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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限制了日本军工产品

和国防科技工业产业的发展。自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

的发展转变，美国对日策略随之调整，日本重新开始发展

国防科技工业。近年来，日本设立了防卫装备厅，积极推

动日本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日本政府设立防卫装备厅

武器装备是一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成果的具体体

现，在国防经费受限的背景下日本政府成立“防卫装备

厅”统筹武器装备发展，出现诸多新动向，需要中国引

起重视。日本政府设立这一机构的目标在于，维持日本

的武器装备生产及国防科技水平，控制武器装备生产

成本，服务日本的国防建设。
（一）防卫装备厅的设置背景

日本为巩固国防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确保其军事

力量地位，效仿美国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在整合既有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部门的基础上，在 2015
年成立了“防卫装备厅”（ATLA），直接隶属于日本防务

省，用以统筹日本的国防科技领域相关部门，管理日本

的武器装备生产[1]。防卫装备厅是日本从事武器装备研

究、发展、实验、评估的唯一机构，承担着日本自卫队武

器装备的技术研究和技术开发任务。研究的武器装备

主要包括：飞机、制导武器、坦克、兵器、车辆、舰船、电
子设备等。

（二）防卫装备厅的机构设置情况

在合并整合原有经理装备局、技术研究总部、装备

设施本部、参谋部等国防科技工业相关部门的基础上，

防卫装备厅目前由 6 个部门、5 个研究所及 3 个试验场

组成。以下分别分析这 6 个主要部门。其一，长官官房。
长官官房不仅负责协调防卫装备厅的内部事务，而且

还承担了武器装备的设计和试验等职责。其二，装备政

策部。装备政策部负责武器装备采购改革、推进武器装

备国际合作及提高国防科技水平等。其三，项目管理

部。项目管理部负责武器装备研发项目管理，以维持和

提高日本武器装备的生产制造水平。其四，技术战略部。
技术战略部主要推动武器装备方面的官产学三方合

作，促进军民两用技术发展。其五，调配管理部。调配管

理部负责日本武器装备产品的采购工作。其六，调配事

业部。调配事业部负责武器装备采购中的资料收集、研
究调查及签订合同等工作。

（三）防卫装备厅的主要政策

1.维持武器装备供应。2013 年日本政府的“防卫大

纲”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强调，要维持和强化武器

装备的生产和研究，重视项目管理。首先，防卫装备厅

下属的装备政策部作为政策实行的主要部门，推动的

措施有：一是调查和研究日本国防产业的现状及问题；

二是完善武器装备采购制度，改革现有的合同制度，在

增强合同的灵活性的同时，延长合同的签订时间；三是

激励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从而降低武器装备品的采购

价格。其次，防卫装备厅下属的调配管理部和调配事业

部的主要政策包括：其一，实施武器装备采购一体化改

革，提倡采购跨军种通用的武器装备产品，提升信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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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程度，降低采购成本。其二，畅通供需双方信息沟通

渠道，将武器装备的需求以最快的速度反映到武器装

备生产企业，提高武器装备的研发和调配效率。
2.提升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提升武器装备技术是

日本政府关注的重点，重点措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

先，防卫装备厅下属的项目管理部，为提高武器装备

性能和国防科技研发，引入美国的项目管理方式，以签

订项目合同的形式，明确产品需要达到的目标和要求，

同时雇佣项目经理，给予其较高权限，由其负责项目

的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全过程，协调与项目相关的

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参与项目实施。项目管理部的

主要政策有：一是推动重要装备系统采购的项目化；

二是设置项目管理员及项目推进小组，推动武器装备

项目研发。
3.注重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为维持日本在国防科技

领域的优势，2014 年日本政府决定实施“国家安全保障

战略”，并在当年度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指出了发展军

民两用技术的重要性。防卫装备厅下属的技术战略部

负责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发展，主要的政策包括：一是

制订中长期发展计划；二是制定研究计划开发愿景。在

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发展方面，技术战略部的着眼点在

于：第一，设立“综合技术创新会议”（CSTI），实施跨政

府部门的综合技术创新措施，投资于能够带来巨大社

会变革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推动军民两用技术

发展。第二，建立“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与国

内研究机构合作研发军民两用技术。“安全保障技术研

究推进制度”资助的主体不仅限于科研单位，还包括

民间企业。例如，在 2016 年获得这一资助的机构既有

富士通、松下等民营企业，也有理化研究所、JAXA、
JAMSTEC、神奈川工科大学、丰桥技术科技大学、东京

工业大学、东京电机大学等科研教学机构。研究的选题

范围包括量子通信、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
无人机等。日本政府用于“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

度”的预算，在 2015 年度为 3 亿日元，2016 年上升至 6
亿日元，在 2017 年则上升至 110 亿日元。

4.加强国际合作。自 2014 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来，扩大了日本武器装备出

口的对象和范围。2014 年，日本政府制定的“防卫生产

与技术基础战略”中指出：“在日本政府的指导之下，积

极开展国际武器装备技术合作，维持日本的武器装备

生产与技术水平。”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加强国际合

作谋求武器装备出口；另一方面，日本还通过与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国防科技方面的研究合作，包括

共同研究、共同开发、共同生产等。如，日本与澳大利亚

开展潜艇研发合作，与美国开展垂直起落运输机合作

等。通过加强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促进引进先进的国

防科学技术，降低研发风险，提升研究开发效率。此外，

防卫装备厅的技术战略部不仅负责研发国防科学技

术，而且还承担了武器装备出口时的技术审查任务，严

格审查出口的武器装备，防止技术流出。

二、日本国防工业发展情况

二战后日本的国防工业发展体制具有“寓军于民”
的显著特征，军事用品的生产与研究开发工作完全由

民间企业承担完成，而政府主要发挥引导作用，积极调

动与利用民间企业的科研力量，推动科研技术发展。在

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国防工业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一定的比重

