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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泰平组合是 ２０ 世纪初期中日关系史上经常可见的名词，该组织的出现、
发展以及消失，都是以日本陆军的对华政策为动力的。 １９０８ 年，以日本与德国在华军火

市场竞争为背景，泰平组合由陆军催生；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之际，以日本陆军对华分裂政

策为背景，泰平组合充当了日本对华国策的工具；１９１７ 年和 １９１８ 年以日本陆军的对华

武器同盟、军事同盟、援助段祺瑞政策为背景，泰平组合扮演了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纽带

的角色。 泰平组合在 ２０ 世纪初期日本对华军火贸易的活动中，是日本陆军对华政策的

具体执行者。
关键词　 泰平组合　 军火贸易　 日本陆军　 对华政策

自晚清张之洞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开始，中日两国军事联系日渐加强。① 日本陆军内部逐渐出

现一种要求构建中日军事同盟，使中国军事附庸于日本的潮流。 这一潮流从 ２０ 世纪伊始一直持续

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成为 ２０ 世纪初期日本陆军制定对华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成立于 １９０８ 年 ６ 月的泰平组合，是在日本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的指导下，由三井物产合名会社、

大仓组、高田商会联合组成的对外武器出口组织，其成立及活动正是在上述潮流影响下陆军推行对

华政策的一种尝试。 国内研究对于泰平组合之名多有提及，但实际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② 学界

对于泰平组合如何成立、如何运作、如何执行日本陆军对华政策并没有详细的探讨，在一些论及泰

平组合的研究成果中亦有不确之处，使得部分学者误以为泰平组合是日本对华进行军火走私之机

构。 日本学界对于泰平组合有过专门的研究，其中以芥川哲士的相关研究为代表，另有横山久幸、
名古屋贡等学者的成果相辅。③ 但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多以泰平组合本身，或者以泰平组合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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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历史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第 ８７ 页。
国内研究成果包括陈存恭《列强对中国军火的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８３ 年版）；陈存

恭：《民初陆军军火之输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６ 期，１９７７ 年）；齐春风：《评近代日本对华军火走私活动》
（《安徽史学》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日本研究成果包括芥川哲士「武器輸出の系譜泰平組合の誕生まで」、軍事史学会 『軍事史学』第 ８２ 号（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武器輸出の系譜第 １ 次大戦期の勃発まで」、『軍事史学』第 ８４ 号（１９８６ 年 ３ 月）；「武器輸出の系譜第 １ 次大戦期の武器輸出

（上）」、『軍事史学』第 ８８ 号（１９８７ 年 ３ 月）；「武器輸出の系譜第 １ 次大戦期の武器輸出（下）」、『軍事史学』第 ８９ 号（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武器輸出の系譜———第 １ 次大戦期の武器輸出と帝国議会」『軍事史学』第 ９２ 号（１９８８ 年 ３ 月）；「武器輸出の系譜———第 １ 次世界

大戦期の中国向け輸出」『軍事史学』第 １１０ 号（１９９２ 年 ９ 月）；横山久幸「日本陸軍の武器輸出と対中国政策について———帝国中華

民国兵器同盟策を中心として」、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年報』第 ５ 号（２００２ 年 ３ 月）；名古屋貢「帝国議会で追及された 兵器

商社泰平組合」、新潟大学大学院現代社会文化研究科『環日本海研究年報』第 １６ 巻（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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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关系为对象，较少有人对其所承载的日本陆军对华政策进行详细的讨论。 本文即以此为切

入点，利用日本陆军和外务省原始资料，对泰平组合之活动及其背后的陆军政策进行论述。

一、 泰平组合的成立

１９０８ 年 ６ 月 ４ 日，陆军省以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的名义向三井物产合名会社、大仓组、高田商会

下达指令，提出组成对外贩卖武器组织的要求以及 １１ 条组织方针，并命三社以 １１ 条方针为基础尽

快提出三社组织契约。 １１ 条方针主要包括：陆军承认三社组织成立的新组合，保证东京和大阪炮

兵工厂以原价将产品卖给组合，不对组合的卖出武器价格进行限制，对新组合的武器贸易给予各种

援助，且对于出口的武器不进行制式的限制，有必要的话可以根据买方的需求进行兵器制造；为配

合武器出售，陆军可以根据组合的需要，派遣技术官员为组合服务，对武器进行讲解说明；组合进行

对外交易时必须同陆军省保持联络，交易详情必须向陆军省提供详细报告；当陆军省对兵器交易有

某种指示的时候，组合必须遵守；如果组合违反上述规定，陆军可以停止对组合的武器拨付。① 三

社收到指令后，按照陆军省的要求拟定了新组合成立契约，并在 ７ 月 ２ 日决定命名新组合为泰平组

合。 陆军省和泰平组合之间的契约期限为 １０ 年，１９１７ 年契约满期之际双方再将其延长 ５ 年，１９２３
年再次延长 ３ 年。 其后又经过多次延期，直到 １９３９ 年契约失效，三菱商事代替 １９２６ 年退出组合的

高田商会，与三井物产会社、大仓组同陆军签订新契约，并将泰平组合更名为“昭和通商”。②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泰平组合的成立完全是在日本陆军省的指导下进行的，并且组合的所有

军火贸易都被要求置于陆军的监管之下。 方针第二条还规定“陆军保证东京和大阪炮兵工厂以原

价将产品出卖给组合，不对组合的卖出价格进行限制”，体现出陆军对泰平组合的贸易完全是非营

利性的活动。 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以下原因：
第一，加强日本对华军火出口能力。 要证明这一点，需从组合成立前日本的对华武器出口状况

说起。 早在 １８８３ 年，日本陆军就曾委托大仓组在香港出售过两批废弃步枪合计 １７４１１ 杆、步枪弹

４０３６２６７ 发。③ 此后日本武器对外出口不断，但记载并不详细。 就笔者所查阅的资料来看，对中国

之武器出口，有明确记载者始于 １９０２ 年。 １９０２ 年 ４ 月，日本向中国出口步兵用背囊 ６０００ 件，１２ 月

向中国出售三〇式步枪 ３ 杆及子弹 ３０００ 发（样本武器）。 这一阶段，不仅日本，其他列强对华出口

武器数量也很少，这主要是因为 １９０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清政府颁布禁令，规定自禁令颁布之日起，禁止

各省将军、督抚、巡抚以及各海关监督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从外国进口军火弹药以及相关制造器械和

材料。④ 在此期间，各国出口到中国的武器多为样本武器。 直到 １９０３ 年 ８ 月以后，各国对中国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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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兵課 外国へ兵器売込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３０２２９２４８００、密大日記明治 ４１ 年 ７ 月

８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泰平組合ニ関スル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３０３０３０２１００、大正末期ニ於ケル支那ニ関スル諸問題

（守島事務官参考資料）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泰平組合継続に関する件」、 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３９５３４００、昭和 ０６ 年「密大日記」第 １ 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芥川哲士「武器輸出の系譜泰平組合の誕生まで」、軍事史学会 『軍事史学』第 ８２ 号（１９８５ 年 ９ 月）、４０ 頁。
此次武器禁运敕令是清政府在列强的要求下颁发的。 １９０１ 年 ３ 月至 ５ 月间列强商讨对华武器禁运问题，起初拟将禁运

