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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俄國空軍與大愛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 

     

    俄國的飛行歷史，在經過了二次大戰之前的發展，已經漸趨成熟，短短的

20 幾年間，經過了無數航空工程師的研發、改良，俄國的軍用飛機都已經漸漸

的達到一定的水準，不過這樣的水準與當時的主要敵人—德國空軍比較起來，

實力以及飛行員對於空戰的經驗還是差了許多，這樣的差異，所導致的結果以

及細節，將會在本章中逐一討論。在進入本章之後，飛機機型的介紹將會減少，

因為此一戰爭時期的飛機，大多是延續戰前早已研發並再加以改良性能而成的

機種，因此，取而代之的重點將是論述俄國空軍在二次大戰時期的應用，以及

在對抗德國空軍時所採取的戰術以及戰略、所遭遇到的困難和挫折以及俄國空

軍如何從德軍的巴巴羅薩行動中浴火重生，這些部分，將都會是本章中敘述的

重點。 

 

第一節 戰爭前期 

一、戰前蘇德之關係 

    戰前史達林的外交政策，自幕尼黑協定開始，漸漸的進入了一個舉棋不定、

左右搖擺的態勢，在這之前，史達林打著「集體安全」與「人民陣線」的旗幟，

追求西方民主國家的合作，共同遏止納粹德國勢力的擴張，但是經過了幾年的

嘗試，證明了此項外交路線並未能為俄國取得英、法兩國的認同。在 1939 史達

林於俄共代表大會中所提出的報告中，可以看出，史達林已經漸漸放棄親英、

法的一面倒外交政策，並且透露出願與英法之外的「間接鄰國」維持友好關係

之暗示，此舉即向當時的納粹德國釋出善意，而希特勒獲知此項訊息之後，也

馬上邀請俄國共同處理波蘭問題，除此之外，史達林仍然不斷的與英、法保持

接觸，期望繼續推動締結三國盟約，並且將與納粹德國之間的互動隱瞞英、法，

實行所謂的「雙軌外交」，幾個月之後，俄德之間的秘密外交終於紙包不住火，

致使英、法兩國對於俄國之間的關係不得不轉趨積極，不過最後俄、英、法三

國談判破裂，史達林搖擺不定的外交政策告終，轉而與希特勒勾結。就德國方

面而言，希特勒向波蘭要求但澤走廊被拒絕後，立即決定將於 1939 年八月下旬

以武力進攻波蘭，但由於英、法兩國已經給予波蘭共同防禦之保證，德國進攻

波蘭後必定會遭遇東西兩線同時作戰的情況，因此希特勒為求減少東線戰場之

阻力，乃轉而尋求俄國之合作。德俄雙方既然對於彼此各有所求，彼此之間的

談判遂積極展開，兩國之間除了恢復雙邊的貿易關係之外，另外一項關乎於全

世界命運的決定也幾乎在同時簽定，那就是「德蘇互不侵犯條約」之簽字，而

希特勒獲得蘇聯合作之後，乃於 1939 年九月揮軍進入波蘭，而二次世界大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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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遂告爆發66。 

 
圖 3-1、德國外長里賓特洛甫率團前往莫斯科簽署「德蘇互不侵犯條約」。 

     

自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到 1941 年六月德蘇戰爭爆發，期間歷時一年九個月，

蘇聯利用這一段時間，向西擴張，兼併了東歐大部分的土地，此舉固然使俄國

在原有的西部領土之外獲得一條抵禦德國初期攻勢的緩衝地帶，但相對來講，

亦使德、蘇兩國勢力發生了面對面的直接接觸，而這樣的結果對兩國之間的影

響，就事後之論來看，確實造成了兩國之間衝突的加據。由於俄國併吞波羅底

海三小國以及進攻芬蘭的舉動讓德國覺得自己在北歐地區的威望受挫，再加上

兩國在巴爾幹半島地區之爭端，致使兩國關係日益惡化，原本「德蘇互不侵犯

條約」的精神已經慢慢的喪失，取而待之的是日漸擴大的猜疑以及不滿。兩國

之間最終的談判於 1940 年 11 月展開，但是由於俄國錯估情勢，向德國提出一

連串過份的要求，這些要求看在希特勒眼中著實刺眼，故待俄國談判代表離開

德國之後，便下定最後決心，對俄作戰，並開始下令德國參謀本部開始擬定著

名的「巴巴羅薩作戰計畫」(Unternehmen Barbarossa)。 
 
1941 年六月 22 日，德國部隊集結東歐 180 個師高度機械化部隊，搭配優

勢空軍，再挾以掃蕩歐洲戰無不勝之餘威，北起芬蘭，南迄巴爾幹半島，在長

達 1,800 英里長之戰線上，以雷霆萬鈞之勢向俄國展開凌厲攻擊，於德國展開

攻勢不久後，芬蘭、羅馬尼亞、意大意以及匈牙利等國亦開始相繼對俄宣戰。

史達林在德國向俄國宣戰之後，便將此役定位成為保衛祖國的「大愛國戰爭」

(The Great Patriotic War)，藉以激勵全國人民的愛國民族意識，以期軍民一心，

共同獻身於抵禦外侮的保家衛國之戰鬥，從俄國的歷史來看，每當國家遭遇危

急存亡關頭，俄國人民總是能發揮愛國的熱忱，共同戮力一致對外，史達林深

深的了解這些歷史的經驗，因此在他所提出的戰爭口號中，幾乎沒有談論到「保

衛共產主義」或是「保衛蘇維埃政權」這類會引起人民反感的話語，相反的，

                                                 
66李邁先，”俄國史”下卷，第二十三章，(台北：正中書局，民 71 年四版)，頁 5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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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再呼籲俄國民眾要共同來「保衛俄羅斯祖國」以及以「維護俄國的光榮傳

統」為使命67，務求激起群眾決心，共同面對以德軍為首，陣杖龐大的各國軍

隊，而史達林這樣的盤算，確實正中俄國人民的下懷，並且完成全國動員的工

作，自此開始，蘇聯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主要戰場正式於其國土的西線展開。 

 

圖 3-2、德國希特勒及其盟軍揮軍進攻俄國之路線圖。 
 
    俄國空軍68經過了三十幾年的發展，再加上經過 1930-1940 年之間幾場小型

戰役的洗禮之後，二次大戰的展開，正好給予他們一個對於戰術戰略以及理論

的檢驗機會，雖然俄國空軍在 1939-1940 年對芬蘭作戰時出動的任務及架次很

少，但是在這場戰役之後，蘇聯內部不管是國防委員會、參謀總長或是俄國空

軍的領導階層，皆漸漸的改變他們對於空軍在戰場中角色的觀念，並且具體的

將俄國空軍在戰場中的部署、裝備、和在戰略中的地位等開始納入蘇聯國家軍

事準則(military doctrine)之中來作敘述以及討論，並且在德蘇大戰爆發前的軍事

準則裡就明確的劃分出俄國空軍在戰場中的三個主要任務以及功能： 
 

1. 在未來所遭遇的戰爭之中，俄國空軍必須取得戰略、戰術、以及行動上

                                                 
67李邁先，”俄國史”下卷，第二十四章，(台北：正中書局，民 71 年四版)，頁 589。 
68 Voenno-vozdushniye sily(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е силы)為俄國空軍的意思，簡稱 V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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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絕對優勢地位。 
 
2. 當海軍以及陸軍等地面部隊在進行進攻或是防守的行動時，空軍將會給

予期有效的支持力量。 
 
3.空軍將在未來的戰場中繼續執行偵察以及情報蒐集的工作。69 

 

二、巴巴羅薩行動對蘇聯空軍的影響 

    儘管經過 1930 年代大力發展航空工業，德蘇大戰的前夕，正好是俄國空軍

處於新舊世代交替的階段，在這個轉換的過程當中，俄國仍然充斥著許多過時

的戰術、指揮層級和老舊的飛機，一方面要汰除這些過時的組織和裝備，另一

方面又要熟悉新的戰術、編製和新式飛機，這樣混亂的狀況，看在敵國眼裡，

無疑是塊等著任人宰割的俎上肉。1941 年六月 22 日，巴巴羅薩行動正式展開，

據德國飛行員後來回憶說到，當他低空飛過俄國機場的時候，發現俄國人的飛

機一架緊接著一架停放在毫無遮蔽的空曠停機坪上，毫無警覺之意，而這樣的

景況，著實令德國人感到驚訝，他們認為在未來的戰爭中，俄國空軍將是個再

簡單不過的目標。德國飛行員這樣的想法很快的就得到了印證，因為在行動展

開之後不到一天的時間內，俄國於西線戰場前線的飛機，有超過 1,200 架還沒

起飛就被俄國空軍擊毀，而這第一天的戰役，也創下德國空軍成立有史以來，

成果最為豐碩、攻擊時間最短且最為有效的一場勝利。在此之後的一個月，德

國空軍仍然不斷的進攻，而攻擊越多，就越讓俄國空軍的弱點顯露無疑，據信，

在德國此番行動之中，光是德國空軍，就已經完全的擊垮俄國空軍在西線戰場

的指揮組織階層，除此之外還徹底消滅了其大部分的空軍基地、後勤支援系統、

地面支援部隊以及地勤整備人員，這樣的慘況，可以說是一場近乎殘酷的屠殺

結果，而俄國空軍好不容易建立起來的信心，自此，將必須重新檢討，並且在

接下來的戰役中，只能為自己尋求不被完全殲滅的一線生機來作努力。 

 

