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战备忘录

　——日军在中国使用了毒气(节译)

[日]　吉见义明原著　潘　岩、毕春富译

一　中日战争时期使用情况

( 1)在华北使用的经验　1938年 12月止

在华北很早就使用了毒气的第二十师团,于 1938年 6月整理

了一份材料,题为《围城攻防战的参考》, 其中指出: “进攻村落,瓦

斯弹的效果最好。当然,可否使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二十师团在 1938年 6月上旬以前, 根据以往的经验,早已

知道使用毒气攻击围有护墙、不易攻下的村寨,具有显著的效果。

此外, 从这些资料知道, 在这之前使用过催泪瓦斯,而没有用过呕

吐性和喷嚏性毒气“红弹”和“红筒”。在这以后, 第二十师团便大规

模地使用“红剂”, 这一点已在《毒气作战的真相》一文述及。该部在

小规模战斗中也能熟练地使用红剂。根据同年年底第二十师团司

令部整理的《山地作战之经验》( 1938年 12月 1日) , 他们获得了

下述经验:

　　红弹的用法: 敌人非常害怕我军使用红弹。当敌军据守丛山峻岭,

我军难以攻击前进时,使用红弹非常有利, 也很有效, 可以很容易地击

退敌军。但受风向的限制太大,对此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即使前一天

已有使用红弹的计划, 也要考虑到当天也许不能使用的情况。因此,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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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事先研究好相应的措施。

使用特种弹的好时机是将要突击之前。当特种弹的毒烟有效地覆盖敌军

阵地时, 敌军经常会慌忙退却,但是随着毒烟渐渐稀薄,敌军便重新回到阵地

上。根据经验, 重返阵地的时间大多是在 14至 15 分钟以后。因此,以此时间

为准, 掌握发射特种弹与发起攻击的关系,就会取得良好的战果。此时如同时

使用特种弹, 制压最妨碍我军突击的敌军侧防火力, 突击便会容易成功。携带

大量特种弹, 并且不断地、缓慢地制压敌军步兵, 一般来说很容易使战斗取得

进展。

如上所述, 红弹的使用效果非常显著。第二十师团在1938年下半年不断

地积累了一些在战术上强化毒气效力的经验。

( 2)武汉作战　1938 年 8 月～11 月

根据武汉作战的经验, 某炮兵部队对毒气弹的效力作出了积极的肯定。

武汉战役结束后,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队提出了下述意见:

　　三、八九式十五加农炮应配备瓦斯弹作为其特种弹。其理由是:为了

扰乱远距离对峙的敌人, 及为了制压远处的敌炮兵, 我们认为可以使用

瓦斯炮弹。即, 虽然发现了敌人,但不能精确的测定其位置时,使用尖锐

弹或破甲榴弹, 需要消耗大量弹药,而如果使用瓦斯弹,经常可以迅速地

制压敌军。 

( 3)武汉作战结束后的警备战　1938年末～1939年初

野战瓦斯第 5中队的上等兵石田义一,在徐州会战中曾参加

过使用毒气的战斗, 而在武汉会战中, 他因患疟疾留在后方,没有

直接参加毒气战。然而,他听说了所属中队在 9月份的广济攻击作

战中出动了三次。他重新参加毒气战是武汉会战结束以后的事。12

月在担任大通镇附近警备时,配属于步兵第一三三联队, 并且在折

头万部落至宝家村之间使用了毒气:

　　从 13点半到 17 点,第三大队历经苦战仍不能前进。我方化学部队

出动, 本多分队被请出,各分队长也出动了。风向、风速实在理想,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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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队《根据武汉攻略作战的经验得出的教训及意见》, 1938年

12月 10日,于武汉城外。

步兵第八十联队《山地作战之经验》。

步兵第七十九联队《山地作战之经验》



地物也不错, 完全按照演习时的一套操作,使敌遭受巨大损失( 12 月 11

日)。

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 1939年 7月 6日也使用了毒气,地点在

黄梅附近。

化学兵写从军日记是非常少见的,而这本日记之所以珍贵,是

因为从这本日记能了解到一个分配到野战瓦斯队,并且刚好参加

了毒气战的士兵的内心世界。在日记中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任务

的:

