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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军事电子装备系统已经深入现代高科技战争的各个领域，在现代装备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其研制生产对军 

事电子制造技术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文中分析了军事电子装备发展对先进制造技术的需求，概括总结了国内外军 

事电子制造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军事电子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方向与研究重点及战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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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litary electronics equipment systems are involed in each area of modern high technology war．The important 

role is fully shown on modern equipment．Th e higher standard and requirement are put forward by millitary electronics manufactur- 

ing technology．Requirements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with the robust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electronics equipment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ilitary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re summarized．Development trends，research emphases and strategic resolutions for our military electronics manufac— 

turing technology are also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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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军事电子装备是实现陆海空天一体化和精确打击 

的神经网络与主控系统，在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的 

作用Et益突出。它是信息对抗的主战武器，是其他武 

器装备间一体化作战的协同纽带，更是侦察、测控、精 

确打击的控制核心。军事电子装备系统已深入到现代 

战争的各个领域，正在深刻改变着军事斗争的面貌。 

军事电子装备是实施联合作战和精确打击的柱 

石，已成为综合作战能力的倍增器，并且渗透到了各种 

武器装备系统中，成为现代武器的灵魂。因此，军事电 

子装备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国防战略发展的重点。 

目前国内正在研制的各种军事 电子装备型号产 

品，普遍具有技术新、功能全、性能高、构成复杂、多学 

科综合且指标要求高、制造难度大、研制周期短的特 

点。在此形势下，军事电子装备的发展对军事电子制 

造技术及军事电子行业的研制能力和生产效率提出了 

更新、更高、更严的要求。 

收稿 日期 ：2007-06—10 修订日期：2007-07—13 

1 军事电子装备发展对先进制造技术的需求 

分析 

军事电子装备具备探测、通信、导航、电子对抗等 

主要功能，除了作为独立装备为军方提供外，其装载平 

台几乎覆盖了陆、海、空、天各种主战武器，如：坦克、舰 

船、卫星、导弹、飞机等等，为其提供侦察、测控、通信、 

制导等关键控制装备，形成了复杂的武器集成系统。 

军事电子装备在现代装备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 

使新时期的装备发展对军事电子装备有了更高、更新 

的要求，在功能与性能上要求具有对低空和超低空突 

防、综合电子干扰、反辐射导弹等威胁的抵御能力，具 

有作为主战武器的攻击能力，具备快速、准确、高隐蔽 

特 性，具备高生存能力、高可靠性、高机动性性能等。 

由于对军事电子装备功能和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其 

研制生产对军事电子制造技术也提出了相当苛刻的标 

准和要求，迫使军事电子制造技术必须紧跟其上，快速 

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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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军事电子装备研制短周期、快速反应的要求 

