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1期 

*12  以色列少獅戰機升空      

*13  T-46前途未卜    

*14  SS-25違約部署    

*16  海虎號下水典禮       

*17  美國洲際飛彈展望    

*18  F-5結束生產      

*19  中共潛艇疑雲       

*20  殲八乙型新計劃       

*21  英國大嘴鳥教練機出廠      

*23  何謂導引武器    

*28  飛彈結構與外型      

*36  精密導引武器的靈魂   

*46  控制飛行的設備   

*50  M1主力戰車新貌    

*60  F-5E對 Mig21     

*68  防彈背心的奧秘   

*76  認識敵人專題：中共步槍發展近況     

*80  單座戰機的優劣     

*90  歷史的軌跡：M4薛曼系列中戰車  

*98  蘇聯情報：Mig-23戰機系列     

*102 航空發動機系列之三：現役發動機翹楚 

*114 貝恩橋號復役   

*115 中共雷射射擊模擬系統   

*116 地獄火前景光明   

*117 T-54/55戰車改裝砲塔   

*118 海軍 RPV先鋒 

*119 AMSS發展計劃  

*120 空射刺針問世   

*120 VEMS訓練水雷系統  

 



#第 32期 

*14  金蘭灣海空軍基地現況        

*16  北海艦隊基地   

*18  龍式戰機新生代   

*19  德法直昇機蛻變     

*20  中共 SH-5反潛機    

*22  戰火浮生     

*24  誰是高效率戰鬥機      

*38  C-17戰略戰術運輸機       

*46  蘇聯 SU系列戰鬥機   

*60  法國 ASMP巡航飛彈  

*68  左輪或自動手槍    

*74  散彈槍或衝鋒槍 

*82  不列顛實驗旋翼計劃 

*88  蘇聯情報：SA-8守宮飛彈   

*92  歷史的軌跡：JU-87俯衝轟炸機(上)   

*104 長提號飛彈巡洋艦  

*110 法國雷勒克主力戰車    

*111 先進阿帕契問世    

*112 空載光學監視系統 

*114 M2提昇防空性能  

*114 瑞典 90年代戰鬥車砲塔 

*115 C-160加百列電子作戰機   

*116 A-7＋攻擊機改良計劃    

*117 M114/39榴彈砲    

*118 Fass 90/SIG 550瑞士新制式步槍 

*119 AN/ALQ-135  

*120 S-2改良計劃 

  

   

 



#第 33期 

*16  兩伊相爭中共得利    

*18  中共衛星地面站  

*18  美國陸軍配發 M9刺刀  

*19  鐵路機動型 MX飛彈    

*20  少獅 2號原型機試飛  

*21  蘇聯新潛艇新情報    

*24  T-46正式結束  

*26  戰火浮生     

*30  1990年代空戰形式 

*40  先近座艙設計 

*48  前翼戰機將領風騷    

*58  認識小口徑武器：射擊命中率問題  

*68  偵查計劃與程序 

*76  蘇聯情報：SS-20彈道飛彈   

*82  法國 100公厘自動艦砲  

*88  認識敵人專題系列：中共江湖級巡防艦新貌  

*94  歷史的軌跡：JU-87俯衝轟炸機(下)    

*102 航空發動機系列之四：各種航空推進方式  

*110 RPG-22反戰車火箭砲現形 

*110 美國發展反輻射 RPV  

*111 地衛砲兵射擊指揮系統   

*112 H-76評估新式武器掛假架   

*113 多重地雷散佈系統  

*114 波蘭直昇機新功能 SM-2/Mi-24W  

*115 IKL潛艇逃生艙  

*118 中共發表戰鬥刺刀  

*118 英國艦射海鷲飛彈  

*119 海標槍艦用防空飛彈  

*120 三星式 K.Mk.1空中加油機 



#第 34期 

*11  史塔克號預襲事件      

*14  中東軍售競賽  

*17  JAS39原型機出廠 

*20  日本航空自衛隊     

*23  蘇聯雷達站曝光  

*24  戰火浮生    

*26  F-15鷲式空優戰鬥機(上)     

