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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技术史研究属于跨学科交叉研究，它既归属于军事历史的研究范畴，也是科学技术

史的重要分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军事技术史的研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

同时也积累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比如在军事技术发展的历史分期、军事技术通史、军

事技术专门史（尤其是火器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这不仅拓展了军事历

史、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视域，而且培养了一支从事军事技术史研究的专业人

才队伍，在世界军事学术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为推进国防科技创新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曲折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军事技术史研究在中国经历了孕育时期、积淀时期及跃升时期三

个主要发展阶段。

（一）孕育时期：军事技术史研究艰难起步。中国有关军事技术史的研究起步较晚，改

革开放前最具代表性的官方成果是中国军事史中的《兵器》卷，该卷以研究战争的物质基础

为起点，以大量史料和诸多考古发现为基础，配以丰富的图片，重点介绍了中国上自先秦，

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代兵器的发展演变情况，即中国兵器从戈矛到火器的过渡，其

中包括石兵器、铜兵器和多种火器，以及这些兵器的发展对战术的影响等。这一时期最具代

表性的个人研究成果当推历史学家冯家升的《中国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他早年在燕京大学

学习历史，在美国工作时曾与美国人富善合写了《关于中国火药之西传》一文，回国后在各

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火药的文章，并出版了《中国火药的发明和西传》。①

（二）积淀时期：军事技术史研究全面拓展。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召开之后，学术思想逐步得到解放。1980年中国科技史学会成立，下设10个学科委员会。同

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创办了《科学史译刊》和《中国科技史料》，创刊于1958

年的《自然科学史研究》也在多年停刊后于1982年恢复。作为科学技术史的分支，这一阶段

军事技术史研究的代表性官方成果是由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主编的《中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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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百科全书》（古代兵器分册），该书系统介绍

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兵器。①此外，一大批研究当

代中国国防建设史的官方史料与丛书出版，其中

许多涉及中国军事技术史的研究。如：《当代中

国》丛书系列中的《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

《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当代中国的军

事工作》、《当代中国空军》、《当代中国海

军》、《当代中国装甲兵》等都涉及了当代中国

军事技术通史或者专门史研究的部分相关内容。

这一时期的个人代表性研究成果当首推英国

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的第

七分册，该分册主要研究火药与火器史，由李约

瑟、何丙郁、鲁桂珍和王铃共同执笔，于1984年

出版；第六分册是军事技术卷，由李约瑟、王

铃、果里柯夫斯基与叶山共同执笔，于1994年出

版。此外，军事历史、科学技术史等研究领域的

学者也发表和出版了较为丰富的军事技术史研究

成果。例如：《中国火器史》②、《中国古代兵

器》③、《中国古代火炮史》④、《武器与战争：军

事技术的历史演变》⑤、《日新月异的矛和盾：近

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简史》⑥、《从弓箭到导弹》⑦、

《中国火药火器史话》⑧、《军事技术发展纵横史

略》⑨、《核生化武器的历史与未来》⑩等著作以及

一系列相关论文。

（三）跃升时期：学科建制化取得一定进

展。从1998年开始，国内的军事技术史研究在学

科建制与人才培养方面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其

主要标志是一些军事院校的硕士点与博士点专门

设立了军事技术史的研究方向。例如，1998年国

防科学技术大学获得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授予

权，在该学科下面专门设立了军事技术史的研究

方向，开始招收从事军事技术史研究的硕士研究

生。这一时期，装甲兵工程学院、军械工程学

院、解放军理工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等军事院校

也相继获得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这些

院校都在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点下专门设立了军事

技术史研究方向，开始培养专攻军事技术史的硕

士研究生。2005年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获得科技哲

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在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下开

始培养专门研究军事技术史的博士研究生。2007

年，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论证

的“科学技术与军事变革的哲学分析”被列为教

育部“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该项目

专门设有军事技术史研究的子项目，以此项目为

平台，国防科技大学的军事技术史研究取得了较

大进展。

在学术交流方面，国内军事技术史的研究也

逐步与国际接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院与俄罗斯科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史所于

2006年在莫斯科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外技术交流

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是中俄

（苏）军事技术交流与转移；此后，2008年和

2012年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与中国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技史学会技术史分

会、俄罗斯科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史所、美国科

罗拉多矿业大学等多家机构又联合召开了第二、

第三届“中外技术交流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历

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之一都包含了“中外军事技

术交流史”，将中外军事技术交流史的研究视域

拓展至中、苏、美、德等国和地区之间的军事技

术交流与转移。

经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军事技术史研

究队伍已初具规模，研究方向比较明确，研究视

野比较开阔，整体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不仅涌

现出一批军事技术通史著作，而且也涌现出了一

批富有特色的专门性军事技术史著作，大大丰富

了科学技术史与军事历史的研究。

二、研究视域及重大理论突破

新中国军事技术史研究始终坚持以军事技术

发展的历程、规律、特点研究为基础，以国外相

关研究成果为参照，以推进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

①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中国军事百

科全书》（古代兵器分册），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②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

