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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俄國現代化空軍 

 

    布里茲涅夫時代開始，蘇聯總體政策邁向了僵化以及保守的風氣，保守之

風，帶來的是毫無生氣的腐化以及裙帶政治關係，雖然蘇聯軍力於此一時期攀

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大量的軍費支出以及失敗的計畫經濟，也使得布里茲

涅夫執政後期的蘇聯社會陷入一個民不聊生的狀態，整個蘇聯經濟，可以說是

陷入了停滯不前甚至退化的態勢。有鑒於布里茲涅夫時代的社會狀態以及國際

情勢，繼任的安德洛波夫(Yuri Vladimirovich Andropov)開始強烈打擊貪腐集團、

整頓社會秩序，對蘇聯附庸國家則採取尊重各國的獨特性，不再強調以蘇聯為

主的社會主義發展道路。蘇聯自此開始，漸漸的走向開放的道路，在經濟上，

開始重視國民經濟以及社會福利，期望以從基本的民生經濟政策面來徹底改善

積重已久的衰弱經濟體質。不過由於安德洛波夫以及接下來的契爾年科

(Konstantin Ustinovich Chernenko)接掌政權時都已經年事已高，因此兩人在位的

時間總共加起來並沒有超過三年。1985 年，戈巴契夫接任政權，成為最年輕的

蘇共總書記，其對內主張「改革」與「開放」的新思維政策，對外及附庸國則

放棄布里茲涅夫主義，強調每個國家皆有權決定自己方向的「辛納屈主義」
148，

而這樣主要的對外政策最後也促成了冷戰的結束以及蘇聯的瓦解，雖然戈巴契

夫的主張都具有相當程度的遠見，但是積重難返的經濟狀態，已經不是一時的

政策可以改變的，戈巴契夫改變了長久以來的計畫經濟體制，使得蘇聯社會開

始走向私有制以及市場經濟模式，但是，快速的變動，不論是蘇聯人民，甚至

是戈巴契夫其黨內的同志都無法認同，最後，導致其本身失去政權，並且讓俄

羅斯在葉爾欽的執政之下，再度的經歷了將近 10 年的經濟困境。經濟的疲弱，

除了直接影響人民的生活之外，另外一項最大的影響就是國防軍力的發展。2000

年，俄羅斯發生了震驚全球的核動力潛艦「庫斯克號」在巴倫支海的沉沒事件，

由於搜救困難，艦上 118 名官士兵無一倖免，在這件意外的背後，透露出俄羅

斯自蘇聯解體後，甚至可以說是自布里茲涅夫下台後一厥不振的經濟問題，財

政困難所造成軍用設備維持成本的減少，是俄羅斯軍方長久以來最大的問題。

據統計，俄羅斯有 75%的武器裝備服役時間都在 15 年之上，20%的武器則已有

10-15 年的「軍齡」，另外，只有 5%勉強稱得上「現代化」的裝備，但是其服役

時間也快超過 10 年，自 1994 年開始，到 2000 年為止，俄羅斯光是要維持前蘇

聯所遺留下來的武器設備在可堪用的狀態就有極大的困難，更別提要更新現代

化的配備。而俄羅斯空軍在蘇聯解體之後，繼承了大部分的飛機戰力，雖然這

樣的狀態勉強維持住俄羅斯聯邦的空中防禦與打擊力量，但是，這樣的戰力也

因為財政的困難而快速的削弱，在這一節中，筆者就想要來談談俄國空軍在歷

經世代交替過程中的轉變，從實際的制度、組織、以及硬體設備等面向來討論

                                                 
148是蘇聯戈巴契夫政府用來戲稱其允許周邊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自己決定自己內政的政策之

名稱。這個名稱來自於法蘭克·辛納屈的歌《My Way》—蘇聯允許這些國家走他們自己的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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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空軍在近 20 多年來的狀態，除了盡量以最新的資料數據來佐證之外，也將

探討俄國空軍如何擺脫過去的包袱，並且在俄羅斯聯邦經濟體質日漸強大的態

勢之下朝向實質「現代化」目標的發展。 

 

第一節 俄羅斯聯邦空軍 

 

    1912 年 8 月 12 號，俄國國家杜馬通過了一項於參謀總部中設置軍用航空

席位的法案，而此項法案的成立以及推動，可以說是俄國往後數十年空權的開

端。在經過整整 80 年，於 1991 年晚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聯邦正式解體後，

繼任的獨立國家國協正式接手蘇聯所遺留下來的各式軍隊以及武器，其中，當

然包括了原本一體的前蘇聯空軍(Soviet VVS)，蘇聯時期所遺留下來的各軍種以

及部隊，由於本來就分散於蘇聯各聯邦國內，因此，在獨聯體成立後，這些原

本受統一指揮的軍隊就自然成為各獨立國家軍隊組成的基本班底，各國擁有各

自國家化的軍隊之後，便正式與之前同為一體的鄰國軍隊作徹底的劃分，當然，

明確的國家界限劃分，也讓獨聯體不可能再像過去蘇聯時期一樣擁有一個統一

的軍隊。 

 

    據統計，在 1991 年蘇聯解體的前夕，蘇聯空軍總共擁有將近 11,000 架甚至

是超過此一數量的飛機。俄羅斯聯邦第一任空軍總司令 Petr Deynekin 上將在接

任此一職務之後提到，當時的俄羅斯聯邦，從蘇聯手上繼承了大約 5,000 架數

量的各式軍用飛機以及 14,000 名左右的飛行員，整體來說，俄羅斯聯邦空軍從

蘇聯空軍手中接下約百分之 60 的飛機、人員以及超過一半數量的機場
149，除了

這些直接與空軍軍力有關的設施之外，在俄羅斯境內大量的空軍後勤設備、飛

機製造工廠以及眾多的前蘇聯航太設計局也都是前蘇聯遺留給俄羅斯聯邦空軍

的遺產。在蘇聯時代，整個蘇聯是以白俄羅斯以及烏克蘭區域作為國家防禦的

前線，因此，基於戰略的考量，當時最新式的戰機以及重要的戰略轟炸機大部

分都部署在這兩個地區，而相較於白俄羅斯以及烏克蘭，俄羅斯由於位處前蘇

聯版圖的中央地帶，因此部署在這個地方空軍戰力並沒有前述兩前線地區甚至

是哈薩克斯坦來的精良，是故，在蘇聯解體之後，儘管俄羅斯當局認為其是法

理上前蘇聯的繼承人並且擁有核武強權的地位，但是，烏克蘭以及哈薩克等國

家仍直接接收了前蘇聯將近半數的戰略轟炸機，以及其他最先進的各式戰機。

多年以來，俄羅斯聯邦以及烏克蘭兩國持續爭論著擁有這些先進戰略轟炸機的

合法性，直到 1999 年，烏克蘭主動將 11 架戰略轟炸機交給俄羅斯以換取天然

                                                 
149 У. Агапова, “Россия без крули- не России” ,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5 Aug. 1992), p1; V. Г. Рог, 
“Пу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ави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 Aug. 2002),p1; Р. С. 
Деунекин, “Время решительных деуствив”, авиация и космонавтика, (Jan. 1993),p2; В.Г. Род и 
Дробушевский, “Импровизация не було”,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Dec. 15 2000),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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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供應，才稍微平息了相關的爭論問題150151。 

 

一、俄羅斯空軍組織 

(一) 俄羅斯空軍的組成 

    目前俄羅斯空軍的架構，與過去蘇聯時代的空軍組成架構已經有些明顯的

不同，根據相關的資料以及其官方網站的介紹，當前俄羅斯空軍的架構主要由

三個要素組成。第一、前線戰術空軍(FA: Frontavaya Aviatsiya)，戰術空軍在行動

上主要分屬於各個軍事行政區，但是整體來看，具有整體指揮管理權則的還是

俄羅斯空軍司令部。第二、戰略轟炸/長程飛行部隊(DA: Dalnyaya Aviatsiya)以及

軍用運輸部隊(VTA: Voyenno-Transportnaya Aviatsiya)，這兩種軍用航空部隊，都

直接隸屬於俄羅斯空軍司令部的管轄，另外，過去蘇聯時代遺留下來的防空軍

(PVO)，已於 1998 年與空軍合併，並且也直接隸屬於俄羅斯空軍轄下，除此之

外，防空軍在合併之後也直接融入前線戰術空軍，在行動上主要分屬於各個軍

事行政區(MD: Military District)之下。第三、陸航部隊(ASV: Aviatsiya Suchoputnych 

Voysk)，陸軍航空部隊原本為陸軍轄下的一支攻擊力量，不過從 2003 年開始，

重新回歸到空軍來由其統一調度指揮152。 

 

    1990 年代末期，俄羅斯空軍總共擁有超過 2,100 架可供其指揮調度的各式

飛機，其中，有將近 1,600 架是屬於戰鬥轟炸機(FA)和攔截戰鬥機(PVO)，另外

也有約 250 架的長程戰略轟炸機(DA)以及 300 架的各型軍用運輸機(VTA)，除此

之外，還有將近 1,000 架的訓練用教練機則不在此計算範圍之內。至於俄羅斯

空軍系統之下的相關官士兵人數則總共大約有 185,000 人左右。假如以百分比

來看 1990 年代末期俄羅斯空軍機種之組成比例的話：其中有百分之 27 的飛機

機種是屬於戰鬥轟炸機，也就是前線戰術空軍部隊、另外有百分之 38 的空中攔

截戰鬥機、百分之 15 的長程戰略轟炸機、以及百分之 20 的各式軍用運輸機。

而到 2000 為止，陸航部隊則擁有數量 1,500-2,000 架左右的各式直昇機153。 

                                                 
150 П.С. Деунекин, “У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вс будут только новеушие самолёты”, Известие (Mar. 24 
1993),p6; М.М. Орарин, “Дальнуая авиация и безопаз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Армерский 
сборник,10(1999),p30; А. Чернореченский и С. Сокут, “Вход из штопора откладувоец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4,(Jan. 21 2000),p3; С. Сокут, “Курс на локальном конфликте”,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4,(Feb. 2 2001),p3. 
1511991 年，蘇美國簽署了《削減進攻性戰略武器條約》。蘇聯解體后，俄羅斯、白俄羅斯、烏

克蘭和哈薩克斯坦這 4 個原蘇聯加盟共和國，經過多輪磋商，同意遵守這一條約。條約規定，

烏克蘭應該在 2001 年 12 月 4 日以前由美國出資銷毀所有部署在其境內的進攻性戰略武器。烏

克蘭從原蘇聯手中接收了 38 架遠程戰略轟炸機，其中，11 架交給俄羅斯抵償天然氣債務，2
架改裝後陳列在波爾塔瓦州的博物館，另外兩架改裝為生態實驗室，而其餘 23 架則全部銷毀，

並已於 2001 年 5 月中，銷毀最後一架 Tu-95 型轟炸機，據計，烏克蘭從美國手中獲得 800 萬

美金的資助。 
152 М. Ходаренок, “Затянувшееся пике”,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8, (Mar. 15 2002), p4 
and p106-8. 
153 “Military Balance 2000-2001”, p124-5; P. Butowski, “Air Force Must Look Up as Training Hits a 
Low”, Jane’s Defense Weekly, (Aug. 2, 2000), p22; А.М Корпиков, “Завоевать, удержать, 
поддержать”, Армерский сборник, 12(1998), p32; “Авиация поизносилас”,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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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俄羅斯聯邦空軍組成圖。 

(參考資料：作者自行整理。) 

 

    之前有提到過，在蘇聯解體後，俄羅斯聯邦空軍繼承了大約 11,000 架左右

的各式機種，其中當然包括少部分較為新型的機種以及大部分從冷戰時期就在

線上服役的舊型機種，這些數量的飛機到 1990 年代末期，已經大幅減少為不到

3,000 架，主要原因除了蘇聯解體後十年俄羅斯聯邦積弱不振的經濟情況以及財

政能力之外，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這段轉換期中，俄羅斯空軍逐漸的淘汰掉不

堪使用或著是許多過於老舊已經不符合現代戰爭需求的機種，如此一來，不僅

可以減少維持設備的軍費開支，更可以為俄羅斯空軍的戰力重新作一個統整，

以較為新型的飛機來作為其主要的戰力支柱。根據俄羅斯聯邦在車臣衝突

(Chechen conflict)中所出動的各機種飛機的機型來看，我們稍微可以看出大概當

時俄羅斯聯邦空軍的主力機型大約有哪些154： 

 

前線戰術空軍有：Su-24M 型(劍師 D 式)戰鬥轟炸機(bombardirovshchik)；以及

Su-25 型(蛙足式)對地攻擊機(shturmovik)。 

 

防空攔截機則有：Su-27/30 型(側衛式)防空攔截戰鬥機(istrebitel)。 

 

戰略轟炸機則有：Tu-22M3 型(逆火式)戰略轟炸機(dalniy bombardirovshchik)。 

 

陸航戰鬥直升機則有：Mi-24 型(雌鹿式)戰鬥直昇機。 

 

    俄羅斯空軍的組成單位架構與其他軍種的組成方式大同小異，最基本的組

成單位就是航空團(aviapolk: air regiment)，航空團通常主要由三個航空中隊

(eskadrilya: squadron)組成，並且皆部署於同一個機場之內，因此也可以說一個機

場就是等同於一個航空團的建制，而一個航空團主要的官士兵總人數則大約為

                                                                                                                                            
обозрение,, 38, (Oct. 25, 2002), p3; “Доклад о переходе”,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 
(Jan. 17, 2003), p3. 
154 А.М Корпиков, “Завоевать, удержать, поддержать”, Армерский сборник, 12(1998), p33 and 
Appendix II: Main Russian aircraft types used in the Chechen conflicts. 

俄羅斯聯邦空軍(RF VVS)

長程飛行/戰略轟炸

機部隊(DA) 
戰術飛行部隊(FA) 軍用飛行運輸部隊

(VTA) 

地面飛行部隊

(A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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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到 1,700 人左右；高於航空團的單位則是航空師(aviadiviziya: division)，通

常一個航空師也由三個航空團組成，並且再以 2 到 3 個航空師的數量組成一個

航空兵(vozdushnaya armiya: air army)；另外，俄羅斯聯邦空軍也在 1997 年底由參

謀本部第一副參謀長 Valery Manilov 上將擬定與國土防空軍(PVO)合併的相關措

施，並從 1998 年開始，防空軍直接打散到俄羅斯空軍組織之下，與空軍單位共

同分配在俄羅斯六大軍區內155。 

 

(二) 戰術飛行部隊(FA: tactical air force) 

    戰術飛行部隊主要由三種機型組成：戰鬥機、轟炸機、以及偵察機。其主

要的任務是擔負深入打擊行動之空中打擊的任務，並且在地面部隊的行動中給

予其必要的支援，防止友軍地面部隊在行動之中遭受到敵軍的空中攻擊。 

 

    1994 年，俄羅斯聯邦空軍參謀團中設置了一個戰術飛行部隊指揮官(FA 

Command)的席位，全權負責六大軍區內的戰術飛行指揮業務。但是，這個職位

到 1997 年之後就被廢除，而原本歸由戰術飛行部隊指揮官的職責就由空軍參謀

團(VVS Staff)收回，由其負責對戰術飛行部隊的指導、控管，而空軍參謀團就

成為職責上對戰術飛行部隊的主要權責機關，至於行動運作指揮的權責，則統

一由各軍區來指揮調度，而其運作的方式則如同在過去蘇聯時代的行動一樣，

主要負責對地面軍事行動支援或者提供空中防禦打擊的力量。 

 

    由於俄國地跨歐亞，東西疆域橫亙歐亞平原將近 12,000 公里長，因此，在

蘇聯統治時期，為了要方便控管各地方的國土以及軍事安全，就將其領土劃分

成為 13 個軍區。一直到 1991 年蘇聯解體之後，俄羅斯聯邦軍力開始接手相關

國防事宜，俄政府對境內保留下來的軍區進行了部分的調整，初期，共設有８

個軍區，分別是：列寧格勒(北方)軍區、莫斯科軍區、北高加索軍區、伏爾加

河沿岸軍區、烏拉爾軍區、西伯利亞軍區、後貝加爾軍區和遠東軍區。到 2001

年 9 月時，普丁政府為了繼續奉行裁兵政策、減少組織劃分，因此又將烏拉爾

軍區和伏爾加河沿岸軍區以及後貝加爾軍區與西伯利亞軍區進行合並，重新對

軍區劃分做了調整，保持了 6 大軍區的軍事行政區劃，另外還設一個不編入軍

區的獨立軍事行政單位--加裏寧格勒特別區。而目前俄羅斯聯邦轄下的 6 大軍

區則分別是：列寧格勒軍區(Northern MD)、莫斯科軍區(Moscow MD)、北高加索

軍區(North Caucasus MD)、伏爾加河沿岸--烏拉爾軍區(Volga-Urals MD)、西伯利

亞軍區(Siberian MD)和遠東軍區(Far East MD)。 

 

    理論上，六大軍區之下都擁有能夠供其運用在軍事行動上的航空集團軍架

構，雖然各軍區航空集團軍的整合權責機關仍然屬於俄羅斯聯邦空軍司令部以

                                                 
155 J. Lake, “Order of Battle: Russia’s Air Forces today”, Combat Aircraft, (Oct.-Nov. 1998), p702-12; 
В.Г. Рог,” Воздушная операция упразднить нельзя”,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38, (Oct. 
13, 2000); H. Nikunen, “The Current State of Russia Air Force”, (Nov. 28,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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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防部，但是就行動層級方面來看，軍區之下所分配的航空集團軍，是完全

供其在行動上指揮運用的兵力。軍區之下的航空集團軍是有其完整的架構存在

的，通常軍區航空集團軍都由兩個不同任務型態的航空師所組成，而這三個師

則分別為：戰鬥機航空師以及防空攔截機航空師或者是防空指揮部所組成。另

外，除了兩個主要的任務師之外，其分支之下還有偵察、對地打擊、電戰、以

及軍用航空運輸等建制較小的次要飛行部隊156。 

 

(三) 長程飛行/戰略轟炸部隊(DA: strategic bomber force) 

