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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军服变迁研究
文 / 杜清华
新中国成立后，
军队制服进行了多次变迁，军服款式从简到繁，军服材料从低端到高级，军服功能
从单一到完备。以时间为轴线，
对不同时期的军服变迁进行介绍、分析。新中国军服改革受诸多因素的影
响，首要因素就是国家经济实力的整体发展水平。建国以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给军服改革奠定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是军队作战思想与军服设计观念的进步，在建国初期军队作战的指导思想是人民战
争，提倡全民皆兵。这种指导思想下的军服设计首先是保证基本的日常训练和作战等功能，其他功能尚没
有充分考虑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对军队作战思想的影响导致军服设计理念的转变，军服款式中更多的功
能被考虑在内；
第三是中国外交发展尤其是军事交流的程度推动了军服改革，新中国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
外交到现在的全方位外交，尤其是军事外交日益增多，而军服是一个国家军队的外在表现，军事外交的扩
大也为军服改革提供了外部推动力量；
第四个因素是现代材料科学的发展，传统军服功能单一受限于材料
科学的局限。建国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材料科学的进步也推动了军服功能的增加。新中国军服改革历
史表明：军服作为军队单兵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赖于军队自身的进步，更与社会、科技的发展息息
正规化的重要部分。
相关，也是我军革命化、
现代化、
新中国；
军服；
影响因素；
变迁特征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

统一军服才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1949 年 1 月

军服经历了数次变迁，
从建国初期的单一款式、

军委后勤部下令统一全军军服款式。新中国从

单一功能演变为现在的多样款式、
多种功能、
用

成立到现在前后进行了 12 次军服改革调整，

途广泛。对新中国军服变迁的过程国内学者进

其中成体系换发的军服有 50 式、
55 式、
65 式、

行了一些探讨、研究，
主要集中在不同款式的介

85 式、
87 式以及 07 式。

影响
绍。本文围绕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军服变迁、

1.1 1949 年到 1955 年建国初期的军服变迁

因素及表现特征等，对其军服做深入探讨，
以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虽然

厘清建国后军服变迁脉络，展现中国军队革命

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是面料以及细节方面

化、
现代化、
正规化的进程。

还是有区别。为了统一军容风貌，
新中国第一

1 新中国军服变迁概况

套正式军服由此诞生。1950 年 1 月 4 日，
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前，人民军队军服历经国民

人民解放军正式施行新的军服样式，简称 50

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三大

式军服。50 式军服统一了军服款式和着装标

历史阶段。由于环境所限，绝大部分军服是因

战士、
男、
女 4 种。在单衣标
准。款式分为干部、

陋就简、
因地制宜。到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中国

准方面，
干部是开襟式，战士是套头式，女兵为

人民解放军的不断胜利以及对敌缴获的增多，

连衣裙，
男女均戴大檐帽。军服用料为棉平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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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了新中国军服
通用的历史，第一
次将制服分为礼服
和常服两大类，迈
出了军服体系化、
系列化发展的步
伐。此次军服改革
也有不足之处：冬
季是棉衣，夏季只
有单衣，中间没有
过渡服装补充。

图 1：50 式军服

布。军服颜色是陆军为绿色，海军单衣为上白
下蓝、
棉衣为蓝色，空军为上绿下蓝。所有军人
佩戴“八一”五星帽徽，上衣左上角佩戴“中国
人民解放军”胸章（图 1）。50 式军服虽然统一
了款式，但仍然存在众多不足，例如继续保存
了绑腿。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以
后，为了进一步适应作战环境，官兵夏季制服
在肢体易损部位做了加厚处理，考虑到朝鲜的
冬季气候，冬季制服上衣袖口做了改进，配穿
但在朝
马裤，
以增强保暖性。虽然有上述改进，
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还是缺乏过渡
款式以及必要伪装，尤其是冬季。幸亏有朝鲜