军事电子技术是近期发展最快的武器装备技术， 

因此，军事电子装备对研制周期和研制生产的快速反 

应能力比其他装备的要求更高，需要研究和应用先进 

制造技术提高研制效率和能力。数字化制造技术是提 

高研制效率 和能力 的有 效手段，包 括：CAD／CAE／ 

CAPP／CAM／CAT、虚拟制造、PLM、数字化管理、知识 

库建立及集成技术等，应用作用覆盖产品设计、分析、 

仿真验证 、制造、装配、测试的产品开发全过程，可提高 

企业产品的开发能力、缩短产品研制周期、降低开发成 

本、实现最佳设计 目标和企业间的协作。通过这些技 

术的研究和在军事电子行业的应用，建立高效的装备 

研制技术体系和环境，可显著缩短军事电子装备研制 

周期，提高研制能力和对需求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 

1．2 提高生存能力、抗干扰能力，提高机动性的要求 

对于陆用电子装备，高机动性是现代化战争的迫 

切需求；而对于机载、星载、舰载等装载型电子装备受 

到特定的使用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对体积 、重量、耐振 

动、抗冲击、抗电磁干扰等均提出了严格要求。为此， 

要求小型化、轻量化、高可靠的电气互联和机械连接， 

以确保电子装备的高性能、高质量和高可靠性。组装 

的高密度化与立体化的电气互联技术和微电子机械系 

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缩写 MEMS)技术 

对电子装备的小型化、智能化、集成化发展有深远的影 

响。同时，电子装备小型化、轻型化等特殊功能要求， 

扩大了对复合材料、轻质材料、特种功能材料和特种器 

件的工艺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需求。 

1．3 应用相控阵技术的要求 

由于有源相控阵技术能够提高军事电子装备的威 

力、可靠性 、隐身性，能够实现多功能集成，已广泛应用 

于军用雷达和通讯领域。无论陆用、机载、空间载、海 

用电子装备都开始采用相控阵体制。为了继续提高相 

控阵技术水平，降低相控阵雷达成本，推广相控阵技术 

的应用，需要深入开展高性能、低成本、高可靠的收／发 

(T／R)组件工艺制造技术的研究。 

1．4 应用于空间领域的要求 

空问载是电子装备发展的新领域，由航空向航天、 

由机载向星载、空问载方向发展是当前形势和装备技 

术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此需要开展星载雷达天线、星 

载复合材料构件等关键制造技术的研究。 

1．5 提高海上、空间等恶劣环境下高可靠性与使用寿 

命的要求 

在海上高盐雾、空问高辐射等恶劣环境下提高装 

备的可靠性和寿命，需要增强军事电子装备的防护性 

能，加强表面工程技术的研究，从三防的概念出发，提 

高抗气候和恶劣环境的能力。 

综合以上分析，军事电子装备的发展需要我们在 

数字化制造制造技术、工艺集成制造技术 (含复合材 

料、特种加工、特种器件、表面工程等)、电气互联技术 

以及微电子机械系统技术等方面重点开展技术攻关和 

研究应用。 

2 国外军事电子制造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近年来，许多国家都把先进制造技术作为本国科 

技优先发展领域和新军事革命的实施重点，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有美国政府提出了“美国国家关键技术(制 

造)计划”、“先进制造技术计划 (AMT)”、“敏捷制造 

与制造使能技术计划”；欧共体的“尤里卡计划(EU— 

RE．KA)”；德国政府提出的“制造 2000计划”；13本的 

“智能制造系统计划(IMS)”；英国的“国家纳米技术 

计划(NION)”；韩国的“高级先进技术国家计划(G7 

计划)”等等。一场以先进制造技术为中心的全球性 

科技与军事竞争已经迅速展开。通过政府 、企业、大学 

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实施，这些计划大大促进了先进制 

造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支撑了先进军事电子装备的研 

制 。 

2．1 数字化制造技术 

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基本实 

现了“数字军工”，主要表现为“数字化设计／制造一体 

化”，从信息集成、过程集成 、功能集成到企业集成，从 

产品并行设计、企业过程重组到全球制造，建立了先进 

的“虚拟企业 、虚拟制造”、“敏捷制造、柔性制造”等， 

显著提高了现代武器的制造水平，尤其对于一些生命 

周期长的武器研制过程，信息化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内 

产生的效益更为显著。 

美国Texas仪器公司在90年代初就在 x波段收 

发组件生产线中采用了CAM技术，实现了MMIC芯片 

和其他小型元器件的自动贴片和自动互连，实现了自 

动测试和自动修调，并提出了全 自动的、无纸化的生产 

线的目标。美国 Huges公司、Raytheon公司和 West． 

inghouse公司为多种军用相控阵雷达制造了大量收发 

组件。仅 F一22战斗机上的新型机载火控相控阵雷 

达，每部就有近2 000套收发组件；Raytheon公司制造 

的THAAD X波段地面军用多功能相控阵雷达，每部 

有 25 334套收发组件。由于采用先进的 CAD／CAM／ 

CAPP／CAT一体化系统，这些公司的生产能力达到了 

年产上万套收发组件。 

洛克希德导弹与空问公司(LMSC)采用并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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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改进产品开发流程，实现信息集成与共享，使新 

