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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分队战斗条令》

倾注了尤新生全部心血，从

1994年至今，他对该条令的

编撰和修订始终不辍。如

今，条令已经升级到最新版

本，所有版本都流淌着尤新

生等专家教授辛勤的汗水。

军中典型

◎胡宝玉 廉 鑫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营内外

◎牛小龙

近日，一场实战化综合演练正在太行山麓激

烈展开。去年刚毕业的新飞行员邢泰格在此次

演练中的表现，有点出乎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

队支队长何铁军的意料。

邢泰格在演练中熟练驾驶直升机，出色完成

小速度掠地、编组飞行、山头山谷起降等多个高

难度训练课目。“模拟训练功不可没，这主要得益

于部队的科技强训。”邢泰格坦言道。

模 拟 飞 行 方 舱、导 调 评 估 系 统、VR 飞 行

器 …… 今日的飞行员要练就过硬的飞行本领，

离不开科技的加持。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随着

模拟飞行装备逐渐成为飞行员训练的标配，这个

支队实战化训练正在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

走进支队飞行模拟中心，一个面积约 1000

平方米的模拟训练大厅呈现在眼前，数台 1∶1大

型飞机模拟方舱排列开来，四周则是指挥控制

区、导调监控区、VR 模拟区等功能区域。飞行

员就是在这些模拟器上进行编队飞行、悬停索降

等模拟训练的。

“模拟器所有操作按钮的位置、颜色、材质和

外形都与实装一模一样，甚至连踩刹车、提总距、

蹬方向舵所需的力度，以及起飞、航行的震动颠

簸，都与实装操作的感觉一致。”邢泰格说。

厂家技术人员告诉记者：“这套某型直升机

仿真模拟器由座舱、仿真计算、电子对抗等 20余

个系统组成，可实现对起落、编队、夜航等基本驾

驶技术和空投、吊桶灭火等重点战术的全任务、

多功能模拟训练。官兵不出营门，就可以全时展

开从实装飞行到协同指挥的全流程模拟训练。”

