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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盟国军用伪装服研究
文 / 杜清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的军用服装在隐蔽功能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建立在军用仿生学
基础上的军用伪装服在战争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战争期间，反法西斯盟国的主要国家虽然配发了军
用伪装服，但在其使用范围上不如法西斯国家广泛，
而且集中使用在少数兵种。二战期间，军用伪装服的运
用与各国的工业实力、
国家战略、
地理环境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反法西斯盟国对军用伪装服的
运用，不仅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战后军事专用服装以及其他功能性服装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
二战盟国；
伪装服；
特点；
影响因素

军用伪装服在近代第一次使用是在 18 世

1 反法西斯盟国军用伪装服的发展与运用

纪中期。 虽然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甚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部分参战国家相

各执一词，但严格意义上讲，只要衣服具有伪

继装备了自行研制的伪装服，
反法西斯同盟主

装保护作用颜色，服装都可以称作是伪装服。

要国家如苏美英法等国家也分别配发了不同

军用伪装服的诞生与仿生学的发展有密切的

的伪装服。

关系，20 世纪以来军用伪装服就是基于生物形

1.1 苏联军用伪装服的发展与使用

[1]

态的仿生学设计。虽然仿生学在 1960 年 9 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军陆军步兵

的美国军方学术会议上才作为独立学科诞生

的士官、士兵夏装材质都是卡其布，颜色从黄

的，[2]但其雏形却可以追溯到历史早期，
因为人

棕色到深棕褐色，这是二战中苏联军装的主

类在军事行动中使用伪装的历史相当悠久。关

色调。总体来说，直到卫国战争开始之前，虽

于二战期间的军用伪装服，学术界给予过一定

然已经形成常服、军便服、野战服和专业工作

的研究，
但由于分属于军事与服装两个学科领

服等若干粗略分类。[3]但苏联红军的军服种类

域，国内学界多从服装发展的角度去探讨，
缺

和式样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乏对二战期间军用伪装服系统、深入的研究。

实际上，
早在 1906 年，俄军就首先穿上了

国外学术界对军用伪装服的研究大部分集中

深绿色的军服，由于具有较大的隐蔽性，竞相

有关国家军服的介绍，但对军用伪装服的探讨

被日本、美国和奥匈帝国效仿。[4]1926 年，苏

还有较大的空间，特别是没有集中的阐述和分

联开始试验伪装服，1936 年伪装服才出现在

析，散见于二战史、军事史、服装史研究的论文

部队中，1941 年 6 月德国入侵苏联以后，伪装

和专著中。本文就二战期间反法西斯主要盟国

服逐渐得到配发。苏军伪装服最初上面有色

军用伪装服的使用进行探讨。

斑，斑点外形类似于阿米巴虫，因此代号为阿

杜清华，博士，
武汉纺织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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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巴。当时苏军伪装服的设计已经充分考虑

案。1944 年战争后期，苏联出现了秋季伪装

到不同作战区域的特点，军服颜色上分为四

色，主要是浅棕色的底色上加上大块的褐色

种：
春秋季、
夏季、
荒漠以及山区。1938 年，
苏军

斑（图 2）。1945 年出现了锯齿状的图案，由于

配发了阿米巴伪装钢盔罩布，但没有普及，
苏

秋季伪装服有褐色块图案，夏季伪装服有淡

军阿米巴伪装服第一次出现在张鼓峰事件中。

黄色的底色，
因此被称作“方桦木”。[6]1943 年

1939 年苏芬战争爆发后，针对战争中暴

到 1945 年间还使用了一种伪装服，底色是浅

露出的苏军军服缺乏掩护的缺点，苏联方面

绿色，上面有大量的类似棉花状的白色斑纹

改进了军服，从伪装性和保暖性方面改进了帽

（图 3）。[7]还有一种是在这种伪装色上加上暗

子的样式，尤其是针对芬兰的特殊地貌和气候

红色的斑纹，类似于凝固的血迹（图 4）。另外

环境，进行了山地服装的设计，这种服装全身

一种伪装服上身是卡其色军服，上面缀满了

为宽大的连体衣服，头部为罩头式，袖口可以

扣结，可以用来钩挂一些伪装物品，例如树枝

紧缩。 苏军在 1941 年出现了两件式伪装服，

树叶等。[8]苏军使用的伪装服主要是夏季和秋

1943 年，出现了桦木伪装以及阔叶伪装。值得

季侦察兵使用的伪装服。

[5]

