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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运用博弈论研究了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合作与纷

争,结果发现:(１)在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大国之间的合作与纷争具有明

显的不对称性:一超具有比其他强国优先结盟以及阻止其他强国相互结盟的

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强国要么屈从于一超,与其结盟;要么独立发

展.长期来看,在和平的环境中,潜力巨大的强国的成长以及由此引发的大

国之间相对实力的改变,将会给现有国际格局带来冲击. (２)中国当前和未

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大国关系,主要是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大国关系.

在这种格局下,作为一个相对实力快速提升的新兴强国,中国首先需要处理

好与美国的关系,做到不冲突、不对抗;其次应与美国共同管理好与日本的

关系;最后要和欧盟以及俄罗斯一道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３)一超多强

格局下的大国关系,只是众多大国关系中的一种类型.文章的研究为近来国

内学术界所进行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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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大国与国际格局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实力.按照

实力的强弱,国家可以被划分为大国和小国.根据大国数量的多少,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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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格局表现为众多不同的形式,① 比如,一国独霸的霸权格局、两国对峙的

冷战格局、三足鼎立的格局以及多强共存的格局等.
在不同的国际格局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决定各自的相对地位;而在

既定的国际格局中,各国的相对地位又会对相关国家的实力提升产生影响,
从而形成一种互动.

一国相对实力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实力的扩张.这

种实力的扩张既可能来自于增长,② 也可能来自于掠夺 (如推行军国主义或

殖民主义的政策进行对外扩张),抑或是结盟.当然,当国家的实力提高到

某种程度之后,其也可以通过构建对自身有利的国际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

自我实力扩张.二是在自身实力不变的情况下,削弱其他国家的实力.比

如,挑起强国之间的纷争以坐收渔翁之利,或者建立合适的国际体系以约束

和限制潜在强国的成长和扩张等.
在上述两方面中,国家实力增长的最重要来源是自身的经济、军事和科

技等综合实力的增长,其他形式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于这种增长及其

潜力.比如,一个国家如果单靠挑拨离间、野蛮的掠夺或者结盟来增加相对

实力,一方面需要自身首先具备一定的实力 (否则是没有资格进行这种战略

追求的),另一方面,这些手段也是不可持续的.至于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

国际体系,则更是只有少数大国才有可能具备的条件和资格.
从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化进程是这种实力增长的最重要推动

力之一.在这一进程中,国家的相对实力会获得较快增长,随着工业化进程

的结束,增长会趋缓.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科学技术和研发活动所推动

的新产业革命也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实力.比如,美国所推动的计算机技术革

命就大大增强了其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这也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完

成之后,非常重视科技研发以及创新的原因.
工业化进程的完成与否是一个国家自身综合实力增长的分水岭.完

成这个过程的国家,依国家规模的大小,会演变成为一个强国或者大

国,并在很长时间内维持这个地位;而没有完成这一过程的国家,则属

于弱小国家,即便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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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９~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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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推行的工业化进程是导致国家之间相对实力变化的主导因素之一.随

着一个潜在大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顺利完成,国际关系格局将会

面临重大调整.

二、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合作与纷争

(一)不同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合作与纷争

在不同的国际格局下,各个国家的生存和实力增长空间是不同的.在特

定的国际格局和一国的实力以及地位的背景下,该国所采取的不同的对外合

作战略,也会给自身带来不同的发展机遇.
当前,国家间的合作和国际治理主要围绕着维持和增加相关国家的相

对实力展开,这可分为以下两大类:一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大国之间的关

系更多呈现为竞争和均衡的状态,合作很少.只有在非常特殊和急迫的情

况下,大国间才会进行合作.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国之间的结盟.
此外,在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已经释放出来,并经过了最强盛时期的情况

下,其也会寻求和某些大国的长期合作,以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如二战

后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合作.一般情况下,这些大国主要是进行实力的

独自积累,无法维护或者增加自身实力的大国将逐渐式微.二是大国与小

国之间的合作.这类合作较多,但大多都是不对称的合作.因为在这种格

局下,小国的主要战略是与大国结盟,自己很少能够独立生存,特别是在

崇尚实力的环境中.
比如,在单一的霸权格局下,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都是在该霸权国的主

导下进行的,并且只要该霸权国存在,国际格局就会保持稳定,也会存在国

际合作,否则就会出现纷争.① 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国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

供者,其他国家则搭其便车,而霸权国之所以愿意单独提供这种产品,也是

为了获得由此而带来的巨大利益.
那么,当霸权国不复存在时,国际格局是否稳定、又如何演进呢? 罗伯

特基欧汉 (RobertKeohane)发展的国际机制功能理论认为,与其说是霸

权国家,不如说是霸权国领导建立的国际机制在维系着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

—６—

① 参见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１５００~１９９０»,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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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和平.霸权国的衰落与其所倡导的国际机制的衰落之间存在一个时滞.

