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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F-X战斗机发展动向观察

|| 孙友师

2021 年 3 月 3 日， 日 本《 总 裁 》
杂志（President）网站刊文《“令和零战”，
日本防卫省不可让步的一个条件》（“令
和のゼロ戦”の開発で防衛省が絶対
に譲らなかったひとつの条件）。题
目中“令和零战”指的是日本正在研
制的下一代战斗机（F-X），意即令和
时代的“零式”战斗机。“零式”战斗
机是二战时期日本研制的主力战斗机。
该文介绍了日本下一代战斗机研制相
关的一些背景信息，提出了一些有意
思的观点，可反映日本民间对该项目
的看法。作者半田滋为日本军事记者，
原东京新闻社论兼编辑委员、独协大
学专职讲师、法政大学兼任讲师，著
军事相关书籍多部。孙友师将该文编
译，为各位读者对日本下一代战斗机
研制过程提供观察窗口。

安倍前首相强行推迟
下一代战斗机研发

日本防卫省 2021 财年预算中为下
一代战斗机安排了 576 亿日元的经费。
此前，防卫省开展了“考虑国际合作”
的概念设计，选定三菱重工作为主承
包商，并选择美国洛马公司作为分包
商。2021 年开始将在上述经费的支持
下开始正式的研发工作。

从“国际合作”的措辞来看，很
遗憾，日本没有独立研发下一代战斗
机的能力，必须借助美国等航空强国
的支持才行。可是，如果安倍政府决
心再大一点儿，并非不能跨越需要国
际合作的壁垒，但时任政府领导人怯
懦，将维持美日良好关系作为最优先
事项的安倍晋三强行推迟了下一代战
斗机的研发进程。（2019 年，日本一群
议员联名上书安倍，建议“早日启动
日本主导的下一代战斗机研发”，安倍
称 ：“日本主导研制很重要，但是跟美
国合作也很重要”——本文括号中内
容均为编译者补充）

响应了特朗普总统的
“购买美国产品”，可是……

下一代战斗机是航空自卫队现有
92 架 F-2 战斗机的后继机型。由于 F-2
战斗机将在 2030 年前后开始退役，防
卫省从 2017 年就开始研讨下一代战斗
机研发问题。可是，安倍内阁 2018 年
12 月决定增购 F-35 战斗机，硬是把
F-35 横插到下一代战斗机的前面。增
购的 105 架用于替换航空自卫队 F-15
机队中 99 架老旧型。（日本 201 架 F-15
中有 99 架未进行过现代化升级）强制
用 F-35 替换没到退役期的还能使用的
F-15，是出于响应特朗普总统“购买
美国产品”的要求。为了给美国政府
送钱，日本政府做出了“进口完成机”

（不再由日本企业组装）的决定，防卫
省花费 1870 亿日元在三菱重工等建立
的 F-35 总装线在完成此前订单生产
之后将停用。（早期购买的 42 架 F-35
中前 4 架在美国生产，后 38 架由日本
组装。）此中问题很大！

如果停止生产飞机
飞机制造技术就会丧失

无论是战斗机还是客机，如果停
止生产，飞机制造技术就会出现断层。
日本国产支线客机“空间喷气机”（就
是原来的三菱支线喷气飞机 MRJ）开
发出现困难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日本
二战之后被美国禁止研制飞机，解禁
后研制了 YS-11 运输机，但那之后没
再研制过客机。

增购 F-35 有可能使日本丧失战斗
机制造技术。深感焦虑的防卫省在尚未
确定国际合作方式的情况下，在 2019
年预算中以“未来战斗机”为题安排

了 57 亿日元的研究经费。在 2020 年
预算中，项目名称改为现在的“下一
代战斗机”，开发经费为 111 亿日元。
防卫省利用这些经费推进了研究工作，
到去年 12 月为止，已经确定了下一代
战斗机的开发概念。

防卫省认真地以研发
“令和零战”为目标

说到空战，就会联想到战斗机之
间近距离战斗的空中格斗。但是，随
着导弹技术和信息共享网络技术的进
步，空战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从视距外发射导弹的战斗方式
是主流。在这种空战中，雷达难以显
示的隐身战斗机占据了优势 ；另一方
面，也需要能够综合信息以正确掌握
敌机位置的功能。在对其他国家战斗
机研制情况观察的基础上，防卫省确

