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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美海权博弈的“二元性” 

 

 

【内容提要】在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驱动下，中国海上力量

稳步发展，在深海远洋的活动日益频繁，从而与多年来独霸

海洋的美国产生了更多地利益碰撞。美国从全球战略、海洋

安全战略以及海军战略等不同层面的战略利益出发，利用中

国与部分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领土争端，竭力对方兴未艾的

中国海权的发展进行牵制和打压，导致中美海上摩擦和冲突

频发。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希望两国关系为此而遭到

严重破坏，甚至因意外事件和战略误判导致中美直接对抗，

故而也积极寻求与中国开展务实的海上安全合作，由此导致

中美海权博弈呈现出战略冲突与战术合作并存、近海冲突与

远洋合作并存、传统安全领域冲突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并

存的“二元性”特征。 

 

近年来，随着中国吹响建设海洋强国的号角，中国正在

逐渐从传统的“重陆轻海”的陆权思维，向“陆海并重”、“陆

海统筹”的战略思维转变。依托日新月异的海军现代化进程，

以及海上维权执法能力的迅速发展，中国海上力量超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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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迈向远洋已成为“新常态”。与此同时，中国海权力量

的发展也引发了周边部分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一海洋霸主的

警惕和忧虑。为了维系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地缘政治与

安全格局中的支配地位，牵制中国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防

御体系的步伐，美国在中国东南海疆频频对中国发难，也导

致中美海权博弈不断升级和激化。 

 

一、中美海权冲突的持续升温 

海洋方向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战场已是不争

的事实。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

试图在西太平洋地区加强对中国战略围堵的背景下，2012 年

4 月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的爆发，以及同年 9 月日本野田内

阁公然将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海

洋领土争议日益凸显，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东南海疆

也由此进入多事之秋。尽管中国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

开发”的原则，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海洋领土争端，

但是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却一再罔顾中国的警告，不断

制造事端。这些国家之所以敢于如此恣意妄为，其中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在台前幕后发挥

了十分重要而消极的作用。利用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海洋

争议，美国一方面可以趁机将这些国家纳入其战略轨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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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在亚洲地区的战略主导权，另一方面则可以借此牵制中

国在海洋方向上的发展，压缩中国的地缘战略空间。毋庸讳

言，美国的这一图谋遭到了中国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从而使

得中美海上摩擦和冲突持续升温。 

首先，美国力促亚太同盟体系的“现代化”，在亚太加

强针对中国的前沿军事存在。为了更加有效地牵制中国海权

的发展，美国一直在谋求使其主导的亚太地区同盟体系“现

代化”，敦促其盟国以及战略伙伴加强与美国以及彼此之间

的安全合作，同时分担美国的责任和负担。诚如美国国防部

长查克·哈格尔所言：“亚太地区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势使美

国的伙伴关系和联盟成为地区稳定不可缺少的锚。”而为了

“建立一个合作性区域架构”，美国必须“现代化我们的联

盟，帮助盟友和合作伙伴开发新的和先进的能力，并鼓励他

们更紧密地合作。”1基于这一目的，同时配合美国全球军力

部署的调整，亦即在 2020 年前将海空军力量的 60%部署在太

平洋地区，美国开始向中国周边调兵遣将，巩固其在亚太地

区的前沿部署和前沿存在。例如，面对中日钓鱼岛争议，美

国一再公开支持日本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鼓励日本整

军经武，并推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以便“确保我们

的同盟不断发展，以及日本自卫队的能力不断增长以反映变

化的安全环境”。近年来，美国开始在嘉手纳基地进驻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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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F-22 隐形战斗机，在冲绳部署MV -22“鱼鹰”旋翼机，