在这个时滞期间,霸权国家及其所倡导的国际机制仍然会维持国家之间的合

作与和平.显然,这种理论只考虑了霸权国衰退后的 “较短时期内”可能存

在的国际合作情形.①

又如,在二战后的冷战两极格局下,美苏两国分别建立了相互独立的政

治、经济、科技和军事体系.同时,在很多问题上,这两个超级大国又高度

敏感而且相互依存———每一方都预设对方的反应,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准

则.借用经济学中双头垄断的情形来描述,就是每一方都拥有一个有关对方

行动的反应函数,这两个反应函数的交集则形成两者的一种均衡或者均势.

其他国家要么加入到美苏领导的集团中来,要么保持独立,如建立不结盟集

团等,以谋求自身的发展.

再比如多强并存的情形.历史上,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就

出现过五国或者更多大国并存且主导国际事务的现象.② 在这种格局下,大

国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均衡状态,即一种相互力量的均势.这些大国试

图和平共处,时而也会为了争夺领导权而陷入纷争;而对其他弱小国家则实

行殖民统治,或者进行野蛮的掠夺.

与冷战后国际形势更相近的是一超多强的格局,即只有一个超级强国或

者准霸权国家,另外存在几个强国以及其他更多小国的情形.这种情形下的

国际合作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但是,当前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来分析和

解释这种合作.③ 本文将集中讨论一超与多强之间的合作,而对于一超或者

多强与其他小国合作的情形则进行简化处理.
(二)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合作与纷争

为了分析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合作与纷争,我们做出如下定义和

—７—

①

②

③

参见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６年版.该理论只是将一个点扩大到了一个围绕这个点的邻近域的范围,更具体地

讲,它只是将霸权理论从一个点扩大为一个 “霸权域”的范围.
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１９４页.
国内也有不少文章讨论一超多强的格局,但没有详细分析这种格局下的大国关系.相关研

究参见周建明:«正确认识 “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载 «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２期,第３４~３７
页;涂一荣:«“一超多强”的非对称性国际多极体系探析»,载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７２~７４页;王新波、魏涛:«“一超多强”国际关系格局与中国和平崛起»,
载 «学理论»２００９年第２７期,第５５~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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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

１定义:超级大国是指实力相当于两个以上强国的国家 (而霸权国家是

指实力相当于三个以上强国的国家);强国是指实力相当于两个以上一般国

家的国家.

２假定:
(１)一超多强的格局是指存在一个超级国家和三个强国的情形,即一超

三强的格局.
(２)根据以上定义,为了简便起见,本文对于一超三强的实力分别作出

如下具体设定,① 即９,３,４,４.这里,数字大小只反映各国的绝对实力,
即一超为９;强国一实力为３,强国二和强国三的实力均为４.这种实力格局

意味着没有一个强国能够单独挑战一超的地位,同时,任何两强的联合都可

以对一超形成威胁.
(３)国家的对外战略有三种,即合作、投降和纷争.② 其中,两个国家

如果同时选择合作、投降或者战争,则很容易形成稳定的战略对应,但是对

于不同的交叉型战略的配对,则会出现很多不稳定的变化和演化.这里我们

进一步假定:如果一个国家选择投降战略,则另一个国家都会乐于接受,并

在对方也选择投降战略的时候,形成一种各自独立发展的配对.③ 同时,在

一个国家选择战争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投降,要么奉

陪到底,进行战争.
(４)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合作时,各自得到合作方中实力较小的

一方实力的三分之二;纷争时,各自损失纷争方中实力较小的一方的实力的

三分之二.④ 一国选择投降战略时将损失自身实力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两

强之间的纷争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对一超和其他多强有利;超强之间的

纷争也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并对其他强国有利———强国的地位有可能丧

失,同时一超的地位也有可能受到侵蚀.

—８—

①

②

③

④

更一般的情形可以通过选择字母或者公式来获得,此处不再引申,感兴趣的读者可自己推导.
本文中的合作有两层含义,一是通常意义上的合作;二是指结盟.其中,在本文的第二、

三部分中,合作多是指第二层含义,并和结盟互换使用;文中的纷争则是指战争.
也就是说,当两国同时选择投降战略的时候,两国会形成没有损失、也没有收益的一种维

持现状的均衡,即 (０,０).
这里我们假定强国之间的战争是双输游戏,这也比较符合现实.只有强国对于小国的战争

才具有非零和的性质,比如西方列强对于殖民地的掠夺战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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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一超多强之间相互博弈的底线是现有地位的丧失:一超转变为普通

强国;强国转变为普通国家;普通国家的实力假定为０.
(６)每个国家所进行的博弈都是为了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且博弈

的边界约束是国家的实力不能为负值,即比普通国家还要差的状态.
(７)一超多强之间相互博弈引发相关国家的相对实力发生颠覆性变化①

时,其他国家会采取阻止行动.
我们首先分析一超和强国一之间的博弈.在一超选择合作战略时, (１)

如果强国一也选择合作,则两国会实现双赢,双方均得到 (２,２)的最高

值;(２)但如果强国一选择纷争,则一超要么是被激怒,结果超强之间进行

战争,形成两败俱伤的结果 (－２,－２);要么是一超投降,形成 (３,－３)
的结果.显然,对于一超而言,战争战略更好.在一超选择纷争时,(１)如

果强国一选择合作,在得不到一超的积极回应时 (即合作,为上述共赢情

形),可能产生以下几种结果:其一,强国一会将合作转变成附和一超,即

投降,形成 (－１,１)的结果;其二,强国一奋起反抗,将合作策略转变成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战争,得到 (－２,－２)的结果.显然,经过权

衡比较后,一超会接受强国一的投降选择,从而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目的.