期限设定为 ５ 年，后经日本提议及英国赞同，最终将禁运期限定为两年。 参见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北清事変』下巻、外務

省、１９３７ 年、３８８—４０７ 頁。 １９０１ 年的对华武器禁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列强对华武器禁运活动，加上 １９１９ 年到 １９２９ 年间的列

强对华军火禁运、１９４６ 年 ７ 月到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之间美国的对华军火禁运，总共有三次对华军火禁运活动。 陈存恭在《列强对中国军

火的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一书中称近代对华军火禁运活动为两次，而未将 １９０１ 年之禁运列入其中，是为不确。 参见该书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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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出口才真正开始规模化，日本对华武器出口的扩大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表 １ 为从 １９０３
年到 １９０７ 年间日本对华武器出口概况。

表 １　 １９０３—１９０７ 年日本对华军火出口概况①

年份 各类步枪（含骑兵枪）及弹药 各类手枪及弹药 各类火炮及弹药 其他

１９０３

三〇式步枪 １２６１０ 杆，三〇式

骑兵枪 ２０２０ 杆，Ｃ 号步枪 １５００
杆，斯奈德枪 ３００ 杆，各类步枪

子弹 ８９７ 万发

二六式手枪 １５２ 支，子弹

３． １ 万发

马具、骑兵电

话机等

１９０４
三〇式步枪 ９３００ 杆，步枪子弹

１１８５ 万发

各类手枪 ７１７ 支，手枪弹

１４６５２０ 发

各类炮车 １１２ 架，各类炮

弹 ２５７６０ 发

１９０５
三〇式步枪 １８０９９ 杆，三〇式

骑兵枪 ４２２５ 杆，Ｃ 号步枪 ５０００
杆，各类步枪子弹 ４９５７５２０ 发

二六式手枪 ４８０ 支，甲类

自动手枪 １２ 支，子弹５． ２４
万发

各类炮车 ６９ 辆，弹药车 ８１
辆，各类炮弹 ７４９６４ 发

工兵火具、黄
色炸药、火药

填充器具等

１９０６

三〇式步枪 ３４８３８ 杆，三〇式

骑兵枪 ８６１８ 杆，Ｃ 号步枪 １８０
杆，村田连发枪 ６５０ 杆，各类步

枪子弹 １５９７９８４０ 发

二六式手枪 ９０６ 支，甲、乙
类自动手枪 ２２６３ 支，子弹

１１０８２００ 发

各类炮车 １１２ 辆，９ 寸臼

炮 ４ 门， 各类炮弹 ５４８０
发，海军用保式机关炮 ２４
门炮弹 ２４ 万发

１９０７

三〇式步枪 ９１６０ 杆，三〇式骑

兵枪 ６００ 杆，十八年式村田步

枪 ３８４ 杆，斯奈德枪 ３００ 杆，各
类子弹 ２５５６３００ 发

二六式手枪 １０ 支，自动手

枪 ８８ 支，子弹 １５９２０ 发

保式机关炮弹药 １４０５２０
枚，三一式速射炮榴霰弹

用管药 １４． ７ 万枚

雷 管、 信 管、
导火线、辎重

车、火炮挽具

不等

因为刚刚解除进口外来军火的限制，所以中国各地方政府从日本进口的武器是以样本武器

为主的。 例如 １９０３ 年 １１ 月四川省总督部堂通过高田商会从日本购买样本武器：三〇式步枪 ６
杆、三〇式骑兵枪 ２ 杆、三〇式子弹 ８５００ 发、手枪 ３ 支及子弹 ９００ 发。② 对日方军火表示满意后，
四川省总督随即订购了规模较大的一批武器：三〇式步枪 ５００ 杆及弹药并附件若干。③ 然而 ５００
杆步枪数量毕竟太少，此时具有大规模采购武器的实力和意愿的只有正在编练中的北洋新军。 根

据天津驻屯军司令仙波太郎在 １９０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向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发送的密电，袁世凯有意从

日本购买步枪 １ 万杆用于编练新军，且向日本表示如果日本无法满足，袁将从德国采购。④ 其后，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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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乃根据芥川哲士「武器輸出の系譜泰平組合の誕生まで」及陆军省「密大日记」１９０３ 至 １９０７ 年相关记载进行整理所

得。 参见芥川哲士「武器輸出の系譜泰平組合の誕生まで」、軍事史学会 『軍事史学』第 ８２ 号（１９８５ 年 ９ 月）、５５ 頁；ＪＡＣＡＲ（アジ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密大日記」明治 ３６ 年 ～ 大正 ４０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高田慎蔵 ３０ 年式騎銃以下 ４ 点払下の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３０２２８０６６００、陸軍省 － 密大日記 － 明

治 ３６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高田慎蔵 ３０ 年式歩兵銃以下 １４ 点払下の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３０２２８０６８００、陸軍省 － 密大日

記 － 明治 ３６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清国駐屯軍 兵器注文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３０２２７９５４００、陸軍省 － 密大日記 － 明治

３６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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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成功向袁世凯出售武器，日本对华武器出口规模开始扩大。 从 １９０４ 年到 １９０５ 年，日本一共

对外出口武器 ４３ 次，其中有 ３５ 次是对华出口，最大规模的出口为 １９０５ 年 ３ 月到 ６ 月之间向北洋

新军出售的步枪 ２ 万杆。 １９０５ 年北洋陆军增编三镇新军，该批武器装备了三镇中的两镇。
另外，实现对华军火贸易扩大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日本国内此时有足够的军火货物积压。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东京和大阪两炮兵工厂生产力急剧扩大，仅步枪就生产出 ２６８６１５ 挺，另生产子

弹 ２． １７２ 亿发。① 同时，经过日俄战争的试验，战争过程中的制式装备三〇式步枪被认为缺点太

多，新的三八式步枪已经研制完毕。 为将新枪装备军队，军方必须为三〇式步枪找到足够大的市场

以换取资金。 此时清政府恰好编练新军，需要大量外来武器，中日军火贸易便由此继续扩大。 上述

内外状况决定了日本必然会重视对华武器出口，为此，改变过去分散的经营方式，实现贸易会社的

组合就成了日本陆军的必然选择。
第二，加强日本军火在中国军火市场上的竞争力。 １９０５ 年以后日本对华军火出口贸易额度逐

年增加，但是日本依然无法垄断中国军火市场，因为德国在中国的军火市场份额要远远超过日本。
根据海关资料，１９０９ 年德国对华出口军火价额为 ５２７２４３ 海关两，比利时价额为 ２７４５２２ 海关两（比
利时在 １９１０ 年即被日本反超）、日本为 ９６６７４ 海关两。② 在一战之前，日本对华出口军火额度虽然

不断增加，但一直没有超越德国。 自中国的洋务运动时期开始，德国就在中国军火市场深耕厚植，
不仅在武器质量上获得清政府信赖，在销售策略上也善于利用拉关系、给回扣等方法扩大利益，德
国军方甚至为军火贸易商配备专业人员对中国买方进行武器的讲解说明，以上手段使德国在华军

