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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代以来�随着飞机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中国逐渐意识到其在未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从

1909年始到1949年的41年间�多次选派留学生赴英、美、苏、法等国家学习先进的军事航空技术和飞机制造
技术。这些军事留学生回国后�积极主持或参与中国飞机的研制工作�试制成功中国最早的水上飞机、仿苏 Ｅ
—16驱逐机、运输机等�促进了中国军事航空工业的发展；积极组建雷达部队、重型轰炸部队、空中照相侦察
部队�增加了空军新兵种�在抗日战争中名噪一时；担任空军高级将领�充当空军基层训练教育的骨干�担任军
事航空学校的高级职务�成为空军教育与训练的核心力量。他们的杰出工作�不仅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军事航
空事业�同时为中国军事航空事业的演进与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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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随着飞机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中
国也意识到飞机在未来战争中所具有的巨大作

用�因而多次选派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先进的军事
航空技术和飞机制造技术。这些留学生回国后�
积极致力于创建军事航空队和航空科研机构�为
中国军事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钩稽史料�从军
事航空史和留学史两个角度�对留学生与中国军
事航空加以综合考察�以期对近代留学史和中国
近代军事航空史的研究有所助益�不妥之处�尚祈
方家教正。

一、军事航空留学生派遣概况
中国航空留学生的派遣始于1909年清政府

派遣厉汝燕赴英学习飞机驾驶技术�厉汝燕从而
成为我国第一个正式派遣出国学习的军事航空留

学生。不久�清政府又从留法学生中选派了秦国
镛、潘世忠、张绍程、姚锡九等人赴法国学习飞行
技术 ［1］Ｐ52。

其后�北京政府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
机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武器�开始选派留学
生赴国外学习军事航空技术。1915年�北京政府
海军部选派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等4人

赴美学习飞机制造和驾驶技术。同年10月�又派
遣王孝丰率领学员曹明志、吴汝夔、陈泰耀、刘道
夷等前往菲律宾学习航空飞行技术。次年1月�4
人学成回国�其中曹明志、吴汝夔2人被派往海军
部飞潜学校任飞行教练�陈泰耀、刘道夷2人则被
派遣到福州船政局飞机制造工程处担任航空驾驶

员。这 4人遂成为我国的第一批航空飞行
员 ［2］Ｐ59—60。
1920年3月�为培养飞机制造人员�北京政

府航空事务处决定派遣沈德燮、蒋逵、江光瀛等6
人赴英国学习航空机械并考察航空事业。赴英
后�他们先到英国斐克斯飞机制造厂学习7个月�
后到英格兰北部罗斯景氏发动机厂学习。1921
年�沈德燮、蒋逵又奉命从英国启程赴美继续学
习。2人在佛罗里达州的卡尔斯突斯飞行学校学
习军事飞行技术�1922年才学成回国 ［3］Ｐ11。

自1920年代起�中国各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
空军在战斗中的强大威力�决定选派留学生赴国
外学习军事航空技术以组建空军。其中发展较
早、影响较大的是广东空军和东北空军。在广东
空军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
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在广州成立了
飞行队�在日本创办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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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大力提倡 “航空救国 ”�从华侨中选拔有志于
祖国航空事业的有为青年杨仙逸、张惠长等10人
赴美国寇蒂斯航空专科学校学习飞机驾驶技术和

飞行理论�晚年他还积极倡导成立了广东航校。
1925年�广东空军从该航校中选派刘云、唐

铎、王勋等6人�在苏联顾问李糜带领下�于8月
30日离开广州前往苏联学习航空技术�这是广东
空军首批派往国外学习航空技术的留学生 ［1］Ｐ315。
1926年5月�广东航校又选派常乾坤、李乾元等
10名飞行学员赴苏接受飞行训练。他们在李糜
的带领下�先在红军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步兵训
练�然后分别被分配到红军第三航空学校、列宁格
勒航空机械学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等校学习。这
是广东政府派出的第二批学习航空技术的留学