型导弹的开发周期由原来的5年缩短到24个月，缩短 

研制周期60％。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和法国雷 

诺公司的轿车，NFF Ericsson公司的军用雷达，法 国 

Alcatel Espace公司的卫星设备以及德国西门子公司 

的雷达设备等都采用了并行工程方法，使产品开发周 

期缩短了30％ ～60％，成本降低了 15％ ～30％。网络 

化制造作为可提供快速响应研制能力的一种制造模 

式，已成为先进制造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受到各 

国制造业和军方的高度重视。网络化制造通过企业内 

部网络(Intranet)，可将制造过程的各个子系统以及制 

造过程与企业中的设计、管理信息系统等子系统进行 

集成，或者通过外部计算机网络(Extranet)灵活地组织 

各种资源进行异地产品设计 、异地远程操纵机器设备 

进行制造，从而快速地制造出高质量 、低成本的新产 

品。 

因此，集成化、数字化、网络化是现代制造系统和 

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也是军工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2．2 工艺集成制造技术 

综合化、一体化和智能化是军事电子装备的必然 

发展趋势，如美国的F一22航空电子系统将雷达告警、 

红外告警，导弹逼近告警 ，有源、无源干扰，雷达、敌我 

识别等功能融为一体，是航空电子系统一体化的典范。 
一 体化不但能使硬、软件资源、各种信息得到充分利 

用，而且还能提高系统反应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平台 

的综合作战能力。但是综合化、一体化装备对先进工 

艺制造技术提出了更高的制造精度和工艺质量要求、 

更高的耐恶劣环境要求。 

在电子装备的制造技术方面，特别是在相控阵雷 

达的 T／R组件研制生产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关 

键模块与器件制造 、材料及成型技术等方面已形成批 

生产的能力；在机载和星载雷达装备方面，它们应用先 

进的材料加工技术、防护技术、高可靠的成型技术与工 

艺装备使其满足了高可靠、高性能、小型化、轻量化、抗 

恶劣环境的要求。同时已广泛应用先进复合材料，例 

如美国海盗号宇宙飞船上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英 

国海浪花直升机上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反射面等； 

而在国际通讯卫星5号上，包括天线、馈源、波导、天线 

支架、多路调节器等，上千个零部件都采用复合材料制 

造。对星载天线而言，馈源网络不仅要有很高的尺寸 

精度和电气性能要求，而且要满足空间高真空、大温差 

环境条件下的尺寸稳定性和重量要求。美国 Dornier 

公司已经研制出多种结构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波导、滤 

波器等。欧空局的遥感卫星 ERS一1上的合成孔径雷 

达波导阵列结构也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尽管 

国外对高性能复合材料在馈源结构功能件上的应用有 

许多报导，但在制造工艺技术方面却严格保密和技术 

封锁。 

为了降低太空温差造成的温度梯度，俄罗斯“射 

线一号”卫星上4．5 m伞形天线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刚 

性肋采用了金属镀铝的聚酰亚胺薄膜作为光反射和热 

辐射防护材料。表面涂层防护技术较其他防护技术具 

有不增加结构重量、工艺简单等特点，备受航天界重视 

和采用。 

2．3 电气互联技术 

电气互联技术分为整机、板级和电路三个层次的 

互联技术。下面对整机立体组装技术，板级电路模块 

高密度、高精度、高可靠组装技术和高密度微波电路电 

气互联新技术的先进互联技术分别进行论述。 

1)整机立体组装技术 

9O年代中期美国在 F／A一18战斗机的航空电子 

系统中应用了立体组装技术。在美国新一代战斗机 F 
一 22的研制过程中，大量采用了立体组装技术，使战 

斗机的通信导航敌我识别系统(CNI)众多分散设备集 

成在三个设备中，实现了综合化的 ICNIA技术。英国 

考林斯公司在9O年代中期研制的航空电台中，也采用 

了立体组装技术。2000年马可尼公司在航天电子研 

究中采用了三维互联结构。 

2)板级电路模块高密度、高精度、高可靠组装技术 

2O世纪 8O年代以来电子信息设备向着高性能、 

高度集成和高可靠性方向发展，使得 2l世纪的表面组 

装技术向纵深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 

(1)无源元件的小型微型化和无源封装技术 

无源元件(电阻、电容、电感)是各类电子信息系统 

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新型电子产品当中，无源元 

件和有源元件(半导体集成块)的比例已达到 100：1， 

其成本占元器件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无源元件 

的尺寸越来越小，其分立化的结构无疑是电子信息系统 

功能提高和体积(重量)减小的重要制约因素。集成化 

的难度比有源器件大得多。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一系 

列材料学、物理学、化学、电子学方面的跨学科问题，需 

要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 

有望进一步带动无源集成技术发展的新技术是低 

温共烧陶瓷(LTCC)技术 I4 。近年来，LTCC技术由 

于成功地解决了蓝牙系统中无源元件的组装问题而在 

国际上名声大噪，LTCC技术开始进入无源集成领域， 

成为实现无源集成的一项关键性技术。国内在该行业 

起步较晚，尚未有相关研究和应用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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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源器件的大型化和多端子化 