建设一座飞行模拟仿真训练中心，对武警飞

行部队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回想支队组建之初，多架直升机尚未列装部

队，面对繁重紧迫的训练任务，尽管每个阶段飞

行计划已经排得满满当当，但“僧多粥少”，仍有

不少飞行员存在训练“空档期”，无法实现训练效

益最大化。“人歇机不歇”成为飞行员快速掌握飞

行技能的“无奈之举”。

况且，直升机装备技术含量高、造价昂贵，如

此超负荷运转，每年返厂大修的次数也逐渐增多。

此外，实装飞行还受驻地地域气候限制，难

以锤炼飞行员在荒漠峡谷、雨雾风雪等特殊复杂

环境下的作战能力；座舱实习、徒步演练等传统

训练模式，方法单一、效果不佳，难以快速提升新

飞行员技战术水平……面对这些训练棘手难题，

该支队主动作为，破解困局。

他们邀请院校专家、厂家和飞行员代表召开

三方研讨会，探讨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实

现日常高质量的实战化飞行训练。最终，他们将

解决矛盾的突破点放在模拟训练上，希望借助模

拟训练加速部队战斗力生成，以科技创新驱动训

练模式变革。

在上级指导下，打造一套环境逼真、紧贴实

战、效果可验的舰航模拟仿真训练系统被提上日

程。今年初，该系统初步建成，飞行模拟中心开

始投入使用。

不出营门就可进行模拟飞行训练

“神枪手是子弹喂出来的，优秀飞行员是实

战飞出来的。”对于这句话，飞行员李金鹏有另一

种理解——他的过硬飞行技能，许多都是在斗室

之中、荧屏之上磨砺出来的。

在模拟训练大厅中，一场紧张刺激的“山谷

搜索营救”演练激战正酣。

“902，立即前往 xx 高地搜索‘伤员’。”接到

命令后，李金鹏小心翼翼地操纵战鹰向目标空

域机动，时而仰角拉起，时而低空悬停。在他

面前 3 块半球面液晶显示屏上，显示出逼真的

有效缩短飞行员培养周期

模拟中心投入使用 3个月后，直升机某大队

大队长张志强带队参加了一次上级组织的联合

演练。

演练刚一开始，“蓝军”就使出全新战法，突

然出现的多组干扰信号让张志强和机组人员措

手不及。

为尽快掌握下一场演练主动权，张志强第一

时间把此次演练相关数据发回支队。支队利用

模拟中心训练辅助评估系统进行数据分析，很快

找到了演练失利的症结所在，并形成改进方案，

即时发送给演练一线。

随后的演练中，张志强及时调整部署，逐步

扭转了红蓝军双方对抗形势。

历经此次演练，该支队官兵见识到了飞行模

拟系统强大的效果评估能力。此后，每次飞行训

练一结束，飞行员都齐聚一堂，借助辅助评估系

统进行复盘研讨。

“对训练全程进行仿真演示，不仅能及时

获得精准的量化评估结果，还能够直观地找

到飞行中的误区。”飞行员告诉记者，以往复

盘讲评，往往依靠指挥员的视线观察和飞行

员的记忆追溯，很容易出现偏差。而辅助评

估系统使整个流程更加精准明晰，指挥员、飞

行员既能回顾演训全程，又可直观分析动作

细节。

此套系统不仅能应用于飞行后复盘评估，还

可应用于飞行前的模拟预演。

回想起前不久参加上级考核的场景，飞行员

李嘉鹏说：“那次考核，其实有两个飞行航线选

择。就在任务前一天，我还和战友在模拟器上演

练飞行战术，反复模拟推演战法。”最终，李嘉鹏

取得了个人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记者看到，从训练评估方式的变革，到特情

模拟和复杂陌生环境构设能力的提升，飞行模拟

训练正重塑着该支队的训练模式。

“未来，我们要继续推动模拟训练向体系作

战、联合作战方向发展。”该支队领导总结说，模

拟训练手段的升级，正倒逼飞行员不断创新战术

战法，多个实战化课目取得新突破，支队遂行多

样化任务能力稳步提升。

借辅助评估系统复盘演练得失

本场空域和地标建筑，机翼下山峦起伏的地貌

也尽收眼底。

“液压系统失效”“动力系统故障”“单发停

车”……飞行途中，导调员多次随机设置特情，让

李金鹏有些“吃不消”。一通操作下来，他的手心

里全是汗。

离地三尺无小事，一些空中特情处置训练

通常难以在实装训练中进行。但在这里，记者

看到，导调员可根据训练需要对训练地形、作

战环境等进行选择或设置，实时变换模拟战场

的冷热、亮度、沙尘、风力风向等环境因素，让

飞行员如同置身于大漠戈壁、高山峡谷等特定

场景中，检验参训人员对突发情况的反应速度

和处置效率。

“大量的模拟飞行训练，不光使我的飞行技

术和特情处置能力大幅提升，自信心也越来越

强。”李金鹏表示，依靠这位特别的“战友”，他很

快就掌握了编组飞行、山谷搜索等多个高难度飞

行课目，顺利成为飞行训练骨干。他的成长周期

比以往需要靠实战飞行训练的人员缩短了近四

分之一。

从模拟飞行到实装检验，从导调评估到复盘

研讨，模拟飞行训练的出现对传统实装飞行模式

的冲击是全方位的。

然而，训练认识、思路和手段的转变却不是

一朝一夕。

“方寸之间能提升战斗力吗？”“模拟飞行

器 到 底 是‘ 花 架 子 ’还 是‘ 磨 刀 石 ’？”…… 起

初，不少飞行员对这些新装备持怀疑态度，但

经过一次次“实战”检验，他们心中的问号被

逐渐拉直。

“高科技的模拟训练中心并不是‘炫酷’的

工具，而是未来战场上的制胜法宝。”该支队

参谋长张晓伟说，模拟训练正在重塑支队的训

练模式，虽然才刚刚起步，但已初步显示出传

统训练模式难以企及的威力——飞行员培养

周期有效缩短，部队战斗力建设新的路径悄然

生成。

高科技的模拟训练中

心并不是“炫酷”的工具，而

是 未 来 战 场 上 的 制 胜 法

宝。模拟训练已初步显示

出传统训练模式难以企及

的威力——飞行员培养周

期有效缩短，部队战斗力建

设新的路径悄然生成。

张晓伟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参谋长

科技日报讯 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多架反潜巡逻机快速

升空奔赴任务海域，围绕反潜战、反潜飞行、海上巡逻警戒等课目展开专

攻精练，锻造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航空反潜胜战能力。

训练间隙，官兵们认真学习全会公报，围绕奋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等热点展开热烈讨论。