在三泽基地首次部署两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同时开工

建设第二个X波段导弹防御预警雷达站，以强化美日情报、

监视、侦察、快速反应和打击能力，共同应对所谓的钓鱼岛

“不测事态”。 

再以美澳同盟而言，2014 年 8 月，在美澳年度外长和防

长“2+2”会谈之后，澳大利亚防长大卫·约翰斯顿和外长

朱莉·毕晓普对外宣称，澳大利亚对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地区

稳定的行为表示“关切”，欢迎美国在亚洲扮演主要角色，

同时决定向美军开放珀斯港允许美国军舰驻泊，增加美军航

母和潜艇进出斯特灵海军基地的频率，准许美军在科科斯群

岛上建设无人侦察机基地，设立空军C波段大功率雷达地面

监测站，并准备与美日两国联合研制开发新型潜艇。2截止至

2014 年底，已有 1000 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澳大利亚达

尔文港实现轮流驻防，并与澳大利亚军队展开频繁的联合训

练和演习。 

近两年来，随着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摩擦加剧，美军以

港口访问、举行联合军演的名义频繁进出菲律宾，并以所谓

“轮换”驻扎的名义大幅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美国事

实上已经形同在菲实现了“永久驻扎”。32014年 4 月 28日，

美菲两国签署有效期十年的《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主



5 

 

旨是允许美国军队使用菲国军事基地，预先在菲律宾部署先

进战斗机和军舰，并增加在菲律宾的轮换部署。该协议的签

署不仅反映了美菲“强劲与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也

为美国保持在南海海域的前沿存在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条件。 

其次，大幅改善和提升与越南等战略伙伴国家的军事安

全关系。近年来，美国一直在积极拉拢东盟国家，以便于在

其“重返”东南亚的过程中，塑造更加有利的地缘政治和安

全环境。例如，2014 年 1 月，美国首次与印尼签署了出售 8

架“阿帕奇”AH-64武装直升机的采购合同，以帮助印尼加

强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2014 年 4月，美国宣布与马来西亚

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又于 6 月首次派遣最先进的 F-22

战斗机与马来西亚空军展开联合军事演习。此外，美国在持

续向新加坡部署多艘濒海战斗舰的同时，还积极倡议将新加

坡樟宜海军基地建设成为一个区域指挥和控制节点，借以强

化其在南海南部的快速反应能力。 

在与南海周边诸多伙伴国家加强联系之余，美国对越南

可谓情有独钟。利用越南对中国长期存在的安全疑虑和畏

惧，美国竭力推动与越南安全与军事关系的升级。2012年 6

月 3 日，美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对金兰湾进行了“历史性

的”访问，并登上了在金兰湾驻泊的美军“理查德·伯德”

号补给舰。42013 年 7 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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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越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52014 年 8 月 14 日，美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抵达河内，成为数十年来

首位访问越南的美国最高军事长官。10 月 2 日，美国宣布将

部分解除对越南出售杀伤性武器的禁令，以帮助越南加强海

上安全，标志着美越安全关系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6  

第三，罔顾历史与事实，配合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向中

国发难。为了拉拢日菲越等国，美国屡屡不问是非，颠倒黑

白，在国际场合与上述国家领导人遥相呼应，一唱一和地对

中国横加指责。例如，在东海方向，面对因日本单方面挑衅

而引起的钓鱼岛争端，美国却罔顾是非曲直，一再以承担《美

日安保条约》的义务为名向中国施压。2014 年 4月，奥巴马

总统在访日期间明确宣称：“尖阁诸岛由日本管理，因此在

《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之内。我们反对任何破

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管辖权的单边行动。”7这是有史以来美国

总统首次明确宣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也使得

美国此前在这一问题上保持多年的“战略模糊”转为“战略

清晰”。2014 年 4月 11日，美国驻冲绳最高指挥官约翰·威

斯勒（John Wissler）中将公开表示，如果中国武装占领钓

鱼岛，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充分能力夺回该岛屿。8这是美军高

级将领首次在公开场合表明会以武力方式直接介入钓鱼岛

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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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方向，美国更是屡屡颠倒黑白，配合菲越等国对

中国的南海维权行为“口诛笔伐”。以中菲仁爱礁争端为例。

2014年 3 月 9 日，正在仁爱礁海域进行巡航的中国海警编队

发现两艘装载施工材料、悬挂菲律宾国旗的船舶正在向仁爱

礁靠近，试图对其非法驻扎在坦克登陆舰上的士兵进行轮

换，提供补给，以在仁爱礁继续“保持菲律宾的存在”。菲

方船只随即遭到中国海警船的拦截和驱离。然而，3 月 12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却颠倒黑白地