*44  主力戰車的最佳選擇    

*60  蘇聯情報：蘇聯飛彈的編號與命名   

*68  蘇聯○型巡航飛彈潛艇 

*74  航空發動機系列之五：渦輪發動機基本構造      

*82  認識小口徑武器：射擊循環原理 

*92  認識敵人專題系列：旅大級驅逐艦  

*98  歷史德軌跡：德國戰艦鐵必茲  

*108 發動機大競賽            

*111 Mig25新生代     

*112 美國海軍 F-16N    

*113 BQM-74C靶機    

*114 Su-27執勤照片 

*115 RPG-7反戰車火箭練習彈      

*116 西德新軍服 

*118 武漢級潛艇   

*119 第二代鷹式 200攻擊機試飛   

*120 南非美洲豹直昇機砲艇  



#第 35期 

*10  海鷹 2號威脅波灣安全      

*12  巴黎航空展中共展示自製戰機       

*14  蘇聯新型火箭加力器能量號式射成功     

*17  SP-70計劃功虧一匱      

*20  戰火浮生  

*22  特別報導：國軍展示新武器      

*26  最佳設計的抉擇      

*38  運用非傳統船型       

*50  生死存亡的關鍵     

*58  F-15鷲式空優戰鬥機(下) 

*70  西德提供的改良計劃：M41GT1      

*74  西德空軍 F-4F改良計劃  

*80  蘇聯情報：鸛級氣墊船  

*86  認識小口徑武器：槍械之安全機構      

*96  歷史的軌跡：比基尼的震撼       

*106 蘇聯降落傘火箭系統    

*107 FAL步槍 5.56公厘改造組件       

*108 AN/APG 70 雷達     

*110 荷蘭威費船廠提案泰國反潛巡邏機    

*110 中共接收法國反潛裝備    

*112 SDI：彈性輕型敏捷導引實驗      

*113 以色列閃電 I型點防禦飛彈系統      

*114 義大利陸軍 VCC-80步兵戰鬥車   

*115 颶風戰機航艦進場測試      

*117 AS90 155公厘自走砲     

*全球防衛雜誌第五卷 29至 34期總目    



#第 36期 

*10  美國軍艦為油輪護航       

*12  中共推出超音速海鷹飛彈      

*14  伊朗亟思輸出革命與武器   

*16  小口徑武器策略 2000       

*20  戰火浮生      

*25  逆火式轟炸機      

*40  空對空飛彈的故事第一部份：初期發展       

*48  亞當斯級飛彈驅逐艦         

*56  戰術飛彈新技術        

*70  航空發動機系列之六：渦輪噴射發動機性能   

*80  認識敵人專題系列：中共空軍殲擊機部隊        

*92  認識小口徑武器：小口徑彈藥設計   

*98  歷史的軌跡：比基尼原爆試驗結果評析   

*106 了解飛機設計系列之一：機翼的設計    

*116 蘇聯情報：SA-9墊圈機動防空飛彈     

*119 美國彈道飛彈預警系統：改裝相位陣列雷達 

*120 巴黎航空展：以色列超級幽靈機     

*123 奧地利 120公厘 SM-4多管自走迫砲     

*124 SH-60F航艦直昇機及衍生型 HH-60H HH-60J  

*127 以色列奧佛熱影像精靈炸彈    

*128 中共長空一號 C型遙控飛行載具  



#第 37期 

*10  北約華約兵力比較     

*14  美國陷掃雷困境   

*16  美日人員參觀中共航太工業區    

*18  波斯灣美國特遣隊點將錄      

*22  戰火浮生    

*27  軍艦：武器系統    

*30  海空監視網       

*40  對付潛伏的敵人       

*48  反艦飛彈的衝擊      

*56  現代艦砲的角色    

*64  米格新銳：Mig29空優戰鬥機      

*74  了解飛機設計系列之二：可變翼探究   

*80  空對空飛彈的故事第二部份  

*88  蘇聯情報：SS-21砲兵飛彈    

*92  認識敵人專題系列：中共空軍戰術打擊部隊     

*104 歷史的軌跡：英國巡航戰車(上)    

