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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及印度和印度洋地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重要性的上升，“印太”作为一个新兴

的地缘战略概念受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倡导。日本对“印太”的认知具有明显的海洋中心倾向，并

且包含有牵制中国的内涵。在上述认知的影响下，日本强化西南防卫，介入南海争端，联合美国、澳大利亚

及印度牵制和制衡中国。然而日本无法正确评估印度及中国在“印太”中的影响，同时也无法给“印太”建构

合理的内容，日本牵制、制衡中国的“印太”战略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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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施行，“印太”①（Indo-Pacific）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日本、美

国、澳大利亚、印度等政要的讲话及官方的政策文件中。尽管不同国家对于“印太”概念的

表述和认识各不相同，但“印太”的兴起不仅预示美国决心重新审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

也反映了亚太地区正在发生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结构的变革。不仅如此，从亚太到“印太”

的发展还真实体现了部分国家在应对亚洲地区迅速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化时的立场及

战略。

如今，亚洲地区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国家的综合实力快速发展，推动亚太经济圈向

印度及印度洋地区扩展，对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地区安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作为亚

洲地区重要的国家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不仅在亚太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印太”构想

① 在本文中，“印太”主要被理解为一种构想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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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具有广泛的利益关切。因此，日本如何认识和理解“印太”？①又将会采取何种行动和选

择怎样的应对战略成为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印太”概念的内涵

“印太”作为美国倡导的新的地缘政治概念，不仅受到澳大利亚、日本及印度等国政府的

积极回应，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②广泛的兴趣。然而迄今为止，“印太”所具有的内涵并不明

确，其包含的地域也不清楚，各方依据本国的国家利益及外交战略对“印太”的解读和理解各

不相同。

美国作为“印太”概念的鼓吹者，对于“印太”概念的内涵并没有清晰的鉴定。2010 年 10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演讲公开使用“印太”（Indo-Pacific）这个概念，［1］2011 年

10 月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文中指

出：“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驱动力，该地区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

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大洋，由于交通运输和战略因素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该

地区有我们的一些重要盟国，还有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重要的新兴强国”。［2］从美国国

务卿的公开发言及文章来看，“印太”只是在亚太的基础上增加了印度洋及新兴国家印度，是

亚太的扩大和升级版。

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从 20 世纪 90 年代推行经济自由化及东向（Look East）政策

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印太”概念的兴起，突显了印度在 21 世纪全球地缘

政治及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印度官方接纳并承认这一说法。2012 年 12 月 20 日，印度

总理辛格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东盟纪念峰会”的发言中指出，“稳定、安全、繁荣的印度—

太平洋区域对于我们自身的发展和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对双方都有

益”。［3］随着“印太”概念的兴起，印度可以借此机遇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友的政治、经济及军事

合作，全面提升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然而，印度在欢迎并积极回应“印太”概念的同

时，其国内对于该概念的内涵却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是提倡建立排他性的区域秩序以此

来牵制中国；第二是希望建立包容性的区域秩序，建立多边合作；第三是认为印—太平洋观念

的提出是实现更长远经济目标的途径，但同时又要保持外交政策中的战略自主”。［4］上述三种

观点较好的概括了印度国内对于“印太”概念的理解与分歧，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及印度洋国

① 国内学界关于“印太”概念或构想已经有一定的研究，但偏重于对“印太”概念的缘起及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

国家的“印太”战略的分析，日本对“印太”概念的理解及其战略考量方面的研究还较少。国内的相关研究可参考：吴兆

礼：“‘印太’的缘起与多国战略博弈”，《太平洋学报》，2014 年第 1 期；刘宗义：“冲突还是合作？——‘印太’地区的地缘政

治和地缘经济选择”，《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 年第 4 期；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

2013 年第 7 期；张力：“‘印太’构想对亚太地区多边格局的影响”，《南亚研究季刊》，2013 年第 4 期等。

② 由于本文的重点并非是分析“印太”概念的缘起及争论，因此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考：David Scott，”The In⁃

do-Pacific—New Regional Formulations and New Maritime Frameworks for US-Indo Strategic Convergence，”Asia-Pacific Review，