③ 王兆春：《中国古代兵器》，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④ 刘旭：《中国古代火炮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9。

⑤ 刘戟锋：《武器与战争：军事技术的历史演变》，长

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

⑥ 许锡挥：《日新月异的矛和盾：近现代军事技术发展

简史》，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⑦ 龚学军：《从弓箭到导弹》，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⑧ 许会林：《中国火药火器史话》，上海，科学普及出

版社，1986。

⑨ 马书珂：《军事技术发展纵横史略》，北京，兵器工

业出版社，1988。

⑩ 卢辉：《核化生武器的历史与未来》，北京，军事科

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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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为目标，在探索中逐渐形成

了宽阔的研究视域、独特的学科范式，并在某些

理论问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不断拓展的研究视域

1.军事技术通史。作为历史学科视域下的研

究，通史的梳理、归纳和概括是从事历史研究的

基础，军事技术史研究同样如此。60多年来，新

中国军事技术通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国防

科技大学军事技术史研究团队撰写的《自然科学

与军事技术史》，2003年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

版，首次将自然科学发展史与军事技术发展史相

结合，是由点及面的通史研究成果。国防科技大

学刘戟锋所著《武器与战争：军事技术的历史演

变》，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详细考察了军事技术从

萌芽阶段到现时代的发展脉络，而且从军事技术

与社会的视角，考察了影响军事技术发展的若干

问题，是一部集军事技术内史与外史研究于一体

的通史型著作。刘戟锋所著《兵器进化之路》，

2004年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基于科学技

术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详细考察了兵器的发展历

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军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和

冲击。装备学院郭世贞所著《军事装备史》（上

下册），2007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该书按编

年史的体例系统介绍了冷兵器时期、火器时期、

机械化时期和信息化时期的各种军事装备的发

展，是军事装备系统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军事科学院钟少异与王兆春分别于2008年在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

史》上古至五代卷、宋元明清卷，这两部著作着

重分析了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的发展与战争形

态、战争方式演进的交互关系，中国古代军事工

程技术与诸多相关技术的密切联系，国家因素在

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以及

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的独特性等等。《中国古

代军事工程技术史》宋元明清卷，勾画了中国军

事工程技术900多年的辉煌历史，阐述了北宋至清

前期军事技术各方面的发展概况，展示了其创造

性成果，介绍了中外军事工程技术的交流，分析

了军事工程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

并探讨了军事工程技术发展的某些规律。

2.军事技术专门史。通史与专门史相结合是

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在军事技术通史的

研究范畴内，一些学者同时展开了对军事技术专

门史的研究。中国是火药的故乡，在军事技术专

门史研究中，关于火药与火器史的研究最多。代

表性成果有：军事科学院王兆春所著、1992年军

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火器史》，将900多年

来中国火器由独领风骚、向国外传播到转而向外

国学习、跟踪仿制这一曲折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

地勾画出来。作者不仅介绍了火器技术自身的发

展，还介绍了对火药和火器各种研制与运用作出

贡献的科学家以及反映火药和火器研究成果的著

名史籍、兵书与专著等，是一部关于火器的内史

与外史研究相结合的上乘之作。中国科学院自然

科学史所潘吉星在火药与火箭技术史方面颇有研

究，刘旭出版的《中国古代火炮史》、《中国古

代火药火器史》①等都是关于火药、火器、火炮

研究的专门史代表性成果。河南科技大学的刘鸿

亮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尹晓冬③在火药

与火器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是青年

学者在火器专门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此外，在枪

械、航空武器等领域也涌现了一些相关成果，例

如刘学昌的《枪史》④、孙连山等编著的《航空武

器发展史》⑤等。

3.军事技术交流史。中外军事技术的交流、

传播与转移是新中国军事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相对军事技术通史与专门史研究而言，