　　每到一个战场, 我们便被配属于其他部队。在一般的战斗中,我们

只是随队行军而已, 只有当前线步兵遇到困难时才奉命出动。‘无名英

雄’这个称呼对我们这种部队再合适不过了。( 1938年 8月 31 日)

化学兵们把自己当作“无名英雄”, 把援救处于危急关头的友

军视为自己担负的神圣使命。

( 4)南昌攻略作战　1939年 3月～4月

在这次作战初期,即 3月 20日黄昏开始的修水渡河作战中,

进行了一次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炮战和毒气战,这个史实已

经明了。但最近又在旧书店中发现了一份详细记载该渡河作战打

响第二天战斗情况的资料, 因此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其内容如下

(引用原来用打字机打印并且一部分用钢笔修改过的资料) :

(丙)修水河畔的战斗(从昭和十四年三月一日至同年三月二十一日)

这次作战的作战计划, 是减少参加进攻的师团数(第一 一、第一 六师

团) ,集中了华中方面军的全部炮兵(除师团所属炮兵外, 十五榴弹炮 2 个联

队、十加农炮 1 个联队, 十五加农炮 1 个中队,在 8 公里的正面上放列了 140

门炮, 平均 1 公里正面放列 17 门炮) ,以火力压倒并歼灭敌人(而且还计划使

用特种弹)。

3 月 21 日拂晓是阴天,有约 3 米/秒的风吹向敌方,这是使用特种弹的

绝好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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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定计划, 从拂晓开始效力准备炮击, 接着转入攻击准备炮击后,

140 门大炮的炮声盖住了修水河畔, 实为壮烈。

最后发射特种弹时, 亲眼目睹了 的红云浸透到敌阵的情景。

结束攻击准备炮击后, 前沿步兵放射特种筒, 战斗进展很顺利。当炮兵按

计划延伸射击后, 步兵一齐进攻,突入敌阵。这时接到阵地已无敌兵的报告,

于是对炮火威力表示满意。接着第二次、第三次延伸射程,前线步兵继续进行

阵内突击, 如入无人之境,到了正午时分已到达敌军后方地带,完全占领后立

即转入追击。⋯⋯

如上所述,这次战斗是大规模的炮战, 同时亦如资料描述的那

样,“ 红云浸透敌阵”,是一次空前激烈的毒气战。对于这份资

料还有一点特需引起注意, 原文中的“赤筒”、“赤弹”(瓦斯弹)分别

用钢笔改成“特种筒”、“特种弹”, 并在卷首的注记中写道: “在第

14、15页(指本文引用部分)上有发射赤弹的描述, 因此慎重处

理。”另外, 发给执笔的佐佐木先生和各位编纂委员的文本是完全

按原文复印的,但其他复印件在此处都留下了空白。从这份资料也

能充分看出, 即使到了战后,还是非常神经质,想方设法防止泄漏

修水渡河作战是毒气战这个事实。

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在 1939年 3月 18 日至 21日

这几天中, 总共使用了 75发红弹。 而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在南

昌攻略作战中,从 1939年 2月 15日至 4月 8日,则使用了 123发

“红 D弹”。 

( 5)第九十八军歼灭作战　1939年

在特设步兵第一一九联队服役的乙种技术干部候补生泽昌利

写的日记中, 有一段描述他们在进攻山西省沁源的路上, 在无名山

中与八路军交战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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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日　晴转雨　在无名山中。(中略)雨终于停了,夕阳已经西