指责中国海警的驱离行动“属于挑衅行为”，“引发了地区紧

张局势”。93 月 31 日，国务院副发言人玛丽·哈尔夫（Marie 

Harf）一方面毫不隐讳地扬言“菲律宾不必害怕任何形式的

报复”，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国“允许菲律宾继续保持其在阿

云金暗沙（即仁爱礁）的军事存在，避免进一步的挑衅行

为”。10 

又如，针对 2014年 5月发生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的“981

钻井平台”事件，当“981 钻井平台”开赴西沙进行正常的

钻探作业之际，越方派出大批船只进行强力干扰，从而引发

近年来中越之间最严重的一次海上摩擦。尽管“981 平台”

所处位置属于毫无争议的中建岛毗连区内，但是美国却毫不

掩饰地对中国大加抨击。2014 年 5月 7 日，国务院发言人普

萨基指责中国部署钻井平台的行为“具有挑衅性，引起了局

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3_31_218357.shtml
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3_31_2183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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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紧张。······其方式有损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115 月 14

日，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则声称：“中国正成为人

们忧虑的对象”，有关国家“正日益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的

挑衅和侵略行为感到不安和反感”。12 

再如，为了对菲越等国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的行为加以反制，中国于 2014 年开始着手在南海部分岛礁

开展填海造岛行动。尽管数十年来美国对菲越等国的类似行

为熟视无睹，但是却对中国新近采取的行为迅速做出反应。

2014 年 7 月 11 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迈克尔·富克斯

（Michael Fuchs）率先抛出“三不建议”，要求中国冻结在

有争议岛礁填海造地、施工建设、设立据点等“改变现状的

行为”。132015年 3月 4 日，美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

防部长施大伟（ David Shear）表示：中国在南海的填海

工程“将对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潜在负面影响”。14 

第四，加大对华海空抵近监视和侦察的力度。为了保持

对中国军力发展的“实时监控”，美国军舰和军机多年来一

直在中国沿海海域和上空实施抵近侦察，而为了维护中国国

土安全，中国舰机也会紧急出海或是升空进行拦截，这种“猫

鼠游戏”几乎每天都在中国的领海和领空附近上演。近年来，

随着中国海空军装备升级换代，巡航活动范围急剧扩大，美

军舰机对华抵近侦察不仅范围扩大、频度提高、距离也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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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每当中国军队在有关海空域举行演习、训练或试验时，

美方更是常常不请自来，有时甚至公然闯入中方事先公布的

演习或者训练区域。例如 2013 年 12月，正当“辽宁”号航

母编队在南海进行巡航训练之际，便遭到美国“考彭斯”号

巡洋舰的尾随、跟踪和骚扰，期间“考彭斯”号甚至多次闯

入航母编队的内防区，在编队内肆意穿行，严重违反了国际

公认的航行安全规范。对此，中国海军编队派出一艘登陆舰

进行拦截，两舰一度相距仅有 30 米距离，最终“考彭斯”

号巡洋舰被迫紧急转向规避，两舰才没有发生直接碰撞。事

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上将公然批评

中国海军“训练不足”、“缺乏经验”，而美军则“享有在公

海采取各类行动的自由”，要求中国“避免采取类似危险行

动”。15 

2014年 8 月 19日，美国海军一架P-3 反潜机和一架P-8

“海神”巡逻机飞抵海南岛以东 216公里附近空域进行抵近

侦察，中国海军航空兵一架歼－11 战斗机起飞进行例行性识

别查证。事后，五角大楼再次恶人先告状，指责中国战机“危

险接近”美军飞机，声称中国战机在拦截过程中距美机最近

距离仅有 9 米，是“令人深感担忧的挑衅”。16直至今日，美

军舰机依然在中国沿海实施常态化的抵近侦察，其侦察频率

和时长甚至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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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海上合作的稳健推进 

在中美海权博弈的过程中，尽管冲突和摩擦频发，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没有妨碍两国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开展务