生 ［1］Ｐ316。
为了进一步发展广东空军的力量�广东国民

政府决定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派遣留学
生赴苏联学习�以提高飞行员的作战水平�并增购
飞机以期迅速建立正规的空军。1927年2月�在
航空处处长林伟成率领下�广东空军派遣黄光锐、
毛邦初、丁纪徐、张廷孟等人�以及见习员陈兆机
和马季鲁等人赴苏学习。除陈兆机、马季鲁等4
人被送到莫斯科空军特种技术学校学习航空无线

电工程�其他人员则被送到苏联南部红军航空第
二军事学校学习。这是广东空军派遣的第三批赴
国外学习航空技术的留学生 ［1］Ｐ316。
1933年6月�广东空军鉴于空中作战、射击、

摄影及航空机械等专业人才的缺乏�决定选派4
名飞行员赴英、法、美学习军事航空技术。其中�
飞行员教官刘锦涛学习空中射击和摄影技术�飞
行教官谭光表学习空中射击技术�分队长黄普伦
学习空中战术�航空学校学员队长陈秉衡学习机
械及无线电技术 ［1］Ｐ624—626。

作为当时另一支重要的地方空军部队———东
北空军�也十分重视军事航空留学生派遣。为发
展东北空军的势力�张学良多次选派人员赴国外
学习航空技术。1923年12月�他命令东北航空
处从东北新军第二、第六旅中选拔年轻初级军官
赴法国昂端厦航空学校学习�这是张学良派遣的
第一批军事航空留学生。1925年�张学良从东北
空军训练班1000多名学员中�筛选出高志航、白
景丰等28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姚锡九的率
领下赴法留学 ［4］Ｐ23。不久�张学良又从东北航校
中选派孙炎、姚东焕、张在善、李祥麟4人前往日
本下志津航空学校学习高级航空技术。在这三批

留学生中�完成飞行技术战术学习的有41人�完
成航空机械学习的有5人�共计46人 ［1］Ｐ272。这
批学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后�很快成为东北
航空部队的骨干力量�从而使东北空军成为中国
当时首屈一指的空军部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虽然多次重申孙中山
“航空救国 ”的思想�但空军留学生的派遣更多是
以个别的、零散的方式进行。1930年代后期�中
国和意大利邦交密切�意大利派遣罗岱将军来华
担任军事总顾问。为培养飞行技术人员�罗岱建
议国民政府派遣留学生去意大利空军参谋学校深

造�以造就优秀的飞行人才。蒋介石接受他的建
议�决定派遣航空署署长黄秉衡赴意大利留学深
造�同时又选派空军飞行员高志航、黄光汉等人赴
意参加驱逐机的训练 ［5］Ｐ41。同时�为培养飞机制
造人员�1934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委托教育
部招考了力一湖、季文美、陈再安等25人�赴意大
利学习航空工程技术。12月�他们进入当时意大
利皇家最高多科性工学院学习。1937年春�由于
南昌飞机厂急待开工�这批学员大都被召回国�被
分配到南昌飞机制造厂�即中国和意大利合办的
第二飞机制造厂工作 ［6］Ｐ70。

抗战后期�中国空军留学生出现了一种新的
派遣形式�即以派遣官兵受训的形式到国外接受
军事教育和训练。从1941年底起�国民政府分批
派人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鲁克和雷鸟基地�接受
初、高级飞行训练。在印度拉合尔 （现属巴基斯
坦 ）设置空军官校初级班�学生经过飞行筛选后�
再派赴美国受训。不久�他们又派出原空军第八
大队赴美受训�接收美国的 Ｂ—24重轰炸
机 ［7］Ｐ526。
1942年�中美双方根据租借法案协议�国民