火权益远超其他列强。③ 相比较而言，日本对华军火贸易出口主要掌握在三井、大仓、高田三个会

社的手中，他们之间相互竞争，难以通体合作，在同德国的竞争中完全落于下风。 为此，日本陆军认

为，只有实现不同会社的组合，将在中国军火市场上势力最大的三个日本会社组织起来，实现规模

化贸易，才能更有力地同德国竞争，扩大在中国的军火市场。
第三，日本陆军想要趁中国编练新军之际，以军火出口为手段，增强对中国的军事影响力。 日

俄战争中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使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因而清政府编练新军、
增强军力也有向日本看齐之思想，而日本此时恰好也有向中国深入渗透的意图。 日俄战后是日本

正式推行其大陆政策的第一阶段。④ 保持并扩展构建于日俄战争时期同中国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合

作关系是这一阶段陆军大陆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股潮流，持此看法的代表人物就是山县有朋和寺

内正毅。 早在 １９０１ 年 ４ 月，山县有朋就曾提出《东洋同盟论》，主张与清政府合作。 随后，山县在

先后提出的《军国意见书》《政战两略概论》《对清政策所见》中都有对华合作的战略构想。 １９０５ 年

８ 月，山县在《战后经营意见书》中表示“战后之急务在于扩张军备并维持和强化同清国的合作”。⑤

在陆军内部就对华政策进行争论之际，以寺内正毅为大臣的陆军省也曾提出，“清国毕竟没有逆历

史潮流而动，对比二十七八年战争就可看出这一点，如今伴随其回收利权运动，清国产生排外思想

且民心渐次统一，未来决不可轻视”，主张同清政府合作。⑥ 山县有朋和寺内正毅的对华合作政策

虽然只是其对华总体政策的一方面，而且也并不代表陆军中全部的对华战略思想，但是二人一个是

陆军元老，一个是担任陆相长达 ９ 年的军阀巨头，其思想对军队之影响还是很大的。 如此，在日俄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芥川哲士「武器輸出の系譜泰平組合の誕生まで」、軍事史学会 『軍事史学』第 ８２ 号（１９８５ 年 ９ 月）、４０ 頁。
陈存恭：《列强对中国军火的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第 ２６０ 页。
南部麟次郎『或る兵器発明家の一生』、天竜出版社、１９５３ 年、１４０ 頁。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 １９０６—１９１８』、東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７８ 年、１ 頁。
大山梓 『山県有朋意見書』、原書房、１９６６ 年、２８９ 頁。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 １９０６—１９１８』、６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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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利用清政府向日学习之机会，加强日中协作也就成了寺内担任陆相期间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

内容。 从陆军的角度出发，推行这种合作政策的最直接手段就是对华出口军火，在军事上形成对中

国长久的影响力。
以上几点因素不仅使日本陆军高层认为，在陆军指导下加强对华军火出口是一个契合历史时

机的选择，也使陆军中坚层产生了类似的想法。 １９０６ 年，日本一共对外出口武器 ８９ 次，其中 ８８ 次

的出口对象都是中国。 这一状况使得东京炮兵工厂提理西村精一向陆军大臣提议：“为战后扩张

军备，必须保持兵工厂规模，为维持兵工厂之生存，除向海外出口武器外，别无他途可走。”①由此可

见这一时期日本对华出口武器之急迫。 为此，陆军省在 １９０６ 年 １１ 月派遣东京炮兵工厂步枪制造

所所长南部麟次郎前往中国长江流域，查看军火市场情况。 南部于 １１ 月 １８ 日到达上海，１９０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从汉口返日，在两个月时间内走访了杭州、苏州、南京、安庆、长沙等地，同各地官员会谈，把
握了列强对华军火贸易的实际状况，回国后做成报告书《南清视察所见》，为泰平组合的成立提供

了最直接的推动力。 在《南清视察所见》中，南部提出以下几个观察报告：１． 清政府正在努力发展

陆军，每个省都会新设一镇陆军，军火市场巨大；２． 日本已经出口到中国的武器还没有出现太大问

题，因而并无差评；３． 日本在中国军火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德国，德国在武器质量和营销手段

上都比日本强太多。 为了应对以上状况，南部建议：１． 日本必须不惧亏损地在中国进行前期投入；
２． 为完成前期投入，必须要有雄厚资本的商人参与其中；３． 多数商人出卖同一物品势必形成竞争，
因而互相之间损害彼此者不乏其例，最终却由他人渔利，为此，有必要建立日本商人之间的合作关

系；４． 以清国现在的财政，军火货款肯定要被拖延支付，商人就不得不忍受其间的拖延，对此，日本

政府及陆军对商人应给予各种便宜。②

南部的报告书由西村精一在 １９０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提交给陆军省，陆军省内部讨论后即决定，由对

华军火贸易最活跃的三家会社三井物产合名会社、大仓组、高田商会组成组合，实现对华军火贸易

的垄断。
泰平组合的成立，体现出日本陆军在日俄战争后利用中国军事改革、对日亲近的时机，扩大在

华军火市场，从而增强在华军事影响力的对华政策。 从这一时期开始，“增强对华军事影响力”就
成为其后十年间日本陆军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针。 但是该方针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而泰平组

合在此期间数个阶段的发展状况，恰体现了这一方针的变化轨迹。

二、 分裂中国政策的工具———泰平组合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作用

虽然泰平组合承载了日本陆军扩大对华军事影响力的任务，但是在其成立初期，对华军火贸易

状况却并不理想。 表 ２ 是 １９０８ 年到 １９１３ 年间日本经由泰平组合向中国出口的军火数量，从表 ２
和表 １ 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自 １９０８ 年到 １９１０ 年之间，日本对华武器出口数量反而比不上 １９０７ 年

及以前。 所以说，泰平组合在成立后的短时间内，并没有帮助增加日本的对华军火贸易规模。 这一

时期，日本对华军火贸易不仅规模缩小，在军火种类上，也以小规模的武器零部件、通信器材、照明

器材、鞍马器具、土工器具为主。 例如 １９０８ 年 ７ 月 ２ 日泰平组合成立后的第三号订单为南京督练

公处及安徽陆军督办处订购的“蹄铁工具、辎重车、马具、弹药箱及相关配件”，第十四号订单为南

京督练公处订购的“一号鞍工具、一号锻工具、一号木工具各 ３ 组”，第十六号为“土工器具 ３６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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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哲士「武器輸出の系譜泰平組合の誕生まで」、軍事史学会 『軍事史学』第 ８２ 号（１９８５ 年 ９ 月）、４０ 頁。
南部麟次郎『或る兵器発明家の一生』、１４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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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号为“三十年式速射山炮土工器具用马具 ３６ 组”。① 此类零散部件是这一时期泰平组合对

华军火贸易的主要内容。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１９０８ 年 ７ 月清政府颁发了“军械弹药进口修正规则”，限制了