    長程飛行/戰略轟炸部隊主要包含兩種任務組成：轟炸以及偵察。顧名思

義，長程飛行/戰略轟炸部隊的主要任務就是利用擁有長途飛行能力的飛機來深

入敵境，對敵軍的內陸地區進行轟炸或是偵察的工作。由於轟炸的目標包羅萬

象，因此從蘇聯時代開始，俄國戰略轟炸機所攜帶的武器就視目標的不同而分

成傳統武器(炸彈)或者是核子炸彈兩種。蘇聯解體之後，俄羅斯聯邦從蘇聯手

上繼承將近百分之 42 的戰略轟炸機數量，到 1998 年時，俄羅斯政府將長程/戰

略轟炸部隊的代號改為第 37 戰略航空集團軍(37th Strategic Air Army)157，其底下

分支的各戰略轟炸機師及獨立戰略轟炸機團和獨立轟炸機中隊擁有 Tu-95MS 熊

式長程戰略轟炸/偵察機、Tu-160 型海盜旗式長程戰略轟炸機、Tu-22M3 型逆火

C 式中長程戰略轟炸機等各式中長程戰略轟炸機以及其他相關核子巡弋飛彈。 

 

    從 1998 年俄羅斯政府一連串對於長程/戰略轟炸部隊改組的動作來看，俄

國軍政高層從蘇聯解體之後首度開始透露出對於戰略轟炸機部隊進行重整的意

願，並且積極將其實踐在相關軍力的部署之上，除此之外，也開始出動長程偵

察機執行相關的偵察任務，任務範圍遍及北美地區、日本以及北歐等地，俄羅

斯軍政高層以實際的行動來測試西方國家的防空戰備現況。1999 年 6 月，俄羅

斯聯邦大規模舉行代號「西方-99」的軍事演習，而在此次演習之中，長程戰略

轟炸部隊也徹底的向西方展示其攜帶核子武器執行洲際任務的實力。俄羅斯空

軍司令 Anatoly Kornukov 上將在當時就表示，俄羅斯此次大規模演習主要就是

要向西方展現俄羅斯自蘇聯解體以來的軍力整備狀況，尤其強調俄羅斯空中戰

略打擊力量，除此之外，「西方-99」演習也要向美國表達俄羅斯對空襲科索沃

(Kosovo)的不滿立場158。此次演習的成果對於俄羅斯長程戰略轟炸部隊接下來的

                                                 
156 С. Ф. Ахромеев, “Военный Е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Voyenizdat, 1986), p787; 
B. Lambeth, ”Russia’s Air Power in Crisi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p43. 
157 С. Ф. Ахромеев, “Военный Е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Voyenizdat, 1986), p221; 
Дейнекин. “У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вс будут только новейшие самолёты”; М. М.Опарин,” От Ильи 
Миромца до Ту-160”,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50, (Dec. 24, 1999). 
158「西方」演習原為蘇聯時期戰區或方面軍級帶實兵演習，20 世紀 70 年代中期每年舉行一次，

後改為不定期舉行。蘇聯解體後，俄軍繼承了這個演習，而且基本維持了其演習規模。1999 年

6 月 21 日至 26 日，俄羅斯與白俄羅斯在巴倫支海舉行了“西方·99＂演習，這是自 1985 年以來

俄羅斯舉行的規模最大的一次首長司令部戰略軍事演習，由俄國防部負責指揮協調，俄軍總參

謀部具體組織實施，俄國防部長謝爾蓋耶夫元帥擔任演習的總指揮。參演單位包括列寧格勒軍

區、莫斯科軍區、北高加索軍區、伏爾加河沿岸軍區、烏拉爾軍區等 5 個軍區，北海艦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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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有著正面的影響，到 2000 年為止，各式戰略轟炸機有將近八成的妥善率以

及整備率，可以隨時出動來執行相關打擊任務。無庸置疑的，俄羅斯長程戰略

轟炸部隊已經從蘇聯解體之後的低潮中走出，並且成為一支重要的力量來強化

整體國家相關的國防安全，並且在國際的舞台之上，漸漸的為俄羅斯贏回超級

強權的地位159。 

 

(四) 空中運輸部隊(VTA: transport force) 

    軍用航空運輸部隊對於軍方來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援部隊，其主要戰場

的任務有：載運傘兵、載運地面部隊兵力、載運戰時所需的武器、油料以及食

物、或者其他相關的後勤補給用品，除此之外，在戰場上載運傷兵後送以及將

補充兵員投入戰場等，都是軍用航空運輸部隊主要的任務職責。1990 年代開始，

空運部隊在俄羅斯空軍內的業務量逐年增加，除了因為俄國要負擔獨立國協內

部相關軍事行動運輸任務之外，車臣衝突也是增加其運量的一個主要原因。 

 

    1955 年的時候，軍用運輸部隊在蘇聯空軍中獨立成為一支分支部隊，1998
年的時候重新命名番號為第 61 航空集團軍(61th Air Army)，並且根據相關的裁

軍精簡政策，將俄羅斯聯邦空軍之下的軍用空中運輸部隊的規模裁減三分之

一，並且將一些蘇聯時期遺留下來的老舊運輸機一次淘汰掉。軍用空運部隊在

縮小規模之後，使用的效率較過去高出許多，除了原有的軍事相關之任務之外，

有時候也會擔負起民間的商用運輸以及載客任務，因此俄國空軍駕駛運輸機的

飛行員之年平均飛行時數可以達 50 小時，而這樣的時數竟然還比其他飛行部隊

的飛行員飛行時數高出許多160，由此可看出多年以來，俄羅斯空軍所受到國家

財政衰弱的影響有多大。 
 

2008 年，俄羅斯第一副總理 Sergei Borisovich Ivanov 在 2 月間的政府軍事工

業委員會上表示：現有的軍事運輸機機隊在很大程度上來說已經老化了，假如

政府再沒有採取任何相關延長軍事運輸機服役期限和使用壽命的緊急措施的

話，到 2015 年以前，將有超過 90%的軍事運輸機被淘汰。Ivanov 的這番話真實

的道出俄國空軍相關設備的不足以及老舊問題，運輸機老化的問題或許只是整

體軍方設備問題的冰山一角，不過，至少從最近幾年以來，相關政府高層已經

注意到此一問題的嚴重性，並且積極著手展開改善的措施，甚至是開始建造較

新的飛機來避免數年以後問題的擴大。俄羅斯空軍總司令 Aleksandr Zelin 上將

                                                                                                                                            
羅的海艦隊和黑海艦隊 3 個艦隊，內衛部隊、23 個軍以上單位的 50 個師(團)，以及白俄羅斯軍

力量，總人數約 5 萬餘人。 
159 S. Lefebvre, “The Reform of Russian Air Force”, (Camberley: Conflict Studies Reserch Centre, 
2002); В.Г. Рог, “Ориентир- пеядерное сдерживание”,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38, (Oct. 
12, 2001). 
160 С. Ф. Ахромеев, “Военный Е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Voyenizdat, 1986), p144; 
S. Lefebvre, “The Reform of Russian Air Force”, (Camberley: Conflict Studies Reserch Centre, 
2002), 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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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月間對此一問題作出回應，他表示：相關輕型空運機將會以 Il-112B 型作

為未來的主要機型，而此型飛機預計能在 2009 年正式投入服役；另外，中型運

輸機將會採取俄羅斯與印度合作開發或者是與烏克蘭合作生產 An-70 型中型運

輸機的方式，在 1 到 4 年之內正式投入量產；而運量較大的重型運輸機，將會

在現有的 Il-76 型平台上進行改造，改造成為符合現代化需求的 Il-76MF 型；另

外，還有一種超重型運輸機，也將會以現有 An-124 型遠程戰略運輸機161為主，

進行相關革新，朝 An-124-100 型發展162。 
 
(五) 防空部隊(VPVO: air defense forces) 

    俄國防空部隊主要的任務以及功能是用來抵銷敵人從空中的侵略攻勢，除

此之外，防空部隊也是用來確保國家行政、經濟、各大工業中心、以及軍民各

重要設施之安全的一支重要部隊。1954 年時，由於美蘇雙方時值冷戰時期，雙

方陣營皆不斷的增加能有效打擊對方的軍備，蘇聯政府為了因應美方的長程戰

略轟炸部隊，因此將防空軍獨立出來，成為一支與其他軍種平行的部隊。在成

為獨立軍種將近半個世紀後，俄羅斯聯邦政府於 1998 年時將國土防空軍裁併於

俄羅斯聯邦空軍之中，減少組織的劃分，而原本由防空軍所負責的各項業務，

也重新分配到空軍的各個相關單位之下163。 

 

(六) 旋翼機部隊(ASV: rotary wing force) 

    傳統上，直昇機在戰場上的主要任務多半為為地面部隊提供有效空中支援

以及戰術偵察等任務，並且所聽從的都是地面部隊指揮官所下的指令；而這些

任務的類型不外乎包含：戰場運輸、空投物資、空中火力支援、載運戰術空降

部隊以及電子作戰等等相關的任務。1991 年蘇聯解體之後的整個 90 年代，俄

羅斯聯邦境內發生許多不同程度的衝突，例如：車臣問題以及塔吉斯坦(Dagestan)

問題等；再加上獨立國協內部各國間的衝突紛爭，使得直昇機部隊的角色扮演

漸漸的從過去的支援性質任務轉變成為戰場的打擊任務。在相關國家內部以及

小範圍的衝突發生時，政府及軍方需要機動性強和能夠快速部署兵力的工具，

這時候，直昇機就派上用場，在旋翼機部隊還未納入俄羅斯空軍旗下控管時，

整個陸航部隊大約有兩個軍團的直昇機數量，而每個軍團內的直昇機種類都包

含攻擊直昇機以及運輸直昇機兩種，最主要的機型大部分為 Mi-24 型雌鹿式戰

                                                 
161 有一款以 An-124 型為基礎所開發的超大型運輸機 An-225 型夢想式(Mriya)運輸機，具有六

具引擎，最大起飛重量為驚人的 600 噸，目前有兩架，由於 Antonov 設計局在蘇聯解體之後就

歸烏克蘭所有，因此這款於 1988 年首度試飛成功的全世界最大型運輸機目前為烏克蘭擁有，

而其最早開發目的則是用來載運蘇聯太空計畫相關太空船設備。An-225 型運輸機也於 2004 年

8 月由友達光電委託載運向國外購賣的巨大真空濺鍍機降落在中正國際機場，讓台灣親眼見識

到這架飛機的巨大尺寸，並且也造成當時國內航空迷之間不小的旋風。 
162 相關資料來源:俄羅斯新聞網。

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20080305/42065026.html 
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20080227/42057179.html 
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duiwai/20080215/42047162.html 
163 С. Ф. Ахромеев, “Военный Е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p1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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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直昇機以及 Mi-8 型河馬式系列運輸直昇機164。 

 

    在前述俄羅斯所遭遇的各項衝突之中，直昇機部隊的運用漸漸增多，但是，

在蘇聯解體後的十年間，俄羅斯聯邦內的旋翼機部隊也遭遇到許多自己本身發

展方面的問題。1993 年時，相關的問題被一位相當有分量的上校飛行軍官於俄

羅斯防衛報(Krasnaya Zvezda)上投書批評，他主要批評長久以來直昇機部隊裝備

過時老舊的問題，而這個嚴重的問題甚至包括當時大部分的直升機上面竟然都

缺乏在惡劣天候、能見度不佳、甚至是夜晚飛行時所需的相關導航儀器；另外，

當時的直昇機部隊常常發生事故，造成相當多的設備以及飛行員的損失，這位

上校飛行官也針對這樣的狀況作出批評，他說，直昇機意外頻傳的原因起碼有

超過半數是因為直昇機結構裝置錯誤所導致，再加上飛機年久失修、缺乏相關

設備的更新和替換，因此才會造成空中解體失事的事故頻傳，假如這樣的情況

繼續的持續下去，那麼到 2000 年時，直昇機部隊可堪用的飛機數量將會大幅減

少 1/3 的數量。裝備採購預算的問題也是他在這篇文章中所提及的重要意見，

他認為俄羅斯空軍一直沒有盡到收編陸航部隊之後所應負起責任，不但長久以

來沒有想要更新直昇機部隊裝備的意願，更在相關的採購預算上採取消極的態

度165，而這也是導致 90 年代俄羅斯旋翼機部隊最主要的癥結之一。以上這些事

實的陳述，都是由一位在直昇機部隊內具有相當份量的軍官所提出的，或許其

背後也有相關更高階層如：直昇機部隊指揮官的支持才得以在報紙上刊登，而

也由於他的地位，使得黨政高層不得不注意到相關的問題，而這樣露骨的言論，

或許正是他們想要向高層表達自身部隊困境並且爭取政府財政支持的方法之

一。 

 

    正如同那位直昇機部隊高級軍官的預測，到了 1990 年代末期，由於維修質

量的不足以及備用裝備的缺乏，在 1,500 架各式直昇機當中，只有約 400 架能

夠符合實際行動的妥善需求；另外，在所有的直昇機事故中，也有高達八成的

原因是因為飛行員飛行技巧不佳、相關技術失敗以及人為操作錯誤所造成。1999

年時，直昇機部隊總司令 Vitaly Pavlov 上將指出，在當時的情況之下，直昇機

部隊的各項現代化措施必須在現有的裝備架構下實施，雖然如 Mi-24 型戰鬥直

升機以及 Mi-8 型運輸直昇機都已經投入服役超過 15-20 年，但是，唯有在現有

的架構之下進行現代化才是最為符合當時俄羅斯財政狀況的選擇，因為研發製

造一架新的機型所耗費的成本，將可以用來更新現代化五架現有的舊型直昇機
166，因此，在當時的狀態之下，這似乎是唯一的選擇。 

                                                 
164 С. Ф. Ахромеев, “Военный Е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p43; Lake, “Order of Battle: 
Russian’s Air Forces Today”, p710. 
165 А. Новиков, “The Russian Helicopter Fleet – What Will It Be?”,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Feb. 3, 1993); 
С. Сокит, “Осмысленные Чеченского опыта”,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9, (Aug. 10, 
2001). 
166 И. Кедров, “Старые вертолёты ресурсов новые задачи”,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40, 
(Oct. 15, 1999); В. Избасиев, “ A Show of Punishment Instead of a True Investigation of the Mi-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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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國的旋翼機部隊的歸屬問題可以說是一波三折，從 1950 年代末期一直到

1977 年都是屬於地面部隊的一部分。從 1977 年開始到 1990 年，則是從屬於蘇

聯空軍之下，並且在行動層級上隸屬於各個軍區。1990 年 7 月，旋翼機部隊又

成為地面部隊中一支獨立的武裝部隊。2002 年 8 月 19 日，一架 Mi-26 型光環式

重型運輸直昇機在接近堪卡拉(Khankala)空軍基地時遭到車臣分離主義分子以

地對空飛彈擊落，造成機上 118 名人員陣亡，由於此機型與 2000 年沉沒的庫斯

克號一樣屬於俄羅斯聯邦內最主要的軍用裝備之一，再加上死亡人數眾多，因

此當地的媒體將此次事件視為庫斯克號事件的重演，而這件事也對俄羅斯空中

飛行部隊的領導以及指揮帶來了不小的衝擊。事件發生之後沒多久，旋翼機部

隊總司令 Vitaly Pavlov 上將就引咎辭職，而一個禮拜之後，俄羅斯國防部就將

旋翼機部隊所有的相關資源轉移到俄羅斯聯邦空軍底下，開始由空軍負責指揮

運作。根據國防部的說法，此次更動旋翼機部隊的從屬權是因為地面部隊指揮

官對於飛行部隊的誤用，使其在超載的情況之下遭到敵人的擊落而造成重大的

傷亡167，根據此型直昇機的設計，大約一次能夠載運 80 名士兵，但是在這次的

事件中卻有超過此限制將近 40 名的人數死亡，由此可見長久以來地面部隊對於

直昇機的錯誤操作。而國防部的此項說法也於後來得到其他直昇機飛行員的證

實，多年以來，由於直昇機數量的不足，因此這種超載的情形已經成為常態，

而此次事件的發生，只是讓裝備短缺的問題再度浮上檯面。 

 

    國防部這項轉移旋翼機部隊從屬問題的決定並沒有得到太多的認同，而最

大的反對者就是原本擔任旋翼機部隊總司令的 Vitaly Pavlov 上將，他認為將旋

翼機部隊從原有的地面部隊指揮體系轉移到空軍之下是非常不智的決定，而這

樣莽撞的調動將會嚴重影響整個俄羅斯國防武力的結構。他指出，在許多大小

的戰場如阿富汗戰爭的過程之中，一再的顯示旋翼機的本質與功用應該屬於地

面部隊的一種，假如將原有的整個作戰架構移到空軍轄下來管轄，那麼將會大

幅減少旋翼機在戰場上的飛行時數以及作戰效率，除此之外，也會造成俄羅斯

空中武力與地面部隊之間的矛盾及衝突，並且降低直昇機對於地面部隊進行空

中支援的效率。除了旋翼機部隊高層對於國防部的此項決定不表贊同之外，其

他中低階軍官也對這個問題表達了無法認同的意見，因為他們認為假如要將整

個部隊架構轉移到空軍底下，對於他們來說將會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適應問題發

生，每個軍種的文化、指導原則、領導統御以及習慣都有明顯的差異，再加上

許多一般程序性的不同，將會使得這些中低階軍官面臨首當其衝的衝擊。另外，

俄羅斯空軍對於飛行安全的要求比地面飛行部隊高出許多，在旋翼機部隊轉移

                                                                                                                                            
Crash”,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Sep. 10, 2002). 
167 Коррников, “Завоевать, удержать, поддержать”, p30; В.Г. Рог, “Зловредная Копыктуршчина”,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43, (Dec. 6, 2002); Л Слонов, “War in Chechnya continues”, 
Former Soviet Union Fifteen Nations: Policy and Security, 8(2002); В. Мухин,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 
Quoted the President as Saying that the Mi-26 Catastrophe Was Another Kursk”,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ата, (Sep. 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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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空軍轄下的過程之中，也將會有許多相關的問題產生，因為兩者對於飛行認

知的差異將會需要一段磨合的時間。 

 