(一) 組織的改變 

    在 1941 年歷經了人員以及裝備的大失血後，俄國軍隊的指揮管理階層，利

用這個機會進行了前所未有的改變，除了將指揮控制的權力集中化以外，還重

新對軍隊中的組織進行重整與強化，而一切的努力，都是以提升俄國紅軍在戰

場上的效率為主軸。對於俄國空軍來講，一個月內就幾乎被完全殲滅，這樣的

結果，除了難堪，更顯示出俄國空軍內部有許多弱點必須要盡速的導正與改善，

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空軍部隊組織和階層的鬆散及混亂，過去航空兵種隸屬

於地面部隊或是海軍的習慣，已經成為嚴重影響俄國空軍在戰場接受統一指揮

的集中性，不但削弱其在戰場上的兵力，這樣的層級模式更是俄國空軍一直以

                                                 
69 John T. Greenwood, “Soviet Frontal Aviation during the Great Patroitic War,1941-1945”,(Frank 
Cass:London), ch.3,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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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無法強大的主要原因。由於上述原因，再加上因為人員裝備的嚴重損失，俄

國空軍不得不進行一連串的改組動作，期望以縮小編制的方式，來換取其在戰

場上的效率以及火力的集中性，首先，於 1941 年八月，將原有俄國空軍四到五

個聯隊的編制減為兩個聯隊，而每個聯隊麾下的飛機數量則由原本戰前的 60

架減少為 32 架，並且再以每十架一個中隊的數目分成三個中隊，而一個月後，

又將聯隊飛機數量減少為 22 架，並分為兩個中隊，另外再成立兩個由空軍司令

可以直接調度的飛行中隊70。 

 

    蘇聯軍方最高指揮階層到了 1941 年第二季時，開始決定不再對德國的猛烈

攻勢作出不必要的抵抗，因為以當時蘇聯軍隊的實力以及戰術來講，與德國硬

碰硬一定沒辦法獲得最佳的效果，相反的，他們把注意力轉到重新扶植地面和

空中預備部隊，以期在接下來的防衛和進攻的行動中能夠派的上用場，八月開

始，包括長程轟機機部隊(DBA)以及其他的航空預備部隊結合起來，成立了最

高指揮飛行預備部隊(reserve Stavki verkhovnogo glavnokomandovaniya, Reserv 

VGA)，有了這樣的指揮層級成立，蘇聯空軍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移動、集結到

需要支援的前線戰場，而也因為避免掉正面與德國交戰的危機，使得蘇聯空軍

軍力漸漸的恢復，並且一點一滴的儲備得來不易的後勤資源和裝備，而這樣的

努力，也慢慢的反應在後來的防守和攻擊戰役中，戰爭勝負的消長，也在時間

的推移之下逐漸轉變成為蘇聯的優勢71。 

 

    由上述敘述可以知道，蘇聯空軍在經過德國無情的打擊之後，最主要的改

變就在於指揮階層以及架構之改變，「指揮權力的集中」，是蘇聯空軍改革中最

為重要的一環，除了後備空軍部隊直接隸屬於空軍指揮官指揮之外，他的責任

還包括後勤支援、組織、機場硬體設施重建、一般軍需品、飛機修保以及飛機

用油和彈藥的供應等等，這些原本分散的組織架構，完全重新歸建於最高指揮

官之下，藉此獲得一個完整且快速的資訊連結管道，除此之外，師級(RAB: Raion 

Aviatsionnogo bazirovaniya)以及聯隊級(BAO: batalon aerodromnogo obsluzhivaniya)

後勤整補部隊的建立與現代化提供了一個更具有應變能力的組織層級，不但聯

隊級的後勤組織可以隨時支援其他機場的需要之外，這種具有快速整合以及修

復能力的部隊組織，也為先天不良、後天失調的蘇聯空軍注入一劑強心針72。 

 

    德國對俄作戰的巴巴羅薩行動，看似蘇聯空軍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機，但是

深入探討之後我們可以發現，蘇聯空軍經過這一次的打擊，逐漸了解自身空軍

戰力的弱點，並藉由這一次的經驗來檢視與改進，指揮權的集中、以及架構的

                                                 
70 Симоков,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Москва: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Sep. 1978), p27 ; 
Руденко, “Советские Военно- воздушные силы”, p41-42 
71 Маршал Р. Кутахов, “Проведения Воздушних операции” ,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4, 

No.6(june 1972), p21. 
72 Лодинов,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May 1973), p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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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精簡，可以說是蘇聯空軍在這次失敗的經驗中所獲得最大的成果，這樣的

改變，帶來了更加靈活、彈性的應用，也將蘇聯空軍打造成為一支在戰場中更

為有效率的部隊，雖然在 1941 年後期的戰爭還暫時看不出來改變所帶來的效

果，而改變對於軍士兵仍然還需要一段時間的適應期，但是，此時所形成的架

構組織，幾乎可以說是往後幾十年蘇聯空軍的組織教條，另外，空軍靈活運用

的戰術戰法，也將在接下來的德俄作戰中，逐漸的開花結果。 

 

(二) 戰術的改變 

    俄國早期的空中戰術都是以防守為主(defensive circle)，藉此戰術來互相掩

護，或是以蛇型(snake formation)之編隊形來誘使敵軍飛機進入俄國防空炮火網

再加以攻擊，但是這樣被動以及欠缺攻擊性的戰術，不但漸漸被敵軍視破之外，

最重要的是這種戰術常常遭到擊落的不是敵軍飛機，而是蘇聯自己的飛機，除

此之外，在遭遇有德國戰機護航的轟炸機要攻擊俄國本土時，蘇聯的飛行員也

不願意進行交戰，因為他們明白自己在空中纏鬥過程中所處的劣勢地位，相對

來講，這樣的空軍部隊，對於早期俄國地面部隊來講，也幾乎沒有任何實質護

衛的能力。為了要改變這種窘境，蘇聯於 1941 年夏天，將戰鬥機中隊慢慢的與

轟炸機中隊作結合，逐漸的整合兩個性質不同的飛行中隊，以期在未來的戰爭

之中能夠共同出擊，獲得最大的作戰效率。 

 

    從飛機問世開始，飛行員可以說是對於戰場戰術發展最為重要的因素之

一，因為唯有透過飛行員的操縱，地面的科學家以及理論家才可以知道到底哪

一種戰術才適合當時的飛機的性能以及飛行員的技巧，例如當時蘇聯南方戰線

第 55 飛行聯隊的中尉飛行官 Aleksandr I. Pokryshkin 在戰場上的經驗，就成為後

來蘇聯發展空戰戰術的主要基礎。Pokryshkin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協約國中排名

第二的王牌飛行員，據統計，他在空戰中擊落的敵機數量總共為 59 架，這個紀

錄僅次於 Ivan Kozhedub 的 62 架。他對於蘇聯空軍的貢獻在於其對於戰機空中

纏鬥戰術的創新，在德蘇大戰早期，蘇聯空軍的舊型飛機如 I-16 及 I-153 型等

飛機在空中戰場上被痛宰，這兩型飛機，在空中的速度遠不及德國當時所使用

的戰機，一直等到 Yak-7B 和 La-5 型等較新式的飛機出現，兩國硬體的實力差

距才慢慢的接近，再加上 Pokryshkin 所提出垂直戰術的概念，意即「以高度換

取速度」73，大大的有別與以往傳統的平面作戰概念，使得俄國空戰的技巧，漸

漸的在這樣的教條之下，增加了其自身的戰場存活率和對敵軍機的破壞力。 

                                                 
73 Pokryshkin 的空戰勝利方程式(formula of victory)：「高度、速度、動作、攻擊」

(altitude-speed-maneuver-fire)，亦即在空戰時盡量的爬升到比敵人飛機更高的高度，利用高度向

下俯衝取得較大的速度，並且利用速度的優勢來增加飛機的靈活度，最後再伺機攻擊敵機，將

其擊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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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蘇聯王牌飛行員 Aleksandr I. Pokryshkin。 

   
圖 3-4、Pokryshkin 座機，P-39N 貝爾 "飛蛇" 戰鬥機。 

 
圖 3-5、Pokryshkin 手繪之空戰戰術圖。 

 

    在德蘇衝突早期，蘇聯空軍所採用的空中編隊隊形大部分都是以兩到三架

飛機為一組，後來，漸漸的也採用德國空軍的編隊對型，並且稍作改變以符合

蘇聯的戰術。在戰術的改良過程中，每次的空中任務漸漸的成為兩兩成雙的飛

機組成型態，其中一兩架擔任護衛的工作，另外兩架就負責進攻，到了 1942

年為止，六到八架飛機組成一個任務機隊已經漸漸的成為常態。基本上來說，

飛機在空中的編隊飛行，將八架飛機分成兩組，每四架組成一個「四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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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finger)隊形，而在後面的一組通常稍稍的高於前面那一組，這樣的編隊方

式，除了能夠互相掩護之外，也配合每一個飛行中隊的飛機數量，例如：一個

飛行中隊有 10 架飛機的話，就可以編成兩組四架次和一組兩架次的隊形，而這

樣的飛行編隊方式對於戰術上來講也可以做很大的彈性運用，在 1942 年以後的

戰爭，蘇聯空軍編隊陣型的變化就大致底定，並且視任務性質的不同而作變化，

不管是兩兩成雙、四架一組或是八至十架的大編隊飛行，都各有其特殊的目的74。 

 
圖 3-6、四手指式四機編隊飛行(four-finger formation) 