此前各省督抚自由购买军火的权力。 其内容规定：“武器进口前要由总督、将军、巡抚等向陆军部

报备武器数量、品种、登陆口岸等信息，获得许可的回电之前，不得给予护照。 陆军部在准备给予护

照的时候，需要将详细情况向税务处报备，税务处告知各海关道及总税务司，由后者通知各税关长，
方可允许相关物品登陆。 武器数目一定要和许可证相符合，实际入关内容，要由税务处报备陆军

部。”②上述规定使得各省督抚失去了直接从海外订购军火的权力，且每一笔武器的订购手续都极

其烦琐，进一步限制了泰平组合的对华军火贸易的规模。 所以，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泰平组合的

对华军火贸易才出现第一次规模性增长。 从表 ２ 中也可以看出上述内容。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陆军尚书荫昌于 １０ 月 １３ 日通过日本陆军驻华武官青木宣纯向

日本请求购买军火“炮弹 ３０ 万发、步枪 １． ３ 万杆、步枪弹 ６４００ 万发”。③ １０ 月 ２０ 日，西园寺内阁阁

议决定由陆军以特殊价格拨付这批军火④，并交由泰平组合负责与清政府的协议交涉。 与此同时，
日本政府提出条件，要求中国必须修正对日本的态度，尊重日本在东三省的权利。⑤ 对此，清政府

表示同意。 １０ 月 ２３ 日，泰平组合与清政府陆军部签订总价 ２７３２６４０ 日元的军火买卖协议，内容包

括“三〇式步枪弹 １５００ 万发、三一式野炮榴弹 １． ２５ 万发、三一式野炮榴霰弹 ３． ７５ 万发、三一式山

炮榴弹 １． ５ 万发、三一式山炮榴霰弹 ５． ５ 万发、三八式机关枪 ４０ 挺 、三八式机关枪子弹 １００ 万

发”。⑥ １０ 月 ２８ 日，陆军省又指令东京、大阪炮兵工厂向泰平组合拨付“三〇式步枪弹 ５００ 万发、
三八式弹底信管 ４５００ 枚”等，以交付奉天军械局。⑦ １１ 月 ２０ 日，泰平组合再次同清政府签订协议，
出售“战利品俄国步枪 ３７４８０ 杆、刺刀 ３７２８０ 把、子弹 ３２６０ 万发”。⑧ 三次军火买卖皆为泰平组合

在陆军的指导下进行，是日本政府在表面上向清政府示好的重要手段，而背地里日本陆军还在向革

命势力输出武器。 这一双面政策出台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日本政府对于同清政府的军火贸易并不是百分之百满意。 原因在于这批军火中没有日

式步枪，这就使日本无法彻底实现对清政府的军事控制。 在二战以前，一国陆军军事力量的基础载

体是步枪，再加上日本对中国所能出口的最主要武器也是步枪，所以日本对于向中国出口步枪一直

都有浓厚的兴趣。 上文提及荫昌曾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向日本订购的武器中包括步枪 １． ３ 万杆，
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批步枪并没有出现在泰平组合和清政府之间的军火协定中。 为此，驻华

武官青木宣纯曾在 １１ 月 ４ 日同军咨大臣载涛的谈话中表示希望清政府更大量地购买日本军火。
载涛称，全部购买日本军火的话，在国际外交上不好处理。 青木表示，可以购买德国的火炮，但希望

一定要从日本购买步枪，载涛则含糊不清地表示需要考虑一下。 这次谈话使驻华公使认为“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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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泰平組合 兵器弾薬払下の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３０２２９３２１００、密大日記 明治 ４１ 年 ９ 月 １０ 月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清国銃器弾薬輸入規則の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４０１４３９０１００、明治 ４１ 年 ８ 月「壹大日記」（防衛

省防衛研究所）。
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外務省、１９４７ 年、１３４ 頁。
最后泰平组合以高于原价 ８％的价格同清政府签订了合同，清政府的反对被日本政府以此次贸易属特殊情况为理由予以

拒绝。 参见『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１５１ 頁。
『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１３６ 頁。
『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１３９ 頁。
「兵器払下の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３０２３０１７０００、密大日記明治 ４４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芥川哲士「武器輸出の系譜第 １ 次大戦期の勃発まで」、軍事史学会 『軍事史学』第 ８４ 号（１９８６ 年 ３ 月）、２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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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完全没有信赖日本的意思”。① 青木希望清政府从日本购买步枪，显然是传达了日本陆军的意

思，而日本陆军则是想要趁辛亥革命的机会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影响力。 但是清政府并没有上

钩，对于日本的要求，依然采取“以夷制夷”的基本方针。 清政府的态度当然无法令日本满意，这成

为日本通过援助革命势力来扩大对华军事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表 ２　 １９０８ 年到 １９１３ 年之间经由泰平组合出口到中国的军火②

年份
各类步枪（含骑兵枪）

及弹药
各类手枪及弹药 机关枪及弹药 各类火炮及弹药 其他

１９０８ 子弹 １１ 万发
各类手枪 ２３ 支，子
弹 ４２００ 发

三脚 架 机 关 枪 ４
挺，子弹 ６ 万发

辎重车 ３７５ 辆，
其他通信器材

不等

１９０９
三〇式步枪 １６３８ 杆，
三〇 式 骑 兵 枪 ８９３
杆，子弹 １０ 万发

自动手枪 ３４６ 支，
子弹 ３ 万 ６６００ 发

山炮弹 ３０００ 枚，药
筒 ３００ 个，黑火药

６００ 公斤

各类通信器材

及工具包不等

１９１０ 三〇式骑兵枪 ４２６ 杆
各类手枪 １３ 支，子
弹 １． ０８ 万发

信 管、 导 火 索

不等

１９１１

俄国连发步枪 ３ 万

７４８０ 杆及子弹 ３２６０
万发，三〇式步枪弹

２０００ 万发，三八式弹

底信管 ４５００ 枚

手枪 １６ 支
三八式机关枪 ４０
挺，子弹 １００ 万发

三一式野炮、山炮

弹 １２ 万枚，三一式

样 速 射 炮 炸 药

４５００ 公 斤、 管 药

３１５００ 个、 爆 管

９０００ 个，各类火药

８５５０ 公斤

１９１２

１９１３
三〇 式 步 枪 弹 ２００
万发

工兵用火药 ５０００
公斤

线管 ３００ 个

其次，以武器秘密援助革命势力是因为日本想要趁早做好牵制清政府的准备。 辛亥革命刚

刚爆发时，日本政府决定暂时采取中立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很快就遭到了驻华各级官员的批判。
１１ 月 ２ 日，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向日本政府建议称：“我政府应该尽早地、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

援助华中武昌和华南广东的革命军，防止其气势之挫折，进而防止其产生与清政府妥协之念，使
之与清政府持久对峙最为重要。 若如我国之前决定的根本方针那样对事情置之度外，那么等清

９８

①
②

『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１５０ 頁。
根据芥川哲士「武器輸出の系譜第一次世界大戦の勃発まで」及陆军省“密大日记”１０９７ 至 １９１３ 年相关记载进行整理所

得。 参见芥川哲士「武器輸出の系譜　 第一次世界大戦の勃発まで」、『軍事史学』第 ８４ 号（１９８６ 年 ３ 月）；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

