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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军建立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练基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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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的岸港训练是提升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能力的有效举措。针对目前我国潜艇艇员援潜救生岸港训练模

式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练基地。本文从组织领导和协调机构、主要功能和
职能定位、设置数量和配置地域、保障体系和运行方式等方面提出总体构想，并介绍了相关配套建设措施，以期为
创新援潜救生训练机制、全面提升我国海军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训练效果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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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establishing subordinat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base for submarine rescue of Chinese n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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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shore port-based training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naval submarine rescue and escape capability. It

is highly necessary to establish subordinat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base for submarine rescue and escape, so as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on-shore port training.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coordination
mechanism, supporting system, operational mode, main function, role design, numbers and location of setting, and
supplementary measures, we put forward a general concept for the training base, hoping to provide ideas for innovating the
training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training effectiveness of naval submarine rescue and escape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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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训练主要有岸港训练与海上

练的专业组训机构，并制订有严格且明确的训练机

训练等方式，其中岸港训练是基础和关键。近年来我

制和规定要求 [1-7]。从我国海军潜艇艇员援潜救生

国海军援潜救生岸港训练已取得显著进步，但也存在

训练现状看，建立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潜救生综合训

一些暂时无法克服的不足，这些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

练基地对于正规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训练、提高潜艇

海军潜艇艇员援潜救生整体能力跃升的主要因素。

艇员损害管制和脱险救生能力、增强实战化训练效

本文拟从建立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练基地的

果、整体提升我国海军潜艇战斗力具有深远意义。

角度，探寻解决现有训练矛盾的对策与方案。
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练基地是指由海军

1 建立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练基地的必要性

机关主管训练的职能部门直接进行业务管理，具有

全面提升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能力是实现“能

组织潜艇艇员损害管制和脱险逃生等全系统、全过

打仗，打胜仗”目标要求的一项重要任务。随着训

程应急能力训练资质的专职军事训练机构。英国、

练系统化、实战化的深入推进，为扎实搞好援潜救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均设有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训

生实战化训练，切实解决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训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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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现有组训能力之间日益凸显的矛盾[8]，我国海

部队和组训机构隶属不同部门，艇员脱险训练实际

军建立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练基地的需求越

上仍是各自为战，断点式、割裂式训练居多。然而

来越迫切。

在实战中潜艇失事后艇员的应急处理能力不是某个

1.1

破解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训练发展瓶颈的

项目训练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一时一次的训练可以

需要

岸港训练是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训练的主要

完成的，而需要全过程的系统性训练。建立直辖式

形式，也是潜艇全科目训练中的重要一环，承载

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练基地，以海军参谋机关为统

着向实战能力转化的重要任务。经过几十年的建

领，以军事信息系统为纽带和支撑，将减少各个单

设和发展，我国潜艇艇员损害管制、脱险训练虽已

位军事资源的重复性建设，减少各个层级的重复训

取得长足进步，但是离实战需求还存在差距，制约

练，增强训练的系统性、实用性，释放潜艇部队自

因素有如下几点：（1）训练关系不畅。目前，上

身的组训压力，可以大大延长其研究并创新作战方

级机关没有给组训机构下达年度训练计划，且组训

法的时间。

机构与参训部队无隶属关系，部队有训练需求但无

1.4

法实现，从而造成每年训练时间、参训人数不确定

受制于多种因素，潜艇艇员脱险训练的年度训练量

及训练设施季节性空闲率高。（2）组训机构数量

较小，不能满足潜艇部队的需求。其重要原因是

不足。目前，我国海军援潜救生的专业组训机构数

各个组训机构的训练模式老化，每批次训练人员有

量较少，无法满足所有艇员定期轮岗训练的需求。

限，受季节、气温影响使每年的训练时间有限。全

（3）训练模式陈旧。多年来，援潜救生训练的方

面采用 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技

法和手段没有创新，新技术采用不及时，因而缺乏

术模拟潜艇失事舱室环境、增强受训人员心理承受

新时代的训练模式。（4）训练内容较散。各个训

能力，利用 VR 技术模拟失事后的援潜救生操作，

练机构训练内容专而不全、不系统、不成体系，各

可以无成本、低风险反复训练，直至受训人员掌握

自为战，参训艇员训练结束后常有“不解渴”的现

动作要领后再进行实操训练，从而提高训练实效。

象。（5）训练结果评价系统缺乏。现有训练中没

利用 VR 模拟技术能够精确地评价潜艇艇员脱险能

有嵌入科学精确的训练评价系统，训练考核结果无

力的掌握程度，提高其面对极端舱室环境时的心理

法量化。

承受能力。大范围地采用 VR 模拟技术也是军事上

1.2

包括飞行训练的通行做法，能显著增加训练量、降

需要

加快转变潜艇部队援潜救生能力生成模式的
目前，我国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训练主要采用