政府又派遣空军各部队飞行员轮流赴印度进行改

装训练�并接收美制 “Ｐ—40”、“Ｐ—43”、“Ｐ—66”
等型号的作战飞机。中国空军第一、第三、第五大
队人员分两批 （每批4个月 ）先后赴印度接受美
军空军教官训练�进而接收美国新式飞机。他们
的训练科目为驾驶技术�包括基本驾驶术、特技、
编队和战斗飞行以及轰炸、射击等技术 ［1］Ｐ526。
1943年�第二大队人员又全部赴印度卡拉奇 （现
属巴基斯坦 ）再次受训�并接受了美国赠送的Ｂ—
25式中型轰炸机。1945年初�第二大队第9中队
首先训练完毕后�接机返国参加对日作战。而第
二大队其余的各中队则由印度径自赴美受训。他
们抵达美国洛杉矶�进入圣安托尼陆军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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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不久�他们又进入马兰那中级飞行学校进
行美国ＡＴ—6飞行训练�进入道格拉斯高级学校
进行Ｂ—25式中型轰炸机训练 ［8］Ｐ14。日本投降
后�这批留美受训的空军飞行员�又改学空中运输
飞行技术。经过一年多的学习�1946年10月�他
们驾驶接收的美国新式战机学成归国 ［9］Ｐ36。
二、留学生与中国近代的飞机制造业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飞机的国家之一。

1909年9月�中国旅美华侨飞机设计制造家冯如
在美国奥克兰市自行设计制造出当时世界一流的

飞机�这也是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架飞机。1910
年�另一旅美华侨谭根研制成功水上飞机�并荣获
世界飞机比赛大会冠军。在国内�1911年3月�
留日学生李宝竣、刘佐成在北京南苑研制出第一
架国产飞机。1914年初�南苑航空学校修理厂成
立�曾在法国高德隆飞机厂学习的潘世忠担任厂
长�潘上任后开始自行研制飞机。经过多次实验�
潘世忠与该厂技术人员终于在 “法尔曼 ”式陆用
机后部装配了1架发动机。飞机制造出来后�他
亲自试飞�证明该机性能较佳。后来�南苑航校学
生何士龙、蒋逵还曾一度驾驶这架飞机参战。另
外�南苑航空学校留英飞行教官厉汝燕也自行装
配了一架水上飞机�因为飞机没有适当起飞的水
面�所以一直没有试飞。这两架飞机被人称作
“潘世忠 ”式和 “厉汝燕 ”式。后来由于其他一些
原因�航校一直不稳定�飞机就被搁置一边�无人
问津 ［3］Ｐ12。

“一战 ”后�飞机的研制已在西方主要发达国
家普遍开展起来。1917年冬�一些在国外学习飞
机制造技术的留学生回国后�强烈要求海军部筹
款创办飞机制造厂。1918年�海军部在福建设立
海军飞机工程处�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公
司。巴玉藻被任命为主任�王孝丰、王助、曾贻经
被任命为副主任�海军飞机工程处成立后即致力
于飞机的制造。这4人都是先留学英国�后转赴
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技术的留学生�毕
业后又到美国寇蒂斯飞机制造厂工作。其中�巴
玉藻先后被美国通用飞机制造厂任命为总工程师

和寇蒂斯飞机制造厂设计工程师。1918年8月�
飞机工程处成功试制了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
“甲型一号 ”。这是一架100匹马力、拖动式双桴
双翼水上教练机�机高3．88公尺�机身长9．32公
尺�幅长13．7公尺�最大时速126公里�飞行高度
3690公尺�可连续航行3小时�航距340公里�可