 
(三) 戰機、戰術搭配 

    在經過對德作戰的嚴酷考驗之後，蘇聯空軍的準則慢慢的轉變成為以發展

具有強大性能的戰鬥機來獲得空權優勢的方向，為了奪回在 1941 年作戰中所損

失的優勢，蘇聯軍方的領導階層致力於將戰術戰鬥機部隊改造成為一支具有有

效打擊力量的精英武力，而現代化戰機的製造以及生產就成為這段時期政府所

大力發展的重要目標，除此之外，全蘇聯最優秀的飛行員也統一徵召於同一個

單位內，並同時操作當時蘇聯最新型的飛機，用以在接下來的戰爭之中對抗令

人聞風喪膽德國空軍。 

 

    MiG-3 型飛機在巴巴羅薩行動展開時為蘇聯主要的戰鬥機型，當時俄國所

擁有的此型飛機已經達到 1,200 架，並且以一天十架的速度進行生產，但是這

型飛機幾乎還沒有在戰爭中派上用場，就已經被德國空軍消滅殆盡，因此 MiG-3

型飛機可以說是德蘇開戰之後損失最為慘重的苦主，再加上此型飛機有許多性

能上，諸如：在高空中的油壓、航程、運動性和飛行員習慣性等等的問題，使

得 MiG-3 最後並沒有在蘇聯的戰場上展露太多的頭角就面臨淘汰的命運。1941

年下半年度到 1942 年上半年這將近一年的時間裡，蘇聯戰鬥機的製造量從 5,100

架大幅降為 3,871 架，當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對德作戰時飛機製造廠被破壞

所帶來的影響，但是也因為舊有的設施以及飛機幾乎被完全摧毀，因此，蘇聯

空軍也得以研發更新式的戰鬥機來配合當時空戰的需求。Il-2 型是繼 MiG-3 型

                                                 
74 Garthoff, “How Russia Makes War”, p324,33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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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所研發出來的新型對地攻擊機，再加上 Yak-1、Yak-7B、La-5 以及 Yak-9

型等現代化戰機的相繼問世，蘇聯空軍在歷經前所未有的低潮之後，可以說就

像是一隻浴火重生的鳳凰一樣，漸漸的從灰燼之中，蛻變成為更加強大且更具

威脅性、和攻擊能力的一支主要武力部隊。戰鬥機性能的加強，使得原有防衛

性質的作戰概念也慢慢改變，在戰鬥機編隊進行長程巡邏的任務時，機群中的

戰機也可以視情況對出現的敵軍目標進行攻擊，這樣的戰術稱之為「自由狩獵」

(free hunt)，另外，進行攻擊的飛機通常是成雙出擊，在當時空戰的術語當中，

這些搜尋目標並且隨時出擊的戰鬥機叫做「獵人」(hunters)或者是「孤獨的狼群」

(lone wolves)，而這樣的空戰方式，從這個時候開始便成為蘇聯空軍作戰的主要

方針75。 

 
圖 3-7、巴巴羅薩戰爭中損失慘重的 MiG-3 型戰鬥機。 

 
圖 3-8、蘇聯 Il-2 型對地攻擊機。 

  

 
                                                 
75 Муагков,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June 1973), p27-28; Garthoff, “How Russia Makes 
War”, p33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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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9、蘇聯 Yak-1/7/9 型系列戰機。 

 

圖 3-10、蘇聯 La-5 型戰機。 

 

    除了強化戰鬥機群的的硬體以及戰術外，轟炸機也是蘇聯空軍發展的重點

之一，蘇聯轟炸機部隊的任務包含日間以及夜間任務兩種，但是在德蘇大戰展

開之後，因為白天德國空軍猛烈攻勢的關係，使得夜間執行轟炸任務漸漸增加，

以避免掉不必要的損失，在巴巴羅薩行動展開後的頭兩周，蘇聯轟炸機群大多

以 6 到 8 架為一組作緊密編隊飛行，並且保持 3,000 英尺以下的高度來進行轟

炸的任務，但是在這樣的高度之下，不但視野受到限制，不易找尋目標，再加

上緊密的編隊飛行，造成飛機速度慢以及機動性降低，使得當時的蘇聯轟炸機

部隊非常容易就成為德軍地面防空炮火和空軍攻擊的活靶
76。蘇聯空軍在深入研

究之後，決定改變轟炸機的編隊方式，他們發現，一個轟炸機中隊由九架前線

以及長程轟炸機來組成，再利用「楔型」(wedge)77以及「橫隊」(line)編隊戰術

可以為轟炸機隊帶來較為彈性、攻擊更加準確以及面對攻擊時更容易防守的優

點，而這兩個隊形又以楔型編隊更適合用來執行轟炸的任務，這樣的編隊至少

由三架飛機組成，最多則沒有上限，因此在後來的戰爭當中，每一次轟炸機編

隊飛行的機群數量，平均為 12 到 30 架。稍微了解飛行的人都知道，單獨一架

飛機在天空飛，飛行員可以隨心所欲的操縱飛機，但是遇到編隊飛行，就是一

個非常大的學問，通常領隊機為最有經驗的飛行員來擔任，他要負責維持編隊

的穩定和協調性，因為假如領隊沒辦法保持穩定的飛行姿態，那後面的飛機就

很難組成一個完整緊密的編隊。當時蘇聯轟炸機隊就遭遇到這樣的問題，由於

飛行員技術和飛行技巧的不足，常常因為編隊的鬆散，而無法確實執行轟炸的

任務，再加上時間一久，德國空軍飛行員漸漸的發現到蘇聯的轟炸機隊通常只

有領隊機知道任務的目標和確切的方位，因此，後來德國戰鬥機就只專挑轟炸

機隊中的領隊機攻擊，因為只要領隊機被擊落，那後面的其他飛機就不得不結

束任務返回基地，而這樣的問題，也成為蘇聯轟炸機的主要弱點。 

                                                 
76 В.Муагков, “Развитие тактики бомбардировочной авиации”,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3, (March1974),p35-44. 
77 又可以稱為 V 字形飛行編隊(V-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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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楔型」編隊飛行/V 字型編隊。 

 

    轟炸機部隊主要的重點任務就是利用大量的炸戰摧毀目標物，在 1940 年代

初期的蘇聯轟炸部隊，大部分都還是使用傳統的平面轟炸戰術(horizontal 

bombing)，除了少部分精英的轟炸機部隊，如 Pe-2 是以俯衝轟炸(dive bombing)

的方式來投彈外，大部分其他的轟炸機都是以飛越目標上空並且丟下炸彈的方

式來進行轟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當時大部分的蘇聯轟炸機飛行員導航知識

的不足和飛行技術落後，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就在於當時蘇聯紅軍仍然將轟

炸機的任務視為地面部隊行動的附屬。 

 

除了戰鬥機部隊以及轟炸機部隊之外，還有一種介於這兩這者間的任務機

型，那就是「對地攻擊機」，對地攻擊機主要的任務在於精準的摧毀敵軍地面部

隊的設施以及裝備，例如；戰車、裝甲車、防空炮火等等，蘇聯空軍的地面攻

擊機部隊在 1940 年代初期，與轟炸機部隊一樣缺乏有效的戰術以及飛行技術優

良的飛行員，再加上機型的老舊，所以一直未能在戰爭中有太多的突出表現，

當時的對地攻擊機型有： Su-2、I-16、R-10 以及 Il-2 戰機加裝防護盔甲改良而

成的攻擊機78。1941 年時，蘇聯空軍的對地攻擊機大部分都是以三到五架為一

個攻擊小隊，最常用的戰術編隊方式則為「楔型編隊」。到 1942 年開始，對地

攻擊機的戰術編隊縮小為兩架一組，但是在巡航的過程中則是以三到四組，也

就是六到八架飛機一起朝目標前進，等到快到攻擊目標，或是飛行高度低於

1,000 英尺時再兩兩分開進行交戰，而也因為戰術編制的減少，攻擊編隊飛行的

方式也逐漸改變，從原本的楔型編隊，改變成為「橫隊」編隊，但在巡航接近

目標時仍然以「楔型編隊」為主。由於對地攻擊機在執行任務的時候處於低高

度、低速度的危險情況，因此飛行員在任務的過程中所要考量的外在因素很多，

包括：戰術的彈性應用、攻擊姿態、高度、方向以及攻擊的時間點等等，因此

攻擊機飛行員的操作量比戰鬥機和轟炸機飛行員來的吃重，也沒有辦法在攻擊

的過程中提防敵軍的戰鬥機，故在德蘇戰爭後期79，四到六架次為一組的攻擊機

                                                 
78 Колонел С. Чепелюк, “Развития тактики щитовой авиации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January 1970),p23-33 ; Garthoff, “How Russia Makes War”, 
p339-341. 
79 在德蘇作戰的早期，戰鬥機護衛攻擊機的情形很少，因為當時蘇聯空軍纏鬥的技術太差，因