*112 雷達波吸收材料     

*113 GBU-15導引炸彈與 AGM-130飛彈     

*115 英國酋長式戰車加裝附加裝甲  

*116 法國 BAP 100 跑道破壞炸彈    

*118 蘇聯 RPO-A縱火火箭   

*119 英美 AV-8 II式多任務衍生型   

*120 首架 A-6F發展原型機出廠 

 

 



 

#第 38期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10  以色列少獅計畫宣佈中止 

*14  蘇聯無聲潛艇 

*15  美國陸軍戰區前緣防空系統 

*17  中共戰機新發展 

*18  伊拉克武器市場 

*20  戰火浮生/交流站/全球防衛論壇 

*26  由歷次戰役分析技術情報與戰車設計 

*38  空對空飛彈的故事第三部份：紅外線歸向飛彈 

*50  蘇聯情報：SA-4扒手機動防空飛彈 

*56  瞭解飛機設計系列之三  垂直起降機研究低跡訊輕武器專題 

*64  減音、滅光、抑震 

*74  性能與運用的限制 

*90  美國薛曼級驅逐艦 

*100 歷史的軌跡：英國巡航戰車（下）戰爭中的發展 

*110 美國 AGM-136A沈默彩虹反輻射飛彈 

*111 法國湯姆森 CSF裝甲車駕駛模擬器 

*112 天眼式 RPV傘翼回收系統 

*113 海火神 20機砲/防空飛彈系列 

*114 雷斯安發展神盾增程型標準飛彈 

*117 北約模組距外武器（MSOW） 

*118 機動飛機捕捉系統 

*119 蘇聯核生化偵察車 BROM-2RkhB 

 



 

#第 39期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10  美伊波斯灣正面衝突 

*15  P-3B與 Su-27在巴倫支海上空遭遇 

*17  中共大地衛星地面站 

*19  中共公開新型主力戰車七九式 

*20  戰火浮生/交流站/全球防衛論壇  

*26  空對空飛彈的故事第四部份：中長程殺手 

*38  戰車之演進歷程 

*52  淺海反潛作戰 

*60  認識敵人專題系列：中共運輸機與直升機 

*68  導引炸彈今昔 

*82  瞭解飛機設計系列之四：武器之攜載與投射 

*92  裏海之怪：翼地效應載具 

*98  蘇聯情報：SA-12戰略戰術防空飛彈系統 

*102 木製奇蹟：蚊式機（第一部份） 

*112 美國夜狐特戰直升機 

*113 法國簡納斯與火星空戰模擬器 

*115 英國龍捲風戰機創下越洋紀錄 

*116 土耳其海軍接收海衛近迫武器系統 

*117 沙烏地阿拉伯鷹式與 PC-9教練機 

*118 蘇聯 SPG-9無後座力反戰車滑膛砲 

*120 英國航太公司低空防空武器模擬器 

 



 

#第 40期 

*10  戰火浮生 

*軍事家觀察站/簡訊 

*12  波斯灣風雲際會：波斯灣護航艦隊點將錄 

*18  美國主計處抨擊反戰車武器效能低 

*19  中共軍用機進駐西藏 

*22  交流站/全球防衛論壇 

*26  反潛高手：美國海軍史普魯斯級驅逐艦 

*40  認識敵人專題系列：中共陸軍戰鬥服裝 

*46  貝瑞塔突擊步槍：由 AR-70到 AR-70/90 

*52  蘇聯情報：SA-N-4防空飛彈 

*58  瞭解飛機設計系列之五：戰機垂直尾翼設計 

*68  需求孔急的美國驅逐艦新生代 

*78  空對空飛彈的故事第五部份：1990年代的展望 

*88  蘇聯戰略飛彈的設計與發展 

*96  木製奇蹟：蚊式機（第二部份） 

*108 德國風扇教練機 

*110 捷克 RPG-75反戰車火箭 

*111 諾斯若普搬運蒙皮機器人 

*112 美國陸軍 M88系列裝甲救濟車 

*114 美國 GEC可攜行飛機磅秤系統 

*115 寇爾摩根微型前視紅外線系統 

*116 湯姆森 CSF公司：蘭花與使坦托監視雷達 

*118 蘇聯 KTD-1雷射測距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