19:2，2012；C.Raja Mohan，Samudra Manthan：”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2；Michael Auslin：”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Commons：Toward a Regional Strategy”，American En⁃

terprise Institute,December2010 等。

104



NORTHEAST ASIA FORUM

日本的“印太”战略能否成功？

际事务的发展，印度国内对于“印太”概念的理解也会不断变化发展。

澳大利亚地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对于“印太”概念的关注和使用也早于很多国家，“但直

到 2013 年 5 月《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的发布才标志着这一概念被完全认可，白皮书将印太地

区列为澳大利亚的四个战略利益之一”。［4］（138）澳大利亚不仅欢迎美国倡导的“印太”概念，同时

也积极建构以澳大利亚为战略中心的“印太”构想。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及战略再平衡政策的

实行，澳大利亚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2011 年之前，美国在澳大利亚没有驻

军，2011 年之后美国宣布“再平衡”战略，计划在达尔文港增加驻军，随着美澳协议的签订，意

味着达尔文港要向永久性军事基地转变。［5］然而，澳大利亚在政治和军事上强化与美国的盟

友关系的同时，在经济和国际贸易方面则积极向中国和亚洲地区靠拢。这表明“澳大利亚要

借‘印太’概念发挥‘中等强国’的作用，希望在与美国、印度等国发展安全关系以应对所谓的

“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的同时，还能从与中国、印度的经济联系中获益”。［6］如今，在澳大利亚

国内甚至已经有：“世界的中心将从亚—太平洋向印—太平洋转移，并且，亚—太平洋的时代

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印—太平洋时代”的争论。［7］

美、澳、印等国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及对“印太”地区的战略诉求和利益关切的差异，对

“印太”的内涵进行主观性的理解和分析，这种认知差异表明各国积极推动“印太”并非是要推

进“印太”地区的合作，而是在“印太”概念的引导下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维护本国在该地区的

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

二、日本的“印太”概念认知

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在“印太”战略构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

2006 年安倍晋三第一次当选日本首相推行“自由与繁荣之弧”［8］价值观外交时，就已经关注到

印度及印度洋周边国家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意义。2007 年 8 月 22 日安倍在印度国会发

表演讲，指出：“将太平洋与印度洋连接起来使之成为自由与繁荣之海，这将推动突破地理界

限的大亚洲框架初步成形”，“通过日本与印度紧密联系形成的‘大亚洲’会将美国和澳大利亚

等国也吸收进来，从而建立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关系网络”。［9］安倍在印度国会的演讲没

有提及中国，但加强日印合作，联合美澳建立“大亚洲”的构想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日本对中

国的提防之意。不过第一次安倍内阁执政时间短暂，①价值观外交及“大亚洲”构想尚未全面

推广就因病下台。此后日本政治陷入动荡，首相频繁更迭，再加上 2010 年中日东海撞船事件

的发生，日本的外交战略关注几乎全部集中在东海，集中在中国，“印太”对于大多数的日本国

民和研究者而言依然显得十分陌生。日本学者利用“@nifty”的新闻检索系统对 2010~2012 近

三年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及《产经新闻》的新闻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

只有在 2011 年 6 月 20 日和 9 月 24 日的《产经新闻》的报道里搜索到“印太”（印度太平洋）这个

词语。［10］（25）

此种状况在 2012 年安倍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之后才开始有所改变，“印太”在安倍的外交

① 安倍晋三于 2006 年 9 月 26 日当选第 90 任日本首相，2007 年 9 月 12 日宣布辞职，任期不满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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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012 年 12 月 27 日在安倍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不久发表了一篇

英文文章《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通过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民主国家联合，

组成“钻石形”的安保体系抗衡中国。安倍在文中指出：“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与印

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紧密相关，日本作为亚洲最古老的海洋民主国家，应该在保护太