    除了旋翼機部隊內部各級軍官表達反對將部隊移轉到空軍之下之外，還有

另外一個相當具有威望的俄羅斯空權專家也支持反對的意見，這位專家就是前

俄羅斯聯邦空軍上將 Valentin Rog。他認為，從直昇機部隊的任務型態以及所遭

遇到的戰場情況來看，直昇機部隊如同步兵和砲兵一樣確實應該是地面部隊在

行動中不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戰場上的直昇機也唯有透過結合地面砲

兵以及飛彈部隊的火力，才能夠在戰場行動中形成一個堅固的打擊火網，因此，

對於地面部隊相關戰術行動的計畫以及建構來講，直昇機部隊具有不可取代的

地位。Rog 也提出幾點對於直昇機部隊在空軍架構之下行動有可能發生的問

題：第一、原本在地面部隊架構之下的旋翼機部隊可以快速直接的獲得地面指

揮官的命令並且附諸執行，大幅減少了命令傳遞所消耗掉的寶貴時間；但是，

假如直昇機部隊轉而納入空軍的架構之下，那麼在美務的任務行動前就要耗費

許多的時間來講解任務的內容，使得飛行員了解之後再交由地面行動指揮官指

揮，這樣一來一往，將會失去戰場的打擊先機。第二、原本空軍底下的各式定

翼機都有其自己一套技術、後勤、彈藥和訓練等設施，但是，原本屬於地面部

隊的旋翼機部隊並沒有相關的建制在空軍的架構之下，因此，當直昇機納入空

軍底下之後將會像局外人一樣無所適從。第三、隨意調動部隊的建制，將會影

響原有的指揮和掌控體系，也會將其他原本不相關的因素帶入到空軍原有的指

揮架構之下。Rog 的建議很明顯的受到了國防部的注意，2003 年 1 月，俄國國

防部提出了一份研究報告來回應相關的問題，內容大約對於空軍納入其他軍種

航空部隊所會遭遇的問題以及相關解決方案提出了說明168。 

 

    從 Mi-26 型直昇機被擊落開始一直到國防部提出要將旋翼機部隊納入空軍

架構之下後，這段期間此項議題遭遇到許多批評的聲浪，不只直昇機部隊內部

的反彈，更有許多軍事專家如 Valentin Rog 等人也提出反對的意見。不過，撇

開一些情緒性的討論來看，旋翼機部隊脫離地面部隊的掌控對於戰術行動層級

的運作來講，確實會有一定程度的影響，不過另外一方面也有人保持樂觀的態

度，因為他們認為假如將直昇機部隊納入到空軍指揮體系之下，將會使空軍的

建制更加的完整，在未來的戰爭或者行動中，定翼機和旋翼機的組合將會為空

軍帶來更有效率任務結果。其實，對於此項議題正反兩方的意見都有其合理的

論點在，但是，主要的決定權還是在於俄羅斯聯邦軍政高層。2003 年 1 月，俄

羅斯聯邦空軍總司令 Vladimir Mikhaylov 上將向國防部報告旋翼機部隊轉移的

業務已經完成，也完全確定了國防部原有的想法，因此，從 2003 年開始，俄羅

斯聯邦空軍的規模增加大約 80 個左右的直昇機單位，其中包含 20 個直昇機航

                                                 
168 L. Slonov, “War in Chechnya continues”, Former Soviet Union Fifteen Nations: Policy and 
Security, 8(2002); Холенко, “Без плати за страх”; Валентий Рог, “Зловредная Копыктуршчина”; 
“Доклад о переход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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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團、2,000 架左右的各型直昇機以及 20,000 名左右的旋翼機部隊官士兵。 

 

二、俄羅斯聯邦空軍戰備狀態 

    蘇聯解體之後，俄國整體經濟的狀態是每況愈下，也正因為如此，龐大的

軍費維持成本以及開支就成為政府開源節流的主要對象，軍費開支的減少對於

90 年代俄國的整體國防軍力來說有著極大的影響，整體戰備的狀態逐年退化，

人員的素質以及相關設備質量都大幅變差。單從與空軍的面向來看，就可以發

現這樣的情況有多嚴重，一般來說，西方國家空軍每年所分配到的預算大約都

佔所有國防預算的百分之 30 左右，而從 1992 年開始俄羅斯空軍的年度預算就

大約只佔總國防預算的百分之 20，這樣的情況到 1996 年時更佳的惡化，空軍

只拿到約百分之 15-17 的年度預算，一直到 2000 年時，空軍竟然只拿到百分之

10 的國防預算，雖然加上防空軍的預算之後達百分之 22-23 左右，但是整體比

較起來還是與西方國家空軍的年度預算有一定程度的差距。根據俄羅斯獨立軍

政週刊(Nezavisimoye Voyennoye Obozreniy)的數據顯示，當前空軍所獲得的預算

大都只佔其維持所有裝備最小需求的百分之 40-50 而已169，由此不難看出為何

俄羅斯時常傳出軍用設備老舊所造成之意外的新聞，而如此財務吃緊的狀態，

也是導致俄羅斯空軍飛行員素質日漸下滑、飛行時數不足、以及相關資源缺乏

的主要原因170。 
 
(一) 人員狀態 

    長久以來政府財政疲弱對於俄羅斯空軍所造成的影響非常之大，除了直接

影響飛機的妥善率之外，更嚴重是影響到俄國飛行員的訓練質量，由於缺乏充

足的替換以及整補資源，因此在 2000 年以前，俄國空軍都盡可能的減少飛行訓

練以及大規模的相關演習，以避免裝備損壞的可能性，而訓練質量的退步也造

成俄國飛行員飛行時數稀少以及飛行技巧拙劣等不良後果。飛行員年飛行時數

(annual flying hours)為一項觀察各國空軍備戰能力的重要指標，俄羅斯空軍從蘇

聯解體後正式成軍開始，此項重要指標就逐年的下降，據統計，俄羅斯空軍各

型飛機飛行員的年平均飛行時數從 1993 年的 73 小時下降到 1995 年 60 小時，

而到 2000 年為止，更下降到一年只有 29 小時的實際飛行時數171。見證俄國空

軍由盛轉衰的第一任俄羅斯聯邦空軍總司令 Peoter Deynekin 於 1996 表示，除了

以平均年飛行時數來作為檢視飛行員能力的指標之外，還必須以各機種所設定

的訓練標準來檢視飛行員的專業能力，假如分別以戰術飛行部隊、長程戰略飛

行部隊以及軍用飛行運輸部隊來看的話，各部隊飛行員低於所設定的標準分別

                                                 
169 С. Сокит, “Перспективи развития боевой ави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9, 
(Aug. 10, 2001); Ходаренок, “Затянившееся пике”. 
170 Lefebvre, “The Reform of Russian Air Force”; Дейнекин, “Проблемные вопросы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применения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и”; Чернореченский, “Вход из 
штопора откладываеция”;  А. Дробишевшкий и С, Бабичев, “Боеготовность требует расходов”,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Jul. 17, 1999). 
171 我中華民國空軍、美國空軍以及北約空軍飛行員的年平均飛行時數皆大約為 230-25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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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8%、43%以及 63%，其中以空運部隊低於標準飛行時數的比率最高。另外，

於 1998 年接掌俄國空軍總司令職務的 Anatoly Kornukov 也指出，俄羅斯飛行員

的訓練質量也從 1998 年低於標準 55%，增加到 1999 年的 65%，並且於 2000 年

達到最高172。到 2000 年為止，甚至有許多團級飛行部隊在兩年之內沒有出過任

何飛行任務，並有將近 400 名從 1995 就已經從飛行學校畢業的飛行員在五年之

內都沒有飛過任何的飛機。2000 年可以說是俄國空軍戰力最慘澹的一年，據統

計，大約只有百分之 30-40 的現役飛行員有足夠的能力來負擔實際的戰場任務，

而這種飛行訓練質量不足所造成飛行能力低弱的問題也大大的影響著俄羅斯空

軍的整體士氣173。 

 

    俄羅斯空軍官士兵除了面臨非常糟糕的工作環境之外，這些人以及他們的

家庭也正面臨著在社會上社經地位日漸降低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主要來自

於他們生活環境以及居住品質的低落。1992 年蘇聯剛解體時，大約有 22,000 個

空軍家庭沒有自己的住家和房子，而這樣的數字其中包含了 3,500 名的飛行員；

到了 2000 年時，這樣的問題不減反增，大約有 23,000 空軍家庭面臨缺乏住居的

問題，而這樣的數字佔了當時全體俄羅斯官士兵百分之 35 左右的比率，除此之

外，另外有 45,000 個空軍家庭居住在設備簡陋、生活機能非常差的環境中。而

多年以來工作以及生活環境的困難，終究也促成了大批空軍軍官的離職潮，為

了為其自己以及家庭追求更好的生活品質，單是 1998 年到 2000 間，就有 32,000

名空軍軍官辭職，其中包含了 4,500 名於 1995 年到 1999 年才投入軍隊服務的年

輕初級軍官。嚴苛的生存環境除了造成戰力的影響之外，軍中紀律的問題也因

為這樣的狀態而日漸敗壞，不但貪污腐敗的事件頻傳，更造成社會上許多犯罪

事件的發生174。相關的問題不只在俄羅斯空軍中發生，這樣的情況早已是整個

俄羅斯聯邦軍隊所遭遇面對的共同問題，雖然軍人生活品質低落的狀況從蘇聯

解體之後就不斷的存在於許多的軍方單位裡，但是到 2000 年為止，軍政高層似

乎都將此類問題視為低優先順序來擱置，直到 2000 年普丁上任之後，才正視並

有能力解決俄軍財力不支的問題，並在國家經濟好轉之後大幅增加軍費，使國

防預算從 2000 年不到 70 億美元大幅增加到 2008 年的 368 億美元，從而慢慢扭

轉國防預算捉襟見肘以及各級官士兵生活困窘的局面。據俄軍方透露，2010 年

度軍費預算將達到 455 億美元。 

 

 

                                                 
172 俄羅斯聯邦空軍飛行員達到最低戰備需求之年平均飛行時數應為 160-180 小時，北約空軍

飛行員最低戰備需求之年平均飛行時數為 180 小時(Military Balance 1995-1996)。 
173 П.С.Дейнекин, “Basic Directions of Air Force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s and Training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 Военная Мысль, 7(1993); С. Совылт, “Russian Air Force Faces Deepening 
Crisis”, 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 (Mar. 5, 2001); “В ВВС пекоти летат?”,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38, (Oct. 13, 2000); Лефебвре, “The Reform of Russian Air Force”, p16. 
174 Агарова, “Россия без крыльев-не Россия”; Ходаренок, “Затянившееся пике”; “В ВВС не 
хватает офицеров”,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37, (Oct. 6, 2000); Лефебвре, “The Reform 
of Russian Air Force”,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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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平均飛行時數 戰術飛行部隊 長程轟炸部隊 軍用空運部隊

1993 73 40 80 100 

1995 60 40 80 N/A 

2000 29 18 20 50 

2003 40 N/A N/A N/A 

2007 120 N/A N/A N/A 

表 5-2、俄羅斯聯邦各主要飛行部隊每名飛行員的年平均飛行時數175。 

參考資料：C. Covault, “Russian Air Force Faces Deepening Crisis”, 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 (Mar. 5, 2001)  

 

(二) 後勤物資與材料 

    後勤資源的缺乏對於俄羅斯聯邦空軍各單位的戰備以及戰力是有極大的影

響力的，缺少相關保修整捕的備用零件以及供飛機引擎運作的航空燃油等問題

在 2000 年以前嚴重打擊俄羅斯空軍的發展以及士氣。從 1996 年到 1999 年為止，

俄羅斯空軍各機隊大約皆只獲得例行訓練所需燃油的百分之 30-40，而這樣的問

題也是直接造成訓練次數以及飛行員飛行時數不足的重要原因，而其他造成飛

機保修整補問題的原因也包括俄羅斯所擁有的飛機種類過多、型號複雜，進而

影響所需零件的一致性，假如不計算蘇聯時期遺留下來且已被淘汰的舊型飛

機，在 1996 年到 1999 年間，俄羅斯聯邦空軍仍然擁有 35 種各型飛機，這對於

資源已經相當吃緊的空軍來說，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在 1990 年代末期，俄羅斯

空軍擁有具有現代作戰能力的飛機大約 2,000 架左右，其中分屬長程戰略轟炸

部隊、戰術飛行部隊以及軍用空運部隊，但在這個數字中，又大約只有百分之

50-60 的妥善率符合升空作戰的需求，俄羅斯聯邦空軍第二任總司令 Kornukov

表示，當時每一個航空團所擁有的飛機數量大約為 36-54 架，但是，平均每個

航空團所能升空的飛機數量卻只有 6-10 架176，由此可看出當時俄羅斯聯邦空軍

疲軟的作戰能力以及戰備狀態。 

 

    除了相關後勤資源的不足之外，俄羅斯空軍所使用的飛機老舊也是一項嚴

重的問題，由於政府財政拮据，各設計局出廠的新飛機數量可以說是逐年遞減，

也因此，俄羅斯聯邦空軍各飛行部隊所使用的飛機大多是已經出廠超過 15 年的

老飛機，據統計，到 1990 年代末期為止，所有的各型現役飛機有百分之 48 的

比例機齡已經超過 15 年，另外，也有百分之 23 的數量之服役年齡介於 10-15

年，而剩下的則有百分之 28 已經出廠服役 5-10 年，低於 5 年的飛機則只佔了

                                                 
175 2000 年為俄羅斯聯邦空軍整體軍備狀態以及戰力最差的一年。到 2007 年時，每名飛行員的

平均飛行時數則已經漸漸恢復至蘇聯時期的水準。(參考資料：華夏經緯網

http://big5.huaxia.com/xw/gj/2008/00781098.html。”執政八年，普丁給俄羅斯軍隊帶來了什麼”) 
176 В. Матяш, “С тревогой и надеждой”,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Dec. 3, 1996); Дробишевшкий, 
“Боеготовность требует расходов”; Соваилт, “Russian Air Force Faces Deepening Crisis”, p60; 
“Парк ВВС стареет”, Nezavisimoye Voyennoye Obozreniy, 26, (Jul. 21, 2000); С. Сокит, 
“Перспективи развития боевой авиац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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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空軍飛機數量的百分之 1177，從這樣的數據中我們不難發現為何當時的俄羅

斯空軍總司令 Kornukov 上將分析出當時俄國空軍只有大約百分之 5 比例的飛機

稱的上是足以負擔現代空戰的現代戰機之說法。有鑑於此，當時的空軍參謀團

希望此一問題能在 2005 年之前獲得政府的重視並得到解決178，也希望在進入 21

世紀後，俄羅斯空軍所擁有的裝備有大部分的比例都具有應付現代戰爭的能

力。而當時空軍各重要幹部的期待，在 2000 年普丁上任之後得到了回應，普丁

認為：「沒有強大的武裝力量，便沒有強大的俄羅斯。」，在這樣的目標之下，

俄國空軍終於從過去的泥沼中漸漸的走出，並在 2006 年之後，慢慢的恢復強國

空軍應有的戰力。 

 

年度 空軍所接收的新飛機數量 

1992 77 

1993 66 

1994 29 

1995 31 

1996 19 

1997 6 

1998 0 

          表 5-3、1992~1998 年俄羅斯聯邦空軍所接收的新飛機數量。 

參考資料：C. J. Dick, “Military Reform and the Russian Air Force 1999”,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13, 1(2000)) 

 

三、各任空軍總司令對於相關問題之看法 

    俄羅斯聯邦空軍建軍以後，政府財政困難所造成的資源短缺就如影隨形的

影響著空軍所有的面向，但是一開始，相關的領導階層都一直不願意面對正視

此類相關的議題。1993 年時，第一任總司令 Peotr Deynekin 上將甚至宣稱媒體

有關空軍大幅裁減飛行任務次數以及日漸增加的意外事故之報導都是未經查證

的臆測之言，他強調，這些飛行事故發生的導因主要是因為飛行員在飛行當中

並沒有遵守飛行安全守則所導致，絕對不是因為例行維修的減少和飛行員飛行

時數過少所造成。從他的這番言論中可以發現，這些在外人眼中看似嚴重的問

題，其實在當時俄羅斯聯邦軍政高層之間，尤其是對於空軍總司令來說，是非

                                                 
177 在討論到俄國戰機服役年限之問題時，我們必須考慮到一點，就是俄國所使用的飛機在先

天的使用年限上就設定的比西方戰機來的短，而這樣的概念則可以回溯到冷戰時期，在當時，

戰爭一觸及發的狀態之下，蘇聯軍政高層皆預期飛機是一種消耗品，很容易就在戰爭中耗損，

也因此其飛機設計以及製造的過程都未考慮長期使用的因素，而蘇聯解體後，冷戰時期所出廠

的飛機卻仍然未被淘汰，由此可看出當時俄羅斯空軍裝備老舊問題的嚴重性。(C. J. Dick, 
“Military Reform and the Russian Air Force 1999”,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13, 1(2000)) 
178 Дробишевшкий, “Боеготовность требует расходов”, p2; А. Дробишевшкий, “ВВС будут 
спасать свои техники”,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8, (May 14, 1999); В. Алексин, 
“Авиация в штопоре”,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4, (Oct. 22,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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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不受歡迎的議題，因為空軍總司令對於相關的錯誤以及問題是要負起完全的

責任的，不過，在規避相關議題的同時，Deynekin 也確實了解到備用零件、航

空燃油以及飛機潤滑油短缺之問題，另外，他也是首位為基層官兵生活品質發

聲的第一位將領，他認為除了要提高空軍各層級人員的基本薪資外，政府還應

該提供他們較好的生活環境以及更為完善的住宅品質，不過雖然他大力的倡導

此項提議，相關的住房問題仍然在接下來的幾年持續的惡化。Deynekin 之後繼

任的總司令為 Anatoly Kornukov 上將，Kornukov 對於軍費不足所造成資源短缺

以及飛行員訓練時數不足的問題就明白的直接提出批評，1999 年時他表示，人

員流失以及後勤資源的短少問題絕對不能再惡化下去，假如政府再不採取行

動，空軍戰備力量的減少將會嚴重影響到國家整體之國防。2000 年俄國軍力跌

到谷底時他又提出，假如政府的軍費預算還是不見改善的話，那麼俄羅斯空軍

將會在 6-7 年內名存實亡，而同年，俄國國防部的執行委員會也提出一份綜合

各軍種總司令意見的報告，認為俄羅斯空軍在 2000 年時，幾乎已經沒有能力來

負荷任何符合現代戰爭型態的打擊任務179。 

 

