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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安倍政府印太战略的形成有一个逐步演进和明确化的过程，基本成型于安倍政府

宣示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背景是其“亚太战略”受挫、印度洋地缘板块抬升、中美战略

态势更新等。其战略的主要目标有三: 政治层面上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地区秩序; 经济上确

保日本利益，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安全上主要是保障海洋秩序和海上通道自由，制约中国的

实力拓展。实施办法则是以日、美、澳、印间的双多边合作为平台，综合采取政治、经济及安全等各

种举措。安倍政府通过深耕日印、引美入“群”、补齐多边、宣介推广来促进其印太战略，态度在相

关四国中积极而突出。日本推动印太战略创新面临挑战与不确定性，中国对此应加大引领、趋利避

害，塑造有利于中国新时代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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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第二个 10 年后，日、澳、印、
美等国各自提出了“印太”这一概念。比较而言，日

本与印度洋世界并无深缘，也非最早对“印太”进行

概念创新和学术研究的国家①。但是在国家对外战

略层面，2006 年安倍开始第一次执政后，就已开始

关注印度洋及印太结合地带的重要地位和现实意

义。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变化，2012 年安倍第二次

执政以后，日本政府对制定和推进印太战略日趋积

极、不断加大投入，包括最先积极引导日、美、澳、印
在印太范围内强化合作和“安全菱形”组网，近年正

式提出日本版印太战略并且联合印度先期启动，将

“退群亚太”的特朗普政府引入“印太群”从而使该

战略受到广泛关注，以及当前积极推动四边联网和

宣介造势等。一定程度上，日本在相关四国中“入

戏”最深，对推动相关方的印太战略落地、联动起到

了重要作用。
安倍政府将“俯瞰地球仪外交”的视野和主战

场从亚太扩容到印太，将印太从亚太加以部分剥离

和独立，调整地缘战略的范围和重心，反映了日本努

力应对全球格局和地缘局势变化，主动谋求后“亚

太再平衡”时代的战略优势。其出发点和意图是在

更大范围内动员更易整合的“优质”资源，在与其国

家利益攸关的主要战略地带，维护对己有利的秩序、
安全和利益，核心是更新措施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

全面冲击，以四国联手形式应对中国新时期的外向

发展和战略拓进。
安倍政府的印太战略构想目前还在初创和试运

行阶段，短期内也不太可能置换亚太或东亚地缘战

略。尽管如此，针对安倍政府的这一战略创新动向，

中国仍应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工作。

一、印太战略的缘起

在 2016 年安倍正式而明确提出印太战略概念

前，就已经陆续开展了长达 10 年的相关铺垫准备。
日本印太战略的缘起与初步演进，有一个逐渐升级

和明确的过程，大致分以下两个阶段。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项目“日本军事崛起与
我国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 17AGJ009) 的阶段性成果。

① 日本的智库，包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国际论坛、
PHP 研究所等，大致是从 2010 年前后开始讨论印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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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原型———“两洋交汇”与“扩大的亚洲”。
2006 年安倍内阁在推行“自由与繁荣之弧”与“价

值观外交”时，就关注到欧亚大陆外缘及印度洋周

边国家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意义。2007 年 8
月，安倍在印度国会发表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两洋

交汇”演讲，声称“太平洋和印度洋正作为自由与繁

荣之海带来富有活力的结合。一个打破地理原来疆

界的‘扩大的亚洲’正在明确出现”，“通过日本与印

度的联合，‘扩大的亚洲’将美国和澳大利亚包括其

中，便可发展成为一个覆盖太平洋的宽广网络”。①

很明显，安倍提倡以日印联合为基础，加上原本

较为紧密的日美、日澳关系，发展一个以日、美、印、
澳四国合作为基础的“扩大的亚洲”或“太平洋网

络”，意图实质性推动四国在横跨印太的地缘板块

加强合作。不过，安倍的地缘构思立足点仍是“大

亚洲”或“太平洋”，也显示出在此范围内对围堵中

国“预操作”的自信。同期，根据安倍的构想，日印

发表了一系列战略合作宣言，例如 2008 年 10 月的

安全合作宣言，2009 年 12 月的安全合作行动目标

计划等。日澳合作也在同一时期提速，2007 年两国

发表《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建立了外交和防务部门

首脑参加的“2 + 2”对话等。2007 年，安倍亦更具野

心地提出构筑由日、美、印、澳组成的“四国合作”或

“民主国家联盟”，但这一倡议由于其他三方的慎重

态度而搁浅。② 由于安倍执政不到一年便匆匆下

台，接任的福田康夫首相对这一设想并不认同，上述

构想及倡议不了了之。
( 二) 雏形———“亚洲民主安全菱形”与“印太”