实的海上合作，并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性成果。事实上，根据

两国最高领导人所达成的战略和政治共识，中美两军在努力

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这一目标的驱动下，海上军事交流与

合作的水平也得到了稳步提升。例如 2014 年 4 月 7 日，美

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访华，并于当日参观了“辽宁”号

航空母舰，成为首位获邀参观“辽宁舰”的外国官员。时隔

仅一个月，美方则投桃报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

峰辉上将赴美访问期间，邀请中方代表团参观了“里根”号

航空母舰。2014 年 7 月 15 日，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会见来访

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呼吁两国海军积极

探讨建立合作对话机制，加强舰队之间的交流，同时妥善处

置海上情况，有效管控风险。格林纳特则回应希望继续增进

彼此信任，推动两国海军关系健康良性发展。在中美最高领

导人以及军方高层的合力推动下，两国海洋安全合作也取得

了诸多令人瞩目的积极进展。 

    首先，两国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化程度得到显著提升。随

着中美两国在中国近海水域甚至远洋相遇以及互动日益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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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如何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意外事件，也引起了中美最高

领导人的极大关注。早在 2013 年 6 月的安纳伯格庄园峰会

期间，习近平主席便提出建立“两个互信机制”——“建立

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

为准则”——的倡议，并得到奥巴马总统的积极回应。2014

年 11 月 12 日，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建立重大军事行

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

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已签署生效。上述两个互信机制不仅为

中美两军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机制化保障，有利于推动

两军新型军事关系的建构，也有助于促进两国海军深化对彼

此战略意图的了解，增强战略互信，预防海上风险和管控危

机。 

在技术操作层面，两国海军领导人为了确保海军舰船之

间的通信误解不会演变成冲突，在 2014 年 4 月第 14 届“西

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中美携手推动该论坛的 21 个成

员国海军一致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该规则是指当

各国海军舰艇或航空器在不期相遇时，应采取哪些安全措施

和手段减少相互干扰和不确定性、方便进行通信。规则对海

军舰机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以及海上意外相遇时的海上安

全程序、通信程序、信号简语、基本机动指南等做了明确规

定，以防止在海上发生不测或通讯不畅等问题，减少和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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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各国海空军事行为的误解误判。2014 年 12 月 11 日，中美

海军舰艇在亚丁湾首次根据《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要求进

行了运用演练，取得了良好效果。相较于这一事先规划好的

“意外相遇”，时隔仅 3 个月，即 2015 年 2 月 23 日，正在

南海执行训练行动的中国海军“衡水”号护卫舰，与美国海

军“沃思堡”号濒海战斗舰真正“不期而遇”，两舰随即使

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作为信号协议，按照相关行为规则

表明各自战舰航行意向与执行任务，进行了一次名符其实的

“意外相遇”演练。17 

其次，中美两国海军实质性军事合作取得重大突破。

2014年 6 月 9 日，由“海口”号驱逐舰为首的中国海军舰艇

编队起航前往关岛，与美军舰艇会合后一起航渡至夏威夷参

加“环太平洋-2014”军事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参加这

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标志着中美

海军合作迈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中国共计派出 4艘水

面舰艇，1100 余名官兵参演，在参加“环太平洋-2014”演

习的全部 23 个国家中，中国参演舰艇和人员的数量仅次于

美国。此外，根据“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习惯做法，一般

只邀请首次参加者观摩演习，但是经过中美两国协商，中国

海军舰艇编队破例获准参加火炮射击、综合演习、海上安全

行动、水面舰艇演练、军事医学交流、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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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等 7个科目。 

第三，中美两国在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合作

进一步强化。2014年 3 月，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客机与

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失去联系，机上 239 名乘客中有 154 名中

国公民和 3 名美国公民。以中美两国为首的 13 个国家随即

展开大规模的海空搜救行动。中国派出了以“井冈山”号船

坞登陆舰、“海口”号驱逐舰为首的 10余艘军舰和多艘民用

商船，搭载直升机以及救援设备，展开紧急救援。而美国海

军则派遣“平克尼”号和“基德”号两艘驱逐舰，配合多架

海上巡逻机参加搜救。两国海军在搜救过程中互通讯息，密

切联系，开展了深度合作，是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又一

次成功合作。2014年 8 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旗舰“蓝岭”

号两栖指挥舰抵达青岛访问，并于 8月 8 日与我海军“盐城”

号护卫舰在青岛外海举行了海上搜救、通信等科目的联合演

习。2014 年 12 月，美国海军“斯特莱特”号驱逐舰与中国

海军“运城号”护卫舰利用护航间隙，在索马里海域展开了

一场全要素、多课目的联合反海盗演练。 

 