平洋和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11］2013 年 1 月，安倍第二次当选

日本首相之后将外交的首访地定在东南亚，分别为越南、泰国及印度尼西亚三国。安倍计划

在印尼雅加达举行演讲，阐释“日本外交新的五原则”，①但受阿尔及利亚发生的劫持日本人质

事件的影响而提早回国，不过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网站上刊登了演讲全文。在演讲稿中，安

倍指出：“如今，美国关注的重心开始转向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的区域，日美同盟应该发挥更

加重要的作用来保障两个大洋的安全与繁荣，同时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联系，建立

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关系网络”。［12］一个月之后，安倍访问美国，并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

心（CSIS）发表演讲，在此次演讲中安倍将“印太”当作和“亚太”并列的概念而使用，再次强调

日本应该联合美国、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海洋民主国家，共同维护作为世界公共产品的海

洋。［13］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演讲首次将“印太”当作是一个与亚太相并列

的区域，这意味着今后日本外交战略的重点将不仅局限在东亚地区，广大的印度洋地区也应

该在日本外交战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尽管在美国倡导“印太”概念之前，日本就已经意识到印度及印度洋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

意义，但是直到安倍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之时，“印太”概念才真正得到认可。从日本首相安

倍一系列的发言和讲话可知日本对于“印太”概念的认知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印太”是日本在亚洲地区围堵中国、抗衡中国的重要工具。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

不断提升，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心理日益增强，特别是 2010 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日本更加不适应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出席第

四届世界和平论坛时指出：“中日关系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在于日本能不能真心接受和欢迎最

大的邻国中国重新发展和崛起”。［14］因此，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积极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同

时，大打“价值观牌”，利用价值观外交构筑围堵中国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正如日本学者

所言，“安倍之所以强烈要求与美国、澳大利亚及印度加强合作进而将亚太与印度洋联系起

来，其根本目的在于用此来牵制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10］（27）

2010 年中日东海撞船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决策层在对华决策方面普遍感到敏感焦虑，这

从侧面反映出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特别是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中日东海角

力呈现出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为了缓解东海地区面临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日

本除了加强西南防卫之外，开始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日本通过介入南海争端将东海问题与南

海问题捆绑，实现两海联动，进而在东海问题上分散中国的战略注意力并形成两头牵制中国

①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指出的“日本外交新的五原则”为：第一，日本与东盟各国携手共同扩大和巩固民主人权等普

遍价值观；第二，双方依靠法律共同维护作为公共产品的海洋，反对武力支配；第三，积极推动日本与东盟国家间的经济

合作；第四，推动文化交流；第五，促进日本与东盟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参考日本首相官邸网站：http://www.kantei.go.jp/

jp/96_abe/statement/2013/20130118spee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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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上格局”。［15］（33）然而，日本意识到仅依靠日本的力量无法遏制中国走向大洋的决心，于是

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希望联合澳大利亚、印度及美国夏威夷，打造“钻石安保体

系”来保护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海域。因此，美国积极推动的“印太”概念正符合日本在亚

洲地区牵制及制衡中国的战略构想，况且美国的“印太”概念里面也包含应对中国崛起，平衡

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在此背景下，日本对“印太”的认知和理

解，过分强调对华牵制及制衡的一面，忽视“印太”区域内部的经济合作，这也是日本对“印太”

的认知与澳大利亚和印度①不同的地方。

第二，日本的“印太”认知具有明显的海洋中心倾向。日本作为海洋国家，通过海洋与世

界各国开展贸易，因此日本十分重视海上交通线的保护。如果按照美国学者奥斯林对“印太”

的定义：“从西伯利亚以南、经过日本、朝鲜半岛、中国、东南亚、大洋洲的陆地及海洋直到印度

的一个环线”，［16］那么美国积极推动的“印太”正好与日本认为的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到

