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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式装甲车能像积木一样灵活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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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比拼 轮式和履带式哪个更强

百变大咖 加载模块实现功能转换
现代装甲车除了装甲

运输车和步兵战斗车两大
作战类型外， 还有多种型
号，能满足不同条件下的各
种功用。每一种功用侧重的
性能不同，对承载的平台也
有不同的要求：

装甲侦察车 指用于
侦察战场情报的装甲车
辆。 一般来说，车体较小，
装甲较薄弱， 火力也较步
战车小得多， 同时速度较
快，机动性能较好。 它承载
有专门的侦察设备和通信
工具， 能够在大部队未到
的地方侦察地形地貌、敌
军动态和其他信息。

装甲指挥车 指具有
装甲保护的移动指挥部，
主要功能是将指挥官、参
谋为主的指挥机关迅速运
输到前线战场， 使得指挥
机关实现“边走边指挥”。
装甲指挥车的实际防护能
力并不强， 不过它本身不
会冲锋在一线， 往往伴随
着周围的其他战斗车辆甚
至武装直升机护卫。

装甲通信车 主要是
指装载通信设备的装甲车
辆，作为地面通信的移动中
继点，或者接收到卫星信号

后再转达给其他通信单位
和部队，以此来延伸通信的
有效距离。一般的装甲通信
车都是用装甲运输车辆改
装，装甲防护力一般，火力
很弱。

装甲救护车 是指在战
场上进行医疗救护的装甲
车辆。更先进一些的装甲救
护车， 配备有基础医疗设
施，能进行简单的生命维持
和抢救等工作。

装甲扫雷车 用于清除
地雷的装甲车辆，主要在装
甲车上加装扫雷设备，或直
接设计专门的装甲扫雷车。
由于雷区本身相当危险，而
且还有战场上扫雷的可能，
因此装甲扫雷车往往装甲
防护较强，也有一定的自卫
火力，但机动力较弱。

装甲架桥车 用于快
速架设桥梁， 令部队迅速
通过河流。 因为通常有伴
随的部队， 所以武器装备
较弱或没有。

装甲回收车 主要在战
场上抢救、回收及修理发生
损坏难以行动的车辆。其装
备拖曳和工程维修设备。装
甲防护中等，配备少数自卫
火力。

概念渊源 比坦克早了半个多世纪
装甲车， 顾名思义，就

是加装了装甲防护的车
辆。 历史上最早的装甲车，
是 1855 年英国人科恩发明
的， 就是在轮式蒸汽拖拉
机的底盘上安装机枪和装
甲， 他还为此获得了专利
权。 这辆车比一战中坦克
的发明要早了半个多世
纪。 但由于这种装甲车过
于笨重，被首相斥责为“胡
闹”。 1899 年，英国人西姆
斯在四轮汽车上安装了装

甲和一挺机枪， 发明了实
用性装甲车。

二战期间， 随着机械
化部队在欧洲战场的应
用， 装甲车得到更大范围
应用。 冷战时期，两大集团
的军备竞赛， 使装甲车种
类更加多样化。 而步兵向
机械化发展的趋势， 促使
各国陆军装甲车的普及。
随着不对称战争的兴起，
新型装甲车更是不断涌
现，在战场上一显身手。

装甲车按照行走装置
划分，可以分为轮式装甲车
和履带式装甲车。 其中，轮
式装甲车是以轮胎作为行
走装置， 装有 4 个、6 个、8
个乃至多达 10 个巨大的轮
胎；履带式装甲车则是安装
了两条履带。

轮式装甲车通常用
“A×B” 的方式表示其轮胎
个数和驱动轮个数， 例如
“8×4”， 表示 8 个轮胎，其
中有 4 个驱动轮。 显然，同
等条件下，驱动轮的个数越
多， 装甲车的动力也越强
劲，但同时也越耗油。

轮式装甲车和履带装
甲车各有优缺点。 履带式装
甲车越野性能好， 翻山越岭
如履平地，然而底盘重，对公
路、桥梁的承重要求很高，油
耗大。轮式装甲车越野能力、
爬坡能力都不如履带车辆，
但轻便灵活， 易于机动。 同
时， 轮式装甲车相对造价低
廉，维修保养成本也低。

如今，许多军队选择轮
式装甲车的原因，除了轮式
车本身在越野性能等方面
突飞猛进外，主要考虑其轻
便灵活、易于部署、能耗低
等优势。

近日，一场演习上展示了我军的数款新型战车。除了坦克和履带式装甲车外，8×8 轮式装甲车和 8×8 全地形车展现了“瞬间变身”的能力，被评价如同“变形金刚”。

冲锋陷阵 从“只挨揍”到“协同作战”

轮式装甲车按照性能
用途， 可分为许多种，其
中最传统的种类是装甲
运输车，其主要任务是在
战斗中运输，一旦遭遇敌
方的重型炮火或坦克部
队，基本上就是干挨揍没
法还手。

二战后， 步兵战斗车
（简称步战车） 开始出现。
步战车在运输的同时，还
要承担“协同作战” 的任
务，故而装甲较为厚重（一
般能够抵挡步兵反坦克武
器的攻击），火力较强。 由
于承载了这些装甲和武器
系统， 步战车的重量要超
过装甲运输车， 机动力也
受到影响。 步战车既能让
士兵从车身上的射击孔朝

外开火， 也能在短时间内
让车载步兵下车， 散开成
为战斗队形， 然后人车协
同作战。 不过，从运输效率
来看， 步战车是不如装甲
运输车的。

随着军事科技发展，
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开始模
糊。 装甲运输车如今逐渐
提升装甲、增强火力，加强
人车协同作战。 很多时候，
步战车和装甲运输车的称
呼会被混称。 从整体趋势
来看， 是装甲运输车的步
战车化， 或者说步战车将
逐渐取代装甲运输车的位
置。 不过即使如此，未来车
辆中也还有倾向于运输加
强型和倾向于作战加强型
的区别。

发展趋势 如同积木一样灵活装卸
轮式装甲车的发展趋

势， 首先是基础战斗力的提
升， 如更先进的发动机和悬
挂系统带来更快的速度和机
动性、 功能更先进的车载设
备等。但从普遍角度来说，轮
式装甲车将向多样化、 模块
化、信息化方向发展。

首先是多样化。 随着未
来战争模式的改变，战场环
境多样，战斗目的也会更加
多变。如今已出现十多个不
同的分类，未来这样的分类
也会更多。

其次是模块化。 简单来
说，轮式装甲车的车身作为
一个平台，在上面加载不同
的功能模块，如装甲、武器、
通信设备等，以此实现不同
的车辆功用，这种模式将越
来越精细化。 甚至车身本
身， 也可以被分解为发动

机、车体、车轮等不同模块，
如同乐高积木一样灵活装
卸。 某个模块受损，只要更
换受损的组件，即可重新恢
复战斗力。

其三是信息化。就单车
而言，装甲车的各个功能模
块，以电子信息系统进行控
制和指挥， 将本车位置情
报、速度情报、武器信息、敌
方信息等综合，从而获得最
佳作战方案，并以火控系统
指挥射击。 就整体而言，一
辆装甲车的各种信息，通过
指挥车、通信车，与友车及
我方卫星、后方指挥部获得
的信息进行快速交互，将战
场上所有装甲车组合成一
个有机的作战网络，信息共
享，攻防共担，从而实现一
加一大于二的战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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