾翼面固定，不起操纵
作用。在飞行中靠前后移动身体来使滑翔机保持稳定。
利连撤尔试飞滑翔机，是用双臂撑在滑翔机上来支持身体的，在他快速
跑步从山坡上滑下来而起飞时，臂部和双腿悬挂在滑翔机下面。这样就可向
任何需要的方向摆动，来对滑翔机进行操纵。这同现代悬挂式滑翔机飞行情
况相似。
最先发明飞机的人
世界上最先发明飞机的人是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的莱特两兄弟，大的叫
威尔伯·莱特（１９××—１９××），弟弟叫奥维尔·莱特（１９××—１９××）。
莱特兄弟的父亲是一位木匠，旅欧归来时，曾给他们年幼的兄弟俩买了
一架用橡皮筋作动力的能飞起来的玩具，兄弟俩爱不释手，就是这件玩具开
启了他们日后研究飞机的心扉。
青年时，他们读了一本鸟类学的书以后，提出了一个问题“鸟儿为什么
能不费劲地用两只翅膀在空中飞行，而我们人为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手段在
空中翱翔呢？”鸟的飞翔，又给他们制造飞机以启蒙。
他们想方设法阅读各种航空科技书籍，从此，他们立志要以脚踏实地的
科学态度和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精神，去揭示人类梦寐以求的飞向空中的
奥秘。
他们用 ４ 年的时间进行了刻苦的钻研，到了 １９００ 年才着手制造滑翔机。
滑翔机最初飞行是象放风筝一样用绳子在风中放起来，然后进入滑翔。后来，
他们又甩掉了绳子，煞费苦心地研究和实验了自由滑翔机。两年中，莱特兄
弟进行了 １０００ 多次试验，终于突破了难关。
１９０３ 年，莱特兄弟在取得滑翔飞行的实际经验之后，开始在滑翔机上安
装发动机和螺旋桨。世界上第一架带动力的飞机——莱特式 １ 号飞机诞生。
１９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这架装有 １２ 马力汽油发动机的莱特式 １ 号飞机，由兄
威尔伯—莱特操纵，从铺在沙丘料面上的木制轨道上滑行，顺利地起飞离地，
在滞空 ３．５ 秒钟的时间内，飞行了 ３２ 米，试飞获得了成功。紧接着 １２ 月 １７
日，由弟奥维尔——莱特操纵，在 １２ 秒钟内飞行了 ３６．６ 米。第二次，他又
在 １５ 秒钟内飞行了 ６６ 米。其后威尔伯又进行了两次试飞，第一次在 １３ 秒钟
内飞行了 ９９．４ 米，第二次在 ５９ 秒钟内飞行了 ２８４ 米，莱特兄弟试飞成功轰
动了世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发动机为动力的载人飞机脱离地面的
自由飞行。莱特 １ 号飞机现陈列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史密斯博物馆内。
莱特兄弟为制造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兄弟俩未曾结过
婚，终生以飞机为伴，无暇顾及自身生活。威尔伯·莱特曾说过他没有时间
和妻子在一起，而只能和飞机在一起（１９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威尔伯·莱特死
于伤寒）。
莱特兄弟的成功开辟了航空科学的新纪元，为人类登月亮，探星星，遨
游太空，征服宇宙开拓了道路，他们的名字 将永远在发明家的行列中放射光
芒。

最早的歼击机
世界上最早的歼击机是法国制造的“莫拉纳—桑尼埃”单翼机。
１９１５ 年，曾经首次实现飞越地中海的法国飞行员伽罗斯，在“莫拉纳—
—桑尼埃”Ｌ 型单翼机的前机身上，安装了一挺向前射击的霍奇斯基固定机
枪，机枪沿航线向前射击，子弹穿过机首螺旋桨的旋转面射击。为了保护桨
叶，伽罗斯在螺旋桨叶上相当于子弹穿越的高度，用楔形钢板包起来，起滑
弹作用。这是第一架使机枪子弹穿过螺旋桨面射击的飞机。同年 ４ 月 １ 日，
伽罗斯驾驶“莫拉纳——桑尼埃”飞机在空中巡逻时，遇上了一架德国人的
“信天翁”双座侦察机，他立即使用机枪射击，并将其一举击落。两个星期
后，这位法国飞行员又击落了两架敌机。４ 月 １９ 日，伽罗斯的飞机在战斗中
被德军的防空火器击中，迫降于德军战线的后方，德国人从这架烧毁的飞机
上拆下了机枪装置，并委托福克公司加以研究，制造出了新型的机枪射击协
调器。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在飞机上安装了固定机枪。目前世界上多
数航空史学家认为，伽罗斯驾驶的“莫拉纳——桑尼埃”Ｌ 型单翼机即为世
界上最早的一架歼击机。
第一架装有两台发动机的飞机
世界上最早在飞机上装有两台发动机的是海勒姆·马克西姆爵士和克莱
芒、阿尔代爵士。先前的飞机都只有一台发动机，不仅功率小，而且飞机在
发动机发生故障时无安全保障。为增大飞机功率，提高飞行的安全性，他们
设想在飞机上安装两台发动机。１９１１ 年，英国的肖特兄弟（赫赫有名的肖特
三兄弟：尤斯塔斯、霍勒斯和奥斯瓦特。他们是英国著名的家庭企业家，先
是开办了气球工厂，后建立了专门制造和设计飞机的工厂。）获得了多台发
动机设备的专利。他们在广告中宣称“肖特的双发动机系统，能使飞机在飞
行中不用害怕发动机停车而突然下降。”
按照肖特专利制造的第一架双发动机飞机，装有三副螺旋桨、两台发动
机，于是人们又称之为“三·二型”飞机。“三·二型”飞机的诞生，无疑
是航空技术的一次重大飞跃，引人注目。安装的两台发动机是法国制造的“土
地神”气缸旋转式发动机，一台装在机身的前部，另一台装在后部。在两台
发动机之间，是并列安置的两名乘员座椅。前台发动机驱动两副牵引式螺旋
桨，这两副螺旋桨装在机翼之间的支柱上；后台发动机直接驱动一副推进式
螺旋桨。牵引式螺旋桨通过链条，由发动机驱动。“三·二型”飞机还装有
两套飞行操纵机构，每名乘员都能操纵飞行，无需更换位置。“三·二型”
飞机首次试飞是 １９１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由弗兰克·麦克林驾驶。接着又搭乘一
名旅客（著名的海军飞行员海军中校 Ｃ·Ｒ·萨姆赫）进行试飞，并获得成功。
最早的喷气飞行
世界上最早提出喷气推进理论的是法国的马可尼上尉和罗马尼亚的亨
利·康达（１８８６—１９７２），时间是 １９０９ 年。
·１９２１ 年，马克西姆·盖劳姆提出了涡轮喷气推进方案。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英国动力喷气有限公司制造了 ＶＷＵ 实验型涡轮喷气发动机，并进行了

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喷气发动机台架试车。该发动机的发明人是英国空军准将
福兰克·惠特尔（１９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生于考文垂），他早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就申
请到喷气推进装置的研究专利。当时，他想劝说几家厂商制造这种喷气发动
机，但都被拒绝了。此后，他继续在皇家空军服役。
然而，世界上第一次喷气飞行是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由弗吕格卡皮坦·埃
里奇·沃西茨驾驶的一架装有一台 Ｈｅｓ３Ｂ 涡轮发动机的德国容克 Ｈｅｌ７８ 型飞
机，在德国马里恩哈的飞行。这台首次用于飞行的亨克尔 ＨｅＳ３Ｂ 型喷气发动
机由派斯特·冯·欧海因博士设计。１９３７ 年 ８ 月进行了第一次试车，装载有
长尾喷管时的静推力是 ３７９ 公斤。
第一架喷气歼击机
世界上第一架喷气歼敌机是 Ｍｅ２６２ 歼击机（该机开始研制时由于希特勒
不同意制造成歼击机所以该机又称轰炸机），是德国在本世纪 ４０ 年代初研
制，于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Ｍｅ２６２ 歼击机样机试飞成功的。
Ｍｅ２６２ 歼击（轰炸）机，装配有两台客克斯尤莫 ００４ 涡轮喷气发动机，
静推力为 ９００ 公斤，最大时速为 ５２８ 英里，载荷最大时航程 １０５０ 公里，爬升
率 ６．８ 分钟内能爬至 ６０００ 米，升限 １２０００ 米。该机装配有 ４ 门 ３０ 毫米航炮，
２４ 枚 Ｒ４Ｍ５０ 毫米火箭弹，两枚 ５００ 公斤的炸弹。还装有与这些军械配套使用
的 ＥＺ—４２ 陀螺射击瞄准具。
Ｍｅ２６２ 歼击（轰炸）机，最初采用的是传统的后三点起落架，因此，该
机在起飞时，飞行员必须在滑跑时速达到 １８０ 公里时，猛踩一下刹车，才能
将机尾抬起，使飞机获得起飞速度，使之起飞。加兰德于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曾飞过
Ｍｅ２６２ 歼击机。希特勒直到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方才亲眼看到这种飞机的飞行。便
立即认为“我们总算有了可以用于进行闪电作战的轰炸机了！” Ｍｅ２６２ 歼击
机 １９４３ 年底开始批量生产，总共生产了 １４００ 架。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Ｍｅ２６２Ａ 涡轮喷气战斗歼击机同英国空军的活塞式战
斗机遭遇。这是世界上喷气式战斗机首次在作战中使用，但至大战结束，该
飞机从未与盟国的喷气式飞机发生过空战。
第一架垂直——短距离起落的战斗机
一般军用战斗机在起飞和着落时要在跑道上滑行很长的距离，这使飞机
的使用要依赖机场，在未来战争中，机场则是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容易受
到摧毁性的打击，使战斗机不能起飞，完全丧失战斗力。
因此，从 ５０ 年代后期开始，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如英国、美国、西德等，
相继投入力量研制垂直趄落或垂直——短距离起落的飞机，用于近距离支援
地面部队作战或战术侦察。英国于 １９５７ 年首先开始设计和制造“鹞式”垂直
起落飞机，并于 １９６７ 年正式装备英国空军，成为世界上第一种正式在部队服
役的垂直——短距离起落的战斗机。
“鹞”式垂直起落飞机是依靠改变发动机、喷气方向来实现垂直起落的。
机上装一台可转喷口的“飞马”型涡轮风扇发动机，两对喷口置于机身两侧，
接近飞机重心，垂直起落时，喷口转到朝下方向，发动机向下喷气，形成四
根强有力的气柱，使飞机可以拔地而起，平稳而降。在正常飞行时喷口转向

朝后方向，发动机向后排气，为飞机提供前进的动力，最大速度可达每小时
１０００ 公里，“鹞”式飞机也可以按常规飞机起落方式滑跑起飞，但滑跑的距
离可大大缩短。
“鹞”式飞机除了具有不依赖机场，可以分散隐蔽的特点外，还可以在
空中作低速机动，地地转弯、倒退以及空中悬停等一般战斗机无法实现的“绝
技”飞机，还可以在中型军舰上落降、起飞，而不要依赖于大型航空母舰。
因此在作战中非常灵活，大大增强了作战力量。
“鹞”式飞机翼展 ７．７ 米，机长 １３．９１ 米，机高 ３．４５ 米，空机重 ５５８０
公斤，最大起飞重量 ８１６５ 公斤（垂直起飞）或 １０４３０ 公斤（短距离起飞）飞
机可携带一对机炮吊舱 ３ 枚 ４５４ 公斤的炸弹和一对装 １９ 枚 ３６ 毫米火箭发射
巢，可用来攻击陆上海上固定目标或活动目标，也可以进行空战。
“鹞”式垂直——短距离起落战斗机，是由英国霍克·西德利公司研制
的。研制过程经历了 Ｐ．１１２７ 试验原型、“茶隼”鉴定试用原型和“鹞式”原
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架原型机于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英国英格兰萨里郡的
邓斯福尔德进行了悬停飞行。到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６ 架原型机全部交付英国空军
使用。
最早的火箭发动机飞机
世界上最先研制出火箭发动机飞机的是德国。
１９３５ 年底，德国恩斯特·亨克尔教授与德国陆军飞弹处的雇员，年轻的
工程师维尔纳·冯·布劳恩合作，运用火箭工作原理，在一架亨克尔的 Ｈｅ１１２
型歼击机机上安装了火箭发动机进行试验，１９３７ 年夏，使用这种拼凑起来的
试验机首次飞行获得成功。亨克尔计划制造一架设计合理的火箭发动机飞
机，其结果便是用一架 Ｈｅｌ７６ 装以一台瓦尔特式火箭发动机，工作时间为一
分钟。这架飞机于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佩内明德首次试飞获得成功。驾驶这
架飞机进行首次飞行的飞行员是弗吕格卡皮坦·埃里希·瓦西茨（此人在几
周后又驾驶第一架安装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较大型的 Ｈ６１７８ 进行首次飞行。）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３ 日为希特勒和戈林表演后，他的此项实验没有能得到认
可，这架火箭发动机飞机被认为只是一件有趣而浪费时间的玩具被否决了。
此后，德国的另一位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利皮施按他自己的想法在过
去实验滑翔机和各种活塞发动机的基础上研制一种无水平尾翼的三角翼飞
机，这便是外形象一个宽箭头的梅塞米特 Ｍｅｌ６３ 型。这种飞机装配有瓦尔特
ＨＷＫ１０９ 型液燃火箭发动机，静推力为 ３７５０ 磅；最大时速超过了当时的最高
速度 １０００ 公里（６２３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８ 分钟；爬升率每分钟 ９５００ 米
（经试验在 ３ 分 ２５ 秒能爬升到 １２０００ 米的高度）；最大升限 １６０００ 米；装备
有两门 ３０ 毫米航炮；２４ 枚 Ｒ４Ｍ５０ 毫米火箭弹。这种飞机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２ 日
试飞成功。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装有火箭发动机的实用飞机。在这期间苏联、
意大利也研制了带火箭发动机的飞机。次后，德国在巴特茨维申纳成立了第
１６ 特别试飞队，专门从事 Ｍｅｌ６３ 的试飞和训练德国空军的第一个火箭发动机
截击部队。
第一架原子动力飞机

世界上第一架原子动力飞机是美国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１７ 日试飞成功的 ＮＢ—３６Ｈ
远程战略轰炸机，该飞机上装有一座航空原子反应堆。
最大的运输机
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是苏联制造的安—１２４ 巨型运输机。该机是由安东
诺夫特种设计局研制的。采用箭状形机翼，装有四部涡轮喷气发动机，每台
推力为 ２３．４ 吨。巨型运输机的翼展约 ７３ 米、长约 ６２ 米，货仓高 ４．５ 米，宽
６．４ 米，长 ３６．５ 米，内有两台 １０ 吨起重机和两部牵引 ３ 吨的绞车，可装 １０００
多立方米的货物。一次它可装载 ６０ 辆日吉利牌汽车和一些旅客及其行李，载
重量可达 １５０ 多吨。巨型运输机最大起飞重量为 ４５０ 吨，时速 ８５０ 公里，最
大升限 １２０００ 米，航程 １６５００ 公里。
据该型飞机总设计师彼得·巴拉布耶夫称，安—１２４ 巨型运输机可使用
二级机场起降。正常全重起飞只需 １２００ 米长的跑道，着落滑行距离为 ８００
米。主起落架每侧有 ５ 个减震支柱，各有 １２ 个轮子，所以整架飞机共有 ２４
个轮子，页且都是低压轮胎，对跑道面要求不高。据有关资料称，这型飞机
的军事性质和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上现役最大的军用运输机是美国制造的 Ｃ—５Ａ 巨型远程军用运输
机。该机是美国为提高其对欧亚两洲海外战场干涉和应急支援的能力而研制
的。Ｃ—５Ａ，别名“银河”，于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试飞成功，１９６９ 年底开始装备美
空军军事空运司令部。Ｃ—５Ａ 巨型运输机装货面积为 ２５１ 平方米；最大载重
量为 １２０ 吨。可同时装载 Ｍ—６０ 坦克 ２ 辆和 １６ 辆卡车；或 Ｍ—６０ 坦克 １ 辆，
ＵＨ—１８ 直升机 ２ 架和卡车 ７ 辆；或者 １０ 枚潘兴战术导弹及其拖车和发射架；
或一次可装载 ３４５ 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 ２ 辆 Ｍ６０ 中型坦克。“银河”，发
动机为 ＴＦ３９—ＧＥ—１ 涡轮风扇式发动机 ４×１８６００ 公斤。最大起飞重量为
３４８．８ 吨。机长 ７５．５４ 米，机高 １９．８５ 米，翼展 ６７．８８ 米。９０００ 米高度巡航
速度为 ９１９ 公里／小时。飞行重量为 ２８０ 吨（一说 ３３０．２ 吨最大 ３４６．７ 吨）。
实际升限为 １０３００ 米。银河还具有洲际飞行能力，不加油即可飞越太平洋，
并能在没有地面引导设备的机场进行全天候着落。飞行寿命（设计）为 ３ 万
小时。
最早研制无人驾驶飞机的国家
世界上最早进行无人驾驶飞机试制的是英国。
１９１４ 年，英国卡德尔将军和皮切尔将军提出了试制无人驾驶飞机，并被
军事航空学会理事长戴维·亨德森爵士采纳。这项试验工作直接由前英国星
际学会主席 Ａ·Ｍ·洛教授为首的试制组负责。为了保守秘密，当时把这项工
作定名为“ＡＴ”。最初的试制是在萨里的布鲁克兰兹和米德尔塞克斯的费尔
泰姆进行的。几经周折，终于组装了一架由无线电操纵装置操纵的小型单翼
飞机。这架飞机由杰佛里·德哈维兰制造，翼展 ６．７ 米，装有一台格兰维尔·布
雷德肖设计的 ３５ 马力发动机，并安装了一副四轮起落架。最早的飞行试验是
在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乌帕万的皇家飞行队训练学校进行的。第一次试验，飞机在起
飞后发动机突然熄火，并一头栽进了泥潭，第二次试验时，飞机在空中飞行
正常。但翻了一个斤头后，发动机又熄了火，飞机栽落到洛教授的脚跟前。

由于当时的许多技术难题无法解决，“ＡＴ”计划被迫停止。但洛教授并没有
丧失信心，英国皇家飞机研究所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又继续进行了无线电
操纵飞行试验。此后，美国、苏联等世界其它国家也相继开展了无人驾驶飞
机的试究，由此而导致了一种新型飞机的诞生。
无人驾驶飞机诞生至今，已有 ６０ 余年的历史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拥
有和研制无人驾驶飞机的国家已由一个发展到了 １７ 个，飞机的型号也由一种
发展到了 ９７ 种，其中美国 ３１ 种，英国 ２０ 种，苏联 １７ 种，联邦德国 ６ 种，
中国和意大利各 ５ 种，法国、巴西、以色列、日本各 ３ 种，南非、阿根廷、
加拿大和国际性合作组织各两种，印度、希腊和澳大利亚各 １ 种。这些无人
驾驶飞机在训练和作战中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
最先发明目转旋翼机的人
世界上最先发明自转旋翼飞机的是西班牙工程师 Ｈ·德拉席尔瓦。
１９２２ 年，西班牙工程师德拉席尔瓦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自转旋翼机，这
种飞机着陆（起飞）速度小，且着陆（起飞）滑跑的距离短，对机场的要求
不高。但它又不同于直升机，不能垂直起落，也不能空中悬停。这种飞机的
飞行时速一般在 ３０—２４０ 公里之间，在军事上主要用于通信、侦察和炮兵校
射等。
最早的超音速飞行
音速亦称声速，即声波在媒质中传播的速度。音速的快慢与媒质的性质
和状态有关。例如通常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每秒 ３４０ 米左右。所谓超
音速飞行，通俗他说就是超过音速度的飞行人科学上的定义是马赫数大于 １
（Ｍ＞１）的飞行。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一些国家进行了超音速飞行的研究。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美
国军方和民间航空专家们首先完成了对超音速研究机可行性的初步讨论，并
着手制造超音速飞机。
１９４７ 年第一架超音速 ＸＳ—１ 型火箭飞机由美国拜尔厂制造成功。该机机
身由铝合金制成，呈炮弹形，机翼短而薄。同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在加里福尼亚
州的穆罗克乾湖基地上空进行了试飞，试飞员是美国空军上尉飞行员查尔
斯·叶格尔。试飞时，首先由 Ｂ—２９ 型飞机将其吊至空中发动后从母机上脱
离再进行飞行的。当飞机飞至 １３１０６．４ 米高度时，飞行的时速达到 １．０６ 马赫。
约 １２００ 余公里），成功地完成了世界第一次超音速飞行。
超音速飞行在今天已不是什么惊人之举，目前喷气式飞机的速度已可达
３ 倍音速以上，飞行高度已达到了 ３００００ 米以上。可是在 ４０ 年代，喷气式飞
机开始正式使用的那个时代第一次超音速飞行可算是特大新闻了。
ＸＳ—１ 型火箭发动机飞机现收藏在美国华盛顿宇宙航空博物馆内。
最早的太阳能飞机
世界上第一架太阳能飞机是由英国太阳能飞机研究小组设计制造的，命
名为“太阳一号”。它于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进行了第一次“跳跃式”的飞行试飞

后，于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在英国汉普郡的拉杉机场完成了首次飞行表演。第
一次飞行最大速度达到每小时 ６５ 公里，离地速度每小时 ３７ 公里时，飞行距
离达 １２００ 米；第二次飞行最大速度每小时达 ７８ 公里。飞机有 ２４ 个镍——镉
蓄电池，用来贮存来自 ７５０ 个机翼上表面太阳能电池产生的电流。飞机全部
是木质给构，外面包有塑料薄膜蒙皮。这架太阳能飞机造价为 １６０００ 英镑。
两年后，美国航天局，杜帮公司也研制了以太阳为动力的飞机。在设计
师麦克里迪博士的努力下，１９８０ 年 ８ 月，一架由人力飞机改装的太阳能飞机
“蝉翼企鹅号”，由女驾驶员珍尼丝·布朗操纵，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爱德
华空军基地起飞用 １４ 分 ３２ 秒的时间飞行了 ３．２ 公里。机体重量 ２２．７ 公斤，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美国又专门设计了太阳能飞机“太阳挑战者”号试飞成功。
它的主翼和尾翼上装有 １６１２８ 个太阳能电池，全长 ９．１ 米，翼展 １４．３ 米，机
重 ９６ 公斤，飞行距离 ３７０ 公里，飞行时间 ８ 小时，高度可达 ４３６０ 米。即使
太阳被云层遮住，下降速度也只有每分钟 ３０ 米，故能确保飞行员的安全。
第一架装有四台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
世界上第一架装有四台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是 １９１２ 年由俄国设计家、制
造家和飞行员叶戈尔·西科尔斯基主持领导在俄罗斯波罗的海车辆工厂制造
的。该机是“伟大号”和“俄罗斯勇士号”飞机改进和演化而成。
伊里亚·穆罗梅茨重型轰炸机，装有四台功率为 ２２０ 马力（１６２ 千瓦）
发动机。该机起飞重量为 ６１００ 公斤，最大航速每小时 １３７ 公里，最大升限
４０００ 米，最大续航里程 ５４０ 公里：机组乘员 ４—８ 人；机上装有 ８ 挺机枪和 １
门 ７６ 毫米机关炮；飞机载弹量 ８００ 公斤；它的翼展达 ３０ 米。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伊里亚·穆罗梅茨重型轰炸机以 １４ 小时 ３８ 分钟飞完了从
基辅到彼得堡 １０００ 多公里，中途仅着陆一次，从而创造了一项世界飞行记
录。该机作为重型轰炸机在载弹量、武器威力、航程等方面是任何其它类型
的飞机无可比拟的。
１９１４ 年 １２ 月，俄国用伊里亚·穆罗梅茨号轰炸机装备组建了世界上第
一支重型轰炸机部队。这支部队于 １９１５ 年中期投入作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起了重大作用。从 １９１４ 年至 １９１８ 年俄国共生产了 ７３ 架，一次大战中损失
６ 架，而其中只有一架是在击毁了 ３ 架敌机后被对方击中的。
最重最快的轰炸机
世界上现役军队中最重的轰炸机是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 Ｂ—５２Ｈ“同温层
堡垒”轰炸机。该机装有 ８ 台 ＴＦ３３—９—３ 涡轮风扇式 ８ｘ７７１０ 公斤发动机，
最大起飞总重量 ２２１３１５ 公斤，翼展 ５６．４２ 米，机长 ４７．５５ 米，机高 １２．９ 米，
时速 １１００ 公里，最大航程 ２００００ 公里。武器装备主要有：２０ 毫米 ６ 管炮 １
门（炮弹 １１８０ 发），大猎大空地导弹（机翼下）２ 枚，“鹌鹑”诱惑导弹（弹
仓内）４ 枚，ＡＧＭ—６９Ａ“近程攻击导弹”２０ 枚，核弹 ２—４ 枚，以及普通炸弹
２０ 吨。该机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装备部队，至 ７０ 年代末共生产了 １０２ 架。
历史上最重的轰炸机是由 １０ 台发动机驱动的康维尔 Ｂ—３６Ｊ 轰炸机，是
由美国研制的，重 １８６ 吨，翼展 ７０ 米，最大时速 ６６０ 公里。
现役中最快的一种轰炸机，是法国达索公司生产的“幻影 ＩＶ”，它可在

１０９７２ 米高度以 Ｍ２．２（２３３３ 公里／小时）的速度飞行。幻影 ＩＶ 轰炸机可载法
国的原子弹式由降落伞控制的重 ４００ 公斤的 Ｓｔｒｉｍ 炸弹 ６ 枚，活动半径为 ５５００
公里，飞行高度达 ２００００ 米。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的变后掠翼轰炸机 ＦＢ—１１１Ａ，
最大时速为 Ｍ２．５。该机可载 ３４０ 公斤重的炸弹 ５０ 枚，近程攻击导弹 ６ 枚或
当量为 １０００ 万吨氢弹 ２ 枚，总载弹量为 １７ 吨。该机最大航程 ６１００ 公里。苏
联的图～２６“逆火式”变后掠翼轰炸机，其最大速度为 Ｍ２．０—２．５，作战半
径为 ５７４４ 公里，也是世界上最快的轰炸机之一。
第一个提出后掠翼能适应高速飞行的人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后掠翼能适应高速飞行的人是德国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阿道夫·比斯漫。
幼年的比斯漫，生活在卢贝卡港的比斯漫。强烈的好奇心使他常常对过
往船只的船头排浪和船尾拖出的尾流看得发呆。这种好奇感为他后来提出用
后掠翼提高飞行速度奠定了思想基础。青年时期，他在德国著名的哥廷根大
学深造。他的指导老师是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路德维希·普朗德。由
于名师的指导和他的刻苦钻研，比斯漫学业大进，他的超音速空气动力学方
面的论文得到专家们的高度肯定，由此而成为该领域的权威。１９３５ 年，在罗
马召开了沃尔塔科学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航空的高速度”。３３ 岁的比
斯漫和导师普朗特一起代表德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他对超音速风洞理
论作了发言，并对后掠翼能适应高速飞行作了充分的阐述。他的发言使与会
的专家、学者大受启发。美国加利福尼亚工科大学教授冯·卡门赞扬他的论
文是这次会议上的最佳论文。此后，比斯漫在布朗斯威克研究所继续开展对
后掠翼的研究工作，并自费进行试验。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当时任梅伯公司
设计和空气动力部部长霍格特博士的赞许，并在研制 Ｍｅ２６２ 飞机时采用了他
的研究成果。
二次大战德国战败后，比斯漫在英国拘留 ９ 个月后被送到美国。作为高
级科学家在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工作，１９６３ 年，他在科罗拉多大学任
教，１９７９ 年该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比斯漫提出的后掠翼能适应高速飞
行的理论，要比美国科学家罗伯特·琼斯早 １０ 年之久。
固定翼飞机飞行的最高速度
世界上速度最高的固定翼飞机是美国北美航空公司制造的 Ｘ—１５Ａ２ 型飞
机。它是一种由 ＸＬＲ９９—ＲＭ—２ 型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进的高超音速飞机。
这种飞机在 １３７００ 米高空时的推力为 ２５８８５ 公斤，飞机机舱上涂的物质可耐
摄氏 １６４８ 度的高温。１９６２ 年 ６ 月约瑟夫·沃尔克驾驶 Ｘ—１５Ａ 型飞机创造了
每小时 ６６０５ 公里的最高速度，并于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的一次飞行中爬高到了
１０７９６０ 米的高度。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美国空军少校飞行员威廉姆·奈特驾驶
Ｘ—１５Ａ２ 型飞机，创造了每小时 ６８４０ 公里，马赫数为 ６．３３ 的飞行速度。
飞得最高的飞机
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飞机是苏联的米格 Ｅ—２６６（米格—２５ 试验机）高空高

速截击机。该机在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创造了飞行高度 ３７６５０ 米的世界纪录。
米格 Ｅ—２６６ 由苏联米高扬设计局于 ５０ 年代末开始设计，１９６４ 年完成试飞，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首次透露，１９６７ 年 ７ 月 ９ 比 ４ 架米格—２５ 参加了苏航空节表演，
１９６９ 年开始装备部队，共生产了 ６００ 余架。该机是双发飞机，带 ２０００ 公斤
载荷在 １０００ 公里闭合航线上创造了每小时 ２３２０ 公里的世界速度记录。据资
料介绍，自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１６Ｈ 到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共打破和创造了 ８ 次飞
行速度世界记录，９ 项飞行高度世界记录和 ６ 项爬高世界记录。美国空军部
长罗伯特·西曼斯称米格—２５ 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在生产中的最好的截击
机”。
最早的航空兵部队
世界上最早的航空兵部队是英国 １９１２ 年成立的皇家飞行队。１９０３ 年，
美国人奥维尔·莱特兄弟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架有动力可操纵能持续飞行的飞
机（“飞行者”号）以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法国、英国等也纷纷投入
了研制。几年中飞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性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１９０９ 年 ８
月，在法国的兰斯举行了世界上第一次盛大的飞行集会。至 １９１２ 年，飞机的
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引起了各国军界的极度重视。因此一支用于
军事的航空兵部队也就诞生了。１９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英国组建了 ２ 个飞行联
队，一个叫“皇家飞行队”，一个叫“皇家海军航空勤务队”。
１９１４ 年 ７ 月又成立了皇家海军航空勤务队，作为一支独立的航空部队隶
属于海军军下。英国皇家飞行队是世界上第一支正式的航空部队，皇家飞行
队的基本战术编队是中队，每个中队辖 ３ 个小队，每小队有飞机 ４ 架，中队
上面是联队和旅。皇家海军航空勤务队的编队是小队中队和联队。当时，英
国航空兵的飞机总数是 ５６ 架，主要是 Ｂ．Ｅ．２ 型、阿弗罗公司的 ５０４ 型法尔芒
的长角式、布莱里奥的 Ｘ１ 型等。同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意大利也建立了空军。
皇家飞行队的第一位指挥官是准将戴维·亨德森爵士。
由于德军空袭所造成的损失和恐怖日益严重，英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
为了充分地满足建立有效防空组织的需要以及英国陆海军和本上防卫军有关
航空方面的各种要求，必须将国内的生产力安排在优先发展航空工业方面，
１９１７ 年夏英国政府认真地讨论了关于空中力量方面的问题。结果于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英国又建立了独立的航空部为各国政府中第一个主管航空的独立部
门。同时，英国还设立了飞机供应局（在大战结束前 １０ 个月内，英国航空工
业生产了 ２７０００ 架飞机）。后来，为了对德国的工业目标进行报复性轰炸，
１９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又新组建了英国空军即英国皇家空军。从此，空军作为一个
独立的军种登上了历史舞台。
最早的战略轰炸机部队
世界上最早的轰炸机部队是苏联在 １９１４ 年组建的重型轰炸机大队。
１９１１ 年意上战争中，飞机的轰炸虽然显示了它的威力，但是并没有被人
们真正认识。当时，大多数国家都认为飞机只是陆军的一种有用的附属物。
另一原因是当时飞机数量少，性能差，航程短，尤其是发动机拉力不足，组
建轰炸机部队缺乏物质条件。因而世界大多数国家未组建战略轰炸机部队。

意上战争之后的一些轰炸作战。飞机携带量小，目的只局限于支援地面部队
的战术行动。
１９１４ 年后，随着飞机数量的增加，性能的提高，人们对战略轰炸的意义
有了充分的认识，战略轰炸理论得到了很大发展，各国战略轰炸部队相继出
现。世界上第一支战略轰炸机部队是苏联 １９１４ 年 １２ 月组建的重型轰炸机大
队。这支战略轰炸机部队装备的是几十架“伊里亚·穆罗梅茨”号重型轰炸
机（１９１４ 年至 １９１８ 年间共生产了 ７３ 架），并于 １９１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首次空袭
了波兰境内的一个目标。在这期间组建成略轰炸机部队的还有英国、法国等
国。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第 ３ 联队组建于 １９１６ 年 ７ 月，装备的是素普威思
“１１／２ 支柱”单发轰炸机。法国在意土战争之后，组建了装备有瓦赞“推进
式”轰炸机的几个中队，并于 １９１５ 年 ３ 习 ２０ 日，进行了首次远程战略轰炸。
第一架安装有雷达的飞机
地面雷达，由于受地球曲率的影响，使电磁波的传播受到了限制。因此，
难以发现地平线以下或利用地形隐蔽偷袭的飞机，再则，雷达固定在地面，
机动性差，容易受到对方的攻击。为了克服雷达的音区（死角），提高雷达
的生存力，充分发挥雷达的作用。英国爱德华·鲍恩博士组织人员积极研制
一种小型的可以机载的雷达。１９３７ 年这种雷达研制戌功。并安装在双发的“安
森”号飞机上。因此“安森”号飞机就成了世界上第一架安装雷达的飞机。
该雷达与地面雷达比较体积较小，但是还是占据了大半个机舱，雷达的探测
距离可达到 １６ 公里。后来这种雷达和飞机几经改进，使雷达以及飞机的性能
有了很大的提高。１９４０ 年这种机载雷达的飞机即开始在英国军队的指挥机关
中服役。１９４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战争中第一次投入了使用。这一天凌晨漆黑，
英国空军中尉 Ｇ．阿什菲尔德和雷达操纵员 Ｒ．莱兰中士驾驶着一架“布伦海
姆”战斗机，运用雷达，一举击落了德军的一架轰炸机，初步显示了机载雷
达的作用。
此后，美国也开始研制机载雷达，并于 １９４５ 年也将雷达搬上了飞机，其
它国家也相继开展了研制工作。
第一架浮筒式水上飞机
世界上最早的水上飞机是法国人亨利·法布尔发明制造的。亨利·法布
尔出生于船舶世家，他在海上航行时，常遇风暴，汹涌的波涛猛击船舶，随
时都有翻船的危险。此时，使他蒙生了给船舶加上翅膀的念头。１９０３ 年莱特
兄弟发明了陆上飞行的飞机，他想，我为什么不能制造一架能在海上起降的
飞机呢？
可是从 １９０７ 年开始，他就着手研究理论，并在“飞跃”号研究船上和一
辆螺旋桨驱动的小汽车上进行试验，从而取得了制造水上飞机的基本理论和
数据。到 １９０９ 年，他开始制造样机。
第一架样机有三个浮筒，３ 台连接一副螺旋桨的安扎尼发动机。由于这
架飞机存在许多问题，一直未能起飞。在此基础上他又开始设计制造第二架
飞机，这架飞机前端有一对舵和两个水平升力面，上面的一个作为升降舵。
机身前面有一个浮筒，另外两个装在单翼机的机翼下，机翼安装在飞机的后

面。一台 ５０ 马力的气缸旋转式“土地神”发动机安装在后面，驱动一副推进
式螺旋桨。该机采用妞曲机翼以代替付翼。方向舵、升降舵的操纵是通过一
程呈水平状连接到飞行员位置的操纵杆实现的。翼梁和机身是一种新颖的格
栅梁结构。机身主梁蒙有蒙皮，而与飞行方向成直角的翼梁却没有蒙皮，这
样空气就能通畅地流过并减小阻力，机翼的蒙皮是用粗帆布制成，整个结构
是木制的，浮筒是用胶合板制成的，是可控的，有利于在水面上机动时操纵。
这架飞机的第一次试飞，是在 １９１０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地点是法国南部
最大的商港马赛的拉梅德港。这一天，风平浪静，暖和宜人，极适于试飞。
发明者年方 ２８ 岁的青年人法布尔驾驶着他自己设计制造的水上飞机，开始以
每小时 ５５ 公里的速度在水面滑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升起来。紧接着他又进
行了第二次滑行，飞机终于飞离了水面，以每小时 ６０ 公里的速度飞行了 ５００
米，随着发动机的关车而安全降落，试飞获得了成功。当天下午，他又在政
府官员、宪兵和群众面前进行了表演，驾驶这架飞机再次起飞，飞行距离达
到了 ６ 公里，安全降落，马赛港内欢声雷动。后来，亨利·法布尔被人们誉
为“水上飞机之父”。
在这期间，中国、俄国等也先后制造了水上飞机。中国旅美华侨谭根在
１９１０ 年也设计制造了水上飞机。俄国设计师Я．Ｍ．加克尔在 １９１１ 年设计制造
出了俄国第一架浮筒式水上飞机，这架飞机还在 １９１１ 年国际航空展览会上获
得了银质奖。自第一架水上飞机之 ８０ 年代前，世界上已制造了近 １０００ 架水
上飞机，并在军事上得到了应用。
最早的船式水上飞机
世界上最早的船式水上飞机是俄国设计制造的 Ｍ—１ 型水上飞机。
俄国飞机设计师 Ｏ·Ｃ·科斯托维奇研究设计了船式水上飞机。１９３３ 年至
１９３５ 年间，俄国在Д·Л·格里戈罗维奇领导下，制造出了 Ｍ—１ 型等四种
船式飞机。船式水上飞机不同于浮洞式水上飞机，它的外形象船（由此而得
名）。这种飞机的机身是水密的且有浮力，能浮在水面上不沉。飞机的左右
机翼下各有一浮筒，因此横向稳定性极好。
战争中首次使用水上飞机的国家
世界上在战争中首次使用水上飞机是希腊。１９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希腊人用
一架水上飞机搜索了达达尼尔海峡。
最大的水上飞机
世界上最大的水上飞机是美国休斯公司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试飞的 Ｈ—４
型“大力士”式水上飞机。该机采用 ８ 台普拉特·惠特尼 Ｒ—４３６０—４Ａ 治塞
发动机，功率各为 ３０００ 马力，翼展 ９７．５４ 米，全长 ６６．６０ 米，机高 ９．１５ 米，
机尾高 ２４．２ 米，起飞重量 １８１４３６ 公斤，巡航速度每小时 ２８１ 公里，其设计
意图为能载运 ５００—７００ 人的军用运输机。结果，这一架巨型水上飞机的第一
次试飞，也成了最后一次飞行，仅在洛杉矶港湾水面上飞越了 １５００ 米。由于
试飞成绩不佳，再加上大战后美国政府停止了定货，所以，这架飞机只能停

在洛杉矶长滩港口东侧的飞机棚内供人观赏。１９８１ 年后棚厂部分被拆掉，飞
机被拖出转移到长滩港东面皇后道海湾“玛丽皇后”号轮船旁边的岸上。１９８２
年它又从水面被转移到“玛丽皇后”号的侧面，“玛丽皇后”号是 ３０ 年代有
名的大海轮，退役后停泊在这里作为旅游的豪华浮动大饭店。休斯大飞机从
此也就作为轮船的姐妹、伙伴，供游客们观光鉴赏了。
这架飞机是在 ３０ 年代末，４０ 年代初，由美国休斯飞机公司（现休斯直
升机公司）制造出来的。这家公司创始人伍沃德·休斯亲自参与了设计和制
造。
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的潜艇几乎控制了太平洋，盟军不
得不设法靠空中运输。为此美国军方决定制造一种长途运输飞机，空运军队
及物资支援欧洲，军方希望这架飞机能载武装士兵 ７００ 名。
为了避免建造庞大的机场起落，以免遭到希特勒空军对机场的轰炸破
坏，休斯决定充分利用美国的广大海域的优越性，把这种飞机设计成可在海
面上起落的水上飞机，机身是船身，翼尖有浮筒。
第一座水上飞机浮动停坞
世界上第一座水上飞机浮动停坞，是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由上海江南造
船厂根据海军制造飞机处的设计试制成功的，亦称水上机库。该机库长 ２１．５
米，宽 １０．８ 米，高 ８．１ 米。平时吃水深 ０．８６ 米，水上飞机停放坞内。当飞
机需要飞出坞时，可用水泵将水注入使停坞下沉，将浮在水而上的飞机推出
坞外，用水泵抽出坞内积水，停坞又可上浮。这座水上飞机机库曾运至长江
上使用，效果良好。
第一架地表效应飞机
地表效应飞机是能够在等于 ０．０５—０．２ 翼展的高度上利用地表效应贴近
水面、冰面或平坦地面飞行的运输工作和作战武器。地表效应飞机的结构特
点主要是：一般为展弦比小的低机翼，机翼长度的平方与面积之比为 １．５—
２；机翼两端的下方各有一个端板，用来减小高压区空气的外流，高置水平尾
翼用来保证地表效应飞机的纵向稳定性；有辅助起飞装置等。
世界上第一架具有这种性能和特点的飞机是 １９３５ 年由芬兰飞机设计师
Ｔ·卡里奥设计制造的。
最大的地表效应飞机
世界上最大的地表效应飞机是 １９７４ 年苏联在里海试飞成功的“里海怪
物”号。该机身长 １２０ 米，翼展 ４０ 米，最大航程 １ 万公里，最大时速 ５６０
公里，可搭载 ９００ 名士兵或数辆中型坦克。另外，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也设计
了 ｗＩＧ 型运输空降地效飞机。该机长 ７２．６ 米，翼展 ３２．９ 米，最大起飞重量
为 ６１８ 吨，载重量为 ４６５ 吨，占起飞重量的 ７３．６％。装载 ４ 辆 Ｍ６０Ａ３ 坦克（的
２００ 吨左右）时的航程可达 ７４００ 公里。
地表效应飞机，能利用地面雷达的盲区进行超低空高速远距离飞行，还
可以作短距离和垂直起降。作战中便于通过滩头鹿砦障碍、雷达、火炮阵地