一提的是：在 1941 年 9 月到 1943 年的列宁格

它以厚
二战期间的苏军伪装服自成一格，

勒保卫战期间，苏联昆虫学家施万维奇根据当

重和严肃为主要特征，这与苏联地域辽阔，冬

时人们对伪装缺乏认识的情况，提出利用蝴蝶

季漫长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其落后的轻

色彩在花丛中不易被发现的道理，在军事设施

纺工业有很大关系。苏式军服虽无特别之处，

上覆盖蝴蝶花纹一样的伪装以降低苏方损失，

但自成体系，并且十分实用，正是这些穿着朴

这一举措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素军用伪装服的苏联红军，历经了长达四年的

由于苏联国土辽阔，苏军研制了若干伪

艰苦战斗，
粉碎了纳粹德国的进攻。[9]
1.2 美国军用伪装服的发展与运用

装服以适应不同的战场环境。1941 年 ~1942

1939 年，二战欧洲战场开辟以后，面对日

年间，苏军研制了一种伪装罩衫，底色是原野
绿色，上面有类似章鱼的暗色斑纹 （图 1）。

益紧张的局势，1940 年美国军队进行了伪装

1943 年后，苏军配发了一种新型林地伪装服，

服的实验，但是效果不明显。早在 1898 年美

在深绿 底色上 点 缀 有棕 色 的树 叶 及 枝条 图

西战争期间，美军就将军服弄脏以便让军服

图 1：
苏军伪装罩衫

图 2：
1941 年 ~1945 年间的苏
军狙击手秋季伪装服

图 3：1943 年 ~1945 年的苏军夏季
侦察兵伪装服

图 4：1943 年 ~1945 年间的苏
军侦察兵秋季伪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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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不是很刺眼。[10]1902 年，美国陆军改穿类
似英国军队在印度穿的褐色卡其布军服，部
队也在冬季制服上采用了伪装色。一战爆发
后，很多部队都在发展低可视度军服，美国陆
军由此建立了由艺术家和设计师组成的伪装
设计部门。
1942 年，麦克阿瑟下令制作 15 万套丛林
作训服配发给美军。1943 年，美军研制出一种
图案与青蛙保护色相近的双面伪装作战服，
并配发给在太平洋战场作战的海军陆战队。
除海军陆战队外，参加诺曼底战役的美军第 2
装甲师也配发了“青蛙迷彩服”
（图 5）。但是，

图 6：
二战期间美军山地部队
伪装服

图 7：
二战期间苏军山地部队伪
装服

在太平洋战场作战的士兵反映这种服装由于

总体而言，
美国在二战期间虽有庞大的军

笨重，且面料粗糙，磨损较快，不适合作战部

事实力以及现代工业，但在伪装服的设计、使

队使用，特别是 1944 年诺曼底登陆战中，由

用上却有所缺陷。

于这种伪装服的图案与德国武装党卫军的图

1.3 英法等国军用伪装服的发展与使用

案过于相似，容易造成友军误伤，因此遭到了

英国步兵在整个二战期间还是标准的陆
军色彩，除去临时组建的特种部队以外，英国

厌恶并被弃用。

军队大部分以普通作战服为主，
而在北非等炎
热地区，
以浅色服装为主。
直到 1940 年，英国艺术家罗兰彭罗斯和
冯戈尔、
魔术师马斯基林等人才组成了产业伪
装研究组研究军用伪装服。1942 年，产业伪装
研究组推出手绘的丹尼森伞兵罩衣(后来采用
丝网印刷)。英国研究进度慢原因在于一战结
束后，
英国国内反战运动高涨以及经济长期低
迷，
1919 年 8 月英国内阁制定了未来十年内不
图 5：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使用的伪装服

参与大规模战争的十年计划，在随后的十几年

另外，美军空降部队也装备了伪装服，当

时间里，
英国大幅度削减国防经费，对 20 世纪

时采用的是丛林花斑伪装服。 美国陆军 1945

30 年代英国的外交与重整军备造成了严重的

年在远东配发的是大斑伪装服，战争临近结束

影响。[12]直接制约了英军在军用伪装服方面的

的时候，因为伪装服褐色的一面经过洗涤以后

设计和使用。

[11]

会显示出淡粉色，而服装本身厚重且透气性较

英军在 20 世纪 40 年代使用丛林绿军服，

差也使部队成员感到燥热与不适，军用伪装服

当时英军战斗服的设计思路主要是按照英国

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废弃。

或欧洲北部的温带气候设计生产的，而这些衣

二战期间的美国山地部队采用了白色的

服在地中海或欧洲南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夏

伪装服，
这个在当时的参战国中是一个普遍现

季穿着显得笨重，
在寒冷地区或者高纬度地区

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色彩伪装（图 6~ 图 7）。

（譬如在朝鲜半岛）衣服又显得过轻，而且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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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熨烫困难。[13]当时英国空降兵也采用了伪