此只要一看到德國戰鬥機出現就會馬上掉頭離開戰場，而對地攻擊機也往往成為德國空軍攻擊

的目標，後來俄國人想出了一個妙計，就是在攻擊機主駕駛艙的後方增加一座機槍塔，由機槍

手負責攻擊後方而來的德國戰鬥機，這樣的設置對當時的蘇聯攻擊機飛行員來講，就可以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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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中，通常會有二到四架的的戰鬥機在旁進行護衛的工作。雙人座式的攻擊機，

如 Il-2m3 型攻擊機的出現，也大幅的增加了攻擊機的效率，並且也將任務中的

操作量平均分給兩個人，通常前座為負責飛行的飛行員，而後座則為武器控制

官，再加上蘇聯空軍日益精近的飛行戰術，對地攻擊機甚至能在德軍飛機因為

天候等因素無法起飛的狀態之下，持續前進敵方陣地，攻擊目標。 

 

圖 3-12、Su-2 型對地攻擊機。 

 
圖 3-13、尼曼(Neman)R-10 型對地攻擊機。 

 

 

 

 

 

                                                                                                                                            
顧之憂的進行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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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浴火重生的蘇聯空軍(1943-1945) 

 

    經過 1941 年及 1942 年的考驗和改變後，蘇聯空軍從 1943 年開始走入了一

個與過去截然不同的階段，新式飛機取代舊型飛機成為空中的主要力量，再加

上航空工業不斷的進步、戰術的創新，以及最重要的就是這時的飛行組員已經

成為具有足夠知識和飛行技術來克服以往人員跟不上設備的難題，在這樣前景

大好的情況下，人員與設備的緊密配合，使得蘇聯空軍蛻變成為一支可靠的力

量，並且在接下來的戰事當中充分的發揮功效
80。有別與以往遇到德國空軍能躲

就躲的情況，蘇聯空軍已經從有效的改革之中獲得正面與敵作戰的信心，而這

樣的信心則明顯的反應在飛行員日漸增加的攻擊企圖心上，不管是編隊巡邏、

進入敵軍領空進行偵查、護航、空戰或者甚至是對地面部隊進行支援作戰，蘇

聯空軍的飛行員皆能得心應手、從容不迫的面對。 

 

    訓練的不足、貧乏的戰場經驗、大量人力的喪失以及過時老舊的飛機為蘇

聯空軍所帶來的困擾，對 1942 年後的蘇聯來講已經成為過去式，隨著各項技術

逐漸獲得改善，以及戰事逐漸推移進入到中期，不論是蘇聯的飛行員或是地勤

人員，都已經在一次又一次的作戰經驗之中獲得必要的訓練，並且再利用實際

的戰場作戰經驗來發展出更多能夠靈活運用的戰法戰術，而飛行員的飛行技術

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實戰和模擬演練當中獲得大幅度的成長，蘇聯空軍到 1944

年後期時，已經幾乎掌握了戰場的空中優勢，而此時的德國空軍，也相對的走

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之中，這種勢力消長的情況，充分的反應出戰爭現實的一面。 

 

    蘇德空軍之間的淵源，誠如之前所提到過的，在戰爭展開前 20 年就已經有

所接觸，當初不但德國有一大批工程師和飛行教官於蘇聯幫其訓練現代化的飛

行員以及航空工程師，再加上後來大戰開打之後蘇聯藉由實際的戰場經驗又吸

收到許多德國空軍實際空戰技術的知識，因此，「師夷長技以制夷」這句話可以

說是蘇聯空軍在蛻變的過程之中最佳的寫照，由於蘇聯空軍貧乏的戰爭經驗，

故在德蘇開戰之後的初期，蘇聯空軍幾乎是被德國空軍一面倒的攻擊，不過雖

然蘇聯空軍有大部分的航空技術以及飛行技巧都是來自於德國，但是，蘇聯空

軍從來不完全照本宣科，他們除了擷取對自己有用的戰場經驗之外，還會利用

得到的經驗發展出更加新穎的戰術，而這樣的寫照在蘇聯王牌飛行員 Pokryshkin

身上可以得到最佳的印證，他在對德作戰中擊落將近 60 架次的德軍飛機，這樣

的紀錄並不是蘇聯的飛機性能較德軍來的優良，而是他在傳統的戰術中研發出

「以高度換取速度」的接戰技巧，這樣的技巧不但讓他成為俄國的飛行英雄，

也讓在他之後的飛行員能夠在空戰戰場上取得更有效率的攻擊優勢。 

 

                                                 
80 Schwabedissen. “The Russia Air Force”, p190-213 332-348 ; Uebe,”Russian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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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鬥機 

蘇聯空軍大隊的編制數量從 1942 年的 32 架增加到 1943 年的每大隊 40 架，

而這樣的數量提供了蘇聯空軍更多的運用彈性、更強的打擊力量和戰場上攻擊

的專注力。每個飛行大隊之下又分成三個中隊，每一個中隊擁有 12 架到 13 架

左右的飛機，而每一個中隊又分成四個分隊，每個分隊擁有 4 架的飛機。完整

的建制對於蘇聯空軍來講是非常有用的，除了可以詳實的分配各個機隊不同任

務外，對於戰場上指揮、整合以及聯合作戰的狀況來講，都比以往要來的容易，

再加上 1943 年蘇聯的各式戰機如：Yak-9U、Yak-3 以及 La-7 等機型在 10,000 英

尺以下的空中戰場上之性能和靈活度已經不輸給德軍的 Bf-109G-6 和 FW190A-8

等機型，而在 5,000 到 8,000 英尺的高度中，蘇聯的戰鬥機性能甚至能夠超越德

軍的飛機，因此，蘇聯空軍的飛行員在這樣有力的狀態之下，逐漸的將空中戰

場的主控權和優勢掌握在自己這一方，並且有效的給予德國空軍迎頭痛擊。 

 
圖 3-14、蘇聯 Yak-3 型戰鬥機。 

 
圖 3-15、蘇聯 La-7 型戰鬥機。 

 

圖 3-16、德國二次大戰產量最多的高性能戰鬥機 Bf-109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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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7、德國於二次大戰中使用的 FW-190A 型戰鬥機81。 

 

    空中戰場最重要的就是爭取制空權以及空中優勢，而這樣的優勢有賴於良

好的飛機、戰術以及飛行員來達成，蘇聯空軍的指揮層級，在德蘇交戰的過程

之中，一直思考要如何從德國人的手中奪取空優，1943 年時，他們對兩個重點

航空師進行訓練，希望能藉由這一批精英扭轉當時的空中情勢，而到了 1944-45

年時，因為蘇聯飛機數量的增加，再加上損失的減少，這種類型的精英航空師

增加為 3-4 個，並且持續的在對德作戰中爭奪戰場的制空權82。在戰爭的後期，

出任務的攻擊機群大都以 30 到 50 架次為一個集團，而這個集團內又包含了許

多等同於中隊大小，飛機數量 8 到 9 架的小集團。德蘇兩國空軍之間的拉鋸戰，

到了 1944 年中期以後，終於有了變化，蘇聯方面的空軍部隊逐漸的取得戰略制

空權的優勢。 

 

    在整個德蘇大戰之中，蘇聯空軍有很多的行動都是與地面部隊的行動緊密

結合，而這種形態的行動，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正在集結的地面部隊，以及隨

之而來用來突破敵軍防線的坦克部隊做屏障，除了防止敵方空軍對部隊的移動

進行偵查外，蘇聯空軍還要防止敵國飛機進入能夠攻擊地面部隊的範圍。而這

樣的行動，通常會一次派出大規模數量的飛機在地面部隊的上空不斷的進行巡

邏，以優勢的飛機數量來封鎖整個地面部隊前進路線的空域。但是隨著空軍勢

力的互相消長，這種類型的飛行任務在戰爭後期已經減少很多，由於德國空軍

漸趨於劣勢，因此也不太敢隨意的進犯蘇聯地面部隊，再加上雷達日益精良，

空軍為地面部隊擔任巡邏任務的機會也就慢慢的消失。蘇聯的飛行員大部分都

喜歡「自由狩獵」的戰術，他們喜歡不受限制的在防禦性質的巡邏中伺機找尋

攻擊目標，只要看到德軍飛機，不管是不是在射程之內就馬上開火攻擊，而當

時的蘇聯飛行員，就在這樣看似亂無章法的行動中，漸漸的得到進步，除此之

外，蘇聯飛行員也很重視彼此夥伴的安全，在正式進行交戰時，大部分都是以

防守盤旋(defensive circles)的陣型進行攻擊，並且不斷的互相掩護直到安全回航。 

                                                 
81 主要用來輔助 Bf-109 型主力戰機。 
82 В.Муагков,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June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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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雷達偵測系統的日益精良，使得戰場調度和飛機飛行的軌跡能夠比以往更

加容易掌控，1942 年之後，蘇聯空軍能夠藉由雷達的偵測來提早知道德國偵察、

轟炸以及戰鬥機部隊的來襲，也因此，以往德軍習慣的小編制的空中攻擊部隊，

已經無法有效的達成攻擊的目標，往往在飛行進入雷達搜索範圍之內就被擊

落，而這樣的情形迫使後來德國空軍的轟炸和對地攻擊任務，都一定要有大量

的戰鬥機護航才可行動，過去那種小規模任務機隊也漸漸的被數量龐大、編隊

緊密的大型任務機隊所取代，而德國空軍的戰鬥機兵力也因為必須要支援護航

的任務而損失不少與蘇聯空軍對抗的力量。德國轟炸機部隊的任務到戰事後

期，因為蘇聯空軍優勢的關係，變的越來越難執行，後來甚至只能晚上才能出

動，當時德國主力轟炸機如：He-111、Ju-87 以及 Ju-88 等，就遭遇到這樣的問

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只能晚間出任務的情況在戰事初期也同樣發生在蘇聯

空軍身上過，這樣的狀況反應出空軍優勢的天平已經由德國倒向蘇聯，而德國

的地面部隊，也因為缺乏空中的支援，因此對蘇聯的攻擊，就更加的沒有防禦

能力。 

 
圖 3-18、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轟炸機 He-111 型。 

 
圖 3-19、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轟炸機 Ju-88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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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俯衝轟炸機 Ju-87 司圖卡型83。 