等直接进攻对方的防御纵深。
直升飞机设计蓝图
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就向往着飞行。在我国古代，“嫦娥奔月”“仙女
下凡”等有关飞行的神话就广为流传。在阿拉伯，欧洲等国也流传着“飞毯”、
“人装着羽毛翅膀飞上天”等故事。当时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极不发
达，这种幻想不能变为现实。
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而富有智慧的。公允 ２８４—３６４ 年，中国晋葛洪著《抱
朴子·杂应》里记载：“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或存念
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这是人类历史上企
图制造直升飞机的最早尝试，到了 １７ 世纪末，据徐翥先著《香山小志》记载，
苏州地区有个能工巧匠叫徐正明，他看到蜻蜒能够直升天空，就质问自己，
人为什么不能上天呢？于是，他就试想制造一种象蜻蜒一样的“机械”把人
带上天去。他潜心对蜻蜒的飞行进行研究，并反复进行制作和试验经过十几
个春秋的努力，终于制造了一种能飞起来的机械，他取名叫“飞车”。这架
“飞车”外形象一把圈椅子，在椅子顶上装着象蜻蜒翅膀一样的螺旋桨，
“飞
车”的下面装有传动装置。飞行时，人坐在椅子上，而脚用力踏击踏板，通
过传动机构带动顶上螺旋桨不停地转动，向下排压空气，这样，这种圈椅式
的“飞车”，就慢慢地升起来了。古书中记载这种“飞车”曾经“离地三尺，
飞渡港汊”。由于当时还没有产生“机械”动力，这种只靠人力驱动的“直
升机”，只能离地三尺多高，飞过一条小河沟宽的距离。此后，他还想再制
造一架性能更好，能飞越太湖的飞车，可惜“未几病卒”。其妻嗔其毕生营
造飞车而使家产殆尽，怒将飞车劈做柴烧，徐氏飞车于是失传。这是人类历
史上最早的直升机的设计蓝图和飞行的尝试，它要比俄罗斯科学家——米哈
依·罗蒙诺索夫 １７４５ 年制作的直升机模型早半个多世纪。这种“直升机”现
在看起来十分可笑。但是它开创了人类飞行的新纪录，为后人如莱特兄弟、
保罗·科尔尼等发明飞机创造了条件，探索了前进的道路。
最早带机械动力的直升机
人们对直升机的探索，从公元前 ３ 世纪起至世界上带机械动力的直升机
出现止，共耗费了 ２２００ 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少有的漫
长的时间和曲折。
公元前 ３ 世纪，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提出了“旋转螺丝理论”，１４７５
年意大利杰出的艺术家兼科学家达·芬奇绘制出了“空气螺锥”直升机的设
计图，１７ 世纪末我国的徐正明进行了人力直升机的制作和飞行尝试，１７５４
年俄罗斯科学家米哈依·罗蒙诺索夫制作了直升机模型，并且带着一支气温
计飞上了天空，１８４３ 年英国伯恩试制了一架以发条为动力的直升机。如此等
等都未真正解决动力问题，只能在空中飞行几分钟。
随着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机械动力的产生，１９０６ 年法国直
升机设计师保罗·科尔尼、布雷盖等人设计了世界上第一架带机械动力能载
人的离开地面飞行的直升机。
这架直升机有两副旋翼，直径为 ６ 米，一前一后安装在承力支架上。传

动带长约 ２０ 米，传动机构使用了滚珠轴承。每副旋翼有两片桨叶，桨叶用钢
管制成；外面包有橡胶的绸布。旋翼安装在 １ 个大型钢制滑轮上，滑轮上有
传动带，桨叶的迎角是可调的。推进和操纵力矩是通过两个平面，或者叫作
倾斜面来获得的，它们装在从旋翼轴突出来的支座上。旋翼产生的向下气流
作用到这两个平面上，提供了水平推进力，而平面角度则决定飞行速度和方
向。
这架直升机的主构架是 １ 根大口径的钢管，从侧面看呈 Ｖ 字形，它由钢
素系紧并与 ６ 个辅助构件连接在一起。飞行员座椅和发动机安装在 Ｖ 型构架
的中心，两边靠近中间的位置上各有 １ 对独立安装的机枪，前后排列。它的
动力装置是 １ 台 ２４ 马力水冷式安托瓦内特发动机，冷却用水装在发动机前面
的水箱里。汽油装在飞行员身后的油箱里。发动机上方有 １ 个滑油箱，飞行
员座椅下方装有蓄电池和点火线圈。
这架直升机最初试验是在 １９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试飞时由于直升机振动得
太厉害，驾驶员很难操纵，只好用绳子拴在地面上，作了离地 ３０ 厘米留空
２０ 秒钟的飞行。此后又进行了多次改正，绳子解脱了，试飞终于成功了。这
次试飞的成功，是“人力直升机”进入“带机械动力”的重要转折点，它标
志着直升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直升机的研制在其它国家也相继开
展起来。１９１１ 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大学生小组在Б．Ｈ．尤里耶夫领导
下，把直升机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制造了一架单旋翼式的直升机，这架飞
机在 １９１２ 年举行的国际浮空展览会上获得了金质奖章。尽管如此，许多复杂
的技术难题还没有被解决，所以还未能进入实用阶段。
最早能正常操纵实用的直升机
世界上第一架带机械动力具有正常操纵性能、真正实用的直升机是德国
福盖·艾切基利斯教授研制的“福盖艾切基利斯”型直升机（ＦＷ６１ 直升机）。
该机由两副三叶旋翼，机身由 ＦＷ４４ 型双翼教练机改装，旋翼由 １ 台功率为
１４０ 马力的活塞发动机带动，直径为 ７ 米，机身长 ７．９ 米，起飞重量为 ９５３
公斤，时速 １００ 公里，航程 ２００ 公里，飞行高度为 ３４２７ 米，能乘坐 １ 人，续
航时间为 １ 小时 ２０ 分。于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试飞成功。从此直升机就进入了
实用阶段。．
最早投入批量生产的直升机
自 １９３６ 年福盖·艾切基利斯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架有两副三叶旋桨实用
的直升机之后，俄国人叶戈尔·西科斯基 １９３９ 年在美国又设计制造成功了世
界上第一架单旋翼实用的直升机—ＶＳ ３００，该机于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康涅
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首次试飞成功。此后，西科斯基又设计了 Ｒ—４ 型直升
机，于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试飞成功，接着投入了批量生产，这是世界上第一
架投入批量生产的真正实用的直升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生产了 ３４００ 架。
于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正式编入美国海军服役，命名为 ＨＮＳ—１，并在实战中得
到了应用。
叶戈尔·西科斯基被美国称之谓“直升机”之父。（西科斯基：１８８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出生于俄国，从小对飞机就有浓厚的兴趣，１２ 岁时就制造出了飞机

模型，后来研制了 Ｓ—１ 至 Ｓ—５ 型飞机，１９１２ 年被任用为俄国波罗的海机车
车辆制造厂协会飞机部的设计师和总工程师，曾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四发动
机巨型飞机。１９１７ 年爆发革命，他与许多俄国知识分子奔赴了美国。１９２４
年，他在美国设计制造了 Ｓ—２９Ａ 型轰炸机，再度获得伟大设计家的桂冠。１９３９
年又设计制造成功了 ＶＳ—３００ 直升机。……）。
第一架专门设计制造的武装直升机
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就有人在直升机上加装武器。例如 １９４２ 年，德国
空军就在 Ｆａ—２２３ 运输直升机机头前部，安装了一挺 Ｍ６１５ 机枪，５０ 年代初，
美军在朝鲜成场的几架 Ｈ—１９ 直升机上加装了火箭；苏军在米—４ 直升机上
安装了 １２．７ 毫米机枪。然而世界上专门设计制造的武装直升机那是美国 １９６５
年试飞的 ＡＨ—１Ｇ 直升机，该机 １９６７ 年装备部队，首次在越南战场使用。
飞行时速最快的直升机
世界上飞行最快的直升机是美国制造的“黑鹰”攻击直升机。“黑鹰”
是美国攻击直升机 Ｓ—６７ 的绰号。“黑鹰”于 １９６９ 年开始设计制造，它的外
形象普通飞机，头部比较尖，飞起来阻力小，飞得快，由于它全身涂黑色，
飞起来象老鹰，带有武器，能攻击地面目标，所以称之谓“黑鹰”。“黑鹰”
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一次飞行中曾创造了世界上最高的飞行时速 ３５０ 公
里，至今未有打破它纪录的。不幸的是，１９７４ 年秋天在英国的航空博览会上，
Ｓ—６７ 作高速、超低空表演时操纵失误当众坠毁。
飞得最远的直升机
世界上飞得最远的直升机是美国制造的休斯 ＯＨ—６Ａ 轻型观察直升机。
１９６６ 年它曾创造了 ２３ 项国际纪录。其中一次直线飞行的距离达到了 ３５６１．５５
公里，这个最高纪录一直保持至今。这种直升机能够比其它直升机飞得远的
主要原因是，它的体重轻，肚子大，它的自重只有 ５５７ 公斤，而装油量却多
达 ５９０ 公斤。
升高能力最强的直升机
世界上爬升最高的直升机是法国航字工业公司生产的单发轻型多用直升
机——ＳＡ３１５Ｂ“美洲驼”。它是根据印度军方的要求设计、制造的用在山区
飞行的一种直升机。１９６９ 年，“美洲驼”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作飞行表演，
曾载着两名乘员在 ７５００ 米的高山上实现了起飞降落。１９７２ 年 ６ 月，这架飞
机在法国伊斯特试飞中心做飞行表演时，又创造了起飞 ２５ 分钟后爬升至
１２４４２ 米高度的绝对飞行高度纪录，这个纪录一直保持至今。在直升机中，
爬高本领最强的就数“美洲驼”了。
运载量最大的直升机

世界上载重量最大的直升机是苏联制造的米—２６ 直升机。１９８２ 年 ２ 月中
旬，经首次试验创造了载物 ５６７６８．８ 公斤爬升至 ２０００ 米的最高纪录。这个载
重量超过了米—２６ 的最大载重量。虽然如此，但飞行速度仍能保持时速 ２９５
公里。米—２６ 装有两部各 １００００ 马力的发动机。
最小的军用直升机
世界上最小的直升机是法国航宇通用公司制造的微型直升机，该机重
７２．５ 公斤，航程 ４００ 公里，飞行速度每小时 １３８ 公里。
续航能力最小的军用直升机是法国“收藏式”直升机，绰号叫做“救生
者”。“救生者”直升机是根据飞行员救生要求设计的，它是以驾驶员座椅
为机体的。在正常情况下，它象一个单人沙发安装在座舱里。它的桨叶可以
伸缩，旋翼发动机和操纵系统能折叠后紧凑地贴进座椅，空重只有 ２０ 公斤，
它是世界上最小的一种军用直升机。当驾驶员遇到危险时，按下弹射按钮，
沙发座椅就会载着驾驶员被弹出座舱。在一秒钟内，一个小型定向伞打开，
座椅减速并拉开折叠旋翼。４ 秒钟内，它变成了一架滑翔旋翼机。再过 ２ 秒
钟后，它的涡轮风扇发动机开始正常工作，它成为一架有动力的直升机了。
它的最大速度每小时可达 １８５ 公里，航程 ９２ 公里。
创造世界纪录最多的军用直升机
世界上创造世界纪录最多的军用直升机，是美国休斯公司研制的陆军轻
型观察直升机—ＹＯＨ—６Ａ 型直升机。该飞机在 １９６６ 年 ３～４ 月间共创造了 １１
项世界纪录。
该机创造的世界纪录主要有：①３ 月 ２６ 日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以 ２８００．２０
公里的成绩创造直升机无商载闭合航线飞行距离世界纪录；② ３ 月 ２７ 日在爱
德华兹空军基地创造 Ｅ—１．ｂ 级轻型直升机（５００～１０００ 公斤）水平飞行高度
８０６１．３ 米的世界纪录；③３ 月 ２４ 日在同地创造 ３ 公里航线飞行时速 ２７４．７３
公里 Ｅ—１．ｂ 级世界纪录；④同日同地创造 １５～２５ 公里航线飞行时速 ２７６．５０６
公里 Ｅ—１．ｂ 级世界纪录，⑤３ 月 １６ 日在同地创造 １００ 公里闭合航线飞行时
速 ２５９．４７ 公里，５００ 公里闭合航线飞行时速 ２５４．５９ 公里，１０００ 公里闭合航
线飞行时速 ２４９．７６ 公里的 Ｅ—１．ｂ 级世界纪录；⑥ ３ 月 ２７ 日在同地创造爬升
到 ３０００ 米费时 ４ 分 １．５ 秒，爬升到 ６０００ 米费时 ７ 分 １２ 秒的世界纪录（Ｅ—
１．ｂ 级）；⑦３ 月 ２６ 日在同地创造闭合航线飞行距离 ２８００．２０ 公里 Ｅ—１．ｃ
级（１０００～１７５０ 公斤）世界纪录；⑧ ３ 月 ２７ 日在同地创造水平飞行高度 ５５０３
米 Ｅ—１．ｃ 级世界纪录；⑨３ 月 １２ 日在同地创造 ５００ 公里闭合航线飞行时速
２４９．８４ 公里，１０００ 公里闭合航线飞行时速 ２４６．３８ 公里，３ 月 ２０ 日创造 ２０００
公里闭合航线飞行时速 ２２７．７４２ 公里 Ｅ—１．ｃ 级世界纪录：⑩３ 月 ２７ 日在同
地创造爬升至 ３０００ 米费时 ５ 分 ３６．２ 秒的 Ｅ—１．ｃ 级世界纪录；（１１）４ 月 ６～７
日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库维尔城飞抵佛罗里达州的奥尔蒙德海滩，创造直升机
无商载直线飞行距离 ３５６１．５５ 公里的世界纪录。以上这些世界纪录直至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１ 日，有的甚至到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都未曾被打破。
最早参战的直升机

侦察，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德军首先使用 ＦＬ—２８２ 小型直升机进行了海
上侦察。
战场保障，５０ 年代初美国在朝鲜战场最先使上直升机进行了营救、伤员
后送和其它支援活动。
轰炸，５０ 年代中期，法军在阿尔及利亚战场上首次把直升机作为武器载
机，遂行轰炸、扫射任务。
最早使用反潜直升机的国家
运用直升机反潜早在 ４０ 年代就有人开始研究。１９４６ 年美国海军已试验
直升机反潜作战问题。然而直升机在海战中真正用于反潜作战那是 １９８２ 年的
事。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海军使用“山猫”反潜直升机攻击了阿根廷海
军潜艇。这是海战中使用反潜直升机的首次战例。
最先提出空军作战理论的人
世界上最先提出空军作战理论的人是意大利将军朱里奥·杜黑。杜黑
（１８６９ 年～１９３０ 年）生于意大利的卡塞尔塔，大学毕业后，参军任炮兵中尉，
后来又进入陆军大学，毕业后又进入特里诺技术学校专攻电学，并对汽车和
低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曾被推选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低温会议，”
作了“以液化法分离氧气和氮气”的学术报告。杜黑对飞机的发展有先见之
明，早在 １９０９ 年，他就提出了“现在所有的人都认识了制海权的重要性，但
在不久的将来，制空权的获得将是更为重要的。”他的独到见解引起了人们
的极大关注。１９１５ 年夏，意大利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担任米拉诺师
参谋长的杜黑中校，多次向上级提出编成航空兵部队实施彻底攻击的建议、
强硬的阐述自己的理论。由于言之过激，触怒了最高统帅部，于 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被关进监狱。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出狱。事实证明他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１９１８
年初夏任航空部部长。１９ 助年 １１ 月，经过 陆海军最高军法会议再次审议，
正式承认了他的理论。
１９２１ 年晋升为将军。
杜黑关于空军作战理论的专著是《制空权》，于 １９２１ 年出版。他的主要
论点和战略思想一是大规模轰炸。轰炸的主要目标是那些人口稠密的工业中
心，可使用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实施连续不断的轰炸，达到敌人的抵抗意
志被彻底摧毁为止；二是制空权。制空权是大规模轰炸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
掌握了制空权，就能无限制地实施轰炸，支援地面部队，切断运输线以及遂
行其他任务。通过轰炸地面目标，把敌人的飞机摧毁在地面和摧毁支持故争
的生产设施，就可以取得空中优势，交战双方的确应该避免空战，因为这将
妨碍它们遂行战略轰炸任务：三是统一指挥。他主张组建独立的空军，以保
证空中力量的集中使用。陆海空三军由国防部领导，并设一名总司令统一指
挥，这样才能做到恰当地运用所有的力量。杜黑的这些战略理论和战略思想，
为意大利这 个弱国提供了进行战争的军事战略，也为其他国家制定军事成略
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精神食粮。因此，有些人把杜黑与美国海军创导者相比拟，
称他为“空中马汉”。

无伞堕落生还的最高记录
航空史上无伞坠落生还的最高记录创造者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后炮手飞行
中士尼古拉斯·阿克美德。１９４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深夜，阿克美德及机组人员在
完成对柏林空袭后的返航途中，遭到了德国夜袭机的攻击，飞机中弹起火，
全然失控。阿克美德随即打开通向机舱的门去取降落伞准备跳伞，可是伞包、
面具和护腕都被烧毁了。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打开了机尾炮塔的舱门，
毅然从飞机上跳了下去。此时飞机的高度为 ５５００ 米。一分半钟后，他坠地昏
死了过去。３ 个小对后，他苏醒过来，恢复了知觉。使人不可置信和诧异的
是，他只有几处青肿、擦破了几块皮和原来在飞机上的几处烧伤，并未造成
重伤。如此高空无伞坠落而无严重损伤，堪为航空史上一大奇迹。使他借以
生还的主要原因是，松林是柔软的新枝，积雪为他作了铺垫，当时的积雪足
有 ４６ 厘米厚。
第一个王牌飞行员
世界上第一个王牌飞行员是法国人、名叫罗兰·加罗斯。
加罗斯是本世纪初法国空军的一位著名的特技飞行员。他自幼热爱飞行
事业，参加空军后，他渴望能在战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预测到歼击机的
未来取决于沿飞机纵轴发射的固定式机枪，他的这一独到见解并未引起人们
的重视。他多次请求在他那架莫拉纳，索尔尼埃 Ｌ 型伞型单翼机上安装偏导
板，并在飞机的螺旋桨后面安装上一挺机枪，请求终于如愿。他焦急地等待
着能在空中投入使用。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机会来到了，他驾驶着飞机飞上了
蓝天，不一会，他就发现了一架德国阿尔巴特罗斯双座机，便立即操起机枪
对准射机、将一棱子弹射了过去。这一突然的袭击，打得德国飞行员晕头转
向，连人带机一齐栽入了大海。加罗斯给飞机安装上机枪之后，在仅仅两周
多的时间内，就用同样的方法击落了 ４ 架德国飞机。他的辉煌战绩轰动了报
界，一时成为法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被誉为“王牌驾驶员”。王牌亦称尖子，
这是当时法国人用来着重说明曾经击落 ５ 架以上飞机的飞行员的。
然而，当加罗斯 ４ 月 １８ 日再次驾机迎敌，在德军阵地上飞行时，他的飞
机发动机被击中后停车，风将他吹向德军防线之内，因而被俘，加罗斯这名
尖子的短暂生涯即告结束。
“王牌驾驶员”英文为“ＡＣＥ”，这一词源自法语“ＬＯＳ”，原意为骰子，
骨牌中的玄点，或朴克牌中最大的“Ａ”，也有能人之意，本世纪初法国人用
来指体育明星，后作为一个时髦的名词，用来赞誉击落 ５ 架敌机以上的飞行
员。
第一个空中筋头
１９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俄国特技飞行员彼得·尼古拉也维 奇·涅斯切洛夫
在基辅作了一个高难度动作的特技表演。他驾驶“纽保—Ｎ”型飞机首先爬到
了 １０００ 米的高度，突然关掉发动机，使飞机陡峭地俯冲，接着重新起动发动
机，猛地向上拉起，并且翻转机身，机腹朝上，在空中飞出了一个优美的“○”

字。然后再俯冲，由俯冲改为缓倾地滑翔、拉平、下降，在机库旁着落。这
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在空翻筋头，现在称之“涅斯切洛夫筋头”。１０ 日，彼得
堡报纸刊登了这 个消息。巴黎世界报驻俄国记者急电法国，１１ 日即在这家
世界大报上登出了涅斯切洛夫飞行轶事。因此涅斯切洛夫曾风糜一时。
最先采用飞机撞击战术的人
１９１４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三架奥地利飞机经常袭扰俄
国边境，侦察俄国的兵力调动、兵力部署和地形情况。当时的沙俄空军相当
落后，飞机少得可怜，性能也很差，飞机上也没有装备什么武器，连机枪也
没有，地面部队也没有高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与敌机作斗争？当时，俄
国的特技飞行员彼得·尼古拉也维奇·涅斯切洛夫决定采用两种方法打击敌
机，二种是从高度上抢占优势，强迫敌机下降，并迫使其在本国领土降落；
另一种是用飞机直接撞击敌机。许多人劝他这样做太危险，而涅斯切洛夫却
说：“为国捐躯是军人的天职，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办了。”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他在飞行中队里公开表明誓死保卫俄国领土的钢铁决心。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警报响过，他驾驶一架轻型飞机紧接起飞迎战。追
上敌机后，从高空猛撞下来，两架飞机挂在一起，冒起阵阵浓烟，双双坠地，
同归于尽。世界上第一次空中撞击战就这样结束了。涅斯切洛夫献出了自己
年轻的生命，年方 ２７ 岁。由于他的卓越成就和英勇牺牲的精神，为了纪念他，
苏联罗斯科、高尔基等城市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街道。叶尼塞河中行驶的船舶
中也有的用他的名字命名，国际航空联盟设立了涅斯切洛夫特技飞行奖杯，
１９４７ 年，苏联又在这位杰出的飞行员牺牲的地方，建立起一座尖碑，上面刻
着：著名的俄国飞行员，特技飞行的创始人彼得·尼古拉也维奇，涅斯切洛
夫上尉在此英勇献身。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完成空中筋头和在空战中采用撞击
战术的人。
击落飞机最多的飞行员
世界上击落飞机最多的飞行员，在这里列举 ７０ 架以上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骑兵上尉击
落对方飞机 ８０ 架；法国勒内·保罗·丰克上尉击落对方飞机 ７５ 架；英国日·曼
诺克少校、Ｗ·Ａ·毕晓普中校分别击落对方飞机 ７３、７２ 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击落对方飞机，哈特曼·埃里希 ３５２ 架、巴尔
克霍恩·格尔德 ３０１ 架、拉尔·京特 ２７５ 架、基特尔·奥托 ２６７ 架、诺沃提
尼·瓦尔特 ２５８ 架。巴茨·威廉 ２３７ 架、鲁多弗尔·埃里希 ２２２ 架、巴尔·海
因茨 ２２０ 架、格拉夫·赫尔曼 ２１２ 架。
一天内击落飞机最多的飞行员是德国的尖子飞行员汉斯——约阿希
姆·马塞勒。马塞勒在第 ２７ 昼间歼击机联队的非洲大队服役，他是偏差修正
射击的大师，善于在一次空战中击落多架飞机。他个人的最高纪录是，在一
天内击落 １２ 架敌机。他一生中共击落敌机 １５８ 架，戍为世界上一天内击落敌
机最多的飞行员。
首次用照相枪拍摄空战现场的国家

世界上首次用照相枪拍摄空战现场的是英国。１９４０ 年英国和德国展开了
激烈的空战。在激战中，英国空军采用了先进的侦察技术。同年 ２ 月 ２２ 日，
英国空军飞机在截击德国飞机时，首次用照相枪拍摄到了空战现场的底片。
为英国指挥部提供了可靠生动的资料。
最早在飞机上装上机关炮的国家
世界上最早在飞机上装上机关炮的是法国。１９１６ 年 ５ 月，法国在“斯帕
特”式战斗机上装备了口径为 ３７ 毫米的机关炮，大大增强了飞机的火力和射
程。是战斗机武器从机关枪向机关炮过渡的开端。
最早的航空邮政
世界上最早的航空邮政是英国皇家海军中校沃尔特·温德姆爵士在 １９１１
年开创的。
１９１１ 年前，曾有少数飞行员在口袋内装上几封信件，通过飞机带给收信
人，但这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航空邮政。
温德姆从小喜爱舰艇工作，但后来对汽车和飞机发生了兴趣。他在克拉
彭枢纽地区开办了一个工厂。１９１１ 年，他因印度政府的邀请，携带 ３８ 架飞
机到印度的阿拉哈巴德举行展览。在展览期间，阿拉哈巴德“三圣教堂”的
牧师向他提出，能否为修建教堂宿舍提供一笔资金。温德姆给其出了个主意，
他说，我可以从阿拉哈巴德带些邮件，飞越恒河到达阿利加，信上盖上专门
的邮戳后，再通过地面邮寄，这样便可得到一笔可观的现金。
联邦邮政总长和印度邮政总长批准了牧师的建议，并批准使用专门的航
空邮戳，而且任命牧师为机场（该机场是阿拉哈巴德的检阅场）的邮政局长。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枚航空邮戳和第一位航空邮政局长。
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即印度的宗教节，世界上第一批邮政由温德姆手下的
一名优秀飞行员蒙斯·佩凯驾驶运出。当天，许多地方官员包括邦长，邦长
夫人和其他观众约 １００ 万人，参观了这次起飞仪式。
温德姆回到英国后，开始积极筹建联合王国航空邮政，并得到乔治国王
的批准。在邮局航空信封和明信片上都盖上了官方的“联合王国第一航空邮
政局”的邮戳。此后，他又筹建了“客货空运”业务。１９１１ 年 ７ 月初，最有
名望的飞行员霍雷肖·压伯带了一名女乘客和一纸箱“奥斯拉姆”灯从布赖
顿附近的肖拉姆飞到霍夫。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客货空运业务。
被埋在冰下最深、时间最长的战斗机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７ 日，８ 架美军 Ｐ—３８ 型战斗机和 Ｂ—１７“空中堡垒”式轰
炸机，从格陵兰岛南端的纳塞苏乌克基地起飞，奉命前往冰岛。当时，这两
种性能优良的飞机在大战中屡建战功；起飞后，机群排成队列展翅向东北方
向飞去。根据预报，航线上天气正常。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刚从机翼下消失，
无线电收报机里传出了密电“冰岛天气变坏，立即返航前往西部基地”，机
群调过头来向西北飞去，临近沃地对又传来了“速飞往冰岛”的命令，反复

折腾使机组人员感到迷惑，这时天气突变，附近的机场已无法降落，在去东
部某基地的途中，由于暴风雪的影响，使飞机偏航了好几度，而且燃料即将
耗尽，唯一出路只有在冰川上紧急着陆。他们找了个较为平坦的冰川着陆一
一成功、２５ 名机组人员在冰天雪地里挣扎了 ５ 昼夜，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搭
乘狗拉的雪橇全部生还。８ 架飞机就一直遗留在那里。其中 １４ 人现在还健在，
他们对此记忆犹新。战后，从缴获的纳粹秘密档案中才知道，上次那神秘的
密电是沙比奈岛上纳粹德国电台搞的鬼，使 ８ 架飞机疲于奔命，差点人机一
起葬身于冰雪之中。
格陵兰岛属丹麦 ５ 国的领地，离北极很近，位于北美洲东北面，气候严
寒，终年冰雪。年复一年，当时降落在这里的 ８ 架飞机早已被冰雪埋没，踪
迹全无，１９８４ 年，一家美国公司想将这些飞机挖掘出来，但如何找到这些飞
机却是一个大难题。一些专家认为由于内陆的冰川运动，已无法再找到这些
飞机了。后来，冰岛的专家使用了特制的金属探测器，终于在离格陵兰岛东
部的小镇阿玛克索列克 １５０ 公里处找到了这些飞机。它们已在 ３７ 米的冰雪下
埋藏了 ４０ 多年了，依然完好无缺。
挖掘工作，先在飞机位置附近打了个斜井，把飞机通过斜井拉出来，再
用大型直升机运走，整个工程耗资达 １００ 万美元。
第一个飞机场
世界上第一个飞机场设在美国华盛顿东南 ３５０ 公里处，也就是莱特兄弟
１９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试飞成功世界上第一架飞机的地方。几年以后，飞机就用
于军事。１９１０ 年前后，美、法、德等国相继将飞机用于军事，因而军用机场
也就随之产生。
中国于 １９１０ 年由清朝政府，在北京南苑修建了第一个军用机场，并于
１９１３ 年 ９ 月在那里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军用机场已经有 ８０ 多年的历史。随着飞机战术技术性能的提高和广泛使
用，机场也不断发展变化。至 ８０ 年代中期，已发展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圆形草地机场；第二阶段，是早期的长方形机场；第三阶段，是日趋完善
的机场，第四阶段，是现代化机场。
试飞生涯最长、驾驶机种最多的人
世界上试飞生涯最长、驾驶机种最多的人是美国飞行员——Ｅ．耶格。
Ｅ·耶格，１９２３ 年 ２ 月 １３ 日出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一个叫哈姆林的小
城镇里，１９４１ 年那格 １８ 岁时，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他参加了美国陆军航空
队（现在英国空军的前身），二年后得到了飞行徽章。由于他技术超群，很
快被提升为上尉。１９４３ 年底那格随第 ３５７ 战斗大队去美国，参加了与德军的
战斗，截止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８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共击落敌机 １１ 架。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美国第 ０３５７ 战斗大队解散，由于他战绩优异，被选任为俄亥
俄州德顿的莱特机场 ＸＳ—１ 火箭飞机的试飞员。从此，他就进入了漫长试飞
的生涯，截止 １９８２ 年，他已试飞了 １７９ 个机种，总飞行时间达 １１０００ 多小时。
如果从 １９４３ 年算起，到 １９８５ 年已经 ４２ 个年头了。在这期间耶格主要做的是
试飞工作。因此，可以说他是世界上年龄最大、资格最老，试飞生涯最长、

驾驶机种最多的飞行员。
最早的飞行模拟器
飞行员的训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战斗机飞行员。需要经过一至
数年的时间，并要耗费大量的油料、器材和经费，减少飞机的使用寿命。而
且组织和实施也相当麻烦，弄得不好还可能发生事故。运用现役的战斗飞机
训练飞行员极不合算。因此，怎样训练飞行员、提高训练质量、保证训练安
全，始终是人们十分关切的问题。自 ２０ 世纪初，人类第一架飞机的问世，就
有人开始考虑用最经济最安全的手段来训练飞行员。开始人们用汽球把飞机
吊起来进行训练，后来英、法等国相继试制了一些能练几个简单动作的飞行
训练器，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不能满足飞行训练的需要。
１９２９ 年，世界上第一台比较完善而且相当适用的飞行模拟器问世了，它
就是风糜一时的美国人林克制造的飞行模拟器。这台飞行模拟器，机身短粗，
座舱底部设有几个风箱，看起来活象一座儿童玩具。该模拟器既可用来练习
飞机的驾驶动作，又可用来练习仪表的飞行。这种被人们誉为“林克机”的
飞行模拟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军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飞行员，为提高飞
行员的飞行技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纷纷仿效，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进，研制成功
了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用途和不同形式的飞行模拟器，使之逐步完善配套成
龙。现在模拟机和真正的飞机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极大的提高了飞行质量。
第一所军事航空学校
１９０３ 年美国奥维尔·莱特兄弟发明带机械动力的飞机之后，飞机制造业
即发展起来，不久飞机就进入了军事领域。１９０９ 年美国陆军为了得到适应军
事飞行的驾驶员，便与莱特兄弟签定了培训两名军官驾驶员的合同。为了大
量培训驾驶人员，莱特兄弟于 １９１０ 年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创办了世界上
第一所航空学校，大量培训了飞行员。同年的 ３ 月德国也成立了军事航空学
校，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有组织的飞行训练。中国军队的飞行训练始于 １９１３
年，袁世凯政权起先在北京南苑驻军第 ３ 师附设随营飞行教练班，此后又创
办了南苑航空学校。
第一次驾驶飞艇飞越大西洋的军人
世界上第一次驾驶飞艇飞越大西洋的军人是英国的 Ｇ·Ｈ 斯科特少校。
１９１６ 年，英国在作战中缴获了德国的一艘 Ｌ．３３ 级飞逛。英国以德国飞
艇为基础，于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开始进行了研究设计，并于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制造出了
两艘飞艇，定名为 Ｒ３３ 和 Ｒ３４。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凌晨，Ｒ３４ 飞艇装满了乘员的生活用品和飞行燃料（其
重量为 ５９ 吨，此满载量少一吨），以 Ｇ·Ｈ 斯科特少校为首，乘员共达 ３０
人，从苏格兰的东福京起飞，四天半（即飞行了 １０８ 小时）后，在美国的长
岛米尼奥拉地区的罗斯福机场着陆，创造了飞艇首次飞越大西洋的记录。

第一次直达飞越大西洋的军人
世界上第一次直达飞越大西洋的军人，是英国的约翰·阿尔科克上尉和
航海员阿瑟·惠顿·布朗中尉。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 ４ 时 １３ 分（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约翰·阿尔科
克上尉驾驶一架维克斯公司制造的“维米”飞机，由阿瑟·惠顿·布朗中尉
领航，由纽芬兰的圣约翰斯起飞，进行首次不着落飞越大西洋的尝试。由于
飞机装满了油料，重量很大，爬高和航速受到了较大影响。４ 时 ２８ 分飞机以
３６６ 米的高度飞越了纽芬兰海洋。飞行中，他们经受了浓云和恶劣气候的考
验。在飞行 １２ 小时之后，遇到了大雪、冰雹和雨夹雪的袭击。为使阿尔科克
驾驶飞机正常飞行，布朗不得不时常爬出座舱，清除极端重要的油量表刻度
盘上的冰层。第二天上午 ８ 时 １５ 分，正当他们早餐时，飞机在离海面 ７６ 米
高度上空飞越了 ２ 个小岛。经过爱尔兰海岸后，他们从飞机上隐约看到了克
利夫登广播电台的铁塔。由于这里云层极低，如果继续飞行，就有撞山的危
险，因此，他们决定降落。降落点选择在克利夫登附近的伦敦德里一块沼泽
地，８ 时 ４０ 分飞机开始着陆飞行，虽然飞机一头扎进了烂泥地里，但幸运的
是人员和飞机却安然无恙。他们的这次飞行，创造了首次不着陆飞越大西洋
的纪录。
他们这次共飞行了 １６ 小时 ２７ 分，全程达 ３１５０ 公里，平均航速为每小时
１９５ 公里。他们驾驶的“维米”飞机装有两台罗耳斯·罗伊斯公司制造的 ３６０
马力“鹰”—８ 型发动机。该机目前被陈列在伦敦科学博物馆内。
飞机着陆后，他们被接到了伦敦，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温斯顿·丘吉尔
将《每日邮报》颁发的 １０，０００ 英镑奖金授予他们，英王乔治五世封他们为
爵士。
第一次飞越太平洋的军人
世界上第一次飞越太平洋的军人是澳大利亚优秀飞行员查尔斯·金斯福
德·史密斯上尉（后成为爵士）。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９ 时，史密斯上尉和一名查尔斯·厄尔姆（澳大利亚
人）以及哈里·莱昂、吉姆·沃纳的两位美国人一起，驾驶一架三发福克“南
十字座号”飞机，从旧金山金门起飞，于 ２７ 小时后（即第二天午后）到达了
檀香山着陆，完成了第一阶段的 ３８７５ 公里航程。
史密斯机组于次日凌晨 ５ 时 ２０ 分从檀香山起飞，进行了第二阶段的飞
行，目的地为斐济。在第二阶段的飞行中，他们遇到了暴雨，电台一度发生
故障，且迷失过航向。但是他们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和顽强的毅力，于翌日
下午 ３ 时 ５０ 分到达了斐济阿尔伯公园体育场的电线杆和丝树之间并艰难着
陆。这次航程达 ５０７０ 公里，飞行总时间为 ３４ 小时 ３０ 分钟。
他们的最后一站是澳大利亚的希里斯班。在斐济进行短暂休息后，即向
布里斯班飞行。这距离虽然较短，但气象条件恶劣，他们在飞行中战胜了寒
流寒风的侵袭，顶住了风暴闪电的摧残。机组人员四肢冻僵，曾有 ９ 个小时
未能记载飞行日记，飞机时而偏离航线，但凭着他们的勇气和智慧，终于于
６ 月 １０ 日安全着陆在布里斯班的秃鹰机场。创下了第一次飞越太平洋的世界
纪录。

史密斯上尉的这次飞行，从 ５ 月 ３１ 日开始到 ６ 月 １０ 日止，总共飞行了
８３ 小时 ３８ 分钟，航程达 １１８００ 余公里，创造了人类飞行史上首次飞越太平
洋的世界纪录。（注：飞越太平洋，需从美国的旧金山飞抵夏威夷，经斐济，
然后到达澳大利亚，才算完成整个航程。）
最先绕地球飞行的军人
世界上最先绕地球飞行的军人是洛尼尔·Ｈ·史密斯上尉等人。
１９２４ 年美国陆军发起了绕地球飞行的运动。３ 月 １７ 日，４ 个机组人员乘
坐道格拉斯公司制造的美国陆军 ４ 架可互换机轮和浮筒式起落架的“世界巡
航机”，从美国的西雅图起飞，途经阿留申群岛、日本、印度、欧洲、冰岛、
格陵兰等地，于 ９ 月 ２８ 日飞了回美国的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完成了绕地球一
周的飞行。在飞行途中，有两架飞机因故障未能完成环球飞行。另外两架飞
机是作“跳跃式”飞行（“跳跃式”或“跳式”飞行指飞上飞下可以停歇的
分段飞行），空中飞行时间达 ３５ 小时 １１ 分 ５７ 秒，飞行总距离为 ４９５６０ 公里。
完成环球飞行的两个机组，一个是洛尼尔·Ｈ·史密斯上尉和莱斯利·Ｐ·阿
诺尔德中尉驾驶的“芝加哥”号飞机；另一个是埃里克·Ｈ·纳尔逊中尉和约
翰·哈丁中尉驾驶的“新奥尔良”号飞机。
第一次非直达飞越南大西洋的军人
世界上第一次非直达飞越南大西洋的军人是葡萄牙海军上尉加戈·库廷
霍和萨卡迪拉·卡布拉尔。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葡萄牙海军上尉库廷霍和卡拉尔驾驶一架弗尔雷ⅢＣ
水上飞机，从里斯本起飞，首先飞至拉斯帕尔马斯，后又飞至佛得角群岛和
普拉亚港。由于当时天气状况不利，中途多次停留耽搁了时间。４ 月 １８ 日开
始真正飞越南大西洋，他们预定的目的地是离巴西海岸 ３２０ 公里的弗尔南
多·德诺罗尼亚。由于飞至垒得罗岛的罗克飞机遭到严重损坏，未能到达目
的地。此时恰巧有一艘葡萄牙的巡洋舰在此，于是他们决定上舰等待第二架
飞机的到来。当第二架飞机来到时，他们又继续飞行。在飞至费尔南多·德
诺罗尼亚后，不幸飞机失事坠毁。因此，他们只得驾驶第三架飞机继续向目
的地飞行，于 ６ 月 １６ 日到达了巴西。首次胜利完成了非直达飞越南大西洋的
世界纪录。
驾驶飞机横跨大西洋速度最快的军人
世界上驾机横跨大西洋速度最快的军人是美国 ３７ 岁的飞行员詹姆
斯·Ｖ·苏里文少校和 ３３ 岁的尼尔·Ｆ·威迪非尔德少校。他们于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 １ 日驾驶一架 ＳＲ—７１Ａ 侦察机从纽约飞到伦敦，横跨大西洋，航程 ５５７０
公里，仅用了 １ 小时 ５４ 分 ５６．４ 秒，平均时速 ２９９４．３ 公里。如果不是途中由
于 ＫＣ—１３５ 空中加油机进行空中加油而使飞行速度减慢的话，飞行时间还可
缩短。
第一个跨越太平洋不着落飞行的军人

世界上第一个跨越太平洋飞行的军人是美国的飞行员克莱德·凡波恩少
校和休·何恩顿。他们于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 ３ 日驾驶一架名为“维多尔小姐”的
飞机，从日本的林代海滩起飞，于 ５ 日到达美国华盛顿州的维奈特奇，全程
７３３４ 公里，航时为 ４１ 小时 １３ 分。
第一次中途不着落飞越南大西洋的军人
世界上第一次中途不着落飞越南大西洋的军人是的迪厄多内·科斯泰上
校和约瑟夫·勒布里克斯少校。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科斯泰上校和勒布里斯少校，驾驶一架装有 ６００ 马力
的伊斯拜诺瑞依托发动机的布雷盖 ＸＩＸ 飞机，从塞内加尔的圣路易斯起飞，
中途不着落，直接飞至巴西的纳塔尔。结果以 １９ 小时 ５０ 分钟的时间，飞完
了 ３４２０ 公里的航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着落飞越南大西洋的世界纪
录。
最快的一次不着落环球飞行的军人
世界上最快的一次不着落环球飞行的军人是美国空军少校阿齐丁·欧
得。
欧得于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带领三架美国空军的 Ｂ—５２ 轰炸机，从加利福
尼亚州的马齐空军基地起飞，环球一周，于 １８ 日回到该空军基地。总航程为
３９１３９ 公里，航时为 ４５ 小对 １９ 分。飞行中 ＫＣ—９７ 空中加油机为其空中加油
四次。平均速度（包括四次空中加油时间）为 ８８４．７ 公里。
第一次不着落环球飞行的军人
世界上第一次不着落环球飞行的军人是美国空军飞行员詹姆斯·盖莱合
尔上尉。他驾驶一架美国空军的波音 Ｂ—５０“幸运女士”Ⅱ号，起止地点是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卡斯威尔空军基地。航程为 ３７７３４ 公里，航时为 ９４ 小时 １
分。空中加油四次。
第一次单人飞越大西洋的军人
世界上第一次单人飞越大西洋的军人是查尔斯·林德伯格上校（１９０２—
１９７４ 年）。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１２ 时 ５２ 分，林德伯格驾驶他的装有一台功率为 ２２０
马力的 Ｒｙａｎ 单翼飞机“圣路易精神”号，从美国的长岛罗斯福河地起飞，于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２ 时 ２１ 分，在法国布尔歇降落。飞行总时间达 ３３ 小时 ３０ 分钟，
总航程 ５８１０ 公里，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次单人驾机飞越大西洋的纪录。
林德伯格不仅只身飞越了大西洋，而且多次飞抵中美、加勒比海、远东
等地区。１９３３ 年，他与他的妻子安妮·莫罗·林德伯格，为了勘察新的航线，
绕大西洋又飞行了 ４８２８０ 公里。后来他成为该美航空公司的技术顾问，成了
一名出色的技术专家。叶戈尔·西科斯基曾在有关 Ｓ—４０“飞錾”飞机的设

计方案中记载过这么一段话“我回到工厂，下令继续按照林德伯格上校提出
的方案进行设计”。
第一次跨越北极和南极的军人
世界上第一次跨越北极和南极的军人是美国 ４４ 岁飞行员埃尔金·Ｍ·朗
上尉。他 １９７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单独驾驶一架名为“皮帕尔纳维久”的飞机，
于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完成了跨越北极和南极的环球飞行，总距离为 ６９５９６ 公
里，飞行时间为 ２１５ 小时。当他飞至南极上空时，机舱内的气温曾下降到摄
氏零下 ４０ 度。
完成环球飞行最小的飞机
世界上完成环球飞行最小的飞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基市的唐纳
德·Ｐ·泰勒在他的飞机库中制造的索普 Ｔ—１８ 小型飞机。这架飞机长 ６．４
米，装有一台功率为 １８０ 马力的发动机。泰勒制造完工后，他驾驶这架飞机
进行了环球飞行，共飞行了 ４２１４０ 公里，航时为 １７６ 小时，其间着陆 ３７ 欢，
最后于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降落在威斯康星州的奥什卡什。
最早的空战
１９１４ 年以前，飞机还处于幼年时期，世界上飞机数量较少（德国 ２３２ 架，
俄国 ２２６ 架，英国 １１３ 架，法国 １３８ 架，比利时 ２４ 架，奥匈帝国 ３６ 架……），
飞机的性能较差，飞机上也没有装备武器，主要用于侦察和观察炮兵弹着点。
例如，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意大利的毕亚查上尉驾驶“布莱里奥”式单翼机
从利比亚的黎波里市飞到阿齐齐亚，对土耳其军队进行侦察。这是世界上首
次把飞机用于战争。再如，１９１３ 年北洋政府派潘世忠、吴经文驾驶“高德隆”
式飞机一架，飞往内蒙古侦察当地动乱情况，是中国利用飞机侦察之始。１９１４
年前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已初露锋芒，为许多国家所重视。１９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机虽然年幼，但是也互相进行了残杀。
世界上第一次飞机与飞机的空战，发生在 １９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这一天，
由 Ｈ·Ｄ·哈维——凯利中尉率领的皇家飞行队第二中队的一个三机小队，正
在巡逻，突然发现德国一架鸽式机正在对蒙斯南面的法军防线进行侦察，当
时哈维——凯利中尉驾驶的飞机没有装备武器，怎么办？他灵机一动，立即
向德机靠近，在德机方向舵的正后方占位。另两架英机也在德机两侧占据了
有利位置，靠得很近的英机使德国飞行员仓皇失措，他企图俯冲脱离，但这
三架英机却死死咬住不放，逃跑已不可能了，德国飞行员只能匆匆选了个地
方着陆，然后弃机逃走了，英机也跟着着陆，经过搜索后没有找到那个德国
飞行员，于是纵火将德机烧毁后，又重新起飞。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游戏般
迫降性的空战经过。这也是空战史上的第一个战果。这一小小的开端，揭开
了空战的序幕，同时更进一步促进了飞机的发展。
然而世界上真正的第一个空战，那是 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５ 日马恩战役之后的
事。大战开始后的最初几周，法国人已经清楚地看到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
因而法国人首先在他们较大的双座机上配备了武器，因为这种飞机的性能将