刚执行任务归来的该团团长刘志华表示：“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学习全会精神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矢志打赢

的练兵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

刘志华话语铿锵：“作为南海斗争前沿的新质作战力量，更需要我们

以史为鉴、牢记使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指引，不断增

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高斗争本领，加快提升打赢现代战争的能

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据了解，作为全军首支固定翼反潜巡逻机部队，该团成立不到 5 年

时间，圆满完成数十项重大演训任务，探索出几十项技战法成果，在反

潜探测领域取得多项突破。如今团队核心作战能力大幅增强，已具备

“多向广域用兵”的实战能力，快速成长为一支全时顶用、全面过硬的航空

反潜劲旅。 （张英锴）

海军航空反潜劲旅

将全会精神转化为打赢能力

初冬时节，天山北麓寒风刺骨。武警兵团总队新兵团北疆承训点组

织首次实弹射击。

“12号靶，50环！”报靶员报出这个成绩后，现场一片欢腾。12号靶的

射手是维吾尔族女兵阿提古丽·库瓦地，她首次上场就打出了 50 环的好

成绩，成为现场第一个打出满环的新兵。在她之后，还有 12 名新兵打出

了 50环的好成绩。

“把新兵带好，离不开好班长、好训法、好态度。”该总队领导介绍，他们

针对“一年两征”实际和新兵特点，采取“正课练新兵、课余练骨干”“岗前先

培训、上岗必考核”等办法强化新训骨干能力素质，对带兵人施行全程评估

淘汰机制，确保了“军中之母”素质过硬。他们还积极改进带兵方式和训练

方法，打通科学施训和因人施训的路子，并将严格训练和激发新兵训练热

情相结合，助力新战友淬火成钢。新兵团上下坚持用欣赏、信任的方式带

兵，肯定新兵进步、帮助新兵成长、挖掘新兵潜能，不让一名新兵掉队。

夜色如墨，随着一发照明弹升空，实弹射击考核落下帷幕。阿提古

丽·库瓦地和她所在班的 9 名女兵在夜间实弹射击课目上的成绩均为优

秀。她深有感触地说：“拼搏的人生最美丽。只有付出努力和汗水，才能

收获胜利的喜悦。”