沉, 空气清爽,但衣服看来没法吹干了。黄昏时分,偶而听到几声枪声,

看来双方都已打腻了。估计敌人可能就要乘黑撤离⋯⋯队部决定施放

毒气, 负责施放毒气的军官脸上满是杀气。

首先用瓦斯弹进行攻击。‘瓦斯弹发射!’独立山炮队长用嘶哑的声

音发出了命令。‘发射!’随着一声轰鸣,瓦斯山炮弹呼啸而去, 不久, 远

处响起了沉闷的爆炸声。连续发射, 瓦斯攻击持续了一段时间。

炮弹落在对面的山麓, 隐约可见薄暮中冒出滚滚白烟。也许他们认

为效果不大, 又点燃瓦斯筒施放了瓦斯,这是一种多角形的弹筒。

瓦斯部队将校开始行动, 并把他们的防毒面具拉到胸前。见此情

景, 士兵的脸色变了,慌忙也把防毒面具转到胸前。总觉得这里充满了

一种紧张的气氛。也许听说是放了瓦斯, 大家心里总感到一种恐惧, 士

兵们的脸上开始出现动摇的样子, 可又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模样。

( 6)赣湘会战　1939年 9～10月

A. 新墙河渡河作战

此次战役,由于《朝日新闻》“错用”照片引出了一些问题。这里

所说的“错用”,是指该报在 1984年 10月 31日刊出的一张浓烟升

到空中的照片,照片上注明这是一张修水渡河作战时拍摄的“毒气

战照片”。对此,《产经新闻》用很大的篇幅报道了旧军人们的证词,

证明这张照片不是修水渡河作战时的照片,而是 1939年 9月的新

墙河渡河作战时的照片,而且照片上的浓烟只是一种烟幕而已,并

不是毒气,还说无论在修水还是在新墙河, 日军都从未使毒气。关

于这个问题, 后来《朝日新闻》也承认了它是新墙河渡河时的照片。

剩下的问题是:照片上的浓烟是毒气还是烟幕? 二、在新墙河渡河

作战中有没有用过毒气?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毒气是经常与烟幕并用的,照片

上的浓烟中是否混有毒气, 暂且不论。如果该照片象《产经新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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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第 6师团强渡新墙河时的照片的话,根据下述事实, 把它看作

同时照出了毒气, 不是更自然一些吗?

关于第二个问题, 只能说《产经新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下

面看看在新墙河渡河作战中使用毒气的实情:

　　在这次作战中, 决定 9 月 23 日黎明由炮兵进行的一小时的效力准

备射击及攻击准备射击, 接着打‘白二星’、‘白三星’信号弹, 开始施放

特种烟。

在町尻部队编写的《第六师团转战实录·赣湘篇》( 1940年油

印件)中,前线的士兵们生动地描述了在毒气掩护下渡河作战的情

况:

　　上级下达了‘9 月 23 日上午 8 时 30 分一齐转入渡河, 根据情况使

用瓦斯’的命令。参加使用瓦斯的战斗, 这还是第一次。虽然我们随身携

带着防毒面具, 可我还是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终于到了 8 点。野

炮和山炮都开火了, 此伏彼起的炮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当设在后

方的联队本部上空升起‘白三星”时,中队长立即举起右手, 我们便开始

一齐渡河。野炮正在集中炮击正面的敌军阵地。我们都戴着防毒面具,

所以虽然看到敌弹打得沙土飞扬, 却听不到一点声音。眼看就到敌军阵

地, 在呼吸困难的情况下, 上刺刀冲进敌阵, 用发红的眼睛看看周围, 只

见有两三具被遗弃的尸体, 敌军早已溃退。野炮在用叫人痛快的榴霰弹

痛击溃退的敌军。瓦斯还象雾一样的残留在空中,因此还没有发出脱下

面具的命令。头开始钻心的痛起来, 感觉也跟着麻木起来。不久象雾一

样的瓦斯消散了, 我们得到允许脱下面具。⋯⋯〔转入突击时〕我们小队

正面之敌被切断了退路, 正在左右乱转。乱哄哄地被围在凹地里的敌

人, 多半陷于昏迷状态。站着向他们不断射击, 一个一个倒了下去。真够

痛快!