不致因机枪的增加而影响飞行。当时还没有供飞行员发射的固定机枪，所以
机上的这挺机枪是装在活动底座上由观察员操纵的。５ 日这一天，飞行员约
瑟夫·弗朗茨和机械员兼观察员路易·凯诺中士驾驶一架法国的瓦赞飞机发
现一架德国的阿维亚蒂克双座机在侦察法军防线。弗朗茨逼近这架入侵的飞
机，机械员瞄准机后，即速射出一连串子弹，成功地击落了敌机。
第一次飞机对军事目标的轰炸
世界上第一次飞机对军事目标的轰炸是 １９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法国飞机轰
炸德国设在被占领的法国梅斯——费雷卡特地区的“齐柏林”飞艇棚库。
最早的空中轰炸战斗
世界上最早的空中轰炸作战是意大利军队在意（意大利）土（土耳其）
战争中对利比亚的空袭。
１９０５ 年后，世界飞机制造业的发展，引起了军界的注视。１９１０ 年前后，
意大利、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先后进行了飞机投弹的训练和演习。最早有
文字记载的空中投弹试验是美国。１９１０ 年 １ 月美国的一家报纸曾报道“上星
期三，Ｍ·波朗使用亨利·法尔茨飞机载着美国炮兵中尉贝克，以便进行空中
投放炸弹的试验。” １９１１ 年美国陆军中尉迈伦·Ｓ·克里西进行了投放第一
枚真炸弹的试验。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意大利和土耳其因利比亚问题引起了冲突，导致意上战争
的爆发。２３ 日战争爆发之际，意大利皮亚扎上尉驾驶一架布莱里奥飞机对的
黎波里地区的阿齐齐亚——土耳其阵地进行了侦察。１１ 月 １ 日，意大利的加
福帝少尉驾驶一架“朗派乐——道比”式单翼机在北非的泰圭拉绿洲和艾因
扎拉乡村地区，对土耳其军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次空中轰炸。这次轰炸共投
下了 ４ 枚重为 ２ 公斤的“西佩利”榴弹。虽然战果甚微，但他开创了飞机轰
炸的纪录。正如当时土耳其军队的一名陆军记者评论所说“这次战争清楚地
表明，空中航行提供了一种可怕的破坏手段。这种新型武器预示着当代战略
战术理论的革命”。他这种富有想象的评论对当时的军事思想有一定影响。
莱特兄弟对此也曾乐观地作过评论，他们认为这一发明可作为“结束战争的
一种可靠手段”。此后，世界各国军队纷纷仿效。
最远距离的空袭
１９８２ 年，英国和阿根廷为了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南桑
德韦奇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大西洋上的
一次规模最大的海空成。英国使用了大批轰炸机对马岛进行了空袭，飞越了
１２８７５ 公里，创造了战争史上最远距离空袭的新纪录。
最早的空降作战
自 １９１８ 年，法国伞降一个爆破小组破坏敌人交通线后，世界上德、英、
美、苏、意等国军队相继进行了伞降训练。尤其是美国航空兵少校比利·米

切尔提出空降作战的理论后，各国军队更为重视。于是，一种新的作战形式
产生了。
世界上第一次空降作战是德国军队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９ 日向挪威发动的侵略战
争。这一天上午 ８ 时 ４５ 分，满载着一个步兵团的机群，飞过挪威奥斯陆城，
飞临市郊的法内布机场上空，冒着挪威高炮部队的猛烈火力和剧烈的侧风实
施强行着陆。机降的步兵在空军火力协同下，很快结束了战斗。控制机场后
便乘胜攻占了奥斯陆这个近 ３０ 万人口的城市。
德军的这次空降运用的是久经考验的所谓“钢铁安妮”容克斯 Ｊｕ５２／３ｍ
型飞机。容克斯装有 ３ 台 Ｊｕ５２ 型发动机，机组 ２—３ 人，一次可运载士兵 １８
人。
奥斯陆空降作战，这是人类真正立体作战的开端。从此，空降作战真正
成为现代作战中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作战方式。
最大的一次空降作战
世界上最大的一次空降作战是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军级规模
的代号为“市场”的空降作战。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盟军自诺曼底登陆作战成功后，乘胜向东推进，于 ９ 月中
旬进至贝尔福，南锡、卢森堡、列日、安特卫普和根特一线，向齐格菲防线
实施宽正面的进攻，但未获成功。盟军为抢先攻占柏林，扩大势力范围，以
及摆脱运输线长、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乃将主力转向荷兰境内，企图在安
特卫普以东突破德国防御，向埃因侯温、阿纳姆方向发展进攻，前出到须德
海沿岸，再插向德国的北部平原。为达成其目的、盟军发动了这次空前未有
的巨大规模的空降作战。
这次空降作战自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开始至 ９ 月 ２６ 日结束，历时十天。投
入兵力：英军第 ２ 集团军，加拿大第 １ 集团军和空降第 １ 军（由美国空降第
８２ 师，第 １０１ 师，英机降步兵第 ５２ 师，波兰伞兵第 １ 旅和美国空军第 ９ 指
挥部、英国空军运输第 ３８，４６ 大队）的第 ２１ 集团军群，共计 １１ 个步兵师、
５ 个装甲师、３ 个空降师和 １ 个伞兵旅。
这次代号为“市场”的空降作战，盟军共出动飞机 １５０００ 余架（运输机
５５００ 余架、轰炸机及战斗机 ８０００ 余架，滑翔机 ２５９６ 架），人员 １３５７００ 人
（其中伞降 ２０１９１ 人），火炮 ５６８ 门，各种车辆 １９２７ 辆，物资消耗 ５２３００
吨。
首次击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国家
世界上首次击落无人驾驶的高空侦察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６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美国首次使用高空无人驾驶侦察飞机，侵入我国边境，对我国实施
侦察。１１ 月 １５ 日再次侵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一举击落。
首次喷气式俄斗机之间的空战
世界上首次喷气式战斗机之间的空战是朝鲜战争。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
苏制米格—１５ 歼击机 ６ 架同美国 Ｆ—８０Ｃ 战斗机 ４ 架在朝鲜新义州上空展开

了激战，一架 Ｆ—８０ 通过俯冲攻击击落了一架米格—１５。从而使朝鲜成为航
空史上喷气式飞机之间的第一次进行空战的战场。
首次完全用舰载飞机作战的海战
世界上首次完全用舰载飞机作战的海战是 １９４２ 年的美日在南太平洋的
海战。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７ 日至 ９ 日，美国尼米兹上将和弗莱彻少将率领的载有 １２２
架飞机的两艘航空母舰，在 ５ 艘重巡洋舰和 ７ 艘驱逐舰的护航下，与日本高
木中将和后藤少将率领的载有 １２１ 架飞机的 ３ 艘航空母舰及护航的 ４ 艘重巡
洋舰和 ６ 艘驱逐舰在南太平洋澳洲东面的珊瑚海上，用舰载飞机进行空战和
轰炸，美国被击沉、击伤各 １ 艘航空母舰，损失飞机 ７４ 架。日本被击沉一艘、
重创两艘航空母舰，损失飞机 ８５ 架。这一仗在海战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
是双方舰队首次在目视观察区外的作战，也是航空母舰作为舰队支柱代替战
列舰的起点。
首次用飞机击落导弹的国家
世界上首次用飞机击落导弹的是英国。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英国空军上尉
墨斯格雷夫驾驶 Ｈ．９８ 蚊式飞机（该飞机是英国 １９４０ 年生产，最大时速 ３７８
英里／每小时，最大航程 １８３０ 英里，爬高率 １２．８５ 分钟可爬至 ２００００ 英尺的
高度，装备有 ４ 门 ２０ 毫米航炮、４ 挺 ０．３０３ 英寸机炮，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击
落了一枚德国制造的 Ｖ—１ 导弹，开飞机击落导弹之先河。
首次用火箭弹击落对方飞机的时间
世界上第一次用火箭弹击落敌机是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这一天苏联Ⅱ—
１６ 型战斗机 ５ 架飞机（该机为俄国 １９３４ 年生产，装有一台 Ｍ—６２ 型发动机，
马力为 ８５０ 马力，最大速度每小时 ３２６ 英里，最大航程 ５００ 英里）在哈勒欣
河上空，成功地用 ８２ 毫米火箭弹击落了 ２ 架日本军队的三菱 Ａ５Ｍ 战斗飞机，
首开空战史上用火箭弹击落敌机先例。
飞机首次击沉潜艇
１９１６ 年德国发动了潜艇战。到 １９１７ 年潜艇战已将英国逼至失败的边缘，
这一年德国投入的潜艇已达 １２７ 艘。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英、美等国被德国
潜艇击沉的船只达 ２５６６ 艘，吨位达 ５７５００００ 吨。为此，美、英宣告了开始全
面战争。
运用飞机打击敌军的潜艇是反潜作战的一种重要手段。１９１７ 年 ５ 月 ２０
日，英国皇家海军航空兵莫里什少尉指挥一架美国水上飞机，在北海用炸弹
击沉了德军 Ｕ—３６ 潜艇，首开运用飞机击沉潜艇之先例。
第一次飞机用鱼雷攻击军舰
世界上第一次飞机用鱼雷攻击军舰是 １９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英国海军航空

兵的艾德蒙兹中校驾驶从军舰上起飞的水上飞机，在马尔马拉海用鱼雷击沉
了一艘土耳其 ５０００ 吨级供应舰。
首次迫降对方的飞机
世界上首次迫降对方的飞机是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 ６ 日，法国勒内·保罗·丰克
上尉驾驶飞机从空中迫降了一架德国飞机，创造了迫降对方飞机的先例。丰
克上尉是一位飞行技术超群的尖子飞行员，他一生中共击落敌机 ７５ 架，为法
国之首。
第一架被步枪击落的飞机
世界上第一架被步枪击落的飞机是英国瓦特福尔中尉驾驶的“阿弗罗—
５０４”式飞机，在比利时上空被地面步枪子弹击落。被击落的时间是 １９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
水上飞机第一次空投鱼雷袭击
世界上第一次用水上飞机空投鱼雷袭击是英国。１９１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英
国的一架水上飞机从水上飞机母舰“奔—麦—屈里”号上起飞，在达达尼尔
海峡对土耳其的一艘货船进行了空投鱼雷袭击，一举将其炸沉。
最早用飞机投掷鱼雷
世界上最早用飞机投掷鱼雷的是意大利人。
１９１０ 年后，许多国家相继进行了空中投弹试验，并积极研制机载武器。
与此同时，意大利、英国等海军为了将飞机用于海战，积极研究如何运用飞
机打击对方的战斗舰艇和运输船只。他们由空中投弹得到启发，开始研制在
飞机上携带鱼雷和投放鱼雷的装置。同时，他们也制造出适合于这种海战的
飞机。然而，最先在飞机上投放鱼雷的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航空界最著名的人士 Ａ·吉多尼将军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佩特利
斯·佩斯卡利先生向海军建议，制造一架鱼雷飞机。１９１２ 年，我奉命协助他。
佩特利斯·佩斯卡利先生是一位律师，假设他是技师的话，可能不会批准他
试行他的计划……。我驾驶着性能可靠的‘法尔茫’成功地投放了 ７７ 公斤的
重物。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架重 ２７２０ 公斤的飞机能投放一枚小型鱼
雷。”这位将军还专门描述了他设计制造的水上飞机。然而他又谈道“１９１４
年 ２ 月，我驾驶着这架飞机，成功地投放了一枚重 ３４０ 公斤的鱼雷，人们也
许可以把这看作是第一次的发射。”据考证，确有相当一些人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专门的鱼雷飞机是在 ３０ 年代初才开始在许多国家的海军中出现的。
第一次空投水雷的国家
世界上第一次空投水雷的是德国。１９１７ 年 ９ 月，德国在在泽瑞尔（在斯
韦布半岛上）近海用飞机空投布设了水雷。２７ 日，俄国驱逐舰“奥恰尼克”

号在航行中触了德国用飞机投掷的水雷而沉没。
第一次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飞机进攻战
１９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英国水上飞机 ７ 架从航空母舰“恩盖代恩”号、
“里
维拉”号和“伊克斯普列斯”号上起飞，急袭了德国库克赫文附近诺德荷兹
地方的飞艇吊架。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飞机进攻战。
降落伞之最
△最早使用“降落伞”
大约公元前 ２２８８—前 ２２５５ 年（即我国上古时代）相传出现过这样一件
奇事。舜幼年时母亲即死，父亲瞽叟又讨了个妻子，并生了个儿子。从此以
后，瞽叟只宠后妻生的儿子，而不喜欢舜，并常常想杀害他。一天瞽叟叫舜
去修理粮仓，当舜爬上粮仓后，瞽叟就在下面放起火来，企图把舜烧死，舜
一看粮仓起火，已无法从原处下去，便急中生智，手拿两顶斗笠，象小鸟张
开翅膀一样，从粮仓上纵身跳下。虽然粮仓很高，但他从地上爬起来，浑身
竟没有一处受伤，这件奇事记载在汉朝人司马迁所著《史记》之中。这是人
类最早使用“降落伞”的尝试。
△最早的降落伞设计图
人类很早就试图凭借空气阻力使人从空气中缓慢安全地 下降着落。世界
上最早设计出降落伞图纸的是 １５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巨匠达·芬
奇。他设计的这种降落伞，是用布制成的四方央顶天盖，人可吊在下面从空
中下降。据达·芬奇计算，天盖的每边长 ７ 米就可以吊一个人了，这幅设计
图现在保存在意大利的达·芬奇博物馆里。据说，达·芬奇曾亲自使用这种
降落伞从一个塔上跳下做过试验。
△最早有记载的使用降落伞从培上跳下的人是法国人塞巴斯蒂安·勒诺
芒，１７８３ 年他在埃罗省蒙彼利埃的观察塔上作了近似跳伞的表演，他用的是
自己设计的用木框糊上布做的降落伞。
△第一个从气球上跳伞的人
世界上第一个从气球上跳伞的人是法国飞船驾驶员布兰查德。１７８５ 年，
他首先用动物做试验，从停留在空中的气球上用降落伞吊一筐子，里面放一
只狗，顺利地着落。接着，在 １７９３ 年，他本人从气球上用降落伞下降，可是
在着落时摔坏了腿，这一年他正式提出了从空中降落的报告。另一个飞船驾
驶员加纳林，于 １７９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巴黎蒙素公园上空 ６１０ 米高度的气球
上乘坐降落伞跳了下来，获得成功，１８０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他又在伦敦 ２４３８ 米
高度的气球上降落成功；１８０８ 年波兰的库帕连托从着火的气球上降落伞脱
险。
△最早的航空降落伞
世界上最早的航空降落伞是有了飞机以后，才出现的。１９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法国人勒费尔驾驶莱特 Ａ 型飞机失事，坠毁于朱维亚机场，这里世界上
第一名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人。此后因飞机故障而失事的甚多。如何保证飞
行员安全各国都竞相研究降落伞。因此，一种新型的空中救生器材就诞生了。
１９１１ 年，俄国的柯杰尼克夫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能折叠，固定在人身上并带

有弹簧的背囊式航空降落伞。１９２１ 年和 １９２４ 年他又先后发明了半硬式背包
降落伞及空投物资伞。现代的降落伞是在这几种降落伞的基础上在使用过程
中逐步改进发展而成的。
△世界上最早的飞机上跳伞人
世界上最早从飞机上跳伞的人是美国人艾伯特·贝里。他于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上空的飞机上跳伞成功。１９１９ 年，美国人史
密斯设计制造了可折叠的降落伞，这种伞的伞衣和伞箍折叠在伞衣套内，当
跳伞人员从飞机上跳下后，在半空中通过开伞拉绳把伞衣套拉开后，伞衣便
在气流中展开，载着跳伞员安全下降。同年 ４ 月 １９ 日，莱斯利·欧文首次使
用这种降落伞在美国俄亥俄州麦卑克田野上空从飞机上第一个自由落体式跳
伞试验成功。这项试验是根据美国国会决议成立的降落伞局的指令进行的。
△最先使用降落伞救生的人
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降落伞救生的人是美国人哈里斯。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哈里斯中尉在俄亥俄州麦库克机场上空驾驶“洛
宁”式单翼机飞行时，飞机发生严重故障。他爬出飞机自己打开降落伞降落
成功，保住了生命。他开创了世界上使用降落伞挽救飞机失事飞行员生命的
先例。从此，降落伞救生的功能不再被人们怀疑。后来哈里斯组织了一个由
被降落伞救生者参加的“卡斯皮勒俱乐部”。
△用降落伞空降的最重物体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美国空军“大力神”Ｃ—１３０ 型飞机在加利福尼亚州
埃尔森特罗附近用降落伞空降了一块重 ２２８８０ 公斤的钢板。
△最大的降落伞是美国空军一架运输机上所用的降落伞，其直径达 ３０
米。
△第一支伞兵部队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人们开始设想将降落伞用于军事，许多国家相继进
行了跳伞训练。如 １９２７ 年 ９ 名意大利伞兵在锡尼基洛机场进行了一次集体跳
伞表演。１９２９ 年至 １９３０ 年，又在北非进行过多次较大规模的空降。俄国对
航空跳伞更为重视，２０ 年代就成立了航空跳伞运动俱乐部，并创办了伞兵学
校。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１８ 日俄国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震惊世界的航空跳伞表演，
参观的人数达 １００００ 余人。两架大型轰炸机上跳下了 ４６ 名伞兵。而且还用一
具大型降落伞成功地降落了一辆坦克，开创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空投作战武器
的先例。１９３４ 年俄国又开办了 １０００ 多个跳伞训练中心。训练和演习的实践
表明，降落伞在军事上有惊人的妙用。于是一个新的兵种已是十月怀胎。到
１９３５ 年世界上第一支伞兵部队就在俄国诞生了。同年这支部队在 ９ 月 １２ 日
至 １４ 日在基辅举行了伞降规模达二个营和 １６ 门火炮的军事演习，并邀请了
各国驻俄国武官参观演习，使空降兵在军事上豹重要作用更为清楚地显露出
来了。
气球之最
△公元前 １７９ 年～前 １２２ 年，中国西汉年间编写的《淮南万毕术》中载
道：“艾火令鸡子飞。注：取鸡子去其汁，燃艾火内空卵中，疾风因举之飞”。
这是热气球的升空原理的最早阐述。
△公元 ９０７—９６０ 年，中国五代时的茅七娘用竹篾扎成纸灯，下面用松脂

点燃，靠热空气把纸灯送上天，以作为军事信号，这种“松脂灯”是世界上
最早的热气球。
△最早制作热气球的人
世界上最早的热气球是法国蒙特哥菲尔兄弟俩发明的。蒙特哥菲尔兄弟
是法国造纸商的儿子。哥哥约瑟弗·蒙特哥菲尔（１７４０—１８１０）自幼向往飞
行，喜欢化学。弟弟埃蒂内·蒙特哥菲尔（１７４５—１７９９）学习建筑；对结构
造型有一定研究。他们从烟筒冒烟中夹带物质受到启示，于是 １７８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他们就用上等丝料作了一个小口袋，运用烟上升的原理，在口下升起
微火，热空气冲到了口袋里，一放手，口袋就飞到了天花板上。这是欧洲的
第一只热气球。比中国古代的松脂灯约晚 ７００—８００ 年。
此后，他们兄弟俩紧密合作，把全部的智慧和才干部倾注在设计、制造
试验热气球上。从 １７８２ 年 １１ 月开始，他们的气球越做越大，质量越做越好。
大的容积达六七百立方米，且试验越来越成功。１７８３ 年他们想在公开场合试
一试。６ 月 ５ 日，他们携带自己用亚麻和纸制作容积达 ７００ 余立方米的大气
球，在故乡昂诺内的集市上，在气球的领口下面点燃了羊毛、稻草和麦秸等，
几个人用力保持气球在原地不动，松开手，气球竟然上升到 １８３０ 米的高度，
飘飞距离达 ２３００ 米，消息象闪电一样传开了。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得知这个奇闻后，决定亲临观看蒙特哥菲尔气
球的升空表演。蒙特哥菲尔精心制作了一个带有装饰的太气球，这只气球，
高 １７ 米，直径 １２ 米，形状象一只倒挂的梨，气球下方吊着一只柳条编的笼
子，于 １７８３ 年 ９ 月 １９ 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官前面进行了表演。皇帝、皇
后、宫廷人员及巴黎市民 １３ 万人，亲眼看见气球携带一只绵羊，一只公鸡和
一只鸭子飞上天空。留空时间 ８ 分钟，飘飞 ２．４ 公里，除了公鸡的腿在气球
飞行前被羊踢伤外，首次乘气球飞上天的小动物均安全返航。国王大喜，命
令以后的热气球都取名为蒙特哥菲尔气球。这一壮观场面后来被刻画在国王
的烟盒上。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载有动物的热气球升入空中。
其后，蒙特哥菲尔兄弟又制作了一个更大的热气球，足以携带两个人上
天，国王认为乘气球飞升太危险，决定让两名各处于死刑的罪犯去试试，只
要罪犯愿意，可以得到赦免，获得自由。但是，积极支持蒙特哥菲尔兄弟研
究热气球的德·路泽尔极力反对，认为第一位升上天空的荣誉不应当让罪犯
赢得。路泽尔的意见终于被采纳。
１７８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又说是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巴黎的一座花园中，德·路
泽尔和他的好友达兰德斯乘蒙特哥菲尔热气球升上了蓝天，气球升到 １９０ 米
高的空中，在巴黎上空翱翔了 ２５ 分钟，安全降落，巴黎市民欢欣雀跃，目睹
这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次自由飞行。他拉开了人类飞上蓝天的序幕。
他也是航空事故中的第一个牺牲者。１７８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一说 １５ 日），
他乘热气球着了火，从空中摔下来殒命。同他一起的罗曼也摔下来，多活了
几分钟。当时已说不出话，随后就死了。
△最早的气球部队
１７８３ 年，法国人 Ｊ·Ａ·Ｃ 夏尔，在蒙哥菲尔兄弟俩研究的基础上，他发
现了空气越轻，气球的升力越大。于是，他就把氢气充入气球之内，于同年
１２ 月 １ 日作了第一次飞行，获得了成功。当时气球在法国极为盛行。因此，
气球的研究很快被法国军界所重视，于是 １７８９ 年，（美国于 １８６１ 年成立气
球队，５ 个气球，５０ 个人；中国于 １９０８ 年（清朝光绪末年），湖北、江苏等

地的陆军中相继成立了气球队），世界上第一支气球部队便在法国陆军中应
运而生了。这支部队曾在弗勒鲁斯作战中使用气球，侦察了敌人的阵地和观
测了炮兵射击的弹着情况，为法军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历史上第一
次把航空器使用于军事，法国是世界上在军事上使用气球最先进的国家，法
国政府还于 １７９３ 年成立了气球学校。但是，拿破仑却没有看到气球在军事上
所起的重大作用。后来这一支年幼的气球部队被拿破仑下令解散。
△最早运用气球进行空袭和摄影
１８４９ 年 ８ 月 ２２ 日，奥地利人把定时炸弹挂在热气球上对意大利的威尼
斯进行袭击，这是历史上首次用气球进行的空袭。
１８５８ 年，法国人图纳雄从一只系留气球上对巴黎拍照，这是历史上第一
次空中摄影。
△最早在战争中使用气球输送军队和邮件
１８７０ 年，普法战争中，当时巴黎已被包围，与外部失去了联系。为了保
障受到包围的首都和地方之间的联系，法国人首先使用了气球。在巴黎被包
围的时间里（１８７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１８７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法军从巴黎城内放飞
了自由气球 ６６ 只，从空中运送了 ９３ 名人（一说 １５５ 人）员（气球操纵员除
外）这 ６６ 只气球中，仅有 ６ 只落到德军手中，另有两只漂流在海上。
甘伯特也乘坐自由气球逃出了巴黎，并在波尔多掀起了大规模的国民运
动，担任了总指挥，使德军在各方面都陷入了困境。
这次战争的结果，使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了军用航空器——气球的军事价
值及其发展前途，此后世界各国便纷纷成立了航空机构。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世界上第一只塑料薄膜制成的气球升空。该气球
直径 ３ 米，由 １６ 块赛璐玢薄膜拼接而成，上部四分之三为球形，下部四分之
一为锥形。塑料薄膜的密封性比以前制作气球的传统材料——浸过橡胶的棉
布更好，重量也轻，该球由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研制。后来被命名为“天
钩号”，升空高度达 １５０００ 米。

火箭的故乡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至宋朝初年（即公元 ９６９ 年），有
一个名叫岳义方的人就开始将火药用于火箭的发射，制造成功了世界上第一
支用火药推进的火箭。起初火箭是用弓发射的，后经多次试验改进便可直接
发射。这种火箭在箭杆上绑一小型火药筒，利用点燃起火后所产生的热气流
向后喷射的力量，推动箭支前进。仅仅经过几年，火箭就被运用于作战之中。
公元 ９７５ 年，宋灭南唐的战争中，就使用了这种火箭。当时有人生动地描写
了作战的情景：“宋军阵中旗幡一摆，便听轰天炮响，震地锣鸣，矢箭如雨，
由空而降；南唐军队不战自溃，望风而逃。”欧洲直到 １２５８ 年才出现火箭，
约比中国晚 ２９０ 多年。
最早发明火箭飞行器的国家
世界上最早发明火箭飞行器的国家是中国。中国明朝时发明了一种利用
火箭推动的飞行器“神火飞鸦”，能在火箭的推动下飞行 １００ 多丈远。飞行
器上装有火药，当飞行器飞到终点时，火药起爆燃烧，当时主要用作攻城、
水战和烧毁敌方的仓库等。这是最早的现代火箭的维形。在 １３６８—１６４４ 年
间，中国还发明有“飞空击贼震天雷炮”“火龙出水”“火龙神机柜”“一
窝蜂”“飞空砂箭”等多种火箭武器。“震天雷炮”是明代根据火箭原理创
制的原始飞弹，弹体用竹筏编成，直径 ３．５ 寸，中心有一根约 ３ 寸长的起火，
周围包裹火药，使用时，首先点燃起火，使弹体飞出，起火燃尽；弹体便发
生爆炸。“火龙出水”，是最早的二级火箭。据记载，箭体用长约 ５ 尺的竹
筒制成，一端装有木刻的龙头，另一端安有龙尾，在龙身外部前后各斜装两
支火箭筒，龙体内装火药箭，火药箭的药捻与龙体外火药筒尾部相连，使用
时，先点燃外部的火箭筒，使龙身在空中飞行，经过一定的行程后，内部火
药箭的药捻被点着，于是火药箭从龙嘴中射出，杀伤敌人，这时龙身已完成
了自己的使命而自行脱落。这种火龙出水实际上就是近代多级火箭的祖先。
据说，还有人乘坐火箭飞行器上天呢。有一个性急勇敢的年轻人叫“万虎”
（亦有人称万户）他把 ４７ 根火箭捆绑在一起，作为推进器，自己笑踞于飞行
器上，请人帮忙点火，结果可想而知，他和他的飞行器，随着一声巨响和一
团浓烟烈火同时化作碎片和粉末。这实际上就是最早航天的尝试。
最早使用现代火箭的人
使用现代军用火箭的先躯是威廉·康格里夫（１７７２—１８２８），他是英国
皇家实验室的监督员又是军用机械的检验员。１８０５ 年，当法国布洛涅被包围
时，他使用了一枚重 ２．７２ 公斤，射程为 １８２５ 米的火箭打击敌人。
最早的液体燃料火箭
世界上第一枚用液态氢燃料作为火箭推进剂的是美国。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６
日，美国的罗伯尔·哈钦斯·戈达德博士在美国马萨州奥本市郊的一个农场
进行了试飞。火箭飞行时间为 ２．５ 秒，升高 １２．５ 米，飞行距离 ５６．１ 米，降

落在卷心菜地里，平均飞行速度为每秒 ２６．７ 米。该火箭的外形古怪，长 ０．６
米的发动机位于顶部，通过铁架同下面液氢和汽油储箱相连，全高 ３ 米。后
来，他获得了专利权。
世界上最早以甲烷和液氧作推进剂的火箭
１９３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德国太空方面游行协会的创办人及会长温克勒在德
国首次发射 ＨＷ—１ 型火箭，这枚火箭是以甲烷和液氧作推进剂的。试验时，
飞高 ９０ 米，射程约 ２００ 米。
最早的邮政火箭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奥地利工程师斯密德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邮政火箭。他把
邮件装在固体火箭上，发射到 ３．２ 公里以外的山区乡村，火箭熄灭后，邮件
由降落伞投下。
第一枚带有折叠式箭翼的固体推进剂火箭
世界上第一枚带有折叠箭翼的因体推进剂火箭，是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德国工程师塔林发射的。该箭长 １．８２ 米，箭翼是用铝制成的，在发射时呈折
叠状态，当火箭上升到最高点时，自动张开，使火箭能靠箭翼滑翔回收。这
种带翼火箭实际上是现代航天飞机原理的雏形。
最早由政府直接支持研制现代火箭的国家
世界上最早由政府直接支持研制现代火箭的国家是德国，德国政府于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组织了以陆军上校贝克教授为领导的火箭研究小组，开始秘密
研制火箭武器。贝克教授在两名年青助手德尔和冯·布劳恩的协助下，在柏
林以南 ９６．５ 公里的库麦道夫地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火箭试验场。不久他
们又为德国军工部门的领导人表演了米拉克—１１ 型火箭的试射。这是世界各
国中，首次由政府支持研制的火箭武器，也是德国的火箭技术迅速发展，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
１９３４ 年，德国陆军董伯格上校及其助手冯·布劳恩等领导的火箭小组，
成功地发射了一枚 Ａ—２ 型火箭，火箭重 ２７０ 公斤，射高 １９５０ 米，这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向英国发射的 Ａ—４（即 Ｖ—２）型火箭的前身。后来研制出
了世界了最早的导弹。１９４３ 年底试验场遭袭，研究机构土崩瓦解。（说明：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盟军轰炸设于法国北部的德国 Ｖ—１ 导弹发射场。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２ 日，德国研究火箭武器的著名科学家和领导人董伯格将军冯·布劳恩
博士等人，率领大批技术人员逃出即将被苏联红军占领的佩内明德基地，向
美国陆军投降。当时在佩内明德工作的德国男女约有 ４４５０ 人，其中包括 ９００
名左右科学家和工程师。同年 ９ 月 ２０ 日，冯·布劳恩等德国火箭技术的精华
被送到美国，随即参加设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试验场的火箭研制工作。白
沙试验场是 １９４５ 年初美国国防部批准设立的。他们对美国战后中远程导弹技
术的发展，以及对尔后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执行阿波罗登月计划，都作出了重

要贡献。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５ 日，苏联红军攻占佩内明德，俘虏一批德国火箭技术
人员，缴获部分 Ｖ—２ 导弹样品和生产设备。这些人员和设备对苏联战后研制
远航导弹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最早载有生物的探空火箭
世界上最早载有生物的探空火箭是 Ｖ２ 火箭。１９４６ 年，德国科学家维尔
纳·冯·布劳恩等人为了证明火箭在空间飞行中对生物的影响，将生命极短
的抱子装在 ５ 个圆筒内，４ 个装在 Ｖ２ 火箭上，１ 个留在地面作为检验样品，
于 １２ 月 １７ 日进行了首次发射。火箭发射高度达到了 １８７ 公里，由于一系列
回收技术没有掌握，４ 个圆筒均无收回。在研究回收技术之后，１９４７ 年又将
果蝇装在增压的容器里，然后装在 Ｖ２ 火箭上。火箭被发射到 １７０ 公里的高空。
当火箭向地面坠落降至 ３０４８０ 米高度时，一枚弹射弹将容器弹离火箭，瞬间
释放出一个小型降落伞，将装有果蝇的容器缓缓地降落到地面，结果果蝇安
然无恙。此后，又将 ４ 只罗猴和 １ 只长尾猴密封在增压的容器里，载在 Ｖ２
火箭上进行试验，火箭发射到了 １２９ 公里的高空，回收时由于降落伞出了故
障，５ 只猴子全部死亡。
最早载有动物的探空火箭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美国空军在霍洛曼空军基地发射了“空蜂号”探空
火箭。该火箭头部锥体内装有猴子，被发射到 ５０ 公里上空，回收时猴子因受
撞击而死亡。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载有 ２ 只猴子和 ２ 只
老鼠的“空蜂号”火箭再次发射。当火箭飞行至 ５９．５ 公里的高空时，装有猴、
鼠的头锥部与火箭分离，降落伞对回收舱进行回收。
这次试验获得了成功，自动摄像机对猴、鼠的生活情况进行拍摄，取得
了一些资料。点火时，火箭约有不到 １ 秒钟约为 １５ｇ 的瞬间加速度，以及“空
蜂号”主发动机产生的长达 ４５ 秒钟之久的 ３～４ｇ 的过程，猴、鼠未产生任何
不良反应；在飞行过程中，无论是受麻醉的猴子，还是未受麻醉的老鼠都表
现得非常自由：在有加速度的情况下，两只老鼠行动有些困难；在发动机停
止工作时，它们便从“地板”漂浮到“天花板”上，两腿使劲而又无效地运
动着，那只失去平衡的老鼠卷缩在一个角落里，失重现象充分表现出来了。
动物的试验成功，为今后载人航天提供了科学依据。
推力最大的火箭
世界上推力最大的火箭是美国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肯尼迪宇宙发射中心
发射的用于运载阿波罗人造地球卫星和天空实验室的“土星——５”号火箭。
总推动力达 ４０５４ 吨。“土星——５”号火箭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
角肯尼迪宇宙中心于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开始建造的。火箭重约 ２７５０ 吨，高约 １１．８５
米。连同有效载荷，在太空实验室——１ 号载重 ９０４９０ 公斤的情况下，每秒
钟要燃烧 １３．６ 吨碳氢燃料，并连续燃烧 ２ 分 ３０ 秒钟。
“土星——５”号由三级运载火箭组成。第一级（Ｓ—··ＩＧ）高 ４２．０６

米，用 ５ 个逻克迪纳 Ｆ１ 型发动机推进，燃料是液氧和煤油，每个发动机的推
力是 ６８６．６８ 吨，总推力是 ３４３３．４ 吨。
第二级（Ｓ—Ⅱ）用五个逻克迪纳 Ｊ—２ 型发动机，燃料是煤油和液氧，
总推力是 ５１７．７５９ 吨。
第三级（Ｓ—ⅣＢ）只用一台逻克迪纳 Ｊ—２ 型发动机，推力为 １０３．５５ 吨。
“土星—５”号运载火箭的总功率是 １７５６０ 万马力。
最早使用空空火箭的国家
世界上最早使用空空火箭的是法国，１９１６ 年法国使甩空空火箭一举摧毁
了德军的系留气球。
最早试验有翼飞弹的国家
世界上最早试制有翼飞弹的国家是美国。１９１５ 年，美国斯佩里公司和德
尔科公司制造了一架重 ２７２ 公斤“空中鱼雷”式双翼机。该机装有一台福特
公司 ４０ 马力的发动机作为动力，机内可装 １３６ 公斤炸弹。发射前，发射人员
预先计算好目标距离和风向可能影响的偏流速度，然后调整好发动机的工作
时间，并将有翼飞弹对准该发射的方向。发射时，有翼飞弹的 ４ 个轮子滑车
在铺设于草地上的双轨道上负载滑行起飞。空中飞行时，靠一膜盒气压表控
制高度，靠一个简单的陀螺仪装置控制方向。到达目标上空时，发动机随即
关闭，机上安装的一个机械装置自动拔掉因定机翼的螺钉，机 翼即自行脱落，
飞弹即俯冲至目标。１９１５ 年这种飞弹在长岛试验成功，海军的有关人员参观
了当时的飞行试验。
最早的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是依靠空气喷气发动机的推力和弹翼的气动升力，主要以巡航
状态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导弹。最早又称之飞航式导弹。世界上最早的这种导
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第一个研制成功的“Ｖ—１”导弹。该导弹曾
用于袭击过英国、荷兰和比利时。
德国从 １９３２ 年起，为“闪击战”的军事战略作准备，就开始秘密研制战
略性导弹。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下午 ４ 时成功地进行了导弹原理试验。
１９４４ 年，世界上第一枚巡航导弹 Ｖ—１ 研制成功，定名为 ＦＺＧ—７８，有的
亦称它飞机型飞弹。Ｖ—１ 导弹，外形象一架无人驾驶飞机；弹长 ７．６ 米，重
２．２ 吨（又一说 ６ 吨），最大直径 ０．８２ 米，翼展 ５．５ 米，战斗部装药 ７００ 公
斤；诱导系统，是由弹内磁性罗盘和一种特制的机械装置组成；动力系统，
弹内装有 １ 台百眼巨人式 Ａ５—０１４ 脉动式空气喷气发动机，以汽油作推进剂，
载有 １５０ 加仑燃料，每 １．６０９ 公里消耗燃料 １ 加仑；发射方式，主要使用弹
射器发射，也可从运输机上发射；发射后，由自主式磁陀螺飞行控制系统保
障将 Ｖ—１ 导弹导向预定高度，以必要的速度在规定高度和航向上进行水平飞
行，尔后向目标俯冲；时速为 ５５０—６００ 公里时最大推力为 ２．７ 千牛顿（２７０
公斤·力），此时的射程可达 ３７０ 公里，飞行高度可达 ２０００ 米。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Ｖ—１ 飞弹从设置在法国北部的发射装置上进行了第一次实战发射，

目标是英国的南部。Ｖ—１ 导弹的发射开创了战争史上使用导弹的先例。
第一枚弹道式导弹
世界上第一枚弹道式导弹是德国制造的 Ｖ—２ 导弹。这种导弹比 Ｖ—１ 导
弹先进，是弹道主动段为自主控制的单级弹道导弹，可以说它是现代远程导
弹和宇宙火箭的先驱。该弹长 １４ 米，直径 １．６ 米，重 １４ 吨，内装高爆炸药
１ 吨。液体火箭发动机，推进剂为百分之七十五的酒精 ３．５ 吨和液氧 ５ 吨，
最大推力为 ２７０ 千牛顿（２７ 吨·力），最大飞行速度达每秒 １７００ 米，相当
于时速 ６１２０ 公里，射程 ３５４ 公里，弹道高约 １００ 公里。采用带程序装置及计
算飞行速度仪器的自主式陀螺控制系统。该弹 １９４４ 年验制成功。１９４４ 年 ９
月 ８ 日第一次运用于实战。目标是英国契斯威克地区，该弹由于命中精度低，
因此这次爆炸仅炸死 ２ 人，炸伤数人。
自德国 １９４４ 年弹道式导弹的出现，至今只有 ４０ 余年的历史，其发展极
为惊人。就洲际导弹已发展到了第四代。第一代是 ４０ 年代中期至 ５０ 年代末，
此代导弹多采用液体火箭发动机，单弹头，发射准备时间长，命中精度低。
第二代是 ５０ 年代末至 ６０ 年代初，多采用固体推进剂，其命中精度有所提高。
第三代是 ６０ 年代中期至 ７０ 年代初，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多弹头。第四代是 ７０
年代初至 ８０ 年代，此代导弹可机动存放、机动发射，命中精度高，威力大。
最早的巡航式潜地导弹
世界上最早将巡航式潜地导弹装备部队的是美国。于 １９５５ 年将“天狮
星”Ⅰ巡航导弹装备了潜艇。天狮星导弹最大射程为 ９６０ 公里。
最早的弹道式潜地导弹
世界上最早研制弹道式潜地导弹的是苏联。苏联于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首次用潜
艇在水面发射了一枚由陆基战术导弹改装的弹道导弹。并于 １９５８ 年正式装备
了水面发射的 ＳＳ—Ｎ—４ 弹道导弹。１９６３ 年开始装备水下发射的 ＳＳ—Ｎ—５ 潜
地弹道导弹，航程 １００００ 余公里。
最早的空空导弹
世界上最早的空空导弹是德国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制造的“Ｘ —４”。
最早的陆基洲际巡航导弹
世界上最早的陆基洲际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鲨蛇”。于 １９５７ 年研制
成功，其射程为 ８０００ 公里。后因性能差，停止生产。而开始生产射程达 １００００
公里的“字宙”神洲际弹道导弹，于 １９５９ 年开始装备部队。
最早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人们通常把射程在 ８０００ 公里以上的导弹称之为洲际导弹。
世界上最早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是苏联制造的“ＳＳ—６”。该导弹于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首次试射成功，射程为 ８０００ 公里。
最早的机动式多弹头
世界上最早的机动式多弹头是“ＭＫ—５００”。该弹头由美国在二十世纪
７０ 年代初研制成功。采用折锥和移动配重的方法，使弹头在气动和重力作用
下，产生滚动，基本解决了机动飞行问题。机动式多弹头是在同一个母舱内
装多个弹头，释放后能按预定程序分别作机动飞行，寻找和攻击各自目标的
导弹弹头。
第一代红外制导导弹
世界上第一代红外制导导弹是 ５０ 年代中期美、英、法等国相继研制成功
的“响尾蛇”“火光”和“马特拉”等空空战术导弹。
射高最大的防空导弹
世界上射高最大的防空导弹是苏联制造的名为“甘蒙”，代号为“萨姆
—５”型防空导弹。该弹长 １６．５ 米（含空速管）；动力装置由一台固定发动
机加一台固体助推器和弹体内装有一台小型固体发动机；制导方式是无线电
指令制导加末段主动式雷达自导引；战斗部装有烈性炸药 ７０ 公斤或 １ 核装
药，由无线电引信起爆；最大射程为 ２５０ 公里，最大射高 ２９０００ 米，是目前
现役防空导弹中射高最大的导弹。
射程最远的舰用潜地弹道式导弹
世界上目前现役射程最远的舰用潜地弹道式导弹是美国的“三叉戟—
Ｄ５”型。该弹全长 １３．９７ 米；弹头为热核装料，分导式多弹头和机动式多弹
头；核弹头当量为 ２３８ 万吨；制导方式为惯性制导；动力装置由二级固体燃
料火箭驱动；发射方式在潜水艇上水下发射；最大射程为 １１０００ 公里。
核弹头当量最大、射程最远的导弹
世界上核弹头当量最大、射程最远的导弹是苏联制造的代号为“ＳＳ—１８”
型洲际导弹。该弹，全长 ３６．６０ 米；弹头为核装料单弹头（ⅠⅡ）分导式多
弹头（ⅡⅣ）；制导方式为惯性制导，发射方式为地下井冷发射，动力装置
有两级可贮液体燃料火箭；最大时速每小时 ２２３００ 公里；核弹头当量，Ⅰ为
２４００ 万吨，Ⅱ为 ４４０ 万吨，Ⅲ为 ２０００ 万吨，Ⅳ为 ５００ 万吨，总当量为 ５４４０
万吨；最大射程，Ⅰ为 １２０００ 公里，Ⅱ为 １１０００ 公里，Ⅲ为 １６０００ 公里，Ⅳ
为 １００００ 公里。
最早用导弹击毁卫星