三、中美海权博弈的“二元性” 

对于中国而言，东南海疆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东海

和南海争端，但是最根本、最实质的问题则是中美围绕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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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展开的地缘战略博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利益边

疆的拓展，捍卫海洋领土主权，维护海洋权益成为中国国家

安全战略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走向远洋和深海已然是

大势所趋，也是中国必然的战略选择。然而，这势必会与视

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海洋霸权发生碰撞，美国也必

然会千方百计地加以阻碍和干扰。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强势

推动“重返亚太”战略，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前沿部署，保持

对华海空抵近侦察，扩大军事存在，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

进行牵制。与此同时，美国将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视为求

之不得的战略“抓手”，借机深化与日菲越等周边国家的安

全合作，试图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抗衡中

国。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也不希望

与实力迅速攀升的中国的关系陷入持续紧张，更不愿意为他

国火中取栗，甚至因此被动地卷入一场与中国的直接冲突。

为此，美国也在积极寻求可行的合作模式，有针对性地与中

国开展安全对话与交流，以便将中美海上摩擦保持在可控的

范围之内，防止因突发事件和误判引发外交和军事危机，导

致中美关系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害。这也导致在总体态势上，

中美海权博弈呈现出冲突与合作并存的“二元性”特征。 

首先，就博弈层次而言，中美在战略层次上存在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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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但是在战术层次则积极推动功能性合作。在 201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

书记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对于

中国而言，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大国，决意进军和经略海洋

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也是中国将矢志追求和推动的

一个长远战略目标。但是，美国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后依托

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广泛的同盟体系，尤其是实力超群的海

军力量，在中国近海海域乃至全球建立起的海洋霸权，是中

国冲出近海、走向远洋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成为真正意义

上的海洋强国所必须跨越的门槛。而美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

考虑，也绝不不乐见中国海权的崛起。第一，在全球战略层

面，作为综合国力傲视全球的霸主，美国不会泰然接受中国

实力崛起成为一个与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目前，中国已

被美国视为最有可能对其全球霸权构成挑战的潜在威胁和

对手，因此势必对中国的一举一动保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

第二，在海洋安全战略层面，作为一个数十年来独霸海洋的

海权超级大国，美国不会坐视中国从一个雄踞欧亚大陆东端

的陆权大国顺利成长为一个海洋大国，进而成为一个可以与

其分庭抗礼的海权强国，对美国的海洋支配地位造成挑战。

第三，在海军战略层面，作为一支宣称要保卫美国全球利益，

因而必须拥有绝对优势以“确保进入”任何海域的海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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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于中国近年来突飞猛进的海空军事现代化进程，尤其是

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迅速增强忧心忡忡，担

心有朝一日第一岛链以西海域将成为美国海军的禁脔。基于

此，利用一切手段牵制中国跨越近海藩篱，阻滞中国挺进全

球大洋的步伐，可以说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不二之选，这也是

导致中美海权博弈日益加剧和激化的深层动因。 

尽管中美两国在战略层次上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很难

在短期内实现调和，但是频频爆发的海空摩擦，也使得双方

均深切认识到意外事件可能产生的巨大的破坏性。为此，两

国在战术层面始终在探索如何建立有效的机制，力图通过加

强战术性合作以管控可能的军事摩擦。例如早在 1998 年 1

月，两国便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

机制的协定》，同意建立年度磋商机制，并于同年 7 月在北

京举行了两国首次海上军事安全磋商会晤。2008 年 2月，两

国国防部在上海签订《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

定》，决定建立中美军事热线，以便于两国防长可以使用直

通电话进行即时交流和沟通。2014年两国相继签署的《海上

意外相遇规则》、《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

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这三项重要协定，均体现

了中美力图在日常行动中避免擦枪走火，防止引发重大危

机，促进中美海上安全合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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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地理区位而言，中美在中国近海海域冲突不断，

但是在远洋则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自近代以来，“有海

无防”的中国屡屡遭到西方列强来自海上的入侵，丧权失地，

饱受屈辱。时至今日，由黄海、东海和黄海构成的中国近海

海域依然是中国海洋权益最为集中的核心区域，更是攸关中

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区域。在这一区域，中国不仅面临着遏制

台独分裂活动、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也面临着保

卫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等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挑