    第三任空軍總司令 Vladimir Michaylov 於 2002 年接掌空軍之後，見證了俄

羅斯空軍漸漸東山再起的轉變，由於普丁總統相關重整軍隊、採行精兵政策的

目標明確，再加上俄羅斯的經濟能力在石油以及天然氣等重要資源加持之下漸

漸復甦，因此在進入 2004 年之後，俄羅斯空軍逐漸擺脫過去的陰霾，朝向實際

的現代化發展，在經過將近五年的改革與復興，Michaylov 於 2007 年初向媒體

表示，空軍各機隊所使用的飛機將在近期之內全部更新完畢，而飛機更新的方

式將分為兩部分：對舊飛機進行現代化改造以及購買全新飛機投入各機種服

務。根據他的說法，2007 年之前整個戰術飛行部隊的現代化改造已經完成，其

中包括對 Su-24 型、Su-25 型、MiG-29 型等戰機的改造；另外，Il-76 型軍事運

輸機和空軍所有直升機 Mi-8 型系列、Mi-24 型戰鬥直升機、和 Mi-26 型重型運

輸直昇機的現代化改造也已經完成。第四任空軍總司令 Aleksandr Zeling 上將於

2007 年五月上任之後，除了繼續對空軍內部進行汰舊換新的業務，也持續研發

各式新型飛機，並且預計將在 2009 年時正式讓俄國第五代戰機升空，除了研發

先進的五代戰機之外，部分機型的部隊也正在換裝新的飛機，例如戰術飛行部

隊的 Su-24 型劍師式戰轟機在未來將部分由 Su-34 型後衛式(北約代號：「後衛

(Fullback)」)戰轟機取代，而長據俄系攻擊直昇機霸主的 Mi-24 型雌鹿式將在 2015

年之前全面由 Mi-28N 型浩劫式(北約代號：「浩劫(Havoc)」)戰鬥直升機取代180。 

                                                 
179 Агарова, “Россия без крыльев-не Россия”; Дейнекин, “Время решитель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С. 
Сокит, “Дальше сокращать ВВС нельзя”,p3 i “Курс на локаль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Чернореченский, 
“Вход из штопора откладываеция”; “ВВС не боеготови?”,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49, 
(Dec. 29, 2000); Ходаренок, “Затянившееся пике”. 
180 相關資料來源： 
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20080422/42117311.html 
http://mil.news.sina.com.cn/2008-01-25/0958482904.html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6/6099323.html 
(俄羅斯新聞網、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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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任期 

彼得‧杰伊聶金(Petr 

Deynekin) 

1992 年 9 月 – 1998 年 1 月 

安納托利‧高奴科夫

(Anatoly Kornukov) 

1998 年 1 月 – 2002 年 1 月 

弗拉狄米爾‧米哈伊洛夫

(Vladimir Michaylov) 

2002 年 1 月 – 2007 年 5 月 

亞歷山大‧澤林(Aleksandr 

Zelin) 

2007 年 5 月 –  

                表 5-4、俄羅斯聯邦各任空軍總司令一覽表。 

資料來源：1. 俄羅斯國防部(http://www.mil.ru/eng/1862/12068/12088/12221/24062/index.shtml) 

2. 全球安全網(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russia/av-resour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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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改革、重整之路 

 

    冷戰時期的蘇聯軍隊，其所有的武裝配備與發展都是以西方陣營為目標，

試圖追平甚至是超越西方世界的武力，而這樣緊張的狀態，在蘇聯解體之後似

乎稍有舒緩，但是，俄羅斯聯邦卻也繼承了大部分的壓力。對於俄羅斯空軍來

講，在蘇聯空軍解體之後，其必須快速的於短暫的時間之內成軍，也因此不得

不直接接受許多蘇聯時期遺留下來的戰略概念以及大量的老舊設備，除此之

外，在世代交替的過程之中，俄羅斯聯邦也失去過去蘇聯時期華沙公約組織所

建立起來與西方世界之間的緩衝地帶，而過去被蘇聯視為前線地帶的烏克蘭以

及白俄羅斯等地的空軍基地，也在蘇聯解體之後一併消失，成為＂鄰國＂的設

施，而這樣的結果，也讓俄羅斯聯邦空軍必須迅速激烈的修正其在失去保護傘

之後的空中防禦架構。冷戰結束之後，俄國也取消原本駐紮在東歐國家內的駐

軍，從 1990 到 1993 年間，蘇聯以及後來的俄羅斯聯邦總共收回將近 300 個各

式空軍單位，其中包含 700 架的定翼機、100 架的旋翼機以及 30,000 名左右的

空地勤官士兵，而這些裝備及人員大多來自捷克斯洛伐克、匈牙利、波蘭、東

德以及波羅的海三小國等國家，這些空軍部隊在重新回歸俄國之後，有超過將

近半數的單位和大約 500 架的各式飛機都部署在莫斯科軍區之內，由此也可以

看出俄國的空防重點前線已經以莫斯科地區為主。冷戰結束對於俄國也帶來另

一個更加長遠的影響，那就是「歐洲武裝常規力量條約」(CFE: Treaty on 

Conventional Forces in Europe)，此項條約在冷戰末期由北約以及華約兩大集團共

同協議，並且於 1990 年 11 月簽署完成，其內容主要限制雙方對於武器數量以

及種類之約束(TLE: treaty-limited equipment)，也因為此項條約，末期的蘇聯以及

後繼的俄羅斯聯邦在武器數量和種類上都必須受制於此項條約，當然相關的戰

機以及攻擊直昇機也必須在此限制下減少數量，而在俄羅斯聯邦建立初期，由

於葉爾欽極親西方的態度，以及必須仰賴西方國家經濟合作的前提之下，俄羅

斯在當時不得不配合此項條約的內容，對相關武器進行裁減，一直到 2007 年

中，俄羅斯總統普丁因為此項條約不符合俄羅斯當前安全利益，因此簽署法案，

暫停履行此項條約181。 

 

    儘管內外問題以及限制不斷，俄羅斯聯邦空軍終究還是在既有的資源之下

成立，只不過，要恢復過去蘇聯時代強盛的狀態，勢必要經過一番改革與重整。

                                                 
181 1990 年北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在巴黎簽署《歐洲常規武裝力量條約》。

1999 年歐洲安全合作組織伊斯坦布爾峰會上簽署了《歐洲常規武裝力量條約修改協議》。該協

議應對歐洲安全合作組織任何一個歐洲成員國有效，但迄今為止，只有俄羅斯、白俄羅斯、哈

薩克斯坦和烏克蘭批准了修訂後的條約；另外，隨著許多東歐國家加入北約，涉及必須保証力

量平衡的條約基本准則已失去其原有之意義；再加上美國於東歐部署雷達及反導彈系統的態度

強硬，使得普丁不得不出手捍衛俄羅斯的利益及尊嚴來暫停履行條約，對於俄羅斯來講，在未

來將視北約國家對於條約的態度再決定是否要重新執行條約，而此項權利將由俄羅斯總統決

定。(資料來源：俄羅斯新聞網相關新聞 http://big5.rus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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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年時，俄羅斯聯邦空軍第一任總司令 Deynekin 上將表示，未來俄羅斯空軍

改革計畫的主要目標及方向，將以現存的單位為主，努力的建立一個均衡的架

構，並且配合新穎的現代化戰機，來持續為俄羅斯整體國防武力創造和提供一

個具有機動性的兵力來源。在這樣的方向之下，空軍將會成為一支確保國家穩

定的重要力量，對於國家軍政高層來說，其所設定的任務以及目標也將擁有一

個更有效的執行工具182。從 Deneykin 所表達對於空軍發展的概念中可以發現到

他極為了解空軍在整體國家軍事戰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能力，但是，就我們

以現今的眼光來回顧俄羅斯聯邦空軍在 2000 年以前的發展來看，他當時的言論

或許缺少了部分客觀的觀察，雖然 2004 年以後的俄羅斯空軍已經走出陰霾，大

歩朝向他當時所說的目標前進，但是這樣的成就，離他講話的時間點已經差距

了有十年之久。 

 

一、改革階段 

    俄羅斯聯邦空軍的改革之路在葉爾欽執政的十年之內可以大致分成三個階

段，第一階段為 1991-1992 年初成軍的頭兩年。在這個階段之內，俄羅斯空軍

失去了過去蘇聯時期分布於各個聯邦國的完整組織結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俄羅斯空軍被迫必須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建立自己的組織架構，除了設立空軍總

司令部之外，也要重新檢視轄下單位以及機場分布的配置，雖然在執行的過程

中可以參考許多過去蘇聯的經驗，但畢竟已經有太多不同的因素存在，因此對

於俄羅斯空軍來說，這是他們所遭遇的第一個考驗。在這個階段中所面臨的第

二個考驗則在於蘇聯解體之後，莫斯科軍區、聖彼得堡軍區(列寧格勒軍區)以

及北高加索軍區之軍事地位從過去蘇聯時期後方角色的概念瞬間變成與西方世

界相交的「前線」要地，而在這三個軍區之中的空軍設施大多原本為飛行學校

和飛行訓練部隊等不屬於一線作戰的次級單位，但是，現在則因為時空與背景

的交替，必須重整為具有打擊和防禦力量的戰鬥部隊，在轉變的過程之中，除

了將原有的單位裁併之外，還要納入從東歐等前蘇聯附庸國撤回的兵力和設

施，這當然也引發了一系列嚴重並且延續數年之久的問題，這個問題的主要原

因來自於硬體設備的建設如機場、飛機碉堡、士兵的營房和軍士官宿舍之不足

以及官士兵人數過多等問題，而過多的軍人駐紮在同一個基地更是造成相關住

房問題的主因，由於機場腹地狹小，過多的人口阻礙了較高品質設施的建設，

而住在缺乏暖氣和水電等民生基本物資的軍人以其他們的家庭，其低落的士氣

就成為影響空軍改革的一顆不定時炸彈。 

 

    第二個階段則為 1993-1995 年，在第二階段當中，空軍持續進行一階段中

的相關作業，並且盡量在此階段中完成建軍初期的一切事宜，例如在上個階段

中提到過納入前華約國家以及蘇聯聯邦國相關人員以及裝備的問題，軍政高層

                                                 
182 Deynekin, “Basic directions of air forc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s and training under present 
condition”, 1993; R. W. Dellow, “Organization and Equipment; Priorities for the Russian Air Force”, 
(Camberley;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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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此一階段中能夠完成整合，除了在舊有的單位之上設立新的單位之外，

冗員的裁撤以及新的人事訓練系統也期待於此一階段中完成。另外，當時的空

軍總司令 Deynekin 上將也希望將整個空軍的組織重新整合成為四個系統的的架

構，而這四個系統分別為：戰術飛行部隊、長程轟炸飛行部隊、軍用空運部隊

以及後備訓練單位。 

 

    第三階段從 1995 年開始，俄羅斯空軍開始檢視其機場的分佈網絡狀態，由

於蘇聯時期主要的戰略目標都在西方，因此在俄羅斯聯邦西方邊界往東延伸

300 公里的區域之內就有將近 100 個左右的軍用機場，也由於這樣，整個俄國

廣大的疆域就呈現機場分佈不均的狀況。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機場設施和裝備

都是從蘇聯時期就遺留下來的，因此當時有超過半數的機場極待修復以及改

造，再加上後勤支援以及訓練系統的革新，俄羅斯聯邦空軍在此一時期期待從

硬體設施的改善走向一支具有現代化面貌的現代軍隊183。 

 

二、國土防空軍與空軍的合併 

    國土防空軍與空軍的合併並非在倉卒之下執行的，而是經過多年的研議以

及研究之後才做出的決定。相關的合併案最早起源於 1994 年 11 月一場由俄羅

斯聯邦安全會議秘書長(Secretary of the Security Council)Oleg Lobov 所發起與此議

題相關的會議而開始，這場會議的列席人員有兩位將軍級軍官，一位是 Anatoly 

Kvshnin 中將以及 Valery Manilov 中將，這兩位後來在俄羅斯聯邦安全政策決策

機制中都扮演著極為重要角色。1995 年時，合併案後續會議再度召開，當時的

空軍總司令 Deynekin 公開了一份關於未來俄羅斯聯邦空軍地位問題的文件，而

其中最重要的建議就是關於國土防空軍以及空軍的合併問題，而也因為這個建

議，兩軍的合併案開始加快進行的腳步。1996 年 10 月，合併的計畫案正式遞

交參謀總長以及國防部長，而在 12 月俄羅斯科學研究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底下的 ISKRAN 研究所所召開的一場有關俄國國防改革的會議中，軍

事科學研究院(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院長 Makhmut Gareyev 也指出，未來

俄羅斯武裝部隊的架構最好以三個主幹來做發展為佳，而這三個主幹就是：陸、

海、空三軍。1997 年 7 月 4 日，俄羅斯聯邦議會上議院召開了一場會議，並且

由當時的國防部長 Igor Sergeyen 正式宣布，俄羅斯聯邦國土防空軍以及空軍將

從 1998 年開始正式合併。 

 

    兩軍合併案確定完成之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參與推動這件案子之中的幾

個相關角色，除了前面有提到過的參謀團 Kvashnin 中將、安全會議的 Manilov

                                                 
183 N. T. Antoshkin, “Speech at the RNLAF Base Leeuwarden on 20.4.93”; Deynekin, “Basic 
directions of air forc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s and training under present condition” and 
“Reform of the Air Force is a Must”, Military News Bulletin, 8(1996); Агарова, “Россия без 
крыльев-не Россия”; Ю. Гарилов, и С. Бабичёв, “Не терят теми, завершит начатки»”,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Aug. 12,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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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以及相關空軍的參謀成員之外，另外就是參謀部長、國防部長、科學研究

院以及軍事科學研究院等相關人士，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俄羅斯聯邦對於國家

安全政策的決策機制通常都由少數的相關權力核心人物主導，而這些人分別代

表了軍方、政府以及科學研究機構，而一般民主國家最重要的決策機構：議會，

則在俄國此類的案例之中被排除。 

 

    國土防空軍與空軍的合併案最主要的原因是參考與分析西方的相關軍種編

制後而做出的決定，對於西方國家來說，防空等任務通常都直接由空軍來執行。

另外一項原因，則是在於國防預算減少所帶來裝備以及人事的壓力，兩軍的合

併，可以為俄羅斯國防武力減少組織的分歧以及任務的重疊性，除了可以提高

資源運用的效率，更可以整合制空權的指揮和調度，提升戰場的打擊效率。1998

年兩軍正式執行合併之後，歷經了一段激烈的變動，防空軍如同戰術飛行部隊

一樣，在合併之後於行動層級上分屬各個不同的軍區，而在合併之後的頭一年，

防空軍的人員從原本的 318,000 人大幅裁減為 185,000 人，有將近百分之 40 的

人數被裁撤掉，另外，防空軍原有的單位以及基地也有各將近 580 個單位和 20

個機場在合併案後被廢除184。 

 

    兩軍在合併之後，或多或少的有部分問題開始產生，在 1998 年底，一位退

休的俄羅斯聯邦空軍上校軍官點出了不少兩軍合併之後的缺點。第一、國土防

空軍在併入空軍之後仍然保有自己的據點，主要的原因則在於這些據點對應於

空軍部隊的據點相差距離甚遠，而這也導致兩軍在合作上增加了不少的複雜

度。第二、合併之後，原有防空軍的飛機竟然有部分被用來指派成為空軍戰鬥

機的護衛機，這樣的任務型態，與原本定位的防空攔截任務相差太多，造成大

材小用的窘境。第三、電腦化的指揮調度系統也發生問題，原因在於國土防空

軍以及空軍所使用的系統無法進行整合，這也導致效率的低落。在這位退休上

校軍官提出這些問題一年半之後，空軍參謀長也對於兩軍合併的觀察提出了他

個人的意見185，首先，他提出優點，他認為兩軍在合併將近三年之後，已經順

利通過了摩合期，在這段期間內，兩軍順利在裝備採購以及軍官訓練等方面獲

得相當的默契，另外，對於指揮調度系統來講，雙方也順利連接，而這幾項成

就，也正是當初那位退休軍官所質疑的問題。相對於成功之外，這位空軍參謀

長也提出了幾點值得注意的缺點，第一、對抗強大敵軍軍力的能力以及相關的

財政支持和行政架構都因為合併之後而減少。第二、在行動中完全部署防空部

隊所需的時間較過去增加。對於這幾項問題，軍方高層也提出了幾點改革的重

點，並且預計在未來的 10-15 年間徹底執行完成，這幾項重點為：加強以及更

                                                 
184 Military Balance 2000-2001, p124-5; A. M. Kornukov, “To Preserve and Build Up Combat 
Capabilities”, Military News Bulletin, 3(1998), p8-9; “При объединении ВВС и ПВО будут 
сокращаться 40% боевого состава”, интерфакс, 29, (Feb. 11, 1998). 
185 А. Краснов, “Наш argument пртив МАУ”, Вестник Воздвоздержного Флота, (Nov.-Dec., 
1998); В. Чельцов, “ВВС исчезнут своего места в трёхвидовой structure вооружённости”,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9, (Aug. 1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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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現代化的電腦指揮調度系統、換裝新型的航電系統來加強各型飛機在能見度

不佳的天氣中飛行之能力、早期預警以及情報系統的改良、精確導引武器的以

及巡弋飛彈的配置以及更新空軍之下的所有飛機機型，使全軍邁向現代化軍種

的目標。然而，實際上，在國家國防預算之中，其他軍種以及其他類別之需求

比這些空軍的要求具有更多的優先性，而這也導致空軍在現代化過程中遭遇到

不小的挫折，直到近幾年，俄羅斯經濟情況好轉，才漸漸獲得相關採購以及更

新配備的預算。 

 

 

年份 事件 

1991-1995 ․俄羅斯聯邦空軍總部成立 

․由原有的訓練性質單位轉型為戰鬥

型單位 

․從東歐以及前蘇聯聯邦國回收俄羅

斯空軍單位 

1993-1995 ․成立戰術飛行、長程轟炸、軍用空運

以及後備和訓練等四個司令部 

1997-1998 ․終止四個司令部的架構 

․將長程飛行轟炸部隊(DA)改名為第

37 航空集團軍 

․將軍用空運部隊(VTA)改名為第 61

航空集團軍 

1998-1999 ․前線防空軍(VPVO)與空軍(VVS)合

併 

2003 ․將原有屬於地面部隊的旋翼機隊

(ASV)納入空軍轄下 

表 5-5、俄羅斯聯邦空軍編制改革事件一覽表。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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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6、1992-1997 年俄羅斯聯邦空軍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Marcel De Haas,＂Russian Security and Air Power 1992-2002＂, (New York : Frank 

Cass/Routledge, 2004), p116 

 

國防部 

空軍總司令部 國土防空軍總司令部 

參謀本部 

長程飛行轟炸

部隊司令部 

後備及訓練司

令部 

軍用空運飛行

部隊司令部 

戰術飛行部隊

司令部 

空軍位於各軍區之行動層級 

國防部 

空軍(空軍+國土防空軍) 

參謀本部 

第 61 航空集

團軍(軍用空

運部隊) 

莫斯科軍區之

空軍+防空軍 

其他軍區之空軍+

防空軍 

第 37 航空集團

軍(長程戰略轟

炸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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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7、1998 年之後的俄羅斯聯邦空軍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Marcel De Haas,＂Russian Security and Air Power 1992-2002＂, (New York : Frank 

Cass/Routledge, 2004), p116 

 