马六甲海峡的印度洋航线及从南海穿过台湾海峡或巴士海峡到日本的太平洋航线相重合，而

这两条航线也正好是关系到日本经济命脉的“海上生命线”。“由于日本的石油需要经过印度

洋，因此日本国民意识到印度洋上的霍尔木兹海峡及马六甲海峡是该海上交通线的关键点，

关系到日本经济的死活”。［17］因此，日本社会对“印太”的理解和认识方面，过分注重途径印度

洋及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积极关注海上安全而忽视南亚次大陆，将“印太”直接理解

成印度洋与太平洋。除此而外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对“印太”的认知具有明显的海洋倾向的主

要原因在于：“随着日本国内对‘印太’概念争论的兴起，对于中国“威胁”的认识也越发强烈，

其中大家认为中国对日本的威胁主要表现在对日本的领海及岛屿主权的威胁，因此一提到

‘印太’很容易形成以海洋为中心的倾向”。［10］（38）

日本对“印太”认知的海洋中心倾向与近年来中国海上军事实力的增长也有很大关系，随

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长，中国穿越第一岛链走向大洋的频率也在逐渐增多，特别是中国舰艇

编队多次穿越宫古海峡、对马海峡及宗谷海峡给日本社会带来很大的刺激。同时，为了打击

亚丁湾的海盗，中国海军力量还频繁活跃在广阔的印度洋海域，这更加深了日本对中国的

猜疑。

第三，日本的“印太”认知强调军事因素。由于“印太”被日本认为是围堵和牵制中国的重

要工具，并且日本“印太”认知中体现出的海洋中心倾向，导致日本的“印太”认知过分强调海

洋安全。早在 2007 年安倍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就开始强调构建日美澳印

等海洋民主国家体系，维护海上安全。在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又提出“钻石形安保体

系”用来维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日本的这一系列区域安全合作构想不仅将中国

排除在外，而且过分强调“硬实力”，忽视经济合作交流。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特别是中国海上军事力量频繁穿越世界各大洋，这给以海洋

立国、海洋国家自居的日本带来强大的压力。加上美国影响力相对的衰落，原先靠美国维持

的印度洋及西太平洋海上秩序面临诸多挑战，促使日本担心印度洋及太平洋海上交通线的安

① 印度和澳大利亚对“印太”的认知即有牵制中国的一面，同时也希望通过推动“印太”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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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印太”将目光集中在海上安全，意图通过打造海上民主国家的安保

体系来维护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的海上安全。

三、日本的“印太”战略

基于日本的“印太”认知以海洋为中心，强调军事因素，并且其目标是以“印太”为工具在

亚洲地区牵制及制衡中国，因此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加强西南

防卫，推动战略重心转移；第二，深度介入南海争端，制衡中国；第三，强化日美同盟，推动日澳

军事合作；第四，发展日印关系，加强军事交流。

（一）加强西南防卫，推动战略重心转移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及苏联的解体，日本北部承受的来自苏联强大的战略

压力的局面有所缓解，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但由于经济凋敝，财政

困难已经无法支撑俄罗斯在远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和训练。“部署在俄罗斯远东地

区的军队数量不断减少，规模也不断缩减，俄罗斯军队日常的军事训练和演习频率也逐渐降

低”。［18］同时，随着朝核危机的爆发，日本面临的军事威胁由俄罗斯远东部队转变为朝鲜的核

武器，这推动日本的战略重心向朝鲜半岛方向转移。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

增长，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加上 2010 年中日东海撞船事件发

生及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导致中日双方在东海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对抗逐渐升级。在上

述背景下，日本一方面大肆渲染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对日本的威胁，另一方面积极制定各种应

对方案。

第一，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整合防卫机制。为了增强西南防卫，日本在 2004 年的防卫大纲

中就已提出要加强“岛屿防卫”及强化对周边海空域的警戒巡逻。2010 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则

强调动态的防卫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离岛的防卫力量。［19］2013 年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则

提出综合机动防卫力量的概念，“在保证防卫的‘质’和‘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升

应对各种事态的能力”，“大纲特意强调要保持海上优势和空中优势，确保西南方向岛屿受到

攻击时能够快速进行支援及登陆夺回该岛”。［20］日本除了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外，还制定《中期