基础较为薄弱，兴起时间也相对较晚。早期涉足

中外军事技术交流史研究的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

所的潘吉星，他出版的《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

论》⑥系统探讨了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

农业等各个学科领域的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其中

包括了中外军事技术的交流，如中西方在火器火

药等方面的技术交流。刘鸿亮在多篇论文中对鸦

片战争期间中英火炮技术的交流与比较进行了深

入研究，是近年来在火器交流史研究领域难得的

成果。由彭德怀军事秘书王亚志口述、沈志华和

李丹慧整理的《回顾与思考：1950年代中苏军事

关系见证》，采用批判口述史的研究方法，系统

全面地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军事合作与交

① 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郑州，大象出版

社，2004。

② 刘鸿亮在火器、火炮研究方面发表了近20篇论文，主

要涉及鸦片战争时期中英火炮技术对比研究等问题。

③ 尹晓冬在火药与火器研究方面发表近10篇论文，主要涉及

中国火器制造技术、弹道知识、西方火器技术传华等问题。

④ 刘学昌：《枪史》，北京，兵器出版社，2003。

⑤ 孙连山、梁学明：《航空武器发展史》，北京，航空

工业出版社，2004。

⑥ 潘吉星：《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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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其中许多内容涉及中苏在武器装备、军事技

术方面的合作、交流与转移。

国防科技大学科技史团队近年来在中外军事

技术交流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涉及中

苏、中德军事技术交流，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

文。如：20世纪50年代留苏军事学生的群体分

析；苏联对中国空军实施技术援助的方式、特点

及影响；1960年苏联援华军事专家撤走情况及影

响；苏联专家与中国空军教育的建设；苏联援助

与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开端；苏联对中国海军

技术教育的援助；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技术发展

与私人企业关系；权力对军事技术的影响等。

（二）重大理论突破

军事技术史研究的重大理论突破主要表现

在关于军事技术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关于军

事技术发展的历史分期，较具代表性的有“三

分法”、“四分法”。杜普伊在《武器和战争

的演变》中，将军事技术的发展分为冷兵器时

代（公元前2000～公元1500年）、黑火药时代

（1400～1815年）、技术变革时代（1800年迄

今）三个时期。①与上述从编年史角度对军事技术

发展进行分期不同，国防科技大学刘戟锋在所著

《武器与战争：军事技术的历史演变》中提出：

从古至今的武器发展，若按照不同的能量传递或

转换关系，可明显地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古代

冷兵器阶段（机械能转换为机械能）、近代火器

阶段（化学能转换为机械能、热能）、现代核武

器阶段（核能转换为热能、光能、机械能等）。

1995年7月，钱学森在国防科工委首届科学技术交

流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将人类战争分为徒手战

争、冷兵器战争、热核战争、机械化战争及核威

慑下的信息化战争。刘戟锋认为：钱学森的分法

虽然概括了信息战，给人以启发，但徒手战纯属

偶然，因为你无法想象，作战双方会事先约定，

战争中既不用石块，也不用树枝；而机械化战争

与热兵器战争、信息化战争之间又难免出现交叉

重叠。为更准确地概括战争的发展历程，有必要

对科学技术应用于战争的历史进行重新定位和思

考。刘戟锋教授自1996年，根据技术的基本组成

要素是物质（材料）、能源（能量）和信息的观

点，又提出军事技术发展历史分期新的划分法：

材料对抗时期、能量对抗时期、信息对抗时期；

与之相应的是武器装备对军人素质的要求经历了

体能较量阶段、技能较量阶段、智能较量阶段。② 

这是根据科学技术与战争的关系对军事技术发展

历史分期进行的全新划分，是军事技术发展历史

分期的重大理论突破。

三、存在问题及未来展望

作为科学技术史与军事历史研究不可或缺、

不可替代的重要分支，军事技术史研究旨在从历

史层面透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军事的关系，旨在

从“中远距离”把握军事技术发展的历史分期、

发展规律及与社会的关联。中国军事技术史研究

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从小到大，从“知己”到

“知彼”，在军事技术发展的历史分期、军事技

术的发展规律、军事技术专门史、中外军事技术

交流史等研究方向，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在筚路

蓝缕的开拓前进中建立起了较好的开展学术研究

与对外交流的平台。

尽管如此，目前国内军事技术史研究在研究

视域、学科建制等方面还存有不足。从研究视域

看，目前关于军事技术通史的研究成果比较丰

富，但是宏观的军事技术专门史的研究成果较

少；军事技术史的重大个案研究成果也不多，比

如中国国防科技工程史等领域的研究都有很大的

拓展空间。从学科建制来说，目前在中国科技史

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军事历史分会等

大型学术社团还没有设置专门的军事技术史专业

委员会。虽然有些军事院校设有军事技术史的研

究方向，但这一研究方向基本都隶属于科学技术

哲学学科范畴之内，并没有独立的军事技术史这

一学科。

总的来说，由于军事技术史研究在国内发端

较晚，目前成体系、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不是特

别多。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

内，中国军事技术史研究在坚持依托自己独特的

学术传统努力开拓进取之外，仍需积极吸取国外

相关研究成果的精华，军事技术史的研究有着广

阔的发展空间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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