三、俄國對於空權應用的概念 

    從俄國開始發展航空以來，爭論的情況就一直沒有結束過，不論是對於飛

行之於軍事運用的角色，甚至是指揮權以及從屬權的問題，幾十年來，一直是

俄國空權理論家以及相關軍事專家討論的焦點，而從屬權以及指揮權的問題也

一直圍繞在到底飛行部隊是屬於地面部隊的分支或是獨立於其他軍種之外的部

隊之上來作爭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眾多對於飛行部隊支援地面任務所

形成的指揮權則問題逐漸呈現兩極化的討論方向，其中之一可以稱之為「統一

的指揮權」(centralized control)概念，在此一概念之下，所有的軍用航空單位在

行動層級上都隸屬於各個軍區，由軍區來分配和調度相關的作戰任務，而在行

動層級之外的職責歸屬則統一由空軍總司令來負責。另外一個概念則是「分權

式指揮權」(decentralized control)概念，此一概念將航空部隊視為地面部隊指揮

官的戰場運作工具，戰術飛行部隊(FA)的角色尤為吃重，而航空部隊在此一架

構之下隸屬於各軍區之內的地面部隊指揮官，為地面部隊提供相關的支援以及

打擊任務。以上的這兩種概念，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就成為爭論飛行部隊指

揮權的方向，在接下來的數十年中，兩種概念互有消長，而不同的概念對於俄

國空軍往後的發展，著實也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空軍指揮官擁有指揮權的概念佔了上風。但第二次世

界大戰初期一直到 1942 年為止，地面指揮的概念則略勝一酬，而這樣的選擇也

使得當時飛行部隊的指揮權大幅的分散在各個軍區地面部隊司令手中，並且由

地面部隊或著是其他單位來掌管航空部隊的任務分配，如此分散的指揮權，導

致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蘇聯飛行部隊在戰場上作戰之效率其差無比，有鑑於

此，軍方高層檢視問題的來源，並且最後在 1942 年春季作出決定，將飛行部隊

的指揮權重新獨立出來，並且在稍後成為一支獨立於海、陸軍之外的獨立軍種。

空軍獨立之後，指揮權的辯論消聲匿跡了好一陣子，一直到 1980 和 1990 年代，

有關此一問題的爭論又再度出現，1980 年代時，軍方高層決定將戰術飛行部隊

(FA)以及旋翼機部隊(ASV)納入各軍區的指揮附屬之下，而這樣的動作，似乎又

走回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那樣的型態，迫使統一的空軍指揮權再度分散，而空

軍的單位在當時也再一次的重回到軍區的架構之下，除此之外，納入到軍區之

下的這兩種飛行部隊，又被迫分裂成兩個不同系統，也因此，組織分散的決定，

為空軍武力的運用帶來了不少不良的後果，最明顯的問題就是軍區之內對於空

軍的管理調度，變的複雜化，使得應用層面逐漸喪失過去的效率，對於飛行部

隊本身來講，也由於地面部隊與空軍之間權責分配不清、指揮權分散，進而造

成機場以及各式裝備整修保養的困難，另外，冷戰時期與西方的軍備競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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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更新武器系統，但是，在分散的架構之下，也造成飛機航電系統、精確導

引武器以及人員的訓練等發展受到嚴重的限制。有鑒於指揮權分散所導致諸多

的問題與缺點，蘇聯國防委員會在 1988 年時做出決議，再度終止分散的架構，

重新將戰術飛行部隊等航空指揮權納入各軍區的航空集團軍之下。 

 

    1990 年代對於相關航空部隊的歸屬問題來講，也是一個變動極大的年代，

從旋翼機部隊的從屬問題就可以窺之一二，1977 年以來，旋翼機部隊就屬於蘇

聯空軍的管轄，而 1990 年時，卻又被移交給地面部隊接管，一直到 2002-2003

年，因為一架重型運輸直昇機被擊落導致百人傷亡的事件後，俄軍方高層才又

將旋翼機部隊重新回歸空軍管轄。之前有提到過的戰術飛行部隊，在 1990 年代

初期俄羅斯空軍建軍之後，曾經一度擁有自己的司令部，其地位與其他飛行部

隊相等，皆直接隸屬於空軍總司令部管轄，直到 1997 年，四個飛行部隊司令部

的建制取消，戰術飛行部隊又納入到各軍區的行動指揮層級之下，只不過這次

不同的是，雖然納入了軍區管轄，但是仍然屬於航空集團軍的架構，並且由空

軍總司令部統一維持行政上的控制權。另外，1998 年空軍與國土防空軍的合併，

也是飛行部隊指揮權整合集中的一個關鍵點186。對於俄羅斯聯邦空軍指揮官

Deynekin、Kornukov 以及空權理論專家 Rog 來說，將所有飛行部隊納入空軍的

管轄是一個對俄羅斯空權發展來說最好的選擇，不論對於指揮系統電腦化、後

勤支援系統的掌握、人員訓練的優化，甚至是與其他軍種的合作以及航太工業

的研究與發展來說，集中的指揮權，將會對這些發展左以事半功倍的效率。 

 

    Deynekin 以及 Kornukov 也認為，從過去數十年俄國航空部隊的發展來看，

對地面或是海面攻擊的飛行任務(APV: aviatsionnaya podderzhka voysk)成為空軍

主要的任務型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戰術飛行部隊以及長程戰略轟炸部隊有

將近百分之 45 以上的行動都是執行此類攻擊任務；另外在 1979-1989 年間入侵

阿富汗的行動以及 1990 年代對車臣的行動中，對地打擊型態的任務也成為飛行

部隊主要的功用。這樣的任務型態也是間接促成空軍與國土防空軍合併的原因

之一，因為在一個統一的空軍架構之下，未來的空中行動已經不再用飛機的種

類、單位的分類來劃分，而將是簡化成為防禦(defensive operations)或是進攻

(offensive operations)的概念來進行。普丁在 2000 年上任之後，為俄羅斯聯邦整

體國防帶來的重整與強化的希望，對於空軍來講，經歷了將近 10 幾年的低潮，

終於能夠在政府的支持之下逐漸復甦，兵員的裁減和軍種繁複分支架構的簡

化，成為空軍力量以及打擊效率集中的最佳推手，2003 年，旋翼機部隊再度回

歸空軍體制，俄羅斯聯邦空軍在此時完全掌握了全俄羅斯的飛行部隊，對於未

                                                 
186 Рог, “Пу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оенноой авиации”; Дейнекин, “Проблемные вопросы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применения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и”, Aviatsiya i Kosmonavtika, (May, 
1996) and “Reform of the Air Force is a must”; Корпиков, “Авиационн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войск: 
господство в небе- успех на земле” и “завоявать, удержать, поддержа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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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面對現代化戰爭的挑戰，俄羅斯聯邦空軍握有令人不容小覷的籌碼187。 

 

四、戰場經驗對俄國空權的影響 

(一) 阿富汗戰爭 

    阿富汗戰爭於 1979 年開始，一直到 1989 年蘇聯軍隊撤離阿富汗後結束。

蘇聯時期軍隊傳統的用兵遣將以及管理方式完全依照一套死板的標準流程來執

行，對於蘇聯空軍的行動來講，這套標準從任務編制一直到任務執行都必須嚴

格的遵守，也因此，這套由莫斯科空軍總部參謀所研擬出的規範就變成高於任

何事物甚至是高於飛行部隊人員或是飛機運用的唯一準則。阿富汗戰爭爆發之

後，這種不知變通的規則逐漸受到挑戰，由於阿富汗戰場的狀況並不容許蘇聯

空軍完全依照傳統的戰爭教範來走，而在阿富汗的戰場指揮官也不用像以往一

樣受到公文往來的限制而綁手綁腳，執行任務的飛行員也可以擁有更多的決定

權，種種與以往不同的經驗，使得這些派駐在阿富汗的軍人們，深信在將來回

國之後，能夠以自身的經歷來徹底改變蘇聯保守的軍隊文化。也正因為擁有過

自由行動的經驗，這些軍官在返回蘇聯之後變的再也無法忍受舊有官僚那種死

板僵化以及集中式的作業文化，使得空軍高層漸漸的將這些飛行員和戰場指揮

官視為威脅其自身官位的絆腳石，並且決定解散這些從國外回來的部隊建制，

將所有的飛行員和軍官重新打散分配到離權力核心偏遠的各地部隊，以防未來

發生叛亂的可能188。正因為少數軍方高層擔心自身地位的動搖，使得這些在阿

富汗戰場所得到的空權經驗難以在蘇聯國內傳承下去，喪失了一次改變空權應

用思考模式的大好機會，並進而在 1990 年代對車臣行動中曝露出許多空軍領導

統御的缺點。 

 

(二) 西方經驗 

    1991 年波斯灣戰爭，以美軍為首的聯合軍隊執行了令人畏懼的空中攻擊行

動(沙漠風暴行動)189，在這次戰爭的經驗之下，多機種戰機所形成的強大空中集

團軍的攻擊概念應運而生，在波灣戰爭中，美軍以及其他盟軍出動多款飛機進

行聯合作戰，其中包括空優戰機、戰鬥轟炸機、戰鬥直升機、戰略轟炸機、電

戰機(EW)、空中加油機以及協調空中戰場調度的空中預警管制機(AWACS: 
Airborne Warning and Control System)等，雖然空中打擊力量的內容多元、參與

飛行任務的國家眾多，但是整個行動的指揮工作完全集中於美軍手中，也因此

整個攻擊行動的效率集中，所有的飛機都聽從指揮，在同一個空中戰場上完成

                                                 
187Дейнекин, “Проблемные вопросы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применения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и”, Aviatsiya i Kosmonavtika, (May, 1996), p3-7; Рог, “Воздушное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и 
Воздушная оборона”, Армейский Сборник, 11(1997); Корпиков, “Теори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новых ВВС” и “Авиационная поддежка войск: господство в небе- успех на земле”; Рог, 
“Пу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оенноой авиации”. 

188 Lambeth, “Russia’s Air Power in Crisis”, p96-97. 
189 1991 年波斯灣戰爭，聯合部隊對伊拉克之空中攻擊行動代號為「沙漠風暴」(Desert Storm)，
而地面攻擊行動代號則為「沙漠軍刀」(Desert Sa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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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負責之任務。波灣戰爭分成兩階段，第一階段由飛行部隊執行進攻任務，

其後才是地面部隊的加入，而次役的成功，也顯示出地面部隊之所以能夠快速

的部署，在於先導的空中打擊部隊已經為地面部隊開出一條進攻的道路，而此

一空中武力運用之概念，也讓俄羅斯聯邦空軍看在眼裡，並且即將以波灣戰爭

聯軍的經驗，應用在對車臣的行動之中。 
 
    根據首任俄羅斯聯邦空軍總司令 Deynekin 的敘述，在第一次對車臣衝突行

動中，多機種所組成的大規模空中攻擊集團軍概念就正式被引入，並且在多位

空軍戰場指揮官集中式的指揮調度之下，證明此一概念對於空中戰場來說是一

個相當有效的操作方式。兩次的車臣衝突事件中，俄羅斯都組成強大的航空集

團軍來發動攻擊，只不過第一次的行動由於在倉促之下執行，再加上指揮權劃

分尚未明確，因此無法徹底的統一集中進行。有了第一次的經驗，第二次的車

臣戰事中，由俄羅斯空軍、旋翼機部隊以及其他飛行部隊所組成的聯合行動完

全由聯合參謀團中的一位將軍領導。另外，第一次車臣衝突中俄軍地面部隊慘

重的傷亡也徹底被檢討，在第二次的戰爭中，俄軍就以波斯灣戰爭中聯軍作戰

的經驗為主，在行動初期以優勢的空中火力先為地面部隊清除地面的防禦障

礙，而後才發動地面攻擊行動，以期地面人員的傷亡能夠減到最低。 
 
    除了波灣戰爭之外，1995 年北約在前南斯拉夫波士尼亞(Bosnia)、塞爾維

亞(Serbia)的行動，以及 1999 年對科索沃(Kosovo)的空襲行動中，再度展現了空

中打擊力量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另外，精確性導引攻擊武器(PGMs)的使

用，也顛覆過去大規模轟炸的不確定性，精確武器的使用不僅可以將傷亡減到

最低，更可以對鎖定的目標進行更有效率的破壞。Deynekin 在 1996 年時就明

確指出，由於聯軍在波灣戰爭中對於空中武力的信賴，使得地面部隊只需要花

少許的力量就可以迫使敵軍投降，據統計，沙漠風暴行動持續整整 37 天之久，

而接下來的沙漠軍刀地面行動只花了 100 小時就讓伊拉克簽定停戰協議190。俄

羅斯聯邦空軍第二任總司令 Kornukov 延續前任司令對於西方戰事的觀察，他

也提到，除非俄羅斯軍方以及空權理論專家能夠明白表示對地打擊行動已經成

為制空權的主要任務，否則對於俄羅斯空軍來講，其行動永遠是從屬於地面部

隊之下。不過，也由於俄羅斯聯邦在冷戰過後短短的 10 年之間，就見到西方國

家在現代戰場中運用空中武力的成果，相關的空軍高層已經逐漸了解到空中武

力的使用已經較過去來的廣泛、其角色也已經完全獨立於地面行動之外，而對

於俄羅斯空軍來講，這樣的概念再加上因為經濟復甦所更新的裝備，完美的搭

配將會為俄羅斯空軍軍力增添如虎添翼的效果。 
 
(三) 影響 

                                                 
190 Rog, “Vozdushnoye nastupleniye i vozdushnaya oborona”; Дейнекин, “Проблемные вопросы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применения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и”, p7-8; С. Сокит, “Дальше 
сокращать ВВС нельз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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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國空軍在蘇聯解體之後經歷了一場由盛轉衰的巨大變動，當然，最主要

的原因在於整體俄羅斯聯邦的經濟面臨著轉型所帶來的困境，並且因而影響財

政預算的軍費支出。不過，假如撇開這些外在的因素，俄羅斯聯邦空軍內在本

質以及對於空權概念的運用在這段艱苦的日子裡是有很大的轉變的。從蘇聯時

代末期開始，空軍的發展以及對於空權運用的概念就已經感受到與以往不同的

氣氛，雖然阿富汗戰爭的經驗因為保守將領的態度並未深入改變空軍，但是，

至少在部分從國外戰場返國的飛行員以及軍官心中，新式戰場空權應用的概念

已經慢慢的發酵。俄羅斯聯邦空軍建軍的初期，見識到西方國家在戰場上對於

空中武力的信任及依賴，而這樣的態度，也成為其在戰場上攻無不克的重要因

素，這些在戰爭中成功運用空權的範例對於正在轉型中的俄羅斯空軍來說無疑

是一個極佳的學習機會，而具有前瞻思想的俄羅斯空軍高層，就成為將這些概

念引入整體空軍之中一支重要的推手。俄羅斯空軍到目前為止總共歷任了四任

的總司令，每一個總司令任內幾乎都見證了空軍各項重要的變革，對於第一任

總司令 Deynekin 來說，帶領一支延續保守文化的軍隊邁向現代化的過程是充滿

困難及挑戰的，不過，在親眼目睹西方強權的新式空中打擊力量之後，他了解

到，唯有與西方國家朝向同一個方向發展，俄羅斯空軍才有可能完全從舊有的

文化思想中蛻變成一支能讓整體國防依賴的武力部隊，而他也在觀察西方空軍

的發展經驗之後，對俄羅斯在未來如何有效的運用空權上提出了幾點建議191： 

 

第一、單一且集中的指揮領導方式以及簡潔有效率的組織分層將是俄羅斯空權

發展的重要主軸。透過建立一個連貫的層級關係，最上層的總司令可以

將行動以及任務的執行命令透過各層級的指揮官來確實落實在部隊之

中，如此一來，不但可以提高行動的效率，更可以減少冗雜組織所帶來

的疏失。 

 

第二、在未來所發生的軍事衝突之中，空中武力應用的最主要任務將是取得以

及維持戰場上的空中優勢。 

 

第三、有別於傳統的概念，空中武力的運用可以是多面化的，並且將會以下列

的任務模式出現：空中對地攻擊(Air Attacks)、空中戰鬥(Air Fights)、特殊

戰場任務(Special combat missions)、緊急戰術空降平台(Intance tactical 

airborne landings)、高空偵查(Air Recce)、早期預警(EW)、人員以及裝備運

輸(Transport of personnel and equipment)、醫療後送(Medevac)、以及空中武

力展示等等。 

 

第四、未來的空中武力運用將不再是傳統的單一作戰模式，與其他單位、軍種、

                                                 
191 Дейнекин, “Проблемные вопросы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применения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и”, 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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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多國聯合作戰的方式將會是未來戰爭的趨勢。聯合作戰必須仰賴

良好的指揮與通訊情報系統，聯合部隊組織的效率將會是影響聯合作戰

成果的重要關鍵。 

 

第五、現代空中戰場中全天候以及低能見度狀態作戰能力之優劣也會影響戰事

的結果。無論是航電系統(Avionics)的研發，或著是人員相關技術的訓

練，都應該作為未來發展的重點項目。 

 

第六、精確性導引武器(PGMs)的出現。發展此類武器，將會大幅提高俄羅斯空

軍的打擊效率，有了精確性武器的使用，在未來的戰場上可以以更少的

飛行員、更少的攻擊架次來達到對目標更有效率的破壞，另外，在大規

模轟炸行動中，也將可以大幅減少軍人以及平民百姓的生命財產損失。 

 

    俄羅斯聯邦空軍在第一次的對車臣行動中雖然已經運用了西方國家的空戰

概念，但由於倉卒實行，再加上許多外在不利的因素，因此此役並沒有獲得太

多的成功，不過，執行過程中所獲得的經驗，卻為接下來的第二次車臣戰爭取

得了勝利的果實。吸收西方的空權應用概念再經過俄羅斯聯邦內部戰爭的洗

禮，俄國空軍已經從本質概念上邁向現代化的發展，在 2000 年左右，雖然當時

俄國整體國防軍力盪到最低點，但俄羅斯空軍還是用行動證明他們是俄羅斯國

防中一支不可或缺的關鍵力量。俄羅斯聯邦 2000 年所公佈的國家安全概念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以及軍事準則(Military Doctrine)中就明文訂定空中武力

在俄國國防中重要的地位，更特別的是，這是首次在俄羅斯軍事準則中見到關

於空中戰場以及相關行動的敘述，由此可知，空軍此一軍種，已經確立了其在

俄羅斯整體軍事概念中的地位。 

 