战，同时还面临着维护国家海洋方向安全、捍卫海洋权益的

艰巨任务。由于上述这些问题无不涉及中国的核心国家利

益，因此中国也绝对没有任何妥协让步的空间。而美国为了

维系以其为核心的亚太安全体系，安抚对中国崛起焦虑不安

的盟友和伙伴，防止中国成功突破第一岛链防御体系进而挑

战美国的海上霸权，也在中国近海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对华防

范和制衡措施，从而使得这一区域成为中美海权博弈最为激

烈的前沿阵地。 

然而，中美两国在中国近海摩擦不断的同时，却在深海

远洋找到了合作的机会和舞台。在远洋合作方面，近年来中

美所取得的最突出成就无疑当属两国海军在亚丁湾开展的

护航行动。自 2009年 12月中国开始派遣首批海军编队赴亚

丁湾海域展开护航行动以来，中美海军并肩作战，情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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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积累互信，并积极探索合作之道。2012 年 9月，中国海

军“益阳”号护卫舰与美国海军“丘吉尔”号驱逐舰在亚丁

湾举行了有史以来首次反海盗联合演习。2013 年 8 月，中国

海军“哈尔滨”号驱逐舰和“微山湖”号补给舰，与美国海

军“梅森”号驱逐舰再次举行联合反海盗演习，此次联合演

习历时 2天，并创下中美海军对海火炮射击、中美海军特战

队员联合行动、中美海军直升机夜间对海上目标跟踪监视、

两军直升机首次互降对方军舰等多项创举。 

第三，就问题领域而言，中美在传统安全领域冲突不断，

但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则携手合作。中美海权冲突主要集中

在传统安全领域，包括美国持续数十年的对台军售以及对中

国大陆实现国家统一的阻挠；支持日、菲、越等国在东海和

南海对华挑衅，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以中国为假想敌在

西太平洋加强前沿军事存在；有增无减的对华海空抵近侦察

和情报搜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美国上述严重侵犯中国

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自然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和针锋相

对的坚决斗争，两国关系也一再因之出现严重波折，甚至一

度陷入如 1995-1996 年台海危机那样剑拔弩张的境地。 

与上述具有零和博弈特征的中美海权冲突相比，两国在

非传统安全领域则具有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并开展了互利

双赢的合作，以共同应对形式多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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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7 月，中美两国签署了《集装箱安全倡议》原则协议，

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海运集装箱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保障国际贸易供应链的安全。为了应对因自然灾害或海难造

成的人道主义危机，2006 年 9 月和 11 月，中美两国海军舰

艇编队先后在美国加州和中国南海海域举行了首次海上联

合搜救演习。2013年 9 月，中国由“青岛”号驱逐舰率领的

海军编队在夏威夷与美国“伊利湖”号巡洋舰率领的海军编

队举行了海上联合搜救演习，双方共有 1000 余名官兵围绕

编队通讯、直升机编队飞行、舰机协同、船只搜救等科目展

开行动，并实现了两军直升机首次编队飞行、首次成立联合

损管队、空中兵力首次联合搜索同一海域等多项突破性进

展。又如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2013 年 11 月，菲律宾因强

台风“海燕”的袭击而遭受重创。美国派出“华盛顿”号航

空母舰前往救灾，中国也随即派出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赶赴

菲律宾，为数千名菲律宾受灾民众提供医疗救治。2014年 7

月，中国首次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期间，“和平方舟”

号又与参演的美国海军“仁慈”号医院船紧密合作，共同参

与了大规模的灾害救援和医疗撤离训练。 

 

结语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面向 21 世纪所提出的宏伟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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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部署。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建设海洋强国对推

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

而，中国海权的发展却招致了美国无端的疑虑和猜忌。为了

延续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维护以其为轴心的安全同盟

体系，防止中国蓝水海军的雄心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美国

与其盟友不断在中国周边海域寻衅滋事，制造事端，引爆了

中美之间一系列海洋摩擦和冲突。但是在另一方面，双方也

通过积极开展对话交流，建构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强化危机

管控等措施，以避免两国因海上意外事件或战略误判引爆外

交甚至军事危机，从而使得冲突与合作“双轨”并行不悖成

为中美海权博弈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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