2016 年，日本国内国防产业的规模为 1.8 万亿日

元，与日本的飞机产业、造成产业以及家用电器产业的

规模相似，其中电子通信设备、航空器、诱导武器的市

场规模分别为 3 230 亿日元、3 082 亿日元以及 1 583
亿日元[2]。日本的国防工业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产业，而

是涵盖了车辆、飞机、舰船、弹药、服装、燃料等产业部

门的复合性产业。从总体上看，日本国防产业在日本的

国民经济份额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日本国防工业的产

品主要用于满足日本自卫队的装备需要。
（二）“军民一体”的国防工业管理体系

战后日本的国防工业形成了军、官、民“三位一体”
的管理体制。日本政府制定武器装备发展方针；日本防

卫省则是军工产品国内的唯一用户，承担武器装备生

产计划的制订工作，主要通过合同的方式购买民间企

业所生产的武器装备产品；日本经济产业省通过制定

法规，负责管理武器装备生产工业，推动武器装备生产

工业的有序发展，同时在技术领域注重推动军用和民

用技术之间的相互转换。在此基础上，日本的国防科技

工业发展出了一条“寓军于民”的道路，武器装备的研

制和生产工作均由民间企业实施完成，而日本政府并

不拥有国营的军工企业。此外，日本政府主要通过制

定“防卫计划纲要”，指导国防科技工业发展[3]。此外，在

产业组织领域，日本的国防工业具有系列承包的产业

组织特征。日本的大型民营企业作为“总包企业”获得

订单和资金，再对其进行分配和转包，由分支部门或中

小企业承担具体零部件生产，形成层层承办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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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强大的民用工业基础作为支撑

日本国防产品具有军民两用程度高的特点，军品

大部分可以与民品相转换。日本民用工业中车辆、发动

机、造船、机械、电子、化学、光学、智能机器人等技术处

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很大程度上具备军民两用特征，

可以直接转化为军工生产力，而军工产业的研发又可

以带动工业技术，产生“军民互促”的联动效应。例如，

三菱重工可以使用相同的员工和设备同时生产民品或

者军品。1990 年，三菱重工的工厂设备中有 90%可以

既生产民品也可以生产军品。

三、日本国防科技发展情况

战后日本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其国防科技水

平也有了较大提高，特别是在军民两用技术方面具有

优势，有必要分析日本的国防科技与军民两用技术的

发展情况。
（一）日本军民两用技术快速发展

日本政府始终注重国防科技的研究开发，通过吸

收美国的先进技术，形成了较高的国防技术水平。日

本政府是国防科技发展的最主要推动者，起到了引领

与指导作用，通过利用强大的民用生产技术，日本的

国防科技水平也有了较快速度的提升。由于战后日本

的军事发展受到限制，所以其军事科技多具有军民两

用性，在高科技领域日本的军民两用性表现也就更为

突出。日本在制造领域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例如，

日本的机器人产业就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优势。
2015 年日本的安川电机、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的机器

人产品销量在全球机器人销量中的比重达到了54.5%[4]。
此外，日本在半导体芯片领域也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如

用于汽车产业的控制自动驾驶的汽车芯片、物联网芯

片、半导体材料技术等方面，日本仍然具有不可替代

的优势地位。近年来，日本在飞机、舰艇、战斗车辆等

方面的装备技术不断提高，并向高性能好的方向发展。
日本在持续推进在半导体技术、复合性材料、高精度

红外线感受器等方面的军民两用技术发展，试图实现

双向的溢出效果。此外，日本的纤维材料在世界处于

先进水平。这些民用科技也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
例如，日本的纤维材料就被应用于最先进的战斗机上，

例如日本在其F-2 战斗机上就广泛使用了炭纤维材

料，而这些材料原本是用于运动、休闲等领域。此外，

日本的民用耐热材料技术，由于具有较好的耐热性和

电波吸收性能，被用于最先进的战斗机的引擎之中[5]。
快速发展的民用科学技术为日本的国防科技发展奠

定了基础，使得日本的科技力量成为期战后国际安全

战略格局中的重要砝码。
（二）在国防科技的各领域日本均处于较高水平

航空工业是日本国防工业中的重点，其支援战斗

机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准。在战斗机方面，日本从2005
年开始着手实施对美国 F15 战斗机的改造工作，并在

2009 年完成了对于机载雷达系统的改造工作，日本航

空自卫队技术领先优势逐步形成。在机载武器方面，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日本就开始致力于推动主动制导

的雷达导弹技术，不仅掌握了这一技术，同时还取得

了新的突破。在航空航天领域，日本的太空技术不断

发展，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空间观测等技术水平处于

世界国防科技水平前沿。除此之外，日本的雷达在世

界也处于先进水平。日本首次将相控阵雷达（Phased
Array Radar）搭载于 F-2 战斗机上，从而实现了无机

械动作地控制雷达电波的发射。在导弹技术领域，由

于日本拥有先进的半导体芯片技术，从而使日本的精

确制导技术获得了快速发展，日本的战术导弹积水水

平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例如，日本自主研制的

90 式反舰导弹已经取代了美国生产的“鱼叉”反舰导

弹。2015 年，日本开始装备新型的 12 式反舰导弹，因

为采用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使其精确制导技术更

为先进，能够更准确地实现攻击目标。在导弹领域，日

本是唯一能 够采用其自 身的专利生 产宙斯盾BMD
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宙斯盾 BMD 导弹防御系统有

些发射装备在美国已经停止生产，能够生产这些设备

的国家只有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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