防卫力整备计划》及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完善和整合防卫机制。

第二，增加驻军，强化军事存在。为了强化西南防卫，增强陆上自卫队的机动能力，驻岛

的陆上自卫队依据“平时的部队部署”、“机动展开”及“夺回岛屿”的岛屿防卫“三段论”强化岛

屿防卫，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增加舰艇装备，潜艇部队由 16 艘增加到 22 艘，护卫舰增加到 54

艘，最终形成 14 支护卫舰队和 6 支潜艇部队的作战力量。不仅如此，空中自卫队那霸基地的

F-15 战斗机增加到两个飞行团队，新编由 E-2C 预警机组成的 603 飞行团队。［21］不仅如此，针

对西南地区的离岛防卫，日本还成立 700 人规模的两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强化西南地区

的岛屿防卫。

第三，积极参加日美“夺岛”军事演习。日本为了强化离岛防卫增强在东海地区对中国的

威慑，积极联合美国进行岛屿作战的军事演习。2010 年，日本在冲绳东部海域举行了战后以

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为了完善岛屿防卫的作战计划日美多次举行以中日钓鱼岛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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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为假想的夺岛·登陆作战演习。2012 年日美先后在关岛和冲绳无人岛举行夺岛演习，2013

年日美在美国加州圣克莱门特岛举行联合登陆演习，2014 年日美在夏威夷举行两栖登陆演

习……日本自卫队对海岛战的重视，显然是因为在东海有争议岛屿问题上有可能与中国爆发

冲突。［22］

（二）深度介入南海争端，制衡中国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南海争端的关注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2010 年中日东海危机爆

发之前日本主要以非当事国的身份充当南海争端的调停者，1995 年中菲“美济礁事件”爆发之

前，“日本和菲律宾在一次副部长级会议上讨论了“美济礁事件”，菲律宾要求东京‘敦促’北京

采取克制行动，结果 3 月 2 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双边副部长级会议上，日本一位副外长就要求

中国采取和平方式解决问题”。［23］2010 年之后随着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的对抗逐渐升级，日本

开始深度介入南海争端。主要表现为：1. 向与中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出售武器装备

和技术。为了增强越南、菲律宾等与中国在南海存在岛屿争端国家的军事实力，日本对“武器

出口三原则”进行修改，规定在一定条件①下可以出口武器和技术。正是在该规定下 2012 年日

本决定向菲律宾出售 12 艘巡逻艇，以增强其与中国在处理南海纠纷中的实力。2. 拉拢区域外

大国介入南海争端。日本除了利用日美同盟介入南海争端，还积极拉拢在南海同样存在利益

关切的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区域外大国。日本加强日印在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日印双方军事

高层经常展开多层次、高频率的交流。日本声称，日本和印度要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为基础，

以海上安全防务合作为切入点，切实加强双方的合作。［24］日本和澳大利亚不仅具有共同的价

值观，而且在亚太海洋事务方面还拥有共同的利益和战略关切。日本为了加强双方在海上安

全的合作，向澳大利亚出口先进的潜艇技术，鼓励其积极介入南海争端。3. 准备军事介入南

海争端。为了制衡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海上力量，日本正为将来巡逻南海做准备工作。尽管日

本否认将会派侦察机巡逻南海，但日菲防卫机构的交流日益频繁，军事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访问日本时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称“如果将来日本飞机到南海巡逻，可

以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进行加油、维修等后勤补给工作。［25］

日本介入南海争端意图通过“两海联动”策略来牵制和施压中国，迫使中国陷入南海争端

的沼泽之中，以此限制中国在地区事务上地位和作用的上升，制衡中国在亚太海域影响力的

扩大。［15］（39）然而，日本介入南海争端不仅加剧南海地区动荡，给南海争端的解决带来阻力，而

且还会破坏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均势，刺激对立因素的增长，危害亚太地区安全。

（三）强化日美同盟，推动日澳军事合作

随着中日关系由于钓鱼岛问题而不断恶化，日本希望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加强与美国的