世界上最早用导弹击毁卫星的是美国。
据美 １９８６ 年报道，美国空军进行一次反卫星导弹击毁卫星试验，这次试
验分五步进行。第一步：雷达跟踪卫星，引导 Ｆ—１５ 战斗机飞至距离加利福
尼亚海岸几英里的武器发射位置：第二步：Ｆ—１５ 战斗机向卫星大概方向发
射 ５．５ 米长的导弹，然后返回爱德华空军基地；第三步：导弹的第 ２ 级助投
器加速战斗部：第四步：战斗部的红外“眼睛”从寒冷的空间背景中截热源：
第五步：５６ 枚导弹小火器将战斗部导向卫星，撞击力击毁卫星。这次试验取
得完全成功，于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下午 ４ 时 ４２ 分准确地击毁了在太平洋上空
４６５．７ 公里的一颗已在轨道上运行 ６ 年，时速达 ２８１６３ 公里被废弃的军用卫
星。美国防部长温伯格声称，这次试验使 ４０ 亿美元的反卫星武器研究计划向
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空对空导弹
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空对空导弹是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这一天，中国台湾
国民党空军 Ｆ—８６Ｆ 飞机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飞机发射了“响尾蛇”导弹，拉开
了空对空导弹使用于实战的序幕。
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地对空导弹
世界上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地对空导弹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７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首次投入作战，一举击落了台湾
国民党空军 ＲＢ—５７Ｄ 型高空侦察机 １ 架。开创了世界上用地对空导弹在实战
中击落敌机的先例。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１ 日，苏联地空导弹部队也击落了美国 Ｕ—２
高空侦察机。
第一次成功地使用地对地导弹击沉战舰
世界上第一次使用地对地导弹对付战舰获得成功的是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埃及用苏联导弹装备的鱼雷快艇，在塞得港外击沉了以色列驱逐舰“埃拉特”
号。
最早对导弹拦截的国家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德国开始使用 Ｖ—１ 导弹对英国实施袭击。在盟军实施诺曼
底登陆后的第 ８ 天，德军首先向伦敦发射了 ４ 枚 Ｖ—１ 导弹，事隔 ３ 天后，就
开始实施大规模袭击，在 ２４ 小时内共发射了 ３００ 枚。Ｖ—１ 导弹威力之大，
使英国蒙受了重大损失。
６ 月 １６ 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召开了紧急会议，并采取了一系列对付的措
施。使用飞机拦截就是一种方法。因为 Ｖ—１ 导弹平均速度仅有 ６５０ 公里，且
弹道固定。英国实施拦截的空军部队是皇家空军第 ６１６ 中队，飞机的型号有
“风暴式战斗机”、“台风式战斗机”、“喷气式战斗机”和“流星式战斗
机”。飞机上装有 ４ 门 ２０ 毫米西班牙式航炮。拦截的主要手段是用航炮射击

Ｖ—１ 导弹或用翼尖轻轻地碰它一下，破坏它陀螺仪的工作，使之偏离航向。
运用高射炮射击也是拦截的一种方法，英国共集结了 ２８００ 门高射炮，用
以击毁 Ｖ—１ 导弹。再则利用气球拦截，共施放了 ２０００ 多个气球。
运用以上方法有效地拦截了德军的 Ｖ—１ 导弹。据统计，在 ８０ 天内德军
共发射了 Ｖ—１ 导弹 ８０００ 枚，被英国拦截的就有 ４６％。其中战斗机击落的占
２４％，高炮击落的占 １７％，气球拦截的占 ５％。这就是人类战争史上对导弹
的最早拦截。
首次试验外层空间截击导弹
世界上首次试验外层空间截击导弹的是美国。美国陆军于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从太平洋的夸贾林发射场发射的一枚试验截击导弹，成功地击毁了 ２０
分钟之前加利福尼亚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的“民兵”Ⅰ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模
拟弹头。这是美国首次也是世界首次用 １ 枚非核试验导弹在外层空间截击导
弹成功。
第一枚用炮发射的导弹
世界上第一枚用炮发射的导弹是美国制造的“橡树棍”，用 １５２ 坦克炮
发射。弹长 １１４ 厘米，直径 １５．２ 厘米，重 ２７ 公斤，射程 ２００ 至 ４５００ 米。
第一枚反雷达导弹
世界上第一枚反雷达导弹是美国 １９６３ 年试制成功的，命名为“百舌鸟”
空对地反雷达导弹。重 １７７ 公斤，长 ３０５ 厘米，直径 ２０ 厘米，射高 １６ 公里。
第一枚单兵防空导弹
世界上第一枚单兵防空导弹是美国 ６０ 年代初研制的，命名为“红眼”。
该防空导弹采用光学瞄准、红外线跟踪的制导系统，长 １２０ 厘米，直径 ７ 厘
米，重 ８．２ 公斤，射程 ３．６ 公里，射高 １５００ 米。
第一枚舰对舰导弹
世界上第一枚舰对舰导弹是苏联的“冥河”式。埃及于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下午首次用于战斗，击沉了以色列驱逐舰“埃拉特”号。
最先论述现代字宙航行理论的人世界上最先科学论述现代宇宙航行理论
的人，是苏联的科学家和发明家齐奥尔科夫斯基（１８５７～１９３５）。他是现代
字宙航行学的奠基人。
齐奥尔科夫斯基童年时失去听觉，１４ 岁开始自学，１８７９ 年作为校外考生
考取了教师职务，担任物理学和数学教学。他最先论证了利用火箭进行星际
交通、制造人造地球卫星和近地轨道站的可能性，指出了发展宇宙航行和火
箭制造的合理途径，找到了火箭和液体火箭发动机结构的一系列重要工程技
术解决方案。他最先解决了火箭在不同引力场中的运动问题，大致研究了大

气层对火箭飞行的影响，并计算出为克服地球大气层阻力所必须储备的推进
剂数量。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技术思想在苏联和其它国家——航天技术装备中
得到了应用。
齐奥尔科夫斯基于 １９０３ 年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用反作用
器研究宇宙空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速度公式，即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
齐奥尔科夫斯基于 １９２４ 年又出版了《宇宙火箭列车》著作，书中提出了
多级火箭的设想。多级火箭就是单级火箭的组合，它实质上是阶段性地甩掉
包袱，不断加速的一种运载工具。当第一级火箭的燃料燃烧完后，即甩掉第
一级火箭的包袱；在第二级的同样推力作用下，火箭就能以更大的速度飞
行……依次类推，每级火箭都不断地提高速度和高度，使得火箭达到或超过
字宙速度。他这个设想后来被世界各国航天活动所采用。
齐奥尔科夫斯基长期处于因难的环境之中，有人甚至把他当作疯子看
待。他得不到沙皇政府的帮助。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革命之后，苏联政府承认了他
的业绩。１９３２ 年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１９３５ 年逝世，终年 ７８ 岁。
最先计算出从地球飞往其它行星耗能最少轨道的人
世界上最先计算出从地球飞往其它行星耗能最少的轨道的人，是德国学
者霍曼（奥地利籍）博士。他在广泛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 １９２５ 年，发表
了《飞往其它星球的可能性》一文。详细透彻地分析了星际飞行的轨道，计
算出了，从地球飞往其它星球耗能最少的轨道，是连接地球轨道和目标行星
轨道之间的半椭圆轨道。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霍曼轨道”。
最先确定宇宙飞行基本理论的人
世界上最先确定宇宙飞行基本理论的人，是罗马尼亚出生的德国科学家
海尔曼·奥培尔特（１９４３ 年加入德国国籍）。
他于 １９２３ 年出版了《奔往行星际的火箭》一书，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火
箭如何克服地球引力的束缚飞往太空等一系列字宙空间飞行的基本理论。这
本书原来是他为获取博士学位而写的论文，但是学位审查落第了，他委托蒙
海书店，勉强自费出版。可是这本书成了畅销书，在德国意外地出现了“宇
宙热”。该书被公认为是一本运用火箭进行宇宙飞行的经典著作，对后来世
界航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１９２９ 年出版了修订本，书名
改做《宇宙航行的道路》。
首次摄出发射通信卫星的人
世界上首次提出发射通信卫星的人，是英国科学家和科学作家克拉克。
他在呈交英国星际航行协会的一篇技术论文中，最先提出了发射地球同步轨
道通信卫星，进行全球通信的建议。他提出的这项建议获得了富兰克林学会
颁发的金质奖章。
最大的运载工具组装大楼

世界上最大的运载工具组装大楼，是美国弗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附近
的梅里特岛上的肯尼迪宇宙中心的一幢大楼，阿波罗号宇宙探测器和运载它
的土星火箭就是在这里组装和发射的。该楼高 １６０ 米，长 ２１８ 米，宽 １５８ 米，
钢屋架，大楼包括 ４ 个仓库，有一扇高 １４０ 米的大门，占地面积达 ３１．８ 公顷，
体积达 ３６６６０００ 立方米，从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起开始施工，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完工，工
程历时 ２ 年。
第一颗人造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人造地球卫星 １ 号，是在巴夫洛维奇·科
罗利奥夫（１９０６～１９６６）博士领导下建造，并于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 ４ 日发射的。
它的本体是一只用铝合金做成的圆球，直径 ５８ 厘米，重 ８３．６ 公斤。圆球外
面附着四根弹簧鞭状天线，其中一对长 ２４０ 厘米，另一根长 ２９０ 厘米。卫星
内部装有两台无线电发射机——频率分别为 ２０．００５ 及 ４０．００２ 兆赫，无线电
发射机发出的信号，采用一般电报讯号的形式，两个信号持续时间约 ０．３ 秒，
间歇时间与此相同。此外，还安装有一台磁强针，一台辐对计数器，一些测
量卫星内部温度和压力的感应元件及作为电源的化学电池。
它在拜克努尔发射场由一支三级运载火箭发射。起飞以后几分钟，卫星
从第三级火箭中弹出，达到第一字宙速度（７．９ 公里／秒）进入环绕地球飞行
的轨道。它距离地面最远时为 ９６４．１ 公里，最近时为 ２２８．５ 公里，轨道与地
球赤道平面的夹角为 ６５ 度，以 ９６．２ 分钟时间绕地球一周，比原来预计的所
需时间多 １ 分 ２０ 秒，在秋夜的晴空中，有时它象一颗星星在群星中移动，肉
眼可以看到它。这颗卫星的运载火箭于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进入稠密大气层陨
毁，卫星在天空中运行 ３９２ 天，绕地球约 １４００ 圈，行径 ６０００ 万公里，于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陨落。为了纪念人类进入宇宙空间的伟大时刻，苏联在莫斯科列
宁山上建立了一座纪念碑，碑顶安置着这个人造天体的复制品。
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开始了人类利用人造天体有规律地
研究和开拓宇宙空间的时代。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１”号）
于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 １ 日送入轨道，法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Ａ—１”号）于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送入轨道；澳大利亚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武器研究
卫星—１”号于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送入轨道；日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大
隅”）于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送人轨道：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
红”号）于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送人轨道：英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普
罗斯别洛”）于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送入轨道：加拿大在不同时间里（从 １９６２
年起）把第一批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
第一颗通信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通信卫星，是美国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发射的“斯科尔”。
该卫星是一颗试验性的通信卫星。主要数据是：长 ２４．３８ 米、直径 ２．７４ 米、
运转重量 ３９７０ 公斤、轨道倾角 ３２．３０ 度、运行周期 １０１．４７ 分、近地点 １９０
公里、远地点 １４８７ 公里、寿命 ３４ 天、终止日期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运载火
箭阿特拉斯 Ｂ、发射地点卡纳维拉尔角、卫星装有发射前装上的录过音的磁
带及发送装置。该卫星由美国空军委托发射，主要试验传输系统。试验结果，

成功地把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圣诞节献词发送到了地球。自第一颗
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后，出现了许多专用的通信卫星。截止 １９８２ 年，世界各国
已发射了 ６７０ 余颗通信卫星，其中地球通信卫星 １４８ 颗。截止 １９８４ 年底，世
界上已有 １７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了通信卫星。美国的战略和战术通信卫星
已发展到了第三代。
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是美国的“辛康”号。其 １ 号发射后
获得了部分成功，而第 ２ 号得到了满意的结果。该卫星由美国陆军卫星一通
信办事处计划并领导研制，主要用于五角大楼和越南之间的作战通信。“辛
康”２ 号的主要数据是：运转重量 ３３ 公斤、直径 ０．７１ 米、高 ０．３８ 米、轨道
倾角 ０．０８ 度、运行周期 ２３ 小时 ２８ 分、近地点 ３４２００ 公里、远地点 ３６２７５
公里、寿命∞、运载火箭加大推力的德尔它。在肯尼迪字宙飞行中心于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发射。（注：辛康 １ 号于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 １４ 日发射、辛康 ２ 号于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发射）。
第一颗国际通信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国际通信卫星是“晨鸟”号，后改名为“国际通信卫星”
１ 号。该卫星直径 ０．７３ 米，总高 １．２０ 米、轨道上重量为 ３９ 公斤、轨道倾角
３５９．８６ 度、姿态稳定方式单自旋、太阳电池阵功率 ４５ 瓦、设计寿命 １．５ 年、
通信频段上行 ６ 古赫下行 ４ 吉赫、通信转发器 ２ 个、通信带宽 ２５０×２ 兆赫、
等效通信容量（话路）２４０、运行周期 ２３ 小时 ５６．４ 分、近地点 ３４９００ 公里、
远地点 ３６５７０ 公里。于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 ６ 日由美国发射。“晨鸟”号的发射为北
美和欧洲之间提供了通信业务，它是通信卫星进入实用阶段的标志。
最早的国防卫星通信系统
世界上最早部署国防卫星通信系统的是美国。自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至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６ 年时间里共发射了 ２６ 颗中高度轨道的小型通信卫星，形成国防卫星
通信系统，１９６７ 年夏全面投入使用。人们称之谓“国防一代”卫星。由于卫
星系统还处于初级阶段，人们又称它为“初级国防卫星通信系统”。该系统
内的每颗卫星重 ４５ 公斤左右，星内发射机输出功率 ３ 瓦，其通信转发器可提
供 ２３ 路电话，卫星设计使用寿命 ６ 年。
自“国防一代”后，美国又部署了“国防二代”，于 １９７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共发射 ３０ 颗卫星。１９８１ 后又开始部署“国防三代”，
截止 １９８４ 年底共发射卫星 １２ 颗。苏联直到 １９６５ 年才发射第一颗试验型“闪
电”通信卫星。
最早的一箭八星通信卫星系统
世界上最早的一箭八星通信卫星系统是苏联发射的。
苏联在发展“闪电”通信卫星的同时，即开始研制战术通信卫星系统，

６０ 年代中期试验一箭多星技术。于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使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
了 ８ 颗卫星，每颗卫星重约 ４０ 公斤。发射时，运载火箭第一次点火，先进入
近地点 ２６０ 公里、远地点 １４７０ 公里的椭圆轨道，第二次点火后，进入 １４７０～
１５００ 公里的近圆轨道。当运载火箭未级进入预定的卫星轨道后，每隔 １１ 分
钟抛出一颗卫星，在 ９０ 分钟内抛空，８ 颗卫星在同一轨道上散开部署。一箭
八星卫星截止 １９８４ 年底，共发射了 ３５ 次，共 ２８０ 颗。这种由多组多颗卫星
组网的一箭八星通信系统，主要供苏联海军分布在世界各大洋和各地区的舰
船、潜艇以及情报站提供通信保障。
第一颗战术通信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战术通信卫星，是美国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 ９ 日发射的“战术通信
卫星”１ 号。该卫星纯粹是用于军事目的，它用于五角大楼和在南越的美国
战略战术司令部之间的通信联络。其发射功率很高，安装在舱体内、飞机上
和航船里的接收机接收天线约 ３０ 厘米就够了。主要数据：直径 ２．５ 米、高约
６ 米、运载重量 ７２５ 公斤、轨道倾角 ０．６５ 度、运行周期 ２４ 小时零 ６ 分、近
地点 ３５９４０ 公里、远地点 ３６０４５ 公里。运载火箭为大力神 ３Ｃ、发射地点是肯
尼迪字宙飞行中心。
第一颗电子测距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电子测距卫星是美国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发射的“电子测距”
１ 号。该卫星的主要数据是：运转重量 １８ 公斤、轨道倾角 ６９．８８ 度、运行周
期 １０３．４８ 分、近地点 ９０６ 公里、远地点 ９３７ 公里、寿命 １０００ 年、尺寸为 ０．３６
米×０．１８ 米×０．２５ 米、运载火箭为雷神一阿吉纳 Ｄ，在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
该卫星的主要任务是用于军事目的的电子及大地测量，为美国用核武器装备
的战略火箭部队作准备。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电子测距卫星 １ 号在卡纳维拉尔
角发射失败。因此在此基础又改为在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即成功。
第一颗照相侦察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照相侦察卫星，是美国的“发现者”１ 号。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不久，美国就开始研究利用人造天体实施军事侦察的可能性。此后，即
拟订了一项照相侦察卫星综合试验计划，即“发现者”计划。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发现者”１ 号照相侦察卫星，由美国空军委托，在
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成功。发射日的是，测试侦察卫星的技术性能，拍摄其
它国家的侦察照片。该卫星的技术性能主要是：形状和尺寸（带有前锥体的
圆柱体）：直径 １．５２ 米、长 ５．８５ 米：运转重量 ６００ 公斤，有效重量 １１１．１ 公
斤：运载火箭为雷神一阿吉纳 Ａ；轨道倾角 ８９．７０ 度；运转周期 ９５．９０ 分；
近地点 １６５ 公里，远地点 ９７０ 公里，寿命 ５ 天；终止日期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５ 日。
苏联直至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才发射成功第一颗照相侦察卫星“字宙 ４ 号”，
要比美国晚 ３ 年多。
美国自发射第一颗试验型照相侦察卫星后，１９６２ 年即进入了实用阶段，
至今已发展了五代。第一代，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年，共发射 ３６ 颗，特点是分辨率

低、寿命短。第二代，１９６３～１９６６ 年，共发射 ３７ 颗。是第一代改进型，性
能有所提高。第三代，１９６６～１９７２ 年，共发射 ３０ 颗，与第二代相比，性能
有较大提高，分辨可达 ０．１５ 米。第四代，１９７１ 年至今，共发射 ２Ｏ 颗左右，
性能比第三代更为先进，装备了大型高分辨率相机，获取照片的时间大为缩
短。第五代，１９７６ 至今，命名为“锁眼—１１”，它是一种不用胶卷而用无线
电信道实时传送数字图象信息的照相侦察卫星。８５ 年底后又投入使用了“锁
眼—１１”的改进型“锁眼—１２”。
第一颗电子侦察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电子侦察卫星，是美国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发射的，至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这种详查性电子侦察卫星已发射 １７ 颗。卫星结构呈圆柱体形，长 ８ 米，
直径 １．５２ 米，重量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公斤。初期的详查卫星使用雷神一阿金纳 Ｂ 或
Ｄ 型运载火箭发射。１９６３ 年 ６ 月后改用加大推力的雷神一阿金纳口型运载火
箭发射。这种卫星的星载设备极为复杂。能遂行精确测定对方雷达，尤其是
防空雷达和反导雷达的位置及其性能；侦察对方军用电台的位置及其无线电
信号特性；侦察和接收对方导弹试验的遥测信号。苏联第一颗电子侦察卫星
是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发射的“宇宙”号，比美国要晚 ５ 年时间。
第一颗气象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气象卫星，是美国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１ 日发射的“泰罗斯”１ 号。
该卫星主要数据是：直径约 １．０７ 米、高 ０．４８ 米、运转重量 １２３ 公斤、轨道
倾角 ４８．３９ 度、运转周期 ９９．１６ 分、近地点 ６９３ 公里、远地点 ７５０ 公里、寿
命 ５０ 年、运载火箭是雷神一文布尔 ２，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卫星上主要装
备有：电子摄象机、电视摄象机的辅助同步发电机、电视传输装置、旋转稳
定喷嘴、电视摄象机、宽角物镜、辅助仪器的控制开关电路、稳压器等。
这是一颗军民合用的气象卫星。这颗卫星开始是由美国防部高级计划研
究局负责研制，后来才移交给 １９５８ 年成立的国家航空与航天局。６０ 年代初
期，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空军，主要依靠“泰罗斯”卫星获得云图资料。
最早的核探测卫星
世界上最早的核探测卫星，是苏联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发射的“宇宙”５
号。该卫星是为了研究美国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９ 日进行的核武器爆炸所释放的射
线。其主要数据是：轨道倾角 ４９．０１ 度、运行周期 １０２．７５ 分、近地点 ２０３
公里、远地点 １６００ 公里、寿命 ３３９ 天、终止日期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２ 日、运载火
箭是 ＲＤ—２１４／ＲＤ—１１９。
第一颗跟踪和数据中继卫星
跟踪和数据中继卫星，主要任务是：跟踪、测定中、低轨道卫星；为对
地观测卫星施时转发遥感、遥测数据；承担航天飞机和载人飞船的通信和数
据传输中继业务：满足军事特殊需要，如通信、导航、气象、侦察、监视和

预警等。
世界上第一颗跟踪和数据中继卫星是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从美国“挑战者”号
航天飞机上发射的（ＴＤＲＳ）。该卫星也是现代最大的通信卫星，它是首次在
一颗卫星上同时采用 Ｓ．Ｃ 和 Ｋｕ３ 个频段的通信卫星。卫星重 ２ 吨，太阳电池
翼伸开后，翼展 １７．４ 米，横向跨度为 １３ 米。卫星工作 １０ 年后，太阳能电池
阵仍可提供 １８５０ 瓦功率。星体采用三轴姿态控制稳定方式。卫星上装有 ７
副不同类型的天线，两副直径 ４．９ 米抛物面天线在卫星发射过程中收拢成筒
状，人轨后通过机械螺杆控制撑开呈伞形，每个天线有两副馈源，分别用于
Ｓ 和 Ｋｕ 频段的跟踪和数据中继。一副直径为 ２ 米的抛物面无线用于对卫星通
信地球站的 Ｋｕ 频段双向通信。还有一副直径 １．１２ 米的 Ｋｕ 频段抛物面天线和
一副 Ｃ 频段铲形天线，用于美国国内通信。Ｋｕ、Ｓ 频段转发器能提供的通信
容量有 ２０ 个 Ｓ 频段多址信道，２ 个 Ｓ 频段单址信道和 ２ 个 Ｋｕ 频段单址信道。
此外，１２ 个 ｃ 频段转发器可传输电话、电视和数据等。
第一颗导航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导航卫星，是美国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发射的。‘子午仪”
１Ｂ 号。该卫星的在美国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其主要数据是：运转重量 １２１ 公
斤，轨道倾角 ５１．２８ 度，运转周期 ９５．９０ 分，近地点 ３７５ 公里，远地点 ７５０
公里，寿命 ２７３１ 天，终止日期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运载火箭是雷神一艾布尔
星。该卫星是在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子午仪”１Ａ 卫星发射失败的基础上发射
的，由美国海军委托发射。主要是为了美国海军导航目的。特别是对装有北
极星火箭的核动力潜水艇导航目的而进行多普勒频率的测量。
该卫星能连续播送 １５０ 兆赫和 ４００ 兆赫的双频导航信号（采用双频是为
了修正电离层对导航信号的折射影响）。用户从测得无线电信号的频率变化
（多普勒频移）中计算其相对于卫星的速度，根据这个速度和卫星发送的轨
道参数与时间信号，即可算出自射的地理位置。卫星的轨道参数是由地面上
几个跟踪观测站同时进行测量和计算，通过注入站发往卫星的。“子午仪”
导航星的定位精度一般为 ４０～５０ 米。１９６４ 年 ７ 月美国组成了导航星网并正
式投入使用。卫星网有 ５—６ 颗卫星组成，用户大约每隔 １．５ 小时才能收到一
次导航信号，因此，不能做到随时定位。
最先进的导航卫星系统
世界上最先进的导航卫星系统，是美国的“导航星”全球定位系统。该
系统由卫星网、地面控制站和用户设备三大部分组成，卫星网有 １８ 颗卫星组
成，均匀地分布在 ６ 个轨道面内。轨道高度为 ２ 万公里，倾角 ６３°，周期约
１２ 小时。这样的卫星网可使任何地点或近地空间的用户，能同时接收到至少
４ 颗卫星的信号，以保证全球覆盖、三维定位和连续导航。该系统的定位精
度为 １６ 米，测速精度优于 ０．１ 米／秒，授时精度优于 １ 微秒。
“导航星”全球定位系统，是美国国防部在海、空军导航卫星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于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制定的一项美国三军统一使用的国防导航卫星计
划。为了发展该系统，美国防部专门成立了联合办公室。整个计划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方案论证阶段，主要是设计论证方案并于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年发

射 ４ 颗导航星进行试验。第二阶段是改进试验阶段，１９８０ 年完成了试验任务。
第三阶段是工作阶段，即全面展开该系统的工作并投入使用。
第一颗雷达型海洋监视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雷达型海洋监视卫星，是苏联的“宇宙 １９８”。该卫星于
１９６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丘拉坦航天发射场发射，轨道倾角 ６５．１ 度，运行周
期 ８９．８ 分，近地点 ２６５ 公里，远地点 ２８１ 公里，使用寿命 １０ 年。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又发射了第二颗试验型卫星——“宇宙 ２０９ 号”。自 １９７３ 年后即进
入实用阶段。雷达型海洋监视卫星是苏联发展的重点。这种卫星能有效地发
现和监视海上目标。
第一颗电子型海洋监视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试验型海上电子侦察海洋监视卫星，是美国的“一箭四星”
卫星。１９６８ 年开始研制，于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成功。
这次发射，是采用卫星平台携带 ３ 颗子卫星，由一枚长贮箱加大推力的“雷
神一阿金纳 Ｄ”运载火箭发射，进入高度为 １０００ 公里、倾角为 ７０ 度的近圆
轨道后，３ 颗子卫星从卫星平台（母卫星）上弹出而进入与母卫星极为相似
的平行轨道上，三者相互之间的轨道平面间隔为 ３０ 公里。
在第一颗海洋监视卫星试验的基础上，于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正式使用了第一组
“白云”号电子侦察海洋监视卫星。主要用于监视海上舰只和潜艇活动，侦
察舰艇上雷达信号和无线电通信。
第一颗专用测地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专用测地卫星，是美国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发射的“安娜”
１８ 号。该卫星运转重量 １６２ 公斤。卫星上装有闪光灯、多普勒信标机和雷达
应答机。两对 ８１５２ 坎（８０００ 烛光）的闪光灯由地面遥控指令启动闪光，每
昼夜发 ２０ 组闪光信号，每组闪光 ５ 次，供地面观测站拍摄。主要数据：直径
１．２２ 米、轨道倾角 ５０．１４ 度、运行周期 １０７．８４ 分、近地点 １０８５ 公里、远地
点 １１７０ 公里、寿命 ５００ 年。该卫星由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委托发射。主要
任务为了军事目的计算地球表面上各个点的位置，其精度达±１０ 米。由于“安
娜”１ 号于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发射失败，所以“安娜”１Ｂ 号即为第一颗专用
测地卫星了。
“安娜”测地卫星的研制工作是从 １９５８ 年开始的，首先由美国国家航空
与航天局负责。陆、海、空三军参加制定了计划。尔后由霍普金斯大学应用
物理实验室研制。最后以参加单位的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所组戍的缩写
“ＡＮＮＡ”（音译“安娜”，即陆军、海军、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和空军）来命
名。于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发射。在研制过程中，为了保密，国家航空与航天局于
１９６０ 年将研制计划移交给了国防部，国防部又指定海军武器局负责卫星计划
的实施。所以“安娜”卫星实质上是由海军武器局承办的。苏联于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 ２０ 号才发射了第一颗“宇宙”号测地卫星，比美国约晚 ６ 年。

第一颗预警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预警卫星，是美国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发射的“迈达斯”２
号。“迈达斯”１ 号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发射失败。“迈达斯”２ 号的主要数据
是：运转重量 １６００ 公斤、轨道倾角 ３３．００ 度、运行周期 ９４．３４ 分、近地点
４６７ 公里、远地点 ５１５ 公里、寿命 １０ 年、运载火箭阿特拉斯一阿吉纳 Ａ、发
射地点卡纳维拉尔角、采用能探测 ２．３ 毫米红外辐射的常温硫化铅探测器。
该卫星由美国空军委托发射。
“迈达斯”计划，亦称“导弹防御预警计划”。其研制工作几乎同照相
侦察卫星研制工作同步进行。由于卫星的研制和发射中碰到了许多未曾预料
的困难，主要是控制卫星在轨道上的相互位置使其保持一定间隔距离的装置
过于复杂。因此至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才发射第一颗，结果还是由于卫星未能进入轨
道而告失败。美国发射预警卫星的目的是增加预警时间以便战略打击部队实
施报复性打击有充分的准备。截止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 ５ 日，美国共发射了“迈达
斯号”卫星 １２ 颗。苏联研制导弹预警卫星要比美国晚得多，１９６７ 年才发射
第一颗试验型预警卫星，１９７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才开始发射实用性预警卫星。
第一颗弹道导弹预警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弹道导弹预警卫星，是美国的 Ａｎｏｎｙ－ｍｕｓ，于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
６ 日发射。截止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 ３ 日共发射了 ５ 颗，其中有 ２ 颗发射失败。这种
卫星使用“宇宙神一阿金纳 Ｄ”运载火箭发射，发射地点是卡纳维拉尔角。
卫星上装有红外探测器和电视摄像机。发射时卫星首先被射入倾角为 ２５～３０
度、高度为 ２００～３００ 公里的近地轨道，然后运载火箭再次点火把卫星送上转
移轨道，最后卫星进入倾角为 １０ 度左右、远地点约为 ４００００ 公里、近地点约
为 ３２０００ 公里的准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轨道远地点在赤道北面的上空，基本
上可覆盖苏联全境，只要部署两颗即可随时发现苏联境内导弹发射情况。
弹道导弹预警系统计划是迈达斯计划之后的一项过渡性预警卫星计划。
这一计划为美国部署工作型预警卫星打下了基础。
最早的综合导弹预警系统
美国自执行弹道导弹预警系统计划之后，又开始编制“国防支援计划”，
即“６４７”计划，部署综合导弹预警系统。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至 １９８４ 年底使
用“大力神 ３Ｃ”运载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了 １４ 颗地球同步轨工作型导
弹预警卫星。
综合导弹预警卫星由一个锥顶圆柱体和一部红外望远镜组成。能在 ８～
１２ 秒钟内对地球表面上某一特定地区扫描一次，可以确定出红外源是不是飞
行中的导弹，在 ５０～６０ 秒钟内就能将其鉴别。在导弹发射后 ９０ 秒钟，卫星
便能向设在美国本土或澳大利亚的地区接收站传送导弹警报信息。
综合导弹预警卫星的发射过程大致与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卫星相同。卫星
首先进入近地轨道，尔后进入转移轨道，最后再进入地球同步轨道。
发射卫星最多的国家

世界上发射卫星最多的国家是苏联，其次是美国。自 １９５７ 年至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这两个国家共发射了各种卫星 １９７７ 颗，其中苏联 １３４８ 颗，美国 ６２９
颗。
苏美两国发射各种卫星的数量
种类
照相侦察卫星
电子侦察卫星
海洋监视卫星
早期预警卫星
导航卫星
通信卫星
气象卫星
测地卫星
攻击卫星
总数

苏联
５６８
１３７
３９
３０
６６
３９３
６４
１６
３５
１３４８

美国
２３７
８０
１８
４５
３９
１１８
７３
１９
６２９

最早的航天站
航天站，是载人或可接受航天员巡访的航天器。这类航天器能在天体（月
球、地球等）的人造卫星轨道上长期运行。世界上第一个航天站，是苏联研
制的“礼炮”号，于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送上轨道。其近地点为 ２００ 公里，远
地点为 ２２２ 公里，倾角 ５１，６°航天站与航天飞般“联盟”号对接后，其质
量为 ２５．６ 吨。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发射了航天飞船“联盟—１０”号，其乘员为
Ｂ·人·沙塔洛夫，Ａ．Ｃ·叶利谢耶夫和 Ｈ·Ｈ·鲁卡维什尼科夫。”联盟—１０”
号和“礼炮”号相互机动飞行后对接成功。这种状态的飞行持续了 ５ 小时 ３Ｏ
分钟后，“联盟—１０”号与“礼炮”号分开并在规定的苏联地区着落。１９７１
年 ６ 月 ６ 日发射了“联盟—１１”号飞船，航天员是 Ｔ·Ｔ·多布罗沃尔斯基、
Ｂ·Ｈ·沃尔科夫和 Ｂ．Ｈ·帕察耶夫。一昼夜后，完成会合，对接及乘员组进
入航天站。乘员组在航天站逗留的 ２３ 昼夜中完成了大量而复杂的综合科技实
验和研究任务。６ 月 ３０ 日，“联盟—１１”号和航天站分开，返回地球时，由
于回收舱漏气，航天员全部死亡。１０ 月 １１ 日按地面指令“礼炮”号航天站
进行制动，进入稠密大气层后陨毁。
美国航天站“天空实验室”是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用
“土星—５”号运载火箭送入近地轨道（近地点高 ４３４ 公里，远地点高
４３７ 公里），运行周期 ９３ 分钟倾角 ５０”。在轨道上重 ７７０ 吨，长 ２４．６ 米，
最大直径 ６．６ 米。利用改进型的“阿波罗”航天飞船的基本航段光将乘员送
入轨道，并返回地面。自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 ８ 日，曾先后把 ３
个探险队发送上“天空实验室”，第一个探险队（ｃｈ·康拉德，Ｐ·韦茨 Ｊ．
克尔温）在“天空实验室”年度过 ２８ 昼夜。第二个探险队（Ａ·比恩 Ｊ．劳斯
马 ０·加里奥特）度过 ５９ 昼夜。第三个探险队（Ｄ·卡尔、Ｕ·波乌格、Ｅ·吉
布松）度过 ８４ 昼夜。按计划“天空实验室”航天站将在轨道上运行约 １０ 年，
但因具各种缺陷，于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进入稠密大气层而烧毁。

目前规模最大的太空实验室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１ 时（美国东部时间），耸立在美国肯尼迪航
天中心 ３９ 号发射台上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开始了它的第六次航天飞
行。装在“哥伦比亚”号货舱内的“太空实验室”，是世界上目前规模最大
的“大空实验室”。
“太空实验室”是由欧洲航天局负责研制的一种载人的、可重复使用的
空间实验装置。整个“空间实验室”计划于 １９７３ 年，欧洲航天局的 １１ 个参
加国为它的研制耗资约 １０ 亿美元，它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国际空间科学合作项
目。该实验室是由标准构件组合而成，组合形式可视各种不同的实验需要而
定。标准构件有密封科学舱和托盘两种。密封科学舱呈圆筒形，长约 ７ 米，
直径约 ４ 米，内装实验所需的各种仪器设备，由科学家在其内工作。这次首
航的“大空实验室—１”采用的是一个密封舱与一个托盘的组合。按设计要求，
“太空实验室—１”的使用寿命可达 １０ 年，使用中它还可以根据需要重新组
合。
“太空实验室”这次历时 １０ 天 ２８ 个小时的科学实验飞行中，科学家们
进行了由 ４ 个国家提出的 ７３ 项实验达数百次，实验内容涉及面很广，包括大
气学、气候学、地球学、天文学、医学、生物学和冶金学等很多方面，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如：在作向内耳喷热冷水的平衡的功能试验时，发现曾于 １９１４
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关于内耳和人体平衡关系的医学理论是错误的；在失
重环境中，专家们利用大功率熔炉炼制出独一无二的高强度轻合金——锌铝
合金；通过对地球高层大气进行探测，在 １００—１５０ 公里的高空发现了二氧化
碳；在 ２４９ 公里高空发现了重氢（氘）；用一台大功率的测量摄影机，对地
球各地区拍摄了近千张 ２３ｘ２３ 厘米照片，其分辨力为 １０ 米；科学专家用一台
调射线望远镜摄象机搜集了大量关于遥远恒星的生命和死亡情况的详细资料
等等。
通过这次“太空实验室”首航，带回了大量的图片，生物样品和新材料，
收集了近两万亿倍的计算机的信息。这些空间资料是美国 １９７３ 年发射的“天
空实验室”飞行半年所获资料的 ５０ 倍，足够科学家们为此忙上 １０ 多年。
最先进的航天站
世界上最先进的航天站，是苏联发射的“和平”号航天站。
“和平”号航天站于 １９８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用“质子”火箭发射进入轨道，
这是苏联的第三代航天站。３ 月 １５ 日，联盟号 Ｔｌ５ 号飞船与它对接，航天员
及工程师等人进入“和平”号航天站工作。７ 月 １６ 日，宇航员基齐姆和索洛
维约夫结束了 １２５ 天的宇宙飞行，回到地面。“和平”号目前仍在太空自动
飞行。
“和平”号航天站是一个基础舱，重达 ２０ 吨，加压舱容积为 １３８ 立方米，
它有 ６ 个接口，可以组合成一个大容积的永久载人航天站。其中的 ４ 个接口
可分别与 ４ 艘“宇宙”号飞船对接，另外的 ２ 个接口用于接纳“联盟”号飞
船或“进步”号货船。如果被接的飞船侧向再与另外的航天站对接，这样，
它的组合体将越来越大，可以形成太空村镇或城市。

“宇宙”号飞船重 １９．８ 吨，加压舱容积达 ７０ 立方米，它的返回舱可把
４５０ 公斤重的物品带回地面。“联盟”号飞船和“进步”号货船为航天站运
送人员和物品。“和平”号航天站组合成功后，加压舱容积达 ５１０ 立方米，
电源功率为 ２３ 千瓦，可为 ２０ 人提供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和平”号航天站内有三个车间，即材料加工车间、新型晶体车间和合
金生产车间。并有一个专门用于对地观测：（主要为矿产和渔业等国民经济
部门提供资料）和对地面进行军事侦察。在“和平”号航天站的一个对接口
上，有一艘随时准备在航天站发生意外情况时携带航天员逃逸的飞船。“和
平”号航天船还可以作为向月球或其它行星发射载人飞行器的基地。
“和平”号航天站还有一个豪华的生活场所，它第一次使航天员有单人
房间，房间内有睡袋、椅子和桌子，航天员可随时伏案书写航行日记。还可
以随时用桌子上的电炉烹调：自己食用的食物。由 １２ 人组成的定期轮换的标
准航天队伍，可长期舒适地在站内生活和工作。
“和平”号航天站的上夭是苏联航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
苏联在建立永久性航天站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而美国的永久性航天站预计
要到 １９９４ 年才能初步建成，将比苏联迟 ８ 年。“和平”号航天站的发射成功，
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美国《洛杉矶时报》惊呼：“它将使美国在载人
航天方面比苏联落后 １０ 年”。
第一个军人宇航员
世界上第一个军人宇航员，是苏联空军少校尤里·加加林，也是世界上
第一个宇航员。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莫斯科时间上午 ９ 时 ７ 分，在邦克努尔飞船发射场，
一支有 ６ 个发动机的重型火箭发射了。在未级火箭的顶端连着一个直径为 ２．３
米的球星容器，这就是“东方”１ 号宇宙飞船。在球形容器中坐着世界上第
一个字航人——苏联空军少校尤里·加加林，当时他刚满 ２７ 岁。他头戴一顶
白色的飞行帽，身着一套笨重的增压服，外套一件衣裤相连的橘色工作服，
躺在一个弹射座椅上。供给座舱的空气来自装在设备舱内的氧气瓶和氮气
瓶，所供空气的大气压等于正常大气压。
“东方”１ 号是苏联载人宇宙飞船的第一艘，它连同未级火箭在内，总
长 ７．３５ 米，重 ４７２５ 公斤。其轨道参数：近地点高度 １８１ 公里，远地点高度
３２７ 公里，轨道倾角 ６４．９５ 度。航天员在弹射椅上着密闭服飞行，生命保障
系统可供飞行员 １０ 昼夜。航天飞船既可用自动控制系统进行自控，也可由航
天员手控。飞行按预定的时间，在轨道上启动发动机离开运行轨道。再入装
置反推发动机关车以后脱离飞船，沿弹道轨道在气动阻力作用下飞行。在高
度约 ７ 公里时，航天员弹射出来并以降落伞着陆。
飞船在绕地球的轨道上总共飞行了 １０８ 分钟，其中 ８９ 分钟加加林是在失
重状态中度过的，他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而经受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验。他
从飞船上报告说，“飞行正常，经受失重状况的情况良好”。从而证明了，
人体机能完全能胜任火箭起飞时的超重负载，也能适应宇宙飞行中的失重环
境。
在绕地球飞行一周后，加加林安全地降落在莫斯科东南 Ｂ０５ 公里的萨拉
托夫。当时，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他的照片。加加林成了苏联的

一位英雄，获得了列宁勋章和一枚金质十字章。不幸的是，他于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一次意外的飞机失事中遇难，终年才 ３４ 岁。
后来苏联政府决定，在加加林凯旋归来时途经的地方一莫斯科繁华的列
宁大街上，建立一座加加林纪念碑，碑高 ４０ 米，上面站立着 １２ 米高的加加
林塑像。
第一个携安全带在太空漫步的军人
世界上第一个携安全带在宇宙空间漫步的军人，是苏联的 Ａ·列昂诺夫
中校（１９３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生）。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他与 Ｐ·别利亚耶夫一起乘
“上升 ２ 号”宇宙飞船在拜克努尔升空。格林威治时间 ８ 时 ３０ 分，列昂诺夫
离开座椅，穿好宇宙服，身背氧气筒，关上了他后面的舱门。然后，抽出了
室内的空气，当取得了真空平衡之后，外舱门打开了，列昂诺夫从室内爬了
出来，进入了宇宙空间，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在太空行走的人。他在宇宙空间
的动作过程很象是潜水员从潜水艇中进入海底，只不过潜水员通过的是一个
水闸，但是危险性前者要大多了。由于飞船和宇航员都处于失重状态，空间
散步不是在走，而是在飘，动作稍有疏忽。宇航员会飘离飞船而永远回不来。
为了保证安全，一根长 ５ｍ 的缆索把宇航员紧紧栓住，缆索中的电话线保证了
舱内外两名字航员通话，电缆线还把舱外宇航员在宇宙空间的一切生理感
觉，生物功能测量数据传回坐舱并发回地球。列昂诺夫在空中停留了 ２０ 分钟
后，由原通道回到舱内。在 ２０ 分钟内，他飘了 １２ 分 ９ 秒，从发回的电视图
像上看，他的动作笨拙得可笑，但是证实了人是可以在宇宙空间中停留并活
动的，这为以后的宇宙航行积累了经验，开创了人类在宇宙漫步的先例。同
年 ６ 月，美国航天员爱德华，还特地利用同样的方法走出了“双子座”宇宙
飞船，在宇宙空间逗留了 ２１ 分钟。
最先不携安全带在宇宙漫步的人
世界上最早自由自在在宇宙间行走的人，是美国宇航员麦坎德利斯和斯
图尔特。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 ３ 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开始了第四次飞行。飞行中宇航
员麦坎德利斯和斯图尔特身穿配有喷气推进背包的新型航天服，离开航天飞
机进行了世界上首次不系安全带的太空自由行走（即他们与母机之间没有安
全带相联），曾离开母机 ９１ 米，他们环绕地球运行的速度是每小时约 ２８０００
公里。并进行了检修太阳活动峰期卫星进行了演习。由此，人们也称之谓世
界上第一颗“人体卫星”。
最先登上月球的人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５ 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瓦帕科内塔的尼尔·奥尔登·阿姆斯
特朗参加阿波罗 １１ 号登月飞行。１９６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３ 时 ５６ 分（法国时间），
降落在月球“宁静海”地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跟他一起去
的另一位宇航家埃德温·奥尔德林。奥尔德林于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出生在美
国新泽西州蒙特克莱（Ｍｏｎｔｃｌａｉｒ）市，在他们登月的同时，迈克尔·科林（１９３０