骨干训练模式，援潜救生能力可能成为限制潜艇战
斗力全面提升的一块短板，加快转变潜艇部队援潜

适应基于新技术创新训练手段的需要

目前，

低训练成本，有效提升训练效果[8]。
2

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练基地的总体构想

救生能力生成模式，从而全面提升潜艇部队援潜救

应充分发挥我国海军院校的技术保障优势，

生能力刻不容缓。建立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

本着“机关主导，院校主建，部队主用”的原则建

训练基地，将物联网、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设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练基地，在海军机关

VR）等新技术应用于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训练，可

训练管理职能部门的直接领导下制定潜艇艇员援潜

以使艇员从理论、模拟到实操，从心理到生理上均

救生训练年度计划，按区域统筹安排潜艇部队新老

能真切地得到实战化、系统性极端舱室环境和海洋

艇员参加训练。参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环境锻炼。建立综合训练基地能充分优化现有的军

的训练经验，新艇员必须参训合格后方能持证上艇

事训练资源，配合相应健全的组织结构、职能分工

工作，并建立 3 年复训 1 次的复训机制[3-7]。

和运行模式，以基地级一体化训练推动潜艇艇员援

2.1

潜救生能力生成模式的快速转型。

辖式潜艇艇员救援综合训练基地高效运行的组织与

1.3

实现全系统、全过程实战化训练的需要

组织领导和协调机构

科学合理的体制是直

目前，

制度保证。目前，援潜救生训练的组织、管理等职

潜艇艇员阶段减压脱险训练主要由潜艇部队自身组

能分散在海军机关、院校、部队等多个部门和多个

织，快速上浮脱险训练主要由各组训机构组织，损

层次，不易从全局上进行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训练的

害管制则潜艇部队和组训机构均可组织。由于潜艇

统筹规划、军事训练资源的统一利用和训练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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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安排。应该理顺训练管理层次，从海军机关层