     

相對於德國來講，蘇聯的空中武力優勢越來越大，也因此，戰機護衛轟炸

機以及攻擊機部隊的技巧越來越好，在 1943 年以後的轟炸任務中，蘇聯一次任

務大約出動 60-80 架的轟炸機，而這樣龐大的機群也同時有數量幾乎相等的戰

鬥機為其護航；相對於轟炸任務來講，在雙方正面交戰的戰場上執行任務的攻

擊機隊也同樣有戰機護航，不過整體規模來講當然較轟炸機部隊為少，一般攻

擊機任務一次以 6-12 架為主，而在旁護衛的戰機數量則為 4-8 架。一般來說，

戰鬥機部隊通常都是使用最新式的戰機，不過有時候因為新式的戰機會優先派

去對抗敵方來襲的戰鬥機，因此擔任護衛工作的戰機偶而會使用較為老舊的飛

機來執行。老舊的飛機除了進行護衛的工作之外，有些也因為空對空作戰的機

會逐漸減少，而改裝成為對地攻擊機，例如之前所提到過的 La 型以及 Yak 型

飛機，最早的角色設定都是戰鬥機型，但是德國空軍的日漸衰落，使得其空戰

的舞台減少，因此有不少的飛機都加裝掛彈架和火箭發射器，成為武力強大的

對地攻擊機，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蘇聯空軍，有許多戰鬥機與對機攻擊機都

是相互支援的，只需要簡易的改裝，就可以完全的符合空戰或是轟炸的需求。 

 

二、對地攻擊機 

對地攻擊機在整個對德作戰中，擔負了戰術對地攻擊的重責大任，從戰爭

開始到 1945 年戰爭結束為止，蘇聯的攻擊機隊在戰術、裝備以及攻擊的效率上

都與日俱增，據估計，在整個戰事的過程當中，大約有超過 36,000 架的 Il-2 型

攻擊機投入戰場，而也因為龐大的機隊數量，使得對地攻擊機的單位與打擊力

量成長許多，並且成為一支非常具有影響力的主力部隊，Il-2 型飛機與其後繼

機型 Il-10 型攻擊機，從首架出廠到除役為止，加起來共生產了超過 40,000 架次，

而這個龐大的產量也讓這款攻擊機名列世界最多量產飛機的第三名84。對地攻擊

機的任務完全是與地面部隊的行動緊密相伴的，與地面部隊合作的任務主要是

在地面主力部隊開始進攻前，為即將而來的坦克以及摩托化部隊先剷除前進路

                                                 
83 司圖卡(Stuka)為德文中”Sturzkampfflugzeug“的縮寫，意思是「俯衝式轟炸機」。 
84 第一名是西斯納(Cessna)172 型，第二名是俄國 Po-2 型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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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的阻礙物85，但是到了 1945 年，因為地面部隊互相交戰的情形已經非常罕

見，因此，對地攻擊機的任務就轉為攻擊敵軍後方設施，如：鐵路、主要道路、

物資集散地以及德軍空軍機場等重要設備。就組織上的發展來看，蘇聯對地攻

擊機部隊組織的變化與戰鬥機部隊幾乎相同，每一個攻擊機大隊都分成三個

12-13 架飛機的攻擊中隊，而每個中隊又畫分成三個 4 架飛機所組成的攻擊機分

隊，而最小的戰術編制則為兩兩成雙的雙機編制。一般來說，二次大戰時期的

每個蘇聯對地攻擊機部隊都是由一個戰鬥機師配合兩到三個對地攻擊機師建制

而成，而每個機場內一定都會同時擁有這兩種機隊，因為這兩種飛機在執行任

務時必須要互相配合，由戰鬥機護航攻擊機，如此一來才能達到預期的戰略效

果。 

 

    如同戰鬥機部隊一樣，蘇聯對地攻擊機部隊在 1943 年後有了與以往不同的

新氣象，變的比以往更加精良，更加成熟，雖然經過了許多的改變，但是攻擊

機部隊主要的教戰守則卻是始終不變的，因為基本上攻擊機部隊就像是在空中

的砲兵一樣，緊密的與地面部隊的任務需求做結合，而其行動的方針也不外乎

兩種類型。第一種叫做「支援」(support)型任務，這樣的任務通常都有一個固定

的行動標準，而飛機的調度和派遣，也通常是由一個統一指揮的單位來運作，

攻擊目標也預先設定。而相對於第一種任務，另外一種叫做「指派」(under 

assignment)型任務，這種類型的行動通常是用來配合坦克部隊以及其他摩托化

部隊的編制，但是與支援型任務最不同的地方在於，這種型態的任務可以在戰

場上自行找尋目標，隨意攻擊。86 

 

    1943 年開始的對地攻擊行動中，每次的任務都一次派出 25 至 60 架的攻擊

機到戰場上，並且再將這些飛機分成四批，以每批 12-15 架的數量進行連續不

斷的波浪攻勢，強力攻擊敵軍的陣地以及設施。這些飛機每批攻擊出現的方向

都不同，再輔以低高度的姿態進入攻擊範圍，也因此常常帶給敵軍陣營出奇不

意的破壞，而攻擊完的飛機也會同時迅速脫離戰場，在德國戰鬥機還來不及反

應以及起飛時，就安全返回所隸屬的基地。但是在這種戰術的執行過程中，當

時的蘇聯領導人史達林對此效果不甚滿意，於是他在 1943 年中下令，蘇聯的攻

擊機隊改為使用「自由狩獵」的方式來找尋攻擊的目標，尤其以德軍的通訊、

運輸等與戰場調度有重要關聯的設備為首要攻擊目標。這樣的命令對於後來蘇

聯攻擊機部隊的行動有很大的影響，使得原本就模糊不清的支援以及指派任務

的界線，變的更加的無法分辨。 

 

    比較過德蘇雙方空軍軍力在戰爭的過程之中的變化可以發現，越到戰事後

期，德軍的勢力越來越衰落，而蘇聯的空軍則是日漸上風，也因此，在後期的

                                                 
85 Schwabedissen, “The Russia Air Force”, p213-29,332-348. 
86 Тимохович, “оператив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 Garthoff, “How Russia Makes War”, p3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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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攻擊行動之中，蘇聯攻擊機總是能不費吹灰之力就深入到德軍後方，並且

以 40-60 架的攻擊機隊大舉攻擊德軍陣營中的重要設施，這樣的景況似乎在蘇

聯身上也見過，不過那也已經是許多年以前的事了，而風水輪流轉，這種慘痛

的經驗，已經在戰爭末期轉移到德軍身上，並且一步一步的將德軍推向無法挽

回的深淵。 

 

    除了戰術的有效利用之外，「無線電通訊」的使用也為當時的戰爭帶來不小

的影響，而最大的成果就是將攻擊行動帶入一個更有效率的境界。有了無線電

通訊，在天空的飛行員可以隨時接受地面指揮官的指令，進行戰術以及攻擊目

標的修正，但是相對來講，無線電的通訊也常常的會被敵方監聽，而能對於蘇

聯的戰術進行有效的反應，不過儘管如此，無線電對於德蘇戰場的作用來講，

還是利大於弊，因為不管是空對空、或者是空對地的飛行任務，都因為有了無

線電而能對於地面指揮官所下達的戰術命令做更即時的反應，並且也能更加有

效率的整合攻擊行動。 

 

三、轟炸機與偵察機 

    蘇聯的轟炸以及偵察機部隊對於德蘇戰事的貢獻也在 1943 年以後慢慢的

展現，雖然總是在行動中需要戰機的護航，不過也由於勢力的消長，在戰爭後

期的轟炸行動中越來越少受到德國戰機的攔截，但儘管如此，轟炸機部隊與其

他飛行部隊不同的是，直到戰爭結束為止，飛機設備的不足和過時的人員訓練，

仍然一直是蘇聯轟炸以及偵察部隊的一個絆腳石。而對於蘇聯整體來說，轟炸

機與其他飛行部隊一樣，不論性質如何，在當時他們的眼中，這些飛機都是支

援地面行動、用來達成戰略目標的工具。87 

 

   到 1943 為止，蘇聯前線轟炸機(frontal bombers)，主要有 Pe-2s 以及 Tu-2s 兩

種，這兩種轟炸機大量的被使用來轟炸敵軍陣線以及緊鄰戰線的後方陣地，而

這樣的行動有時候也是屬於支援地面部隊攻擊的性質，到了 1943 年之後，蘇聯

也開始部署戰術轟炸機(tactical bombers)，用來攻擊敵軍後方主要軍用、運輸、

以及集散點等戰略據點，不過誠如前面所說，蘇聯的轟炸機一直遭遇到設備以

及訓練不足的問題，因此轟炸任務幾乎無法在天候不加、夜晚以及長程的任務

中來做行動，但是，到了 1944-1945 年為止，蘇聯轟炸機部隊整體而言，還是

較以往更有效率，不但任務規劃更加的詳細，飛行員所執行的成果也較以往來

的豐碩，最重要的是，這時的轟炸機航程已經較過去大幅提升不少，也因此漸

漸的為蘇聯帶來可觀的打擊成果。 

 
 