图 2：
55 式军官服和士兵服

1.2 1956 年到 1965 年期间的军服变迁

茫茫大雪的掩护，战士只要身披白色被单，
就

1958 年 7 月，针对 55 式军服船形帽引发

可以起到简单的防护作用。与当时的联合国军

的争论，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修改服装

来比，中朝军队尤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

制式的决议》，把船形帽改为解放帽并规定军

有相当的差距。

官大檐帽在重大场合时使用，帽徽大小也做出

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施行军衔制度，
军
服进行了深化改革，50 式军服演变为 55 式军

肩领章
相应更改。此次军帽改革与服装用料、
改革一起统称为 58 式军服。

服。55 式军服分常服、礼服两种，所有人员配

由于 55 式军棉衣和单衣之间没有过渡层

发常服，校级以上军官加配礼服。男性军官常

次，从而在朝鲜战争中造成了志愿军大量非

服样式类似中山装，裤装为西裤，夏季戴大檐

战斗减员。针对这一缺点，1961 年 10 月 9 日

帽；男性士兵为立翻领 2 个上挖袋、西裤，夏

军委 办公 会 议通 过 配套 服 装改 革 方案 并 于

季戴船形帽，海军士兵为披肩套头式，女兵夏

1962 年定型生产，此款定名为 62 式军服并于

服为小翻领 2 个挖袋，佩戴无檐软帽。所有军

1964 年装备部队。62 式军服改善了冬服的调

官佩戴肩、领章，士兵佩戴领章，全军佩戴军

节性能和卫生性能，把军服水平提高到了一

兵种符号和圆形“八一”帽徽（图 2）。55 式军服

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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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恶化后，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与当时社会流行的
纺织品作为军需服装材料，

第九次会议 1965 年 5 月 22 日通过了《关于取

“的确良”
潮流遥呼相应，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1965 年
5 月 24 日，国务院公布了军队新帽徽、领章和
部分军装样式的决定，此为 65 式军服（图 3）。

军服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改革。
1974 年 5 月，经国家领导人批准，海军由
灰色恢复为 55 式军服颜色，女军人增加裙服、
军帽改为无檐软帽，
此为 74 式军服（图 4）。

图 3：65 式军服

65 式军服与 55 式军服主要区别在于：全
军佩戴解放帽，解放帽上为红色五角星帽徽，

图 4：
海军 74 式军服

总后军需部着
1975 年为减轻单兵负荷量，

衣领上为全红领章；军服颜色上，海军由传统

手研究新式军服。1978 年在 71 式军服的基础

的蓝色改为灰色；服装款式上，军官上衣为 4

改进后的服装定为
上，
扩大了化学纤维的使用，

个口袋，
士兵只有 2 个胸部口袋。65 式军服中

78 式军服。这次改革进一步扩大了化纤在与棉

军人衣料、式样基本相同，人们只能从上衣口

花混纺织物中的比例，
改进了生产工艺，
增加了

袋区分干部和战士，以衣领区分男服、
女服。65

服装品种。虽然 78 式军服面料有较大改进，但

式军服恢复了单一的军服体制，也是新中国军

军官和士兵在款式上仍区别不大。

队历史上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款军服。[1]

1.4 1979 年到 1999 年的军服变迁

1.3 1966 年到 1978 年之间的军服变迁

1980 年 3 月 20 日，根据对越自卫还击战

中
1966 年中国进入大规模政治运动时期，

中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央领导人的建议，
军委提

国人民解放军军服设计趋于保守，并倾向沿用

出建立新的军衔制。为配合军衔制的重新实

旧款样式，此间主要有 71 式、74 式以及 78 式

施，中国人民解放军从 1981 年开始着手新一

军服。

轮军服改革工作，
1984 年 1 月军委批准了军服

1971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研制成功涤纶、
锦
此面料采用 33%的
纶、棉花三元混纺单衣面料，