改进训练方法

不让一名新兵掉队

科技日报讯“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采用潜艇封锁水下、舰艇封锁

水面、飞机封锁空域的方式进行联合封锁，这是对联合作战的一种率先

探索……”近日，火箭军工程大学第二教学楼某教室，一堂题为“英阿马

岛之战”的战例研讨课如期展开，站在主讲台上的不是军事教员，而是

来自该校学员 20 队的学员李春阳。这是该校创新教学模式着力培养学

员联合作战素养的一个片断。

该校初级指挥系主任高桂清介绍，培养火箭军未来骨干军官，必须具

备“跳出导弹看导弹”的联合作战意识。今天的军校学员就是明天的一线

指战员，只有在校就掌握扎实的联合作战知识，具备联合思维，才能适应

部队需要、战争需要和发展需要。

为此，该校军事理论教研室积极推进战区试点成果进课堂，创设了“线

下自学、理论精讲、多边互动”的教学方法，同时积极搭建了集联合作战“认

知、参与、体验”功能于一体的教学平台，实现知识的单向传递向对话交流

转变，打通联合作战“知识获取—能力培养—情感塑造”的逻辑链路。

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基础上，他们还通过邀请各军种知名专家来校授

课、组织赴部队实践教学基地开展部队实习，以及常态化组织兵棋推演对

抗、实弹发射、毕业综合演练等，多视角、多维度、多广度培养学员联合作

战素养。 （钟福明）

创新教学模式

培养学员联合作战素养

“条令条令，条条是令。火炮怎么配置、兵力

如何部署、火力如何筹划、战斗如何指挥、行动如

何保障……都需要有一个规范的标准和科学的

指导，这就是炮兵战斗条令的意义。”近日，在陆

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某教研室，尤新生教

授向科技日报记者娓娓道来。

尤新生说的条令是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炮

兵分队战斗条令》（以下简称《条令》），从 1994年

至今，对《条令》的编撰和修订始终不辍。

“我就是喜欢这一行，觉得研究炮兵战术挺

有‘味道’。”尤新生说。他唯一的爱好是到演训

场一线收集资料，然后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把

炮兵战术用战略思维求证、核对、编撰，严谨科学

地表达出来。

赴沿海上高原研究各类
战术要素

“暂停！这样的打法既浪费了弹药，又拖长

了时间，直接影响了攻击分队的节奏……”去年

6 月，某炮兵营正在进行实弹战术演习，受邀指

导演习的尤新生突然叫停。

大家迎声望去，只见迎面走来的他个头不

高、目光深邃、精干利索。

“敌方目标为排支撑点，既有装甲战车，又

有坚固碉堡，要在规定时间摧毁目标，仅靠单

一弹种是不行的。要在规定时间内实现火力毁

瘫，可以将支撑点区分为若干子目标，使用制

导侵彻弹摧毁碉堡、末敏弹打击装甲战车、子

母弹压制有生力量，这样的多弹种复合打击是

不是更合理……”尤新生的一席话，令营指挥员

茅塞顿开。他们立即调整了战法和打法，最终

顺利完成了任务。

演习结束后，尤新生还为参演的指挥员上了

一堂炮兵战术课，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尤新生说：“战争形态改变，炮兵战术就要

变；作战对象改变，炮兵战术随着变；体制编制调

整，炮兵战术还要变；新装备列装部队，炮兵战术

更要变。变是正常，不变才是不正常。唯有把敌

情研透、把我情研准、把战法备全，才能打赢瞬息

万变的未来战争！”

晓战源自苦研战，严谨方能打得赢。除了授

课外，尤新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收集各种火炮性能

参数、各项指挥行动数据、各类战术运用特点，剩

下一部分时间就是走进作战部队、参加实战演

习，验证条令应用差异，求证战斗各项参数，论证

前沿理论是否适应新时代特点。

近年来，尤新生跟教生长军官炮兵分队指挥

专业，以及火力毁伤培训、新装备改训等初级指

挥培训班，几乎把各类战术要素通研了一遍，东

赴沿海，西上高原，不知走遍了多少部队、参加了

多少战术演练、用坏了多少支笔，仅笔记就写满

了 50多本。

“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

“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是尤新

生教学员、带研究生和指导教员的口头禅，也是

他深耕炮兵战斗条令的自我写照，他还经常用林

俊德院士“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来自勉。

“从尤教授身上，我学到了冷静、沉着、严谨、

执着、细致、专一的治学态度，感受到了一名共产

党员朴实、坚强、纯洁的理想信念。”青年教员殷

勇既是尤新生的同事，还是尤新生在“三互”活动

中“认师学艺”的结对互帮对象。

在尤新生的悉心帮带下，殷勇积极参与条令

编修、教学改革、教材编写等教学科研项目，很快

能独立承担两门课程教学任务，去年被表彰为

“教员标兵”。

多年来，像殷勇一样在尤新生制定的“成长

路线图”指引下快速进步取得成绩的，还有邹威

等 10多名新教员。一批批生长军官学员领悟炮

兵战术战法真谛，毕业工作后走进作战部队学以

致用，成为合格的基层带兵人。

当前，炮兵部队使用的《条令》已是最新版，所

有版本都流淌着尤新生等专家教授辛勤的汗水。

一本“书”写了 27年，一件事干成爱好特长，

回顾军旅路，尤新生可谓收获满满：炮兵分队战

术教程等一大批研究成果走进教材、走上讲台、

服务战斗一线；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

奖并入选陆军精品教材、全军优秀教材；多次被

原总参谋部军训和兵种部、学院表彰为优秀共产

党员、优秀教员，获得军队院校育才奖银奖、原总

参谋部军训和兵种部科技英才奖、军队优秀专业

技术人才岗位津贴。

一份战斗条令，这位教授“写”了二十七年

模拟装备成标配模拟装备成标配
在斗室中在斗室中、、屏幕上磨砺飞行技能屏幕上磨砺飞行技能

飞行员进行模拟编队飞行训练飞行员进行模拟编队飞行训练 陈彦辰陈彦辰摄摄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紧密结合冬季训练特点，始终聚力练兵备战，
积极开展冬季大练兵活动。支队严格按照“缺什么就补什么、弱什么就强
什么”的原则，从难从严组织开展小组战术、综合体能等课目训练，全面提
升部队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掀起了冬季练兵热潮。 刘承润摄

武警掀起冬季练兵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