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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月6日至11日， 湖南兵器工业集团系列新型武器装
备，首次亮相珠海航展，开创了湖南兵器参加国际航展之先
河。其参展产品之多、技术之先进、配套体系之全，充分展现
了湖南兵器工业的雄厚实力———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肖军勇

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以下简称“珠海航展”）上，作为配套体系最全、产品种类最多的地方军工集
团，湖南兵器工业集团（以下简称“湖南兵器”）展厅共分为狙击武器区、榴弹发射器区、迫击炮区、遥控武器平台区、智能
弹药区以及军民融合区，产品类型涵盖常规兵器、光电火控、遥测感知、无人平台、增材制造等多个领域，展品数量多达
157种。高精度大口径狙击步枪、空炸榴弹发射器系统、“机器人战士”、遥控武器站等新型装备，成为展会的明星产品，受
到广泛关注。

湖南兵器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金银国介绍，湖南兵器这次将自己的“杀手锏”及“十八般武器”都亮了出来，充
分展示了湖南兵器强大的科技创新、自主研发与先进制造能力。

湖南兵器的
“十八般武器”

在珠海航展湖南兵器展厅， 两款高科技
产品人气最旺： 一个持手枪的机器人和一条
背负榴弹发射器的“机器狗战士”。酷炫的动
作，灵活的身姿引来了大量观众驻足观看。

“握枪、抬手、瞄准、射击……”湖南兵器科
技部部长马源晖向机器人发出指令， 机器人快
速完成系列动作，扣动扳机，完成射击。马源晖介
绍，这个人形机器人身高1.8米，整体具有14个关
节43个自由度，目前能够实现平地直行、转弯等
行走功能，完成上下台阶、搬箱子等基本动作，配
备了一些能够简单沟通的语音模块，手部8个自
由度能够自由牢固的抓握物品， 并同时具备了
能够自主移动和避障等功能。

背负榴弹发射器在地上匍匐前进的“机
器狗战士”，显得有点“笨拙、可爱”，它全身有
14个自由度，行走速度0.8米每秒，续航时间
（负重7公斤）达到4小时，使用力控技术对每

个关节进行力和位置的复合控制而获得卓越
的运动性能。

近年来， 湖南兵器在现代化作战方面进
行了多种尝试， 在充分吸取国外的先进作战
理念及技术基础上，利用军民融合政策，广泛
合作，研发出了武装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
战士”和作战机器人等无人作战系统。这类无
人平台与轮式和履带式机器人相比， 能够适
应更加复杂的应用场景，对场地的要求低，适
应性强， 高灵活智能化机器人非常适合野战
和巷战等复杂的作战场景。

马源晖介绍， 未来将通过迭代来使机器
人具备一定的侦察和打击能力， 使其在特殊
的场景下具有侦察、打击、排爆、营救、物资运
送等功能，还可与无人机、无人车等相结合，
使之成为真正的无人作战系统新锐中坚力
量，适应各种应用场景，保持对敌优势。

轻武器是湖南兵器重点发展方向， 这次
珠海航展上， 湖南兵器的一支高精度大口径
狙击步枪，引来广大军迷的追捧；更有业内专
家表示， 它代表着未来国产新一代轻武器的
美好明天。

湖南兵器下属的湖南轻武器研究所研
制的这款12.7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 威力强
大，主要用于远程反器材使用，可攻击敌方的
轻型装甲目标和无防护的软目标。

“这可是湖南兵器的‘杀手锏’，倾注了集
团军工科研人员无数心血， 它能够精确打击
1500米距离内的轻型装甲车、指挥车、雷达、
油库、弹药库、停机坪上的飞机等重要目标，能
对1500米内的有防护的有生目标实施精确杀
伤。它的研制成功，增添了我们对国产轻武器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 马源晖端着这款
有点沉的“大狙”，自豪地说。这位中北大学弹
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毕业的高级工程师，
1993年到湖南兵器后，一直醉心兵器研发，头
发白了不少。

除了高精度远距离的狙击步枪外，湖南兵
器一款12.7毫米口径反装甲弹药也在珠海航展
上首次曝光。这款12.7毫米钨芯脱壳穿甲弹，是
一种可以在狙击步枪上使用的步兵用反装甲
弹药。此前，世界各国的反器材步枪仅能打击
轻型防护目标，而这款湖南兵器制造的弹药将
能扭转步兵轻武器缺少反装甲能力的缺陷。由
于金属钨是自然界中硬度非常高的一种金属，
可以和金属装甲和坚固防御工事来个硬碰硬。

“有了我们的‘大狙’和反装甲弹药，以

后，狙击手打装甲车将不再是传说。”马源晖
笑称。

被誉为“神器”的LG5A型狙击榴弹发射
器，是湖南兵器的又一“看家宝贝”，是集团与
国内多家军工企业联合研发的，于2015年正
式登上国际舞台， 通过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试验试用，证明其性能及可靠性良好。

据介绍，之所以称其为“神器”，主要在于
它的功能全而精， 它是目前世界上首款实现
抵肩发射高速榴弹的发射器。 具有抵肩发射
高初速榴弹、 高效能杀伤破甲及高精度定距
定点空炸杀伤效果三方面的神奇之处。 该发
射器可一人携行、发射，适用于丛林、山地、城
市巷战及空降等复杂条件下作战， 并且具备
夜间作战能力。