2.2.7

面统领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训练工作，制定训练工作

失事时艇内人员对各舱室辐射水平的随时监控，根

规范流程，每年根据训练资源与各个部队训练需求

据辐射参数评估生存环境、计算停留时间；可以实

制定训练计划，下达年度训练任务和下拨训练经

现根据艇内不同的辐射参数水平援救与自救的组织

费，明确参训单位、参训人数和时间节点，协调解

决策。

决部分单位因其他突击性任务导致的训练时间调整

2.2.8

问题，使组训机构能够专心于训练保障，参训部队

通过网络连接可以实现异地网上兵棋推演，制定完

能够轻装上阵，大大减少组训机构和参训部队在协

善各种方案预案，实现从发生险情、上报、决策到

商处理训练时间、合同、经费等琐碎问题上耗费的

兵力行动全过程决策与指挥的模拟。

时间。

2.3

2.2

潜艇核事故应急处置训练

援潜决策与推演

可以实现核潜艇

研发援潜救生兵棋系统，

设置数量和配置地域

我国海域辽阔，关于

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

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练基地的设置要综合考

综合训练基地是潜艇艇员损害管制、自救脱险训练

虑现有的潜艇兵力数量、兵力布置情况及现有的组

的专职机构。在系统设计之初就必须考虑到满足全

训机构等诸多因素，尽可能使基地的设置数量和配

年不间断进行脱险训练的需要，为适应冬夏两季的

置地域合理。基地数量和规模的设计标准至少满

极端气温，相关设备需安装水加热、空调系统等辅

足新艇员与 1/3 现役艇员人数之和的训练需求，并

助装置。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练基地应能够

有 20% 的设计冗余。如此，即使在个别基地发生

实现以下功能：

设备故障或参训单位因突击性任务影响参训的情况

主要功能和职能定位

能够实现潜水医学及高气压

下仍能完成年度训练，从而确保全部现役艇员 3 年

生理学理论培训，潜艇救生理论培训，潜艇用脱险

1 次复训任务的完成。尽可能在现有组训机构的基

装备、艇员用脱险装具及潜水员用潜水装具理论培

础上进行职能扩充和改建，将目前海军院校救生组

训等功能。

训机构建设成综合训练基地，同时新基地的建设论

2.2.1

2.2.2

理论培训功能

基于 VR 技术的模拟训练

在理论培训结束

证时应突出选址问题的重要性，在满足部队培训数

后，实现海军现役各型潜艇各个舱室各种不同类型

量需求的同时保证基地配置地域的均衡。

灾害的模拟、艇员在极端环境下的心理训练、艇员

2.4

针对某一灾害损害管制和自救脱险的反复操作、灾

综合训练基地建成后，基地和参训部队即可根据海

害发生时艇员援潜救生的全过程组织、实现各种不

军机关下达的年度训练计划执行相应的训练任务，

同装具和器材实操的模拟训练。

基地方面只需专心准备基地内与训练相关的保障事

2.2.3

基于大型设备的损害管制操演

保障体系和运行方式

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

虚拟训练结

宜，不需要像以往一样先自筹经费维修保养设备、

束后，可以实现在潜艇内部发生不同部位破损进

购买备品备件，也不需要在反复协商签订训练合

水、各种类型火灾损害时，进行有针对性的管制模

同、反复协商参训日期等琐事上耗费时间。因为是

拟操演。

海军机关下达的年度训练任务，参训部队只需根据

2.2.4

有水自救脱险实操训练

虚拟训练结束后，可

以实现艇员着各型脱险装具的正常操作程序及应急
操作程序训练，如 2-8 装具的发射管、救生闸套阶段

流程完成潜艇艇员的健康体检筛查工作，军需部门
转账伙食费即可参加训练。
具体保障事宜为：（1）经费保障。建成后综

减压脱险训练、2-8Ⅱ装具快速上浮脱险训练。

合训练基地内的装备为正式列装装备，每年有上级

2.2.5

可以实现舱内与深潜救

下拨的维护保养经费支持，用以维持基地正常开

生艇、救生钟对接训练，应急照明转换训练，信号

展 1 年的潜艇艇员训练。根据具体的训练量再下拨

浮标等装置操作训练，以及通过潜供潜排系统实现

一定的训练经费，用以保障基地因训练产生的水、

舱内通风换气、接受食物训练。

电、高压气等费用支出。（2）车辆保障。参训艇

2.2.6

可以实现艇员通过自救脱险

员从驻地营区赴基地参训，需将其从机场、火车站

方式到达水面后，水面待援阶段的防冻伤、防海洋

接至基地宿舍。（3）住宿、饮食等保障。根据基

生物侵害、救援装具使用等专项训练。

地建设时期论证的年度训练量，建设可以容纳相当

艇内接受援救训练

水面生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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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参训艇员同时就餐和住宿的综合性保障大楼，

学能力、技术管理能力和组织训练能力。基地必须

建设相应的运动场馆设施，使潜艇艇员在参训期间

主动创造拴心留人的良好晋升环境，形成良好的人

能够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

才生长梯次和去留机制，岗位之间要实行交叉任

3 建立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练基地的配套措施

职，多岗轮训，使重要岗位不会因人才去留受到影

3.1

行之有效的法规制度是直

式，创造性地发挥士官及文职人员在各岗位中的作

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练基地建设、管理、运行、

用，合理搭配使用军官、士官和文职人员，实现人

修订完善法规制度

保障的基本依据和重要保证。鉴于基地训练功能较
多的现实，应根据类别不同分别制定各自领域的管理
法规。针对整个训练流程，结合基地和部队实际制定
训练考核大纲，对基地和参训单位训练前的准备工
作、训练时的实施步骤、保障要点和训练后的结业考
核均应一一细化，制定详细可行的流程和规定。针对
大型高气压设备的管理，应分别对训练期间及空置
期的维修保养制度做出规定，建立维修保养责任打

响 [11-12] 。还需要改变以往重要岗位必用军官的模

装合一。
综上所述，建立直辖式潜艇艇员援救综合训
练基地有利于解决现有训练模式中的不足，进而全
面提升潜艇艇员的援潜救生能力。建立直辖式综合
训练基地是适应新时代潜艇艇员援潜救生训练特点
的创新改革尝试，必须从组织领导和协调机构、主
要功能和职能定位、设置数量和配置地域、保障体

卡制度，以保证训练设备完好[9-10]。针对潜水装具、脱

系和运行方式及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整体把握。

险装具及损害管理器材等训练设施器材，要制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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