军事合作来共同牵制和制衡中国。为了强化日美同盟，日美决定修改 1997 年版的防卫合作指

针。2013 年 2 月，日美举行首脑会议决定修改 1997 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日美在防卫

① 依据新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日本可以出口武器装备；第一、有助于对促进世界和平作贡献；第二、有助于维护

日本的安全；基于第二点，日本可以与以美国为首的在安保领域展开合作的国家共同研发和生产武器，同时强化与盟国

的安保与防卫合作，确保自卫队和日本国民在海外的生命安全。参考「平成 26 年版防衛白書」［EB/OL］.http://www.clear⁃

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4/html/n4133000.html,2015-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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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领域的合作。2015 年 4 月日美在“2+2“会议上公布了新版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版

的防卫指针更新了日美在责任和任务分担方面的框架及政策，使得同盟更适应时代的发展，

并且强化了从平时到紧急事态各阶段的应对能力，促使日美同盟成为更强更有责任的战略构

想。［26］（175）除此而外，新指针强调日美同盟的全球属性，强化同盟内部的协调，进行从平时到紧

急事态时的“无缝合作”。中日双方在东海地区围绕钓鱼岛主权对抗日益升级的情况，新的指

针指出“日本的岛屿在遭到攻击时，自卫队有必要采取强力措施进行阻止或者必要的时候进

行夺回岛屿的作战，美国自卫队的夺岛作战进行支援和协助”。［26］（179）日美防卫指针的修订促

进了日美在防卫合作中的分工，加强了双方在同盟框架下的协调机制，强化了日美在亚太以

及印太地区的防卫合作能力。

新指针强调日美双方应与区域内的伙伴关系国加强军事合作关系。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双方不仅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在亚太以及“印太”地区海上安全

秩序建设方面也拥有共同的利益和战略关注。自从 2007 年日本和澳大利亚发表《日澳安全合

作宣言》之后，双方的军事交流获得长足的发展。2010 年 5 月，在第三次日澳外长与防长间的

“2+2 会议”上，双方签署了《相互提供物品及劳务的协定》（ACSA），这使得日本自卫队和澳大

利亚军队在进行国际维和行动时可以相互提供物品和劳务，推进双方军事交流向更深层次发

展。2012 年日澳签署《信息保护协定》，强化双方在信息情报领域的合作。同时为了强化日澳

和美日澳的军事合作关系，从 2014 年开始在军队内部设立了“日澳防卫合作室”。

如今，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军事演习·训练、海洋安全合作、军事人才交流及人道主义救援

等各个领域开展了紧密的合作，日澳之间紧密的军事合作不仅推动日本和澳大利亚向同盟关

系演进，同时也符合日本首相安倍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的构想。除此而外，为了增强澳大利

亚的军事实力，加强日本和澳大利亚在亚太及印太地区制衡牵制中国的能力，日本决定向澳

大利亚出售先进的潜艇技术。鉴于澳大利亚的潜艇会定期在南海及印度洋地区巡航，日本支

持澳大利亚增强军备，并鼓励其介入具有战略意义的南海地区，其用意不言自明。［15］（32）

（四）发展日印关系，加强军事交流

印度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实力不断提升，在世界舞台上

的战略和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冷战期间日印关系虽有所发展，但直到 2000 年日本首相森喜

郞访问印度之后，双方的交流才开始逐渐增多。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海上军事力量的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逐渐

增强，特别是 2010 年中日在东海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对峙日益激烈，印度在日本牵制中国

的亚太战略构想中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为了牵制中国的海洋战略，制衡中国在亚太及“印

太”地区影响力的扩展，日本和印度之间频繁进行首脑互访及军事交流。2008 年 10 月日印发

布了《日印加强安全合作的共同宣言》，这是印度继美国、澳大利亚之后第三个以发布宣言的

形式来强调发展双边安全合作关系。［26］（283）为了进一步推动双方在安全领域方面的合作，2009

年 12 月日印制定了《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强调双方在打击海盗、海上军事训练方面进行合