改革方案。
1985 年 5 月 1 日，新军服正式装备全军，

棉花、17%的锦纶、50%的涤纶织成混纺布制作

定名为 85 式军服，
85 式军服首次亮相是 1984

单衣。1971 年 6 月 4 日，总后勤部批准采用此

年国庆阅兵典礼。85 式军服基本沿用了 55 式

种面料制作军服并定型、批量生产，此款为 71

军服样式，但取消红领章、红五角帽徽，干部、

式军服。71 式军服从 1973 年开始装备部队。此

战士戴大檐帽，女战士只装备无檐帽，所有军

款军服提高了服装强度，改善了外观，减轻了

人佩戴八一军徽帽徽和军种肩章、领章，增发

重量并具有好洗易干等特点，通用性较强。从

了长、短袖制式衬衣（图 5，见下页）。由于 71

71 式军服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应用合成纤维

式、
74 式以及 78 式军服都是 65 式军服的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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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一些
穿同款军装执行不同任务的历史，
设计简单照搬国外，
87 式军服个别细节并没有
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图 5：
85 式军服

生，因此 85 式军服在布料和样式上实现了彻
底更新换代，并且针对兵员众多、体型差异的
的概念以提高
特点，
85 式军服首次提出了“型”
军服的适应性。85 式军服缺点是单一的军服体
系，全军只配备常服，不能满足部队作战、训练
等不同需求。有鉴于此，1984 年 1 月，
中央军委
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服装要逐步实
行系列化。1985 年 11 月 7 日，全军被装总体论
证会提出了全面改革方案，1987 年 8 月中央军
委批准定型，1988 年 10 月 1 日起陆续装备部
队，此为 87 式军服（图 6）。

图 7：87 式军服领花

1993 年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研发新一
代军服，新一代军服保留了 87 式军服优点并
参考外军军服长处，
简称 97 式军服。97 式军服
与 87 式军服相比，增加了工作服系列，另外新
增了绶带、军种胸标、姓名牌、臂章等服饰标
志，其中贝雷帽和新型夹克式短袖衬衣被 99
式军服采用。97 式军服只装备了驻香港、澳门
部队和驻外武官，
全军其他单位未装备。
97 式军服虽然国际化程度相当高，
但使用
范围有限。随着新世纪的来临，
全军有必要更
换新的服装，
99 式军服应运而生。2000 年 5 月
1 日起，全军开始统一配发 99 式长、短袖制式
用料、
颜色和工
衬衣（图 8）。99 式在样式结构、

图 6：87 式空军军校学员夏常服

87 式军服改革体现在衣领由立领改为开
领，士兵常服由 2 个口袋改为 4 个口袋，大
衣、衬衣、军帽、军鞋等也作了相应改进。87 式
军服军衔标志清晰，区分明显，军种符号设计
简明新颖，领花和帽徽采用螺帽式，方便缀钉
（图 7）。87 式军服除去礼服、常服、作训服外，
还增加了近 10 种特种服装，结束了现役军人

图 8：99 式军服衬衣以及贝雷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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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等方面均有较大改善，提高了舒适性，同时

需要说明的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也与

陆海空三军衬衣颜色为各军种基本色，并首次

解放军同步，
由于《朝鲜战争停战协定》①的规定

在全军范围配发贝雷帽。

以及中朝关系的发展，
志愿军驻朝鲜停战代表团

1.5 2000 年以后的军服变迁

一直到 1994 年才撤出朝鲜，此前国内的军服改

2004 年 12

革，
志愿军军服都采取相同的款式，
区别是取消

月 1 日，中国军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徽章等标识（图 11）。

队全体士兵和部
分军校学员统一
换发 04 式冬 常
服，材料为仿毛
面料（图 9）。04
式士兵常服样式
与 87 式 常服 相

图 11：
朝鲜板门店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着 85 式军服、中国人
民志愿军 87 式军装帽徽领花

同，共有 5 种士
兵常服、
6 个军

图 9：
04 式军服中的士兵冬常服

2 新中国军服变迁的特点

帽品种，
海军士兵常服与冬季军帽由藏蓝色改为

军服变迁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并且体现了

藏青色，
空军常服上衣由草绿改为棕绿，
此外大

新中国军服变
作为军事装备的一个鲜明特点，

规模配发士兵皮鞋。而空军在空军建军 51 周年

迁过程体现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之际也换发了 05 式常服，新常服结束了空军常