跟展厅那些重武器比， 首次公开亮相的
NP7型9毫米手枪可以说毫不起眼。这款由湖
南兵器轻武器研究所研制的标准型手枪，采
用9毫米口径，全枪长217毫米，枪管长114毫
米，全枪厚35毫米，空枪质量仅0.75千克。

“别看它小，性能却是一流，具有安全性
好、可靠性高、精度好等特点，在设计之初，考
虑到手枪需要随身携带、使用频次高，因此重
点考虑了安全性。 该手枪没有布置外露保险
柄，而是在手枪内部设计了三重保险，即扳机
保险、击针保险和防跌落保险。这种多重保险
设计使得手枪可以在各种条件下均能安全射
击，实用性强。单枪累计射弹1万余发，综合故
障率不超过千分之一。” 湖南兵器轻武器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董金龙介绍。

近年来，在几次世界局部战争中，
在城市巷战的激烈交火区域内， 裸露
在外操作武器的士兵伤亡率极高，俄
罗斯和美国等已经率先推出了车载遥
控武器站， 它使得操作人员不再裸露
在外，提高了战场生存率。

湖南兵器轻武器研究所高级工程
师、副总经理董金龙认为，遥控武器站
系统不仅是今后武器系统的发展趋
势，也会改变战场的作战模式。随着无
人车、无人艇、无人机等众多无人平台
的发展， 通过加装遥控武器站这种无
人化“炮塔”，组建无人化编队是未来
战争的发展趋势， 遥控武器站必将是
未来无人化战场上的主力军。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 湖南兵器轻
武器研究所与国内多家单位合作，研
制出了多款不同用途的遥控武器站。
它具有轻量化、无人化、模块化、通用
化等特点，可以安装于各种平台上，比
如各轻型车辆、舰艇等，可用于反恐、
防暴、边防、海防、低空防御等用途。

记者在湖南兵器展厅看到，遥控
武器站一般配备各类机枪、榴弹发射
器等杀伤性轻武器， 有的还配备强
声、强光、激光压制类等非杀伤性武
器，还有可以配备小口径火炮、单兵
导弹、 激光照射器等武器单元的，从
而构成不同用途的遥控武器站。

湖南兵器科技部主管李焱科介
绍，遥控武器站不仅可以独立使用，还
可通过通信网络组网编队， 并连接到
统一的战斗管理系统上， 实现信息共
享， 与其它武器装备系统形成联合作
战体系，遥控武器站是未来空、天、地、
海作战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湖南兵器
的遥控武器站广泛列装部队及公安，
参与了国庆阅兵、奥运安保、亚丁湾护
航、朱日和军演、国际维和、处理突发
事件等重大行动。

在珠海航展湖南兵器展厅，
一辆依维柯汽车格外醒目， 记者
开始以为是湖南兵器运送武器的
普通车辆。

上车一看，里面“别有天地”，
装满了各种屏幕及仪器。

“它是湖南兵器首次展出的分
队4G通信指挥车，这是信息化战争
条件下的基本装备。”湖南兵器科技
部部长马源晖介绍，分队4G通信指
挥系统是一种通过4G无线宽带技
术、 自组网技术和手持终端处理技
术的应用，构建机动指挥控制中心，
实现指挥员对战场态势的实时感知
及指挥控制， 增强队员之间的信息
共享，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完成分队
多种作战任务。

分队4G通信指挥车作为通信
指挥系统的机动中心， 可实现作
战队员语音、数据、视频等综合业
务的接入与交换， 为指挥员提供
准确的情报和科学决策依据，将
作战任务、 情报信息和作战命令
传达给作战单元。

“它的科技含量高， 性能优
越， 相当于一个战时移动指挥中

心， 特别是在街巷楼宇等有遮挡
物情况下保持信号畅通。 甫一亮
相， 就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潜在
客户的高度关注。”马源晖介绍。

除了新型武器装备， 湖南兵器
还展示了军民融合产品如无人机、
民用航空摩擦片、 起重用盘式电机
等， 体现了湖南兵器用能力捍卫和
平，用技术服务经济的使命。

“湖南兵器借助珠海航展这一
世界知名展会平台，让国内外更多
了解湖南兵器工业在科技创新、军
民融合、先进制造能力等方面的优
势与潜力，通过与各国、各界合作
伙伴分享湖南兵器体系化、 信息
化、智能化发展成果，进一步提升
了‘湖南兵器’的国际影响力。” 湖
南兵器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金银国表示，通过这个舞台，也给
湖南兵器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
信，湖南兵器工业将更多地参与国
内国际合作，紧跟世界兵器工业发
展步伐，通过军民融合发展、高端
科技人才引进、 核心能力建设，将
湖南兵器打造成专业领域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集团。

作战机器人与“机器狗战士”，无人作战系统新锐力量

“大狙”“神器”与“短枪”，长枪短炮各显威力

遥控武器站，
处突反恐利器

分队4G通信指挥车，战时移动指挥中心

11 月 10
日，珠海航展
湖南兵器工
业集团展厅。

肖勇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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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兵
器研制的“机
器狗战士”。

肖军勇 摄

11月11日，湖南兵器研
制的遥控武器站在珠海航展
上展出。 胡信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