下面一段资料是讲在后方服役的辎重兵中的新兵没有全部装

备防毒面具, 淋漓尽致地描述了红剂对人体的作用, 因此很值得深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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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 前方象是起雾的样子。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是瓦斯’时,刹那

间眼睛、鼻子开始疼痛⋯⋯痛苦不堪。马上用水弄湿毛巾, 堵往嘴和鼻

孔, 可是无济于事,痛苦不断加重。心里想着要尽快躲到安全的场所, 可

是已经到了眼睛不能睁, 嘴巴不能说的地步, 一下子成了瞎子和哑巴。

⋯⋯为了活命拼命挣扎的样子是凄惨的, 不光是别人, 我自己也是⋯⋯

撞在大石头上, 打伤了脚, 使劲在地上擦头和脸 ,毛巾和衣服上全是泥,

成了个泥人。从蒙住脸的湿毛巾里渗出的水, 由鼻孔流到嘴里,更觉苦

涩, 每当这时,我就想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

B(战役)前后战斗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一大队在 9月 22日至 26日洞庭湖舟艇

机动战及营田附近登陆战斗中,使用了 6发四一式山炮毒气弹和

95只毒气筒。 在 9月 24日的战斗中,第三师团上村支队的最前

线中队曾接到命令, 在急袭突入眼镜塘无名寺附近中国军阵地和

进入大洪山时, “如果情况允许,应施放烟(红筒)实施突击”,而所

属的化学兵小队则“应捕捉战机施放发烟(红筒)压制敌人”。因此,

上午 7时 30分左右“由炮兵向敌军阵地发射了 20多发瓦斯弹”,

迫使敌人“龟缩在战壕内不能向外探头”,之后立即冲进敌军阵地,

“很快使敌积尸如山,血流成河,完成了对眼镜塘附近顽敌的歼灭

战”。 

9月 15日开始行动的步兵第一五七联队第一大队, 至 10月

12日已使用了 1663个红筒、90个“发射红筒”(一种用抛射炮发射

的红筒)。! 9月 16日,该部准备大规模使用毒气,进攻万步垴、水

牛山,攻击计划如下:

　　“一、拂晓前向大垌刘南侧高地展开, 完成攻击万步垴敌阵的准备,

同时准备好使用特种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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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一破晓立即进行两个小时的攻击准备炮击, 冲进 0900 万步

垴敌主阵地, 接着突破水牛山、山前王附近敌军阵地, 一举向沙古岭方

面推进。在突入敌阵及尔后扩大战果时, 均大规模使用烟, 并以一部分

烟弹协力奇袭汪村南侧的敌炮兵阵地。

( 7)南宁攻略作战　1939年 10月～12月

在南宁攻略作战中,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从 1939年 10月 23

日至 11月 24日使用了 35发“红 D弹”。

( 8)翁英作战〔译略〕

( 9)高平作战/春季晋南作战　1939年末～1940年春

第三十六师团和山炮兵第三十六联队根据高平作战的经验,

强调进行毒气战的优点:

　　三十一、对敌收容阵地特种弹的使用⋯⋯使用特种弹, 尤其是红

弹, 优点较多。

三十二、在敌情搜索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使用特种弹可使敌军暴

露, 从而了解敌军阵地火力配备的情况。

在第二期作战中, 上述射击方法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 

由此可见,此时山西日军已能相当熟练地使用红弹和红筒。但

也有一些问题。“一般来说红筒是不发出火焰的,可这次作战中使

用的红筒大部分都发出火焰,因而成了敌军攻击的目标。因此,必

须注意利用遮蔽物或沙袋”。!