作，该计划的实施将深化双方在海上的安全合作。［27］不仅如此，随着“印太”概念的兴起，印度

洋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日本和印度认为现有的军事合作已经无法适应印度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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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安全、战略环境，于是 2013 年 5 月双方同意在《日印安全防卫合作共同宣言》基础上，强

化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间的军事训练和演习，设立关于 US-2 水陆两栖飞机的合作机构，进

一步扩大日印在海上安全合作的领域和范围。2014 年 9 月刚当选印度总理的莫迪访问日本，

莫迪与安倍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一致认为需要加强在下列领域的合作：1. 探讨强化外务及防

务次官级的 2+2 会谈的方案；2. 签署安全防卫领域合作的备忘录；3. 定期开展日印间的海上

军事训练和演习；4. 日本继续参加印美海上共同训练；5. 从事务层级推动双方在防卫装备及

技术方面的磋商；6. 加快 US-2 水陆两栖飞机的磋商，进而推动“日印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建立。［26］（283）同年 9 月双方首脑签署了《日印防卫合作交流备忘录》，双方同意定期开展防卫部

长级别的防卫交流，强化双方海上演习、训练、推动参谋部之间的交流，同时加强在非传统安

全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推动双方在防卫装备与技术方面的交流。

日本和印度作为亚洲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度的合作，扩展在印

度洋上的影响，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印度也希望通过与日本的合作，参与东亚地区事务，

发展经济。日印两国在战略上相互借重，希望通过双方的合作维持亚太地区的战略均势，牵

制和制衡中国。有观点认为，日印加强合作可谓“锁龙”战略，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中国巨龙

将会被“日本叼头，印度啄尾”。［28］

四、日本“印太”战略面临的挑战

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实践了安倍在 2007 年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外交的基

本理念，以制衡中国在亚太的影响，牵制中国海洋战略为根本出发点，确保日本在印度洋—太

平洋上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为目的，进而推动日本经济发展，恢复日本“普通国家”身份为最终

目标。然而，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一）“印太”概念模糊

尽管美国在 2010 年之后积极推动“印太”概念，希望引起全球关注，但美国自身对于“印

太”还尚未达成共识。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国际战略学者，各方对于“印太”的理解千差万

别。美国推动“印太”概念反映了美国在面对中国迅速崛起及亚洲地区权力格局新变化时产

生了战略焦虑。由于美国推行的“再平衡战略”一直进展缓慢，而“重返亚洲战略”也未能产生

预期中的效果。面对自身优势地位相对减弱，全球战略中心向“印太”转移的情况下，重新谋

篇布局，利用盟友及伙伴关系，重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导地位。因此，“印太”反映的只

是美国应对亚洲政治、经济权力格局变化的一种战略思路，难以成为某种战略体系而付诸实

践。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对于美国推动的“印太”概念日本

给予了积极回应，国内学术界和智库进行了激烈讨论并发布很多关于“印太”战略构想方面的

研究报告。［29］然而，“印太”概念的内涵依然模糊，最终出现各方将日本的海洋战略、对华战略、

能源战略及日美战略等各种战略嫁接到“印太”的荒诞局面。［30］

（二）如何看待印度在“印太”中的作用

印度是“印太”概念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印度“东向政策”的实施，印度与东南亚、日

本及中国之间的经济交流越发频繁，加之印度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使得印度在日本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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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战略构想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007 年安倍担任日本首相时就通过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的建立来推广一个打破地理界限的“大亚洲”，2012 年再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又提出包含印

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的“钻石形安保体系”。在日本看来印度与日本具有共同的价值观，

在面对中国崛起方面存在共同的战略诉求。因此日印理应加强军事交流，推进双方海洋安全

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带来的威胁，牵制中国。然而，印度对于“印太”的战略诉求

中，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印度理想中的“印太”地区架构决定因素是该国国内经济重组的