定下一代战斗机的概念应是同时具备
以下三点能力的飞机 ：①应对以量取
胜的敌人的先进网络战 ；②优秀的隐
身能力 ；③搜索、探测敌机所不可或
缺的先进传感技术。

在防卫省的资料上，用不同的字
体写着“可实现这种作战方式的战斗
机还不存在”。可知，防卫省在很认真
地以研发“令和零战”为目标开展工作。

只有具有实战经验的国家
才能研发战斗机

但是，仅仅靠日本的技术是造不
出理想的战斗机的。日本国内唯一有
制造战斗机能力的三菱重工在防卫省
资助下研制了先进技术验证机 X-2（即

“心神”），该机 2016 年首飞，但是发
动机推力太小（XF-5 发动机，单台推
力 5 吨，“心神”上安装 2 台），使该
机成了一架小型飞机。该机虽然不能
作为战斗机使用，但是验证了隐身技
术。另一方面，发动机制造商石川岛
播磨（IHI）在向 X-2 提供发动机后，
又研制了 15 吨推力，性能满足下一代
战斗机要求的发动机。另外，三菱电
机公司拥有制造世界顶级雷达的技术。

问题是，如果只是单纯地组合上
述技术，还无法研制出下一代战斗机。
处于战斗机核心部分的软件和武器系
统等，如果不是拥有实战经验的国家，
就无法研制出合格的产品。这一点防
卫省也明白。2018 年，防卫省向美、
英两国政府发出了方案征询书。之后，

收到了美国洛马公司、波音公司和英
国 BAE 系统公司的方案。

洛马公司被选为“分包企业”

防卫省 2020 年 10 月选定三菱重
工作为下一代战斗机的主承包商，并
将洛克马公司选为“分包企业”。虽说
三菱重工是日本国内最大的防务企业，
但洛马公司是世界军工巨头。胳膊拧
得过大腿吗？

不得不提的是，围绕战斗
机研发，日本曾被美国坑过。
20 世纪 80 年代日美共同（以
洛马公司 F-16 为基础）研发
F-2 战斗机的时候，美国以国
会反对为由没有向日本提供飞
控软件，造成了 F-2 开发经
费高涨。

现在，三菱重工为主承包
商，洛马为分包商。这是一个
足以让人时不时回忆起往事的
配角吧！

“政治能力、技术能力的差距”
使日本失败、美国胜利

F-2 研发结束后，美国又要求参
与机体制造，并要求日本支付 40% 的
制造费用。日本政府妥协，按美方要
求付了钱，其结果是，F-2 的采购费
用由原先估计的约 80 亿日元涨到了
120 亿日元。单发的 F-2 竟比双发的
F-15 还要贵。防卫省原计划采购 141
架，调整到了 94 架。

另一方面，美国得到了日本的碳
复合材料制造技术，该技术可减轻机
体重量，洛马公司将其应用到 F-22 和
F-35 上，获益匪浅。彼此政治能力
和技术能力的差距使日本成为了败者、
美国成了胜者。

F-2 生产结束后，谈起三菱重工
的战斗机制造，只有 F-35 战斗机的“组
装”。这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想让日本获
得战斗机制造技术，因而不给生产许
可证，只允许部件组装。

防卫省研发下一代战斗机的
一个条件

日本组装完成的 F-35 归美国政府
所有，美国再以比单纯进口高 50 亿日
元的价格卖给日本，单机价格达到了
150 亿日元（约 1.4 亿美元，而 F-35A

最新国际报价已降到 8000 万美元以下
了）。由于这个价格差，安倍政府后来
增购的 105 架 F-35 全部为单纯进口。
事实上，没有单独制造战斗机技术的
日本，对于美国的任意妄为是无计可
施的。

防卫省在研发下一代战斗机时，
将“可根据我国主体判断修改和升级
的改修自由度”作为合作条件之一，
希望打破未经美国允许就不能修改的

先例。另外，为了能够让日本国内企
业参与，维持国内产业基础，还要“适
时、适当的修改及提高修改能力”及“从
确保高出动率和提高应对能力的观点
出发，需要保持国内基础”。

如果让美国掌握主导权的话，就
会一切以美国为主。如果下一代战斗
机在关键时刻陷入无法使用的状况，
还不能适时、适当修改的话，那就会
令日本陷入困境。

观察政府和产业界的窗口

在下一代战斗机的合作中，洛马
公司被置于只从事三菱重工和防卫省
认为必要范围内业务的“配角”位置。
防卫省提出的这个国际合作的方向性
恐怕没有错。但是，美日之间技术上
存在差距，以这种客强主弱的合作方
式，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能否顺利进
行，无人知晓。

