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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交 汇 式 高 精 度 报 靶 系 统 、综 合 热 成

像与坐标精算等功能实时推送射击弹着点、

射 击 时 间、射 击 成 绩 …… 这 是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近日来到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射击方舱，

看见的特战队员进行激光手枪精度射击训练

的场景。

“射击训练结束后，各类数据自动存档，为下

步教学提供详细的数据依据。”该支队作训科科

长邾昊宇说，这是支队推进“智慧磐石”建设后带

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记者了解到，武警部队提出的“智慧磐石”工

程，以科技为支撑，实现了人员、装备和信息科技

的有机结合。作为“智慧磐石”工程的试点单位，

该支队着眼“全维、全向、全时、全息”指向，强力

推进“智慧磐石”建设，部队战斗力水平得到大幅

度提升。

数据采集不全、综合分析不准、科技支撑不

够……曾经，射击训练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给一线

指战员带来极大困扰。射击训练有没有达到预

期效果，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有没有进一步提升

空间……谁也说不准。

“射击方舱，充分利用‘智慧磐石’建设成果，

植入模拟仿真、视频交互、数据共享等技术手段，

很多问题迎刃而解。”该支队参谋长于洋介绍，射

击方舱可加强实战化对抗训练，同时利用获取的

训练数据进行智能分析，为科学制定训练计划提

供依据。

构设逼真的战场射击环境是射击方舱的一

大亮点。记者看到，特战队员利用 AR 增强现实

技术，处置一起“暴恐事件”。屏幕上显示一名

“暴恐分子”劫持着“人质”挥舞砍刀，情况危急，

特战队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

事发地为闹市区，高楼林立，人流量大，处置

行动异常艰难。特战小队采取“隐蔽接敌、侧击

佯攻、果断击发”的战术，经过一番周旋，最终击

毙“暴恐分子”，“人质”成功获救。特战小队长李

洋说：“AR 裸眼显示的画面代入感很强，仿佛置

身战场，当时向‘暴恐分子’开枪的那一刻心里十

分紧张，感觉一切就像真实发生的一样，综合素

质得到了极限考验。”

用 AR 技术实现实弹对抗，可能有人觉得不

可思议。

记者在射击方舱看到，两组特战队员之间采

用防弹钢板卷帘隔离，队员前方屏幕显示对方实

时画面，屏幕侧边截图显示的是特战队员射击弹

着点情况。

一场实弹对抗下来，特战队员个个满头大

汗。特战中队中队长余金龙说：“实弹对抗，其

实就是战术和心理较量，真正的战场没有再来

一次的机会。实弹对抗训练中，我们看到队员

们普遍表现出紧张的情绪，这在以往训练中是

不多见的。”

【坐标：射击方舱】
用 AR技术实现实弹对抗，构设逼真战场

“21巡03、21巡03，某繁华街市人口激增，请速

派驻便衣哨前出侦察，随时报告现场动态……”前

不久，在一次突发事件处置演练中，指挥员根据

指挥控制平台热力图显示数据，利用 5G 语音对

讲系统向担负某区域联勤武装巡逻任务的分队

下达了加强部署命令。

【坐标：执勤一线】
为一线人员配备 5G终端，释放大数据强大战力

“铃铃铃……”近日，该支队机动大队组织战

备拉动。

电话报告、人脸验证、一键联动开启……特

战中队指导员陆野和军械员杨坤完成开启兵器

室操作后，兵器室的防盗门和指定枪柜门同时打

开，多支特战小队同时领取武器，现场秩序井然、

忙而不乱。拉动结束，完成时间竟比以往缩短了

3分 46秒！

对于中队兵器室里的新景象，杨坤最有发言权。

“以往基层兵器室和枪柜都是双人手动开

锁，如需动用武器装备，只能用钥匙逐个开启枪

柜。”杨坤回忆，有时遇到紧急情况，容易造成领

取武器人员拥堵，甚至还会出现钥匙卡塞或断裂

现象，存在诸多弊端。

中队的新变化，源自该支队运用“智慧磐石”