年加月 ３１ 日生于罗马）在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的机舱内，正沿着月球的轨道飞
行。
ＬＥｗ 或 ＬＭ（命名为“鹰”号）登月舱是 １９６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１ 时 １７ 分（法
国时间）抵达月球，２１ 小时 ３６ 分 ４６ 秒钟之后，即于 ７ 月 ２１ 日 １８ 时 ５４ 分
离开月球，阿波罗 １１ 号火箭是在当时时间 ７ 时 ７ 分（当地时间）从肯尼迪角
发射的。
阿波罗登月计划是美国最大的航天计划，投入的人员达 ３７６０００ 人，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 年间的费用开支达 ２９５ 亿法郎。
航天载人之最
自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苏联“东方”号飞船首次载人以来至 １９８７ 年这 ２６
年间：
▲载人航天飞行次数最多的国家是苏联，为 ６３ 次。其次是美国，５５ 次，
绕地球飞行共 １０ 万圈，耗费的代价约为 ２０００ 亿美元。
▲参加航天飞行次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为 １９６ 人（次）；其次是苏联
１３２ 人次。另外，还有 ３ 名西德人，２ 名法国人，１４ 名来自其它一些国家，
他们分别在美国和苏联的宇宙飞船中飞行。在 ３２８ 人（次），２０３ 位宇航员
中，妇女有 １０ 名。
▲参加航天飞行次数最多的个人是弗拉基米尔，在苏联进行的 ６３ 次航天
飞行中，至少有 ２２ 次都有名叫弗拉基米尔的人参加。尽管如此，从来没有两
个叫做弗拉基米尔的人同时参加一次飞行。弗拉基米尔，这个名字的含义是
“世界的统治者”。
▲航天飞行中年龄最大的宇航员是卡尔·希奈兹。他耐心地等待了 １８
年，最后在他 ５８ 岁的时候首次进入了太空轨道。年龄最小的是格尔曼·季托
夫，２５ 岁时飞向了太空；
▲世界上在太空停留时间最长的宇航员是瓦列里·柳明，他要算是最常
来常往的太空人了。他 ３ 次参加飞行，在太空总共停留了 ３６１ 天。
▲第一个女宇航员，是苏联的娃伦蒂娜·杰列什卡娃。她于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格林威治时间 ９ 时 ３０ 分乘坐“东方六号”飞船在丘拉坦基地发射，
于 ６ 月 １９ 日 １８ 时 １６ 分返回地面，她在空中飞行 ３２ 天 ２２ 小时 ４６ 分，绕地
球 ４８ 周，即飞行了 １９７．１ 万公里。
▲第一个航天遇难者是苏联宇航员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科马洛
夫。他乘坐“联盟—１ 号”飞船于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发射，这艘飞般在轨道
上运行了 ２５ 小时 ３０ 分时后返回地面，但在最后的下降时，由于一个降落设
备失灵而坠毁，宇航员科马洛夫遇难。
▲在太空一次生活和工作时间最长的人，是苏联航天员尤里·罗曼年科。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１２ 月 ９ 日，罗曼年科在太空绕地球飞行 ５０００ 多圈，进行
天文物理学、工艺学、地球物理学等科目的 １０００ 余次试验，连续飞行了 ３２６
天后才返回地面，创造了航天史上的最长纪录。罗曼年科刚返回地面时，没
有使用为他准备的担架，并在第二天就和妻子一道出去散步。
第一部描述太空旅行的电影

１９２８ 年德国乌发电影公司拍摄了世界上第一部描述太空旅行的电影—
—“月球少女”，拍摄中聘请火箭和太空研究的先躯者奥伯特担任技术顾问。
奥怕特为此专门设计制造了一枚液体燃料火箭供拍摄使用，并同意在影片首
映式开幕时发射，以加强制片的宣传。由于试验中液氧储箱和管道渗漏，发
生爆炸，只好放弃发射计划。该片导演兰（ＦｒｉｔｚＬａｎｇ）为这部影片中火箭发
射的镜头设计了倒数计数法（３、２、１ 发射），以加强戏剧效果，结果这办
法，被火箭专家们在实际操作中普遍应用，一直沿传至今。
第一架航天飞机
世界上第一架航天飞机，是美国制造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
６０ 年代，人类制造了宇宙飞船，实现了遨游太空的美好愿望。之后十几
年来，人们感觉这种航天活动代价太高，一次发射的费用就达十亿美元之巨，
而且无法重建使用。有人估算，目前把一公斤重的物体发射到低轨道的成本，
用现在的多级运载火箭约需 ６０００ 美元，用第一代航天飞机约需 １０００ 美元，
而用第二代航天飞机仅不到 １００ 美元。因此，为了开展大规模的航天活动，
就必须研制出经济的航天运输系统。鉴于以上原因，在完成“阿波罗”登月
飞行之后，于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美国宇航局。‘航天飞机工作组”正式宣告成立。
此后，就开始研制集火箭、飞船和飞机之大成的“整体发射回收飞行器”，
后定名为“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５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
讲话，集中 ４７ 个州 ５ 万名技术人员，支持研制航天飞机，１９７６ 年进入总装
和试验阶段，于 １９８１ 年初研制完毕，它由美国洛克威尔国际公司承包，耗资
１２ 亿美元，美国五角大楼承担了研制经费的六分之一。美国空军积极参加研
制改进、试飞等工作。为了保障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研制成功，１９７６ 年 ９ 月
还生产了一架实验型航天飞机“企业”号，以获取必要资料。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起飞时，能象火箭那样瞬间冲向大空。进入轨
道后，它又能象飞船那样绕轨道正常运行，返航时，它又可象飞机那样在大
气里滑翔，在普通机场降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
主要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由一个短而宽，外型类似一架三个角形后掠
翼的喷气客机的太空轨道飞行器。它分前、中、后 ３ 舱，前面是密封的驾驶
员舱，内部保持常温常压，因此不论是驾驶员或是研究人员；均无需穿着那
种有碍于手脚的宇宙服。中间是载重达 ３０ 吨货舱，装有大型天文望远镜，向
空间发射与回收卫星亦均在这一部分进行。后舱装有 ３ 台氢氧发动机，全机
重 ７５０ 吨，它是航天系统的核心部分。第二部分是一个又粗又长的为轨道飞
行器供应推进剂的，可以抛掉的外部燃料箱。第三部分是两个并列的提供初
始上升推力的，可以回收再用的固体燃料运载火箭。“哥伦比亚”号航天飞
机的各种数据是：性能：飞行速度 ７．８—７．９ 公里／秒（太空 １．２ 公里／秒、高
度 ４５ 公里），着陆速度 ３５０ 公里／小时：重量，起飞重量 ２２２７ 吨，飞机总重
１１４０ 吨；外贮箱载推进剂 ７２０ 吨（液氧和液氢），有效载荷 ３０ 吨；动力：３
台液体火箭主发动机推力为 ３Ｘ２００ 吨（海平面），２ 枚固体燃料火箭推力为 ２
×ｌ２００ 吨（海平面）；尺寸，机长 ３７ 米，机高 １７．３ 米，翼尾 ２４ 米，固体
火箭助推器长约 ４５．５ 米，直径 ３．７ 米；外贮箱长 ４７ 米，直径 ８．４ 米，机舱
总体积 ７２ 立方米；货舱长 １８ 米，直径 ４．８ 米；乘员可载 ７—１０ 人。
航天飞机的大体工作过程是：在 ３ 台液氢、液氧主发动机的推动丁’缓

缓起飞，３ 秒钟后再点燃固体运载火箭，２ 分钟后，固体火箭完成任务，从外
部燃料箱两侧脱开，经降落伞系统减速，最后落入海中，待回收船将它拖回，
整修后供下次使用。飞行 ６ 分钟后，飞行器的三台发动机熄火，燃料箱被投
弃于大西洋。在适当的高度上，起动轨道后舱两侧的两台轨道发动机，将轨
道器迭入环绕地球的飞行轨道。整个试验飞行最关键、最紧张的阶段是返回
大气层。飞行器返回时，需要从每秒 ７７００ 米的速度降为每秒 ８８ 米，这时空
气阻力会使飞行器外壳的温度升至摄氏 １３００ 度以上。离地面 ９３ 公里的时候，
由于空气的密度逐渐增加，可以象滑翔机一样滑翔前进，在最后的几分钟里，
飞行器投掉轨道发动机，在 ９０ 米高度时，它放下起落架，然后在加利福尼亚
州的沙漠里降落。
航天飞机是美国 ８０ 年代空间规划的中心和主要宇宙飞行项目，用途极其
广泛，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人造卫星送入轨道。由于大批商业卫星被送入轨
道，将使电视节目、商业通讯、报纸出版、医疗诊断以及救灾等方面的工作，
得到彻底改观，同时“电子邮政”也将提上日程。如将实验室、小型工厂送
入室间，利用那儿的无茵环境以及低温、失重等条件生产各种特需的医疗器
械与科学用器，那更是理想佳境。利用航天飞机对卫星进行检修、回收以及
接送人员和补充给养，必将成为它的日常工作内容。它也能对敌方的洲际导
弹和卫星等进行拦截。军事上，美国迄今的四架航天飞机可以组成一个多次
使用的宇宙飞行船队——新军种“太空军”的雏形。进行各种军事活动。发
射便宜，且生命力极强，可重复使用 １００ 次以上。
处女航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于 １９８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上午 ７ 时正（格
林威治时间 １２ 时正）由两名字航员驾驶：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角肯尼
迪航天中心发射上天。指挥员是老将约翰。扬。当年他 ５０ 岁，是位退役的海
军上校，他曾登上过月球，这次是他第五次回太空飞行。副驾驶员罗伯恃·克
里平是一位 ４３ 岁的海军上校，从航天飞机开始建造起，他就参加了这项研制
和试验工作。于 ４ 月 １４ 日 １３ 时 ２１ 分（格林威治时间 １８ 时 ２１ 分）在美国加
利福尼亚爱德华空军基地安全着落。飞行历时 ５４ 小时 ３０ 分钟，绕地球 ３６
周。
自美国试制航天飞机后，世界上许多国家也相继投入了设计和试制，苏
联于 ７０ 年代初开始设计方案，１９７８ 年，第一架航天飞机已出现在亚拉但火
箭发射中心的发射台上，由于质量问题未能发射；法国，１９８５ 年 ６ 月上旬，
赫姆斯号航：天飞机的模型在巴黎举办的第 ３６ 届国际航空与航天展览会上首
次展出，预计 １９９７ 年能研制成功投入使用；英国，１９８４ 年在法恩巴勒国际
飞行博览会上展出了霍托尔航天飞机的模型，预计 ２０００ 年前飞向太空；西
德，早在 １９６１ 年就开始设计和制造航天飞机，由于技术力量不足和资金缺乏
一直停滞不前；日本，１９８２ 年就研制出了航天飞机模型，正式航天飞机最早
可望在 １９９５ 年从鹿儿岛县的浦鹿儿岛宇宙中心飞向太空。
第一次军事飞行的航天飞机
世界上航天飞机第一次军事飞行是美国的“发现号”航天飞机。“发现
号”航天飞机是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１４ 时 ５０ 分（北京时间 ２５ 日 ３ 时 ５０ 分）
在卡纳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起飞上天的，它绕地球飞行 ４７ 圈，并施放了
“信号情报”卫星（布置在苏联以南赤道上空约 ３６０００ 公里的同步轨道上）。

航天飞机于 ２０ 日返回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这架航天飞机载有 ５ 名军
人乘员组和一颗：‘信号情报”卫星。５ 名军人机组人员是：指令长（海军
上校托马斯·马丁利），驾驶员（空军中校洛伦·施莱弗）载荷专家（海军
脑战队中校詹姆斯·克利、空军少校埃利森·奥尼米卡和加里·佩顿）。“信
号情报”卫星，是一颗高级的间谍卫星，它能跟踪苏联的导弹试验，截取苏
联的遥测、电台广播及雷达发出的信号，并能监听欧、亚、非广大地区的通
信联系。它比美国现有的电子侦察卫星收集情报的能力大 ２～３ 倍。
“发现号”航天飞机这次飞行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确切的发
射时间至起飞前 ９ 分钟才宣布。航天飞机的运行始未，不准记者监听宇航员
和地面的通信联系，全部的通信内容均采用密码，并取消了常规飞行每 ８ 分
钟发布飞行进展情况的简报，机组人员在运行过程中进行了军事试验。
第一架失事的航天飞机
世界上第一架失事的航天飞机是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升空约 ７５ 秒钟后，突然爆炸。失事的主要原因是，“挑战者”号
发射升空约 ６０ 秒钟后，挂在外燃料箱上的一枚助推火箭的密封装置破裂处喷
出火焰，射向外燃料箱中的液态氢容器，（立刻把容器烧成一洞。液态氢向
外喷射达 ８ 秒钟之久，随后，助推火箭松脱外燃料箱，紧接着，巨大的外燃
料箱发生猛烈爆炸，包括宇航员密封座舱在内的轨道器被炸飞离外燃料箱。
据当时拍摄的录像来看，座舱是完整的，只是稍受飞离的助推火箭尾部喷出
的火焰的冲击。座舱以极快的速度坠落进入大西洋时，才在水面上被击碎，
座舱中七名机组人员遇难，这是航天史上最大·的事故，也是损失最大的一
次航天事故，其损失金额达 １４ 亿美元（航天飞机 １２ 亿美元，携带的卫星达
２ 亿美元）。
事发后，美国政府组织了庞大的打捞队伍，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
残骸进行了打捞。至 ８ 月 ２８ 日为时 ７ 个月的搜索和打捞工作，宣告结束（最
后 ３ 艘打捞船只 ２８ 日返港）。这次打捞共动用了 ６０００ 余人，５２ 架飞机，３１
艘船只，１ 艘核动力潜艇，２ 艘 ４ 人潜艇，５ 艘无人驾驶潜水器和 １１５ 名潜水
员。共搜索了卡纳维拉尔角东北 ６４ 公里和 ４２９ 平方公里的海底。已打捞上了
１１，１１３２ 公斤重的残骸，其中有机组人员的尸体、座舱残骸以及可证明航天
飞机爆炸原因的助推火箭连续环等。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后，里根总统为了继续执行战略防御的决心，
立即正式宣布增建航天飞机和加速第二代航天飞机的研制。特别是第二代航
天飞机。这是改善和加强太空运载能力的根本措施，是决定战略防御计划是
否可行的关键项目。第二代航天飞机“东方快车”，具有第一代航天飞机无
可比拟的优点，可在普通跑道上起降，用它发射、回收卫星比第一代航天飞
机既安全可靠又经济得多，其发射费用大约为目前的二十分之一。这个项目
总投资约需 ２００ 亿美元，技术上还存在着许多难点，国会中也有一定的阻力。
原子弹之父
奥本海默被世人称为原子弹之父。他出生于 １９０４ 年，曾先后在格廷根、
莲登、哥本哈根和苏黎世等科技发达的城市攻读物理学，１９２９ 年后，他又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
１９４１ 年，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在美国总统指导下，成立了原子弹研究
所，开始研制原子弹。为了保密，把研制工程叫作“曼哈顿计划”，奥本海
默被任命为该项工程的总负责人。１９４５ 年，他与几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
家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 １８ 日，奥本海默因患癌症逝世。
第一座实验性核反应堆
自从人们从化学实验中发现物质是由分子组成，分子是由原子组成之
后，一直在思考着怎样把一次涉及到几十亿个原子的链式反应中释放出来的
总能量加以利用，制造出威力巨大的武器，令人望而生畏。１９４２ 年，美国政
府为研制核武器，收罗流亡在美国的一大批科学家，率先成立了研究原子能
的庞大机构，同时在芝加哥大学的斯塔格运动场的西看台底下，建起了世界
上第一座著名的实验性核反应堆。整个建造工作由 Ｅ·费米领导。这个铀—
—石墨反应堆，宽 ９ 米、长 １０ 米、高 ６．５ 米，内装铀 ５２ 吨（含 ６ 吨金属铀，
其余为铀的氧化物），一层铀夹一层石墨，共装 ５７ 层，上面有个洞，插入镉
的控制棒。这个装置总重量达 １４００ 吨。由于该装置量象堆，又为了保密，故
把它叫“堆”，并一直沿用到今天。当年 １２ 月 ２ 日进行了点火，下午 ３ 时
３６ 分，裂变反应开始，链式反应持续 ２８ 分钟，到 ４ 时 ４ 分止，控制杆回到
原位，首次制造出 ０．５ 克钚。这是人类第一次实现了人工控制的核反应，从
而在实验上证明了链式反应理论的正确性，为研制原子弹提供了实验根据，
为建造大配实用的核反应堆铺平了道路。随后，大型实用的核反应堆建造成
功，并昼夜不停地为制造原子弹生产裂变材料。前后经历了 ３０ 多个月。耗资
２０ 多亿美元，终于生产出几千克裂变材料，装配了世界上第一批原子弹。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成功。
这次爆炸威力达两万吨梯恩梯当量。
第一个钚—２３９ 工厂
钚一 ２３９ 是原子弹的一种装料。美国在研制生产铀一 ２３５ 的同时决定在
汉福莱特，建造生产钚一 ２３９ 核装料的工厂。这项艰巨的工程由美国加利福
尼亚大学的格林·Ｔ·西伯格博士领导的小组承担制备微量钚—２３９ 的任务。
开始，钚—２３９ 是用回旋加速器生产的，它是一种实验方法，每天只能生产
几个针箍大的小块，不适用于大量生产。截至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仅仅生产了 ２ 毫
克。为此，康普顿于 １２ 月 １３ 日，写信给康南特，并将副本交给了格罗夫斯，
信中说：“我同样地渴望您立即给予慎重的注意，在时间问题上，假定能得
到连续不断的全力支持，１９４４ 年会交出一颗炸弹……”。这样就大力加快了
汉福莱特工厂的建造。
建造钚—２３９ 工厂工作极为重要紧迫，连罗斯福总统、史打生部长和马
歇尔将军也是这样认识，随后组成了一个比例适当和精明能干的小组来负责
这项复杂的工作。成员主要有马萨诸塞州工学院的 ｗ·Ｋ·刘伊斯博士、杜邦
公司的罗哲·威廉斯、Ｔ·Ｃ．格里和 Ｃ．Ｈ·格林瓦耳特等。现场的勘察是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进行的，原确定建造 ８ 个分离厂，后确定为 ４ 个，最后实际建成

的是 ３ 个。工程由杜邦公司承包，建厂前的准备工作就动用了 １００００ 多名合
同工。在建造的过程中，临时工棚内，最多时就住了 ６００００ 多职工。到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制造出了 ６０ 千克钚—２３９，为装填原子弹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个铀—２３５ 工厂
世界上第一个铀一 ２３５ 工厂是美国的克林顿工厂。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美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大量拨款和充分利用技术资源来制造原子弹的决
议。欲制造原子弹首先必须解决核装料。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政府
于 １９４２ 年决定由斯佩汀领导在依阿华州大学首先解决理论和技术问题。在此
基础上，曼哈顿计划总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同史东——威伯斯特公司签定了
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建造一座热功率为 １８００ 千瓦生产核裂变炸弹材料一铀
一 ２３５ 的工厂，亦称克林顿工程局。
克林顿工厂，位于田纳西州的安德逊和罗昂两县。它由若干个分工厂及
其附属设施和橡树岭镇组成。为长方形，其面积为 ２４０ 平方公里。橡树岭镇
居民最多时为 ７．５ 万人。跑磁分离厂（代号为 Ｙ—１２）、气体扩散厂（代号
为 Ｋ 一 ２５ 计划）是主要分厂之一。先后曾招集建筑工人达 ４０ 万人，其中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招雇的工人最多，达 ８２０００ 人。建造耗资约 ３．４ 亿美元，其中研究
费为 ２４ 万美元，工程费为 ６００ 万美元，运行费为 ２．４ 亿美元，运行动力费为
１０００ 万美元。负责计划橡树岭的建造和运行的主任几经更换，分别是罗怕
特·Ｃ·布来尔中校、托马斯·Ｔ·克伦夏中校、约翰·Ｓ·候德桑上校、瓦伦·乔
治中校等。
克林顿工厂在克服重重困难后，于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投入运行，并拟定
了在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制造出足够一颗原子弹的所需要核材料。７ 月 ２４ 日足
够的铀—２３５，运送到了洛斯一阿拉莫斯，用来装配投掷于日本的原子弹。
最早的原子弹制造
世界上最早的原子弹是美国在 ４０ 年代中期研制的第一批 ３ 颗原子弹。为
了保守秘密，当时取名为“瘦子”“胖子”“小男孩”。这 ３ 颗原子弹与现
在的原子弹相比，是相当原始的，在外形上与传统的炸弹相差无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紧张气氛中，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弗
里兹·施特拉斯曼利犹太女科学家利泽·迈特纳等，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
科学实践中发现，铀原子在中子轰击下，可以分裂成质量近乎相等的两半，
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一科学的发现，为制造新式炸弹提供了可能性。由
于纳粹德国疯狂迫害知识分子和犹太人，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逃离德国，其
中如科学巨人爱因斯但和杰出的原子物理学家迈特纳·特勒·西位德等。他
们很担心希特勒会利用这一新的发现来制造巨大的杀伤武器，于是，以匈牙
利和意大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和费密为首的一批流亡在美国的欧洲科学家，于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他们请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签署了一封信，提请美国总统
罗斯福注意这件事，并建议美国政府应支持铀核裂变的研究，以免在这一领
域中被法西斯德国领先。
当代华尔街的经济学家，罗斯福总统的朋友和私人顾问亚历山大·萨克
斯带着这封信拜见了总统，并进行了科学论证。在顾问的说服下，罗斯福总

统接受了这个建议，遂后决定戌立一个委员会，后又批准了一项大量拨款制
造原子弹的绝密计划，其代号叫“曼哈顿工程”。在制造头一批原子弹的过
程中，美国政府共投资了 ２０ 亿美元，先后动用了 ５２ 万人参加这项工程。规
模巨大的原子弹工程，昼夜不停地生产制造原子弹所用的裂变材料。将裂变
材料装配成了原子弹的工作，是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小镇洛斯一阿拉莫斯的
科学试验场秘密进行的，领导这项工作的是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后来他
被人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此项计划高度保密，连副总统杜鲁门也是在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罗斯福死后接任总统时才获悉的。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进行了首次实际试验。从此以后，世界上就核爆炸
声不绝于耳，蘑菇状烟云年年腾空。特别是 １９６２ 年，一年内在全世界就进行
了 １４３ 次核爆炸，平均不到 ３ 天就有一次。据瑞典国防问题研究所的统计，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８５ 年，这 ４０ 年中，全世界一共进行了 １５６７ 次核爆炸。
第一次核试验
世界上第一次核试验，是美国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阿拉默果尔多进行的
核试验。
经过几年的努力，于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初，美国装配成了第一颗原子弹。该原
子弹核装料为钚—２３９，是内爆式，定名为“胖子”。试验计划是 １９４４ 年春
制定，为了保守秘密，取名代号为“三一”３７８ 行动计划。
试验前，为了防止爆炸物扩散到广大地区，同时能够回收到大部分贵重
的钚，由巴布考克一威尔科克斯公司制作了一个很大的钢制容器，预定在容
器内爆炸。该钢瓶为整片钢板制成。内径为 ３．０５ 米，两头端盖之间长 ７．６２
米，内壳壁厚为 １５．２４ 厘米。为了把它从制造厂运送到新墨西哥州，只得装
在特制的加固过的车辆上，并仔细选定了铁路运输线。下火车后，又装在一
辆特制的装有 ３６ 个轮子的拖车上，拖运了 ４８ 公里，才到达了试验场。临近
试验时，奥本海默想，如果原子的爆炸威力达到 ２５０ 吨炸药，也会使铁瓶炸
裂，碎片抛掷到很远的地方去，发生附加危险，因此，临时改变了主意，将
原子弹安放在一个高 ３０．５ 米高的钢塔顶端进行试验。
７ 月 １６ 日 ５ 时 ３０ 分试爆开始，顿时出现了强烈的闪光，在半径 ３０ 公里
的地区内，其亮度相当于几个中午的太阳，随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持
续了几秒钟：接着这火球变为蘑菇形，并逐渐上升至 １００００ 余米的高度；爆
炸声在 １６０ 公里之外部能听到，距爆心 ２９０ 公里外的新墨西哥州锡耳佛城有
少量玻璃被震破：巨大的云团上升至 ５０００ 余米高的逆流层；巨大的冲击波，
把置于离爆塔约 ５００ 米的重 ２２０ 吨的巨大钢瓶冲歪，现仍保留在那里，作为
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见证；爆炸后形成了一个直径约为 ５００ 米、深约
为之米的碗形浅坑；其当量估计超过 １．５ 万吨梯恩梯当量。此后，西法罗伯
特·容克为此写了一本《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书，具体描述了第一次原子
弹试验的情形。这次试验的成功，使核裂变炸弹在军事上使用成为现实。
第一枚氢弹试验
美国自 １９４２ 年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推断原子弹提供的能量有可能点
燃氢核，引起聚变反应，并想以此来制造一种威力比原子弹更大的超级弹。

由于反对与支持氢弹的研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直到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
杜鲁门总统才最后采纳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氢弹特别小组委员会以二对一的
投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与国防部长史汀生赞成，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季兼大
尔反对）决定研制氢弹。氢弹的研制工作由撤换了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狄恩
和科学家泰勒负责。并在萨湾拉河岸上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以生产
氚和钚，称之谓萨湾拉河计划。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８ 日氢弹原理试验的准备工作就序。这次试验代号是“乔
治”，是在爱尼威托克岛试验场进行的。达 ６２ 吨的极其笨重的试验装置安放
在高 ６０ 余米的钢架上，由冷却作用的机器包着，以便在极端低温情况下保存
氘与氚的混合物。试验证明爆炸威力大大超过了原子弹。
氢弹原理试验的成功，大大推进了制造真正氢弹的工作。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
研制成功，并决定于 ３１ 日进行一次代号为“迈克”的氢弹爆炸试验。试验是
在太平洋埃尼威托克岛上进行的，试验中心点选在埃尼威托克附近的一个伊
留劫拉布小岛上。氢弹置于钢架上。试验结果，其爆炸威力相当于 １０４０ 万吨
梯恩梯炸药（一说 １３００ 吨），火球直径达 ６０００ 米，爆炸后该小岛消失，海
底炸成了一个直径为 １．６ 公里、深 ５０ 余米的大弹坑。从此，泰勒被称之为“氢
弹之父”。
当量最大的氢弹试验
世界上当量最大的氢弹试验，是苏联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８ 时 ３３ 分在新
地岛进行的核试验。据当时的材料报道，其爆炸威力相当于 ６２１３ 万吨梯恩梯
炸药，有的说在 ６８００ 万吨至 ５８００ 万吨梯恩梯炸药之间。这枚氢弹爆炸后，
其冲击波绕地球转了三圈，第一圈历时 ６ 小时 ２７ 分。
在此次试验前后，当时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曾两次说过这样的
话，“苏联已经能够生产 １ 亿吨级的原子弹”，“在东柏林有一颗这样的炸
弹，能够炸出一个直径 ３０ 公里的弹坑，在方圆 ５８～６４ 公里之内形成一片火
海。”
第一次水下核试验
世界上第一次进行水下核试验的国家是美国。代号为“面包师”。时间
是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上午 ８ 时 ３５ 分。地点是比基尼岛试验场（北纬 １１°，
东经 １６５°）。这次试验把原子弹（钚弹）放在一个四面不漏水的潜水钟内，
用钢绳悬挂在 ６０ 型登陆舰之下 ８—９ 米处，离水面约 ４０—５０ 米，使用无线电
遥控引爆。爆炸时，瞬间一发光体在水中出现，随即成半球形凸出水面，在
数秒钟内，一个直径约为 ６００ 米，高度达 １８００ 米形似花椰菜的空心水柱腾空
而起，总重量估计达 １０００ 万吨以上。海底炸成了一个直径达 ９００ 米，深 ９．８
米的弹坑，被抛掷的土石方达 １００ 万立方米。几秒钟后，水柱下降形成巨大
的波浪和云雾，并迅速向四周扩散，３ 分钟扩散直径就达 ４８００ 米。
爆炸前在 １５００ 米内布置了 ４０ 艘各类型舰艇，其余 ３０ 艘配置在 １５００ 米
之外稍远的地方。
爆炸后，距爆心较近的 １ 艘主力舰、１ 艘油船、１ 艘登陆艇、挂弹的中型
登陆舰即刻沉没。此后 ３ 艘潜水艇沉没，１ 艘航空母舰部分下沉，微向右舷

倾斜。若干舰艇也遭到严重水下破坏。爆炸时，大量的热量被水吸收，故没
有起火现象发生。
第一次海上空爆核试验
世界上第一次采用空投方式进行海上空爆核试验的国家是美国。代号为
“能力”。试验目的是研究核爆炸对海军舰艇的破坏效应。时间是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时，地点是比基尼珊瑚海上。当量为 ２０ 千吨的怀弹，由 Ｂ—
２９ 型轰炸机在 ９３００ 米的高空投下，离海面 ３００ 米的上空爆炸。爆炸后强烈
的闪光照亮了几十公里的广大地区，直径为 ５００ 米的火球以每秒 ９０ 米速度上
升，数秒钟后凝结成烟云，５０ 秒钟后烟云上升到 １２ 公里的高空，然后开始
扩散，直径约为 ４５００ 米左右。
在爆炸之前，对靶场进行了周密的布置。２０ 艘舰艇以华达主力舰为中心
成战斗队形配置。同时在甲板上放置了飞机、弹药以及军需物资。还在甲板
舱室内放置了 ４００ 只羊和猎、５００ 只老鼠、５０００ 个压力计、２５０００ 具核辐射
测量仪、７４５ 具照像机、４０ 具电视摄像机等。
爆炸后，舰艇损坏情况：在离爆心 ２７０ 米内，有 １ 艘船只在 １ 分钟内沉
没。离爆心不到 ６９０ 米的一艘驱逐舰，随即起火，８ 分钟内沉没；有一艘驱
逐舰 ８ 小时内沉没；日本巡洋舰佐川号第二天早晨下沉。离爆心 ９２０ 米处的
轻型航母遭到严重破坏。
动物死亡情况：在距爆心 ７００ 米舰艇上的动物全部死亡；在距爆心 １２００
米内各舰艇甲板上的动物，均受到较严重的内伤和外伤；在离爆心 １５００ 米空
敞甲板上的 ３ 只山羊，仅有一只活着；在离爆心 １７００ 米内动物第二天全部死
亡。
最先研制中子弹的国家
中子弹，又叫“加强辐射弹”，还叫“加强辐射——弱冲击波弹”。由
于这种弹爆炸时放出能量的百分之八十是中子，故人们称它为“中子弹”。
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看，世界上最先研制中子弹的国家是美国。美国从
１９５２ 年氢弹试验成功后，就开始进行中子弹方面的理论探讨，并在实验室进
行原理性试验等各项工作。１９５５ 年，美国出现了“增强辐射武器”一词：１９５６
年美国已试验氢弹小型化；１９５７ 年泰勒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提出了制造和应
用小型清洁弹的热核弹的建议；１９５８ 年国防部顾问之一科恩发表“中子弹原
理”一文，劳伦斯、利弗莫尔完成了中子弹的基本设计：１９６３ 年春天，在地
下进行了一次探讨性的中子弹原理试验，代号为“ＩＩＩ—６３”。因中子通量达
不到要求，以失败而告终；１９７１ 年美国已拥有中子弹弹头，名称为 Ｗ—７０—
Ⅲ号；１９７３ 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的负责人说：“我们能为北约
国家供应小当量、低误差、且较干净和减少破坏作用的武器”；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美国为了推行灵活反应的威胁政策，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首次中子弹试验，
并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中子弹试制成功。美国研制的中子弹当量一般为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吨。在爆炸半径 ２００ 米内可使任何生命死；在 ８００ 米内暴露人员 ５ 分钟
内将失去活动能力；对其它物体的破坏半径为 ２００ 米。自美国试验成功中子
弹后，苏联、法国也制造出了中子弹。

核试验最多的国家
世界上核试验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据瑞典国防问题研究所统计，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８５ 年的 ４０ 年中，世界上共进
行了 １５６７ 次核爆炸。爆炸次数最多的是美国，共 ８０１ 次。其中大气层中核爆
炸 ２１２ 次，地下核爆炸 ５８９ 次。其次是苏联，共进行核试验 ５６３ 次，其中大
气层中核爆炸 １６１ 次，地下核爆炸 ４０２ 次。
核武器最多的国家
世界上核武器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和苏联。
据联合国 １９８５ 年公布的材料可知，美国的核武器库中，贮存有核弹头
２６０００ 余枚，总当量为 ４７．４１ 亿吨，其中战略核弹头 １３７４８ 枚，当量为 ３８．８６
亿吨，战略运载工具 １９７０ 件。
苏联的核武器库中，贮存有核弹头 ２３０４１ 枚，总当量为 ７２．２５ 亿吨，其
中战略核弹头 ９１００ 枚，当量为 ５８．３５ 亿吨，战略运载工具 ２６５９ 件，美苏两
国核武器的总量约占全世界核武器总量的百分之七十。
据估计，目前世界上已积累了 ５ 万多枚核弹头，爆炸总当量达 １３０～１６０
亿吨梯恩梯炸药，相当于美国 １９４５ 年投在日本广岛原子弹的 １００ 多万倍，按
世界人口平均，不论男女老幼均受到 ３０ 吨以上梯恩梯炸药的威胁。
最大的核事故
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核事故是美国将四枚氢弹散落在西班牙。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时 ２２ 分，一架携带着 ４ 枚氢弹的美国 Ｂ—５２
型战略轰炸机，在空中加油作业中同加油机：ｋｃ—１３５ 相撞，两机同时坠毁。
７ 名机组人员丧生，氢弹散落在西班牙领土和近海。
美国空军第十六航空队司令空军少校将威尔逊向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首脑
爱森哈特少将用热线电话随即报告：“在西班牙的东南部折断了箭！”（注：
“折断了箭”是暗语，意思是发生了“核事故”）。爱森哈特指示说：“组
织必要的专家和设备，无论要什么，都加倍得到满足。Ｂ—５２ 轰炸机上所载
的 ４ 颗氢弹必须回收，而且要快”。接着展开了一场耗资巨大的搜索、寻找
打捞氢弹活动。
１５ 日下午 ３ 时许，搜索队在海边附近，距离一条干河床约 ４５０ 米的地方
找到了第 １ 枚氢弹，其完好无损。１６ 日上午，一架直升机在公墓的一片田地
里找到了第 ２ 颗氢弹。不多久，第一队搜索人员又在帕洛玛雷斯村东，距爱
德华多·纳瓦罗·波帝略的房子大约 ７０ 米的种植西红柿的梯田里，找到了第
３ 枚氢弹。这枚氢弹由于落在石头护墙上，氢弹的高爆物在撞击时爆炸，弹
体象破碎的西瓜一样裂开了，核弹芯崩出弹体，在常规爆炸的作用下蒸发掉
了，但原子裂变反应没有发生。截止 ３ 月 １５ 日一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严密
的陆上搜索，寻找活动告一段落，但第 ４ 枚氢弹仍然下落不明。负责这次寻
找氢弹的威尔逊将军，命令把搜索重点转向海洋。于是，调兵遣将，集中了
各种舰只、器材和潜水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 ４ 月 ７ 日 ８ 时 ４５ 分，

由从加利福尼亚州空运来的一辆用电缆控制的海底研究车，这辆车由“阿尔
文号”潜艇操纵，艇上有两个人，将氢弹从帕洛玛雷斯海水下 ３６８ 米深处打
捞上来。这枚氢弹重 １２７０ 公斤，爆炸威力达 ２０００ 万吨 ＴＮＴ 当量。这次打捞
工程动用了 １８ 艘舰船和 ３０００ 余人，花费了近 １５０００ 万法郎。
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
１９４５ 年，美国研制了 ３ 颗原子弹。美国政府为了确保这种新式武器使用，
于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极其秘密地在空军组建了一支由 ２２５ 名军官、１５４２ 名士兵组
成的核轰炸特种部队一第 ５０９ 混合大队，隶属空军第 ２０ 航空队，遂行任务由
总统亲自决定。该大队训练基地，开始设在美国沙漠地区犹他州的温德欧弗，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又转移到接近日本的西太平洋上马尼亚纳群岛中的提尼安岛。为
了确保轰炸的成功，５０９ 混合大队，从塞班岛对日本本土进行多次轰炸演习，
并熟悉了日本地形和海岸线。至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 日，第 ５０９ 混合大队训练完毕，
处于随即可出动的临战状态。
此时，日本只有 ４ 个大城市未遭 Ｂ—２９ 超级堡垒式轰炸机使用燃烧弹实
施大规模的空袭。杜鲁门总统为了使用原子弹，先后征得了丘吉尔和艾德礼
的同意。决定：如果日本无视 ７ 月 ２６ 日波茨但会议发出的敦促日本投降的最
后通牒，就下令使用原子弹，致使日本 ５０ 万人丧生。不幸的是，日本人企图
通过与苏联求和，而后者因进入东亚太迟（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８ 日）也希望把这场
战争拖延到它能在东亚获取利益之后。因此，杜鲁门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应，
于是决定 ８ 月 １ 日～１０ 日分别向日本投掷原子弹。
原子弹投掷目标选择的次序是：第 １ 颗一小仓（有最大的弹药工厂和各
种武器的制造厂）、广岛（有陆海军船舶运输中心，有北方陆军司令部及补
给工厂、军队 ２．５ 万人）、新泻（有石油工业基地和巨大炼铁厂），京都（有
飞机和各种精密武器的工厂、１００ 万人口）；第 ２ 颗——小仓、长崎（有主
要海军基地和船舶修造厂）。由于气象等因素，广岛和长崎成了两颗原子弹
的牺牲品，而广岛又是首当其冲。７ 月 ２３ 日，第 ２０ 航空队第 ５０９ 混合大队
接到了总指挥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命令。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６ 日，广岛晴朗。７ 时零 ９ 分，日本雷达捕捉到美国飞机数
架向广岛飞来，立即发出了空袭警报，市民们钻进了防空工事隐蔽，只见 ３
架美国 Ｂ—２９ 重型战略轰炸机和 ２ 架护航机临空掠过，但没有投弹，于是，
警报解除，人们又进行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８ 时许，雷达又发现 ２ 架美国 Ｂ
—２９ 型轰炸机飞来，即以无线电广播发出防空警报，并广播说这 ２ 架飞机似
乎是执行侦察任务的，因此很多人未予以重视，也未进入防空工事。片刻，
美国飞机已飞临广岛市中心相生桥上空，其中一架（即艾诺拉·盖伊号）从
１５０００ 米高空投下了一个降落伞，尔后急速离去。９ 时 １５ 分，降落伞悬至 ５５０
米高空时，一枚弹体长 ３．２０ 米、直径 ０．７４ 米、重量 ４４００ 公斤、ＴＮＴ 当量 １．４
万吨、以 ６０ 公斤铀－ ２３５ 为核装料的枪法型原子弹（由于该弹量细长型，故
人们称它为小男孩）爆炸了。霎时闪出一片强烈的白光，广岛城内火焰四起
成了一片火海；紧接着是一声巨响，建筑物倒塌了，广岛成了一片废墟；市
民们有的被烧死，有的被烧伤，有的被砸在建筑物底下。破坏之大，死亡之
多，损失之惨重，是空前未有的，这就是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原子弹。从此
人类战争又进入了一个以核武器为重要标志的新时代。第二天即 ８ 月 ７ 日，

美国广播了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正式宣布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９ 日上午 １０ 时许，美国第 ５０９ 混合大队又在日本长崎投下
了第 ２ 颗原子弹。这枚原子弹是采用 ８ 公斤钚—２３９ 作核装料的内爆型原子
弹，弹长 ３．２５ 米，直径 １．５２ 米，重量 ４５４０ 公斤，ＴＮＴ 当量 ２．２ 万吨。由于
该弹外型短粗，故人们称它为胖子或大男孩、圆人、大个头。
据事后统计，在原子弹袭击中：广岛市死亡 ７８１５０ 人，受伤 ５１４００ 人；
长崎市死亡 ２３７００ 人，受伤 ２５０００ 人。加上受害者，两城市共伤亡 ４４５０００
人。真是一幕人间惨剧。
轰炸广岛的空勤人员是：领航员锡奥多尔·Ｊ·封基尔克上尉，投弹手托
马斯·ｗ·费雷比少校，驾驶员保罗·ｗ·
“提贝次上校，副驾驶员罗怕特·Ａ·刘
伊斯，反雷达措施军官贾寇布·比塞尔中尉，雷达操作员约瑟夫·斯蒂波利
克中士，机尾枪手乔治，Ｒ·卡隆中士，无线电操纵员理查·Ｈ·尼尔逊下士
等。
轰炸长崎的空勤人员是：雷达操纵员爱德华·布克利参谋军士，机尾炮
手阿尔伯特·底哈特参谋军士及呵伯·斯皮泽中士，投弹手凯尔米特·Ｋ·比
汉上尉，领航员詹姆斯·Ｆ·封·小皮尔特上尉，驾驶员查理士·ｗ·斯卫尼
少校，副驾驶员查理士·Ｄ·阿尔伯里上尉，第三驾驶员费里德·Ｊ·奥里卫
中尉。

最早的参谋
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参谋是中国的伊尹。
伊尹，名伊，一说名挚，尹是官名。传说奴隶出生，原为有宰氏女的陪
嫁之臣。曾任成汤的谋臣，后因功绩显赫，任以国政，成为殷氏族的领袖。
伊尹，活动于公元前 １７５０ 年前后。当时夏朝的国君桀荒淫无道，只顾自
己享乐，弄得贤人背离，群众离心，诸侯怨愤，成汤欲推翻夏桀取而代之。
但当时，殷氏族尚不强大，若起兵攻打，不仅力量小难以取胜，而且易给戴
上叛逆的罪名，得不到众人的支持。因此，成汤日夜盼望能得到谋臣的辅助。
于是派人四处寻找，听说“耕于有莘之野”的伊尹才能出众，便接连五次才
请来伊尹。正如史书上说，“汤使人聘之，五返，然后前往”。
伊尹积极辅助成汤进行军事活动。他帮助成汤拟定了战略部署和战争计
划，首先打败了夏周围的属国，特别是打败了北方的昆吾，使夏孤立少援。
先后五次到夏朝首都观察形势，侦察敌情，离间和收买桀五大臣。又审时度
势，恰当地把握进攻时机，建议成汤拒绝向夏桀进贡，以试探其反应，结果
桀起九夷之师伐之，伊尹感到夏桀还可以调动各氏族小国的军队，还有统治
基础，进攻时机尚不成熟，遂谢罪请服，继续进贡。过了一年，又拒绝进贡。
桀欲再伐，但九夷之师不起。伊尹认为时机已到，起兵攻夏，结果一举成功。
伊尹共辅助成汤作战 １１ 次，每次作战中都体现了参谋的职能。当时伊尹所起
的作用，相当于古代的军师，现代的作训、侦察参谋或参谋长。可谓军事幕
僚长之良好先型。参谋作用之大，正如成汤所云：“非女所知也！今有良药
于此，食之而耳加聪，日加明，则吾必说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
譬之良医善药也。”成汤之所以取得成功，于伊尹的辅助关系极大。孙子说
得好：“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
存最早的指挥机关檬型
军幕或幕府或参署等等是古代的军事指挥机关，究竟出现于何时？甚难
查考。然而临潼骊山出土的秦始皇陵陶俑军中，一个军事指挥机关活生生的
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军事指挥机关模型。
这个布局合理、编组精干的指挥机关，指挥着洽浩荡荡的武士（俑）７０００
余名、战车百余乘、战骑百余匹。它位于第 ３ 号坑内，在第 １ 号俑坑的西端
北侧，相距 ２５ 米；距第 ２ 号坑 １２０ 米。平面呈“凹”字形，面积约为 ５２０
平方米。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南厢房，第二单元为车马房，第三单元为
北厢房。既有军史议事之所，又有战前“卜战”之处；还有最高级机密活动
或休息的地方。坑内陈列的车子为驷马战车，均为彩绘，车上有华盖，显然
是为将军出行所用。指挥部内警卫也十分严密，警卫兵手握铜殳，保卫着指
挥机关尤其是统帅的安全。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陵修建于公元前 ２００ 多年前，由此可推论，军事指
挥机关至少产生于公元前 ２００ 多年前，甚至更远些。
最早专门组织作战指挥的司令部
世界上最早专门实施作战指挥的司令部是拿破仑时期建立的参谋处。