话语。2012 年安倍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之后，更加

明确地提及两洋及印太概念，开始将印太作为外交

战略的概念选项。2012 年 12 月，安倍在印度报业

辛迪加网站发表“亚洲民主安全菱形”理论，强调

“两洋交汇”的重要性和日本的角色，“太平洋的和

平、稳定与航行自由，与印度洋的和平、稳定与航行

自由不可割裂”“日本需在捍卫以上两个地区共同

利益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提出由日美澳印组

成一个菱形圈“以保卫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公

海”，并且“已准备好向这个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贡

献日本的力量”。③ 2013 年 1 月，安倍在阐释“日本

外交新的五原则”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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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等国联系，建立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

的关系网络”④。2 月，安倍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

研究中心( CSIS) 发表了著名的“日本归来”演讲，表

示“现在的亚太地区，或者说印太地区正走向繁荣”。

安倍首次明确使用了“印太”( Indo － Pacific) 这一术

语，将亚太和印太视为并列的概念加以使用，指出日

本外交在印太地区的主要任务在于做规则的倡导者、

做全球共同利益的捍卫者，以及与美、韩、澳等地区民

主国家紧密合作共同维护海洋这一全球公域。⑤

可以看到，在第二任期开始后，安倍对五年前的

倡议重新包装，打造了由两个标志性要素构成的

“升级版”印太战略雏形，第一是明确使用印太术语

和概念，第二是将四方合作倡议概念化，推出民主安

全菱形，提议四国各为点边、并列成“形”，构建一个

横跨印太的安全合作机制。但是，此期间美国推行

“亚太再平衡”战略正酣，日本需要配合美国的战略

步伐，不大可能正面提议自成体系的一套印太战略。

实际上，同一时期前后，希拉里等美国政要提及印

太，更多的也是在亚太框架内的一种关注，将印太作

为亚太的补充或某种延伸。⑥ 安倍对宏观地区战略

的考量和投入，基本是与美国同步，即通过“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塑造亚太经济秩序、配合美

国军事重返及强化日美同盟以维持亚太安全体系，

被其看重的 TPP 却不包括印度在内。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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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hinzo Abe，“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http: / /www． mo-
fa． go． jp / region /asia － paci /pmv0708 /speech － 2． html． ( 上 网 时 间:
2017 年 12 月 10 日)

例如，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因为有所顾忌而拒绝四
国联盟，甚至退出了美日印每年举行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

Shinzo Abe，“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http: / /
www． project － syndicate． org /Commentary /a － strategic － alliance － for －
japan － and － india － by － shinzo － abe．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3
日)

Shinzo Abe，“The Bounty of the Open Seas: Five New Princi-
ples for Japanese Diplomacy”，http: / /www． mofa． go． jp /announce /pm /
abe /abe_0118e． html． ( 上网时间: 2018 年 1 月 14 日)

Shinzo Abe，“Japan is Back”，http: / /www． mofa． go． jp /an-
nounce /pm /abe /us_20130222en． html．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1
日)

例如，笔者对奥巴马白宫“亚太”档案的搜索结果是 837 个，
而对“印度洋 － 太平洋”的搜索结果只有 6 个。



出台的日本二战后首个国家大战略文件———《国家

安全战略》使用“亚太”一词多达几十处，提出日本

要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却全然没有

直接使用印太术语或概念。①

二、成型———“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从 2015 年开始，安倍已在对印外交中明确使用

印太术语( 虽然没有加上“战略”两字) 。2016 年 8
月，安倍在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第六届日本·非

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
战略构想 ，标志着该战略作为日本新的一项外交战

略正式出台。安倍在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连接亚

洲与非洲的是一条海上之路，日本要“将连接两大

陆的海洋变成和平与规则主导的海”，“把亚洲到非

洲这一带建设成为发展与繁荣的大动脉”。② 2016
年 9 月，日本政府在安倍与莫迪会谈之后发布的公

报中，首次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表述。此

后，安倍政府积极推动印太战略。2016 ～ 2017 年是

日本印太战略的初步成型与实施阶段，日本推进印

太战略的举措，大体有如下四类。
( 一) 优先事项: 推动日印战略对接，以日印联

合及准同盟关系推进印太战略。第一，深化对印双

边合作，这是多年来日印关系发展的自然延续。双

方在安全防务尤其是海上安全合作、经贸往来尤其

是核能及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交流、人才培养

等多个领域不断强化合作关系，近年已陆续签署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防卫装备及技术转让协

