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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日和基地：

亚洲最大的理想“战场”
北京军区朱日和训练基地，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堪称亚洲最大、我军最现代化的
大型陆空联合训练基地。

朱日和训练基地地形复杂，由沙漠、草
原、山地、壕沟等组成，占地1066平方公里，
与香港面积差不多，具有独特练兵地理优势。

该基地是解放军唯一可展开集团军规
模诸军兵种复杂电磁环境下训练的现代化
大型演兵场，主要担负的任务是组织师、
旅、团级部队完成合同战术演练，并为陆军
装备的各种武器进行实弹、实爆作业和航
空兵实施对地面部队攻击演练提供保障。

基地先进的设施和设备为全军一
流，先后建成了用于实兵演习的“五大
系统”、我陆军首个“复杂电磁环境应
用系统”和我军唯一“联合作战实验
场”，推动了基地实现“三次历史性跨

越”，引领我军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
式。

基地拥有数字化监控评估系统，首创
数字化千分制量化评估模式，对参演部队
的全程评估监控可精确到秒。

我军首支专业化“蓝军”在此诞生

全程评估监控可精确到秒

军点
解读

这里是我军惟一可展开集团军规模陆
空联合实兵战役演习的训练基地。

近期，我军第一支专业化模拟蓝军部
队在朱日和训练基地诞生，在前不久举行
的“跨越─2014”系列演习等演习演练中充
当了“磨刀石”的角色，表现不俗。至于蓝
军部队到底扮演哪一个具体对象，要根据
训练內容和要求确定。

近年该基地已先后导调、保障了“跨越—
2014”系列演习等78场大型实兵和网上对抗
演习以及全军重大演练活动，上千名军师旅
团指挥员率98个师（旅）数十万名官兵，在这
里练指挥和谋略，经受“战火”洗礼；复杂电磁
环境下“火力打节点、电磁破网络”等数百个
新战法训法诞生。

（来源：人民日报、新华军网）

离开北京数百公里，
走进内蒙古草原深处的
锡林郭勒盟，数百辆疾驰
的坦克、装甲车、步战车、
自行火炮卷起了滚滚黄
龙，先进的战场监视系统
在方圆千里星罗棋布。

这里曾是一个神秘的
地方，当年在报纸上“朱日
和”三个字都不能提，报道
这里的军事活动，只能说
是在“华北某地”，外军也
只能在侦察卫星图片上，
目睹它的风采。

然而它却被受我军
邀请的外国军事观察员
称为“练兵的理想战场”、

“中国欧文堡”。
这就是北京军区朱

日和战术合同训练基地，
它是我军最大的，也是现
代化程度最高的合同战
术训练基地。

1957年
一个加强坦克师战术演习场在朱日和
地区组建，这便是今天朱日和训练基地
的前身。

1997年
中央军委为适应未来高科技战争的需
要，决定把北京军区原装甲兵训练场扩
编成全军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训
练基地。

2003年8月25日
我军首次将朱日和基地对外军开放，这
里的神秘面纱由此揭开。

2007年
我军把朱日和训练基地确定为我陆军
唯一复杂电磁环境建设试点单位。

2011年上半年
我军再次决定：将朱日和训练基地建成
全军唯一陆军联合作战实验场。

在“和平使命-2014”上合组织联
合反恐军演上，中方参演兵力以北京军
区第38集团军、北京军区空军和总部
直属力量为主，多为多次执行重大任务
的英雄部队。共抽组精锐力量近5000
人、各型飞机50余架、各型装备440余
套，组成陆军战斗群、空军战斗群和战
略战役支援保障群。其中有几大亮点
引人关注。

中方第一次担任联演总导演

军演总导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
宁表示，演习首次全程在我国举行，并首
次由中方担任总导演，首次同步组织多国
总参谋长会议并举办军乐节，向国际社会
展示上合组织合作交流的最新成果。

联演将创新设计正规作战与非正
规作战相结合的行动样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集团军军长
刘振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上

合组织联合军事演习的实战化水平将
在以往历次演习的基础上大大向前迈
进一步。例如，此次演习的地形按照生
疏条件进行设计，打击目标都是隐显目
标，尽可能仿真未来战场，在作战方法
上更加贴近实战。

侦打一体无人机第一次亮相

联演中方战役指挥部副指挥兼参谋
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峥嵘介绍说，陆
军战斗群包括信息化坦克、步战车、装甲
车、自行火炮、防空导弹等装备，直升机
5型26架。其中，新型坦克和武直-10、
武直-19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外联演中。