工程建设管理平台在支队军械库、基层中队兵器

室安装的装备智能建设管理系统。该系统对门

禁、警报、监控、枪柜联管联控系统进行了集成融

合，实现了一屏管全室、一图展全态、一表知全情、

一键全开启，大大提升了武器装备的管理效能。

在兵器室隔壁，“智慧磐石”工程建设管理平

台在装备器材室同样大放异彩。

记者了解到，通过平台的装备智能建设管理

系统，可以直观了解当前装备数量、分类、在库、

离库、占比等情况，有效改变了装备重使用轻管

理的现象。与此同时，支队机关可以通过“智慧

磐石”工程建设管理平台随时调取各单位装备数

据，为装备器材的调拨和更新提供依据。基层也

不再需要反复多次上报数据，大大减轻了官兵工

作负担。

装备保障科科长于杰介绍，这套系统还能够

实现装备器材室动态感知、自动登记出入库时

间、录入装备名称等，省时省力，方便快捷，有力

缓解了以往紧急出动与及时登记之间的矛盾。

装备智能建设管理系统的环境智能检测功

能也给装备器材室的日常管理减轻了不少压力，

“现在库室中安装了传感器和控制器，实现温度、

湿度智能调控，大大提升了装备器材管理的安全

系数，延长了使用寿命。”装备器材保管员刘博

涵如是说。

【坐标：装备库室】
安装智能系统，提升武器装备管理效能

6 责任编辑 聂翠蓉 军 事
2021 年 7 月 9 日 星期五

M I L I T A R Y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军营内外

军中典型

◎温志晖 汪 俊 本报记者 张 强

作为发射过 100 发导弹

的老兵，王权海获得上级首长

给予的“金手指”称号，但“金

手指”的背后，是30年的刻苦

钻研、反复磨炼。在与发射车

的朝夕相处中，王权海练就了

一套“听声音、看现象、析数

据”的查障本领，专治发射的

各种“疑难杂症”。

执勤人员火速赶至现场，判明情况后，执

勤某中队中队长胡凯杰按照应急预案迅速调

整部署，配合公安民警设立人墙隔离，果断出

击抓捕“极端分子”，疏散围观群众，及时恢复

了社会秩序。

要想实现战场全域透明，必须打通信息通道

“梗阻”。胡凯杰对此感触颇深。

他介绍：“以往执行任务信息通联不畅、作战

数据不准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今一线任务部队

配备了 5G终端，并接入社会面监控图像，可以实

时感知友邻力量布势和周边社情动态，一线指挥

员能够与作战值班室互联互通，研究作战方案，

精准下达作战命令。”

无独有偶。同样在一次“暴恐分子”的抓捕

演练中，指挥控制平台释放出大数据的强大战斗

力，为任务圆满完成打出了“神助攻”。

一名被公安机关纳入黑名单的“暴恐分子”

混入菜市场，根据热力图数据分析显示，他正由

南向北往一处在建工地逃窜。值勤人员通过指

挥控制平台锁定号码，分析可疑人员手机卡归属

地、持卡人信息等数据，实时锁定活动区域，并及

时提供周边作战力量配置情况，第一时间给出兵

力配属方案建议。一线指挥员根据事态一键联

动下达任务，就近组织有效力量迅速增援，形成

追击围攻，很快将“暴恐分子”制伏。

短短一道精炼指令的发出，需要强大的数据

做支撑。

支队长周生华介绍，他们在引接气象水文、

突发事件预警平台、“天网”监控图像等常态信息

资源基础上，结合任务实际开发了重点区域人流

量实施监控热力图，可实时感知重点区域人流量

聚集数据，让作战数据信息测算更精准、推送更

快捷，给上级机关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任务

部队省去了大量时间。

武警部队加装武警部队加装““智慧引擎智慧引擎””
特战队员完成任务有了特战队员完成任务有了““神助攻神助攻””

近日，第 77集团军某合成旅在荒漠驻训地开展仪式教育，通过组织
重温入党誓词、阵地宣誓、佩戴党徽等仪式，筑牢官兵对党忠诚的思想根
基和行动自觉。图为训练间隙，该旅高炮连官兵摆出党徽造型，面对党旗
郑重宣誓。 （李新昆摄）