定》、《民用核能协定》等③。两国已经建立了包括“2
+ 2”磋商在内的、横跨外交、安保、经贸、海洋、各军

兵种间磋商对话的制度化联系，以及军警部门的定

期演习机制。上述进展表明安倍—莫迪时代的日印

关系已经具有准同盟性质。
第二，竭力携手印度共同推动其印太战略构想，

这是近 2 ～ 3 年的新现象。日印早于日美和日澳就

安倍的印太战略进行了接触和协商。2014 年，日印

将两国关系提升至“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水

平，这为双方的印太合作做了铺垫。2015 年 12 月，

日印首脑会谈发表了面向“日印新时代”的联合声

明，④双方同意推动印太战略。可以说，这也是安倍

就其印太战略在日印之间进行的试水和预热。

安倍在非洲高调宣示战略理念后，也是首先争

取印度的理解和支持。2016 年下半年，安倍两度与

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推销其印太战略 。9 月东

亚峰会间隙，安倍就“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向莫迪

进行说明，并称“印度是连接亚洲和非洲最重要的

国家”，希望强化与印度的战略对接和合作。⑤ 莫迪

2016 年 11 月访日期间，日印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安

倍再次向莫迪予以说明，双方再次确认了“亚非发

展走廊计划”。⑥ 有印媒称之为日印版“一带一路”，

将与中国“一带一路”相抗衡。2017 年 9 月，安倍访

印，与 2014 年上台的莫迪举行第十次会晤，双方同

意将日本印太战略与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这两

大区域战略对接起来。⑦ 当前，建立新的互联互通

走廊和基础设施建设是日印关系的优先领域。日印

正在寻求将这一双边伙伴关系扩展到地区层面，在

非洲、西亚等地区进行合作。至少从对印合作的角

度来看，安倍印太战略意在重点解决东亚或亚太战

略所不能顾及的两个关键问题———两洋海上安全、

亚非区域联通问题。
( 二) 关键事项: 引美入“群”，挂靠同盟，做实

印太战略。2016 年安倍政府正式提出印太战略主

要是为了西线，尤其是联印以应对中国的成功西进。

但数月后特朗普胜选，安倍的“随美型”亚太战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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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但政策文本中不时使用“亚太及以外”的表述方法，为向印
太的延伸留出了一定余地。尽管如此，同期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
则基本用印太概念置换了亚太概念。

Shinzo Abe，“Address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Sixth To-
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 TICAD ) ”，Au-
gust 27，2016，http: / /www． mofa． go． jp /afr /af2 /page4e_000496． html．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0 日)

这是日本首次与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签
署此类协定，开启了日本向印度提供核燃料、设备和技术之门。

“Japan and India Vision 2025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 Working Together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 － Pa-
cific Ｒegion and the World”，http: / /www． mofa． go． jp /mofaj / s_sa /sw /
in /page3_001508． html．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2 日)

「日印首脳会談」，http: / /www． mofa． go． jp /mofaj / s_sa /sw /
in /page3_001805． html．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9 日)

「日印首脳会談」，http: / /www． mofa． go． jp /mofaj / s_sa /sw /
in /page3_001879． html．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9 日) 。按照“亚
非增长走廊”的框架，日本将在未来三年内提供 30 亿美元投资，印
度将在未来五年内提供 10 亿美元投资。

“Japan － India Joint Statement: Toward a Free，Open and
Prosperous Indo － Pacific”，http: / /www． mofa． go． jp / files /000289999．
pdf．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2 日)



本破产，印太战略就变得需要拉美入“印太群”甚至

替换群主，也就是将日本版印太战略置换为美国的

印太战略。从安倍的角度看，能否将美国拉入“印

太群”，由此促使美国在印太加强存在，增加投入，

是关系其印太战略走势的关键因素。
目前看，日本通过两条渠道争取特朗普政府支

持。一条渠道是双方外交及安全工作层面的接触和

交流。据《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的助手们曾承认

美方的印太想法源自日本，日本一直在敦促美国与

日澳印三个海上民主国家建立联系，以遏制中国的

崛起; 日方官员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布莱

恩·胡克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的亚洲事务

主任马修·波廷格一起具体构建了印太的想法。①

日方官员则基本来自日本外务省和国家安保局，安

倍倚重的外交智囊谷内正太郎指示他们将日本的想

法和方案传递给美方同行并进行对口磋商。② 对于

从“亚太再平衡”和 TPP 撤退的特朗普政权来说，也

需要一个可替代的新鲜战略概念，日方提议的印太

概念及战略算得上是一个送上门的可居奇货。③ 另

一条 渠 道 是 安 倍 内 阁 的 公 开 游 说 活 动。安 倍 在

2017 年 2 月访美期间向特朗普大力兜售印太战略，

说辞是共同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般认

为，安倍精心营造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也有助于对

美推销其印太理念。④ 同时，日本外相等内阁成员

也会不失时机对美方展开沟通工作，例如，2017 年 8
月 17 日，日美“2 + 2”会议公报即宣布注意到日本

倡议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并要推进相关合作。⑤

10 月 25 日，河野外相在接受日媒采访时又公开喊

话，希望日、美、澳、印建立首脑级别战略对话，以亚

洲的南海经印度洋至非洲这一地带为中心，共同推

动在该地区的自由贸易及防卫合作。⑥

在此过程中，特朗普执政团队逐渐接受了安倍

的印太概念。国务卿蒂勒森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

CSIS 发表关于“下个世纪的美印关系”演讲时多次

提及“印太”，显示美国战略思维出现转变。2017 年

11 月，特朗普在亚太之行首站首次提及印太概念。
11 月 6 日与安倍会谈时，双方探讨了印太理念并就

加强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达成一致。
可以看到，特朗普、蒂勒森与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