空军出动歼-10、歼-11、歼轰-7、
空警-200、侦打一体无人机（即侦察打
击一体化无人机，也就是常说的无人侦
察攻击机，此前解放军公开装备的只有
无人侦察机，这是首次提到解放军已正
式装备无人侦察攻击机，或是国产翼龙

的无人攻击机。）等7型23架飞机和一
个空降兵连参加演练，是参演国家中数
量最多、机型机种最全的。

此外，总部所属的航空航天侦察、
测绘定位、水文气象和机动卫勤保障分
队也第一次以“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群”
的名义出现在演习中。

女子特战连第一次全程参演

大漠腹地，朱日和训练基地“城市
作战训练中心”，我陆军首支女子特战
连正在刻苦训练备战“和平使命-
2014”联合反恐军演。这支特殊队伍
将全程参加这次演习，首次参与国际军
事交流。

被“恐怖分子”控制的“市政大楼”上
方，一架武装直升机临空悬停。数名英姿
飒爽的女特种兵索降至楼顶，在地面侦察
队员引导下，迅速包围“匪首”藏身之处。

一名队员突然抬腿猛踹，女兵们破

门而入，黑洞洞的枪口顶住“恐怖分子”
的脑袋。身形彪悍的“匪首”负隅顽抗，
凶猛扑来。一名队员迅速侧身而上，一
个背摔将其摔倒在地，兔起鹘落之间，
已锁住“匪首”喉咙……

训练间隙，女子特战连指导员李善
珊扬起“太阳肤色”的面庞对记者说：

“女子特战连成立才一年多，便能成建
制参加联合反恐军演，在国际军事交流
的大舞台上展示中国女兵的形象，我们
倍感骄傲，又深感使命如山。”

李善珊告诉记者，女子特战连进驻
朱日和训练基地以来，每天凌晨5时起
床，每天一趟负重15公斤的8公里武装
越野，机降、攀登、匍匐、格斗、射击等课
目穿插进行，每天的训练时间都在11
小时左右。

军演大幕拉开，这些女兵将面临大
考：执行城市反恐清剿、化装侦察、甄别
人质、审讯俘虏、营救行动等 5 大任
务。 （综合）

联演凸显
5大特点

“和平使命－2014”上合组织联合反
恐军演总导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宁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联演凸
显5大特点：

政治影响大：
首次全程在我国举行

王宁表示，联演从充分体现“亲、
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一路一带”
战略发展构想的高度来筹划设计，努力
在推进上合组织深度互信、务实合作上
积极作为、取得实效。特别是联演首次
全程在我国举行，首次同步组织上合组
织成员国总参谋长会议并举办军乐节，
向国际社会展示上合组织合作交流的
最新成果，对于加强各成员国睦邻互
信，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动建立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具有重大深远
的政治影响。

层次规格高：
5国联演多国观摩

王宁介绍，上合组织成员国总参谋
长将观摩指导实兵演习，并出席联演结
束仪式、检阅参演部队。此外，上合组织
秘书处、地区反恐机构和伊朗、巴基斯
坦、阿富汗、蒙古、印度5个观察员国，斯
里兰卡、白俄罗斯、土耳其3个对话伙伴
国，以及60多个国家的驻华武官团也将
观摩实兵演习。参演5国分别派出了副
总长或军区指挥员组成联合导演部，并
首次由我方担任总导演，全程筹划组织
演练，充分体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也对
联演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

参演兵力多：
五国兵力共7000多人

王宁说，参演兵力共计7000多人，
主要包括陆军、空军和特战、空降、电子
对抗等部（分）队，共动用各型装备440多
台套，是上合组织历次联演中动用兵力
装备最多、运用新型作战力量最多的一
次。

演练课题新：
多边决策混编作战

王宁介绍，联演围绕联合反恐战役
准备与实施，组织多边联席决策和多方
联合行动，研究深化联合组织指挥、兵
力混编联演的组训方法，探索构建战略
战役体系支撑、精兵联合作战的运用模
式，创新设计正规作战与非正规作战相
结合的行动样式，着力体现信息主导的
联合作战、精确作战、非对称作战特点
要求。