载炸弹四颗。当时这架飞机的性能与质量一点也
不比巴玉藻等人在美国寇蒂斯和波音等厂所制造

的飞机差。该机试制成功后�试飞却失败了。但
他们对此并不气馁�又改进试制�第二年又制造出
同型号飞机一架�由英国人试飞�飞行正常。最
后�这架飞机被命名为 “甲型二号 ”。此后�经过
不断改进�飞机制造工程处的制造水平不断提高�
陆续制造出各式飞机共15架�其性能并不亚于同
时代的欧美各国所制造的飞机。如1930年制造
的 “江鸿 ”号莱提拖式双桴侦察兼教练的水上飞
机�航力8小时�航距1230公里�马力165匹。该
机由留美学生航空队长陈文鳞与德国人伯特兰试

飞成功�后又驾驶飞往南京晋见海军部长陈绍宽�
在长途飞行中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当时轰动一时
的新闻 ［2］Ｐ61。
1922年�巴玉藻、王助合作设计建立水上浮

动飞机库�利用竹排依次叠成�上盖木板�旁系铁
链�抛锚江中�形成方舟�上有候机室等设备。浮
动飞机库的建立�是世界上第一个水上飞机浮动
站�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机停靠的技术难题。

抗战期间�在归国留学生具体领导和亲自参
与下�中央第二飞机制造厂圆满地完成小批量生
产仿苏Ｅ—16驱逐机的任务。与此同时�该厂还
自行研制成功了忠28—甲型飞机一架�忠29—甲
号双座教练机飞机一架�木质飞机中远 1号
（Ｃ1010）运输机一架 ［10］Ｐ45。飞机的研制成功�主
要是因为该厂几个主要负责人和技术人员�他们
都是由曾在国外学习航空技术的留学生担任。这
些人大多在国外留学多年�有着先进的军事航空
技术和丰富的飞机制造经验。如担任该厂厂长的
朱霖、钱昌祚二人�就先后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航空工程硕士学位。该厂的技术骨干主要是由
1937年留学意大利的学生担任�如陈再安、向惟
萱、季文美、张象贤、唐勋治等。此外�还有其他一
些留学生也在该厂工作�如顾光复和林同骅等人。
顾光复�193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硕士学
位�归国后到该厂工作�出任工具准备股股长。林
同骅�留美回国后�出任该厂工务处处长 ［11］Ｐ9。

总之�留学生参与中国飞机的设计与制造�促
进了中国近代军事航空工业的发展�显示出中国
人是具有创建与发展航空工业的高度智慧和优秀

技能的�同时也在中国早期航空工业史上写下了
光辉的一页。

三、留学生与空军新兵种的组建
许多军事航空留学生利用其在国外学到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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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飞行技术�积极参与中国空军新兵种的组建工
作。他们组建的现代化的空军兵种有如下几种：
1．参与组建雷达部队。20世纪初�无线电技

术开始运用于军事方面�军队的作战指挥亦由此
得到了技术上的进一步的提高。随着飞机航速和
续航能力提高�光学设备对于空中情报的捕获也
已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要求�于是二战期间�英军
开始利用雷达捕获无线电波以获取空中情报。

正因为雷达技术在近代战争中的突出作用�
早在抗战前�国民政府就已感到此项人才的缺乏�
后经与英美协商�英国答应为中国训练雷达修复
人员25人。经过国民政府的严格考核�录取21
人赴英国学习雷达技术。1946年3月�在梅汝琅
的率领下�由重庆经加尔各答抵达英国�进入格林
威治皇家空军无线电学校学习雷达技术。该校理
论与实际并重�教育器材完备�许多教材都经过精
心挑选�拍成电影胶片�供学生使用。经过刻苦学
习�最后这批学员以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该
校毕业。1947年8月�他们返回国内�被国民政
府派往空军通讯学校�担任训练工作�并成立了雷
达训练队�专门训练雷达观察和修复人员。后来�
国民政府在接收日本投降后的雷达设备和一些美

国赠送的雷达设备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第一支雷

达部队 ［12］Ｐ19。
2．参与组建重型轰炸部队。1943年8月�国

民政府以八大队为番号�从第一、二大队中筛选了
一部分空勤人员组编30组�赴美受训�以陈景祜、
安锡九为队长。30组依技术又分成5组�分别为
飞行员、领航员、轰炸员、通讯员、机械员 （1935年
1月�射击军士在美受训完毕后也加入�成为第6
组 ）。