特对印太的认知与表述，几乎没有超过安倍的说明

范围，自由、民主、法治、市场开放、公平贸易、尊重航

行和飞越自由、地区繁荣等关键用词也是如出一

辙。⑦ 随后，特朗普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 18 日发表

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支持印太地区

拥有自由与开放的发展环境。⑧ 到目前为止，安倍

对印太战略的阐述和行动，仍旧比特朗普要多得多，

所以至少表面看来，特朗普接受、呼应这一概念并将

其上升为美国的地区战略，是在某种程度延续了日

本的外交战略。担心美国从地区转移力量、急于

“留住美国”的安倍政府初步完成了工作目标。
( 三) 补齐短项: 推动三边升级与四边联网。近

年来，日美、日印、日澳双边会谈发布的公报都倡议

加强与第三方或相互小多边合作。在与日本有关的

三组三边关系中，日美澳合作启动较早。2002 年三

国即举行高级别官员会议，2005 年提升为部长级三

边对话机制，2007 年举行首次日美澳峰会。2017 年

11 月 13 日，日美澳领导人在马尼拉会晤，重点之一

是推动印太区域自由开放战略。相较而言，日澳印

关系是最短板，直到 2015 年三方才首次举行副部长

级磋商，2017 年 4 月和 12 月分别举行了第三次和

第四次会谈，对印太地区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

就“确保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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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Mark Landlernov，“Trump Heads to Asia with an Ambitious A-
genda but Little to Offer”，https: / /www． nytimes． com /2017 /11 /02 /us /
politics / trump － china － japan． html．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8 日)

根据笔者 2017 年 12 月 8 日在华盛顿对原美国国安会亚洲
高级主管迈克·格林( Michael Green) 的采访。

根据笔者 2017 年 12 月 8 日在华盛顿对另一位不愿披露姓
名的原美国国安会亚洲高级主管的采访。

例如，从 2017 年开始，安倍与特朗普累计通话 17 次、举行 5
次首脑会谈、打了 2 次高尔夫球等。这样频繁沟通交流拉近了两人
之间的私人关系，安倍至少表面上成为与特朗普亲密的外国领导人
之一。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http: / /www． mofa．
go． jp /mofaj /na /st /page4_003204． html．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5
日)

「米豪印と戦略対話、河野外相 4カ国で自由貿易推進」、
『 日 本 経 済 新 聞 』， https: / /www． nikkei． com /article /
DGXMZO22692990V21C17A0000000 / ．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5
日)

“ Inside President Trump’s Trip to Asia”，https: / /www．
whitehouse． gov /articles /president － trumps － trip － asia / ．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7 日)

“美国最新《国家安全战略》说了什么”，新华网，2018 年 1
月 4 日，http: / /www． xinhuanet． com /mil /2018 － 01 /04 /c_129783245．
htm． ( 上网时间: 2018 年 1 月 14 日)



区域内的自由、开放、繁荣与包容”进行合作达成一

致。①

日美印虽没有日美澳机制化程度高、关系密切，

但发展势头迅速，且对地区格局和均势的影响超过

后者。印度对三国关系的准同盟化持有保留，但日

美近年对印拉拢日盛。自 2011 年以来，日美印三方

举行了七次副部长级对话。2015 年 9 月，三边关系

跨过了一个重要的门槛，首次日美印外长会谈在美

国举行，讨论并确认在海洋安全保障、地区联通、救
灾等领域进行紧密合作，随后每年都举行类似会议。
2017 年 7 月，日本时隔三年再次参加“马拉巴尔”军

事演习，其重返标志着日美印加速提升三边关系。
11 月 7 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与美军“卡尔

文森”号航母以及印度的军舰在日本海进行了联合

训练，这是三国首次在日本海举行联合训练。
除了补齐两个涉日的三边短板，日本还急于恢

复和发展四方合作机制。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

启动和发展，本身就离不开安倍的倡导与推动。安

倍于 2006 年、2013 年曾分别提出有关四方合作的

战略构想。2017 年 8 月，河野外相向蒂勒森提议举

行四国首脑级别战略对话，11 月日美首脑会谈之

际，安倍再次向特朗普提及此事。河野接受日媒采

访时指出，四国首先应从局长级对话开始，逐步提升

到外长级和首脑级。战略对话的支柱之一是推进自

由贸易，在印太区域推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另

一支柱则是防卫合作，维护航行自由是安全保障的

重点，同时要求中国“一带一路”遵循自由开放的海

洋及相关国际标准。可以看到，日本推动四方机制

的焦点在于经贸与安全，关键词则是规则、海洋、秩
序等。在日本的推动下，2017 年 11 月 12 日，日本

代表团在东亚合作系列会议期间于马尼拉主持了单

独的日美澳印局长级四方会议，围绕亚洲规则秩序、
航行自由、加强联通性、海上安全保障等七个议题进

行了讨论，敦促就建设“自由、开放、繁荣、包容的印

太地区”开展合作。②

( 四) 宣介推广印太战略，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参

与。从 2016 秋季开始，安倍出访几乎言必谈印太。
在 2017 年 1 月对菲、澳、印尼、越之访，安倍频频推

销“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河内举行的记者会

上，安倍总结四国之行时强调，日本将在日美同盟的

坚实基础上，维护从亚洲到环太平洋地区、进而到印

度洋这一广域的和平与繁荣，“日本作为地区一员，

将基于‘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发挥重要作用”。③

2017 年 8 月，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访日期间，安倍

提出日英应与印度共同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11 月，安倍在出席 APEC 会议期间，更是连日竭力