需要以及继续遵守战略自主的原则。［31］首先，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施行“东向政策”，加

强与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日本希望日印之间能发展成准军事同盟关系来牵

制中国，这对于印度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况且日本自身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与中国的经济合

作。即使是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大谈特谈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韩

国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应该维护海洋共同产品，并且还提到钓鱼岛是日本管辖下的

日本领土，最后还强调日本应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流，共同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13］

其次，印度作为战后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和倡议者，具有悠久的抵制结盟运动的经验和历史，

日本希望与印度建立准同盟的军事关系不仅会降低印度的战略自主性，同时也会使印度卷入

不必要的争端。

（三）如何看待中国在“印太”中的作用

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发展是美国倡导“印太”概念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

对亚洲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向以亚洲地区“优等生”自居的日本难

以适应和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在亚太地区。从小泉执政时期开始，日本已经开始将中国

的崛起视为对日本的战略威胁。中日关系的下滑，除日本右倾化的重大因素外，是中日两国

实力对比的变化和中日关系本身互动的结果，也是中日两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战略格局互动的

结果。［32］因此日本安倍首相的“印太”战略构想中一味地强调对中国的牵制与制衡，大打价值

观牌，希望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印太体系”或“大亚洲”。然而，鉴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实

力，全球战略影响力及在未来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区秩序建设中的作用，将中国排挤出“印太”

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日本能否正确对待中国在“印太”体系中的作用决定着日本“印

太”战略的成败。

五、结语

为了应对亚洲地区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积极推动“印太”概念的兴起，尽管在一

些政治家的演讲及政策文件中，“印太”与“亚太”已被广泛使用，但“印太”概念仍然只是一种

理念和思路，还无法成为战略体系。日本作为亚洲地区重要的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然

而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难以接受和适应，从而频繁推动建立排除中国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

来牵制和制衡中国。在“印太”概念的框架下，日本希望通过加强西南防卫，介入南海争端及

联合印度、澳大利亚及美国在太平洋及印度洋对中国实行战略围堵。日本“印太”战略的主要

目标为“巩固东海、介入南海、联合美澳印、控制印太，进而实现在亚洲牵制中国。”然而，日本

的“印太”概念缺乏实际的内涵，仅仅只是一种战略思潮或思路，同时日本无法正确评估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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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印太”战略能否成功？

析印度及中国在“印太”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日本的“印太”战略就如“印太”概念一样只是

空中楼阁，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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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in the region.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grain security standard and index，China requires that grain self-sufficiency should be more than 95

percent which is the red line of the grain security. However，this standard is often difficult to reach. Although self-supply of grain is much higher in Rus⁃

sia，Russia’s self-supply of grain is always less than 90%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foodstuff and food safety，which means the existing of

risk on the security of grain in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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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system. AIIB uses capital investment as intermediate，and spreads to whole directions. Through investing in infrastructu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IIB speeds up the formation of OBOR，and forms economic belt of effective mutual exchange. Therefore，economic trade circle is formed by AIIB as

pivot and OBOR as leverage. Through the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trade，economic energy is released. However，now AIIB just takes the first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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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ipulated by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value chain，the construction of Asia-Pacific value

chain has shown complex feature of overlapp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sia-Pacific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TPP especially its high standard

will have huge impacts on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structure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Asia-Pacific region. China’s FTA strategy will also be a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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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ame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Japan is actively planning and designing strategic intervention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which will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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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but also specific measures for Japan-U.S. security cooperation’s way which is catering to the rebalanc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is aiming to establish new regional security mechanism which involves the Japan-U.S. alliance as the base，to prevent and restrain the rise of

China，and to shape and reconstruct security order and strategic space which is helpful for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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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apan-Australia，Australia-Japan，and Japan-India through value-oriented diplomac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 encircle China strategically in

multi-level，which helped Japan to achieve its marine strategic expansion in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Indian Ocean. The second Abe cabinet re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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