2.1 军服风格从中式逐渐演变为西式

服采用陆军上衣颜色和海军裤子颜色的历史。

军服的款式和风格能体现一个国家治军

2007 年 8 月 1 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

军服从 50 式军
思想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以后，

换穿 07 式军服。07 式军服主要改进体现在颜

服演变到现在的 07 式军服，军服的风格发生

材料以及服饰方面，首次将女军人大
色、样式、

了较大的变化。

檐帽改为卷檐帽，海军常服采用世界主流设计

建国初期的 50 式军服以及 55 式军服，都

样式，新增加级别资历章、国防服役章等服饰

是以中山装为样板。55 式军服等军服为立领

标志，增强了军服识别功能（图 10）。2015 年 7

带有浓厚的苏式色彩。
式，
沿用苏式军服款式，

月 27 日，海军和空军地勤人员使用新的制服

1959 年中苏关系恶化以后，
军服中苏式色彩就

颜色，制服是由夏季制服、春秋服、冬服和 19

逐渐消退，后来改为小翻领，实质上带有西装

个品种的徽章组成，增加了棒球帽。[2]

风格。65 式军服配发后，
71 式军服、74 式军服
以及 78 式军服都沿用了 65 式军服的风格。到
改革开放后，由于建立了新的军衔制，特别是
随着军事外交的增加，军服变迁逐渐受其影
响。到后期的 97 式、
99 式以及当前的 07 式军
服，
这些款式的军服带有小翻领、束腰式衬衣、
西裤、
大檐帽、
西式色彩很明显。
2.2 军服功能从单一化到复杂化
军服发展到现在一般有三大功能：一是识

图 10：
07 式军服女兵礼服

别功能，不同军兵种之间的军服是不同的；二

服饰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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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象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军服是一个国家

性化的特点，
无论冬夏，女同志都一律穿长裤，

军队作战能力、军人素养的集中体现；三是防

74 式军服中出现了裙装款式在当时是一个轰

护功能，当前军服已经不同于原先的普通军

动性事件。此后，
不仅女同志裙装开始部分恢

服，很多军服开始具有防弹、三防以及调温、
调

复，而且社会上也开始流行裙装款式，可见军

湿、
调气等多种功能。

服的变化牵动了整个国家人民服装的变化。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在以前只是单纯的单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的一

兵装备，
功能单一。随着作战任务的增加以及作

段时间，很多地方流行军服款式的衣服，尤其

战环境的变化，
功能也逐渐增多。建国初期中国

是北方部分地区，
一段时间流行绿色军裤以及

人民解放军军服只具有识别和象征功能，现在

冬季军式棉衣，这固然与军用品的质量上乘有

军服除去识别功能外其他功能也得到了增加和

关，
但也侧面反映了当时军服对社会的影响。

扩展。从建国初期的单一作战服以及基本只有

3 新中国军服变迁的影响因素

高级将领才有的礼服，
到现在 07 式军服已经演

纵观新中国军服变迁历程和特点，可以得

变为款式众多、
功能齐全。从棉布制作到化纤产

出影响其变迁的一些基本因素。

品，
再到现在的防火防水等多功能材料，
军服的

3.1 国家的经济实力

功能越来越多。军服日益向着功能综合和特殊

军服是一个国家军事装备的重要组成部

防护方向发展，
如作训服由单色发展为伪装色,

分，
军服与民用服装有着重大区别。军服属于

防寒、
防热、防侦视等复
并逐步具有防火、防雨、

特种服装，属于一次性消耗品，加上军人日常

杂功能。

训练导致军服消耗很快，而且军服的配备涉及

2.3 军服变迁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服饰潮流

到制版、
生产、配发等环节。因此，军服的变迁

军服不仅代表着军人的身份，也是一个人
社会身份以及社会地位的体现，特别是各国军

不仅反映出军队的后勤保障能力，更能体现背
后蕴藏的国家经济实力。

队对军人的着装都有严格的统一规定。场合不

一直到 20 世
新中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

军服
同，
对军人着装的规定也有所不同。此外，

纪 60 年代以前，国内经济总体处于恢复与重

还有整军容、
壮军威的观瞻功效。 因此，
军服

建时期。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
国家财政支

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在特定时期有影响社会

出 68 亿人民币（按照新人民币折算），供养军

服饰潮流的作用。在不同时期社会价值观不

队和战争开支就是 29 亿元，比例高达 42%，

同，服饰潮流也不同，军服虽然是军人的装束，

1951 年国防开支达到了最大比例。[5]但由于抗

但在特定背景下可以影响社会的服饰潮流。

美援朝，当时的 50 式军服仍旧保持了建国以

[3]