充当这一战略的推销员，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和

新西兰总理雅顿会谈中，都说明了印太战略的意义。

安倍还打算将这一战略推广到南亚、中东和欧

洲国家。河野外相为此展开外交攻势。2017 年 8

月，河野向英法两国外长探询了在印太的合作意向。

同月，河野在与吉布提外相会谈、参加非洲发展会议

部长级会谈时，再次强调日本印太战略的重要性。
11 月，河野在越南岘港与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越

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会谈，就共同推进印太战略

进行了沟通。12 月，日英举行“2 + 2”会谈时，根据

日方提议谈及了印太战略。同月，河野访问沙特、巴
林时，呼 吁 确 保 印 太 地 区 自 由 开 放 的 海 洋 秩 序。
2018 年 1 月，河野将一年的首访选在位于南亚和印

度洋地区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三国，日

本共同社称，除了向三国承诺提供基础设施援助，河

野此行最大目的实际是介绍安倍倡导的“自由开放

的印太战略”并争取支持。④

三、初步评估

( 一) 出台背景。安倍政府构思和出台印太战

略，涉及国际格局及地区形势变动、中日关系互动、

日本国家战略调整三个层次的原因。全球层面，国

际权势分布嬗变、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中印崛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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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第 4 回日豪印次官協議の開催」，http: / /www． mofa． go． jp /
mofaj /press / release /press4_005402． html．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9 日)

“日米豪印のインド太平洋に関する協議”，http: / /www．
mofa． go． jp /mofaj /press / release /press4 _005249． html． ( 上 网 时 间:
2017 年 12 月 16 日)

“フィリピン? オーストラリア? インドネシア? ベトナ
ム訪問についての内外記者会見”，https: / /www． kantei． go． jp / jp /97
_abe /statement /2017 /0116kaiken． html．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0
日)

“日外相急访印度洋欲‘平衡’中国影响力”，《环球时报》，
2018 年 1 月 8 日。



度洋及印太板块成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区域。
地区层面，美国主导的“亚太再平衡”和 TPP 这

两个日本亚太战略的核心支柱突遭变故，日本在东

北亚的外交始终难以打开局面，在东南亚也很难建

立起稳定的制华阵营。日本战略界及保守派人士认

为，美国国力及影响力相对衰退，奥巴马政府“亚太

再平衡”虚多实少，对华政策过于克制，美国对日承

诺的可靠性和持续性可疑，而特朗普政府“美国第

一”、连续“退群”、告别 TPP 和“亚太再平衡”的倾

向，更使日本感到担忧和不安。中美“一进一退”态

势对地区形势和战略格局造成的影响，使日本开始

迫切追求自主和自保的对外战略。
中日双边关系层面，日本将中国作为最大的竞

争对手和防范对象，在东亚范围内的对华博弈与对

峙渐处下风，中国通过亚投行( AIIB) 、“一带一路”
倡议、远洋海军建设及活动，在地区秩序和规则、两
洋海上通道安全保障、亚非市场占有和经济合作上

成就斐然，直接触动了安倍政府对于地区秩序和自

身利益的进一步担忧。为推进让日本“夺回强大”、
争做“国际社会主要玩家”的路线，安倍政府需要积

极、主动的对外战略，包括面向全球的“战略性外

交”即“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以及面

向地区的印太战略。
总之，日本的印太战略主要是在其“随美型”的

亚太战略构思部分破产后，在中美“一进一退”、中

国被认为通过一带一路等举措主导亚太及印太秩序

构建的现实刺激下，由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发酵而催

生的一种地区战略。
( 二) 战略特征。安倍政府印太战略是一种应

对新形势和新局面的政治、安全及经济组合拳，其目

标和指向非常清晰，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与两个基

本点”。中心是战略的顶层设计，主要是在政治层

面利用民主国家同盟及价值观外交，维护印太地区

所谓的西方民主、自由、法治和市场主义的国际秩序

和规则。基本点之一是安全保障，即保障印太区域

尤其是海洋秩序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制约中国在亚

太与印度洋地区的实力延伸与影响拓展，手段是在

日美同盟等双多边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以四国合作

为核心的安全机制和框架。① 基本点之二是经济利

益，主打是在西线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扩

大日企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份额，手段

是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出口扩大计划以及日印联

合主导下的“亚非发展走廊计划”等。同时，在东线

及太平洋方向努力挽救 TPP，不放弃参与亚太自贸

区 ( FTAAP)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ＲCEP) 和 中 日 韩 自 贸 协 定 的 谈 判，争 取 有 利 结