                                                 
87 Schwabedissen, “The Russia Air Force”, p74-81,182-90,229-48,348-67. ; Uebe, “Russian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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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蘇聯於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的 Pe-2 型轟炸機。 

 
圖 3-22、蘇聯於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的 Tu-2 型轟炸機。 

 

    從蘇聯空軍的發展來看，轟炸以及偵察機部隊的戰術是所有飛行部隊裡變

動較少的，當時蘇聯的轟炸機部隊寧願著重在原有就有的戰術上並視戰場情況

而加以做變化，也不願意從新設計出新的戰術戰法。當時轟炸機的戰術主要是

以一整團的轟炸機隊為最主要要的作戰單位，而機隊又分成數個中隊大小的機

群，一隊接著一隊朝目標飛去，最後再以一波波的投彈攻勢來摧毀目標。當時

的飛行高度大約在 6,000 到 13,000 英尺，以水平面投彈的方式來對敵軍進行攻

擊，到了後期，蘇聯空軍優勢漸佔上風，因此轟炸機隊也順勢降低執行任務的

飛行高度，以換取更精確的打擊，雖然當時的轟炸行動受限於設備的不足而只

能在白天展開，但是由於空中優勢的轉變，使得蘇聯的轟炸機在白天一樣能夠

深入到德軍大後方，進行大規模轟炸。 

 

    深入敵境執行轟炸的任務，需要能夠有長程飛行能力的轟炸機，在當時，

有一批轟炸機就專門負責航程較長的行動，這個＂半＂獨立的飛行部隊為「長

程轟炸機」(Long-Rangr bombers)部隊，雖然其大部分的任務型態還是維持傳統

的支援地面部隊性質，但是在史達林格勒戰役之後的時間，長程轟炸機在戰場

上扮演了極為重要的角色，不過後來這種半獨立的定位，在之後的波蘭、東普

魯士以及柏林的戰場上，被收編為由蘇聯空軍最高指揮官麾下的其中一支打擊

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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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察這個功能，從俄國擁有飛機以來，就是主要的飛行任務，主要提供己

方軍隊有關敵方部隊的移動位置、校正砲兵投彈參考點等等的資訊，而蘇聯則

將偵察的任務交由戰鬥機和攻擊機部隊執行，事實上，每一架出任務的飛機，

其實都有必要將航路上所看到敵軍資訊回報給己方的情報單位，而這樣的過程

其實就可以稱之為偵察，但是這樣的偵察方式只限於在自己國土上所發生的戰

事，因為這種隨意的偵察法所得到的資訊其實是混亂而不足採信的，但是因為

在自己的國土上有許多其他獲得資訊的來源，因此以飛機進行偵察的重要性就

比較低。而偵察機對於在自己國土外所發生的戰役來講，就相對的重要許多，

而擔任偵察工作的飛行員也是從各個機隊中萬中選一的飛行好手，因為偵察工

作通常只有單機任務，所以遭遇到敵軍攻擊的機率就較其他任務增加許多，再

加上還必須隨時注意所要蒐集的資訊，因此假如飛行員沒有兩把刷子，是沒有

辦法勝任在戰場上的偵察工作的。 

 

    蘇聯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所使用的偵察機都是以當時現有的飛機進行改造而

成，他們用這樣的方法來取代重新設計製造專屬偵察任務的飛機，對於在戰爭

初期遭收到嚴重打擊的的蘇聯來講，是一個既省錢又能充分利用現有資源的好

辦法，而當時擔任偵察任務的機型則有以下幾種：Pe-2、Il-2、La-5、Yak-7B 以

及 Yak-9，這些機種都是前面所提到過性能優良的戰鬥機或是攻擊機，另外比

較特別的是，當時蘇聯因為與美國隸屬於同一個陣營，因此透過「戰場租借法

案」獲得了美製 B-25s 系列轟炸機以及 A-20s 系列的輕型轟炸機，蘇聯軍方也

將這兩型租借來的飛機與蘇聯自己的 Pe-2 型飛機，共同搭配用來作為長程的偵

察飛機。 

 
圖 3-23、美軍以及蘇聯飛行員站在拆解下來的 B-25 轟炸機引擎旁，左上方則為

B-25 型轟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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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美製輕型轟炸機以及夜間戰鬥機 A-20 型，蘇聯用來作為長程偵察機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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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反守為攻 

 

1942 年開始，大規模的空中行動以及大量後備航空部隊的組建，反映出蘇

聯空軍逐漸反守為攻的狀態，而這樣的狀況，也說明了戰爭本質力量的消長，

在 1942 年 11 月，蘇聯軍方高層重新修訂了戰場的規則，為空中武力的角色賦

予了「攻擊」地位，主要的意圖就是將空中打擊的力量用來輔助傳統的步兵和

裝甲部隊等等的地面武裝部隊，在地面部隊進攻之前，就先以武裝的飛機為後

方準備進攻的部隊先炸出一條阻礙較少的路線，並且在地面部隊正式交戰的同

時，從空中協助其進攻。而這個利用飛機的火力來協助地面部隊攻擊的構想，

於史達林格勒保衛戰開始就大量的使用，並且在接下來的各地戰場上也繼續的

執行。在史達林格勒作戰中，蘇聯軍方指揮層級，大量的利用空軍的出動來抵

銷德軍空軍的襲擊，使得地面部隊可以以更多的精神來專注與德軍地面部隊的

對抗，而當地面攻擊準備展開的時候，在空中的飛機也可以為地面部隊來預先

突破敵軍防線，擾亂敵軍的陣型，迫使他們在空中的攻擊之下，陷於內外交迫

的窘境之中。 

 

一、史達林格勒保衛戰 

    史達林格勒保衛戰行動又可以稱作「天王星行動」(Operation URANUS)，是

蘇聯準備以鉗型夾擊的方式包圍德軍，而整個行動則設定於 1942 年 11 月 19 日

正式展開，南北兩端俄軍並於四日後於喀拉次地區會師。當天王星行動正式展

開時，蘇聯戰時工業能力正逐漸的超越德國，更多新穎且性能優良的飛機、裝

備以及訓練良善的人力加入到戰場上，而這時候蘇聯空軍的編制也大幅增加到

24 個航空團和 99 個航空中隊，並且投入 1,327-1,500 架的包括戰鬥和具有長程

飛行能力(ADD)的飛機於這場戰役中，這些飛機數量，佔了當時蘇聯所有戰場

飛機數量的百分之 4088，並且將近是德軍在戰場上飛機的三倍，也代表了蘇聯

空軍從 1942 年初以來的改革，獲得了極為有效率的成果。 

  
                                                 
88 Гуркин,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March 1968),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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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5、1942 年 11 月史達林格勒「天王星行動」示意圖。 
 
    依照計畫，蘇聯第 16 以及 17 航空團和第 2 航空團的三個航空中隊為開戰

當天負責攻擊頓河以及西南方戰線的主要空中部隊，而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當

時德國附庸羅馬尼亞的第三軍團，但是，這樣的計畫卻被當天多雲、飄雪以及

大霧的天氣所阻撓，最後不得不改由部分的對地攻擊機搭配第五坦克兵團來執

行這項任務。氣候不加的狀況使得蘇聯策畫已久的空中打擊計畫多數未能實

現，而許多新式的戰法戰術，也因此無法如期運用在這次的行動當中，這樣的

結果，對於蘇聯空軍高層來說，實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而預計大量投入此

行動的飛機，在行動開始的前五天當中，也只有 238 架使用在史達林格勒北方

的戰線上89。 
 
二、庫斯克會戰 

    蘇聯空軍對於在天王星行動中因天候因素而無法一展長才的失望，終於在

1943 年夏季開始的另外一次行動中得到滿足，這次的行動稱為「衛城行動」

(Operation CITADEL)，也稱作為「庫斯克會戰」(Battle of Kursk)，這一場戰役

與天王星行動一樣，是德蘇大戰的過程中幾個具有決定性的戰役之一，在會戰

初期開始之後，蘇聯軍隊在庫斯克地區形成了一個戰線的突出部，德軍並計畫

也以南北夾擊的方式來攻打俄軍在這個地區的部隊，對此，蘇聯軍方的也在突

出部北方奧勒爾(Orel)以及南方的貝爾格拉德-卡爾卡夫(Belgorod-Kharkov)地區

開始準備迎戰反擊，這場反擊的行動，從 1943 年七月 12 號開始一直到八月 25
號，為蘇聯空權史上一個重要的里程碑，不但是蘇聯空軍第一次以戰術佈局的

方式將飛行部隊靈活運用於行動之中，也是蘇聯空軍第一次以完整的事前計畫

以及充分的戰場支援而完成的一場戰事，據統計，在這場戰役當中，蘇聯空軍

的空中優勢以 3:1 的懸殊差距，比下當時德國空軍部隊。 
 
    在突出部的作戰之中，蘇聯空軍在狹小的空域上集中火力攻擊德軍，以期

收到最大的打擊效果。八月 3 日，在貝爾格拉德-卡爾卡夫的突擊戰場上，蘇聯

第 2 航空團集結了其麾下所有的攻擊機以及轟炸機，傾全力出動 2,320 架次的

任務全力協同第 1 坦克團和第 5 親衛坦克團(Guard Tank Army)，強力打擊欲包

圍俄軍的德國部隊。另外一方面，在奧勒爾前線，從七月 15 號到 17 號為止，

第 16 航空團總共出動了 4,478 架次的攻擊任務來協助突出部中央戰線的任務，

到七月 20 日時，蘇聯第 3 親衛坦克團以及第 15 航空團合力加入奧勒爾戰線，

並且提供了共 200 架戰機、112 架轟炸機以及 120 架的對地攻擊機於戰事當中，

據估計，這些出動的各式飛機，大約佔了當時蘇聯空軍可用兵力的百分 63 左

右，而空中攻擊的成果則為有效的阻止了德軍坦克、砲兵的移動，也阻斷了德

                                                 
89 Руденко, “Советские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е силы”, p139 ; Руденко, “Krylya Pobedy”, p1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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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的後方補給、地面部隊的集結、以及支援部隊的調度等等90。 
 