该批学员学习的科目有数学、无线电学、气象
学、航空学、地面部队与飞行防御、化学战争、地图
学、军舰识别、急救法、军机保护等课程�每天要进
行12小时的繁重学习�飞行当时最先进的Ｂ—24
重型轰炸机。后来�根据美国的租借法案�美国拨
若干架Ｂ—24重型轰炸机给中国。1945年5月�
他们在总领队徐康良、副领队洪養孚、王士箨的率
领下�飞返国内。后来他们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
国空军的第一个重型轰炸部队 ［13］Ｐ26。
3．参与组建空中照相侦察部队。照相侦察部

队是各西方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发展的一支空军部

队。在中国最早实行空中照相的飞行员是刘锦
涛�他从1925年就开始进行空中照相。1933年�
他又被广东航校派往英国学习空中射击和摄影技

术。1943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为了组织一支
专门的空中照相侦察部队�决定选派刚葆樸率领
9名留美学生到威尔洛乔机场学习Ｐ—38式闪电
式机的空中照相侦察技术。不久�航空委员会又
选派方朝俊、时光琳和翁克杰3人赴美学习此种
飞行技术。不久�3人与刚葆樸会合�一起接受美
军空中照相侦察技术的培训。1945年�这些留学
生受训完毕后�在印度接收9架Ｐ—38式侦察机
回国�组织成立了中国侦察照相部队——— “空中
独立第12中队 ”。由方朝俊任队长�时光琳和翁
克杰为副队长�刚葆樸为分队长 ［14］Ｐ18。
四、留学生与空军部队的教育与训练
军事航空留学生积极参与中国空军部队的教

育和训练�为我们培养了大批军事航空人才。其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担任空军的高级将领。民国时期�许多
毕业于国外的军事留学生回国后担任了空军高级

将领。如先后担任南京政府航空署署长的张静
愚、张惠长、毛邦初、黄秉衡、曹宝清、葛敬恩、徐培
根等人�多为留学欧美的留学生。其中�张静愚毕
业于英国利物浦工业专门学校�张惠长毕业于美
国纽约市立寇蒂斯航校�毛邦初毕业于苏联第二
军事学校�黄秉衡毕业于美国航空学校�葛敬恩毕
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徐培根毕业于德国陆军大学。
1934年�航空署迁往南昌�并改组为航空委员会�
蒋介石亲自兼任委员会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
陈庆云为办公室主任负责航空委员会的日常工

作。这三人都曾留学国外�其中�陈庆云毕业于美
国航空学校。1936年后�航空委员会改组�蒋介
石兼任委员长�周至柔、黄秉衡、陈庆云、黄光锐、
毛邦初为委员�宋美龄为秘书长�周至柔任主
任 ［15］Ｐ328。其中黄光锐毕业于美国航空专业学校�
周至柔1933年曾先后到英、法、意、德、美等国考
察空军。抗战期间�周至柔、毛邦初、黄秉衡和王
叔铭等还是国民政府空军重要负责人。另外�在
中国地方空军部队中�许多高级将领也是由留学
生担任的。如东北空军�由留日士官生张焕相直
接负责。广东空军中�担任空军司令的张惠长和
黄光锐等人都曾有留学经历。

这些统率一方的空军高级将领�不仅参与中
国军事航空法令和制度的制定�同时还亲自参与
部队的教育与训练�为中国空军部队以及中国军
事航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充当空军基层训练教育的骨干。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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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把外国空军的先进技术、
训练方法引入空军建设中�成为空军训练教育的
主力军。如东北的军事航空留学生回国后�在浑
河水面建立了空中射击实习场�在沙滩建起了空
中轰炸实习场�在司令部建立了各种配套的训练
设施�基本采用了日本陆军航空队的训练方法进
行模拟演练�使东北空军的训练水平有较大的提
高�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一方空军 ［16］Ｐ45。