果。②

日本的“印太”与“亚太”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印

太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置换亚太，两者的重合部分

甚多，不大重合的部分是在日本的地缘政治图景中

并不被看重的太平洋东岸南部以及日渐被看重的印

度洋北岸和西北岸区域。某种意义上，此前日本亚

太战略的破产与流产部分、日显重要的印度次大陆

板块部分、东非与西亚等并非亚太但中国在深耕的

部分，被安倍政府设想为由印太战略来重点补足和

顾及。安倍政府设想的印太战略骨架，主要是日、
美、澳、印四国联合的形式。因为印太能极大地兼容

和对接澳、印两国，此两国较早开始研究并倡议印太

战略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印太内需”。四边连线

是当前日本认为比较容易整合和动用的资源，在维

护自由开放秩序、开展经济竞争、经略海洋、制衡与

约束中国等方面，某些可聚合的公约数和共同点相

对较多。
综上所述，印太战略的“综合目的性”“路径依

赖性”“内容投机性”“特定指向性”很明显。综合

性是指它几乎是一个国际大战略的地区版，意图应

对政治、经济和安全防务等诸领域的问题; 路径依赖

是指日本对外政策工具箱中的几件套———以同盟国

或亲密伙伴国的朋友圈为载体，以及偏重海洋、价值

观、秩序、军事安全等的政策导向，多年来鲜有改

变。③ 内容投机性是指，日本一直在调整地区战略

的框架和范围，即便从目前的印太战略也能看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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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作为辅助手段，日本也在尝试拉拢东盟，联系英法。
广义上的日本印太战略，当然包括太平洋方向的举措，狭义

上的则可不包括。日本政府打出印太战略，主要用意并不在于经略
太平洋的传统事务。

例如，日本印太战略首先强调的是共同价值观、自由与民主
的秩序等。《读卖新闻》2017 年 11 月 11 日的社论认为，特朗普响应
安倍提出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理念，是日美在价值观共鸣的
基础上首次展开的外交，意义重大。



中韩国、东南亚、西亚与非洲的位置是几经变化的。
特定指向性是指，其战略的核心指向是应对中国崛

起，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对冲和制衡的色彩浓

厚，做法是在原来的对华亚太战略遭挫后，重新部署

战场态势———西移重心、扩大区域，在更大的范围内

动员更多的资源特别是日美澳印四边来牵制和平抑

中国，对华求得扩大再平衡，①某种意义上这是在与

中国国际战略的拓进区域高度重合的印太区域对中

国实施对冲、竞争和制衡的一种战略设计，可谓是给

中国“量身打造”的专项计划。②

( 三) 制约因素。首先，安倍政府印太战略自身

出发点和设计存在缺陷。它偏重于传统地缘战略和

海权思维，起码目前该战略中缺少东南亚、东北亚与

欧亚大陆腹地的定位，是虚多实少的外线松散组合，

是一个目的在于围堵而不是融合的体系。日本紧盯

中国，制定以安全压制、政治竞争、经济争夺为主轴

的地缘战略，其中的安全化、结盟化和排他化倾向明

显，这些与时代精神脱节，难以与“一带一路”倡议

比肩，无法吸引众多的中小国家追随和参与。③ 同

时，正如日本仍要在亚太到处为挽回 TPP 而努力、
参与 ＲCEP 谈判等，安倍推进战略的雄心、目标与所

拥资源、能力之间差距明显。
其次，相关国家各有打算，四边均衡联网和牢

固组合面临困难，向心力时常不敌离心倾向。2017
年 11 月的日美印澳四方会议没有发表任何联合宣

言，四国仅各自发表谈话，表达了加强合作的意愿。
这恰好说明，至少在平衡中国的议题上，四方难以形

成有效统一的意见。日本对印度的期望值相当高，

但印度的标准只能是本国国家利益，参与但不结盟

是总体态度，不可能按照日本的节奏起舞。澳大利

亚在四边中力量不足，一贯因难以兼顾对外经济与

安全利益而摇摆。
再次，美国的态度与参与前景仍不完全明朗。

与奥巴马政府主动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同，特

朗普政府对于印太战略开始并非那么积极主动，至

今也未能发挥引领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带头大哥”
作用，某种意义上更可能是被日本拉进“圈”的。特

朗普政府仍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对外战略，仍

以结果为导向寻求地区务实利益、将朝核及双边经

贸作为地区战略重头，暂时无力经营全面的地区战

略。特朗普在越南 APEC 峰会上的演讲已经充分说

明这一点，尽管使用“印太”一词，但并无“战略”二

字，即没有上升到战略层次。美国在经贸领域仍坚

持双边优于多边，拿不出支撑整个地区战略的经济

支柱 ，这也与“自由开放的印太”原则相悖。
最后，日本推进任何战略都必须考虑对华关系

大局，顾及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在中日关系总体趋

稳回暖、双方相向而行谋求进一步改善的情况下，安

倍政府推进印太战略尤其是其中对华的部分，难以

突破战略底线和中方划定的红线。
( 四) 对华影响。安倍政府印太战略不可避免

地给中国带来多重影响。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
中印关系时有起伏、澳国内疑华声起的情况下，印太