( 10)晋中作战　1940年 9月～12月

笔者所作《日军的毒气作战——在中国、马来亚、新加坡、缅甸

使用的一部分》,已经披露了日军反击八路军百团大战的晋中作

战,是使用了致命毒气“黄剂”的激烈的“烬灭作战”。下面再举一个

在晋中作战中使用红弹攻击的例证。9月 11日,在山西和顺县万

山附近迫击炮第 5大队第 2中队向八路军第 129师某部的约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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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兵第二二四联队《晋南作战资料》, 1940年 4月 20日～5月 1日。

舞部队本部《高平作战的经验教训》, 1940年 3月。

山炮兵第二联队《南宁攻略作战战斗详报》。

步兵第一五七联队第一大队《赣湘会战战斗详报》。



余人发射红弹,“截断退路将其歼灭”(俘虏 47名,遗尸 60多具)。
　　11 日 16 时⋯⋯到了万山脚下,突然听到激烈的枪声, 方知遭遇敌

人。迫击炮小队长提出发射瓦斯弹扰乱敌之后方⋯⋯。16 时 50 分, 迫

击炮向〔虎子沟村〕发射瓦斯弹(红弹)。第一发炮弹便奏效,在微弱的西

北风和低温气流的作用下,毒气流向敌方,使之发生动摇。敌在我军的

炮火及果敢的攻击下抵抗无术, 利用地隙开始沿着后方谷地撤退。⋯⋯

无知又无防化装备的敌军在其退路上遭遇我方设置的瓦斯地带, 左冲

右撞, 不知所措。步兵部队抓住时机将其包围并歼灭之。

　　经验:

　　一、即使是少量瓦斯弹,只要射入村落内, 便可形成暂时性的瓦斯

地带, 尤其是对共产党军进行化学战,效果很大。

二、本次战斗可以说有赖于迫击炮小队长对气象及地形等战术上

的准确判断, 才取得了战果。

( 11)山西南部扫荡战　1940年 12月

这是在泽州东方及南方一带的战斗,步兵第二二四联队第二

大队使用了 51发迫击炮红弹, 该联队铃木混成大队使用了 12发

山炮红弹。

( 12)第一次长沙会战　1941年 9月～10月

在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一大队《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

中,描述了第一线部队因配备的化学武器陈旧因而备受磨难的情

景,引人注目。它是这样描写的:

　　有许多特种火药(发烟筒、发射发烟筒、信号弹等)及手榴弹没有爆

炸。(他们 )为了凑够数量, 连那些生产年代已久、已经失效的武器都送

了来, 结果不仅贻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战斗行动, 徒劳无益。

当时进行的新墙河畔的战斗是一次大规模的毒气战。根据步

兵第一三 旅团《浙赣作战战斗详报》(之四)引用的资料, 当时一

举燃放了约 3000个中型红筒:

　　上述战斗是把中型红筒一字排列在准备突破的整个正面上, 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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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派遣军化学战教育队⋯⋯的指导下大规模放射毒气, 然后突击的

战斗。这是属于特殊战例。即在进行突破期间,枪炮战只是由某大队的

1 个中队和机关枪中队进行的大约 20分钟的交火, 其他并没有进行任

何枪炮战便冲进敌阵。〔在长沙附近〕姜家坞一带的战斗中,黑濑部队依

靠准备好的红筒, 大大提高了突破的速度。

在这次会战中,步兵第二三六联队第 1大队共使用了 80个红

筒。

二　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使用的情况

( 1)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 12月～1942年

在这次会战中,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在 1941年 12 月 14日至

1942年 1月 16日期间总共使用了 118个小型红筒、302个发射红

筒及 3发九四式山炮红弹。 由于这次会战是机动战,没有大规模

地统一使用毒气,可是在局部战斗中的小规模使用毒气和脱离战

场时使用毒气方面,第六十八联队对于毒气的效用大肆吹嘘:

　　⋯⋯为了脱离战场, 有时有效地使用了特种烟。在由长沙撤退时,

为了脱离战场, 较长时间使用特种烟制压敌人后脱离战场, 轻易地实现

了撤退的目的。⋯⋯由于机动作战的关系, 联队、大队一级没有统一使

用过特种烟, 但第一线中队在局部战斗中经常有效地、小规模地使用特

种烟, 致使战斗顺利进行。例如: 使用特种烟, 紧接着冲进敌阵,或者阻

止并击退敌人的反击, 或者顺利地脱离战场。等等。 

另外, 该部队“目前化学战装备极不完善, 并且它的运用方法

极不合理,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的地方很多”的观点,也就

是今后也要积极进行化学战的观点出发, 指出了今后应当改进的

问题。这些问题是: (甲)进行机动战的情况下, 由每个大队组织指

挥各自的化学兵小队, 经常会贻误战机, 因此“最好是让每个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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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