三、空中戰術日漸成熟 

    蘇聯軍隊在這兩個戰線的頑強抵抗，最終獲得了有效的勝利，探究其原因，

最重要的就是在此役中，地面坦克部隊與空中攻擊部隊的完美配合，蘇聯空軍

提供了地面部隊更加靈活、更加機動、以及更加有效率的工具。空軍的任務，

通常包含兩個面向，第一、由戰機控制戰場空域，避免地面部隊以及對地攻擊

即在攻擊時遭到敵方飛機的狙擊。第二、由轟炸機或是對地攻擊機配合地面坦

克部隊共同深入打擊敵方防線或是後方支援及後勤部隊，藉由此高中低三度空

間的戰力配合來取得戰爭勝利的目標。經過了 1941 年巴巴羅薩行動的慘痛失敗

教訓，再到 1943 年庫斯克會戰，可以明顯看出蘇聯空軍在這段時間內的變化，

除了戰術的加強之外，新式飛機的即戰力以及運用的效率都大大的較以往來的

成熟，另外，飛機在戰爭當中的部署也是一門學問，以當時的蘇聯空軍來講，

飛機部署的位置都盡可能的靠近前線，這樣的考量是為了務求在與敵軍交戰的

時候，飛機都能夠盡快的飛抵戰場上空進行攻擊，也可以在攻擊完畢後迅速的

返回本場補充彈藥及油料，假如以實際的數字來看的話，通常戰鬥機部隊會部

署在最接近前線的地方，通常距離前線大約為 12 到 25 英哩，而轟炸機部隊與

對地攻擊機部隊則部署於稍微後方一點的 30 到 75 英哩處。 
 

雖然就當時蘇聯戰略部署的觀點來看，機場的設置主要以靠近前線戰場為

主，但是這樣的配置也會有其風險，而這個風險就在於非常容易造成敵軍的警

覺，因此，在正式戰場還未展開之前，機場的部署是絕對不會讓敵軍發現，而

為了要有效的掩蓋這些設施，蘇聯軍方特別成立了「機場整備大隊」(BAO)，
只有在等到戰爭開打的第一時間內，才會將飛機起降所需要使用的跑道以及各

項周邊設施建設完成，而也因為有了這種工兵大隊的建制，蘇聯空軍才能在最

短的時間之內隨著戰線改變而快速的重新部署91，除此之外，無線電通訊的運

用對於飛機調度的效率也有很大的幫助，在空中的飛行員可以透過無線電的通

話與地面指揮官保持緊密的聯繫，使其本身的攻擊任務能夠更加的符合地面部

隊的需要。 
 
    1943 年後，空中打擊的行動日趨成熟，並且主要分為兩個執行的階段—準

備(Preparation)以及支援(Support)。各戰線以及飛行部隊的指揮官無不對空中支

援的計畫謹慎行事，因為唯有良好的行動計畫，才可以將飛行部隊與地面部隊

的攻擊配合的滴水不漏。通常，航空部隊的軍官扮演著極為重要的任務，他們

在多戰場的行動上扮演整合資訊以及提供計畫的關鍵角色92，而這些重要的資

                                                 
90 Пруссаков, “16-ое воздушная”, p108-109 ; Тимохович, “оператив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p156 ; 
Руденко, “Советские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е силы”, p190-91. 
91 Кутаков,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August 1972), p18. 
92 Кутаков,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Nov. 1970), p63 ; Руденко, “Советск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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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則包括：後勤支援的調度、隨時安排後備的飛行部隊、辨認敵軍目標、以及

協助所有的飛行部隊作出詳盡有效率的戰場計畫等等。 
 
    而空中攻擊的準備階段，又可以分為兩種—初步的準備(Preliminary)以及監

督指揮(direct)的準備。而兩種準備階段最主要的用意當然都是粉碎敵軍的防

線，而不同的地方則在於時間長短以及時機掌握的不同。以監督的階段來說，

在主要的地面攻擊行動展開之前就已經開始運作，並且持續 15 分鐘到兩小時，

也同時搭配地面砲兵、坦克及後備部隊的準備。 
 
    在一場戰事中，只要突擊行動開始展開，蘇聯空軍的任務就馬上轉變成為

掩護支援步兵、裝甲、以及其他機械化兵種的進攻，而這樣的任務型態，結合

了所有空軍不同的任務機種，例如：戰鬥機負責掩護和護航、對地攻擊機負責

對地面部隊交戰時的火力支援、而轟炸機主要支援深入敵後方的轟炸任務。這

三種任務機種，帶給地面部隊不一樣的支援效果，其中最重要的可以說是對地

攻擊機的任務，在戰場中，對地攻擊機組成 4-12 架的攻擊編隊，由戰鬥機在旁

護衛，並且在一天之內不斷的來回攻擊地面的敵軍目標，而在突擊的戰場階段，

通常對地攻擊機一天出動三次任務，再搭配轟炸機的兩次任務，盡可能的破壞

敵軍防線，讓後方準備進攻的地面部隊能夠在主波攻擊時減少損失。就每一場

戰爭空軍出動飛機的數據來看，戰爭開始的頭一天都是飛行部隊任務最繁重的

日子，而平均每場戰爭第一天的飛行任務出勤量，都平均在整場戰事的百分之

40 左右，由此可見蘇聯空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裡作為戰場開路先鋒的重要性。 
 
    至於空中火力的支援對於戰場的每個過程來說，最重要的應該就是對於裝

甲部隊以及機械化部隊的支援工作，這些機動性的部隊，常常必須在狹小的戰

場空間裡，以稠密的編隊方式進攻，也因此極易成為德軍飛機及防衛部隊眼中

攻擊的焦點，這時候，在空中的戰鬥機，就成為地面部隊以及空中攻擊部隊的

守護天使。由於機動性部隊的移動速度非常快，因此在整體進攻部隊的移動上，

常常都與後方的步兵或是其他混合部隊有著將近 70 英里的差距，這時候，就非

常需要空中飛機的掩護、運補、偵察以及支援，而空軍也提供了火力支援於地

面裝甲部隊火力沒辦法延伸到的敵軍其他部位，藉此分散敵軍的注意力，並且

也使敵軍受制於四面八方的夾擊攻勢中。 
 
四、白俄羅斯戰役 

    1943 年中以後，蘇聯對於空軍在戰場上的運用趨於成熟，良好的行前計

畫，再加上慎密的執行過程，使得蘇聯空軍蛻變成為一支讓敵人無法忽略的打

擊力量。除了前面有提到的兩次戰役之外，1944 年夏季在白俄羅斯地區的戰

役，史稱「巴格拉基昂行動」(Operation Badration)的戰役，也是蘇聯對德作戰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е сил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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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為成功的一次行動，相比起其它戰役，在數字上這一次是蘇聯佔盡上風，

德軍的損失比蘇聯紅軍大四倍，德國中央集團軍幾乎全軍覆沒，再加上此次戰

役收復了大片領土，各軍種在行動上完美的配合，以及造成德軍混淆的欺敵戰

術，種種要素相加起來，使得白俄羅斯戰役成為蘇聯戰爭史上最為完美的一場

戰爭演繹，而蘇聯空軍極為有效率的攻擊以及支援，為其自身在蘇聯軍方的地

位中奠定了不朽的角色93。 

 

    白俄羅斯戰役是蘇聯空軍有史以來計畫最為嚴密周詳的一次任務，再加上

大量的新式裝備，與地面部隊結合而成攻無不克的攻擊陣線，在 1944 年的頭五

個月內，所有投入戰場上的飛機(包含海軍航空隊以及航空預備隊)從 8,818 架大

幅增加 68 百分點到 14,787 的數量，而所有航空中隊的數量也從一開始的 128

個增加為 153 個航空中隊，相關人員數量的成長也不惶多讓，從原本 408,000

人在短短半年之內增加為 447,000 人94。等到 1944 年中，白俄羅斯戰役正式展開

時，據估計，總共有 32 航空團、93 個航空中隊、8,798 架各式日間飛機以及 1,046

架 R-5 和 Po-2 型輕型夜間轟炸機投入戰事中。在當時，德國空軍還必須要同時

抵抗英美盟軍在法國的戰線，因此，德國可以說是頓時陷入東西夾擊的困境之

中。在白俄羅斯戰役開打的前夕，其實德國空軍的武裝力量可以說是比之前更

為精良，不過由於德軍西線戰事的需求，據統計，只有隸屬於中央集團軍共 775

架飛機的第六航空團，以及位在烏克蘭地區隸屬於北集團和南集團軍共 845 架

飛機的第四航空團部署在與蘇軍對抗的東部戰線上95，因此，光是在飛機的數量

上，蘇聯空軍與德國空軍的比例就高達 6-7 : 1 的懸殊差距，其中戰鬥機數量的

差距更高達 10 : 1，而這樣的數量差異，也似乎預告了德軍將在白俄羅斯戰場上

遭到空前的挫敗。 

 