料センター）、「密大日記」明治 ４０ 年 ～ 大正 ２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另，１９１０ 年，日本陆军还曾向中国出口过一批规模较大的

武器，其产品为俄国战利品步枪 ６０３５０ 杆及子弹 ５２６０ 万发。 这批武器由十文字信雄及与之合作的美国公司经手，并非经由泰平组

合出售，因而不列入本表，但由于其数目巨大，特在此处标出。 参见「十文字信雄外 ２ 名 小銃及同弾薬払下の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
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３０２２９８７９００、明治 ４１ 年「密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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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启用袁世凯组织新内阁之后，其将对我帝国采取何种态度，实在让人疑惑。 因此，我帝国有

必要在适当的时机资助对我有利之人物以之牵制清政府。”汉口领事松村贞雄表示，“援助革命军

才能保证我国在长江流域的通商航船利益”，“通过商人秘密援助革命军没有什么问题”。 上海

领事有吉明认为：“我国对商人运输武器以援助革命军当采取默认的态度。”在汉口的日本顾问寺

西秀武向陆军次官田中义一表示：“使革命军的抵抗持续化，在我国的对华政策上实属必要。 德

国现在在极力帮助官军，小官认为有必要帮助革命军，希望秘密援助机关枪 ２０ 挺、弹药 ２０ 万发、三
一式榴霰弹 ５ 万枚。”在各级驻华官员的要求下，日本政府转变政策，开始默许对南方势力的实际

援助。 １１ 月 １１ 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向上海领事表示：“同意对商人秘密输入武器采取默认的

态度。”①

再次，日本秘密援助革命势力是想要分裂中国，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辛亥革命爆发伊始，参
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太郎就向参谋总长上原勇作提出了支援革命派以分裂中国的计划：“一、
对外标榜保全中国；二、在一定程度上援助清政府防止其颠覆；三、同时以秘密手段援助革命派，选
择适当的时机居中调停，使满汉二族分裂中国为南北两国；四、作为报酬，使清政府解决我满洲问

题；五、对此两国同时保持特殊关系。”②其他如明石元二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力量也持此观点。
因而，以出售武器的方式援助革命势力，就成为日本陆军分裂中国政策的一个起点。 针对这种政

策，陆军省同参谋本部曾经有过争议③，但是从实际的结果看，二者及外务省最终都同意向革命势

力出售军火，１９１１ 年底到 １９１２ 年初，日本向华中和华南革命势力秘密出售了大量军火，意图由此

实现使中国持续内战的策略。④

辛亥革命前后，日本外务省默许的向革命势力出售军火的活动主要发生在长江出海口和珠江

出海口两地。 长江口的军火贸易由大仓组负责，珠江口由三井物产会社负责。 按照《日本外交文

书》记载，在长江口规模较大的军火贸易包括两次：１９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日本商船“云海丸”号将俄国

战利品步枪 １ 万杆及其他军火共计 ３００ 吨运抵吴淞口⑤；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８ 日，日本商船“巴丸”号运载

俄国战利品步枪 １． ２ 万杆、子弹 ２０００ 万发、机关炮和山炮各 ６ 门、炮弹 ５０００ 枚抵达镇江并卸货。⑥

在珠江口较大规模的军火贸易包括：１９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广东革命军政府同三井物产会社签订协

议，拟购买价值 ４３． ９ 万美元的军火，军政府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８ 日向台湾银行存入了 ４４． ４ 万美元，三井

物产会社须在 １ 月 ３０ 日之前将协定的军火运抵广东某地；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２８ 日，日本商船“御代丸”
号运载包括步枪 １． ４２ 万杆在内的武器抵达黄埔港交货，其中卖给广东军政府者为步枪 ７０００ 杆及

子弹 ４００ 万发，卖给广东商会者为村田步枪 ５５００ 杆及子弹 ７９ 万发，卖给汕头商会者为村田步枪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１４９、１５８、１５０、１７０ 頁。
上原勇作関係文書研究会 『上原勇作関係文書』、東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７６ 年、５６ 頁。
原奎一郎『原敬日記』第 ３ 巻，乾元社，１９５１ 年，３７５ 頁。
关于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对策问题，日本学界多认为日本在外交上有过从中立到支持清朝君主立宪再到追随英国

承认袁世凯政府的政策变化，并且强调其过程中参谋本部同陆军省、陆军同外务省之间的分歧。 笔者认为，从档案来看，相

关分歧或许存在，但是并不太大，部分学者过于依赖“宇都宫太郎日记” 得出参谋本部在对华政策上特立独行的观点，值得

商榷。
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１６９ 頁。
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１８１ 頁。 根据三井物产相关资料，从辛亥革命到 １９１３ 年上半年，经过三井物产

会社上海支店出售给革命派的武器价额为 ２６５． ７８ 万两，但是其具体内容并未被记载。 三井曾在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斡旋正金银行同革命

派签订贷款合同，正金银行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向革命派贷款 ５００ 万日元，并要求革命派以此 ５００ 万日元通过三井购买

日本军火。 但是随着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对此合同的反对，相关计划未能顺利进行。 参见三井物产《第二次支店长会议议事录》，
转引自坂本雅子著，徐曼译：《财阀与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７６—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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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０ 杆及子弹 ４１ 万发①；１９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日本商船“荣城丸”号运载村田步枪 ３ 万杆、子弹 ８００
万发抵达虎门并交货。②

所以，日本商人对革命势力出售军火的行为是受到日本外务省和陆军一致同意的，而不是部分

学者所认为的，单纯由参谋本部支持的行为。 对比日本向南北两方出售军火的行为，可以非常明显

地体现出泰平组合在这一阶段的性质，即日本政府在表面上用来向清政府示好的工具。 借此工具，
日本政府可以利用公开的组织向清政府出售武器，并希望借此打动清政府使之在各方面给予日本

更多的利益。

三、 日本对华军事影响扩张政策：以军火为纽带

辛亥革命期间，清政府通过泰平组合从日本订购了大批武器，但是并没有支付这批武器的全部

资金③，这造成泰平组合对陆军的大笔欠债，使得泰平组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能力从陆军订购

武器。 所以 １９１２ 年到 １９１３ 年间，泰平组合对中国出口的军火只有 １９１３ 年的一次（见表 ２），而且

规模极小。 １９１４ 年一战爆发，日本陆军接到了欧洲国家的大笔军火订单，泰平组合主要负责对俄

国和英国的军火出口，难以顾及中国市场，所以从 １９１４ 年到 １９１７ 年前半年，日本陆军通过泰平组

合向中国出口的军火只有寥寥数次，其中包括：１９１５ 年出口一挺机关枪；１９１６ 年对华武器出口一

次；１９１７ 年 ５ 月对山东督军武器出口三〇式步枪 ２５００ 杆（主要是旧品）及附属品若干。④

一战开始后，减少对华军火贸易的不仅仅是日本，其他列强的出口规模也都在 １９１５ 年经历了

断崖式下跌，进而完全停止了对华武器出口。 表 ３ 是 １９１３ 年到 １９１８ 年间各国对华出口军火的通

关价额表，一战期间只有英国在 １９１４ 年到 １９１６ 年间出口规模大于日本，但是其中只有 １０％来自英

国本土，其余都是从香港进入内地；美国虽然在 １９１４ 年和 １９１６ 年超过日本，但并没有持续性。 可

以看出，一战给日本提供了控制中国军火市场以及增强军事影响力的绝佳时机。 这样的机会，日本

陆军自然不会放过，其具体政策就是在“二十一条”第五号中写入购买日本军械及中日合办兵工厂

的要求，以及在 １９１８ 年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该政策的承载工具正是泰平组合。 那