另外，空軍高層認為，除了概念上將空軍視為重要的國防武力之外，俄羅

斯空軍還需要國家採購預算的實質援助才能達到應有的地位，而最理想的狀態

則是空軍每年度所獲得的國防預算比例應該以西方國家標準來計算，也就是

說，空軍所獲得之預算應該佔總國防預算支出的百分之 25-30，當然這個數字在

2000 年時是一個理想的狀態，而在普丁執政第一任期之內都沒有達成，主要原

因是當時的軍政高層認為核子武器仍然是維持俄羅斯對西方嚇阻的主要力量
192，不過，這樣的情況在 2005-2006 年時逐漸改觀，2005 年中，俄羅斯國防部就

指出，2006 年軍費的支出將以空軍的發展為優先，並且加快空軍的發展速度，

汰換老舊飛機並且增加購買新式裝備193。今年(2008)，俄羅斯的國防預算增加為

                                                 
192 Дейнекин, “Проблемные вопросы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и применения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и”, p4,7-10; Корпиков, “Теори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новых ВВС”, p3 and “ВВС как фактор 
нацйнальоной бесопасности”,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Nov. 12, 1999). 
193 新華網: “俄明年(2006)軍費預算將優先支援空軍和防空軍發展”。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8/29/content_34170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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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億美元(約 9560 億盧布)，較去年(2007)增加約 16.7%194，對於俄羅斯聯邦空

軍來講，從 2006 年開始到目前，皆是新舊裝備的汰換期，根據現任俄羅斯聯邦

總司令 Aleksandr Zelin 上將在俄羅斯空軍成立 95 週年的記者會上表示，在 2020

年以前，俄空軍所有的舊型飛機將會汰除完畢195。另外，除了儘早將已超過使

用年限的飛機汰換掉之外，在既有的機種架構之下加強航電、動力以及武器配

備，並且同時研發第五代戰機，將會是 2008 年到 2010 年的主要目標。 

 

 

 

 

 

 

 

 

 

 

 

 

 

 

 

 

 

 

 

 

 

 

 

 

 

 

 

                                                 
194 中國經濟網: “俄 2008 年國防預算增至 368 億美元 美國表"擔憂"＂。

(http://www.ce.cn/xwzx/gjss/gdxw/200710/17/t20071017_13277588.shtml) 

美國 2008 年國防預算為 6488 億美元，俄羅斯聯邦的 368 億美元比較起來實屬小烏見大烏，不

知道美國何來＂擔憂＂之有阿! 
195 俄新網: “2020 年前俄空軍將更換新型戰機和軍用直升機＂。

(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20070723/418484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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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當代俄羅斯主力戰機 

 

    1960 年代時，參與越戰的美國空軍發現其當時的 F-4 幽靈式戰機之空戰近

戰纏鬥能力不佳，因此便開始著手研發新一代空優戰機，在參考過不符合其需

求的海軍 VFX(Naval Fighter Experimental)戰機計畫(後來發展成為海軍艦載機

F-14 雄貓式戰機)後，美國空軍決定發展自己的新戰機計畫，其計畫代號

為＂F-X(Fighter-Experimental)＂，並且成功研發出 F-15 型鷹式(Eagle)空優戰鬥

機。F-15 型鷹式戰鬥機的計畫確定之後，當時美國有一群自稱「戰機黑手黨」

(Fighter Mafia)的飛行員以及民間軍事分析家認為，F-15 的體型太大且成本過

高，在整體設計上應該屬於一架高速攔截機，也由於其迴轉半徑較大，並不適

用於近距離的纏鬥。他們依照前 F-86 軍刀機飛行員約翰‧包伊德(John Boyd)的

「能量機動理論」(Energy-Maneuverability (E-M) theory)
196，主張應該發展具備極

高運動能力、同時採購成本低廉以及能夠大量部署的輕型戰鬥機，而這個主張

也就成為 1971 年開始進行的「輕型戰鬥機計畫」(LWF: Light Weight Fighter)，

後來更名為「空戰戰鬥機計畫」(ACF: Air Combat Fighter)，並且美國空軍於 1975

年選擇了通用動力公司所設計的 YF-16 型戰機方案(也就是後來的 F-16 型戰隼

式戰機)作為其輕型戰機的新一代機種，也開啟往後數十年與 F-15 鷹式戰鬥機

組成高低空搭配之服役生涯。而這兩種戰機與海軍的 F-14 雄貓式以及 F-18 大

黃蜂式197戰機則共同成為美國的第四代戰機。 

 

                                                 
196 Robert Coram, “BOYD: The Fighter Pilot Who Changed the Art of War”,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2) 
197美國空軍當初未選擇的另一個輕戰機方案為諾斯羅普(Nothrop)公司設計的 YF-17 眼鏡蛇式

戰機，後來美國海軍選擇了這個方案，發展成為 F/A-18 大黃蜂式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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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美國空戰戰機計畫的兩個選擇方案：通用動力之 YF-16 型(上)以及諾斯

羅普之 YF-17 型(下)。 

 

當時的蘇聯政府所擁有的最先進戰機為 MiG 設計局研發生產的 MiG-25 型

以及 MiG-23 型兩種攔截機，這兩款飛機被歸類為蘇聯的第三代飛機，不過在

獲得了美國已經開始研發新一代戰機的情報之後，蘇聯總參謀部也開始提出相

對應的「先進戰術戰鬥機」(PFI: Perspektivnyi Frontovoy Istrebeetel)計畫，1971 年

時，計畫拆成兩個部分，一個是「輕型先進戰術戰鬥機 LPFI(L 為俄文字 Lyohkiy

的第一個字母，意思是＂輕型＂)」計畫、另外一個則為「重型先進戰術戰鬥機

TPFI(T 為俄文字 Tyazholyi 的第一個字母，意思是＂重型＂)」計畫。由於蘇聯

航空工業發展的傳統，新的飛機之空氣動力以及設計方向皆由「中央流體空氣

動力研究院」(TsAGI)負責，而各飛機設計局再依據研究成果來提出自己的設計

方案供國家選擇，最後，蘇聯時期之當紅設計局 MiG 設計局因為當時也正以

MiG-31 型與 Yak 設計局競標長程攔截機之設計案，因此在新一代戰機計畫中就

刻意著重 LPFI 的發展，並且最後也如願贏得計畫。而 TPFI 的部分則由 Sukhoi

設計局得標，同時進行生產製造。兩個設計局後來所設計出來的飛機則分別為

現代大家耳熟能詳的 MiG-29 型支點式戰鬥機以及 Su-27 型側衛式戰鬥機。 

 

一、俄國當代空優戰機、攔截機 

 

(一) MiG-29 型支點(Fulcrum)式空優戰鬥機 

    MiG-29 型戰鬥機為 MiG 設計局為蘇聯所設計的新一代輕型戰機，MiG 設

計局長期以來所設計的飛機皆是提供前線空軍以及境外附庸國家使用，為了要

配合前線戰場條件較差的環境以及使附庸國家容易使用及維修，通常 MiG 設計

局的飛機都有設計簡單卻堅固耐用的特點。面對冷戰時期美蘇兩強武器競賽的

狀態，在美方開始研發第四代戰機的同時，蘇聯也不得不急起直追，避免自己

失去與西方對抗的籌碼，而 MiG-29 型戰鬥機就是在此一狀態之下所發展的產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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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G-29 型(北約代號：「支點(Fulcrum)」)戰機，是一款具有高度機動性的單

座、全天候空優戰機，1977 年首度試飛成功後，於 1983 年開始投入蘇軍服役。

其最早的設計概念是以空戰以及攔截任務為主，但是後來的改良型也具有對地

打擊能力。MiG-29 型整體設計之最大特色在於其採用三胴機身之設計，再加上

翼前緣延伸面(LEX: Leading edge extensions)的整流效果198，使得飛機可容忍的攻

角(AoA)角度提高，而這也直接有助於戰機能夠以更低的速率來縮轉轉彎半徑以

利空中纏鬥，不過三胴式的機體設計有一個缺點，就是發動機進氣道非常接近

地面，而鼻輪又位於進氣口前方，因此非常容易造成異物吸入引擎，MiG 設計

局為了解決此一問題，在翼前緣延伸面上設計了輔助進氣鰭道、以及在主進氣

口內裝有可活動的隔版，當飛機在地面滑行時，就會改以上方的進氣鰭道吸氣，

不過這樣的設計不但累贅，更佔用了機體內寶貴的空間，因此在後來的 MiG-29

改良型號中，這樣的設計已經以 Su-27 型所使用的活動式柵欄作為取代。MiG-29

的操縱系採用液壓控制與 SAU-451 三軸自動飛行儀，雖然不像 Su-27 使用線傳

飛控(fly-by-wire，FBW)系統，但是其仍是一架非常靈活的飛機，無論是瞬間或

者是持續迴轉性能都非常優異，再加上機身設計所帶來的之額外升力以及良好

之高攻角性能，因此在劇烈的飛行操作中也不容易進入水平螺旋或失控的狀

態，而其部分採用複合材料打造的機身結構足以承受 9G 的運動。 

 

在動力以及性能方面，MiG-29 配有兩具 Klimov RD-33 型後然器渦輪噴射引

擎，發動機後燃器全開可輸出總推力 36,600 磅，使其最大空速可達 2.4 馬赫(約

每小時 2,445 公里，1,518 英哩)，實用升限可達 59,100 英呎。至於武器系統方面，

具有由脈衝都卜勒雷達、光電搜索標定系統(IRST: Infra Red Seek and Track)以及

頭盔瞄準器所組成的三重式武器射控系統，其雷達為 NO-19E 型脈衝都卜勒雷

達其性能近似於美國的 APG-65 雷達，不過相較於美製同代戰機所使用的雷達，

其性能仍有段差距，NO-19E 雷達之搜索距離達 80 公里，具有俯視/俯射

(look-down/shoot-down)能力，上仰角度 45 度、下視角度 15 度，前半球追蹤距離

可達 56 公里、後半球則為 24 公里，假如目標為大型轟炸機的話，搜索跟蹤距

離則可達更遠；MiG-29 的光電系統為 OEPS-29 型，裝設於前風檔右側，其對前

方目標之搜索距離為 15 公里，跟蹤距離則為 12 公里，其搜索角度可達俯仰、

左右各 30 度，另外，這具光電系統還加入了雷射測距儀，測距範圍從 200 公尺

到 6000 公尺之間，而雷射測距的功能，也讓 MiG-29 能在不驚動敵機雷達警報

器的狀態下完成射控解算，並且精準的攻擊目標；MiG-29 的頭盔瞄準具是整個

火控系統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此一系統是以飛行員頭盔上的一具瞄準器搭配具

有全向/偏軸尋標能力的 R-73(北約代號 AA-11)短程空對空飛彈199而形成，R-73

                                                 
198 翼前緣延伸面的功用在於飛機以低速或是大攻角的動作飛行時，仍然能夠使氣流吸附翼面

已提供飛機升力，延緩氣流剝離翼面的時間。此一設計為戰機爭取到之額外攻角角度就成為飛

機在空中進行纏鬥(dog fight)時的最大機動優勢。 
199 R-73(AA-11)射手式短程空對空飛彈是一種具有全向攻擊能力的近戰飛彈，其尾部噴口具有

4 片舵面，可形成向量推力的控制方式，而這樣的運動能力也使其能夠迅速歸向高速交錯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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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飛彈原本在光電射控系統的導引下就可在機頭偏離目標 50 度的狀態下發

射，假如再加上飛行員頭盔上的瞄準具，幾乎對飛行員視線所及內的目標都可

發動攻擊，而這樣的搭配，就成為傳統雷達以及光電射控系統外最致命的一項

設計。除了 R-73 型飛彈之外，MiG-29 全系列配備單管 30 公厘 Gsh-301 型機炮，

具有 150 發的發射量，另外，機翼下方具有六個武器掛載點，可混合掛載 R-27

系列中程空對空飛彈、R-60 短程空對空飛彈以及 S-5、S-8、S-24 型火箭彈以及

總重 3,000 公斤的空投炸彈。 

 

    以上的規格式皆是以 1977 年正式問世的 MiG-29A 型(米格設計局內部代號

9.12 型)為基準，而在接下來數年的生產以及研發中，MiG-29A 又擁有了許多不

同的改良版本，筆者將以整理的表格介紹： 

 

圖 5-2、MiG-29 系列終極版 MiG-35。 

 

型號 日期 米格

設計

局內

部代

號 

改良內容及特色 

9.12 ․正式出廠型號，規格如前文所述。 MiG-29(北約代

號：支點 A) 

1977 年

試飛；

1982 年

量產； 
9.12A ․輸出華約國家的降級版本。 

                                                                                                                                            
的空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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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年

投入蘇

軍服役。 

9.12B ․輸出第三世界國家的降級版本。 

MiG-29UB(北約

代號：支點 B) 

時間同

上。 

9.51 ․雙座訓練型，為了配重而拆除雷達，因

此只能操作頭盔瞄準具以及光電系統。 

MiG-29S(北約代

號：支點 C) 

1983 年

修改 9.12

量產

機；1986

年量產。 

9.13 ․加大機背油箱，增加副油箱掛點，解決

航程不足之問題。 

․機背加裝 L-203B 干擾器，可進行 360

度之干擾。 

․強化對地攻擊能力，加裝四枚 KMGU-2

次彈械散佈器及兩具 MBD3-UST-1 多重掛

架，改裝後可施放 96 枚破片彈或反戰車

地雷，以及增加兩枚 500 及炸彈。 

․9.13 型共生產了 400 架以上，而 9.12 型

只剩外銷型繼續生產。 

1985 年

試飛 

9.14 ․加入精確轟炸能力。 

1988 年

測試 

9.13S ․提高超視距(BVR)空戰能力。 

N/A 9.12S ․加入 9.13 型之機背干擾器，但卻維持

9.12 型的低矮機背。 

冷戰結束之前的

各種改良型，但

因為都未接到官

方訂單而未進入

量產。 

1987 年

測試； 

1988 年

終止。 

9.21 ․加入數位板 BTsK-29 航電系統，使各個

電子設備可以匯流排相互溝通。 

MiG-29M(MiG-29

型的第二代，北

約代號：支點 E)

1984 年

開始；

1991 年

完成六

架原型

機。 

9.15 ․首要任務為延長最令人詬病的航程問

題。 

․取消進氣道之活動隔版，改用 Su-27 式

的柵欄進氣罩，而多出的空間就用來當做

油箱。 

․大量採用鋁鋰合金以及複合材料，再搭

配雷達波吸收材料，整體重量減輕、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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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面積降低 10 倍。 

․改用類比式線傳飛控系統(FBW)。 

․雷達改為 N-010 Zhuk 型，不只重量減輕

130 公斤，效能更達西方戰機中期改良水

準。 

․光電系改為 OEPrNK-29M 型，加入電視

攝影機，影像可顯示在座艙內的兩具單色

多功能顯示幕上。 

․抬頭顯示器與搖桿改良，達到西

方＂HOTAS＂
200

之空戰水準。 

․換裝 RD-33K 型發動機，總推力增加

2,200 磅，並且經由數位控制而更加省油。 

MiG-29K(北約代

號：支點 D)，為

一款供海軍航母

使用的艦載機型

1984 年

開始；一

直改良

到蘇聯

瓦解為

止 

9.31 ․以 9.15 型之基礎進行改造。 

․RD-33K 發動機加入海上起飛模式，總

推力可達 41,450 磅。 

․加裝空中加油管。 

․加大翼展，以提高低速起降性能。 

․強化整體以及起落架結構。 

․射控系統稍作改良以符合水面作戰需

求。 

․MiG-29K 可以說是支點系列中命運最坎

坷的機型，改良計畫因為敗給 Su-33 型而

幾乎難產，直到印度海軍願意採購後才重

現生機。 

MiG-29SD/ 

MiG-29N(馬來西

亞要求之改良型

號) 

1994 年 9.12SD ․加入空中加油能力，可輸入燃油到內載

與外掛油箱中。 

․維持 9.12 型的傳統機背。 

․射控系統為外銷版之 RLPK-29ME 型，

可導引兩枚 R-77 飛彈。 

MiG-29SE 1994 年 9.13SE ․9.12SD 之航電加上 9.13 機背的綜合

版，是冷戰後積極推銷的外銷版，但只有

推案而無實際原形機與客戶。 

MiG-29SM 1995 年 9.13M ․眼見強打的外銷 MiG-29SE 版本乏人問

津，所推出的可掛載電視導引飛彈/炸彈的

攻擊強化本版。 

                                                 
200 HOTAS: Hands On Throttle-And-Stick. 「手握操縱桿與油門」意思是將所有空戰資訊以及控

制按鈕整合在抬頭顯示器以及油門桿及搖桿之上，這樣一來，在進行激烈空戰時，飛行員就可

以將目光專注於機外的目標，而不用低頭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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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 設計局沒錢建造新的原型機，因此

只以 9.12 舊型機身以及相關導引武器模

型參展。 

MiG-29SMT(眼

見冷戰時期結束

後紙上談兵的方

案皆無法吸引客

戶後所開始建造

的新外銷原型

機)，「T」代表燃

油。 

1995 年

開始研

發；1998

年原形

機亮相。 

9.17 ․原本要以 9.15 的構型來研發，但米格設

計局於 1997 年檢視計畫後，決定以 9.12

型的機身以及進氣道結構來作為雛型以

降低成本。 

․加大機背增加兩具適型油箱後的內燃

油儲量可增加 1,880 公升，總航程可達

2,100 公里，加掛一具副油箱後可達 2,700

公里，最多可加掛兩具副油箱。 

․雷達改為 N-019MP Topaz 型，可藉由衛

星資料鏈將影像傳給地面中心，地面武器

管制員也可逆向遙控機上武器。 

․座艙顯示幕改為彩色液晶型。 

․電子系統以西方的 MIL-STD-1533 匯流

排為基礎，以方便西方客戶整合。 

․發動機壽命延長為 2,000 小時，成為俄

製發動機的里程碑。 

2001 年 9.18 ․取消 Topaz 雷達，改為以 MiG-29M 之

Zhuk 雷達所改良的 Zhuk-ME 型雷達，擁

有對空攻擊目標較多和具有追蹤攻擊地

面目標之能力。 

․取消機背適型油箱。 

․葉門總共訂購 38 架此型飛機。 

․厄力垂亞也於 2005 年訂購兩架。 

MiG-29SMT2(葉

門空軍之採購方

案) 

2006 年 9.19 ․阿爾及利亞訂購了 28 架 MiG-29SMT 型

飛機，但加上一具適型油箱(SMT 型為兩

具)。 



俄國空軍發展研究 

 150

9.41(單

座型) 