无源元件的小型微型化和无源封装，有源器件的 

大型化和多端子化及芯片级 3D组装、系统级芯片 

(SOC)和MCM的系统级封装(MCM／SIP)的蓬勃发展 

使得第三代表面组装工艺技术向着高密度、高精细和 

高可靠性和多样化方向发展。 

以BGA／CSP器件为代表的第二代 SMT将在 21 

世纪前 10年的板级电路组装中占据支配地位，以倒装 

片的应用为主的第三代 SMT将逐渐完善和推广应用。 

3)高密度微波电路电气互联新技术 

美国研制成功加散热片 的硅基高速超导 3D— 

MCM，不但时钟频率高达 1．2 GHz，而且功耗下降2～ 

3数量级；利用超导布线的零电阻，可使布线宽及间距 

窄到2 I．Lm，并将通常60层布线减少到4层超导布线， 

微波高密度互联(MHDI)已可以用到60 GHz。 

日本 NEC公司采用玻璃陶瓷低温共烧多层技术 

研制了一种高性能卫星微波通信系统用多芯片组件， 

它大大减小了卫星微波通信系统或局域微波／毫米波 

通信系统发／收(T／R)组件的尺寸。Deutche(美国)宇 

航公司在陶瓷基板上采用薄膜制作微波 T／R雷达组 

件，最终构成一个薄膜逻辑控制 MCM。 

2．4 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技术 

微电子机械系统是一种具有系统功能的超微型产 

品，可在一个通用硅片上制造出含有机械零部件、传感 

器、作用器和电子元器件集成体。MEMS的特点是体 

积小、质量轻、可靠性高、工作 寿命 长、价格低廉。 

MEMS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微电子机械系统 MEMS和 

微光电子机械系统 MOEMS(Micro·Opto·Electro·Me· 

chanical System)，但统称 MEMS。实际上这项技术是 

综合了光学、微电子学、精密机械学的技术集成，是当 

今高新技术发展的产物。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将 

其作为重点项目开展研究，得到国家和民间财团基金 

资助。它除了在军事应用中受到关注，在很多民用领 

域亦受到科学家的青睐，尤其是在汽车、医学和消费电 

子产品中，MEMS技术大有可为，研制出的产品性能和 

价格比比传统产品要高出很多。很多著名专家预言， 

MEMS技术在今后 10～15年会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 

届时将对世界生产制造格局及人类生活方式产生重大 

变革的影响。目前，MEMS技术在武器中的应用还很 

有限，但已显示强大的生命力，下面几例已显示 MEMS 

技术对改进武器性能的成效。 

1)BAE(英国)系统公司于 2000年研制了一种 

MEMS传感器，用于一种中程反坦克导弹的制导系统 

中，在法国进行了18个月的试验，精确击中目标。 

2)Honeywell(美国)公司制造了 MEMS惯性传感 

器，用于 IMU(“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惯性测量装 

置”)系统中，性能优 良。IMU(“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惯性测量装置”)系统是由三个 MEMS陀螺仪和 

三个 MEMS加速器组成，是目前最先进的导航系统和 

武器制导系统。 

3)麻省剑桥 Draper实验室研制了一种 MEMS传 

感器，用于约 128 mm火炮全定位制导系统中。除此 

之外，该实验室还研制出单片微型电容式拾音器和检 

漏器等产品。 

已在海军 H一46型直升机中使用这些 MEMS传 

感器的试验表明，可缩短维修停休期 50％，减少故障 

30％，每年可节约维修费用6 000万美元。根据美国 

国防部的报告称，几乎所有武器使用的陀螺仪、加速度 

器或其他的传感器均能用 MEMS技术产品所取代，如 

在飞机、导弹、坦克和舰船等中使用。 

3 我国军事电子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及对策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军事电子制造技术 