    1944 年六月 13 到 18 號，在戰爭正式開打的前一周，蘇聯長程轟炸機共出

動超過 1,500 架次試探性的任務攻擊明斯克(Minsk)以及巴拉諾維奇(Baranovich)

這兩個地方。到了六月 22 日晚間到 23 日清晨，蘇聯空軍兵分三路，由 147 架

轟炸機攻擊白俄羅斯第三前線、258 架轟炸機攻擊白俄第二防線以及 162 架轟

炸機和 548 架的 Pe-2 型飛機攻擊德軍在奧莎(Orsha)地區的集結地點，正式揭開

白俄羅斯戰役的序幕。到 6 月 24 日時，303 架長程轟炸機集中進攻面對德軍第

1 及第 48 軍團的白俄羅斯第一防線，總計攻擊的次數超過 250 次，而在轟炸結

束後到砲兵就定位開始展開攻擊之間有兩個小時的準備階段，這時候就由對地

攻擊機上場，由於當地多霧以及雲層極低的不良天候，因此駕駛攻擊機的飛行

員都是當時蘇聯經驗最老到的優秀飛官，這樣一波波的行動持續到傍晚，再由

224 架的轟炸機對博夏雅(Bolshaya)、克魯時諾夫卡(Krushinovka)以及土庫尼期

                                                 
93 Marshal Sergey I. Rudenko, “The Belorussian Air Offensive”, Ch1,(March 1973),p17-26. 
94 Поспелов, “История”, 4, p20,125.-62. 
95 Great Britain Air Ministr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erman Air Force 1933-1945”,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48), p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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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khinichi)等地進行當天最後一波攻勢，而整天由蘇聯空軍為主角的對地攻擊

行動，一直持續到天色變暗為止96，而這次的行動，也讓德軍在驚訝中首次見到

蘇聯空軍強勢且有效率的攻擊行動。 

 

    對於蘇聯空軍的指揮層級來說，白俄羅斯的戰場提供他們一個檢視多年來

進行各項改革成績的機會，在這個戰役當中，許多分散的戰區正好可以用來檢

驗蘇聯空軍在戰場上指揮整合的能力，除了與敵人接戰的前線戰場之外，轟炸

機部隊還必須要深入敵陣來進行攻擊，從結果論來看，這場戰役的勝利，無疑

為蘇聯空軍帶來無比的信心，並且增加了蘇聯軍方在未來的戰爭中對空中攻擊

火力的依賴性，這次戰役的成果，讓蘇聯空軍證明了他們自己有能力在多樣化

的重要戰場上負擔起攻擊以及支援地面部隊的任務97。 

 

    回顧蘇聯空軍在德軍巴巴羅薩戰爭行動中所遭受到的無情打擊以及損失，

當時蘇聯空軍支援莫斯科的飛機數量不過 121 架。一年多以後的庫斯克會戰，

蘇聯空軍已經可以動員五個航空團，出動大約 4,000 多架的飛機來支援不同型

態的作戰。而庫斯克會戰一年之後的白俄羅斯戰役，更是蘇聯空軍不論是在裝

備、性能、以及戰術等方面都臻於完美的一次試鍊。短短的三四年間，蘇聯空

軍改革的企圖心以及效率使其在後來的戰場之上節節戰勝，再配合靈活的戰術

運用，蘇聯空軍已經蛻變成為一支強大的戰術武器，因此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之中可以說獲得前所未有的寶貴經驗，以往過時的軍事戰略以及戰術、老舊

的飛機裝備、以及不合時宜的技術人員，皆在德蘇大戰一點一滴的經驗之中轉

變成為現代化的思想，而蘇聯空軍也在 1945 年於德國柏林的最後任務之中，為

蘇聯在這場戰爭畫下美好的句點，也同時宣告全世界，俄國的飛行歷史即將邁

入到另外一個新的階段，並且將在接下來的數十年間，繼續在全世界的戰略部

署上，扮演著蘇聯不可或缺的一支重要力量。 

 

 

 

 

 

 

 

 

 

 

 

                                                 
96 Руденко,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February 1971), p25. 
97 Руденко,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February 1971), p31. ; Кутаков,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August 1972), 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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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俄國的空軍發展來說，是一個繼往開來的重要階段，

經過航太工業數十年的研究、理論家對於空軍在整體軍力中角色之辯論以及許

許多多大小戰役的實際考驗，這些不同的階段，一次次的為蘇聯空軍帶來不同

的面貌。回顧俄國的飛行史，似乎從 19 世紀起就是在高低起伏的狀態之中前

進，每一次看似不小的進步，卻又總是因為隨之而來的打擊而功虧一潰，這樣

的背景，完全反映出俄國人民堅毅不拔的性格，由於俄國位處寒帶，自古以來

必須在大自然的煎熬下夾縫求生，因此俄國人的性格中養成了對於逆境的忍受

力量，對於任何嚴酷的考驗也總是能夠冷靜以對、曲應適從，最後更能化挫折

為力量，將原有的阻礙轉換成為成功的動力。看看俄國人的生存背景以及民族

性格，再仔細檢視俄國空軍的發展，可以發現兩者的過程確實有著非常巧妙的

契合。 

 

    史達林在位的三十年間，可以說是蘇聯空軍變動最大的一段時間，從最初

大整肅時期將大部分的航空科學家以及空軍軍官殺害，使得俄國航空理論一度

退回數十年的光景，再到五年計畫，促成俄國航太空業的現代化，這些非常極

端的發展，都是在史達林三十年雷厲風行的任期之中所完成，因此蘇聯空軍，

可以說是敗也史達林、成也史達林；另外一方面來看，蘇聯空軍在這段時間內

的發展，也有不少的知識以及技術是來自於外國的科技，例如德國就是蘇聯的

空戰技巧以及航太科技學習之最佳來源，在第二章就有稍微提到過，俄國的飛

行科技，不論是硬體或是軟體，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取經於當時西歐的強權國

家，例如：法國和德國等，不過俄國人在學習的過程之中，並不會完全移植外

國人那一套到自己身上，他們反而會取其精髓、去蕪存菁，以好的理論及技術

為基礎，發展出另外一討完全符合俄國需求的規則，也或許是俄國人很早就懂

得利用這一點，因此在屢屢挫敗的飛行歷史之中，總是能逢凶化吉，再創發展

高峰，由這點來看，令人不得不佩服俄國人的智慧與巧妙。 

 

    德蘇大戰的初期，也就是希特勒巴巴羅薩行動附諸實行的開始，當時蘇聯

的空軍還處於戰術過時、人員以及新式飛機無法相互配合的過渡階段，不但對

於德國空軍的來襲毫無防備，甚至當時所擁有的飛機在還來不及升空迎戰的狀

態之下就被德國空軍大舉殲滅，這樣的慘況，應該是俄國空軍發展史上前所未

有的慘痛經驗。但這樣的教訓，蘇聯空軍卻能在兩年之後令德國空軍徹底改觀，

這要說是風水輪流轉？還是要說是蘇聯空軍的運氣較好？筆者認為，以上兩者

都是否定的，相對於德軍來講，蘇聯或許在德蘇大戰之下佔有可以在自己國家

熟悉的土地作戰的上風，但是，德軍不可能沒有在行動前就仔細思考過類似的

問題，那到底為什麼蘇聯空軍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浴火重生？筆者在這裡歸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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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重點： 

 

第一、蘇聯空軍擁有極為彈性的思維，能夠在受挫之後馬上從舊有的思考模式

跳脫出來，並且利用當時所剩不多的資源進行最大的改革以及最大效率

的使用，這是蘇聯空軍沒有在最初的毀滅性攻擊中一蹶不振的首要原因。 

 

第二、蘇聯空軍在對德軍作戰的過程之中，不斷改變戰術、改變編制，所有的

空中行動都是因地制宜，務求執行任務的過程能夠完美無暇的完成打擊

任務，再加上對於德軍戰術以及飛行技巧的學習，使得蘇聯飛行員在每

一次的實戰之中都獲的無比的寶貴經驗。 

 

    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的洗禮，蘇聯空軍對於整體蘇聯國防來講已經是不可或

缺的重要環節，二戰之後，東西兩大陣營即將邁入冷戰時期，冷戰時期蘇聯空

軍的發展又更加的不可同日而語，軍備武器的競賽，使得飛機的製造有著跨時

代的轉變，各式軍用飛機，不但能夠飛的更高、更快、更遠，其本身所攜帶的

武器更是足以左右全世界的戰略安全，看似危險卻又多采多姿的恐怖平衡，為

俄國空軍歷史再度寫下新頁，詳細內容就留待下一個章節再做討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