１９ 世纪前，军队指挥机构中不仅包括作战指挥，还包括后勤工作和政治
工作，是以三合一的形式出现的。世界进入 １８ 世纪后，科学技术迅速的发展
起来，工业出现三次革命，为人类发展史上所未有。由此，大大推动了军事
工业的发展，军队中新式枪炮代替了旧式火器，铁舰船代替了木舰船，汽车、
火车代替了马车等等。使军队的编制体制规模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出现了
许多新的特点，作战指挥日趋复杂。原先的三合一的简单的指挥机构已不能
适应战争的需要，指挥体制必须变革。
拿破仑一生打了几十个战役，到了后期感到无法统帅全军了。于是 １８０７
年就任命曾在意大利方面任参谋长的贝蒂埃为自己的参谋长。贝蒂埃对参谋
工作颇有研究，曾著有《阿尔卑斯普通参谋业务纲领》一书。贝蒂埃经过一
番潜心的研究，向拿破仑提出了建立参谋处的设想，得到了拿破仑的支持。
于是，１８１２ 年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辅助统帅实施作战指挥的参谋处就产生了，
使作战指挥较好的适应了当时战争的需要。参谋处由参谋长领导，下设四个
科。第一科主管军队编制和实力，组织部队移动和检阅，搜集军法、处理战
俘和逃兵等：第二科主管部队装备、炮兵及工兵业务等；第三科主管侦察，
制定作战计划，组织通信联络和军邮等；第四科主管指挥部的内务勤务。随
着军队指挥的实践，司令部体制逐渐完善起来。到 １８５２ 年普鲁士军队中军师
二级也设立了司令部。此后，其它国家也纷纷仿效。如恩格斯所说：“为了
使军团司令、军长和师长能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指挥所属军队，除英国外，
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没有全由军官组成的一种专门的业务机关，叫做司令部”。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第 １４２ 页，军事科学院编。）
第一个航天司令部
随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美国空军为对付苏联在太空的威胁，于上 ９８２
年 ９ 月 １ 日宣布，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成立航天司令部。世界上第一个
航天司令部的戍立，它标志着，战争领域正开始由陆战场、海战场、空战场
扩展到第四战场——天战战场。
美军认为“军事作战对航天系统的依赖程度日益严重，苏联在航天系统
和战略武器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航天飞机的作战潜力，是促使美国作出成
立航天司令部的主要因素。
航天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由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詹姆斯·哈廷格上将兼
任，副司令由空军空间署主任理查德·亨利中将兼任。
航天司令部是统管全部空间活动的指挥部门。其主要任务是：统一负责
所有的军事航天活动；研究和制定第四战场——外层空间战场的天战理论、
原则和方法；在战略防御武器部署后，统一指挥美国的战略防御武器系统。
最大的军事机构办公大楼
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机构办公大楼是美国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美国防部本
部、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均在此办公。这座大楼竣工
于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耗资约 ８３００ 万美元。大楼外侧每边长 ２８１ 米，周长
约 １３７０ 米。五层楼的总面积为 ６０４ 公顷。白天约有 ２９０００ 余人在此办公。楼
内装有电话机 ４４０００ 部，电话机与长达 ２５７５００ 公里的电缆线相连接，２２０ 名

电话员每天要接转 ２８００００ 万次电话。大楼内有 ２ 个餐厅、６ 个咖啡馆和 １１０
个快餐厅供职工用餐，餐厅内服务员达 ６７５ 人。大楼走廊总长达 ２７ 公里，窗
户总数达 ７７４８ 扇。
当时王角大楼统辖着美国 ４８０ 万人的武装力量，其中现役三军部队 ２１５
万，战时或紧急时首批动员的精选后备役人员 １５０ 万人，文职人员 １００ 多万。
并管辖美国内外军事基地与设施共 １２５０ 处。它每年的军费开支约为 ２８５０ 亿
美元，占国民总值的 ６．８％，占联邦政府开支的 ２９．３％。五角大楼还与 １００
多个国家主要军火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一切活动又受国会——“国家公
共决策董事会”的严格监督。
最早的指南车
世界上最早发明和运用指南车的是中国。据《黄帝内传》记载：“黄帝
伐蚤尤，玄女为帝制司南车当其前……”在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前，指南针还没有
出现，为什么车上的木人拾终指向南方呢？据《宋史》记述可知，车子底部
巧妙地安装有一些大小不一、齿数不同的齿轮，利用车轮作动力，带动这些
齿轮转动，指南车拐弯转向的时候，其中两个主要齿轮或联或断，从而使车
上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这种指南车最早在涿鹿之战中得到了使用，起
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古今注·与服类》曾详细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
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
位，故后常建焉”。后来指南车虽然失传，但它的传说一直吸引着东汉的张
衡、三国时代的马钩、南北朝的祖冲之等许多名家巧匠竞相研究和制造。因
此从三国时代开始，很多书中都有指甫车的记载。到了宋代，燕肃、卢道隆
和吴德仁等人先后再制作了指甫车。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这种指南
车的复原模型：一辆车子上站着一个神态庄重的木人，伸臂指向南方。结构
十分精巧奇特，引人注目。
最先发明指南针的国家
世界上最先发明指南针的国家是中国。指南针发明的确切年代已无可查
考，从中国的古籍记载中看，距今至少有 ２４００～２５００ 年。
春秋时期中国发明了炼铁业，在炼铁过程中，人们就发现了一种冶铁原
料能象慈母招引子女一般吸引铁质的矿石，感到十分惊奇。因而人们就将这
种冶铁原料谓之“慈石”。最早记载这种慈石的是《管子》（春秋时期齐国
的管仲撰。公元前 ７ 世纪初。）其中“地数篇”中就有“上有慈石者，下有
铜金”。《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籍中也有“慈石引铁”的记载。
战国时期，即公元前 ３ 世纪，中国就已经发现了磁铁的指极性。当时，
人们利用磁铁造成了一种原始的指南工具，叫“，司南”。司南就是指南的
意思。它是用天然的磁铁琢磨而成，样子很象现在的汤勺。人们把它放在一
个光滑的底盘上，用手拨动它的柄。使它转动起来，等到它停下来，它的柄
就会指向南方。这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了。公元前 ３ 世纪《韩非
子·有度》著作中就有记载。尤其是东汉时期的大哲学家王充在他的《论衡》
一书中，就详细地记载了这种“司南”的情形。书中说“司南之构，投之于
地，其祗指南”。

由于天然磁铁在琢制过程中，容易受震而失去磁性，再加上在底盘上转
动时，磨擦阻力较大，指示方向不够准确，因此这种“司南”在一段时期内
未能得到广泛应用。
北宋时期，即公元 １０ 世纪，社会生产力发展较快，指南针也有了新的发
展，人们发明了人工磁化法，并制成了能辨别方向的特殊的指南针——指南
鱼，广泛地运用于军事行动。指南鱼是一种鱼形的铁片，将其磁化后，把它
浮在水面上，“鱼”就头朝南“尾”朝北的指示方向。这小小的指南鱼曾为
古代的军事家迅速调动军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帮了不少大忙。在北宋人
写成的一部叫《武经备要》的军事著作中就有“指南鱼”用于军事的详细记
载。这可谓是世界上最早将指南针用于军事的了。
后来人们又发明了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盘，由于罗盘上有 ２４ 个刻
度，一看磁针就可看到所指方向，这可是指南针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
种罗盘使用方便精确，因此被广泛使用于航海。北宋末年，有个人名叫朱彧，
他在《萍州可谈》中讲到，当时海航上的人辨认方向，晚上看星辰，白天看
太阳，阴天落雨就看指南针。还有个名叫徐兢的，也作过类似的记载。
指南针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人工磁化的指南针欧洲法国一个名叫古
约的人在公元 １２０５ 年才制造出来，约比中国晚 ２００—３００ 年。中国人工磁化
指南针于 １２ 世纪末 １３ 世纪初由海路传至阿拉伯，后来又由阿拉伯传到了欧
洲。
最早的记里鼓车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辆双轮独辕车，车上有两个木人围鼓对
坐，正扬臂擂鼓。既不象战车，又不象运输车。它就是世界上最早最著名的
记里鼓车。记里鼓车它出现于中国黄帝时代。《黄帝内传》“黄帝伐蚩尤，
玄女为帝制司南车当其前，记里鼓率居其右”。车上的本人为什么会按时擂
鼓击镯一次呢？主要是记里鼓车内装有一套减速齿轮系统，每当车行 １ 里和
１０ 里的时候，齿轮系中的两个大齿轮才各回转一圈，分别拨动木人擂鼓和击
镯一次。可以说这辆车是计程仪的先驱。
最早的军用地图
地图学是一门很古的学科，据说在 ４０００ 年前，巴比伦人已在陶板上绘制
地图，当然那是极为简单的。中国地图的出现比文字还要早。大家熟知的“山”
“水”等字的象形字形状，实际上为地图符号的演化。在《山海经》中就出
现象形地图。夏朝禹时已有铸山水和百物的《九鼎图》。
地图在军事上极为重要。中国是将地图用于军事最早的国家。据史料记
载，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广泛地运用军事地图。并出现了论述地图和
地形的专著，如《管子·地图篇》、《孙子兵法》附图九卷、《孙膑兵法》
附图四卷等。《管子，地图篇》中说：“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军事地图，是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发掘的长沙马王堆 ３ 号
汉墓中的“驻军图”。这幅地图绘制在绢帛上，长 ９８ 厘米、宽 ７８ 厘米。地
图所绘范围，是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萧水流域一带，方圆约 ５００ 里，
比例尺大约是八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左右。图中的河流用田青色绘制，山

脉的走向和居民地用黑色单线绘制。
图中的军事情况标绘尤为醒目。九支驻军分别用黑、红双线框出，框内
标注有驻军名称，如“周都尉军”、“徐都尉军”、“司马得军”等。驻军
营地大多设在河谷地带内的制高点上。中央绘有三角形城堡，为各支驻军的
指挥中心。工事、要塞用黑底套红勾框标出，各驻军防区界线也十分清楚。
这幅军用地图的绘制年代，根据与该图同时出土的一件木牍上记载：
“十
二年二月乙已朔戊辰”推论，可知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
前 １６８ 年），那么成图的时间当然在 ２１００ 多年前。
第一个精确丈量“第三女神”的测绘大队
“第三女神”是藏族人民对珠穆朗玛的美称，她雄踞于中国西南的中尼
边境。众所周知，她的高度举世无双，号称世界屋脊。但是，她的精确高度
究竟是多少呢？直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还是个谜。然而揭开这个谜底的
是 ６０ 年代初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第一测绘大队。
成都部队第一测绘大队，从组建的第一夭起，就立下了不消灭我国地图
测绘上的空白誓不罢休的誓言，向一直被视为测绘工作的“禁区”——西藏
高原进行了忘我的拼搏。多少年来他们怀着为国争光，为人民造福的高度责
任感，怀着对祖国山河的无限深情，踏遍了西藏高原的山山水水，在无人区
酒下了第一串汗珠，踩出了第一行足迹，测出了第一个高程。１９７５ 年，他们
把我国大地测量控制网推进到了珠峰，冒着严寒，攀着陡坡，历经千辛万苦，
在登山队的配合下，终于把一个特制的觇标竖到珠峰顶上，测绘战士们在珠
峰附近十个观测点上同时展开观测和交会，经过二天连续的观测，终于测得
了“第三女神”的真正身高——海拔 ８８４８．１３ 米，并庄严的向世界宣告。成
都部队第一测绘大队是世界上第一个精确大量世界屋脊的测绘大队。
最早的沙盘
沙盘在军事指挥上有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地形、分析敌情、制定作战方
案、组织协调动作或实施对抗演练时，常常要利用沙盘。
世界上最早的沙盘是产生于中国的秦朝（公元前 ２４６～２０９ 年）。据《史
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在建其陵墓时，就在其墓中堆塑了一个大型
地形模型。模型中不仅砌有高山、丘陵、城邑等地物，而且用水银模拟江河、
大海，并用机械装置使水银流动循环。
世界上在军事上最早使用沙盘的是中国，大约在公元 ３２ 年的汉代。据《后
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是后汉的一员名将，后世习惯称他为“伏波
将军”。）建武八年刘秀亲率大军征伐陇西割据势力隗嚣，兵至漆县之后，
由于地形不明，有人便以王师“不宜远人险阻”为由，劝刘秀停止进兵。刘
秀举棋不定，便召见马援征询意见。马援听了之后，就“于帝前聚米为山谷，
指画形势，并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帝曰：“虏在
吾目中关”。“明旦，遂进军……嚣众大溃”。这段文字生动逼真地描绘了
马援在汉光武帝刘秀面前摆“沙盘”，论形势，定战策的情形。开创了历史
上模拟地形研究战法的先例。后来演变为“聚土为山”
··或“聚沙为山”。

沙盘在欧洲的运用，那是 １９ 世纪初的事。１８１１ 年，在普鲁士王国，有
一个名叫冯·莱斯维茨的文职战争顾问，用 １：２３７３ 的比例制作了一个游戏
沙盘，供士兵做战争游戏，很受士兵的欢迎。五年以后，其子在此基地上有
了新的发展。１８２４ 年，普军总参谋长密福林在看了利用沙盘、地图进行的一
次军事表演后，大为赏识，说：“它决不是普通游戏，它是名符其实的一所
战术学校，我要把它推荐给整个军队用于作战”。中国使用沙盘要比欧洲等
国早将近 ２０００ 余年。
最早的军事保密通信
世界上最早制定使用通信暗码的是中国西周（公元前 １１ 世纪一前 ８ 世
纪）的著名军事家大公望（姜尚）。他为了保守军事机密，传递军事命令，
制定了两种军队通信密码。一种叫做阴符，一种叫做阴书。这就是世界上最
早的军事通信密码。所谓阴符就是使用者事先制造二套尺寸不等，形状各异
的阴符，每只符都代表一定故意思，只有通信双方知晓。所谓阴书，就是把
一份完整的军事文书，写在三枚竹筒上，分成三份，然后派三个传令兵分别
持三枚竹筒分别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将三枚竹筒合而为一，受令者就能通
读文书的原文。即所谓“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这种方法，中途即使
其中一人或二人被敌所劫，也不致于暴露文书的全部内容，造成泄密。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有些国家还在应用，例如西班牙国际纵队在保卫马德里作战
时还使用了这种阴书通信。
在其它国家，最早出现军事密码通信的是希腊、公元前 ４０４ 年，斯巴达
国（现在的希腊），北路军司令莱山得在对雅典的作战中，就使用了隐蔽书
信。到了公元 ４０ 世纪，希腊又出现了初级密码。八世纪古罗马教徒又创造了
“圣经密码”。直到 １９ 世纪，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才产生了无线电密码通
信。设立了专门的军事通信密码机构，并建立了侦察破译对方密码的机关。
最先发明有线电报的人
最先发明有线电报的人是美国绘画家缪尔·弗·伯·莫尔斯（１７９１～
１８７２）。
１８３２ 年秋，莫尔斯在热爱电学的青年医生查克斯·杰克逊的启迪下，激
起了发明有线电报的思想浪花，产生了对电磁学的浓厚兴趣。他抛弃了当教
授、艺术家的崇高理想，决心从零开始，努力登攀前人未曾登攀过的科学高
峰。他总结继承了 １８ 世纪摩尔逊学者、１９ 世纪初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英
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俄国科学家许林格、法国电学大师安培等经验，攻破了
一道道难关。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在 １８３７ 年成功地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传送
“点”、“划”符号的机器“电报机”。莫尔斯电报原理是，电报从一根导
线流出，再从另一根电线流回，靠“接通”或“断开”电路的方法，借助于
“点”“划”和“空白”的不同组合，来表示各种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
例如“１”用“－－－－”，“２”用“··———”等。这台机器在当时虽然很
简陋，通报距离只有 １３ 米，但它是人类通信史上的前所未有的电气通信工
具，开创了电为人类服务的新纪元。莫尔斯电报至今仍在运用。１８４３ 年在莫
尔斯的组织下，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之间，架起了世界上第一条电报线路（全

长 ４０ 公里）。莫尔斯对电报机经过了多次的改进，于 １８４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莫
尔斯用这条线路在华盛顿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院会议厅里，用激动得发抖的
双手，按动着电键，发出了人类史上第一份长途电报。
莫尔斯“电报机”的发明，轰动了全球。美国政府为了表彰莫尔斯的伟
大功绩，于 １８５８ 年在纽约市中央公园，树立了莫尔斯塑像。
１８５４ 年，电报就首次应用于军队作战指挥。英国军队在克里米亚的劳特
兰司令部，为了同属下兵营沟通联络，就架起了电报线路。１８６１ 年至 １８６５
年间的美国国内战争期间，也广泛使用了电报通信，联邦政府为了传递军情，
架设了 ２４０００ 公里长的电报线路，共拍发了 ６５０ 万份电报，１８６４ 年，俄国军
队中广泛建立了电报分队、中国的电报通信，是在 １８７０ 年（清朝同治年间）
开始的，第一条线路是香港至上海的电报海路，由大北电报公司架设。１８７２
年，初次用于中文字码通报。
早的无线电报
无线电报的发明者是意大利科学家古格利尔莫·马可尼（１８７４—１９３７
年），他于 １８９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获得了电磁波通讯系统的第一个专利证书，号
码为第 １２０３９ 号。
马可尼从小就热爱自然科学，他深深钻研了无线电通信奠基人英国的物
理学家麦克斯韦“电磁学”理论和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的电磁学术。当他 ２０
岁时，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实验室，并设计制造了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１８９４
年的一天深夜，他在母亲的帮助下，作了一个重要的实验。他敏捷地按下了
电键，刹那间，火花四溅，装在阁楼另一头 ４ 米远的收报机上的电铃，顿时
发出了阵阵的响声。他激动万分，狂跳疾呼：
“成功了！无线电通讯成功了！”
又经过一年的努力，通信距离又扩大了 ７ 倍，达到了 ３３０ 米。马可尼苦心探
索，通信距离也不断增加。１８９８ 年达到了 ３０ 多公里，后来又达到了 １００ 公
里，１８９９ 年 ３ 月又飞过了英吉利海峡。２０ 世纪的第一个春天，马可尼在英属
牙买加，架起了世界上第一座高达 １１０ 多米的发送天线塔，使通报距离达到
了 ３０００ 公里。在这期间，苏联学者 Ａ·Ｃ·波波夫也于 １８９８ 年研制成功了无
线电电报机。
无线电报问世之后，为军队的通信联络增添了新的手段。１８９７ 年无线电
报开始运用于海上灯塔及海军舰船之间的通信。１９００ 年，俄国有一艘名叫“阿
普拉克兴海军上将”号战斗舰触了礁，在救援工作中，为了指挥方便，俄国
学者波波夫在哥格兰岛和克特加港之间开设了 ５２ 公里长的无线电报电路，通
信质量良好，使救掇工作顺利进行。无线电报的首次使用，充分显示了它的
优越性。从此无线电通信也就在陆海空军中广泛运用，成为军队的“神经”
系统。
第一次战争双方都使用无线电通信的战争
１９０４ 年 ２ 月，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而争夺亚洲及
太平洋霸权，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史称日俄战争），是战争双方都使用
无线电在各自部队中进行通信联络的战争。
波波夫和马可尼无线电报发明仅几年，即迅速得到了运用，在军队中主

要是海军应用于军舰之间或军舰与陆地之间的长距离通信。这次战争中，日
本人几乎在所有的军舰上都安装了仿制马可尼的无线电报机，虽然性能较
差，工作频道只有一个，通信距离仅有 １００ 公里，对作战指挥起到了重要作
用。俄国人在远东地区的战舰上和靠近海军基地的大量地面站中也配置了许
多无线电台，同样使指挥效率也得到了提局。
电话的发明者
世界上最先发明电话的人是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１８４７～１９２２
年）。贝尔生于英国爱丁堡，后移居加拿大，再移居美国。在 １８７３～１８７７
年担任波士顿大学生理学教授期间，进行了利用电流传送声音的试验，终于
发明了电话，为了纪念他在电学和声学中计算功率或功率密度比值的一种单
位被命名为 ｂｅｌ 即贝尔。
贝尔在发明电话的过程中，还闹出了一场风波。１８７５ 年的一天，美国好
几家报纸均同时刊登了一则来自警方的社会新闻。其内容是：“据悉，昨日
此间警察当局因银行要求依法逮捕了一名以荒唐的理由妄图从银行支取奖励
发明专款的骗子。此人声称他能制造出一种由两台小小的器具和一长段金属
线组成的特殊装置，可使相隔几英里以外的两人互相倾谈，而且声音清晰，
片言只语无误，云云。显然，这个自称发明家是个十足的骗子和毫无责任感
的吹牛大王。我们美国人对付这种骗子的最好回答是：决不上钩。而并要依
法惩处这类骗子！据某权威人士称，退一万步而言，即使上述近乎疯狂的想
法得以实现，充其量也只能供马戏场上表演之用，而绝不会有其它实际用
途”。
这条新闻发表的第二年，即 １８７６ 年，贝尔正式宣布电话研制成功，并于
同年获得发明电话专利权。从此，在军队上下级指挥机关之间，机关与部队
之间，应用了这种科学的电话通信。苏联 １８８４ 年就将电话用于要塞防御的指
挥中。
第一台会思考的机器
电子计算机会计算，会下棋，会分析思考问题，人们称之为电脑。电脑
是人脑的延伸。然而最早的会思考的机器比通常的通用电子计算机要早，叫
做图灵机，它的设计者是英国数学家图灵。
图灵生于 １９１２ 年，１９３５ 年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３７ 年发表著名的关于可计
算性论文，名扬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发觉英国知道他们的最秘密的
通讯内容，纳粹头目一直以为是在内部出了奸细，然而他们决没有想到这是
被图灵设计的一架机器破译的。
原来，德军的秘密电文都是用一种称为“爱尼吉马”的特殊机器译为密
码然后发出去的。１９３９ 年，图灵除了在英国皇家学院担任职务之外，还被英
国军方聘请在“外国官方通讯部门”工作。在那里，图灵设计了一架机器，
专门破译“爱尼吉马”机器发出的密码。它的理论根据，就是图灵在 １９３７
年发表的数学论文。为此，图灵获得了帝国勋章。
这种最初的会分析思考的机器，现在通称图灵机，是今天各式各样自动

机的原型，１９４５ 年出现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以后，由图灵奠基的自动机理
论成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算盘的由来
算盘，是军事领域不可缺少的计算工具，是中国古代重大的科技发明之
一。中国人民使用算盘至今已有 １０００ 余年的历史，军事是先进科学技术的吸
收器。因此，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算盘最早的国家，中国古代军队也是世界上
最先使用算盘的军队。
算盘，由古代的“筹算”演变而来。“筹算”就是运用筹码——一种竹
签来进行运算。唐代未年见到了筹算乘除法，到了宋代产生了筹算的除法歌
诀，明代（１３６８ 年）吴敬著《算法十全》中，就提出了算盘这一名称。约到
明代初年逐渐流行。论述算盘的著作，１５ 世纪中叶已经很多。由于珠算口诀
便于记忆，运算方便，制作简单，因而在我国被广泛运用。同时也陆续传到
日本、朝鲜、印度、美国、东南亚等国，受到普遍欢迎。
尽管目前世界计算工具进入了电气时代，然而中国古老的算盘仍然充满
着青春的活力，在军事领域及其各行各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最早以手摇为动力的计算机
世界上最早的以手摇为动力的计算机是法国人制造的机械动作的台式计
算机。１６４２ 年，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发现了一种机械装置，它由轮子和齿轮构
成。每个轮子有十个位置，分别表示 ０ 到 ９ 这 １０ 个数字。当第一个轮子到达
９ 并过渡到 ０ 时，它就与第二个轮子相啮合，使第二个轮子转到 １。直到第二
个轮子转了一周重新回到 ０ 时，它又与第三个轮子相啮合，如此等等。这样，
数就可以用机械方法进行加减了。计算结果，通过八个小窗口显示出来。
１６７４ 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把轮子和齿轮安排得使之还能自动地作乘
法和除法。
最早以蒸气为动力的计算机
１８１２ 年，英国人巴贝奇开始研制自动计算机，并于 １８２２ 年制成了一台
小型“差分机”。差分机可以自动计算二次多项式的值，精确度达到六位，
后来巴贝奇想制造一个更好的差分机，为此花费 ３ 万英镑的巨款。未能获得
成功，这项计划半途夭折。后来，巴贝奇又重新设计了一种新的机器——分
析机。这种分析机的设计思路，竟和百年后的现代化电子计算机的设计思路
有许多相似之处。分析机由蒸汽为动力，有存储器、运算器、运算数据和结
果数据，以卡片打孔的方式输入、输出。整个机器的运行，由穿孔卡片控制。
这台分析机太复杂，近似于现代的电子计算机，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所限，
也未能获得成功。但是它对推动计算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最后一台机械计算机
世界上最后一台机械计算机是美国制造的马克 １ 型计算机。随着电学，

机械制造等技术的发展，美国哈佛大学年轻博士艾肯，在美国 ＩＢＭ 公司的援
助下，终于在 １９４３ 年研制成功了自动序列控制计算机——马克 １ 型。这是最
后一台机械计算机，也是第一台应用的电气计算机，它的诞生意味着机械计
算机的结束，电子计算机的开始。马克 １ 由电气控制部分和机械部分组成。
它的运算速度较纯机械计算机有很大提高，它能顶 ２０ 多人在机械计算机上计
算。马克 １，长 ５１ 英尺，高 ８ 英尺，重约 ５ 吨，是一台体积庞大十分笨重的
电气机械计算机。
第一台军用电子管计算机
世界上第一台军用电子管计算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研制成功
的。那时，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各种武器、飞行器的飞行速度大大
加快。在控制这些武器的飞行中，需要高速计算工具不断修正运行参数，以
保证达到预定的目的，用来对付这些高速武器的瞄准系统也需要瞬时完成大
量复杂的计算工作，原有的计算工具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迫切需要研究一
种能适应时代、快速的计算工具。例如美国陆军弹道研究所每天要编制 ６ 张
火力表，每一张需要计算几百个弹道。他们虽然不断改进机电式微分分析机，
聘请了 ２００ 多名专职计算人员，但是计算一张表起码也得 ２～３ 个月，为此，
美国陆军弹道研究所心急如焚。因此，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上的迫切需要
是电子管计算机产生的重要原因。近几十年来，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雷达
的发明，机械计算机的广泛运用，记数、计算、传输、存储、控制等电子技
术功能的开发，又为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２ 日，正当美国陆军弹道研究所为计算弹道万分焦急之时，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年青的博士——奠克利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台电
子计算机设计方案，并提出了正式的研制报告（即题为《高速电子管计算机
装置的使用》的备忘录）。这一报告的提出立刻得到了当时陷入困境的美国
陆军弹道研究所的高度重视，并积极资助莫克利和一位博士研究生埃克特联
合研制电子计算机。经过 ４ 年的努力，于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正式研制成功。弹道研
究所的吉伦上校将其定名为“电子数值积分和自动计算机”，简称 ＥＮＩＡＣ。
“埃尼阿克”电子计算机，它使用了 １８０００ 个电子管，７０００ 个电阻，１００００
个电容，６０００ 个继电器。体积约有 ８５ 立方米，重量达 ３０ 多吨。机房占地面
积达 １７０ 多平方米。耗电近 １５０ 千瓦。运算速度每秒能做 ５０００ 次加法、或者
４００ 次乘法运算。如果用当时最快的机电式计算机做 ４０ 点弹道计算需要 ２ 小
时，而“埃尼阿克”仅需要 ３ 秒钟，快 ２４００ 余倍。如此快速的计算，在当时
来说确实是个创举。这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解除了美国陆军弹道研究所的
燃眉之急。自 １９４６ 年起，这台电子计算机在阿贝丁炮击场（弹道研究所）正
常运行了 １０ 年。这台电子计算机虽然存有“体积大”、“记忆能力差”、“判
断、控制能力不够理想”等弱点，但它终于突破了机械计算机的局限，以小
而精密的电子元件，替代了笨拙、粗糙的机械零件。这台电子计算机的产生，
标志着人类计算技术进入了现代化的时代——电子计算机时代。
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至今，虽仅有 ４０ 余年的历史，但发展极为迅
速，已经历了五代变革，其性能不断提高，种类不断推陈出新，其五代的发
展是，第一代为电子管，第二代为晶体管，第三代为小规模集成电路，第四
代为大规模集成电路，第五代为智能计算机。

最早的军用晶体管电子计算机
世界进入 ５０ 年代后，人们对计算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军
界。主要是：进一步提高运算速度、增加容量、提高性能／价格比；减小体积、
减轻重量、降低功耗。然而电子管计算机要达到上述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
提高运算速度、增加容量，势必要增加电子管的数量，增大体积、重量和功
耗，这会使价格更为昂贵。要解决这一矛盾达到军界这一要求，唯一的出路
是采用新的元件和线路，研制出更为新式的电子计算机。晶体管的发展为这
种新式电子计算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解决了电子计算机无法解决的矛盾。
世界上首先使用晶体管作电子管计算机元件和线路的是美国。１９５４ 年，美国
贝尔电话实验室为军方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作为飞
机机载电子计算机，定名为 ＴＲＡＤＩＣ。为第二代电子计算机的开端。１９５５ 年，
美国阿尔玛公司又生产出了第一台装在洲际弹道导弹“阿特拉斯”中的计算
机。１９５８ 年，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ＩＢＭ 公司经过多方论证反复比较，
决定用晶体管完全取代电子管，批量生产晶体管计算机。此后，世界上许多
国家如日本、西德、英国等也相继生产了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并在军队中大
量使用。
最早的军用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
世界进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国际形势极为紧张，美国、苏联及欧洲许
多国家竭力发展军事技术。因而对电子计算机的功能、重量、体积等要求愈
益提高。新式武器、尖端技术的不断出现推动了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近
几年集成电路的产生又解决了电子计算机的关键技术问题。５０ 年代未，美国
即开始设计制造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１９６１ 年世界上第一台小规模集成电
路计算机研制成功。这台集成电路计算机由美国空军和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共
同研制，采用了 ５７８ 块小规模集成电路，主机重 ２８５ 克，体积为 １００ 立方厘
米，功耗为 １６ 瓦。１９６２ 年美国又生产出了许多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被
使用在飞机上和火箭上。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的产生，标志着计算机又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台军用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
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的产生，使计算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经过几
年的实用，其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后来，人们为了进一步提高计算机的性
能，设想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于是，美国无线电有限公司展开了积极的研
制工作。于 １９６７ 年世界上第一台用于军用飞机上领航的机载计算机 ＬＩＭＡＣ
研制成功。该机部分逻辑元件采用了双极型大规模集成电路，缓存用 ＭＯＳ 大
规模集成电路制成。该机虽然没有全部使用大规模集成电路，但开创了计算
机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先例。经过几年的努力，于 １９７３ 年又制成了 ＩＬＬＩＡＣ
—ＩＶ 计算机，这是第一台全部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该机的研制成
功又标志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最早的望远镜
世界上最早的望远镜是 １６０９ 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出来的。因此，
又称伽利略望远镜。这是一台折射望远镜。它用一块凸透镜作物镜，一块凹
透镜作目镜，因此观测到的是正象。伽利略在谈到这架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
时说：“现在多谢有了望远镜，我们已经能够使天体离我们比离亚里士多德
近三四十倍，因此能够辨别出天体上的许多事情，都是亚里士多德所没有见
过的”。这虽然不是第一架用于军事的望远镜，但它为制造军用望远镜提供
了科学基础，此后望远镜在军事指挥领域得到了应用。
最早的潜望镜
中国是制造和运用潜望镜最早的国家。随着战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
步，为了能在隐蔽处观察敌情。中国于公元前二世纪根据平面镜反射的原理，
就制作了潜望镜。这种潜望镜的基本原理被记载在汉（公元前 ２００ 年至公元
８ 年）初一本叫《淮南万毕术》书中。书中说：“取大镜高悬，置水盆于下，
则见四邻矣”。当时的这种潜望镜结构虽然很简单，使用的材料也很粗糙，
但意义极其深远，为后人制作潜望镜奠定了基础。
最大的瞭望塔
世界上最大的瞭望塔是法国 １３ 世纪建筑的瞭望塔。该塔位于法国埃纳古
西勒，塔高 ５４ 米，墙厚 ７ 米，周长 ９７ 米。可惜这座宏伟的建筑物 １９１７ 年披
德国人捣毁了。
最早发现地磁偏角的人
世界上最早发现地磁偏角的是中国的沈括。沈括生于宋仁宗天圣 ９ 年（公
元 １０３１ 年），卒于 １０９５ 年，是一位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人。
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
笔谈》。他在此书中论述用天然磁石磨擦钢针可以指南的时候指出：“然常
微偏东，不全南也”。就是说指南针不是完全指向正南方向，而是稍稍偏东。
这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地磁偏角，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球物理科学的新发现。欧
洲人对地磁偏角的发现，是在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的 １４９２ 年，
要比中国晚 ４００ 多年。
最早的军用邮票
邮票产生于军人的通信。据说英国数学家罗兰·希尔 １８３８ 年在苏格兰一
个偏辟的村庄避暑。一天，他在村中散步，看到了一个少女不愿接到邮递员
送来的信。她对邮递员说：“我已看过了信封，请把这封信退回去吧！”希
尔感到很奇怪，问少女：“这是谁来的信？你为什么不收信？”少女回答说：
“我家里很穷，没有钱取信。这是我未婚夫来的信，他在军队中服役，我们
预约他每星期给我一封信，然而，我一周的工资几乎和邮资相差无几。所以

我们俩约定，如果他身体好的话，就在寄来的信封上画个圈圈，我见到这个
符号，就不再付邮资取信了”。希尔既同情这位少女，又感到由受信人付邮
资会在邮政上造成漏洞。于是，希尔就向英国政府建议：寄信邮费由发信人
出钱购买邮票，将其贴在信封上，做为邮资已付的凭证，不再向收信人收费。
１８４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英国政府采纳了希尔的建议，并设计了以英国维多利
亚女王侧面像为图案的邮票。于 １８４０ 年 ５ 月 １ 日开始发行，５ 月 ６ 日正式使
用，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邮票。英国的做法实行后，其它国家纷纷仿效。中
国也于公元 １８７８ 年（清朝光绪四年）开始发行了邮票。
随着邮票的广泛使用，作为担任特殊任务的军队，在邮票的应用上也应
有其特殊性。因而一种专门供军人通信用的军用邮票也就随之而生了。世界
上最早的使用军用邮票的国家是土耳其，于 １８９８ 年发行，形状为八角形。中
国的军用邮票，最早发行时间是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那时晋察冀边区为免费供给八
路军战士寄信，发行了一枚“抗战军人纪念”邮票，这枚邮票的图案是一位
持枪跑步的八路军战士，边上有“抗战军人”四个字，四角印有“纪念邮票”
四个字，于 １９３８ 年底停止发行。１９４４ 年中华民国邮政首次专门设计、发行
了一枚军用邮票。全国解放后，１９５３ 年，为优待军人免费通信，经国家邮电
部和军队通信兵部商定，邮电部发行过一套军用邮票，按陆、海、空之别分
别设计了三种图案，均为“八一”军徽，价值均为八百元（旧币），分别为
黄、蓝、紫三种不同的颜色，后来，因使用范围难以控制，便停止了发行。
最早的雷达
雷达是英文的缩写词 Ｒａｄａｒ 的音译，原义是“无线电侦察和定位”。然
而，雷达的发展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世界上许多科学家都作过了研究和
试验，并作过论述。１８８６ 年德国海因里奇·赫茨科学家，经过大量试验发现
电磁波与光波一样，在传播中遇到障碍也会产生折射和反射。１９００ 年美国科
学家尼古拉·特斯拉根据试验得出了“波长很短的电磁波有可能用来探测运
动物体的踪迹。１９０４ 年德国工程师克里斯蒂安·赫尔斯迈那，获得了一项研
究无线电障碍物探测器的专利。１９１６ 年马可尼和富兰克林也进行过研究，并
对电磁波的反射和折射及研制探测器有过专门的论述。１９２７ 年 Ａ·Ｈ·泰勒，
建造过一台接受机和发射机。１９３０ 年工程师 Ｌ·Ａ·海兰，制造了一台测向仪
能探测到空中 ８０ 公里外的飞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对战局的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引起了各国军界
的高度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飞机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因
此，对付敌人的飞机就是一个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怎样对付敌人的飞机呢？
首先要能提前发现，英国起先针对德国法西斯已拥有强大的空军和舰艇（１９３９
年德国已有各型作战飞机 ４８４０ 架，其中歼击机 １２００ 架，轰炸机 １７５０ 架，其
它机种 １８９０ 架）。且国内任何一点离德国海岸线都不超过 １００ 公里，德国飞
机只要一、二十分钟就能到达的危急情况，为了及早发现德机的来袭，以便
发出警报，做好各种防空和对付的准备，雇请了一些听觉特别灵敏的盲人，
在高楼上侦听敌机来袭的声音，然而耳朵的听距是有限的，经试验效果不佳。
以后，英国又制造了一个大型侦听器，利用巨型喇叭口回拢声音的原理，来
及早判定敌机来袭的方向、数量，这种方法虽然优越于盲人的耳朵，但侦听
到的敌机方向很不准确，且不能确定其高度，所以效果也不是很好。

英国政府为了国家的安危，及早解决防空问题，于 １９３５ 年，在英国空军
部建立了一个以 Ｈ·Ｇ 铁寨爵士为主席的防空科学调查委员会，专门研究和解
决这个问题。正当铁寨棘手之时，英国无线电科学家罗伯特·沃森——瓦特
发明了磁控管。磁控管和三极管在原理上全然不同，它能产生短促的高频高
能脉冲信号。他还发现无线电波在传播时，遇到障碍物就能反射回来，再用
一个特殊装置将发射回来的无线电波接收下来，从而可以确定目标的方向距
离、大小等。运用这个方法能够从远距离测定敌人的飞机。铁寨了解到这个
情况后，就与瓦特一起研究试验，大获成功。２ 月 ２６ 日，英国军事部领导人
被邀请到伦敦参观了瓦特的雷达表演。于是在 １９３５ 年，可以发现 １６ 公里以
外敌机的雷达诞生了。后经过 １ 个月的改进，雷达的探测距离达到了 ６５ 公里。
到 ９ 日，雷达的作用距离又达到了 ８８ 公里。１９３７ 年英国建成了 ２０ 多个雷达
站。到 １９３９ 年第主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覆盖整个英国本土沿海的雷达网已经
建成。１９４０ 年不列颠战役中雷达大显身手，对英国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作
用。８ 月 ８ 日至 ９ 月 １５ 日，这 ３７ 天的时间内，德国军队就损失飞机 １３００ 余
架。铁寨调查委员会在整个二次大战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均被军方所
采纳。由于铁寨防空科学调查委员会工作卓有成就，作战研究部主任罗威称
他们的工作为“运筹学”’这就是运筹学这个名称的由来。铁寨即为“运筹
学之父”。
最早的国防雷达预警网
世界上最早部署雷达预警网的是英国。
１９３６ 年，英国在罗伯特·沃森·瓦特领导下的研究小组，研制成功了雷
达。随着战争风云在欧洲上空的聚集，德国飞机的发展对英国的威胁愈来愈
严重。英国为了防御德国飞机的侵袭，集中了大量科学家和多家工厂研究生
产雷达，并沿英国东海岸建立起了一个由 ２０ 个地面雷达站组成的早期雷达预
警网。１９３９ 年 ９ 月预警雷达网初期工程完工。
预警雷达网探测范围北至苏格兰最北端，南达朴次茅斯；最大探测距离
１７７ 公里；最大探测高度（发现敌机的高度》４５７０ 米。预警网中均使用了极
大型雷达，每部雷达重数吨，有 ３ 个高度为 １０７ 米的无线塔，用于安装发射
天线和 ４ 个高度为 ７３ 米的接收天线。
该雷达预警网在 １９４０ 年夏的不列颠之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第一次使用雷达的战斗
雷达的发明，德国人几乎同英国人相差无几。１９３６ 年底一种称之为“ＤＴ
—装置”（为了保密，德国人为雷达起的代号）的雷达已可探测 ５０ 英里外的
目标。因此，海、空军纷纷订货。
１９３９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装有“海上节拍”雷达的德国袖珍战
列舰“德国”号和“海军上将施佩伯爵”号，在南大西洋击沉了 ９ 艘英国商
船。“德国”号因油料不足而驶回了德国。而“施佩伯爵”号则驶往拉普拉
塔河的热闹港湾。英国三艘巡洋侧“阿杰克斯”号、艾基利斯”号和“埃克
斯特”号，在海军准将哈伍德指挥下，也急速驶向拉普拉塔河。１２ 月 １３ 日
凌晨，双方进行了激战，英国军舰遭到了严重损失，德国“施佩伯爵”号也

受重创。德国舰不得不躲避到中立国的蒙得维的亚港口去修理。由于停留时
间已达 ７２ 小时（海牙国际公约规定，战舰在中立港停留的最长时间），在毫
无办法的情况下，舰长朗斯多夫自杀，并下令将舰凿沉。英国人从该德舰上
发现装有“海上节拍”型火控雷达。该雷达工作频率为 ３７５ 兆赫，波长 ８０
厘米。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部雷达第一次用于战斗。
第一台激光雷达
世界上第一台激光雷达是美国 １９６４ 年研制成功的靶场测量用的激光雷
达。激光雷达不仅能够跟踪并测定目标的距离、方位和速度，并且对目标还
具有识别、显示、姿态测定和轨道记录等功能。激光雷达的工作波长约为微
波雷达的万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因而具有测量精度高、分辨能力好、抗干扰
能力强、体积小等优点。主要缺点是受大气和恶劣天气影响大；波束窄，搜
索和捕获目标较难。自第一台激光雷达问世以来，激光雷达发展很快，７０ 年
代末，世界上一些国家在坦克、火炮、舰艇、飞机等开始装备激光雷达。８０
年代末大量的战术激光雷达装备干部队。
第一种实用型舰载预警机
世界上第一架实用型舰载预警机是美国海军制造的 Ｅ—１Ｂ“跟踪者”舰
载预警机。该预警机于 １９４５ 年底开始论证制造，几经改进，由“柯德尔克”
舰载预警机和 ＸＴＦ—１Ｗ 型早期警戒机演化而成，于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试飞成功。该
机是一架双发小型预警机，机上装有两台 Ｒ—１８２０—８２ｗＡ 型螺旋桨发动机，
单机功率 １５２５ 马力，飞行总重量 １．２２４７ 吨。飞机翼展 ２２．０５ 米，机长 １３．８２
米，机高 ５．１３ 米。机上雷达天线长 ９．７ 米，宽 ６．１ 米，天线罩呈椭圆形伞状
（高出机身 １．５ 米），罩重 ６７０ 公斤，雷达探测距离为 ２００ 公里。飞机最大
平飞速度 ４６６ 公里／小时，升限 ７０１０ 米，航程 １４５０ 公里，乘员 ４ 名（其中驾
驶员 ２ 人，雷达操纵手 ２ 人）。机内装有较先进的通信设备，敌我识别器、
定向仪、无线电指挥仪等。Ｅ—１Ｂ 航载预警机既可探测海面舰船目标、空中
敌机，也可探测海底潜艇目标；既可测定目标位置，又可引导攻击机实施向
敌攻击。实际上预警机就是一座初级的空中作战情报、通信、控制指挥中心。
这种飞机共生产了 ８８ 架，１９６０ 年 １ 月石 ０ 日正式装备美国海军使用。
现役最先进的预警机
世界上现役最先进的预警机是美国 Ｅ—３Ａ“哨兵”预警机。该机由美国
波音公司制造。主要技术装备及性能是：飞机主要性能：实用升限 １２０００ 米，
巡航速度每小时 ８８６ 公里，活动半径 １８５０ 公里，最大航程 １．２ 万公里，续航
空中不加油为 １１．５ 小时，无线安装：机身后部上方装有一个直径为 ９．１４ 米
厚 １．８ 米，重 ５３００ 公斤的旋转天线罩，罩内装有预警雷达及敌我识别器的天
线，天线为 ６ 转／分。监视雷达概况：ＡＮ／ＡＰＹ—１．Ｓ 波段、脉冲多普勒体制。
五种工作状态、频率捷变、旁瓣—５０ 分贝、腑视 ４００ 公里（大目标 ６００ 公里），
同时跟踪 ６００ 个目标。计算机：ＩＢＭ 公司的 ４πＣＣ—１。通信：１３ 条通信线路
Ｌｉｎｋｌｌ 系统，有的用 ＪＴＩＤＳ。敌我识别：ＡＮ／ＡＰＸ—１０３ 询问器。最大起飞重
量为 １５０ 吨装 ４ 台 ＴＦ—３３—ｐＷ—１００／１００Ａ 喷气发动机，总推力为 ３７３ 千牛。