2 反法西斯盟国军用伪装服的运用特点及影

装服——
—丛林绿，但是裤子是深绿色的单色裤

响因素

装（图 8），
头盔上面有伪装罩。

2.1 运用特点
二战初期和中期，盟国的伪装服运用并不
如德军运用较广。当时反法西斯盟国大部分是
在仓促之间应战的，战备准备不充分，特别是
在英国和法国绥靖主义导致国内无原则的和
平主义，
两国军备发展滞后。而德意日等国家
在军备上的准备要充分的多：①1929 年，意大
利研发出最早的专业伪装服，它有棕，
黄，
绿三
种颜色。②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伪装服是纳粹
德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研制的。德国作为世界
上第一个大规模装备伪装服的国家，
在较早时
期就开始针对各种花色款式的迷彩面料在不

图 8：二战期间英军特种部队伪装服

同植被、地貌地区上的隐蔽效果进行了研究，

就法国而言，
法国在战前并没有太多伪装服

并先于欧洲其他国家配发和使用真正意义上

的研究和应用，
法国军队一向抱残守缺。一战期

的伪装作战服。1935 年，
德国研制成功
“帐篷”

间，
在交战双方陷入长期堑壕战以后，
各国军队

式伪装服，
上面印有大块的棕色和绿色几何图

纷纷将自己的军服颜色变为掩护色，
而法军直到

案，这种迷彩的底色为棕褐色或淡棕色，并点

1916 年才将军服颜色改为淡淡的水蓝色。 二

缀了一些碎石片花纹，可以让士兵根据所处位

战期间，法国的伪装服研究与使用仍处于落后

置的植被情况对自己和装备进行伪装。德军在

状态。①首要原因就是当时法国国内弥漫的厌

1937 年对这种伪装进行了测试，
结果表明使用

战情绪以及绥靖主义对法国军队的装备研发产

碎石伪装图案可减少 15%的伤亡率。虽然二战

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法国一战结束后建造了

且主要
期间德国国防军的迷彩种类比较单一，

马奇诺防线，更从心理上

配备狙击手和侦察兵，但德国武装党卫军基本

降低了法国军方的警惕。

能做到一线作战部队人手一套，
武装党卫军的

②二战爆发后法国迅速败

伪装服型号和花纹众多。而国防军的迷彩服主

亡，因此法国军队的军用

要以 M38碎片迷彩罩衫为主，后期增加了茶水

伪装服也胎死腹中。当时

迷彩。因为许多士兵无法获得制式伪装服，所

只有法国外籍军团以及殖

以在需要的时候会使用配发的碎片迷彩防潮

民地军团因为地处非洲，

布来伪装自己。国防军伪装服运用虽然不是广

在服装颜色采取浅色以

泛，但其却和党卫军、空军各种迷彩成为战后

外（图 9），其他大部分为

各国大规模装备的伪装服的样板。直到战争末

军绿色或橄榄绿。 总体

期，
反法西斯盟国的装备开始处于上风后才逐

而言，二战期间，整个法

渐取得优势。

[14]

[15]

国军队在伪装服的设计
运用上乏善可陈。

图 9：
二战期间法国外籍军
团制服

军用伪装服当时虽然得到了一定运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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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属于新生事物，因此伪装服的配发也只能