么，“二十一条”中购买日本军械、合办兵工厂这一规定以及《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具体源头

到底何在？

１９

①

②

③

④

关于这批军火，驻香港领事代理船津辰一郎和驻广东领事濑川浅次郎分别在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和 ２８ 日向外务大臣内田

康哉进行了报告，前者称运送给广东商人的步枪为 ３７００ 杆，后者则报告称为 ５５００ 杆，当以后者为准，因为后者身在广州且报告于

军火运抵广州的当天。 参见『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１８７、２０３ 頁。
这批军火原本是由广东水师工厂和民军石字营统领石锦泉双方各订购步枪 １． ５ 万杆，但广东军政府得知后，处决了石锦

泉，没收了全部军火。 参见『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２２４ 頁。
泰平组合出售给清政府的军火价值 ２７３２６４０ 日元。 但是清政府只在第一次付款时支付了 ９１８８０ 日元。 芥川哲士认为清

政府第一次支付数目为 ６０ 万日元，是错误的。 参见中日条约研究会编《中日条约全辑》，中日条约研究会 １９３２ 年版，第 ３４３ 页。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清政府崩溃前，日本陆军省同泰平组合签订了延期支付协定，允许泰平组合延期到 １２ 月 ２５ 日向东京炮兵工厂支付相

关资金。 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北京政府陆军总长代表罗开榜、财政总长代表陈威同泰平组合签订了支付延期的协议，以泰平组合

替北京政府陆军部制造武器为条件，约定 １９１３ 年 ３ 月和 ５ 月，分两次支付这笔欠款，但事后由于财政困窘，依然未能全部支付，截
止 １９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尚余欠款 １６８１７６０ 元，最终将之转为国债。 参见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

料》第 ３ 卷，档案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７４９—７５２ 页。
芥川哲士在其论文「武器輸出の系譜———第 １ 次世界大戦期の中国向け輸出」中记载此次对山东出口三〇式步枪数量为

２． ５ 万杆，是错误的。 参见芥川哲士「武器輸出の系譜———第 １ 次世界大戦期の中国向け輸出」、軍事史学会 『軍事史学』第 １１０
号（１９９２ 年 ９ 月）以及「兵器払下の件」 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３０２２４１６３００、大正 ６ 年「密大日記 ４ 冊の内 ３」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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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９１３—１９１８ 年间各国对华军火出口通关价额① 单位：海关两

１９１３ 年 １９１４ 年 １９１５ 年 １９１６ 年 １９１７ 年 １９１８ 年

德国 ５２０４７２６ ２５８３４３８ ４９１６ ２９１４ ０ ０

日本（包括朝鲜） ５９８４７１ ２６８６３２ ２４８３６ ６９３１１ １７４５４５ １３９８７７４３

英国（包括香港） ３７５５０１ ６７９０３５ １７９８９５ ８１３２９ １２１２９ ９６０２９

美国 ３９４９３ ５６０７４１ ５０８４ １２６６３６ ８９７ ３６７４１

俄国 ５８６９６０ ５２９６０９ ２１６３３ ０ ０ ０

法国（包括安南） １７７９７２ ８３６０７ １５４４ ６４９５０ ０ ５０００

比利时 １２７２６６ １５６７１７ ８９９ ０ ０ ０

毋庸置疑，日本外务省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第五号条款一个重要目的是增强对华军事影响

力，但是第五号条款中关于军事的具体内容则来源于 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日本陆军兵器局局长筑紫

雄七所提出的《帝国中华民国兵器同盟策》。② 筑紫在该报告中表示，提出构建兵器同盟的原因在

于“若使中国陆军采用日本武器，使日本成为中国军火供给补充的策源地，日本就能左右中国陆军

的强弱，从而实现日本的东洋和平霸图”。 该同盟策的基本方针包括：１． 为“东洋和平”相互合作；
２． 帝国政府将本国炮兵工厂的最新式兵器供应给中国；３． 中华民国应提供的报酬包括民国陆军武

器渐改为日式，日本获取森林矿山的优先开采权，新设或者改造兵工厂时要由日本政府进行指导和

辅助。 为达目的，筑紫提出了三个实施方案：１． 中日合办汉阳兵工厂案，即中国以汉阳兵工厂全部

财产为担保，从日本借款将汉阳兵工厂并入汉冶萍公司，或者扩大汉阳兵工厂，并约定汉阳兵工厂

之原料皆采自日本，使汉阳兵工厂负责中国八个省份的武器制造、供应、修理以及旧兵器的日式化

更新；２． 在日本的指导下，中国组建全新的兵工厂奉天兵工厂案，要求中国以东三省矿山采掘权为

担保借入日款，组建奉天兵工厂，采购日本原料，制造日式武器供给东三省中国军队；３． 日本兵工厂

在 １０ 年内为中国提供足以装备 ２０ 个师团的各色武器，以实现中国武器的更新。 其中，第一方案被

加藤高明吸收进了“二十一条”的“第五号”中；第二方案没有被接受；第三方案最为详细，后来成为

１９１７ 年和 １９１８ 年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以及实现中日军事同盟的基础条件。
正是因为日本陆军采取了筑紫雄七所提出的第三方案，泰平组合才得以在 １９１７ 年到 １９１８ 年

间，重新回到中国军火市场。
１９１７ 年 ７ 月段祺瑞再次上台之后就决定以武力手段统一南北，军火自然就是武力手段的最重

要支柱。 ７ 月 ２２ 日，段派遣北京政府陆军次长傅良佐访问日本驻华武官斋藤季治郎，提出军火订

购要求，订购内容包括：速射山炮 １２０ 门、速射野炮 ６０ 门、１６ 寸榴弹炮 ６０ 门、三八式步枪 ２ 万杆。
后者急忙向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发电报表示希望日本接受此次订购，以便趁机实现以日式武器统一

装备中国军队的政策。 ８ 月 １７ 日，新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再次向斋藤季治郎提出了购买武器的要

求，并且大大增加了购买武器的规模。 日本陆军中央支持段祺瑞，非常赞同通过向段祺瑞出售军火

的手段来增强对华军事影响力。 除了陆军，驻华公使林权助也极力贬低南方政府，主张支持北京政

府，赞成向段祺瑞出售军火，因而从 ７ 月 ２３ 日到 ８ 月 １８ 日连续四次向外相本野一郎报告请求批准

２９

①

②

陈存恭：《列强对中国军火的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第 ２６０ 页。 该项数据是海关记录在册者，无法涵盖走私军火价