只是，这次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
将成为日本能否改变唯美国马首是瞻、
成为真正独立国家的试金石。因此，
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观察日本政府
政策走向和产业界应对能力的极好机
会。

日本防卫省
对下一代战斗机
概念特征的描述

（日本防卫省图
片，孙友师先生
汉化制图）

大小航母争论再起——这次是认真的吗?
|| 颜思铭　陈明环

近期有美媒报道，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美国军方将开始一场关于其航母舰队未来
发展方向的激烈辩论，其结果很可能将对
美国海军航空兵 2030 年后的发展方向产
生重大影响。

新规划将终结大型航母 ?

2019 年 12 月，美国海军发布了“海
军 30 年造舰计划”，这是一份长期规划文
件，或将为美国改变航母发展的战略打开
了大门。

该文件呼吁美国在 2022 财年对航母
装备的力量结构进行深入分析。据一位高
级海军官员透露，这次航母发展方向的分
析可能建议海军选择重新设计轻型航母、
对美国级两栖攻击舰等现有舰船进行改造
以作为轻型航母、或建造“福特”级航母
的第 5 艘（CVN-82）。这项研究将作为拜
登政府决定未来航母舰队发展规模的一个
工具。

目前美国预计将花费 495 亿美元购买
4 艘福特级航空母舰，其中：“杰拉德·R·福
特”号（CVN-78）花费 133 亿美元 ；美
国海军“约翰·肯尼迪”号（CVN-79）
114 亿美元 ；“企业”号（CVN-80）123
亿美元 ；多里斯·米勒号（CVN-81）125
亿美元。

相比之下，一艘“美国”级两栖攻击
舰的造价约为 42 亿美元。在一些海军圈
子里，混合使用大型和小型航空母舰的想
法很有吸引力，这不仅是省钱的一种方式，
也是执行分布式操作的一种方式。然而，“福
特”级的支持者表示，更高的舰载机出动
率和更低的运营及人员成本，将抵消福特
级航母高昂的价格。

从未平息的航母争论

航空母舰作为海军力量的象征，已历
经百年的发展历程，世界各国还将继续投
入数十亿美元来制造和改进各自的航空母
舰。在美国海军最新的 30 年造舰计划中，
详细说明了美国可以在不影响政府财政的

情况下成功地改变其战略，这就意味着美
军必须决定在确定的预算下，是继续投资
大型的“福特”级航母，还是转而采购量
级更小的、可分布式使用的轻型航母。例
如三艘轻型航母建造成本和一艘 10 万吨航
母相当，那么建造三艘轻型航母还是建一
艘大型航母就产生了争论。

反对大型航母的人士认为，现代反舰
武器系统使大型航空母舰轻易地成为攻击
目标，因此可以选择一支由轻型航母组成
的舰队，每艘轻型航母搭载的飞机数量虽
然更少，但小型航母使用起来更为灵活，
分布式部署在整体上也具备更强的抗损能
力。随着导弹技术和战斗机技术的进步，
对大型航母攻击的可行性和轻型航母舰载

机的战斗力都在提升，例如，
轻型航母搭载的 F-35B 战斗
机仍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这
似乎为大型航母反对者提供了
最新的论据。

实际上，这样的辩论长期
以来一直存在着。早在二战爆
发前，围绕着《华盛顿海军条
约》的吨位份额，美国海军就
如何利用约 70000 吨的份额产
生争论。显然同样的吨位造小
航母可以多造，造大航母只能
很少 ；但是小航母的战斗力和
适航性都远不如大航母。最终

通过实践，大航母取得了胜利。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时任美国海军作

战部长朱姆沃尔特提出造一型常规动力的
中型航空母舰，名为“制海舰”。“制海舰”
比“尼米兹”级小，建造成本更低。这一
计划也受到海军“大航母”派的反对，在
朱姆沃尔特卸任以后，“制海舰”马上消声
匿迹，“尼米兹”级航母则成为后来美国海
军的中坚。

美国目前还在进行类似的争论。然而，
相关人士呼吁建造更多的是轻型航母，而
不是中型航母，轻型航母的载机数量只有
传统航母的 50%~66%。

透过争论看本质

实际上，本次航母争论与前几次争论
产生的背景相似，都是在国家经济上或政
策上受到一定限制，才会考虑航母大小的
问题 ；如果没有任何经济或政策上的限制，
显然是大型航母是最好的。