战略无疑对中国国家利益正在造成干扰和挑战。
第一，加大了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

困难。日本竭力维护“西方大厦”于不倒，发挥组织

者或串联者的角色，在印太区域打造西方阵营，强化

针对中国的周边全方位外交攻势和制衡行为，对亚

太地缘格局、地区及大国关系产生了复杂影响。
第二，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直接的冲

击。例如，安倍在 2015 年就宣布推出 1100 亿美元

的日本版“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助计划”，后又承诺

对非投资 300 亿美元，其中包括 100 亿美元的基础

设施建设。日本有较强的生产技术和融资能力，加

上印度在非洲有成熟的贸易和商业网络，日印优势

组合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将给中国的非洲投资发展

带来挑战。2016 年 5 月，莫迪政府未派员参加“一

带一路”论坛，之前又在非洲发展银行会议上宣示

日本合作的“亚非发展走廊计划”，这些应该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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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安倍 2012 年底上台后，旋即发出“东海和南海正
在发生的争端表明，日本外交的顶级优先事项就是要扩大国家战略
地平线”的疾呼。Shinzo Abe，“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http: / /www． project － syndicate． org /Commentary /a － strategic － alliance
－ for － japan － and － india － by － shinzo － abe．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6 日)
例如，日本原来的印太概念里几乎不包括东非、西亚等区

域。
韩国总统府在 2017 年 11 月已发表持有异议的声明，认为

印太是否为合适的概念仍需协商。而目前东南亚国家在外交上不情
愿选边站，难以被彻底纳入印太战略轨道。



出自偶然或与华无关。此外，日印还在商讨在具有

战略意义的伊朗恰巴哈尔港等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第三，对以海洋及海上交通要道为中心的中国

安全环境也会产生影响。从波斯湾经马六甲到南海

的海上通道，对中国来说极为重要。日美澳印之前

的四边、三边和双边声明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涉及海

洋秩序和航行自由等问题，日美印、日美澳以及日

美、日印不断深化在印太的海上安全合作，其针对性

非常明显。最新的一个动态是，2017 年 9 月举行的

日印年度防务首脑对话上，双方达成共识，将在反潜

领域加强合作，这明显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味。①

第四，对南海争端的干预不容忽视。日美澳印

在单边和双多边范围内，从声明到行动，已经不同程

度介入南海局势。南海是印太的战略枢纽和链接

点，地缘位置突出，日本如将其置于印太战略框架下

进行审视和应对，总体上势必加强介入力度。事实

上，2017 年，日本在南海的军事动作频繁显耀，数次

派遣最大的“出云”号直升机航母和其他战舰进入

南海。未来日美印澳加强机制化安全合作并一定形

式实施南海联合巡航，也并非全无可能。日本的印

太战略将可能刺激相关局势持久震荡和复杂化。

四、应对思考

安倍政府印太战略尽管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战

略意图和色彩，但日美澳印也并非专攻印太、同心制

华，四国各有自己算盘，美国的印太定位和投入仍是

疑问，澳大利亚作用有限，印度亦难全力配合，目前

发力较猛的日本则仍需兼顾中日关系。印太区域绝

大多数国家的头号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在新

的形势下，排他性结盟与拉小圈子，势必不得人心，

难以遂愿。中国对日本推进印太战略，可持战略上

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态度，冷静观察，保持定力，沉着

应对，积极推动基于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及区

域合作进程。
首先，应稳住中美大局。鉴于美国印太战略走

向仍是关键影响因素，且中日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制

于中美关系和美日关系，中国应经略好中美关系，优

化对日战略态势。美国的态度如果是积极推动、表
现高调，日本就会加大印太战略投入，不断赋予其实

质性内容和制度化保障。为避免此局面，中国应通

过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的方式继续扩大、深化中美之

间的共同利益，防范和化解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战

略竞争，以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
其次，继续“以内制外”应对日本推动的印太外

线压力。营造东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有利的次区域

环境。韩国已明确表示无意加入这一战略构想，日

本的印太战略无奈之下只能绕韩而过。南海给四国

提供了推进印太建设的重要抓手，南海如继续降温

和稳定，东南亚国家也难以被日本纳入印太轨道。
再次，稳定中澳、中印关系，利用最大贸易伙伴

国和经济联系优势，以经促政，从侧面化解印太压

力。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对外政策的务

实特性，使该国在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仍存在多种可

能。实践证明，互利共赢的合作往往能改变澳狭隘

的地缘政治思维。印度在东西、南北的站位意义重

大，直接影响印太格局走势。中印关系存在较大提

升空间，两国发展路径和过程有共同之处，在诸多主

要国际课题上处于同一阵线。并且，就经贸交流水

平而言，2016 年印度与日本的贸易额仅为 160 亿美

元，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 700 亿美元，有此基础，中

印如能加强战略沟通、有效管控争端，印度当不至于

被日美过分利用。
最后，中国应努力使日本的印太战略与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找到合作点和利益交汇处，建设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中日关系。在大势面