额，但可以体现出一战期间列强对华军火出售的变化状态。
「帝国中華民国兵器同盟策」、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３０３０２８１７００、日独戦争ノ際ニ於ケル帝国臣民ノ

対支政策其他ノ意見書雑纂 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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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交易，以使日本趁大战之机控制中国。 由于考虑到中国南方政府的对日态度，寺内内阁对此犹

豫再三，最后想出一个权宜之计，即秘密要求北京政府对外公开表示这批从日本购买的军火只是用

于更替军队旧有装备，不用于对南方作战，同时暗示北京政府以中国的铁矿采掘权为本次交易的条

件之一。 徐树铮心领神会，向日本表示不会将这批军火用于对南方的战争，其后又向正金银行表示

北京政府打算将铁矿国有化后交由陆军部管理，便于陆军部和日本就军火贸易条件进行直接交涉，
进而满足日本对中国铁矿的特殊权益要求。① 双方达成以上意见以后，日本陆军依然担心北京政

府对日本的本意不够明了，陆军次官田中义一特地在 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指示斋藤季治郎，命其向段

祺瑞详述日本允准此次军火交易的真实目的：

虽然政府不希望段祺瑞政权用武器去压迫南方，但是，日本政府并无意监督段祺瑞武器的

使用目的……此次武器供给就是要开启中日武器统一的端绪，实现中日携手。 希望贵官委婉

转达我国关于兵工厂、矿山开采权的条件，使中国政府了解到我方的真意，为中日希望之达成

而充分努力。 除了此次军火交易，中国将来肯定还想继续从日本获得军火。 如果非得从美国

购买武器的话，就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了。 若中国以中日合作的诚意提出购械请求的话，就不要

去回应美国的相关游说活动。 如果中国没有中日合作的诚意，只是想要单纯地进行一次性的

武器买卖活动的话，我政府将不会给予回应。 另外，如果我方认为中国没有足够的诚意，那么

我们不仅不会向中国供应武器，甚至还要拒绝对中国的借款。②

田中的指令非常露骨地表明了日本此次对华军火贸易的企图就是垄断北京政府的军事装备购

买，使北京政府在军事上成为日本的附庸，并警告北京政府不得从其他列强处购买军火。 无论是想

要利用日本，还是想要真心发展同日本的军事关系，从结果上看，段祺瑞政府都接受了日本的各项

条件，因而当 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和 １０ 月 ２８ 日美国公使分别向徐树铮和段祺瑞进行游说时，都遭

到了拒绝。③ 其后，日方相关工作便全部转交给泰平组合负责办理。 由于受价格问题以及段祺瑞

政治地位问题的影响，双方一直到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才签订价值约 １８０９ 万日元的第一笔军火贸

易合同，后来又在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签订了价值约 ２２４３ 万日元的第二笔合同。④

受这笔规模巨大的军火贸易的影响，地方军阀也打开了从日本大量购买军火的闸门，截止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底，泰平组合已经同山西、陕西、福建、汕头等地实力派先后签订了总价约 １９５ 万日元

的军火贸易合同⑤，并于 １２ 月完成了对山西、陕西的军火运送。⑥ 其后，泰平组合又先后同山东、四
川、浙江、湖北、江苏、湖南等省份订立合同，引发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械购置狂潮。 表 ４
是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和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日本拟经由泰平组合向北京政府出口的武器数量表。 如其所示，
从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短短一年时间内，泰平组合同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所签订的合同

中，仅三八式步枪就有近 ２０ 万杆。 这一规模，恰好符合了筑紫雄七在《中日兵器同盟策》中所提出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６ 年第 ２ 冊、外務省、１９６８ 年、４８３—４８８、４９３、４９０、４９１、５０８ 頁。
『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６ 年第 ２ 冊、４９３、４９４ 頁。
『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６ 年第 ２ 冊、４９６、４９９ 頁。
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７ 年第 ２ 冊上巻，外務省、１９６９ 年、３９９、４１３ 頁。
『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６ 年第 ２ 冊、５０９ 頁。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底运抵山西者包括：三八步枪 ２６５０ 杆、三八机关枪 １６ 挺、三一式速射山炮 １４ 门、四五式山炮 ８ 门、４５ 式野

炮 １２ 门、榴弹 ７０００ 发；运抵陕西者包括：三〇式步枪 ３． ５ 万杆、三八式步枪 ６０００ 杆及弹药 ２００ 万发、３８ 骑兵枪 １５００ 杆、速射山炮

１８ 门并弹药 ７５００ 发、四〇式机关枪 ２４ 挺及弹药 １２ 万发。 参见『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６ 年第 ２ 冊、５１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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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中国提供足以装备 ２０ 个师团的武器数量这一方案的要求。 从这一角度看，寺内内阁此时的对

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陆军想要扩大对华军事影响力的企图，并实现了目标。 虽然从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开始，日本在列强的要求下停止了相关武器的出口，但是截止日本内阁颁布对华军火出口禁

令的 ４ 月 ２９ 日，泰平组合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军火的运输。① 加上过去十几年间从日本进口的十几

万杆三〇式步枪及其他武器，中国近代军队装备的日式特征被大大加强了。

表 ４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泰平组合对华武器出口协定之军火数量②

武器类别
中央政府

（第一次）
中央政府

（第二次）
地方政府 总计

三〇式步枪（万杆） ２． ４１ ２． ４１

三八式步枪（万杆） ４ ００ ８． ５　 ７． ４１０１ １９． ９１０１

三八式骑兵枪（杆） ２０３３ ２０３３

三八式步枪弹（万发） ８００ ６７５０ ４０１１ １１５６１

三八式机关枪（挺） １７４ １９８ ９２ ４６４

三八机关枪弹（万发） ６２７ ９９０ ５２３ ２１４０

三八式野炮（门） １５６ ７２ ３０ ２５８

三八式野炮弹（万发） ８． ２８ ４． ３２ ０． ９２ １３． ５２

三一式山炮（门） １４ １４

六式山炮（门） １５６ １６２ ５０ ３６８

六式山炮弹（万发） ９． ６６ ９． ７２ ２． ３３ ２１． ７１

１２０ 毫米三八式榴弹炮（门） １２ １２

１５０ 毫米三八式榴弹炮（门） ８ ８

三八式榴弹炮弹（发） ３３６０ ３３６０

一战后期，日本以对华军火贸易、构建中日军事同盟、支持段祺瑞势力为手段，大大增强了在中

国的影响力，但同时也触动了美、英、意等国的利益。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初，美国驻华公使对日本驻华公

使表示，为促成中国南北和平的实现，提议日本政府禁止对华出口武器。 对此，日本陆军次官山梨

半造代表陆军省向外务大臣表示，日本要尽可能拒绝美国的提议，万不得已同意时，也要将以前协

定的武器以及编练参战军的武器排除在禁运的范围之外。③ 此后，美国多次向日本提及此事，日本

都以“泰平组合为纯商业组织，其活动不在政府管辖范围内”为由给予拒绝。 但是，１９１９ 年初，法
国、英国、意大利在一战结束后有暇东顾，纷纷赞同美国的提案，就禁运军火一事向日本施加压力。