当时美军
20 世纪的美军在世界独步全球，

前的简朴特征，特别是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经

军服款式繁多，美军军服风格就影响了市民的

济增长出现了三次衰退，第一次为 1961 年到

服饰，可以说美军军服推动了 20 世纪 50 年代

1963 年之间，
第二次为 1966 年期间，
第三次为

服饰简便化的进程，而这一趋势反过来推动了

1977-1978 年之间。[6]这些都对当时的军服改

美军衣料的现代化发展。[4]而对于中国军队来

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即使是具有里程碑意义

说，最典型的案例即是 74 式军服的影响。74 式

的 55 式军服虽然比 50 式军服有很大改善和

军服成名于西沙海战，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

进步，
但与国外相比仍显简单。

对当时国内女装的影响。因为在 65 式军服中，

尽管国民经济总体情况不佳，但在当时国

男装与女装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进入文革以

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下，中国军费支出在 1978

后，官兵一致、男女平等的思想造成了女装男

年以前仍然每年以 5.4％的速度递增，这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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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对国防建设的重视，但国防费用中首先

此可见，
军服改革虽然只是国防工作的一部分，

是人员生活费，主要用于军官、士兵、文职干部

但也展现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加强与进步。

和职工的工资、
伙食、服装等。[7]因此军服专项

3.2 军队的作战思想及军服设计理念

费用有限，加上当时作战思想和设计理念的制
约，
中国军服款式也明显带有简单实用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作战思想还是依靠群众，打人民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长足进

争的观念，实行“全民皆兵”和军民结合、平战

步。1979 年到 1993 年，中国 GDP 年均增速为

结合的人民国防。[11]这一思想观念的直接后果

[8]
9.3%，
从 1989 年到 1999 年，
中国经济速度增长

就是从建国开始，
军队人数除去少部分年份以

年平均为 9.4%。虽然 1992 年到 1995 年之间的

后，
其余时间都保持了大量的兵员。1949 年到

军费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降低了。 但

1955 年军衔制施行期间，
中国实行的是志愿兵

由于国民生产总值在增长，军费绝对值在增长。

役制。1955 年军衔制施行后，
改为义务兵役制，

因此中国军队还是进行了新式军服的设计与配

全军除个别单位保留了极少数志愿兵役制士

发，
尤其是 87 式军服的定型配发更是说明了这

兵外，其余基本实行清一色的义务兵役制，兵

点。总后勤部 1985 年初组织专门小组对涉及新

员数量庞大，
一度达到 600 万之巨。此外，
毛泽

式军服的经费开支和相应的经济水平、现有资

东关于“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

源、生产设备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论

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论断充分

分析了 27 个国家的军服样品，
对
证，
为此收集、

体现了特定时期中国政府在军队建设方面的

一万五千名干部、战士的体形进行实地抽样测

指导思想。由于中国军队强调思想政治建设是

制定出新的
量，
对近百万个数据进行概率统计，

军队的根本性建设，无形中降低了军队装备的

军服号型，最终产生了 87 式军服，这些工作没

重要性，
导致军服设计理念长期局囿于单纯的

有强大的国力支持是难以完成的。

识别和日常功能，军服改革首先以整齐划一、

[9]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经济更是稳步发展，

简单朴素为主。

军服改革变得全面与有序。纵观建国以来的军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后，极

服改革，从简单朴素的 50 式军服到全面与国

左思潮抬头。在此影响下，
军队指导思想强调

际接轨的 97 式、99 式军服乃至 04 式、07 式军

官兵一致，反映在军服设计上就是 65 式军服

服。军服款式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全。据媒体

两者上
中军官与士兵在军服款式上区别不大，

报道：几十年来，
“白床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衣只是口袋数量不同。这种没有明显军衔区别