著名的空军战斗英雄、留法学生高志航�1933
年执教于中央航校驱逐机班�为全力培养飞行员�
他制定了一整套详细的训练计划�他的绝技示范
和紧张训练�使学员在短期内掌握了优秀飞行技
术。在他的培养和带动下�笕桥航校学员在抗战
烽火中涌现了大批优秀人物 ［8］Ｐ97。不久�高志航
晋升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总队长�
协助总队长毛邦初培训驱逐机飞行员。由于他要
求严格�指挥周密�大多数参训飞行员的飞行、空
战、轰炸技能得到很大提升。此外�高志航还十分
注意训练培养中队长、分队长等指挥员的领导才
能�提高他们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后来的抗日
空战战果也证明�这些经过了严格训练的中队长、
分队长�表现尤为突出�成为对日作战的中坚力
量。抗战中涌现出击落13架日机的刘粹刚、击落
7架日机的董明德以及先后担任第四大队大队长
的李桂丹、郑少愚�副大队长乐以琴�第三大队大
队长罗英德等多位空战英雄�他们都是由高志航
培养出来的。

第三�担任军事航空学校的高级职务。中国
的军事航空事业与世界各国基本相同�即首先是
在开办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的基础上形成的。
由于军事航空留学生具有较强的军事理论水平和

空中飞行技术�因而�许多人被航空院校聘为校
长、教育长以及飞行教官�为中国空军的建设培养
了大量优秀人才。如1913年中国创办了第一所
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第一任校长秦国镛
曾留学法国学飞行。航校教官大多由留学英、美、
法、德等国的归国学生担任�如飞行教官厉汝燕、
潘世忠和翌年归国的姚锡九、鲍丙辰等。1920年
该校改为航务教练所�划归北京政府航空事务处

主管�王锷担任所长�姚锡九为教育长。后来�留
学法国的蒋逵任教育长�并且聘请了由菲律宾留
学回国的曹明志、陈泰耀、刘道夷为飞行教
官 ［3］Ｐ2。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

校航空队�由张静愚任队长、厉汝燕任副队长。后
来�该队改为航空班�由黄秉衡、厉汝燕任正副主
任�毛邦初、钱昌祚任飞行主任和学科主任。这几
人都曾有留学国外的经历。1931年�该校改为军
政部航空学校�毛邦初担任校长、钱昌祚担任教育
长兼观察主任 ［17］Ｐ28。1932年9月1日�军事部航
空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简称中央
航空或中央航空学校�由蒋介石兼任校长�毛邦初
任副校长。此后�留学生周至柔、陈庆云、黄光锐、
黄毓沛、丁纪徐等先后出任该校的校长、教育长等
高级职务。正是在这些留学生的领导和教育下�
中国军事航空学校的教育训练水平有了很大提

高�与此同时�一大批优秀的飞行员从航空学校成
长为优秀飞行战斗员。

五、结束语
毋庸置疑�许多留学生把西方国家先进的军

事航空思想和技术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空军建设

的实践中来�为中国军事航空事业的发展以及中
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
代�军队特别是现代化新型军种———空军成为各
派军阀争夺地盘的有效工具。尽管许多留学生有
着毫不逊色于欧美的飞机制造技术和驾驶技术�
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这严重阻碍了中国军事
航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刚刚起飞的中国军事
航空事业折戟断翅�日益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历史可鉴�从1909年清政府派遣第一个航空
留学生厉汝燕赴英学习航空技术�到1949年短短
的41年间�作为近代中国军事航空事业先驱的留
学生�其对中国军事航空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不可低估。也正是在留学生的苦苦支撑下�近代
中国军事航空事业虽历经艰难困苦�但仍然在国
脉如缕的时势里 “玉汝于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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