重温入党誓词

筑牢大漠官兵思想根基

“想要飞好航模，先要从航模的基础知识入手。没有理论的支撑，那

么实践就无从谈起……”近日，空军工程大学“大黄蜂”航模队的队员孟凡

对新加入社团的战友娓娓道来。

“大黄蜂”航模队是一支获得过满满荣誉的队伍——在 2013年举办的

FFD国际未来飞行器设计大赛中，该队的参赛航模凭借独特的设计和稳定的

性能获得一等奖；在2018年举办的“智胜空天”无人机挑战赛中，他们的参赛

作品凭借出色的设计理念荣获科技创新项目二等奖；在2018年举办的国际

仿人机器人奥林匹克大赛四轴应用项目&智能飞行项目中，他们的参赛项目

凭借优异的表现荣获大赛二等奖……

“将知识化为实践，用实践放飞梦想，这是我们的传承，我也努力把这

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新加入队伍的同志。”“大黄蜂”航模队队员孙传磊如

是说。作为一名加入队伍已满 3 年的老队员，他两度跟随航模队征战国

际赛场。

航模队队长邬蕾蕾介绍，目前“大黄蜂”航模队正在筹划参与新一届

“智胜空天”比赛，全队上下都投入到紧张有序的备赛工作中，队员们集智

研发、大胆创新、谨慎谋划，再一次向新的挑战发起冲锋。

将知识化为实践

“大黄蜂”逐梦空天

眼前这个老兵，个头不高，脸庞黝黑，见人腼

腆一笑，很少言语。但当说到操作训练时，他的

神情立马变了样，双眸发亮，话也多了起来。

他就是被誉为“士兵工匠”的王权海，火箭军

某部首位士官发射指挥长，一名勋章满身的“导

弹兵王”。

发射导弹力争达到零误差

从普通士兵到“导弹兵王”，王权海把武器装

备视为第二生命，用 30载青春书写着工匠精神。

那年 9月，该部正在西北高原组织实弹发射

任务。发射前夕，王权海带领号手对战车进行

“大扫除”，防水防火、更换配件、上油。装备维护

结束，大家集合准备带回，王权海却发现一个问

题——维护地面设备时明明拆下 8个螺丝钉，为

啥现在只剩 7个？大家不以为然，觉得兴许是掉

哪里了，没啥大事。

夜深人静，那颗消失的螺丝钉却让王权海

辗转难眠。他独自一人打着手电筒跑到野战

车库，爬车顶、钻车底，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地

找，整整忙活了 3 个多小时，最终在操作舱的

卡槽里找到了那颗黄豆大小的螺丝钉，消除了

发射隐患。

这种严谨的作风，源于 30 年的刻苦钻研和

经验积累。每一次“妙手回春”都不是巧合，每一

次“精准无误”都不是运气。

还记得发射第 100 发导弹时，该部发出预

告，谁能在比武活动“架架排序”中拔得头筹，就

把这第 100发导弹的发射权交给谁。

王权海带领号手开始制定训练计划、加班补

齐短板、强化操作技能，连续奋战两个多月，取得

了第一名，获得了发射第 100发导弹的入场券。

为确保发射圆满成功，王权海带着号手日夜

苦练。

发射前一天，因为发现测发控 1 号（负责按

发射按钮的号手）在上一轮点火中慢了 2 秒，

直到中午 12点 45分王权海还铆在训练场。导弹

点火允许出现一定时间误差，可王权海要求达到

“零误差”，为此他带领号手反复训练。

7 名号手最后在王权海的带领下，克服重

重困难，成功发射导弹，打出了该型号导弹最

佳精度。

“拼命三郎”练就独门绝技

第 100发导弹发射后，上级首长称王权海为

“金手指”，这个名号渐渐在该部传开。

“金手指”的背后是 30 年的刻苦钻研、反复

磨炼。在与发射车的朝夕相处中，王权海练就了

一套“听声音、看现象、析数据”的查障本领，专治

发射的各种“疑难杂症”。

然而，1991 年入伍时，王权海还是一个只有

初中文化的新兵，学起专业很吃力，但他不断提

升自己，升级学历，强化素质，进了士官学校，上

了进修班。

搞训练、学专业，王权海堪称“拼命三郎”。

该部组建伊始，主战装备尚未到位，专业近乎空

白，王权海立志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插、

拔、挑、掰，一个个模拟动作他要反复练习上百

遍，手酸到吃饭拿不稳筷子；跑电路、画油路、背