在寒冷地区和雪原时覆盖伪装自己的唯一途

的军服有很多缺陷，尤其是战时军政长官发生

径。而现在，
中国军队已经采用战场作战服，
丛

调换的情况下，会发生指挥混乱现象。这个缺

林、山区和沙漠伪装也越来越国际化。[10]充分

点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得到暴露，并在 1981

体现了国家经济实力增长下军队后勤保障的

年华北军事演习中得到验证。部队换装 85 式

进步与完善。

军服后，对士兵、军官、将官的服式进行改变，

间
此外，
建国后从 50 式军服到 55 式军服，
隔时间为 5 年到文革期间军服大规模的变化基

但还是存在部分级别不能迅速识别的问题，这
些都是后来实行新军衔制的现实基础。

本没有发生，只是在材料以及细节上进行了微

1978 年以后，邓小平从新的历史条件出

小变动。改革开放以后军服改革呈现了一定的

发，对国际局势做了新的判断，要求集中精力

加速趋势，
从 85 式、
87 式到 97 式再到 04 以及

进行经济建设，
这种新的治军理念深刻影响了

由
07 式，每一款军服的改革时间都逐渐缩短，

军服改革。建国以来，
即使经过 1984 年、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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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军 和原 国 民 党军 都
配发过船型帽，但中方
配 发 船形 帽 主 要 还 是
中 苏 关系 密 切 以及 模
仿苏式军服系列。稍后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
式军服受到了批判，部
队 对 船型 帽 在 感 情 上
出现变化，加之船型帽
也 不 符合 国 人 传统 的
审美观，中央军委 1957
图 12：
07 式预备役军服

年、2003 年、2015 年四次大规模裁军，中国军

年决定取消船形帽，恢
复解放帽，
可见两国关系对军服改革的影响。

队人数仍然维持在 200 万左右。而且随着军队
正规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尤其是在海军等一些
技术兵种中，军队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
军服方面也做到职业化与专业化。[12]在军服装
饰设计上也体现了志愿兵役制与义务兵役制
的区别（图 12）。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冷战的结束、国际
反恐战争的进行与中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
增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的防弹、防水、掩护
等功能都得到了重视，并且在军服的细节设计
中得到了体现。
3.3 中国外交的发展及对外军事交流的扩大

图 13：
《解放军画报》封面 55 式军服的船形帽

军服的变迁不仅是国家力量发展与军队

1965 年军衔制的取消以及相应军服的改

建军、治军思想的体现，也是国家外交开放程

革也说明了这一点。1965 年中央军委在全国反

度的侧面反映。

对“修正主义”的思潮中对实行了 10 年的军衔

1950 年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

制产生了错误认识，认为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

助条约》，中苏全面结盟。中国开始施行一边倒

经验不符合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助长了人们

的外交政策，由此在外交和内政上产生了一系

给军队增加
的名位思想。而且军衔经常调整，

列影响，体现在军服上就是 50 式军服与 55 式

了很多业务工作和思想工作。[13]由此规定以后

军服等都带有苏联的印记。1955 年随着军衔制

现役军人不分官兵，不分军兵种，一律佩戴红

的实行，与之配套的 55 式军服更是体现了这

领章，
外事活动中采取职务名称，这也是 65 式

一特点：佩戴军衔肩章、领章、军兵种符号，军

军服产生的一个背景。

官增加了礼服，特殊兵种还有特制礼服，使用

1972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稍后中美建

了将校呢、大檐帽、皮鞋等，尤其是 55 式军服

交，
中国外交逐渐开始全方位运转。但建国以

中的船形帽（图 13）。船形帽有很多优点，苏军、

后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国家还对中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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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抱有一种神秘感，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外交