Ｅ—３Ａ 外形尺寸：全长 ４６．６ 米，翼展 ４４．２ 米，机身宽 ３．７６ 米，机身总高度
为 １２．９ 米。机舱尺寸：分上下两层，上层总长 ３４ 米，最大高度 ２．３１ 米，地
板面积 １０６ 平方米；下层为前后两个行李房，总面积为 ５０ 平方米。机舱内最
前舱为飞行操纵舱，随后依次是通信舱、计算中心室、有几个控制台的监视
控制执勤舱、作战室、维修站、雷达和电子设备舱，最后是飞行员休息室。
机上乘员为 １７ 人。驾驶员 ２ 人领航员 １ 名，随机工程师 １ 名，战勤组（作战
指挥官、通信员、控制员、操纵手）１３ 人。
最早的电子干扰
１９０４ 年 ２ 月爆发的日俄战争是无线电用于通信以外目的——电子干扰的
开始。同年 ３ 月 ８ 日，日军企图袭击停泊在旅顺港的俄国军舰。然而，俄国
军舰停泊在内航道，在开阔的海面上看不到它。于是，就派出“春日”号和
“日慎”号两艘装甲巡洋舰，以间接射击的方式炮轰航道。为了观察弹着点，
下达正确的射击指令，并派出一艘小型驱逐舰停靠在有利的地点。于是两舰
之战进行了频繁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俄国基地的无线电报务员一次又一次听
到它们的信息交换，很想破坏其联络，于是本能地按下了火花发射机的信号
键。结果，使其通信受到干扰，无奈只得撤退，这一天俄国军舰无一受损。
最早的测向机
１８９６ 年，马可尼发明无线电通信之后，很快在各国军队中普及开来。至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就开始致力于无线电测向设备的研
究。意大利科学家阿尔托姆教授首先发现环形天线的“定向”作用。也就是
说，它能准确地确定电磁波源的方向。并成功地研制出了无线电测角系统，
为研制测向机提供了可能性。后来，阿尔托姆天线被用于贝利尼·托西测向
机上。这架测向机又经过阿尔托姆的同胞马可尼的改进更为完善起来。１９１４
年即投入了战场使用，为正确实施作战指挥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情报，为战争
的胜利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最早的摩托车
世界上第一辆摩托车（亦叫机器脚踏车），是德国人戴姆拉（１８３４～１９００
年）于 １８８５ 年发明制造的。
１８７６ 年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以汽油为燃料的四冲程引擎，但效率很低，无
实用意义。同一工场青年技工戴姆拉决意研制一种小型高效的内燃机，经过
几年努力，终于 １８８３ 年获得成功，同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获得德意志帝国第 ２８０２２
号专利。
１８８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戴姆拉把汽油引擎装到了木制的车上，制成了世界
上第一辆摩托车，并获得了专利。
这台摩托车除前后有个大车轮外，左右还有两个辅助小轮，使用 ２６４ 毫
米直立式单一汽缸，四冲程的引擎，能产生半个马力，每公里转动 ４３８ 次，
并装有两档变速器，时速可达 １２ 公里。１１ 月，戴姆拉的长子鲍尔·戴姆拉
驾驶着这辆摩托车试车获得成功。现这辆摩托车保存在慕尼黑科学技术博物

馆内。
１８９４ 年，Ｊ·希尔德布兰德和 Ａ·沃尔夫穆勒在德国慕尼黑开办了世界上
第一家制造摩托车的工厂，在两年内，这家工厂就生产了 １０００ 辆摩托车。不
久，就在军队指挥领域作为通信工具使用。
荣获最高勋章的军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英国第 ５６ 皇家步兵旅为了
迅速突破德军的防线，请求盟军空军火力支援。当盟军的飞机正要起飞时，
英国的信鸽“格久”送来了十万分火急的信件，“德军的防线已被第 ５６ 皇家
步兵旅攻占，请求撤销轰炸”。从信中知道“格久”在 １０ 分钟年飞行了 ３０
余公里。由于“格久”拯救了 １０００ 余人的生命，为此英国伦敦市市长授予它
掺金勋章，这是战争史上授予信鸽的最高荣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局部战争最多
第主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有 ４０ 多年。虽然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
战，但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却层出不穷。到底发生了多少次？由
于各国统计标准和方法不同，所以说法不一，相差很大。现在比较一致的看
法，以战争规模和强度的直接战斗死亡数字为依据，从 １９４５—１９８６ 年，直接
战斗死亡 １０００ 人以上的战争共有 ７８ 次。其中国家级战争 ３２ 次，国内战争
４６ 次。局部战争发生最多的地区在亚洲，不仅数量占世界总数百分之五十以
上，而且所有大规模（死亡 ５０ 万人以上）的局部战争都发生在亚洲，如朝鲜
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等。
规模最小的军队
世界上规模最小的军队是“城中之国”梵蒂冈的教皇卫队，由于该卫队
的士兵全部来自瑞士，因而人们也叫它“瑞士卫队”。这支军队刚建军时仅
有 ８３ 人，最多时为 １５０ 人，１９７０ 年经过精简整编后，人数仅为 １０Ｏ 人。该
支军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 １４００ 年，正式建军为 １５０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因而
它也是世界上建军时间最长的军队。
另据 １９８６ 年有关资料介绍一些国家军队规模也很小。例：冈比亚，总兵
力为 ４７５ 人，其中宪兵 ４００ 人，海军 ５０ 人，空军 ２５ 人；马耳他，总兵力 ７７５
人，特遣部队 ５００ 人，武装部队 ２７５ 人；伯利兹，总兵力 ６１０ 人，其中陆军
５５５ 人，编为 １ 个步兵营；海军 ４０ 人，空军 １５ 人，是世界上最小的空军和
最小的海军。
生产武器最多的国家
世界上在 １９７４～１９８２ 年期间，武器生产最多的国家是苏联。据美国国防
部长温伯格《一九八四年财政年度国防报告》所提供的资料看：１９７４～１９８２
年间，苏联共生产坦克 １７３５０ 辆，美国 ６４００ 辆；其它装甲车辆（轻型坦克、
装甲输送车、步兵战斗车及侦察、火力支援和防空车辆等）３６６５０ 辆，美国
４８００ 辆；火炮和火箭发射器 １３３５０ 门（具），美国 ３５０ 门（具）；战略作战
飞机 ６１００ 架，美国 ３０５０ 架；洲际弹道导弹 ２０３５ 枚，美国 ３４６ 枚：大型水面
舰只 ８５ 艘，美国 ７２ 艘；攻击潜艇 ６１ 艘，美国 ２７ 艘；弹道导弹潜艇 ３３ 艘，
美国 ２ 艘；战区核武器 ５８５０ 件，美国 ３５５０ 件。
年龄最小的统帅
战争史上年龄最小的统帅，是比利时布拉班特公爵格德巴多三世。他担
任统帅时，年龄刚满三个月。原来，在他降临人世 ９０ 天时，他父亲就离开了
人间。作为法定继承人，他当上了布拉班特领主兼军队总统帅。此时比利时
正与邻国交战，因此作为军队统帅他只得奔赴疆场了。在战场上他由保姆看
守着，躺在摇篮里“指挥”军队作战，因而获得了“摇篮中的公爵”“格德
巴多勇者”的雅号。格德巴多统治比利时达 ３８ 年（公元 １１４２～１１８０ 年）之
久。

年龄最大的士兵
世界军事史上年龄最大的士兵，是美国国内战争（１８６１～１８６５ 年）中的
最后一个幸存者一约翰·Ｂ·萨林。他于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美国田纳亚州金
斯波特逝世，享年 １１３ 岁零 １ 天。
身材最高的士兵
世界上身材最高的士兵是维努·万里赖纳。（１９０９～１９６３ 年）。他刚参
加芬兰军队时，身高为 ２．２０ 米，经过儿年的服役，他竟长到了 ２．４７ 米。
服役时间最短、年纪最小的上校
美国的罗比·惠勒，出生于军人世家，祖上五代从军。他身患绝症，但
仍渴望能成为一名军人。美国陆军为了满足他的愿望，１９８５ 年破例接收了他
（当时他刚满 ９ 岁），并将他安排在旧金山市普勒西迪奥驻军司令部服役一
天。在“服役期”满时，驻军司令部授予他荣誉上校军衔和十余枚荣誉勋章，
以褒奖他志在从戎的可敬精神。因此，罗比·惠勒即成为了世界上服役时间
最短、提升最快、年纪最小的上校。
现存有文字记载的有关于军队条文的最早法典
世界上现存有文字记载的有关军队条文的最早法典，是古巴比伦王国第
六国王汉漠拉比于公元前 １７９２～１７５０ 年间主持编纂的“汉谟拉比法典”。这
部法典刻在一个高 ２．２５ 米的石柱上。石柱上方是浮雕，右边端坐着沙马什（日
神），双手将法典授予左边的汉谟拉比王。浮雕下面是法典内容，用楔形文
凿成，共 ４９ 栏，３６００ 行，２８２ 条，８０００ 余字。汉谟拉比王认为，军队是进
行战争、维护统治秩序的主要支柱，因此法典第二大部分（６～１２６ 条）第二
款对军役和士兵财产作了具体的规定（２６～４１ 条），占法典总条目的百分之
八。这部法典原置于巴比伦马都克神庙。约公元前 １２ 世纪，被埃兰人（今伊
朗胡泽斯坦省）作为战利品带至苏撒。１９０１ 年，被法国、伊朗考古队发现。
现存巴黎卢佛尔博物馆内。
军衔各等级之源
当今世界各国的武装力量中，除预备役军人和文职人员外，大多数国家
的现役军人都授有军衔。有的国家预备役军人在特定时间、场合也能佩带军
衔。军衔一词最早出现于 １５７８ 年法文之中，意思是：“等级的台阶”。然而
军衔制度起源于何时何地呢？据有关资料介绍，区分军人等级的军衔制度，
最早产生于 １５、１６ 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萌芽和职业军队建立的时期，是近代职
业军队的传统产物。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和组织体制的发展，逐步形成现在
元帅、将官、校官、尉官和军士这样完善的军衔体系。
列兵 １８ 世纪俄国彼得大帝（１６７２～１７２５ 年），建立了正规的陆、海军，

改革了军制，于 １７２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颁市了《官级表》，首次在俄国军队中设
置此衔。
上等乒从军队生活经验丰富，屡建战功，表现突出，忠诚可靠的士兵中
选出。１７ 世纪初，德国军队首先在连队中确定此衔。
下士最先在 １６４７ 年俄国军队战斗条令《步兵习武概则与谋略》中出现，
此后被《官级表》列为第 １７ 级衔级。
中士作为衔级的一级，最早在法国军队中出现，产生于 １５ 世纪。后来，
英、德、俄等国也相继设置此衔。
上士主要授予优秀的中士。苏联武装力量于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设立此衔。
准尉本意为“旗”，俄国军队于 １６４９ 年，最先将“旗手”称之谓准尉。
彼得大帝建立正规军时，于 １７１２ 年正式将此作为步兵、骑兵的最低官衔。
少尉最早是在俄国彼得一世时期的 １７０３ 年正式设此军衔。
中尉原意为“副职”“代理人”。这一官衔出现最早的是法国。１４４４ 年，
法国军队规定将担任副队长的指挥员称之为中尉，后来到 １５ 世纪末中尉成了
副连长的代名词。至 １７ 世纪中、下叶俄国、法国等正式确定为一级军衔。
大尉作为军衔的一个等级，最早出现于中世纪的法国。此衔曾一度高于
元帅，后来逐渐失去原意，于 １５５８ 年起，开始将连长称为大尉。
少校原意是“大的”“职位较高的”。１６ 世纪，西班牙军队中最先作为
一级军衔使用。
中校原来作为副团长的职称，俄国军队 １７ 世纪首先使用。后来 １７１３ 年，
彼得大帝又在海军中设立了中校军衔。１７２２ 年《官职表》中正式作为校官第
二衔职。
上校此官衔最早在法国军队中作为团长的代名词使用。俄国军队于 １６３２
年正式作为一级军衔授予新制团指挥员。
大校最先设置此衔的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
将军此军衔，最早由法国军队设立，时间是 １６ 世纪。
··法文将官的衔称中还保留着这种分工的痕迹：旅、师、军、集团军
各词分别与将军一词组合，即构成准将、少将、中将、上将衔称。
元帅最早设置此衔的是法国，时间是 １６ 世纪，当时作为最高的一级军
衔。１６ 世纪下半叶，法国曾先后授予了 １８ 位战功显赫的将领。此时设置此
衔的还有德军。
大元帅最早授予此衔的是法国国王查理丸世其弟昂茹公爵。到目前为
止，世界上约有 ３０ 人被授予此衔。
最早建立预备役的国家
最早建立预备役的国家，是普鲁士王国。１８１３ 年，普鲁士王国将军队区
分为常备军和后备役（即预备役）。规定常备军服役期限为 ５ 年，期满后转
为第一类后备军，每两年参加一个月的军事训练，直到 ３２ 岁为止。第二类后
备军从 ３３ 岁至 ３９ 岁，平时不再训练。随后，奥匈帝国、意大利、法国、日
本、俄国也相继建立了预备役制度。中国后备役制度始于清朝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 年），当时实行了新军制，即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常
备兵服役为期 ３ 年，服役期满后发给凭照，资遣回乡列为续备兵。续备兵每
年训练一个月，发全饱，三年后转入后备兵。后备兵在第二、四年度进行训

练，四年后转为平民。
兵力驻扎在国外最多的国家
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兵力驻扎在国外最多的国家是苏
联，总兵力达 ７３．５ 万人。其中驻民主德国陆军 １９ 个师，３１．２ 万人；驻波兰
陆军 ２ 个师，３ 万人，驻捷克陆军 ５ 个师，８．４ 万人，驻匈牙利陆军 ４ 个师，
６．６ 万人；东欧地区陆军总人数为 ４９．２ 万人，空军 １１．２ 万人，坦克 １０３００
辆，各型飞机 ２３６４ 架；驻阿富汗 ４ 个师又 １２ 个旅团，约 ６ 万余人；驻蒙古
５ 个师，７．１ 万人。驻外兵力最多的其次是美国，共 ６０．５ 万人。
在国外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最多的国家
据统计，在国外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海外占据大量军事基地，战后又大肆扩建和
增加，逐步建成了一个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网。１９６１ 年底，美国在海外建立
的大小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共达 ２６６０ 个，达到了最高峰。此后，由于经济困
难和驻在国人民反对，美国收缩海外驻军，基地数量逐渐减少。截至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美军在海外的主要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共计 ４４５ 个，仍然是世界军
队中在国外军事基地和主要军事设施最多的国家。其中西德 １８６、英国 １７、
荷兰 １、冰岛 ３、比利时 １、西班牙 ７、葡萄牙 ２、意大利 １１、希腊 ４、土耳
其 ４、埃及 ２、阿曼 １、肯尼亚 ２、索马里 ２、日本 ２８、南朝鲜 ４１、菲律宾 １１、
新加坡 １、迪戈加西亚 ３、关岛 ７、威克岛 １、夸贾林岛 １、中途岛 １、澳大利
亚 １、新西兰 １、阿拉斯加 ４６、夏威夷 ４２、格陵兰 ２、加拿大 １、百慕大 １、
波多黎各 ６、古巴 ４、巴拿马 ４。
军礼溯源
军礼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罗马帝国。古代罗马帝国的骑士在相互遇见
时，有举起盔甲上的面甲的传统。据说这是为了表示敬意和骑士精神。同时，
这样亦可向对方显示脸部，以免为自己人误杀。
到了中世纪，西欧的武士们都去掉了面甲，举面甲的传统也就演变为脱
下头盔或帽子。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正式把脱帽致礼的传统改为用于接触帽沿或一束
头发（在不戴帽时）。英国军人敬礼时手心外翻，表示手中无武器；而双脚
并拢，成立正姿势，则表示军人的气魄。
现代通行的军礼首先从英国陆军开始，尔后传到海军，再传到美国，进
而传到世界。同前世界各国军礼虽不相同，但举手接触帽沿这一点是通用的。
最大的军乐队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 ６ 公里长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上伴随着尼克松总统
的军乐队，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乐队。这支军乐队由 １９７６ 名乐师和 ５４ 名旗手
组成。

罐头的发明者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食品供给是军队的生命线。便携带、
耐贮存、易食用是军用食品的特性。在很古时就有人开始研究这种军用食品
了。例：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一书之中，就有使用密封陶瓷罐来保藏
食品的记载了；１３ 世纪，成吉思汗为了解决远征欧洲军队的吃饭问题，开始
制作原始奶粉，供骑兵们携带向欧洲进军。这种方法效果并不太好。
最为理想的军用食品是罐头。最先发明罐头的人是法国的尼古拉斯·阿
珀特。１８ 世纪末叶，法国大革命的烈火烧遍了整个欧洲，拿破仑为大部队移
动需要贮存和携带大量食物而大伤脑筋，于是他提出了谁能设计出一种既能
长时间保藏，又能在运动中食用的食品，即可得到 １２０００ 法郎的奖金。曾经
在酸菜厂、酒厂、糖果厂当过工人，又在饭馆里当过厨师的阿琅特，开始设
计制造这种食品了。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在 １８０４ 年发明了罐头。接着，开办
了世界上第一个生产罐头的工厂，解决了拿破仑这一难题。拿破仑大喜过望，
于 １８０９ 年把这笔奖金授予了他。从此以后，罐头食品工业就象而后春笋一般
发展起来。罐头如同新式步枪一样，也同样受到了各国军队的重视。这位“罐
头先驱”于 １８４１ 年 ６ 月 ３ 日逝世，终年 ９１ 岁。
头盔的最早记载
头盔，右代叫胄。其形如帽，用以防护人的头部。据说，在被称为欧洲
文学史上第一座丰碑的古希腊神活——荷马史诗中就捉到过头盔。诗中生动
地描写了氏族社会的古希腊英雄头戴护盔，身披战袍，手持长矛，乘坐战车
的战斗生活，这恐怕是关于头盔的最早记载了。
最早的头盔
头盔最早产生于中国的黄帝时代。据《事物纪原》卷九：“兜鍪、胄也，
黄帝内传所述，盖玄女清帝制之，以备身也”。当时的头盔是用纤维材料和
皮革制成的。
后来随着冶金技术和战争的需要，又发明了金属头盔。据中国安阳殷墟
出土的青铜盔来看，它的制作技术已达到了非常精致的程度了，据今约有
３０００ 余年的历史了。而据有关资料记载，国外大约在公元前 ８００ 年左右才制
造出青铜胄。由此可见，殷墟出土的青铜胄要算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头盔了。
最早的钢盔
作战中用于保护自己头部的头盔几千年前即已有之。例如中国商代的青
铜胄，战国后期的铁头盔等。但是能抵御现代枪弹的钢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才出现。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机枪、火炮等现代化的兵器大量使用于
战场，造成了大量的战斗减员，一批批伤员被送进后方医院。有一天，法国
有一位将军名叫亚得里安去医院看望伤员。一名伤兵向他讲述了自己负伤的

经过：德军炮击时，我正在厨房值日，面对呼啸而来的炮弹，我急中生智将
铁锅扣在头上，结果保住了头部，只受了点轻伤，其它伙伴由于无处躲藏，
很多被炸死。亚得里安将军听后非常高兴，他想，战场上如果人人都有一顶
钢帽子，不就可以减少伤亡吗？于是他立即派人找回那个被打破的铁锅，并
指定一个小组进行研制铁锅型的帽子。经过多次试验和改进，终于制成了第
一代钢盔，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亚得里安钢盔”，于当年装备了部队。
战争的实践证明，钢盔对防御散弹片极为有效，于是其它国家纷纷仿效。
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由于装备了 Ｍ—１ 型锰钢盔，使 ７００００
余人免遭死亡。
第一个战地救护女英雄
世界上第一个战地救护女英雄是英国的费罗伦斯·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１８２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出生在意大利弗罗伦萨城一个英国贵族家
庭里。她自幼勤奋好学，待人和善。小时候，她经常帮助医生护理病人，随
家人外出旅游，也注意考察一些医院和慈善单位。久而久之，使她对护理工
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１８５３ 年英法等国与沙皇俄国之间发生了战争（史称克里米亚战争），南
丁格尔毅然放弃了贵族家庭的豪华生活，冲破家人阻挠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率领 ８ 名护士奔赴土耳其的斯库塔里前线，进行战地救护。由于她和她的伙
伴们对伤病员高度负责，又采用了科学的护理方法，使伤病员的死亡率由百
分之六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深受官兵的爱戴，被誉为“提灯女郎”，成为
闻名一时的战地救护女英雄。
战争结束之后，南丁格尔用人民捐献给她的基金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
士学校，确立了现代护理学科。为了纪念这位现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开拓者，
表彰她的英雄事迹，１８９９ 年在瑞士成立的国际护士会中，将南丁格尔的诞生
日——５ 月 １２ 日，定为“国际护士节”。１９１２ 年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又设立
了南丁格尔奖章。
“红十字”的由来
１８ 世纪中叶，意大利、法国联军对奥地利发动战争。在两次激战中，双
方死伤人员多达数万，战场上尸体遍地，腥臭熏天，伤兵在血泊中挣扎呼救。
伤兵的遭遇引起了瑞士旅行家亨利·杜南的极大同情，他向世界各国呼吁，
成立战地伤员救护组织。
杜南的这项建议首先得到了瑞士日内瓦公益会组织的响应，并推荐亨
利·杜南等五人组成“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１８６４ 年 ８ 月，来自 １２ 个国
家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制定了关于救护战地伤兵的日内瓦公约，公约
规定：交战双方承认并尊重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不受侵犯；战地伤病员不
分国别有接受治疗的权利。“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又规定以瑞士国旗的自
底红十字为会标，表示向首先发起和全力支持该组织的瑞士政府致意。
１８８０ 年，该组织正式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此“红十字”便
成为全世界卫生部门的通用标志。

第一次将人造血用于战场抢救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事医学科学院外研所科技部的
科研人员带着人造血赶赴云南老山前线，将乳白色的人造血输入了一个个伤
员的血管里，原先呈休克状态，脸色苍白、口唇焦裂、皮肤发凉的伤员，顿
时神志开始清醒，血压升高，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发凉的皮肤变得温暖，
几个小时后，伤情平静，即可转送后方医院，不久伤愈出院。人造血用于战
场抢救成功，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中国自造的新型人造血——全氟碳代血液，它能够代替血液将氧气输送
到人体的各组织器官，扩充血容量，可用于大出血时的急救和预计有大出血
的手术，不受血型、体格、可供量等限制，也不必担心带有爱滋病和肝炎病
毒的血输入人体。
人造血具有广泛的用途，它可用于治疗脑血管疾病及心肌梗塞等心血管
疾病，也可作为肿瘤和心血管异常的诊断剂，其中几种基本原料，还可制成
各种高级营养食品。
人造血的研制是由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刘永教授于
１９７４ 年提出建议，并由该所担任组长单位，由第三军医大学、上海有机所、
上海中山医院、第二军医大学、上海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军事医学
科学院和 ３０７ 医院密切协作，经过十个春秋的奋战，先后在 ２０００ 多只大小动
物身上进行 ７０ 余项试验研制成功的。
最大的公墓
苏联列宁格勒的公墓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墓。１９４１ 年至 １９４２ 年，列宁格
勒被德国军队包围期间，共死亡 １３０ 余万人，其中有 ５０ 万人葬于这个公墓。
最早的军事心理学
军事心理学，是研究人在各种情况下从事军事活动的心理现象和操纵军
事器械时的心理规律的一门学科。自从人类社会发生战争以来，敌我双方的
军事心理现象剧起了战争指挥者的重视。我国古代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
兵法》一书，是世界上最早涉及军事心理问题的兵书。至 ２０ 世纪初，欧美一
些国家对军事心理的研究逐步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１９１５ 年，丈尔廷撰
写的《战争心理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军事心理学的诞生。此后，军事心
理学的研究蓬勃发展起来。１９２７ 年，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勒撰写了《心理学与
士兵》；１９４３ 年美国国立研究院和科学社编撰了《军事心理学》，１９４３ 年又
编撰了《作战人员心理学》；苏联出版了《论惊慌心理》１９７２ 年，苏又出版
了《现代战争和心理学》《军队指挥中的心理学》等，我军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中
国社会心理学会和大连地区院校协作中心联合发起了首次军事社会心理学讨
论会。
最早创立军事社会学的国家
军事社会学，它把军事视为一个社会体系，探讨军事组织与其它社会组

织的外在关系以及军事组织的内在关系。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对
其内容作过片断论述。如中国人孙武，古希腊的亚历山大，迦太基的汉尼拔，
古罗马的恺撒，法国的拿破仑一世，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俄国的苏沃洛夫
等。然而，真正成为一门学科，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军事社会学萌芽。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各参战国军事
社会化和社会军事化的进程，动员了大批人力，物力投入战争，军事组织、
军工生产、军事设施等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
以军事和社会群体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有关军队士气、军事效率等问
题，开创了军事社会学的研究。在多年广泛研究的基础上，编撰出了世界上
第一本军事社会学专著《美国军人》，该书于 １９４９ 年出版，对后来许多国家
研究军事社会学起到一定的影响。
军事哲学的奠墓人
军事哲学是关于军事领域中各种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奠基
人是德国学者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他于 １８１８ 年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他对欧洲历史上的 １３０
多次战争和自己亲身参加过的战争作了理论总结，写了大量著作。他去世后，
由其夫人编辑出版了三大卷《战争论》，这是军事哲学的奠基之作。恩格斯
和列宁都对克劳塞维茨给予很高的评价。列宁称他为“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
哲学家和战争史作家”。
《战争论》对大量战争作了哲学概括。首先，它概括了战争的性质，认
为战争是政策的另一手段的继续，是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是某种政治动
机引起的，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治交往的继续”。其次，它指出战
争是发展变化的，概括了旧式战争与新式战争的不同，指出了战争新发展的
意义。此外，还对战争性质、战略等问题作了概括和抽象。
军事哲学研究发展到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达到了新的水平。恩格斯总结了
军事哲学的成就，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战争作了深刻的剖析，因此军事
哲学的集大成者是伟大的导师恩格斯。
军事经济学的开创者
军事经济学，亦称国防经济学或战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国防建设和战
备过程中有关经济因素、经济现象，探索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的相互关系及
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介于军事科学和经济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世界上第一本专门研究国防军事活动与经济关系的军事经济学，是英国
经济学家庇古于 １９２１ 年撰写出版的《战争的经济学》。此后，苏、美、英、
日等国的经济学家对国防经济学的研究日趋深入，使之更为系统完善。军事
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国防与整个国民经济在总体上、
全面上的平衡关系，对未来世界性大战的估价和由此决定的平时经济和战时
经济的准备与动员，建立一个与国防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庞大的国防经济系
统；二是，从宏观上研究国防建设中的经济原则和约束条件，用系统工程的
方法，由定性到定量地去解决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三是，从微观上研究一
个部队、一个基地、一个工程、一个院校、一个工厂、一架飞机、一艘舰艇、

乃至一个士兵如何从经济的角度，参加国防经济的各项活动与考核，即以最
少的物质消耗取得最大的国防军事效果，以最少的经济投入，高效率、高质
量地保障国防军事的需求。
最早的军事条令
世界上最早的军事条令是《令典》、《军志》、《军政》它产生于中国
春秋中期，约公元前八一七世纪。虽原书已经亡佚，但其中之片断仍保存在
世界上第一部伟大军事专著——《孙子兵法》，军事巨著《左传》等古代兵
书之中，我们可借以窥见该书一斑。孙子在《军争篇》中曾有两处引用了《军
政》之言：“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见可而进，
知难而退”“强而避之”。《左传》中曾有三处引用了《军志》的片断：“《军
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军
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厨人洑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
心，后人有待其衰。’”唐代军事家李靖的军事著作《通典》中也引用了《军
志》的话：“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室”。宋
本《十一家注孙子》也引用了《军志》两段话：“《志》曰：止则为营，行
则为阵”。“《军志》曰：阵间容阵，足戈白刃；队间容队，可与敌对。前
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
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无违走，回头八
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令典，命令之片则《标准》也。从
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约略地看到书中之战略战术思想，作战指导的原则方法，
部队的管理等皆是军事条令的基本内容。
世界上有文字记载至今保存最完整的军事条令是《司马法》。它产生于
春秋末期，约公元前 ５４７ 年～４９４ 年。《隋书·经籍志》谓春秋时齐国人司
马穰置所撰。《司马法》系统的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的军事制度和作战经
验，论述了战争准备，战争指导，作战指挥，兵种部署，兵器的配置，天时
地利的选择、间谍的使用，军人心理及治军等问题。在战争指导上，《司马
法》主张政略和战略不可偏废，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应兼顾。在战术的
运用上，强调处理好“轻兵”与。‘重兵”、“轻地”与“重地”的关系，
主张“以重行轻”、“战相为轻重”。主张治军要以礼与法互为表里，刚柔
相宜。在兵器配置上，主张一兵惟杂”，即长短兵器相互为用，缺一不可。
《司马法》是一本典型的军事条令。
在欧洲最早出现的类似军事条令的书籍是奥尼山德尔所撰的《指挥官教
范》和德益茨所著的《军事原理简述》等。但从成书的时间上来看，要比中
国出现此类书晚 ６００～８００ 年。由此可见，中国是世界军事科学的发源地。
影响最六的兵书
《孙子兵法》举世公认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现存最早的兵书，它在世界
军事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孙子兵法》在我国古代被尊为“兵经”和“武经”。三国时期曹操赞
扬它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赞赏说：“吾
观兵书，无出孙武”。明代茅元仪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

不遗孙子。”清代孙量衍说：“古之名将，用之则胜，违之则败，称为兵经”。
毛泽东对孙子也极为赞赏，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引用了孙子的话，并称他是古
代的大军事家。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影响极大，而且国外也极为推崇。唐传至日本。
日人称它为：“东方兵学的鼻祖”“世界古代第一兵书”；清传至欧洲，拿
破仑爱不释手，经常披阅；英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说：“在导致人类自
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
译《孙子》这本书了”。“《孙子兵法》深邃的军事思想是不朽的”。英国
空军元帅斯莱瑟，主张所有的军事学院都应该把《孙子》列为必读之书。
《孙子兵法》据《史记》记载是春秋末期孙武所作，距今约有 ２０００ 余年
的历史了。该书计有 ８０００ 余字，分“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
“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
“火攻篇”“用间篇”１３ 篇。
最大的海难
公元前 ２５５ 年，在邦角战役中，罗马的一支去解围的舰队在邦角打败了
布匿的一支分舰队，俘获各型舰船 １１４ 艘，迫使它们登陆搁浅。然后，罗马
舰队找到了残余的陆军，舰队运载着陆军向西西里岛驶去。当舰队航行至西
西里岛南岸时，遭到了一场飓风的袭击，整个舰队的 ２８０ 艘船只和 １０ 万余人
全部葬身于海底。
另外，公元 １２８１ 年旧历 ６ 月，忽必烈命令范文虎率江 南军 １０ 万，乘战
舰 ３５００ 余艘，高丽军 ４００００，乘战舰 ９００ 余艘，进攻日本。先后攻占日本的
一些岛屿后，８ 月 ２３ 日突然遭到了台风的袭击，４４００ 余艘战舰几乎全部毁坏
和沉没，十几万军队葬身于鱼腹，活着逃回的仅有 ３ 人。中国史书上有：“航
海至平壶岛，遇飓风，败舟……”的记载。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弘安之役”。
造成这次大海难的主要原因是，元朝和高丽之军不了解台风在日本登陆的规
律，此时刚好是日本台风季节，所以难免被台风这头巨兽吞噬。
还有，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第 ３ 舰队占
领了菲律宾的明多罗，１７～１９ 日撤回加燃料时，遭到每秒 ６０ 米强台风的袭
击，造成多艘航空母舰、８ 艘战列舰以及 ２４ 艘加油船沉没，毁坏飞机 １４６ 架，
人员丧生 ８００，这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
打枪最少的将军
从士兵到将军一般要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打过千次甚至
万次的枪。然而美国的一位空军准将，曾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妇女执
行委员会主席威尔玛·沃特，她当兵十几年只打过一次枪，这是她在一次主
持召开北约部队妇女委员会会议时亲口说的。可谓是军史上一位打枪最少的
将军了。
第一辆汽车模型
世界上第一辆长 ６０ 厘米的蒸汽汽车模型，是比利时耶稣会教士费迪

南·韦比埃斯特在 １６６８ 年制造的。在他的《欧洲天文学》一书中对此汽车模
型进行充分论述。他设计制造这种汽车模型，很可能是受到 １６２９ 年乔瓦尼·布
朗卡在《机械》一书中对蒸汽轮机描述的影响，由于他当过中国康熙皇帝（１６６５
—１６８０ 年）的天文学顾问，也可能是受到中国周朝（公元前 ８００ 年）的“火
战车”的影响。
第一辆用汽油的汽车
如今军队中已大量装备了用汽沽的汽车，然而世界上第一辆用汽油的汽
车出现于何时、由谁制造？
世界上第一辆用汽油的汽车，是德国卡尔·本茨（１８４４～１９２９ 年）于 １８８６
发明制造的。我们常说的奔驰汽车就是用他的姓的音译。本茨是德国曼海姆
人，其父是火车司机，他从小对机械颇感兴趣，３５ 岁时即 １８７９ 年，他发明
了靠电火花点火的二冲程内燃机，７ 年之后，他便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用
汽油的汽车，开创了汽车新纪元。
世界上第一辆用汽油的汽车叫“引擎车厢”，形象十分简陋，前面有一
个小轮子，后面有两个大轮子，马达放在后轮的车架上，单汽缸，发动机功
率为 ０．８５ 马力，每分钟 ２００ 转，人坐在车子中间，靠一根操纵杆控制方向，
整个车重为 ２５０ 公斤。１８８５ 年，首次试车时，时速达 １３～１６ 公里。１８８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本茨获得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专利证书。当时许多报刊刊载了
这一消息并给予高度评价。《新巴登报》记载说：“由本茨设计的靠石油醚
气推动的三轮车今天早上在曼海姆的环形道上试验，据结果令人满意”。
曼海姆的《总汇报》报道说：“我们认为这种车前途无量，它操作方便，
今后将是出差人和旅游人的最便宜的交通工具”。这辆车现在仍保存在西德
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内。
跑得最快的汽车
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汽车，是美国制造的“蓝色火焰”号装有火箭发动机
的汽车。
蓝色火焰号汽车，车轮是古德那伊尔公司制造的。发动机是用液态天然
气和氢过氧化物的火箭发动机，最大静推力为 ９９８０ 公斤。从理论上讲，速度
可达每小时 １４５０ 公里。
蓝色火焰号汽车，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美国犹他州邦维尔城索尔特·弗
莱兹的地方，由加里·加布利希驾驶，在车行驶最快的一公里中时速达到
１０１６．０８８ 公里，后来又在某一时刻内曾超过了每小时 １０４６ 公里的速度，这
是带轮汽车史上在地面行驶的最高速度。
最大的车辆
世界上最大的车辆，是美国制造的马里恩载重车。该车长 ４０ 米，宽 ３４．７５
米，装有 ８ 条履带，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长 １．０７ 米。这种车共制造了 ２ 辆，
耗资 １２３０ 万美元。该车曾把土星 ５ 号火箭运送到约翰·肯尼迪航天中心的火
箭基地。装载后的车辆重达 ８１６５ 吨。

最早的火车
火车，装得多，跑得快，是军队机动的主要输送工具。无论是重兵集团
的调动，还是粮袜的运行，都离不开火车。然而，火车产生于何时？军运出
现于何年？
蒸汽动力的产生为火车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１７８１ 年瓦特制造的蒸汽
机问世以后，开始运用于矿井的排水泵和煤斗吊车上。后来，人们就考虑将
其运用到交通工具上。英国人理查德·特里维西克（１７７１～１８３３ 年）经过多
年的探索、研究，终于在 １８０４ 年创造了一台单一汽缸和一个大飞轮的蒸汽机
车，牵引五辆车厢，以时速 ８ 公里的速度行驶，这是在轨道上行驶的最早机
车。因为当时使用煤炭作为燃料，故人们称它为“火车”。有趣的是，当时
这台机车，没有设计驾驶室，驾驶员只好跟在车子旁，边走边驾驶。四年后，
他又制造了“看谁能捉到我号”机车，载人行驶。可是，由于轨道不能承受
火车的重量，机车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在一次行驶途中，机车跑出
了轨，就停止了使用。
与此同时，史蒂芬森也在积极研制火车。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１８１４ 年，
他制造出了第一辆有两个汽缸的，能牵引 ３０ 吨货物可以爬坡的火车，使火车
的锋芒初步显示出来。１８２５ 年英国在斯托克顿与达林顿之间开设了世界上第
一条营业铁路，史蒂芬森制造的“运行号”列车运载旅客行驶其间。
由于当时的马车业主们极力反对运用火车运输，因此 １８２９ 年，曼彻斯特
至利物浦间的铁路铺成之后，是采用马车 还是火车，引起了一场争论。（说
明：铁轨轨距是采用 ２００Ｏ 多年前古罗马战车车轮间距 １．４３５ 米的，英国当时
在铁轨运行的马车车轮也是这个间距）因此英国决定采用一次马车和火车比
赛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史蒂芬森的儿子改进的“火箭号”获胜。“火箭号”
长 ６．４ 米，重 ７．５ 吨，为了使火燃烧旺盛，装了 ４．５ 米高的烟囱，牵引 ３０
人的客车以平均 ２２ 公里的时速行驶，比当时的四套马车快两倍多，火车的优
越性又进一步显示出来。从此以后，火车终于取代了有轨马车成为人们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
火车诞生不久，就被运用于军事运输。在 １８５９ 年意大利战争中，法军就
于三个月内用铁路输送了 ６０４０００ 名士兵和 １２９０００ 马匹。
第一届国际和平会议
第一届国际和平会议由全俄罗斯皇帝陛下召集，承荷兰女王陛下政府的
邀请，于 １８９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海牙森林王家大厦举行。参加会议的主要有：
德意志、奥地利、比利时、中国、丹麦、西班牙、美利坚合众国、墨西哥合
众国、法兰西、爱尔兰、希腊、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罗马尼亚、
俄罗斯等 ２７ 个国家的代表。
在 １８９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期间，代表们始终希
望会议尊敬的倡导者的崇高理想和各有关政府的意愿得以全部实现，会议议
定了下列公约和宣言的案文。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二、陆战法规和
习惯公约。三、关于 １８６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
四、三项宣言：（一）禁止从气球上或以其它新的类似方法投掷投射物和爆

炸物宣言；
（二）禁止使用专用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宣言；
（三）
禁止使用在人体内易于膨胀变扁的投射物，如外壳坚硬而未能全部包住弹心
或外壳上刻有裂纹的子弹的宣言。上述公约和宣言得到了一致的通过，出席
会议的各国全权代表于 １８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以前签署。８ 年之后，即 １９０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海牙骑士会堂又召开了第二届国际和平会议。
第一个国际性裁军会议
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裁军会议是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 年间召开的“日内瓦裁军
会议”亦称“普遍裁军会议”。会议于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２ 日在日内瓦召开，参加
会议的有 ５４ 个国际联盟成员和当时不是成员国的苏联、美国、土耳其、巴西
等 ９ 个国家共计 ６３ 个国家。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裁减军队数量和限制军备问
题。会议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２ 日—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第
二阶段是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１９３３ 年 ７ 月；第三阶段是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１９３５ 年。会议期间由于主要参加国对裁军问题持有不同态度，几个主要帝国
主义大国的立场严重对立。他们都试图互相削弱对方的军事实力，但是，又
不肯为真正的裁军采取实际行动。因此，这次会议收效甚微。
最早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内容的国际性会议
最早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内容的国际性会议，是由俄国沙皇发起的有 １５
个国家参加的布鲁塞尔会议。这是一个编纂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国际性会议。
会议于 １８７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召开，８ 月 １５ 日结束，历时一个月。会议讨论了俄
国提出的国际公约草案。会议要达到的人道主义目的是，规定交战双方在相
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个人的权利。由于美、英两国的顽固立场，未能取得一致
意见。但是在会议期间提出了限制战争工具的思想，在草案中明确规定：
“战
争痛苦应尽量予以限制”。按照这一原则，在草案第 １３ 条中有下列禁止的内
容：禁止使用毒质或含有毒质的兵器；禁止使用足以引起不必要痛苦的兵器
弹丸或材料，以及彼得堡会议宣言所禁用的弹丸。一次会议虽未达成一致协
议，但是在禁止使用化学武器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为 １８９９ 年海牙会议奠
定了基础。
第一个有关合作制造原子弹的会议
世界上第一个有关合作制造原子弹的会议是魁北克会议。该会议于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２４ 日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参加会议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
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率领的双方最高级军、政人员。会议期间，英、美首脑迫
认了他们早先通过的关于英美军队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不能
早于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的决议，讨论了从外交上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关于意
大利投降的条件和它退出法西斯联盟加入同盟国、关于对从希特勒占领中解
放出来的国家的管理和分割德国的时机等问题。更值得提出的是，在会议期
间两国还签订了关于“英美合作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协定”。这就是人类有史
以来第一个有两国签定的“制造原子弹”的协定。