前，日本官方也承认，日中“通过对话和合作，共同

努力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是两国唯一的选择”。② 据

报道，日本政府近日通过多个外交途径向中国传达

了印太战略的概要，声言称该战略并非针对中国，

“目的在于与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各国协作，实

现国际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将有助于推进‘一带一

路’倡议”。③ 安倍继 2017 年 5 月公开向“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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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印 防 衛 相 会 談 共 同 プ レ ス リ リ ー ス」，http: / /www．
mod． go． jp / j /press /youjin /2017 /09 /05_jpr_j． html．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16 日)

岸田文雄「変化 の 年 を 展望す る」、『外交』Vol． 41、Jan．
2017、11 頁。

“改变对华牵制战略? 日媒称安倍欲同时推进与中印合
作”，http: / /www． cankaoxiaoxi． com /world /20171218 /2248130． shtml．
( 上网时间: 2018 年 1 月 11 日)



路”示好后，12 月在东京举行的中日两国经济界会

议上又称“日本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下，也可以

与倡导‘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国大力合作”，公开表

示将“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相结合的设想。①安

倍做出此类表态后，日本经产省已对日企具体指令

参加“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中日有关方面已开始

探讨双方企业在两者重合的地区共同参与基础设施

建设及产业振兴的方案。这些新动向代表了安倍政

府的对华思维在发生某种变化，即认识到了对抗招

损、搭“车”有利。其真实意图及后续行动仍有待观

察，但不妨中国对其印太战略进行主动引领、积极塑

造、趋利避害、争取共赢。○
( 责任编辑: 孙茹)

① 首相官邸「第 3 回日中企業家及び元政府高官対話( 日中 CEO
等サミット) 歓迎レセプション」、http: / /www． kantei． go． jp / jp /98_
abe /actions /201712 /04taiwa_kangei． html． ( 上网时间: 2018 年 1 月 11
日)

( 接第 6 页) 新高。① 难民的大量涌入对有关国家特

别是欧洲国家的稳定造成严重冲击，并成为欧洲极

右势力异军突起的诱因之一。从目前看，中东等地

的战乱、一些国家的治理失能以及以非洲为主的人

口激增都是难民问题加剧的原因。显然不有效改善

世界安全状况、社会治理和发展模式，难民问题将对

世界的稳定造成更大挑战。
( 三) 既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亟待升级。一是

联合国多边协调机制面临挑战。第 72 届联大 2017

年 9 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主题为“以人为本:

在可持续发展的地球上为全人类努力创造和平以及

美好生活”，但 2017 年的联大和高峰论坛相较往年

号召力大为下降，多个全球治理议程进入拐点，前景

不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落实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能力依然较弱，亟须国际社会技术、资金扶

持，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消极、
抵制情绪蔓延，推卸逃避国际责任。安理会改革问

题也迟滞不前，日本、印度、非盟等“争常方”急于实

现突破，瑞士、新加坡、列支敦士登等国强调安理会

改革不应无限期拖延，否则将进一步削弱联合国权

威与效力。
二是汉堡峰会折射二十国集团机制转型压力。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在德国汉堡举行，

主题为“塑造联动世界”，聚焦自由贸易、气候变化、

难民危机等热点问题。本次峰会协调难度可谓金融

危机以来最高，德国总理默克尔直言与会各方有关

自由贸易的谈判“非常艰难”，联合公报在美压力下

首次承认各国有权通过“合法的贸易救济手段”保

护本国市场。此外，二十国集团自身也面临机制上

的短板和转型压力。二十国集团没有设立监督执行

的机制，达成的文件对成员国不具有约束力，是否执

行主要看成员国的“自觉”。②

三是“金砖合作”机制深化仍需克服不少障碍。
厦门金砖峰会虽取得系列重要成果，并再次就改革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倡议。但与 G7 等“老牌”国

际机制相比，“金砖合作”机制影响力仍相对有限，

特别是“金砖国家”间经贸联系乃至民众交往，还远

比不上它们各自间与发达国家的联系; 未来“金砖

合作”机制要发挥更大作用，仍需“金砖国家”间进

一步克服彼此的差异甚至分歧。○
( 责任编辑: 王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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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Ｒefugee Number Ｒises To 66 Million ”，http: / / sundi-
atapost． com /2017 /11 /03 /global － refugee － number － rises － to － 66 －
million － unhcr / ．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1 月 12 日)

于大勇:“G20 是‘纸老虎’还是‘世界影子内阁’?”，ht-
tp: / /www． zaobao． com / forum /views /opinion /story20170803 － 784167．
( 上网时间: 2017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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