参数，一个个装备原理他反复研究，连走路嘴里

都在默念参数。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营荣

誉室里，记者见证了这位老兵的传奇——与导弹结

缘30年，王权海先后操作过4种型号导弹武器，亲

手指挥、把关发射20余发导弹，执行过30多次重大

任务，参加了上百次合成训练，上千次实装操作且

次次精准无误，创新并推广“e时代官兵语言教学

法”“发射车快速定位法”等多套训练方法。

临近退休，恰逢部队面临装备升级攻坚。这

位 30年的老兵没有退居二线反而天天“泡”在训

练场、学习室，抢先一步学，抢先一步训，始终走

在换型建设的最前沿。

专治发射“疑难杂症”的“导弹兵王”

特战队员在射击方舱利用交汇式高精度报靶系统分析射击弹着点情况特战队员在射击方舱利用交汇式高精度报靶系统分析射击弹着点情况 韩冬韩冬摄摄

见到王子浩，是在武警江西总队上饶支队特战中队的炊事班。厨房

灶台、锅碗瓢盆，似乎与共和国的一等功臣不搭界，但对王子浩来说，这里

却是他圆梦的地方。

近日，第 24 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评选中，王子浩成为 20 名候

选人之一。

提起王子浩，认识他的人都个个挑起大拇指。他的新兵班长李自钰

说：“王子浩虽然是只‘弱鸟’，但他能够先飞，逆袭成为特战预备队员，又

荣立一等功，实属不易。”

2018年 9月，王子浩从广东惠州来到武警上饶支队。当时，他的素质

并不突出，甚至有些先天不足。

在新兵班长李自钰的帮助下，3 个月的新兵生活，王子浩减重 10 余

斤，带着右臂和左踝上的一道道伤痕，以优异成绩如愿分配到了素有“尖

刀”之称的机动中队，在同批战友中被第一个选入特战预备队。

2020 年夏，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鄱阳湖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洪涝

灾害。王子浩主动请战，随部队第一时间奔赴抗洪一线。当年 7月 17日，

余干县古埠镇古埠联圩彭家湖段突发泡泉群和管涌险情。已经在抗洪一

线连续奋战了八天七夜的王子浩立即跟随部队抵达现场处置。

“子浩，你手臂上怎么起了这么多水泡！快去休息！”班长袁木发现了

他手臂上的水泡。因为每天被太阳暴晒，王子浩的手臂几天前就开始起

水泡，但紧张的任务让他顾不上这些，仍然继续在堤坝上奋战。

王子浩下意识摇摇头，一向比较听话的他，这次却执拗得很，“只有把

险情处置了，我才能安心地去治疗。”他说。

任务结束，王子浩红肿的双臂已布满上百个水泡，他却笑着说：“这是

属于我的‘军功章’！”

布满水泡的双臂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全国人民和网友的热切关注，王

子浩被誉为“最美勋章”战士，他也因此荣立个人一等功。

归队后，王子浩训练更加刻苦。一次，他参加完 5 公里武装越野后，

感到大腿根部非常肿胀。到医院一检查，原来是患上了精索静脉曲张。

随着特战训练强度的逐渐加大，王子浩的病情已达重度，难以适应全训要

求。触手可及的特战梦突然变得那么遥远。

了解情况后，支队领导提出把他调到机关，换个轻松的岗位。可经过

反复思想斗争，王子浩主动向组织提出调到炊事岗位。

“当不了特战兵也要为特战出把力，灶台就是我的战位。”王子浩说。

调整到后勤班后，他拿出了特战训练的那股拼劲儿，不到 1 个月，就顺利

从特战队员转型成为后勤尖兵。

听闻王子浩的选择，战友们挑起大拇指，称赞他“当特战队员是一等

功臣，站三尺灶台是一把好手！”

曾经的特战一等功

如今用锅碗瓢盆也能“奏军歌”

◎曹先训 池小强 本报记者 张 强

武警部队提出的

“智慧磐石”工程，以科

技为支撑，实现了人

员、装备和信息科技的

有机结合。作为试点

单位，武警安徽总队合

肥支队着眼“全维、全

向、全时、全息”指向，

强力推进“智慧磐石”

建设，部队战斗力水平

得到大幅度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