第一个有关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和条约
世界上第一次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是 １９２１ 年的华盛顿会议。会议由
美国发起，参加国有英、日、法、意、美五国。会议于 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
华盛顿开幕，主要讨论限制海军军备以及有关太平洋问题和远东问题。美、
英、日、法、意五国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于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６ 日签署了历史上第
一个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即《美英日法意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条约对上述五国的战列舰的比例相应规定为 ５∶５∶３∶１．７５∶１．７５。条约的
主要内容还有：一、英国可拥有战列舰 ２０ 艘，总吨位为 ５５８９５０ 吨；美国 １８
艘，５２５８５０ 吨；日本 １０ 艘，３０１３２０ 吨；法国 １０ 艘，２２１１７０ 吨；意大利 １０
艘，１８２８００ 吨。二、除规定可以保留的主力舰外，缔约各国应放弃各自建造
主力舰的计划并将不再建造或取得任何新的主力舰。三、不取得、不建造和
不定造标准排水量超过 ２．７ 万吨的航空母舰。四、各国航空母舰的总吨位，
按标准排水量计算不得超过下列数字：美国 １３５０００ 吨；英国 １３５０００ 吨；日
本 ８１０００ 吨；法国 ６００００ 吨；意大利 ６００００ 吨。五、条约还对战列舰和航空
母舰的火炮口径和数量作了限制。如规定“主力舰不得装置超过 ４０６ 毫米口
径的炮”等等。六、条约还规定不得在太平洋中部和西部建立海军基地。
第一个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国际公约
世界上第一个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国际性公约是“日内瓦公约”。该
公约是关于武装冲突时伤者、病者、战俘和平民待遇的多边国际协定。公约
于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日内瓦签订。截止 １９７５ 年初世界上已有 １２０ 多个国家
参加。该公约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公约：一是《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
境遇之日内瓦公约》；二是《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
之日内瓦公约》；三是《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四是《关于战时保
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公约》还规定，缔约各方均有责任注意发
现破坏或指使别人破坏公约条款的人，并予以惩处。这些人员应转交给他们
进行犯罪活动所在的国。破坏《日内瓦公约》的罪犯可看作是战犯，并应追
究刑事责任。
最早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国际性议定书
最早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国际性议定书是“日内瓦议定书”。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生物武器的研制在世界一些国家发展起来，主要有德、奥、匈、
法、意、俄、美等国。这样就在国际间产生了一种舆论，认为减少战争的破
坏和对人民不必要的杀伤，战争的手段，尤其是生物、化学武器应该限制，
要求在国际间制定一种法规，使交战双方共同遵守。在强大国际舆论的压力
下，１９２５ 年 ５ 月 ４ 日，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了由 ４５ 个国家参加的“日内瓦
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德意志、北美合众国、埃及、土耳其等 ９ 个非会员
会国。会议主要任务是成立一个监督军火商的协定。但是对毒气战和细菌战
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经过第 ２２ 次会议讨论之后，于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一致通过并签订了世界上第一个有禁用生物武器内容的国际性议定书，即《关
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议定书宣布缔约国接受禁

用毒气原则，并同意将禁用范围扩大到禁止使用细菌武器。在议定书签字的
有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印度等 ４０ 多个国家，苏联于 １９２８
年、美国于 １９７５ 年，中国于 １９５２ 年被批准参加“日内瓦议定书”。
第一个海底条约
世界上第一个海底国际性条约是由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根据苏联的倡议于
１９６９～１９７０ 年拟制，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由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通
过，１９７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在莫斯科、华盛顿、伦敦签字，１９７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生效。
截止 １９７４ 年 ３ 月，已有 ９０ 多个国家加入了本条约。该条约包括序言和十一
项条款。条约中有：禁止在沿岸 １２ 海里以外胁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设置和安装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为储存、试验或使用这种武器而设计的建筑物、发射
装置和其它设备；缔约各国承诺不协助、鼓励和引导任何国家进行被禁止的
活动，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参加这种活动等等内容。
第一个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世界上第一个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是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莫斯科由
美国和苏联签订的，于当年 １０ 月 ３ 日生效。条约责成缔约双方不再扩大反导
弹系统，以免使其遍布两国领土或为这种广泛防御建立基础。反导弹系统可
设置在：一、以某一方首都为中心以 １５０ 公里为半径的地区内；二、设有洲
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的、以 １５０ 公里为半径的一地区内；规定在每一地区内
反导弹发射装置量不得超过 １００ 个，发射阵地上的反导弹相应地也不能超过
１００ 个，并且还要限制反导弹雷达站的数量和潜力；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建立、
不试验、不扩大海、空、宇宙或地面移动性基地的反导弹系统或构件；条约
还规定，缔约国每一方的试验场内反导弹发射装置的总数不得超过 １５ 个；缔
约双方保证不建立、不试验、不扩大从一个发射架上一次同时能发射一枚以
上反导弹的反导弹发射装置；不改装已布防的发射装置，以使其具备这样的
性能；也不建立、不试验、不扩大反导弹发射装置的自动化、半自动化或其
他类似的快速装填设备。超过条约规定数量或条约规定地区以外的反导弹系
统或其构件，以及条约禁止的反导弹系统或其构件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按
商定的手续销毁或拆除，等等内容。为了贯彻本条约，还设立了常设协商委
员会。
第一个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
世界上第一个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性条约，由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拟就
并经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同年 ７ 月 １ 日在保管国苏联、美国、
英国首都开放签字。本条约在交验保管批准书后，于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５ 日生效。
截止 １９７４ 年 ３ 月 １ 日已有 １００ 余个国家加入了本条约。本条约由序言和十一
项条款组成。条约阐述了缔约国应遵循的基本宗旨，还规定了详尽的禁止核
武器扩散条款，防止某核武器或非核武器缔约国利用可能出现的某些渠道，
以自己的解释作借口改变上述条款的内容或实际上绕过禁止核武器扩散的规
定。条约要求核武器国家承担义务，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法向任何非核武器

国家，以及向任何国家集团，不论是国家组织、机构或同盟转让核武器，也
不能帮助它们生产或获取这种武器……本条约执行情况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进
行监督。
第一个外层空间条约
世界上第一个外层空间的国际性条约，是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
月球与其它天体之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该条约主要包括序言及 １７ 项条
款。其中包括：禁止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侵占外层空间和天体；不准将任何
载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物体送入环绕地球之轨道，不在月球及其它天体上
装置此种武器，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将此种武器设置于外层空间；月球与其
他天体专为和平目的使用，一律禁止在夭体上建立军事基地、装置和工事，
试验任何种类的武器及举行军事演习等等内容。该条约在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通过。１９６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由三个交存国苏联、
美国、英国分别在莫斯科、华盛顿和伦敦签字。至 １９７５ 年已有 ９０ 多个国家
在条约上签了字。本条约于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生效。
第一个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世界上第一个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性条约是“莫斯科条约”。本
条约包括序言和五项条款，宣布缔约国的目的是尽快达成一项在严格的国际
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协议，这项协议将制止军备竞赛和消除刺激生产和试
验各种武器（包括核武器）的因素；确定了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缔约各国
保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禁止、防止并且不进行任何试验爆炸。禁
止在大气层，在它的范围以外，包括外层空间，在水下，包括领海或公海进
行核武器试验和任何其它核爆炸等等。本条约于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５ 日，由苏联、
美国、英国在莫斯科签订。本条约向一切国家开放签字。截止 １９７４ 年 ３ 月 １
日，已有 １１０ 多个国家在条约上签了字。
第一个关于敷设自动触发水雷公约
１９０７ 年海牙会议中，各缔约国考虑到在目前情况下虽然不能禁止使用自
动触发水雷，但至少有必要加以限制并调整其使用，以期减轻战争的祸害，
尽管在存在战争的情况下也尽可能使和平航行仍能获得应有的安全；在将来
有可能对问题制定规章以保证有关各方的利益获得应有的保障之前；决定为
此目的缔结公约。公约的条款共有 １３ 条。订于 １９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阿根廷、
比利时、巴西、古巴、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美国等 ３７ 个缔约国在公约
上签了字。后经过批准加入该公约的还有：中国、萨尔瓦多、芬兰等国。
第一个关于在战争中放弃使用某些爆炸性弹丸的宣言
为禁止在战争期间，在文明国家之间使用某些弹丸，应俄罗斯帝国政府
的邀请，于 １８６８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圣彼得堡召开了一次国际军事委员会会议。
１８６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发表了宣言，宣言指出：考虑到文明进步，应尽可能减轻

战争的灾难；各国在战争中应尽力实现的唯一合法目标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力
量；为了这一目标，应满足于使最大限度数量的敌人失去战斗力；由于武器
的使用无益地加剧失去战斗力的人的痛苦或使其死亡不可避免，将会超越这
一目标。因此，这类武器的使用违反了人类的法律。缔约国相互保证，在它
们之间发生战争时，它们的陆军和海军部队放弃使用任何轻于 ４００ 克的爆炸
性弹丸或是装有爆炸性或易燃物质的弹丸。在宣言上签字的有：英国、丹麦、
法国、希腊、意大利、俄国、瑞士等 １７ 个国家。
第一个改善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
为尽可能减少战争的痛苦，抑制其无益的苦难和改善战地受伤军人的命
运，瑞士邦联、比利时、丹麦等 １２ 国决定于 １８６４ 年缔结一项公约，即《改
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其中内容有十条。条约规定，野战医院
和军队医院应被承认为是中立的；其人员在执行任务期间，只要仍有伤者送
人医院或得到救助，均应享有中立的利益；伤病的军人应受到接待和照顾，
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医院、野战医院应悬挂显著的统一旗帜，并且必须
在一切场合同时也悬挂国旗，中立人员应被准许佩带臂章，上述旗帜和臂章
应为白底一个红十字。同年 ８ 月 ２２ 日各缔约国全权代表在条约上签了字。该
条约订于日内瓦。后来，加入本条约的还有中国、俄国、美国等 ５０ 余个国家。
第一个关于在战争中使用潜水艇和有毒气体的条约
美利坚合众国、英帝国、法兰西、意大利和日本，为使文明国家所采用
关于保护战争时期在海上的中立国人民和非战斗员生命的规则更为有效起
见，为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气体的化学物质起见，决定为此目的缔结条约。
条约于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６ 日在华盛顿签订。条约内容共有七项条款。签署国有：
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印度、意大利、日本、新两兰、南非、英国、美
国，未能正式生效。
第一个空战规则草案
世界上第一个空战规则草案由法学家委员会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１９２３ 年 ２ 月
起草于海牙。草案内容有 ８ 章 ６２ 条组成，第一章适用对象：类别与标志（１～
１０ 条）；第二章一般原则（１１～１２ 条）；第三章交战国（１３～１７ 条）；第
四章敌对行动（１８～２９ 条）；第五章对敌国或中立国航空器及机上人员的军
事权力（３０～３８ 条）；第六章交战国对中立国的义务和中立国对交战国的义
务（３９～４８ 条）；第七章临检和搜索、拿捕与判罪（４９～６０ 条），第八章定
义（６１～６２ 条）。
第一次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美国、比利时、英国等缔约国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份“禁
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议定
书上说，鉴于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住或其他气体，以及使用一切类似的

液体、物体或器件，受到文明世界舆论的正当谴责。……兹宣告：各缔约国
如果尚未缔结禁止这种使用的条约，均接受这项禁令，各缔约国同意将这项
禁令扩大到禁止使用细菌作战方法，并同意缔约国之间的关系按照本宣言的
条款受到约束。在议定书上签字的国家有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丹麦、德
国、法国、印度、英国、美国等 ３７ 个国家。
第一个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
１９２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美国、德国、中国等缔约国在日年瓦签署了世界上
第一个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公约分八部分九十六条。第一部总则（１～
４ 条）；第二部俘获（５～６ 条）；第三部在俘（７—６７ 条）；第四部在俘的
终止（６８—７５ 条）；第五部战俘的死亡（７６ 条）；第六部战俘救济处和情报
处（７７～８０ 条）；第七部本公约对若干平民的适用（８１ 条）；第八部本公约
之执行（８２～９７ 条）。在公约上签署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
巴西、中国、智利、埃及、印度、罗马尼亚、美国、瑞士、南斯拉夫等 ４６
个国家。
第一个禁止使用核及热核武器宣言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联合国第十六届大会第一○六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世
界上第一个禁止使用核及热核武器宣言。宣言中说，念及本身依据宪章有维
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责，亦有考虑裁军所应遵循原则之责，鉴于裁军谈判迄
今未获得圆满结果，而军备竞赛，尤其是在核及热核方面之竞赛，已臻危险
阶段，殊堪焦虑，必须采取一切可能之预防措施，保护人类及其文化免遭核
及热核浩劫，……认为核及热核武器之使用将使人类及其文化普遍横遭茶毒
及毁灭，其程度甚至较上述国际宣言及协定所宣布之武器为甚，实属违反人
道法则，为国际法下的一种罪行，……并为此发布了四条宣言。……任何国
家使用核及热核武器，一概作为破坏联合国宪章，违反人道法则，及犯摧残
人类及其文化罪论。
第一个禁止化学、生物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
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本公约各缔约国，决心采取行动以便在全面彻底裁军方面——包括禁止
并消除一切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取得切实进展，并深信通过有效
措施禁止化学和细菌（生物）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将
能促进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实现……深信通过有效措施
从各国武库中消除诸如使用化学剂或细菌（生物）剂的大规模毁灭性危险武
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心为了全人类，彻底排除使用细菌（生物）剂和毒
素作为武器的可能性，深信这些武器的使用为人类良心所不容，并应竭尽全
力使这种危险减到最低限度。为此，议定了 １５ 个条款，产生了禁止细菌（生
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本公约于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开始签署。在公约上签署的有美国、苏
联、英国、中国、加拿大等 １１０ 多个国家。

第一个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对平民中的妇女和儿童在争取和平、自决、
民族解放和独立斗争的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期间时常成为非人道行为的受害
者，因而遭受严重伤害，备尝苦难，表示深切的关怀。认识到世界许多地区，
特别是遭受压制、侵略、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异族统治和外国征服：的地
区和儿童受到的苦难。深深感到它对于在成长中的一代人的命运，和在社会
上、在家庭里，特别在培育儿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妇女的命运，所负的
责任。体会到对平民中的妇女和儿童有提供特别保护的必要。起草了《在非
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联合国第 ２９
届大会第 ２３１９ 次全体会议通过。宣言共有 ６ 条。其中特别强调了“禁止攻击
和轰炸平民，以致造成无限的痛苦，特别是攻击和轰炸平民中最容易受到伤
害的妇女儿童，并对这类行为加以谴责”；“应尽最大努力使妇女和儿童不
受战争蹂躏；并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禁止采取如迫害、拷打、惩罚性
措施、屈辱待遇和施行强暴等措施，尤其禁止对平民中妇女和儿童采取这种
措施”；“交战双方在从事军事行动期间或在占领领土中对妇女和儿童实行
的一切方式的压制以及残忍和惨无人道的待遇，包括监禁、拷打、射杀、集
体拘捕、集体惩罚、毁坏住房和强迫迁出，均应视为犯罪··行为”。
第一个关于小口径武器系统的决议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联合国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会议，注意到小口
径武器系统（即：武器和投射体）的持续发展，切望防止不必要地增强这类
武器系统引起的创伤的作用，深信精确确定现行新型小口径武器系统引起创
伤的效应，包括各种影响能量转移的参数和小口径武器系统引起创伤的机
制，是可取的。决议包括六项条款。其中明确规定，“请各国政府共同或个
别地进一步研究小口径武器系统引起创伤的作用并将其研究结果或结论提供
给一切有关各方”。“呼吁各国政府在发展小口径武器系统方面，应极为小
心谨慎，以避免增加这种武器引起创伤的作用”。该决议于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联合国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签署有：中国、法国、日本等 ５４ 个国家。
第一个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
常规武器会议最后文件附录之四《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于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签署于日内瓦。其条款有二：一是定义。明确规定“燃烧武器
是指任何武器和弹药，其主要目的是使用一种通过化学反应在击中目标时引
起火焰、热力、或两者兼有的物质使击中的目的物燃烧或引起人员烧伤，”
“燃烧武器有下列各种形式：例如火焰喷射器、定向地雷、炮弹、火箭、手
榴弹、地雷、（水雷）炸弹和其他装有燃烧物质的容器。”……二是保护平
民和平民目的物。“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以平民居民、个别居民或平民目的物
作为燃烧武器攻击的目标。”“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以空投燃烧武器攻击位于
平民集聚区内的任何军事目标。”“禁止以森林或其他种类的植被作为燃烧

武器的攻击目标……。”等等。
第一个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
常规武器会议最后文件附录之三《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和其
它装置的议定书》，于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签署于日内瓦。其条款是：第一条
对事务的适用范围；第二条定义；第三条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使
用的全面限制；第四条限制在居民地区使用除遥布地雷以外的地雷（水雷）、
饵雷及其他装置；第五条限制使用遥布地雷（水雷）；第六条禁止使用某些
饵雷；第七条记录和公布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的位置；第八条保护
联合国部队和特派团不受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的影响；第九条扫除
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的国际合作。
第一个中导条约
世界上第一个中导条约，是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下午 ２ 时 ０２ 分（美国东部
时间），由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白宫东厅签署的。
标题是“全面销毁两国中程和短程核导弹条约”。
根据这一条约，美苏两国将在 １９９１ 年前，共销毁已部署、未部署的短、
中、远程导弹 ２６１１ 枚，其中美国 ８５９ 枚、苏联 １７５２ 枚。具体数目如下：已
经部署的中远程导弹，美方 ４２９ 枚，苏方 ４７０ 枚；已部署的中短程导弹，美
方 ０ 枚，苏方 ３８７ 枚；尚未部署的中远程导弹，美方 ２６０ 枚，苏方 ３５６ 枚；
尚未部署的中短程导弹，美方 １７０ 枚，苏方 ５３９ 枚。销毁的这些弹头约相当
于美苏两家核武器库中的百分之四左右。尽管这一条约只涉及美苏核武库中
微小的一部分，但毕竟是在核裁军上迈出了艰难可贵的第一步，使国际紧张
局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因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积极评价。
中导条约是经过长达 ６ 年之久的谈判后签订的。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美苏开始
正式谈判，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僵持、对抗和妥协三个阶段。
最后由于国际舆论的强烈要求和压力，以及美苏出于各自需要的考虑，双方
终于相互妥协达成了这一协议。这个条约是美苏裁军谈判史上第一个真正减
少核武器数量的条约。里根在签署条约时说：“我们相互信任，但信任仍需
核查”。戈尔巴乔夫说：“您已多次重复这句话了”。但是还应该看到，中
导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从根本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战略核武器是苏美核力
量的支柱，目前双方各拥有 ２０００ 多件战略核武器和 １ 万多枚核弹头，而且两
国都在加紧研制太空武器，这一切仍然使世界笼罩着严重的核威胁。要实现
真正、彻底的核裁军，无疑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最早的战争
世界上最早的战争确实难以断定。但是据现有历史资料来看，公元前
３５００ 年前后，阿拉伯地区亚克得人进攻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
占领示擎区北部，可以看成是最早的战争。其次埃及“塞普”之间的兼并也
可以看成是最早的战争，约公元前 ３５００ 年，埃及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出现

了 ４０ 余个大大小小的塞普（中译为“州”），州的首脑称为“阿培兹”，他
兼有军事首领、审判官和最高祭司的职能。后来塞普之间不断发生战争，至
公元前 ３１００ 年前后，埃及统一成了国家。
最短的战争
世界上最短的战争是英国与桑给巴尔之间的战争。
１９ 世纪，非洲以东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岛（现为坦桑尼亚的一部分）被
英国占领着。１８９６ 年 ８ 月，英国海军少校萨·亨利·逻逊向当时夺得政权的
萨伊德·凯里德。国王（因其自封苏丹）发出最后通牒，令其撤出王宫，出
来投降，凯里德拒绝投降。２７ 日上午，停泊在桑给巴尔外的英国航队突然从
舰队司令官萨·亨利·逻逊提督（１８４３～１９１０ 年，后··晋升为上将）乘坐
的旗舰发出了旗语：桑给巴尔的酋长巴尔加舒对英国宣战了。至此一直无事
的港口立即成了战场。９ 时 ２ 分，６ 艘英国的战舰猛烈地向酋长官殿进行轰击，
至 ９ 时 ４０ 分，官殿即化为废墟，５００ 名桑给巴尔士兵或死或伤。桑给巴尔唯
一的军舰“古拉斯格”号也被击沉。酋长宣布投降并逃进德国领地寻找庇护，
此次战争即告结束。整个战争从开始至结束仅仅用了 ３８ 分钟。
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
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是英、法两国之间的百年战争（１３３７～１４５３
年），战争历时 １１６ 年。如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１０９６～１１０４ 年）到第十次
十字军东征（１２７０～１２９１ 年）的圣战前后也算在内的话，战争长达 １９５ 年。
引起这次战争的主要原因是：领土纠纷问题、法国王位的继承问题和佛
兰德尔问题。
１０６６ 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做了英国的国王，但在法国仍
有领地。１１５４ 年，法国安茹伯爵亨利继承英国王位。但他在法国的领地比法
国王室要多 ６ 倍。１３ 世纪，法王腓力二世夺回了英王的大部分领地。因此领
地斗争是战争起因的中心。
１３２８ 年，法王查理四世死后无嗣，英王爱德华三世是继承法王位的候选
人之一。但结果法国三级会议推选查理四世的堂弟、华洛亚族的腓力为国王。
因此，两者之间又发生了争斗，这又是战争起因的一个重要方面。
法国于 １３２８ 年占领了佛兰德尔。但佛兰德尔市民在政治上倾向于英国，
而佛兰德尔羊毛主要来自英国（佛兰德尔是以毛纺织业为主）。佛兰德尔市
民纷纷起来抗议法王，腓力六世派军队进行了镇压，因而英王就开始酝酿入
侵佛兰德尔。因此，１３３７ 年两国终于开始了漫长的战争。
战争初期，英军不断取胜，克勒西（１３４６ 年）与普瓦提埃（１３５６ 年）两
次战役中，法军损失严重。法国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陷于极端困苦，从而导
致巴黎市民和北部农民的起义（１３５８ 年）。
１４ 世纪 ７０ 年代，法国进行行政改革，一度转败为胜，失地大部收复。
但封建主内江又起，阶级矛盾亦趋尖锐，英军乘机进攻，１４１５ 年大败法军阿
金库尔，占领法国北部全境，包括巴黎，并南下围攻奥尔良。法国人民激于
爱国热情，纷起反抗侵略，重创英军。继而英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冲突，法
军最后获得胜利，夺取除加来外英国在法国境内的全部领地。从此法国经济

逐渐复兴，王权得以加强，于 １５ 世纪末基本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
持续时间最长的国际性战争
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国际性战争，是 １６１８ 年至 １６４８ 年间，欧洲两
大强国集团——哈布斯堡王朝集团和反哈布斯堡王朝集团因为争夺霸权，以
德意志为主要战场而进行的一次国际性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打了整整 ３０ 年，
所以历史上称它为 ３０ 年战争。
１７ 世纪初期，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维护者，竭力加强“神圣
罗马帝国”集权和谋求欧洲霸权，遭到了新教诸侯的反抗。此时，德意志国
内矛盾重重，新教诸侯结成新教同盟，天主教诸侯结成天主教同盟，互相对
抗，经常发生冲突，表面上是为了宗教问题，实际上都想割据称雄。德意志
国内两大诸侯集团的形成给欧洲列强可乘之机，法国、英国、丹麦、瑞典和
俄国怀着不同的目的介入，逐渐形成了两大集团。其中哈布斯堡王朝集团由
奥地利和西班牙王朝与天主联盟组成，得到了罗马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反哈
布斯堡王朝集团则由法国、丹麦、瑞典、联合省（荷兰）及德意志新教同盟
组成，得到英国、俄国支持。两大集团的尖锐对立，使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战争从 １６１８ 年捷克人民举行起义开始，到 １６４８ 年哈布斯堡王朝集团失
败止，历经 ３０ 年。这次战争经过了四个阶段：即捷克阶段（１６１８—１６２４），
丹麦阶段（１６２５—１６２９）。瑞典阶段（１６３０—１６３５），法国一瑞典阶段（１６３５
—１６４８）。先后进行近 ２０ 次大的会战。
１６４８ 年，交战双方在威斯特发里亚订立和约，瑞典和法国夺得了德国大
片土地。战争给德意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最大的国内战争
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战争是中国的太平天国与清朝政府之间的战争。
１８５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洪秀全在万众响应之下，率众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
义，建号为“太平夭国”，起义军称“太平军”，并公开举起推翻清朝、武
装夺取政权的旗帜。起义军迅速发展，１８５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攻克南京，并定都
于天京（即南京）。
１８５６ 年上半年，太平军接连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进入了军事上的全盛
时期。后因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之中发生内江。敌人过于强大，不仅有国内 ２０００
多年统治经验的地主阶级，而且还有凶恶的外国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它们互
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军。再加上太平天国领导人物具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理论指导。因此，于 １８７３ 年，起义军全部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从金田起义至陕甘回民起义军全部失败，历时 ２３ 年，纵横 １８
个省，攻克城镇 ６００ 余座，造成伤亡约 ３０００ 余万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
影响之深，伤亡之多，在内战的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世界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是 １８９８ 年美国为夺取西班牙属地古巴、波多
黎各和菲律宾而发动的战争，史称美西战争。战争从 １８９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开始，

至 ８ 月 １２ 日美西双方同意停止战争止，历时 ６ 个月。战争结果，西班牙承认
古巴独立：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转让美国，美国为获得菲律宾向西班
牙交付 ２０００ 万美元作为抵偿。整个战争期间，美军死亡 ５０００ 人，其中战死
４００ 人，病死 ４０００ 人，以极小的代价夺取了重要的海外殖民地，成为海上强
国。西班牙军伤亡达 ２２００ 人，被俘 １８００ 余人，投降约 ２３０００ 人。美西战争
标志着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
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战争
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战争是 １９３９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力的消长，各帝国主义国家之
间的斗争在新的形势下又激烈展开。深刻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危机，更加
剧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分化和争夺。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日益严重的
危机，争夺世界霸权，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它们在西方国家所执行的绥
靖政策的怂容下，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 日，德国出动 １５０ 万大军，２３００ 多架
飞机，２０００ 多辆坦克，上万门大炮突然向波兰发起进攻开始至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８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止，战争持续了 ６ 年之久。先后参战的国家达 ６１ 个，２０
亿以上人口卷入了战争。参战的军队累计为 １．１ 亿人，战争遍及三大洲、四
大洋，造成死亡人数计 ９０００ 万人（包括军队和居民）以上。波兰受害最深，
全国 ２７００７０００ 人，死于战争的就达 ６０２８０００ 人，占全国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二点二。苏联死亡 ２５００ 万人。中国死亡 ２０００ 万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
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据苏联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估计，其物力损失达 ２５０００ 亿卢布
（有的资料提供的数据二次大战的总费用是 １５０００ 亿美元，其中苏联为 ２８００
亿美元，美国为 ５３００ 亿美元，英国战争开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５ 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称并非战争一开始就有此命名的，而是战争结
束之后的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
雷斯特尔写信给哈里·杜鲁门总统建议把 １９１９ 年的那场战争称之为“第一次
世界大战，而把这次战争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作为官方的名称予
以公布。第二天，即 ９ 月 １１ 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个建议，从此，“第二
次世界大战”这一名称被正式命名并开始应用。
一天内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
战争史上在一个战场上，一天内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是 １９７３ 年第四次
中东战争中的 １０ 月 １４ 日。这一天双方投入的坦克达 １８００ 余辆。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色列集中兵力猛攻叙利亚，夺得北线主动权后，
判断埃军在西奈战场上向山口进攻，并各方面作了准备，尤其是反坦克。１４
日拂晓前，埃军实施了 ９０ 分钟的炮火准备，接着以 １０００ 余辆的坦克集群以
齐头并进，一线平推“压路机滚碾战术”，向吉迪山口、米特拉山口一线的
以军阵地发起进攻。以军以 ９ 个装甲机械化旅 ８００ 余辆坦克，组成北、中、
南三个战群迎战。因而，西奈半岛西部，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坦克大会战。
在这次坦克大会战中，以军坦、步、炮密切协同，并使用武装直升机和其他
飞机发射“小牛”、“百舌鸟”式空地导弹、“白星眼”式电视制导炸弹等，

击毁了大量的埃军坦克。激战 ２ 小时，埃军的坦克部队仅仅从出发点朝前推
进 １０～１５ 公里便严重受阻，最后只好奉命撤回到原出发点。
这次会战的结果是以埃军失败而告终。据以色列宣称，共击毁埃军坦克
２５０ 辆。
最大的坦克大会战
战争史上最大的坦克大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库尔斯克会战。
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苏军掌握了作战主动权，在库尔斯克附近地区形
成了一个突出部。希特勒不甘心失败，决定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
攻，以夺回战略主动权。苏军改变了乘胜进攻的作战计划，决定以优势兵力
有计划、有准备地转入防御，歼灭德军的主力集团，为战略进攻创造条件。
因此于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 ５ 日库尔斯克会战即打响了。这次截役双方参加的兵力约
４００ 万，坦克 １３０００ 余辆、火炮 ６９０００ 余门、各型飞机 １２０００ 余架。
仅这次会战中的“堡垒，战役（７ 月 ５ 日～２３ 日），苏军就投入 １３３ 万
人、坦克自行火炮 ３６００ 余辆、火炮 ２０００ 门、飞机 ３０００ 余架。德军投入 ５０
个师 ９０ 余万人、火炮 １００００ 余门、坦克 ２７００ 余辆、飞机 ２０００ 余架。
库尔斯克会战，于 ８ 月 ２３ 日结束，历时 ４９ 天。会故结果是：德军，共
被击溃 ３０ 个师，损失官兵 ５０ 万人，坦克 １５００ 辆，火炮 ３０００ 门，飞机 ３７００
余架。苏军也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最长的包围战
世界上古代最长的包围战是公元前 ６４４～６１０ 年，埃及军队包围“阿兹·瓦
刺”城，这次战争包围该城的时间竟长达 ２９ 年之久。
现代最长的包围战是苏德战争中，苏军于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 ９ 日在列宁格勒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保卫伐。在这次会战中，德军
包围列宁格勒达 ８８０ 天（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苏联方面
先后参战的兵力有：６ 个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拉多加湖区舰队、奥涅加
湖区舰队，以及远程航空兵和国土防空军的兵团。德、芬军方面参战兵力有：
４ 个集团军和 １ 个坦克集群，并有德军第 １、第 ５ 航空队和芬兰空军担任支援。
这次作战结果，苏联军民不仅故胜了德军的围困和封锁，钳制了苏德战场上
德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而且在防御和反攻中，共粉碎了德
军方面约 ６０ 余个师。这也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一次包围战。据有关资料介绍，
在这次保卫战中，苏联守军和平民共死亡 １５０ 余万人。
流血最多的战役
战争史上流血最多的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索姆河战役。
１９１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至 １１ 月中旬，英、法军队在法国北部索姆河地区对德
军实施了一次阵地进攻战役。战役目的是突破德军防御，以便转入运动战，
同时减轻凡尔登方向德军对法军的压力。
这次战役中双方投入的兵力是，德军 ６７ 个师，英法军 ８６ 个师。
战役的结果是，双方伤亡约 １３４ 万人，其中英军 ４５ 万余人，法军 ３４ 万

余人，德军 ５３．８ 万人。
规模最大的登陆作战
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作战是美、英联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
底登陆作战。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美、英卡萨布兰卡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向德国西部进攻，
横渡拉芒什海峡在德国西北猾海诺曼底实施登陆作战，开辟第二战场。
参加这次登陆作战的部队主要有：陆军，由第 ２１ 集团军群编成，下辖美
第 １、英第 ２ 和加拿大第 １ 集团军。美第 １ 集团军编有第 ５、７、８、１９ 军和 １
个空降军，计 １４ 个师。英第 ２ 集团军编有第 １、８、１２’３０ 军和 １ 个空降军，
计 １３ 个师。加拿大第 １ 集团军编有 １ 个军，计 ３ 个师。
海军：由东部和西部二个特混舰队编成。东部特混溯队约有 ３ 个突击舰
队和 １ 个后续舰队。西部特混舰队编有 ２ 个突击舰队、１ 个后续舰队和 １ 个
后勤舰队。还编有 １２４、１２５ 突击舰队。
空军：由美国战术空军第 ９ 集团军、战略空军第 ８ 集团军，英国战术空
军第 ２ 集团军和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编成。
总兵力为 ３２ 个师（其中 ７ 个装甲师）、３２ 个独立旅、１２８３７ 架飞机（其
中重型轰炸机 ３４６７ 架，轻、中型轰炸机 １６４５ 架，战斗机 ５４０９ 架，运输机
２３１６ 架）、 ９０００ 余艘舰艇（其中登陆舰艇 ４０００ 余艘）、地面部队达 １５０
余万人。
诺曼底登陆作战最高司令官是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副司令官是英国的泰
特。这次战役从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６ 日开始至 ７ 月 １８ 日结束。登陆部队达 １１０ 万
人。美英联军共伤亡 １２２０００ 人，德军伤亡 １１７０００ 人。
最大的海上撤退
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海上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敦刻尔克撤退。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德国机械化部队的猛烈进攻和空中的不断袭击，占
领了荷兰和比利时，并绕过了马其诺防线，侵入了法国，击攻了英法军队。
２０ 比德军先头部队进抵英吉利海峡，切断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的英法军与
松姆河以南法军主力的联系。英法军虽然实施过几次反突击，但未能奏效。
最后，英法军被围困在敦刻尔克附近的狭小地区内。２４ 日，希特勒突然命令
先头部队停止追击，使英法军队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英国、法国、比利
时军队为了摆脱被歼灭的绝境，毅然决定从海上实施大撤退。这次撤退的代
号为“发电机”，总指挥是多佛尔港司令官拉姆齐海军上将。撤退从 ５ 月 ２６
日开始，由法国的敦克尔刻滩头渡过英吉利海峡，于 ６ 月 ４ 日撤退至英国本
土。在这次撤退中，盟国共集中了各型舰船 １２００ 余艘，其中英国 ６９３ 艘，法
国 ２５０ 艘。共撤出 ３３８３２６ 人。撤退中，德国军队加强了进攻，并派出飞机对
敦刻尔克和英吉利海峡进行了轰炸，同时派出潜艇和鱼雷艇攻击盟军的运输
船队。虽然这次撤退丢失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并有 ４ 万余名法军被俘、
但这次撤退是成功的。它保存了有生力量，为尔后重整旗鼓对德军进行反攻
创造了有利条件。

剩下人数最少的军事六撤退
１８４１ 年春天，英国军队 １６０００ 余人从阿富汗实施大撤退，７ 天之后，只
有 １ 名叫威利姆·波拉顿的少校回到了伦敦。这是战争史上剩下人数最少的
一次军事大撤退。
几乎毁掉全国人口的战争
在 １８６４～１８７０ 年巴拉圭和巴西、阿根廷之间爆发的战争中，巴拉圭遭到
了毁灭性的打击。战前全国人口为 １４０ 万，但战后，全国人口仅剩下百分之
十五点三（２２ 万人），其中 １８ 岁以下的青年仅剩 ３ 万。
最大的火牛阵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火牛阵，是中国战国时期齐燕之战中齐国名将田单所
布设的。
公元前 ２８４ 年，燕昭王以名将乐毅为上将军，统率燕、秦、楚、韩、赵、
魏等国的军队攻打齐国，连克 ７０ 余城，占领了齐国的大部领土，只有莒（今
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两座孤城没有攻下，即墨齐军守将战
死，城中军民共推田单为将，抗击燕军。田单为了挽救败局，坚守抗燕，为
反攻创造条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先离间燕国君臣，使燕国撤换乐
毅，以骑劫为将。诱使燕军在即墨行暴，激起齐国人民抗燕情绪。向燕军诈
降，麻痹松懈燕军等。同时积极进行反攻准备，田单征集了 １０００ 多头耕牛，
将锋利的尖刀绑于牛角上，浸透油脂的苇草捆扎于牛尾上，五彩龙纹的外衣
披裹在牛身上，又精选精兵 ５０００，并装扮成鬼神怪样。半夜许，齐军乘燕军
熟睡没有防备之际，点燃了牛尾上的苇草，１０００ 多头火牛向燕军营寨狂奔乱
撞，５０００ 名精兵随后冲杀，城上齐军战鼓四起，燕军从梦中惊醒，看到了这
些火牛和“天兵天将”，被吓得魂飞魄散，四处逃命，死伤无数，主将骑劫
也在混乱中战死。田单大摆火牛阵取胜之后，乘胜反攻，不久就将燕军赶出
了国境。这就是战争史上千古称道的规模最大的火牛阵。
第一次有记载的海战
世界上第一次有记载的海战是公元前 １２１０ 年的“塞浦路斯战役”。希泰
蒂特斯的国王萨皮位留玛斯二世战胜与“海人”结成同盟的塞浦里奥特舰队，
全部烧毁了他们的船只。这次海战的经过被刻在一块陶板上，这是海战的最
早记载。
帆船时代最大、最后的一次海战
帆船时代最大的一次海战是“纳瓦里诺湾战役”，这也是帆船时代的最
后一次海战。
１８２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伊布拉辛·帕夏海军上将指挥的土、埃联合舰队停
泊在纳瓦里诺湾。爱德华。科德林顿海军中将指挥的英、法、俄联合舰队斡

旋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土耳其舰队成马蹄形编队抛锚，以便舷炮能掩护海
港的人口。受命诉诸武力作为调解的最后一步的科德林顿率舰驶入港湾，在
土耳其舰队对面抛锚。于是一场毫无目的的战斗就这样爆发了。
敌对双方参加这次战役的总兵力是：联盟国、战列舰 １１ 艘、快速帆船 ９
艘、小型船只 ７ 馊、火炮总数 １３００ 门。土耳其，战列舰 ３ 艘、快速帆船 １９
艘、小型船只 ２５ 艘、火炮总数 ２０００ 门。联盟国由于舰船性能优越，水手技
术娴熟，并采取了机动战术，屏弃了古老的战列线战术，以战术群进。行穿
插分割，并首先攻击旗舰，仅激战一个小时，土耳其舰队被彻底击毁，只有
一艘舰下旗投降免遭击毁。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帆船舰队
作战一去不复返了。
古代最大的海战
世界上古代最大的海战是 １５７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勒潘托海战（勒播托湾，即
现在希腊的科林思湾）。这次海战在土耳其和联盟集团（西班牙、威尼斯、
罗马天主教徒）之间进行。土耳其方面的总指挥是阿里·帕夏。联盟集团方
面是奥地利的唐·约翰（他是西班牙的异母兄弟）。双方参战的兵力是：土
耳其方面，各型帆桨战舰 ２５０ 余艘，大多数为双层桨木帆船，大炮很少，兵
员 ５５０００ 人。联盟集团方面，各型战舰约 ３００ 余艘，大多数是双层划桨船，
每只船上 ２００～４０Ｏ 人（其中划桨手 １００ 人），装备有 ５～８ 门炮，还有一些
是四桅杆三角帆的双层桨木大船，装备有 ５０ 门炮，兵员约 ８００００ 人。这次海
战的结果是，土耳其失利。双方的损失是：土耳其方面，总指挥阿里·帕复
战死，被击毁舰船约 １５０ 余艘，其中搁浅 ３０ 余艘，被联盟集团俘获约 １１０
余艘，人员死亡约 ２５０００ 人，５０００ 人被俘，１２０００ 名信基督教的奴隶获得自
由。联盟集团方面，在乌鲁奇·阿里攻击右翼时损失舰船 １２—１５ 艘，人员死
亡 ８０００ 人，受伤 ２００００ 人。勒潘托海战是成争史上一次很有名的战役，特别
有意义的是，这是最后一次在主攻冲击时使用双层划桨木帆船。
现代最大的海战
现代最大的海战是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英国和德国之间进行的“日德兰”
大海战。在这次战役中双方参战的力量是：英国方面，航空母舰 １ 艘、战斗
巡洋舰 １５ 艘、轻型巡洋舰 ２６ 艘、战列舰 ３２ 艘、驱逐舰 ７７ 艘、装甲巡洋舰
８ 艘、布雷艇 １ 艘及其它舰艇共 １６０ 余艘，总吨位 １２５００００ 英吨，投入的总
兵力 ６００００ 人。德国方面，无敌战列舰 １６ 艘、准无故战列舰 ６ 艘、战斗巡洋
舰 ５ 艘、轻巡洋舰 １１ 艘、驱逐舰 ６１ 艘及其它舰艇共 １０１ 艘，总吨位 ６６００００
英吨，投入的总兵力 ４５０００ 人。
这次大海战的结果是，在物质上德国胜利。双方的损失是：英国，１４ 艘
舰只，总吨位 １５５０００ 吨，死亡人数 ６０９０ 人；德国，１１ 艘舰只，总吨位 ６１０００
吨，死亡人数为 ２５５０ 人。
第一次海空战
世界上第一次完全使用舰载飞机的大海战是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８ 日美日

之间在南太平洋澳洲东面的珊瑚岛海上进行的“珊瑚海战役”。这次海空战
双方参加的力量是：美国方面，尼米兹上将指挥的弗莱彻少将的第 １７ 特混舰
队，该舰队有航空母舰 ２ 艘（“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舰载飞机 １４１
架、巡洋舰 ５ 艘、驱逐舰 ３ 艘。另外弗莱彻少将还指挥了英国少将克雷斯的
巡洋舰 ３ 艘、驱逐舰 ２ 艘。日本方面，后藤少将指挥的轻航空母舰 １ 艘（“祥
风”号）、巡洋舰 ４ 艘；高木中将指挥的一个航空母舰大队，该大队有航空
母舰 ２ 艘（“瑞鹤”号和“翔鹤”号）、舰载飞机 １２５ 架、重巡洋舰 ２ 艘、
驱逐舰 ６ 艘。这次海空战的结果是，从物质上来说日本取得胜利，但从战略
上说美国取得胜利。双方的损失主要是：日本被击沉轻型航空母舰 １ 艘、重
创航空母舰 ２ 艘、飞机损失 ８５ 架，阵亡人员 １０００ 人。美国，“列克星敦”
号航空母舰被击沉、“约克城”号航空母舰被击伤、飞机损失 ７４ 架、人员阵
亡 ５４３ 人。这次海战与以往任何梅战都不同，它的主要特点是：双方舰队在
作战中始终保持几十公里的距离，彼此互不照面，则由舰上起飞的飞机展开
空战并轰炸对方的舰队。这是海战史上第一次进行的这种海战。从这时候起，
航空母舰作为舰队支柱代替了战列舰的位置。
最大的海空战
世界上最大的海空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日在菲律宾海域的“莱特
湾”进行的海空战。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至 １０ 月，美军攻占帛硫群岛之后，１０ 月 １７ 日又开始发动菲
律宾战役。进攻菲律宾是从莱特湾岛开始的。日本如果失去菲律宾，就意味
着最后切断日军在南亚的原料来源，因此日本不顾一切地把全部舰队投入了
战斗，结果导致了海战史上的最大一次战斗。
莱特湾大海战美日双方的力量对比是：美国参战的是第三舰队和第七舰
队，航空母舰 ８ 艘、轻型航空母舰 ８ 艘、护航母砌 １８ 艘、战列舰 １０ 艘、重
巡洋舰 １０ 艘、轻巡洋舰 １４ 艘、驱逐舰 １１１ 艘、潜艇 ２９ 艘、总吨位 １３３００００
吨，各 型飞机 １４００ 架，总人数 １４ 万。日本参战的有北部编队和南部编队，
航空母舰 １ 艘、轻航空母舰 ３ 艘、战列舰 ９ 艘、轻巡洋舰 ６ 艘、驱逐舰 ３５
艘、重巡洋舰 １３ 艘、潜艇 １４ 艘，总吨位 ７３００００ 吨，飞机 ３００ 架，总人数
４３０００ 人。
这次大海战共包括四个部分，即 １０ 月 ２４ 日的锡布扬海的海空战、１０ 月
２５ 日的苏里高海峡夜战、萨马近海海。战、恩格诺角海空战。由于美日力量
悬殊过大，结果以日本失败而告终。
这次大海战双方都遭到了重大损失。美国损失轻航空母舰 １ 艘、护航母
舰 ２ 艘、驱逐舰 ３ 艘、总吨位 ３５０００ 吨，被击毁飞机 １００ 架，人员死亡 １５００
人。日本损失航空母舰 １ 艘、轻型航空母舰 ３ 艘、战列舰 ３ 艘、重巡洋舰 ６
艘、轻巡祥舰 ４ 艘、驱逐舰 １１ 艘、总吨位 ３０００００ 吨，被击毁飞机 １５０ 架，
人员死亡 １００００ 人。这是战争史上规模最大、参加舰只最多、损失最重的一
次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