实战化程度强：
仿真未来战争贴近实战

王宁表示，联演按照战略磋商、战
役筹划、实兵演练的作战流程组织进
行，演练背景和导调设置体现反恐作战
任务特点，战役准备演练注重基于信息
系统，用数据说话、用作战试验评估，坚
持把量化分析、精确筹划、精细协同贯
穿始终；战役实施演练依托联合作战实
验场，全程按反恐作战要求组织实兵实
弹检验，不标识阵地目标、不插彩旗、不
设炸点，设置与现地背景相似的隐蔽靶
标，使部队真正感知战场环境，提升实
战能力。

（据新华社电）

世界著名演兵场

●英国：北海训练基地

英国军队最大的训练基地是普格瓦综
合训练基地，那里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
良的假设敌部队。北海训练基地是英国空
军进行对抗训练的主要场所，轮训部队可
以在这里与“蓝军”进行电子对抗、低空与
中空作战对抗、对地攻击对抗等多种课目
的对抗训练。这个基地拥有4个对抗演习
场，指定有专门的“蓝军”部队，配备了先进
的“空战情况分析与评估系统”。

●德国：陆军模拟作战演习基地

德国军队目前拥有陆军模拟作战演习
基地、坦克模拟训练基地等。陆军模拟作
战演习基地内配备有先进的计算机模拟系
统和训练监视评估系统，能模拟显示各种
轻武器、火炮、坦克、飞机的打击效果，演练
地面作战、反空袭作战、电子战和信息战等
多种作战模式，可以进行从营到军一级的
战役战术模拟演习。

●奥地利：山地作战训练基地

奥地利军队针对未来山地作战的特殊
需要，建立了规模不等的山地作战训练基
地。目前，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
瑞典、瑞士等国军队，几乎每年都派部队或
人员到奥军的山地作战训练基地进行山地
作战针对性训练。

●美国：欧文堡

1980年10月，美军在加州南部的沙漠
中修建了训练基地，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
的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简称NTC）。

如今的欧文堡是一个约 60 公里×40
公里的区域，面积增加了约1/4，增加了演
习的多样性。

欧文堡地形非常复杂，更类似于沙漠
边缘的戈壁和山谷，既便于机动也便于防
守，训练中心包括了山脉、岭、山谷、沙地、
丘陵、湖泊（干涸）等多种地形。

欧文堡有一个专门的敌对部队，也称
为假想敌——OPFOR。

冷战时期，这个部队采用仿苏式装备
和战法，穿戴前苏联样式制服，他们是从
军队里精选出的、包括一些最佳的步兵、坦
克和炮兵，被誉为红色尖刀之星。

冷战结束后，美军重新评估“假想敌”
后，“假想敌”部队装备了无人驾驶侦察飞
机、夜视镜和能够干扰GPS信号的干扰发
射机等，“假想敌”部队不仅具有卓越的常
规作战能力，而且具有很强的非对称作战、
巷战和近战等能力。

现在的OPFOR是由陆军第11装甲骑
兵团充当，约2500人。

在欧文堡建成后的20年里大约120万
人接受了训练。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训练基地之一，欧
文堡几乎每个月都要组织1个师级或旅级
规模的演习，每年可轮训陆军14个重型师
或旅。美国本土陆军每隔 18 个月便来此
轮训一遍。

（李冰）

据新华社电“和平使命-2014”联合
反恐军演8月24日在内蒙古朱日和基地
正式拉开帷幕。这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
下的第五次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规模和实
战化程度超过以往。

军演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宁担任
总导演。

参加此次联合反恐军演的中国、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
克斯坦五国参演兵力共计7000多人，主
要包括陆军、空军和特战、空降、电子对
抗，以及战略侦察、测绘导航、气象水文、
电子频谱管控等各类部（分）队，共动用
各型装备440多台套，包括预警机、战斗
机、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以及各类坦
克、步战车、装甲车和火炮、防空导弹等

中方兵力创三个

面积与香港差不多大

新型武器装备，这在上合组织历次联演
中，是动用兵力装备最多、运用新型作战
力量最多的一次。

此外，上合组织秘书处、地区反恐
机构和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蒙
古、印度 5 个观察员国，斯里兰卡、白
俄罗斯、土耳其 3 个对话伙伴国，以及
60多个国家的驻华武官团也将观摩实

兵演习。
此次演习，旨在演练上合组织框架下

的多边联席决策和联合反恐行动，将对震
慑“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
要作用。

演习将划分为两个阶段：8月24日至
28日为演习战役准备阶段，8月29日为演
习战役实施阶段。

规模和实战化程度超过以往

上合组织五国反恐军演拉开战幕

朱日和基地成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