４９

①

②

③

１９１８ 年上半年，第一次协定的武器运毕，第二次协定规定相关武器从 １９１７ 年 ８ 月到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分 １０ 个月运毕。 列强

口头上达成一致，禁止对华出口武器的时间是 ２ 月，日本政府从 ３ 月起，命令泰平组合停止对华运售活动。 在日本内阁 ４ 月 ２９ 日

阁议上最终决定禁止对华出口武器之前，与北京政府第二次协定的武器大部已运毕。 截止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泰平组合应当运输而未运

输的武器价额约为 ８６６７０００ 日元，约占两次协定总额的 ２１％ ，未按照协定运抵地方政府的军火价额约为 ２５０ 万日元，约占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间泰平组合同地方政府所签订的军火协议价额（至少有 １１００ 万日元）的 ２３％ 。 参见『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７
年第 ２ 冊上巻、４３２ 頁；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９ 年第 ２ 冊上巻、外務省、１９７０ 年、６１３ 頁。

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８ 年第 ２ 冊上巻、外務省、１９７０ 年、４１０—４１３ 頁；芥川哲士「武器輸出の系譜———第 １
次世界大戦期の中国向け輸出」、軍事史学会 『軍事史学』第 １１０ 号（１９９２ 年 ９ 月）、５７ 頁。

『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７ 年第 ２ 冊上巻、４３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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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１９１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担任内阁首相的原敬在实现了新内阁的稳定后，开始推行其“协调主义”的
外交政策，为了避免武器问题波及将要在巴黎和会上讨论的山东问题，原敬有意停止对华军火供

应，并在同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商议后，达成一致意见。①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给驻

华公使小幡酉吉下达训令，使其转告各国驻华代表：“本来泰平组合同中国之间的合同是完全的商

业性行为，我政府无权干涉，但我政府为了中国的和平，还是决定采取非常手段，暂时停止泰平组合

的买卖活动，还希望各国体察日本政府的困难地位，同时也希望各国按照去年美国公使所说的禁运

原则行事，不要在中国实现南北妥协之前向中国出售武器。”２ 月 ２２ 日，驻华武官斋藤季治郎代表

陆军将日本的意图转告徐树铮，其后一直到 ３ 月初，日本多次向中国表示，“为中国南北之和平而

努力”的不得已之处，并表明“禁运武器是暂时的，对中国参战贷款依然会继续”。 但是，日本陆军

在禁运开始的阶段并没有预料到这一禁运会持续 １０ 年，认为不管中国南北两方是达成了妥协，还
是最终决裂，泰平组合都会在不久后恢复在中国的活动。 再加上此时传言美国正在趁日本停止出

口武器的时机，游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购买美国武器，更使得日本陆军坚信禁运的短暂性。 因而

３ 月中旬参谋本部分别向泰平组合和驻华武官指示，需要准备好此前协定的武器，以便等中国南北

和谈结束之后立刻向中国供货。② 日本陆军低估了列国遏制日本在华扩张势力的决心，也低估了

首相原敬将“协调主义”外交长期化的意志。 ４ 月 ２９ 日，日本内阁召开阁议，最终正式决定停止对

华军火贸易。 至此，泰平组合停止了所有的对华军火贸易活动。
进入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泰平组合作为日本“官方”的对华武器出口机构，自然不能违背日本政

府的方针继续进行对华军火贸易。 随着 １９２６ 年高田商会的退出，以及对华债务、债权关系向大藏

省的移交③，泰平组合逐渐失去了在中国军火市场的影响力，以至于列国“对华武器禁运协议”失效

后，泰平组合重返中国市场的数年间，几乎没有过大规模的对华武器贸易记录。

四、 结论

日本学界在讨论日本对华政策时，有“中国客体论”与“中国主体论”之说，前者指的是政策制

定者不将中国当作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来看待，在制定决策时往往倾向于以分裂和侵略中国为手

段来获取利益，其代表者有上原勇作、宇都宫太郎、明石元二郎、田中义一等；后者指的是政策制定

者将中国当作一个主权国家来看待，在制定政策时倾向于同中国合作来获得日本的利益，代表人物

包括山县有朋、寺内正毅、宇垣一成等。 两者的表现特点在于，当中国政治表现出统一性时，“中国

主体论”更被推崇，当中国政治表现出分裂性时，“中国客体论”更被推崇，这种表现同中国是由哪

一个政府管理没有直接关系。 这种分类当然不是绝对的，但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日本内部对

于中国的认识的两种倾向。 本文所论述的泰平组合的对华军火贩售活动，在不同的时间段承载了

以上两种不同的对华认知和政策倾向。
在清政府末期，中国还是一个在政治上统一的国家，从一些方面表现出了向日本学习，争取国

家强盛的进取心，这使日本难以获得侵略中国的机会，更多将中国当作一个可长久合作的对象来看

待。 泰平组合奉陆军之命令，为扩大日本在华军火市场而活动，表面上体现出日本陆军对此时中国

５９

①

②
③

原奎一郎『原敬日記』第 ３ 卷、１５６—１５８ 頁；横山久幸「一九一九年の対中国武器禁輸協定と兵器同盟策の挫折： 競争力

の低下と協定順守のジレンマ」、軍事史学会 『軍事史学』第 １９０ 号（２０１２ 年 ９ 月）、２５ 頁。
『日本外交文書』大正 ８ 年第 ２ 冊上巻、３９１、４０８、４１２ 頁。
「泰平組合継続に関する件」、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０１００３９５３４００、昭和 ０６ 年「密大日記」第 １ 冊（防衛

省防衛研究所））。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军火市场的看重，深层次来看，更体现出日本陆军此时是将中国当作一个完整统一并且可以长久发

展的国家来看待的。 这正是日本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及其背后的山县有朋所提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

重要方面。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发生分裂，这立刻被日本所把握。 原本对中国的统一完整抱有一定信

心的一批军人也转而开始设计分裂中国的政策，将中国当作可分裂及侵略对象的“中国客体论”此
时在多数人心中成了一种更有利于日本利益的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华军火贸易就成了分裂

中国的最有效的手段。 对清政府与革命军、袁世凯政府与南方省份同时供应武器，体现了“中国客

体论”的政策。 泰平组合正是这个政策中的一环，也是日本政府需要对外打出的一块招牌。
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上任的日本内阁总理寺内正毅持“中国主体论”观点，推行与中国合作的政策。

寺内企图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影响力以获取日本的利益，故大力支持段祺瑞势力，支持的方法就是超

大规模的军火供应。 在这个过程中，泰平组合充当了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角色。
虽然现在中文相关文献的发掘尚不充分，但通过本文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到，对华军火

贸易是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手段，泰平组合又是实施这一手段的重要工具，充分认识他们之间的相

互关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 ２０ 世纪初期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多重因素。 另外，近代日本对华政策

每隔数年就有一次较大的变动，其背后既有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也有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及政

治人物的影响，在进行研究时，应该充分考虑其背后的多重影响因素，而例如泰平组合这种具体的

研究对象，往往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窥探其多重影响因素的窗口。

〔作者郭循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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