․印度於 2004 年向俄羅斯採購高希可夫

上將號所修改而成的航艦後，礙於空間有

限，因此決定資助並購買未完成開發但體

型較 Su-33 小的 MiG-29K 型艦載機。 

․以原有 9.31 型艦載機的機體納入 9.18

型的航電系統，包括：Zhuk-Me 雷達、彩

色顯示幕與 1553 匯流排、整合法制

Topsight-E 頭盔顯示器以及在右側機翼尖

掛載以色列製電子干擾夾艙。 

․光電系統改為 OLS-UE 型熱影像與雷射

系統，可追蹤 45 公里外目標，並可將紅

外線影像顯示於座艙螢幕上。 

․飛控系改為全數位線傳系統。 

․發動機升級為 RD-33MK 型，具有新的

無煙燃燒室，徹底解決以往令人詬病的尾

煙排放。 

․可掛載 Kh-31 以及 Kh-35 反艦飛彈。 

․機腹可安裝 UPAZ 加油夾艙，能擔任為

其他戰機空中加油之任務。 

․4++代戰機。 

MiG-29K(單座)/ 

MiG-29KUB(雙

座)(印度航艦版)

2004 年 

9.47(雙

座型) 

․過去 MiG-29 型的雙座機皆以訓練目的

為主，因此並無配置雷達，但冷戰後的區

域戰爭顯示，雙座機將更適合對地攻擊任

務，因此印度要求雙座機也必須具備雷

達，而 MiG 設計局則以加大機頭來因應，

使其可同時容納雷達以及第二名機員，有

趣的是，9.41 型單座機頭與雙座完全相

同，只是將後座空間換成 600 公升的油箱。 

․4++代戰機。 

MiG-29M- 

OVT(單座)/ 

MiG-29M2(雙

座)，「OVT」為

向量推力之意。

2005 N/A ․MiG-29K/KUB 改良之空軍型，用以爭取

印度空軍 MRCA
201

計畫。 

․由於發展至目前的 MiG-29 型系列飛機

即使擁有電視+雷射導引的攻擊能力，但

在夜間以及不良天候狀況下之精確攻擊

能力仍然薄弱，打擊能力遠低於西方的四

代半戰機，因此，在競標印度空軍案時就

                                                 
201 M-MRCA: Medium Multi-Role Combat Aircraft 為印度於 2005 年所提出的「中型多用途戰機」

計畫，引起歐美廠商的熱烈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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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從其他領域突破，除了價格低於西方

戰機之外，另外將 Klimov 發動機設計局

設計之 KLIVT 軸對稱相量噴嘴安裝在

MiG-29M(9.15)型飛機上就成為

MiG-29OVT 型飛機。 

․此一三維向量噴嘴之機動性能超越

Su-30MKI 的 2D 式向量噴嘴，不過印度並

不中意，因此這架具有高度運動能力的原

型機就成為各大航空展中飛行表演的常

客。 

․4++代戰機 

MiG-35(單座)/ 

MiG-35D(雙

座)，北約代號：

支點 F。 

2007 年 N/A ․延續 MiG-29K/MiG-29KUB 以及

MiG-29M-OVT/MiG-29M2 發展而成。 

․配有 Zhuk-AE 主動式陣相雷達，此雷達

可搜索追蹤 130 公里內的 30 個目標，並

攻擊其中 6 個。 

․配有與颱風戰機同級之義大利

ELT-568V2 型電戰干擾系統。 

․光電系統配備全新的 OLS-UEM 紅外線/

電視影像/雷射追蹤系統，可偵測 45 公里

外的尾隨目標以及辨認 15 公里內的目

標，除此之外機體下方可裝設 OLS-K 筴

艙，使其追蹤及攻擊地面目標準確度大

增。 

․在機背以及機體下方裝設 SOAR 紅外線

警報系統，分別負責防衛飛機的上/下半

球，可偵測出 10 公里遠的肩射飛彈以及

30 公里外的空對空飛彈，另外，除了兩翼

間的雷達警報天線之外，還裝有 SOLO 雷

射警報器，可偵測 30 公里外發出的雷射

訊號。 

․MiG-35 為目前 MiG-29 系列戰機的終極

型，主要目的用來爭取印度空軍的 MRCA

計畫，也藉此為發展第五代戰機鋪路，由

於 Sukhoi 設計局已經獲得俄羅斯政府的

五代戰機發展合約，因此 MiG 設計局希望

藉此型飛機，獲得與印度政府共同開發五

代戰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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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戰機。 

表 5-8、MiG-29 型戰機家族系列一覽。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彙整，參考資料如以下附註
202

。) 

 

(二)Su-27 型側衛式空優攔截戰鬥機 

    對於 Sukhoi 設計局來講，其為俄國研發製造飛機的歷史可說是一波三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甚至因為一次正在研發之原型機於高空解體的意

外，而遭到被迫關廠的命運，不過或許天無絕人之路，1953 年時，Sukhoi 設計

局在重整之後重新組建，並且開始研發出許多留名青史的著名戰機，但雖然如

此，在蘇聯瓦解、冷戰結束之前，其所生產的戰機名聲仍遠不及當時最紅的

MiG 設計局，究其原因，最主要除了兩廠設計理念及方向不盡相同外，最重要

的就是當時蘇聯政府對其生產任務劃分下所產生的結果。在蘇聯時期，蘇軍飛

行部隊劃分為國土防空軍(PVO)以及前線空軍(VVS)兩種，相較於 MiG 設計局所

設計之部署於各華約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輕型前線戰機，Sukhoi 所設計的高空

攔截機就部署在以國內基地為主的國土防空軍中，也因此，對於西方世界來說，

在空戰場中常遇到的就是 MiG 機，而非 Su 系列戰機。誠如前文所述，蘇聯在

1970 年代因應美國所發展之新一代空優戰機而提出的「先進戰術戰鬥機(PFI)」

計畫，其中的重型戰機計畫(TPFI)就由 Sukhoi 設計局負責研發生產，而這樣的

一個計畫，也從此扭轉 Sukhoi 設計局在現代戰機發展史上的地位。 

 

    Sukhoi 設計局依照「中央流體空氣動力研究院」的氣動力藍圖，於 1977 年

試飛了第一架代號 T-10 的原型機(北約代號：「側衛 A(Flanker A)」)，但是其研

發過程遭遇到許多問題，最後在 1978 年墜毀，而這個事件也造成了數年研發的

停頓，直到 1981 年，編號 T-10S 原型機再度試飛，不過最後仍然是以墜毀收場。

由於研發過程困難重重，因此 Su-27 在研發初期，就晚了 MiG-29 數年之久，直

到 1984 年，才正式以 Su-27(S)型(北約代號：「側衛 B(Flanker B)」)的名稱，正式

少量投入蘇軍服役。 

 

                                                 
202 內容為筆者參考各處資料後整理而成，由於俄系戰機的型號分類一向混亂不明，因此，在

綜合各方敘述後，整理出此表。主要資料來源有： 
Hans Halberstadt, “Red Star-FIGHTERS & GROUND ATTACK”, (London: Windrow & Greene Ltd. 
1994). 
〈支點風雲錄-MiG-29 的使用客戶〉。《全球防衛雜誌》，第 212 期。2002 年 4 月，頁 55-63。 
〈MiG-29→MiG-35〉。《全球防衛雜誌》，第 274 期。2007 年 6 月，頁 44-51。 
〈MiG-29→MiG-35(下)〉。《全球防衛雜誌》，第 275 期。2007 年 7 月，頁 68-75。 
〈莫斯科航太展 2007〉。《全球防衛雜誌》，第 278 期。2007 年 10 月，頁 36-43。 
米格設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migavia.ru/eng/military_e/index_mil_e.html 
全球飛機網站：http://www.globalaircraft.org/planes/mig-29_fulcrum.pl 
空軍科技網站：http://www.airforce-technology.com/projects/mig29/ 
全球安全網站：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russia/mig-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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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批投入服役的 Su-27 型單座戰鬥機整體外觀也是採用三胴機身設計，兩

個發動機艙中間的空間可帶來機翼以外的額外升力，由於先天不穩定型的重心

設計，因此飛操系統以創新的 SDU-27 型線傳飛控系統為介面，輔以機身穩定

裝置(SAS)，三者相輔相成，為 Su-27 型戰鬥機提供了優異的空中運動性能。雖

然 Su-27 的體型以及整體高度較 MiG-29 來的既大且高，但是發動機進氣口容易

吸入異物的問題仍然可能發生，因此，Sukhoi 設計局在進氣道內裝置了可活動

的柵欄隔版，以防止引擎不必要的損害，有別於 MiG-29 型部分採用複合材料

以及合金屬來打造機身，早期的 Su-27 全部以堅固的輕量化鋼材來作為機身蒙

皮的基礎。 

 

    在整體動力以及性能方面，為了要提供推力給龐大的機身重量，Su-27 配有

兩具 Saturn/Lyulka AL-31F 後燃器渦輪噴射發動機，後燃器全開之最大總推力

可達 55,200 磅，使其最大空速可達 2.35 馬赫(約每小時 2,500 公里，1,550 英哩)，
實用升限約 60,000 英呎，於高空之最大飛行航程可達 3,900 公里，低空可達 1,400
公里。至於武器系統方面，如同 MiG-29 型一樣，具有由脈衝都卜勒雷達、光

電搜索標定系統(IRST: Infra Red Seek and Track)以及頭盔瞄準器所組成的三重式

武器射控系統，其雷達為 NIIP 公司之 N001 型脈衝都卜勒雷達，探測距離可達

100 公里，具有追 10 打 1 的能力；其駕駛艙前方之光電系統為 OLS-27 型，具

有追尾 50 公里、對頭 15 公里的探測距離，並且還有雷射測距的功能，可使武

器更精確的攻擊目標；至於頭盔瞄準具，則與 MiG-29 型飛行員所使用的一樣，

具有配合 R-73 型短程空對空飛彈攻擊的功能。Su-27 型戰機所配備的武器除了

固定的單管 30 公厘 Gsh-301 型機炮外，由於其體型較大、翼展較寬，因此，其

機下武器掛點有 10 個，可配備各型空對空飛彈以及對地空投炸彈。 
 
    整體來說，初期的 Su-27 型戰機除了具有航程較遠的優勢之外，其餘性能

以及武力諸元與 MiG-29 型大同小異，不過，單就航程一項優勢，再加上後來

逐漸改進的武器和航電系統，就成為 Su-27 吸引西方客戶的最大賣點。雖然

Su-27 型戰機正式亮相的時間較 MiG-29 晚了數年，但是，其問世之後卻迅速經

歷了多次改良，冷戰結束後面對西方的買家，Sukhoi 設計局更是使出渾身解數

要符合客戶的需求，而對於俄國空軍來說，Su 系列機種也漸漸變為其防空的主

力，因此，在眾多的外在因素之下，Su-27 開始一系列複雜的型號及批號，而

筆者也以整理的表格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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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Su-27(上)。Su-27IB/Su-34(下)。 

 
Su-27 基本型家族(除了 UB 型號為雙座外，其餘皆為單座)，北約代號：

側衛 B 

Su-27S ․依照 T-10S 原型機的構型而成。 

․前線空軍所使用，具有對地攻擊能力。 

Su-27P ․國土防空軍所使用，無對地武器及相關射控系統。 

Su-27PD ․將一架 Su-29P 加裝空中加油管。 

․後來移除雷達及武器系統後移交試飛(Test Pilot)特技小

組使用。 

Su-27UB ․基本型雙座教練機。 

Su-27SK/UBK

(雙座) 

․Su-27S 型之出口型。 

․雷達為 N001E 型。 

․最大外掛量增為 6,000 公斤。 

․於中國組裝者稱為殲-11 型戰機。 

Su-27SM ․1995 年以 Su-35 型的技術來將 Su-27S 型改為多用途戰

機的計畫。 

․雷達改為 N001-V 型，具有發射 R-77 行射後不理空對空

飛彈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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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空中加油能力。 

․機下掛點增加為 12 處。 

․具有三具多功能顯示幕(MFD)。 

․發動機改用推力更大的 AL-31F-2 型。 

․當今俄羅斯空軍中的型號 

Su-27UBM ․Su-27UB 之升級型。 

Su-27UBM1 ․白俄羅斯之 Su-27UB 升級型。 

․改善空對面攻擊精確能力，增加對地導引武器。 

․增加 R-77 射後不理飛彈發射能力。 

․以多功能顯示幕代替舊的單色顯示幕。 

․加強 N001 雷達搜索能力。 

Su-27RV ․供俄羅斯試飛特技小組使用。 

․具有衛星定位系統及西方式通訊系統 

Su-30 型雙座多功能系列戰機(北約代號：側衛 C) 

Su-27PU/ 

Su-30 

․縱列雙座長程攔截型。 

․具有可縮放空中加油管。 

․AL-31FL 發動機 

․N001VE、N010 Zhuk-27 或 N011M BARS 雷達，具有同

時以 R-27 飛彈攻擊兩個目標的能力。 

․改良導航系統、資料練升級為 APD-518、後座具有戰場

SEI-31 戰術顯示屏幕。 

Su-30I ․加裝前翼，作為 Su-MKI 型原型機 

Su-30KI ․原擬外銷印度的單座多功能型，Su-30 系列中唯一單座

機。 

Su-30M ․航電升級版，Su-27 家族第一架名副其實的多功能戰機。 

Su-30MK ․Su-30M 外銷版。 

Su-30MKK ․外銷中國版。 

Su-30MKI ․外銷印度版。 

․具有向量噴嘴引擎。 

․綜合法國、以色列、印度以及俄羅斯的航電設備。 

Su-30MKM ․外銷馬來西亞版。 

․綜合瑞典、南非以及俄羅斯的航電設備。 

Su-30MKV ․外銷委內瑞拉版(2006 年)。 

Su-30MKA ․外銷阿爾及利亞版(2007 年)。 

Su-27K/Su-33 海軍艦載版(北約代號：側衛 D) 

Su-27K/Su-33 ․加裝前翼。 

․可摺疊機翼 

․機尾有攔截勾(arrested h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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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機身以及起落架結構。 

․具有空中加油能力，也能外掛加油夾艙為友機進行空中

加油。 

․具有 12 個武器掛點。 

Su-27KM/ 

Su-33M 

․多功能型艦載機計畫。 

Su-27KUB/ 

Su-33UB 

․並列雙座艦載訓練型方案。 

Su-27KRC ․Su-33UB 之偵察型方案。 

Su-27KPP ․Su-33UB 之電戰機方案。 

Su-27IB/Su-32/Su-34 戰鬥轟炸機(北約代號：後衛 Fullback) 

Su-27IB/ 

Su-32MF/ 

Su-34 

․用來取代 Su-24 型的新一代戰轟機，與 Su-24 型一樣是

雙座併列式座艙。 

․其整體結構重新設計，是 Su-27 家族中機型較特別的一

款飛機，大陸戲稱＂鴨嘴獸＂。 

․配有列寧人公司生產之 V004 型被動電子相列雷達，以

及雷射/電視光電系統，全玻璃化座艙。 

․配備兩具 AL-31F 引擎，後燃器全開最大總推力 61,690

磅。最大起飛重量 99,425 磅。 

․具有 12 個外掛點。 

․俄國國內使用型號定為 Su-34 型，出口型號定為

Su-32MF 型。 

․目前已正式投入俄羅斯空軍服役，為第一種正式服役的

4++代戰機。 

Su-32FN ․海軍打擊型，配有海龍(Sea Dragon)射控系統。 

Su-27R ․Su-27IB 之偵察型計畫。 

Su-27IBP ․Su-27IB 之電戰型計畫。 

Su-35 型(北約代號：側衛 E、超級側衛) 

Su-27M/ 

Su-35 

․單座全天候多功能型戰機。 

․全玻璃化座艙。 

․前視雷達 N011 型，後視雷達 N012 型。 

․全新升級航電系統。 

Su-35UB ․雙座訓練 

Su-35BM ․Su-27 家族終極版。 

․配有 Lyulka AL-41F1A 型向量推力噴嘴發動機。 

․配備具有當前世界最先進標準的 Irbis-E 型被動像列雷

達，搭配可旋轉基座，具有 240*240 的全方位掃描視野；

光電系採用最先進之 OLS-35 型，視場 120*24 度。整架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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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具有強大的搜索及自我防衛能力。 

․為俄羅斯空軍 4++代戰機，目前尚未進入量產。 

        表 5-9、Su-27 家族系列一覽表 (型號用粗黑體表示有進入量產)。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彙整，參考資料如以下附註203。) 

 

二、俄國當代對地攻擊機 

 

Su-25 型蛙足式空中支援攻擊機204 

    Su-25(北約代號：「蛙足(Frogfoot)」)為一款 1970 年代開始研發並投入蘇聯

空軍服役的對地攻擊機，由於對地打擊任務型飛機不像空優戰機需要追求高速

度，因此其配備兩具 Tumansky R-195 無後燃器渦輪噴射發動機，總共可輸出

18,800 磅推力。其機身設計經過裝甲強化，以防地面炮火攻擊，整體空氣動力

講求低空低速飛行的機動性，使其在執行對地任務型也能快速安全的脫離戰

場，在經歷過兩伊戰爭、阿富汗戰爭、波斯灣戰爭、以及其他的區域戰爭洗禮

之後，Su-25 型攻擊機證明其對地攻擊的有效壓制力量，也因為其良好的戰場

適應力，俄國空軍目前仍然持續使用這款飛機，並且以新的航電系統、武控設

備等現代化裝備對其加以改良，使其在現代以及未來的戰場中能繼續勝任攻擊

之任務。 
 
    目前俄羅斯所使用的最新型號為 Su-25SM 型，除了具有短程空對空飛彈發

射之能力外，強大的對地攻擊能力更是不用多說。Su-25SM 型具有最新的

                                                 
203 資料來源： 
Hans Halberstadt, “Red Star-FIGHTERS & GROUND ATTACK”, (London: Windrow & Greene 
Ltd.1994). 
〈莫斯科航太展 2007〉。《全球防衛雜誌》，第 278 期。2007 年 10 月，頁 36-43。 
〈俄、中 Su-27 戰機交易內幕及未來發展〉。《全球防衛雜誌》，第 248 期。2005 年 4 月，頁 22。 
〈側衛戰機與中共空軍〉。《全球防衛雜誌》，第 186 期。2000 年 2 月，頁 40。 
〈俄羅斯 4++代戰機細節考證〉。《全球防衛雜誌》，第 279 期。2007 年 11 月，頁 64-73。 
〈即將問世 Su-27 終極版 Su-35BM〉。《全球防衛雜誌》，第 278 期。2007 年 10 月，頁 70-77。 
〈Su-30 戰機發展緣起〉。《尖端科技雜誌》，第 210 期。2002 年 2 月，頁 40。 
〈Su-27 攔截戰鬥機(一~四〉。《尖端科技雜誌》，第 233-236 期。2004 年 1-4 月，頁 54-58,100。 
〈俄羅斯空軍主力 Su-27SM〉。《尖端科技雜誌》，第 231 期。2003 年 11 月，頁 52-61。 
蘇霍設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ukhoi.org/eng/ 
空軍科技網站：http://www.airforce-technology.com/projects/su27/ 
全球安全網站：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russia/Su-27.htm 
全球飛機網站：http://www.globalaircraft.org/planes/su-27_flanker.pl 
軍用飛機網站：http://www.milavia.net/aircraft/ 
204 資料來源： 
Hans Halberstadt, “Red Star-FIGHTERS & GROUND ATTACK”, (London: Windrow & Greene 
Ltd.1994). 
Hans-Heiri Stapfer, “Su-25 Frogfoot in Action”, (Texas: Publications Squadronnsignal, 1992). 
蘇霍設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ukhoi.org/eng/ 
全球安全網：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russia/su-25.htm 
空軍科技網：http://www.airforce-technology.com/projects/su25/ 
軍傭飛機網：http://www.milavia.net/aircraft/su-25/su-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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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NK-25SM 導航/攻擊系統、彩色液晶多功能顯示幕、SUO-39 型火控系統，整