公里的棉布已经完全被烧坏。[15]因此，
这种新

流较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方的保密观念。

式面料用于 71 式军服的制作后深受部队官兵

这种观念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比你们落后，
但

喜爱。

就是不让你知道我们比你们落后多少，
这就是

71 式军服耐磨性难题解决以后，
中国人民

神秘也是一种力量的思维模式。随着中国改革

解放军将研究目的转移到减轻军服重量。78 式

开放的加快以及军事外交的进一步扩大，原先

军服研究目的就是减重，其出发点仍然是利用

的军服系列很难反映出军人的军衔与资历等，

现代材料科学的发展。根据测量，
78 式军服使

在对外交往中造成一定的困难甚至误会，国内

中国军人服装在寒区减轻 15.6%、温区减轻

在军服设计上因此有了更多的参照和改革的

12.6%、热区减轻 19.2%，夏季行军负荷减轻了

必要。在后来的军服改革中，军服的设计就考

19.5%。从总体上减轻了人员负担，保存了体

虑到了这一点。驻港部队的军服就是根据中国

力，
提高了训练和作战效果。

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对外军事交流增多的实

不仅军服的一些技术指标依靠材料科学

07
际情况在 1993 年开始论证研发的。[14]04 式、

的进步，
军服的一些特殊功能也依赖材料科学

式军服设计已经明显与西方军服的设计趋同：

的发展。目前国际上军服一般采用毛料或者混

军服中增加了姓名、军兵种以及部门，还有体

纺产品，中国羊毛产量低，大量进口既不现实

现个人服役经历的勋略，从而实现了与国际接

也不可能，
只能采用混纺产品代替。中国军队

轨。

训练强度大，一些战备部队更是如此，尤其执

3.4 材料科学技术的进步

行特殊任务的部队还需要装备特种服装，有关

中国军服从 50 式军服到 07 式军服，军服

部门为此用合成纤维代替羊毛，开发生产出仿

的功能在不断增多，其科学基础在于材料科学

毛服装面料，
增加了面料的导湿、排汗性，解决

的进步。

了化纤仿毛过程中静电、起毛等难题，并根据

20 世纪以来军服已经摆脱了棉织物、毛织

高新武器对军服面料防静电要求高的特点，将

物、毛皮等材料的限制，更多的着眼于复合材

特殊复合导电丝以一定方式编入织物中，有效

料的应用，
这些材料涉及到通气性、抗水性、拒

避免了静电的产生。[16]另外，04 式士兵常服使

水性等，
因此对材料方面的要求日益严格。

用了“多重多异复合化纤长丝织物”为服装面

长期以来，中国军服材料一直依赖于棉织

保暖性、
防风性、透
料，
外观、
质感与毛料无异，

品，棉织品有优点，
但是不耐磨。20 世纪 70 年

气性和密度都达到毛料的指标，
而且有更好的

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行研制了涤纶、锦纶、

可水洗、
易干、
耐磨。
抗皱保型性，
能抗静电、

棉花三元混纺府绸夏季单衣面料。这种面料不

材料科学的进步还体现在特种工作服的

仅利用了锦纶和涤纶强力大、弹性好的优点，

使用上，特种工作服工作环境恶劣，在服装面

还有较好的耐腐蚀性。棉布衣料遇到酸碱物质

料上要求较高，除了应满足战术性能以外，还

时，常常会被烧得千疮百孔，锦纶衣服在常温

必须具有良好的卫生学性能。[17]例如普通衬衣

下，能在浓度为 7％的盐酸、20％的硫酸、
10％

洗后要挺拔如新需要熨烫，
但是液氨整理过的

的硝酸或 50％的烧碱水中不被腐蚀。面料还利

面料衬衣洗后挺拔，手感好、吸湿透气性能都

用了涤纶挺括不皱的特长，发挥了棉花吸湿透

有了较大提高，
这些都是材料科学以及化工技

气性好的优势。而且三元混纺军服的燃点在核

术进步的结果。

战争条件下明显地高于纯棉服装的燃点。据试

当前，国际军服领域正朝着高性能、多功

验，在某一当量的大气层核试验中，离爆心 15

能、
智能化、
复合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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