总体上存在阶段性差距。在信息化提升武器装备效能 

的现代军事战争中，为满足军事电子装备制造的需求， 

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 

(1)产品开发设计方法和技术手段落后； 

(2)关键制造工艺和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薄弱， 

先进制造技术储备不足； 

(3)制造工艺装备落后，生产 自动化和优化水平 

不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低； 

(4)制造系统信息化和集成化程度低，综合性基 

础技术落后； 

(5)管理模式落后，总体上未形成稳定、科学和有 

效的管理体系，多数处于经验管理阶段； 

(6)小而全、大而全的“庄园式企业”缺乏快速响 

应市场的能力，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 

(7)产品的制造质量与可靠性水平有待于进一步 

提高。 

发达国家在军事电子制造技术上投人大，武器装 

备性能超群；国内相比较而言差距甚大，军事电子制造 

技术水平难以满足型号工程的研制需要，在许多先进 

制造技术方面，如数字化制造、工艺集成制造、电气互 

联、MEMS技术、先进生产管理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 

距，所以要进一步加强以下几点 J： 

3．1 紧密结合重大工程需求。加强统筹规划协调发展 

我国从事军事电子制造技术研究的人数不多，经 

费的投入有限，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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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好有限的资源。首先必须紧密结合重大工程的需 

求，做好军事电子制造技术研究的顶层设计工作，统一 

规划，先重点突破那些能带动全局突进的关键技术，同 

时切实做好预研、应用基础研究、实用化研究之间的衔 

接，明确各 自研制阶段的目标和要求，有层次、有分工、 

有侧重，做好相互间的协调工作，避免重复研究。 

3．2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重点突破 

在开展军事电子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时应该注意有 

限目标，有限规模，遵循有所为才能有所不为的原则。 

在具体做法上必须从国情出发，选择发展重点，有限目 

标，重点突破；建议将数字化制造技术作为突破口，以 

工艺集成技术、电气互联技术作为研究开发与推广应 

用的基础，用系统技术带动单元技术，追求制造系统的 

整体优化，以达到提高产品开发能力、缩短研制生产周 

期、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目的。 

3．3 重视军事电子先进制造技术研究的前瞻性和系 

统性 

长期以来，我国军事电子装备的发展模式是整机 

优先，基础在后；考虑解决眼前问题多，考虑今后发展 

的问题少；考虑个性需求多，考虑系统性发展少，使先 

进制造技术的综合作用不突出。今后要注重军事电子 

先进制造技术研究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将制造技术发 

展与电子装备的发展紧密结合，做好预先研究工作，满 

足新型装备的制造需求。 

3．4 建立国家支持与自行研发相结合，产、学、研相结 

合的研究机制 

军事电子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涉及到规模 

管理、资金保障、研究开发、生产应用等方面，因此必须 

把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制造业等各个方面 

的优势力量组织起来 ，加强合作，共同开发，推进和建 

立大学、研究所和制造业相互结合的一体化研究机制。 

3．5 加强合作，促进先进制造技术基础研究的国际化 

随着市场的国际化和全球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 

”

+ ”+ ”+ ”+ ”+ ”—— ”+  

先进制造技术国际化日趋明显，要促进先进制造技术 

研究的国际合作，吸引国外专家与国内研究机构共同 

进行研发，增强我国军事电子先进制造技术的实力；吸 

收国外研究成果，提高研发的起点，加快研发的进度。 

4 结 语 

为满足我国军事电子装备能够适应高技术条件下 

军事斗争的需要，新时期我国的军事电子装备研制单 

位担负着神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们必须审时度势，选准军事电子制造技术研究发展 

的重点与战略对策的制高点，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军 

事电子装备的研制由目前的跟踪研究向自主创新转 

变、经验设计向预测和仿真设计转变、传统制造向数字 

化制造转变、实物试验向虚拟与实物试验相结合转变， 

使我国军事电子制造技术实现跨越性发展，军事电子 

装备的研制能力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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