步兵第二三六联队第一大队《长沙会战战斗详报》。



随时装备和携带特种资材, 并见机合理地使用”。(乙)配备的化学

武器中“有许多是旧的,点火装置多数已经损坏”,往往在“随身携

带时受潮变质”,不能点火, 因此,“这些特种资材需要更新”。

( 2)浙赣作战　1942年

在这次作战中,日军展开了毒气战和细菌战, 特别是第 13军

司令部积极鼓励所属部队使用毒气。

在这次作战中, 步兵第一三 旅团从 1942年 4月 30日至 9

月 30日间共使用了 136个九三式红筒、39个九八式特种发射发

烟筒、19个九七式红筒、53个发射红筒、132发山炮红弹、37发八

二毫米迫击炮红弹。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在 6月 9日至 15日的建昌进攻战中使用

了 32个特种发射发烟筒。接着, 16—30日共使用了 10个特种发

射发烟筒、小型红筒及 2发四一式山炮红弹。从 7月 1日至 12日

使用了 6个特种发射发烟筒,从 13日至 24日使用了 6发四一式

山炮红弹。 

( 3)华北方面军“肃正讨伐战”　1943年

华北方面军出版了一本军司令部编的小册子《肃正讨伐的参

考》( 1943年 5月) ,它记载着“主要针对共产党军队进行讨伐肃正

的要领”,其中有一些段落鼓励进行毒气战,例如:

　　二、对据守在村落里 ,特别是凭借坚固围墙的敌人, 出其不意地使

用特种资材, 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我方的牺牲, 获得最大的战果。使用

特种资材的部队在使用时必须注意防止风向等改变而使自己蒙受危

害, 同时必须携带防护资材。⋯⋯

由于华北方面军的这些指导,在以八路军为对象进行的“讨伐

战”中, 常常使用毒气。

( 4)江北歼灭战〔译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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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浙赣作战战斗详报》。

第一三 旅团《浙赣作战战斗详报》(之四)。

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



( 5)京汉作战　1944年

在这次作战中,第三十七师团在 1944 年 4月至 6 月间,共使

用了 142个九七式红筒、17个九八式红筒。 同一时期,配属于第

六十二师团的独立步兵第十二大队使用了 13发四一式山炮红弹、

6个红筒。第三十七师团的战斗详报在“龃龉、过失及其他将来应

作参考之事项”中,写了如下一段话:

　　三、作业小队: 1、携带的器材对于在编人员来说是太多了(器材、地

雷探测器、瓦斯施放机( 4 筒编 1 组)、炸药投掷机、爆破管、30 厘米探照

灯、土木工具等⋯⋯)。我们认为有人员在编的作业队,它的重点应放在

施放瓦斯上, 稍带炸药,这样在机动能力及战斗力上最合理。 

这种在作战中将作业小队的主要任务放在进行毒气攻击的建

议,特别是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末期提出这种建议,不能不引人注

意。

以上介绍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进行的毒气战,然而这只是在

中国战场使用毒气的极少一部分。披露全貌还是有待今后解决的

课题。

说　明:

原文引用文献资料中的专门术语: “瓦斯”、“特种烟”是指毒气,“特种筒”

指毒气筒, “特种弹”是指毒气弹。“黄剂”指糜烂性毒气,“红剂”是指呕吐性毒

气。“红筒”、“红弹”则为呕吐性毒气筒、毒气弹。“特种资材”是指化学战装备。

为了保持所引文献资料的本来面貌, 译文皆不作变更, 特予说明。

(译者单位: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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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师团《京汉作战战斗详报》。

独立步兵第十二大队《京汉作战战斗详报》。

第三十七师团《京汉作战战斗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