希特勒在 1936 年 8 月的纽伦堡纳粹党党

限制在部分兵种，特别是空降兵、侦察兵这些

代会上，就提出了一个全面备战的“四年计

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即使在美国，也只有海

划”
。德国开始了全面的战争经济计划阶段，
因

军陆战队以及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使用了

此在备战方面准备充分。由于德军的目标是统

伪装服。

治欧洲大陆，
因此它的军用伪装服的色彩并不

2.2 影响军用伪装服运用的因素

完全与本国的地理地貌相吻合，甚至还可以适
应东欧平原以及南欧等国家的地理环境。

任何战争都是对当事国资源以及能力的

英国在一战结束以后，
国内流行的和平主

一种检验，
伪装服的设计与使用直接反映了一

义浪潮降低了国内的警惕。特别是英国的经济

个国家的工业实力。

实力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危机中大为衰退，

一战结束以后，随着美国的崛起，美国在

被迫取消金本位制。同时通过华盛顿海军会

军事力量上的强大也凸显在军用伪装服的应

议、伦敦海军会议等与美国和日本协调了利

用上。由于军事用品需要大规模制造并且配发

益，
因此在国防上总体处于守势。随着张伯伦

到军队大部分成员，因此军用伪装服的效应、

政府实行的绥靖政策，英国的军备日益落后，

成本以及制造等都应该被考虑在内。美国工业

在军用伪装服设计方面也就显得迟滞。而同时

实力雄厚，对伪装服进行了大量配发，尽管这

期的苏联从内战和外部武装干涉中恢复经济

种配发还没有普及到全部作战部队，但已经呈

后，却又陷入了大清洗，国防力量受到了严重

现普遍化趋势。苏联在战争爆发以前，
虽然已

削弱，这些缺点在苏芬战争中暴露无遗，直到

经进行了伪装服的研究，但是由于苏联轻工业

德国入侵以后才有所改观。美国在一战以后虽

的落后以及战争期间军事工业的破坏，因此在

然取代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但由于孤立主

研制方面也稍逊一筹。

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美国 1935 年开始连续

而作为对手的德国其工业尤其是军事工

妄图置身于欧洲和
三年通过了三个中立法案，

业在战前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德国化工产业

远东地区冲突之外，
结果在军备发展方面也是

发达尤其是化工染料技术先进。第二次世界大

差强人意，
最终自食恶果。

战前，全世界 40 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中就

这些国家战略的变化反映在军用伪装服

有 16 名是德国人，德国的化学研究成果居世

方面就是反法西斯盟国伪装服种类和色彩都

界首位。[16]加上德国较早进行了战争准备，因

大大逊于对手。

此在伪装服的设计和生产、运用方面比较成
熟，但是到了战争后期，随着盟军对德国本土

军用伪装服设计的另一个影响因素就是

的轰炸，德国生产能力越来越低，物质保障以

要考虑地理环境。伪装服的功效是最大限度的

及生产困难都导致了服装材料质量的不断下

将自身融入到周围环境中，减少被发现的概

降。[17]作为德国的盟友日本也是如此，据有关

率。设计迷彩图案时，
设计师首先考虑的是如

资料显示，日本陆军从来没有决定制造伪装

何让迷彩色斑最大程度地适应作战地区的自

服，因为伪装网和所有类型的植被都可以为部

然环境。譬如，俄罗斯和欧洲一些森林资源丰

队提供伪装。

富又处于寒带的国家多采用带有锯齿和树叶

[18]

形色斑的迷彩服，自然环境越复杂的国家，需
军用伪装服的设计和运用属于一个国家

要装备的伪装服种类就越多。因此，各国在伪

国防政策的一部分，从属于国家的总体战略。

装服的设计上，
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如何与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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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协调，避免服装与背景反差太大暴露自己
。当时设计师首先考虑的是作战对象在野外丛
林或者山地作战的环境，因此伪装服的背景图
案也是按照这个地理环境来进行设计。二战期
间，尽管有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样逐屋逐街的城
市巷战，
但现代意义的城市战还没有出现，
因此
没有出现城市伪装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 结语

[5][7][8]亍丿卮匕丿 鼗亍丨鬲卮匕 ，鬲丨鼐亓 爻亍兀毓卅丿噩匕兀 ，
丿鬲噩匕丨亍孬 睾匕丐鬲丿爻噩鬲孬，噩鬲睾鬲丨丨 馗鼐鼗丨卅丿噩匕兀，
氐乇鬲囟匕睾禺亍 丨睾亍爻丿匕孬 亍睾禺鬲鬲

1918 -1945，

囟匕卮匕 亍丨卅噩爻亍丿丨睾亍 噩匕丞丨匕兀亍鬲 鬲丐匕丞亓 馗鬲爻噩亍
睾卅兀亍，乇劐剡剀劁59.

[6][18]郝英斌 .二战 苏联 陆 军 单 兵装 备 [M].北京 ：北
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13：176、98.
[9]白 水 泉 .战 火 中 的 红 星 ——
—二 战 期 间 苏 联 军 服 与
服饰（上）[J].轻兵器（上），2006（3）：43-48.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10] history-camouflage-military-united-states

的战争，交战双方为赢得战争动用了一切资

[EB/OL]. （2014-8-1） [2015-12-05]，http://www.usa

源，军用伪装服不仅是二战期间单兵装备中的

today . com/story/news/nation-now/history-camo-

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体现了参战国家的工业实

ulage-military-united-states/13485491.

力、战争准备程度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反法

[11]Andrew Mollo,Malcolm Mcgregor,Army Unif-

西斯主要盟国军用伪装服的运用具有承前启

orms of World War 2,Blandford Press,1974,p.62.

后的作用，不仅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了一
定的基础，也为战后一些功能性服装的发展提
供了借鉴和参考。现在军用伪装服已经由二战
期间的双色演变为三色、四色乃至各种数码伪

[12]丁英胜 .“ 十 年规则”下的 英国军 备 建 设 [J]，安 庆
师范学院学报，2010（8）：75-79.
[13]British Army uniform

[EB/OL]. (2015-9-27)

[2015-12-05]，https://en.wikipedia.org/wiki.
[14][日]辻 元 佳 史 ，张 永 .世 界 军 服 历 史 图 书 [M]，北

装，同时军用伪装服也为战后世界服装时尚设

京：东方出版社，2014：225.

计中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理念。

[15]Andre JOUINEAU, Officers and Soldier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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