但对于有些国家来说，如果正逢其研
究其海军发展方向之时，而且缺乏相关经
验，那么很有可能被这种大小航母的争论
所误导。

例如苏联

在 70 年代那次争论的时间里，当时
对于苏联来说正是其由近岸防御走向远洋
进攻的关键转型时期。苏联此时在建设远
洋海军的问题上，走的是理论先行的科学
路线，理论核心是时任苏联海军元帅戈尔
什科夫的“均衡发展论”，要在远洋海军建
设上发展一支强大的大型核动力“导弹化”
的水面舰艇部队，并出为这支舰队提供反
潜和防空掩护的目的，也需要发展一些“载
机舰艇”。

然而，由于苏联在舰载航空兵方面极
度缺乏相关经验，因此不可避免要关注美
国海军的作法。因此，当时这支红海军的
建设者很有可能受到美国“大航母小航母”
的争论影响，最终推出了“基辅”级“载
机巡洋舰”。除了吨位稍大，“基辅”级无
论是从设计理念还是作战定位上，都与朱
姆沃尔特当时提出的“制海舰”概念极为
相似。而等到后来苏联发现美军大型航母
的战斗力时，此时苏联经济已经下滑，无
力重新研发制造大型航母。

因此，要想吸取其他国家舰队建设的
经验，又不想被其争论所误导，最好的办
法是要关注他们向自己的科技界和工业界
发出了什么样的需求信息。

因为通过媒体发布的公开信息可能是
片面的、不准确的，往往只代表一方面的
意见 ；但向自己工业界发布的信息却不能
很片面，因为工业界也是根据这些需求信
息来确定企业未来的投资方向，如果信息
误导了自己的工业界使其浪费了财力和时
间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作为一份长期规划文件，美国海军
的“30 年造舰计划”还没有向造船工业
界发布需求信息，仍然处于战略讨论的阶
段 ；而目前美国海军至少还是要采购 4 艘

“ 福 特 ” 级 航 母、 采 购 一 批 F/A-18E/F 
BlockIII、继续完善 F-35C 战斗机等，关
注点还在大型航母上面。

而至于真正到了“30 年造舰计划”规
划的执行阶段，此时大型航母的命运到那
时可能才会真正决定。

法国国防部已累计订购567枚
新一代“米卡”空空导弹

3 月 19 日，法国国防部武器装备总局（DGA）宣
布：该局已于 2021 年 3 月 5 日与欧洲导弹公司（MBDA）
签订合同，订购 367 枚“新一代拦截与空战导弹”（MICA 
NG，即新一代“米卡”），以及 150 枚该型导弹的训练弹。
该合同内容还包括对现役“米卡”的火箭发动机进行翻新，
以使“阵风”、“幻影”2000-5 和翻新的“幻影”2000D
战斗机能继续使用“米卡”，直到该型导弹按照计划在
2030 年退役。

法国《2019~2025 年军事计划法》（LPM）安排采
购 567 枚新一代“米卡”，武器装备总局于 2018 年年底
从欧洲导弹公司订购了首批 200 枚，它们将从 2026 年开
始交付 ；本次新订购的 367 枚将在 2028~2031 年交付。

新一代“米卡”目前正在研制中，将取代法国空军
和海军“阵风”战斗机目前配装的“米卡”。该型导弹的
主承包商是欧洲导弹公司，其他法国分包商包括泰雷兹
集团、赛峰集团等。按照 2018 年的经济条件，该型导弹
研制及采购计划的总投资约为 18 亿欧元。该计划将给法
国增加 200 ～ 300 个持续五年的工作岗位，并使法国保
持空空导弹设计和制造主权。

与现役的“米卡”导弹类似，新一代“米卡”也兼
备中距拦截、近距格斗和自防御能力，并也将有红外导
引头型和雷达导引头型。它将利用现役“米卡”的接口，
但在结构、制造工艺和性能等方面重新设计，例如，采
用双脉冲发动机，使射程得到很大扩展，并确保导弹在
末段也具备很高机动性 ；采用泰雷兹集团在主动探测传
感器方面的专有技术 ；通过降低维护的设计和集成健康
使用和监控系统（HUMS）传感器来简化后勤等。

新一代“米卡”还适合改装为地空型或舰空型。它
不受《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限制，具有很大的
出口潜力。 （张洋）

日本的下一代战斗机想象图

2018 年 11 月，日本在东京航空航天展上
展出的基于氮化镓的高功率有源相控阵多功能
射频系统，1 ∶ 5 样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