體武器設備魏 Su-25SM 提升兩到三倍的武器攻擊精確度以及十倍的導航準確

度；另外，淘汰舊式的 RWR 警報裝置，換上新的 L-150 電戰筴艙，並且在武

器方面也提升為具有發射最新型 R-73 型紅外線導引短程空對空飛彈以及

KAB-500 電視導引炸戰之能力。 
 
    目前 Su-25 型最新的外銷方案版本為 Su-25KM，為一款透過以色列以及喬

治亞兩國合作之「毒蠍專案」改良而成，配有以色列 Elbit 系統公司之航電設備

的型號，也具有多功能彩色液晶顯示螢幕，並且還裝有新型抬頭顯示器以及頭

盔顯示器，而土庫曼斯坦空軍為使用此型號的第一個客戶。 

 
圖 5-4、Su-25SM 型蛙足式攻擊機。 

 

三、俄國當代長程戰略轟炸機 

 

Tu-160 型海盜旗戰略轟炸機
205

 

    2007 年，普丁總統宣布重新開啟中斷達 15 年的戰略轟炸機例行飛行任務，

這樣的決定，也讓 Tu-160(北約代號：「海盜旗(Blackjack)」)型戰略轟炸機重獲

新生。Tu-160 海盜旗戰略轟炸機為蘇聯於 1980 年代開始研發的最後一款戰略轟

炸機，其主要是用來接替 Tu-22M 逆火式以及 Tu-95MS 熊式轟炸機的任務，

Tu-160 型轟炸機最主要的西方競爭對手為美國的 B-1B 槍騎兵轟炸機，兩者的

外型極為相似，皆擁有幾何可變式機翼以及四具具有後燃器的噴射發動機，只

不過整體來說，Tu-160 較 B1-B 型大了百分之 30、飛行速度也較快，籌載能力

也較 B-1B 來的多。最早的 Tu-160 型於 1986 年投入蘇聯空軍服役，並且在隔年

                                                 
205 資料來源： 
空軍科技網：http://www.airforce-technology.com/projects/tu160/ 
全球安全網：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world/russia/tu-160.htm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4/23/content_8031848.htm 
俄羅斯新聞網：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20070823/41878696.html 
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20080429/421260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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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執行任務，四年過後，蘇聯瓦解，Tu-160 因為大部分都進駐在烏克蘭境內，

因此順理成章成為烏克蘭空軍的財產，據統計，烏克蘭當時大約擁有 19 架的

Tu-160 型轟炸機，而俄羅斯一直到 1994 年時，才少量接受了 6 架；直到 1999

年，烏克蘭為了要償還積欠俄羅斯的債務，才又移交了 8 架 Tu-160 給俄國；2000

年以後，俄羅斯空軍便開始籌組實驗性機隊，準備進行改良以及升級計畫；2007

年，就在普丁宣佈重啟執行戰略例行飛行任務後，海盜旗轟炸機正式於北歐附

近開始行動；2008 年初，俄羅斯空軍接收了一架全新出廠的海盜旗轟炸機，並

且預計在未來，以每一年 1~2 架的速度，將 Tu-160 機隊擴增為 30 架。 

 

    Tu-160 海盜旗戰略轟炸機採用線傳飛控系統(FBW)，並配有四具 Kuznetsov 

NK-321 後燃器渦輪噴射發動機，後燃器全開之總輸出推力可達驚人的 220,400

磅，也因此雖然其體型為全世界最大的軍用機種，但飛行速度仍然能達約 2.05
馬赫 (約時速 2,220 公里，1,380 英哩，1,200 節)。航電及武器系統方面，配有

整合武器瞄準、導航、雷達和反電子偵測等功能的 GLONASS 全球衛星定位航

電系統，另外，火控系統則為 Sigma 型系統；除了傳統自由落體炸彈外以及以

Sigma 系統發射 Kh-101/555 巡弋飛彈外，Tu-160 還具備了以 GLOSNASS 系統

導引發射 Kh-55 傳統彈頭/核彈頭巡弋飛彈之能力，另外也具有發射飛彈攻擊外

太空衛星之能力，再加上能夠以雷射導引的精確對地轟炸能力，Tu-160 海盜旗

幾乎是架打擊能力驚人的全能型戰略轟炸機。 

 

                圖 5-5、Tu-160 海盜旗式長程戰略轟炸機。 

 
四、俄國當代戰鬥直升機 

 

(一) Ka-50 黑鯊/Ka-52 短吻鱷206 

                                                 
206 資料來源： 
Hans Halberstadt, “Red Star-FIGHTERS & GROUND ATTACK”, (London: Windrow & Greene 
Ltd.1994). 
〈樹梢高度的空優-直昇機戰技發展〉。《全球防衛雜誌》，第 210 期。2002 年 2 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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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章中稍微有提到 Kamov 設計局所生產的各式直昇機，如同那些服役於

海軍的 Ka 系列直昇機一樣，Ka-50 黑鯊攻擊直昇機具有同軸反轉雙旋翼設計，

1982 年試飛成功之後就一直未進入量產，直到 1995 年，俄羅斯軍方才試驗性

的將數架黑鯊直昇機投入車臣戰場中測試性能，不過，在測試完畢之後，Ka-50

生產線也在俄國國防部無力購買造成生產公司財政困難的情況下被迫關閉，直

到 2006 年中，當時的俄羅斯國防部長 Ivanov 表示，國家軍備計畫規定，將在

2015 年裝備 12 架黑鯊系列直昇機，而這樣的消息，才使得位於俄羅斯濱海邊

疆區 Arseniev 市的工廠生產線正式重新啟動。 

 

    Ka-50 黑鯊戰鬥直升機配備兩具 Klimov TV3-117VK 渦輪扇葉發動機，最大

總輸出軸馬力可達 4,452 匹，由於其同軸反轉的雙翼設計，使其不用分散發動

機馬力到尾旋翼上，這樣的設計，也讓黑鯊直昇機能夠輕鬆作出「筋斗」的高

難度動作，另外，傳統直昇機面臨旋翼尖速度超過音速所引發的一連串問題對

於 Ka-50 來講也絲毫不是考慮的重點，因為，雙旋翼設計對於氣流運用的效率

更高，代表其可以以較低轉速的方式達到所需的升力以及速度，而這項優點，

也使 Ka-50 攻擊直昇機的飛行速度高於美軍所使用的 AH-64 型戰鬥直升機。至

於戰場生存以及飛行員安全問題，Kamov 也極具巧思，除了因為沒有尾旋翼而

提高的飛機戰場生存性之外，黑鯊戰鬥直升機也是第一架配有 NPP Zvezda 

K-37-800 彈射座椅的直升機，再加上自動駕駛系統具有讓負傷飛行員失去知覺

的狀態下自動返回機場的功能，這些先進的配備，都能讓在低空進行任務的飛

行員具有更加的心理和實質保障。 

 

    Ka-50 戰鬥直升機的主要武裝為雷射導引 9K121 Vikhr 反戰車飛彈，射程

可達 10 公里遠，而其雷射導引彈頭可以自動鎖定目標，因此具有射後不理的功

能，另外，火控系統可以在四架黑鯊之間自動分享所有目標資訊，也可以以一

架負責偵蒐再把目標傳給隱藏在安全處的另外三架進行攻擊，並且也具有從地

面基地或是斥候部隊接收目標資訊之功能；除了反戰車飛彈之外，Ka-50 還可

以掛載多管火箭發射器、R-73 短程空對空飛彈以及炸彈等等，而其配備的

Shipunov 2A42 機砲，也與阿帕契直昇機一樣具有以頭盔瞄準器移動瞄準的功

能。總體而言，Ka-50 黑鯊直昇機是一架極具攻擊火力以及高度飛行能力的戰

鬥直升機。由於 Ka-50 的原始設計就是單機員操控的機種，但是，為了在外銷

上爭取西方國家的認同度207，因此也推出 Ka-52 短吻鱷型並列雙座直昇機。 

                                                                                                                                            
〈卡莫夫直昇機現況〉。《全球防衛雜誌》，第 206 期。2001 年 10 月，頁 30。 
空軍科技網：http://www.airforce-technology.com/projects/ka50/ 
陸軍科技網：http://www.army-technology.com/projects/ka50/ 
全球飛機網：http://www.globalaircraft.org/planes/ka-50_hokum.pl 
俄羅斯新聞網：http://big5.rusnews.cn/xinwentoushi/20070305/41712110.html 
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20061225/41636997.html 
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20070411/41748430.html 
207 西方國家之戰鬥直升機都是兩名組員操作，由於直昇機操縱技巧本就較一般飛機來的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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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Ka-50 黑鯊(上)。Ka-52 短吻鱷(下)。 

 

(二) Mi-28N 夜空獵手攻擊直昇機208 

    Mil 設計局的 Mi-24 型雌鹿式攻擊直昇機佔有冷戰時期以及現代陸地戰場

的一片天空，但由於其設計年代已久，再加上體型過大，不符現代戰場需求，

因此 1990 年代中期，Mil 設計局開始研發替代機種。1996 年 Mi-28A 型(北約代

號：「浩劫(Havok)」)原型機問世，到了 2004 年時，大幅改善夜間攻擊能力的

Mi-28N 也試飛成功，並且進行了一連串的試驗改良工作。2007 年 1 月，俄國空

軍正式接收兩架 Mi-28N 直昇機進行測試，並且預計在一年到一年半之後，也

就是 2009 年左右正式投入服役。 

 

    Mi-28N 配有兩具 Klimov TV3-117VM 渦輪發動機，最大總輸出軸馬力可達

4,400 匹。其武器配備有 Shturm 以及 Ataka 反戰車飛彈，前者以無線電波導引，

後者則以窄頻雷達波導引，除了反戰車飛彈外，也可以掛載各型大小火箭夾艙，

                                                                                                                                            
雜，為了避免飛行員在戰場上分身乏術，因此武器控制通成由另外一名武控官負責。 
208 資料來源： 
Mil 設計局 Rostov 製造廠官方網站：http://www.rostvertolplc.ru/ENG/mi28n.htm 
陸軍科技網：http://www.army-technology.com/projects/mi28/ 
全球安全網：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russia/mi-28.htm 
Venik’s Aviation 網站：http://www.aeronautics.ru/mi28n.htm 
俄羅斯新聞網：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20080129/42029934.html 
http://big5.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20080122/420226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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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一具 2A42 30 公厘機炮。整體來說，除了維持傳統兩名組員配置外，其他

各方面與 Ka-50 系列大同小異，皆為新一代戰鬥攻擊直昇機，而在未來，戰鬥

直升機部隊將會以 Mi-28N 為主要裝備，Ka-50 型配備的數量不多，將會用來負

責特殊的戰場任務。 

 

圖 5-7、Mi-28N 夜空獵手戰鬥直升機。 

 

五、戰機世代劃分 

 

 美國 蘇聯/俄羅

斯 

中國 

時間 特色 代表型號 世代 世代 世代 

1940 年

代中期 

․噴射發動

機 

․直翼 

P-80 第一代 X X 

1940 年

代後期 

․後掠翼 F-86, 

MiG-15 

第一代 第一代 第一代 

1950 年

代 

․後燃器發

動機 

․超音速 

F-100, 

MiG-21 

第二代 第二代 第二代 

1960 年

代後期 

․超視距空

戰 

․戰鬥轟炸 

F-4, 

MiG-23 

第三代 第三代 X 

1970 年 ․能量機動 F-15, 第四代 第四代 第三代 

代後期 ․超視距俯

視/俯射 

MiG-29, 

Su-27 

   

2000 年

~ 

․匿蹤 

․超音速巡

航 

F-22, 

T-50 

第五代 第五代 第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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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美、俄雙方戰機世代劃分表。 

(資料來源：如附註209 。) 

 

    蘇聯在 1983 年開始對於美國第五代戰機計畫(ATF: Advanced Tactical Fighter)

提出因應方案，計畫名稱為 MFI，其預計此一第五代戰機將於 2000 年代時正式

服役。由於當時第四代戰機才剛開始服役，因此為了填補中間將近 20 年的空

檔，Sukhoi 以及 MiG 設計局開始提出升級 MiG-29 以及 Su-27 成為 MiG-29M 和

Su-27M(Su-35)的四代半(4+)改良計畫，預計於 1990 年代服役，不過計畫跟不上

大環境的變化，這些發展在 1991 年經歷了蘇聯解體和隨之而來的經濟蕭條狀態

之後，前進的步調被迫放慢，一直到 2000 年以前，俄國空軍所使用的戰機都大

部分還停留在最原始的四代機和部分改良完成的四代半戰機之間打轉。好不容

易進入 21 世紀後，俄羅斯整體經濟開始好轉，軍方終於於 2001 年發表正式的

第五代戰機計畫，並且在 2002 年時確定由 Sukhoi 公司作為主要負責的單位，

預計 2010 年正式服役，由於美國的第五代戰機已經在 2005 年正式加入空軍，

因此，俄羅斯兩大飛機設計局為了要再度填補這段空窗期，便開始提升四代半

戰機的航電、雷達、飛機性能以及各項打擊能力等計畫，希望以這樣方式能夠

使現有戰機稍微趨近於第五代戰機之功能，而這樣規劃，就稱為 4++代戰機計

畫，目前符合這些要求的戰機型號則為 MiG-35 以及 Su-35BM、Su-34 等。 

 
圖 5-8、俄空軍第五代戰機 T-50 概念圖。 

 

 

 

 

                                                 
209 〈MiG-29→MiG-35〉。《全球防衛雜誌》，第 274 期。2007 年 6 月，頁 40。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噴射戰機世代劃分標準〉。《全球防衛雜誌》，第 198 期。2001 年 2 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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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 

 

    蘇聯解體之後，以往冷戰時期的神秘面紗終於一一被揭開，西方世界也開

始了解到，原來過去令人畏懼的俄國，現在已經是病入膏肓、殘破不堪。俄羅

斯聯邦政府建立初期，因為急需西方經濟上的奧援，因此，當以美國為首的西

方世界向其要求縮減軍備、減少戰略及常規武器持有量時，葉爾欽政府無不唯

唯是諾，然而事實上，就算美國不提出這樣的要求，俄羅斯仍然必須在龐大的

經濟壓力下，面對軍力大幅衰退的現實，對於成千上萬的軍人以及其所屬的部

隊來說，裝備的維持以及有效的嚇阻力量似乎已經沒有比擁有能夠溫飽的生活

來的重要，對於空軍官士兵來說，由於長時間居住在生活條件不佳的軍方宿舍

中，在面臨家人無法溫飽的狀態下，想要他們打起精神捍衛國家安全，似乎已

經是一件不可能的任務，而其社經地位的低落，也是引起層出不窮的犯罪問題

之主要原因，總體而言，1990 年代的俄羅斯空軍，是在一種極度掙扎的矛盾狀

態下度過。 

 

    2000 年以後，這種積壓已久的壓力終於在一次次的嚴重意外下，攤開在陽

光下讓政府高層以及民眾看見，由於庫斯克號潛艦已經演變成為國際注目的焦

點，再加上大大小小不斷的空軍意外以及俄軍於科索沃戰爭和車臣戰爭中的挫

敗經驗，使總統普丁了解到，假如他不當下扭轉俄羅斯武裝力量的頹勢，那麼

在將來，俄軍勢必面臨與美國數十年的差距，因此，他發起了對軍隊的全面檢

討和改革，開始集中軍隊指揮權、合併冗雜的組織、裁減兵員、以及發展重點

軍種，而「空軍」正是這波改革發展的重點部隊。 

 

    俄系戰機從冷戰時期開始，就是西方系列戰機以外的主力，冷戰結束後，

MiG 以及 Sukhoi 設計局挾其戰機單價較為便宜的優勢，仍然佔有世界的一片天

空，而 Su-27 家族系列，更是因為較符合現代戰機的航程以及功能需求，廣受

中國、印度、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青睞，而在 2000 年以後的世界各大航空展

中，也可以頻頻見到俄系戰機之優異性能和吸引眾人目光的優異表現，這樣的

狀態都顯示出，俄國空軍的力量正在慢慢的復甦，在經過將近 10 多年的延遲，

俄羅斯空軍終於開始加緊腳步，希望挽回一點過去所浪費掉的時間。2007~2010

年，可以說是俄羅斯空軍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第五戰戰機已經開始研發的時

間表下，現有戰機航電以及各式配備的升級版本，就成為填補這段空缺的重要

角色，目前，MiG-29 和 Su-27 系列的終極版戰機都已經正式改良完成，其顯示

出的性能不下於當今世界上的任何一種一線戰機，雖然對於俄羅斯來說，這樣

的方案只是提供一個過渡的備案，不過對於已經投入第五代戰機的美國空軍來

講，無疑造成不小的壓力，美軍在過去的 10 幾年中，已經將戰略目標的焦點轉

為「中國」，而俄羅斯對他們來講，除了核子武器外，已經沒有任何可以懼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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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然而，在俄羅斯空軍作戰能力逐漸恢復應有實力的同時，美國再也沒有

任何空間忽視俄羅斯的存在，而目前 4++代戰機的出現，似乎正式宣告全世

界 – 俄羅斯正式回歸世界強權的舞台之上，至於未來的第五代戰機，會帶給

全球戰略什麼樣的衝擊，我們拭目以待！ 

 

 

 

 

 

 

 

 

 

 

 

 

 

 

 

 

 

 

 

 

 

 

 

 

 

 

 

 

 

 

 

 

 

 



俄國空軍發展研究 

 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