表１　各方实力的净变化:一超多强格局下的超强博弈支付矩阵

一超:合作 一超:投降 一超:纷争

强国一:合作 ２,２ ３,－３ －１,１

强国一:投降 －１,１ ０,０ －１,１

强国一:纷争 －２,－２ ３,－３ －２,－２

经过简单的博弈推演,可以发现:对于一超和强国一而言,合作战略都

要优于纷争战略.在去掉纷争战略之后,对于一超和强国一而言,则只有一

种占优战略,即合作.一超与强国一的博弈具有不对称性.这表现在两个方

面:其一,强国一选择纷争战略时,一超会奉陪到底;其二,一超选择纷争

—９—

① 比如,相对其他强国,一超的相对差距缩减到一个强国的差距时;或者,相对于其他强国,
另一个强国的实力提升到两个强国的程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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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强国一会选择投降战略,而不会抗争到底,并且一超与强国一的实力差

别越大,情况越是如此.
其次来分析一超多强格局下强强之间的博弈.在强国二选择合作战略

时,如果强国一也采取相同的战略,则会实现双赢,达到 (２,２)的结果;
如果强国一采取纷争战略,那么,强国二要么毫不妥协,也采取纷争战略,

得到 (－２,－２)的结果;要么选择投降战略,从而得到 (－１１
３

,１１
３

)

的结果.经过权衡之后,有意思的结果随之出现,即强国二的投降战略更

好.在强国二采取纷争战略时,强国一要么选择投降战略,从而得到 (１,

－１)的结果;要么选择战争,得到 (－２,－２)的结果.显然,投降战略

更有利.在任何一个强国选择投降战略时,另一个国家都会乐于接受.因

此,强国之间的博弈也有一个占优的战略,即合作.

表２　各方实力的净变化: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强强博弈支付矩阵

强国一:合作 强国一:投降 强国一:纷争

强国二:合作 ２,２ １,－１ －１ １
３

,１ １
３

强国二:投降 －１ １
３

,１ １
３ ０,０ －１ １

３
,１ １

３

强国二:纷争 １,－１ １,－１ －２,－２

经过以上的超强以及强强博弈之后,一超三强格局下的各国相对实力将

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表３汇总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纷争后的相对实力变

化结果.

从表３可知,如果一超选择和多强分别采取斗争方式的话,则会丧失自

己的一超地位,使自己降级为一个强国.相反,如果采取合作战略或者迫使

其他强国投降,则可以获得霸权国地位 (接近于其他三个强国的联合实力).
对于强国而言,两强纷争将会使其丧失强国地位,而成为一个普通国家;而

如果以卵击石,和一超竞争到底,则会亡国.相反,如果两个强国联合,或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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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个强国投降的话,则可以抗衡一超.①

表３　相对实力的变化: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合作和纷争

　　　博弈对象

博弈主体　　　
一超:９ 强国一:３ 强国二:４ 强国三:４

一超,９ ５,６,１ ６ ２
３

,７,１ １
３ ６ ２

３
,７,１ １

３

强国一,３ １１,１０,７ ６,５,２ ６,５,２

强国二,４ １１２
３

,１０１
３

,６１
３ ５,４ １

３
,１ ６ ２

３
,５ １

３
,１ １

３

强国三,４ １１２
３

,１０１
３

,６１
３ ５,４ １

３
,１ ６ ２

３
,５ １

３
,１ １

３

注:表内数字以纵向 (列)的选择为主,例如,一超的选择是第二列.数据中的第一个表示对

方选择合作时一超博弈后的实力,第二个表示对方选择投降时一超博弈后的实力,第三个表示对方

选择纷争时一超博弈后的实力.其他类似.

表４　各方实力净变化:超超博弈支付矩阵

超级强国一:合作 超级强国一:投降 超级强国一:纷争

准超级强国二:合作 ４ ４
９

,４ ４
９ ３,－３ －２ ２

９
,２ ２

９

准超级强国二:投降 －２ ２
９

,２ ２
９ ０,０ －２ ２

９
,２ ２

９

准超级强国二:纷争 ３,－３ ３,－３ －４ ４
９

,－４ ４
９

表４给出了现有的超级强国 (实力为９)和强强联合所形成的新的准超

级强国 (实力为６２
３

)之间的博弈情况.表中每种战略下的收益和损失都大

大提高了.这意味着,在此种情况下,每一种战略的选择都关乎着这个国家

的相对实力的剧烈变化.即便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投降战略,也会将现有的超

级大国消耗为一个普通强国 (如果另一方没有选择投降战略的话),而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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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强调的是,表格中的结果只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单向合作或纷争的结果,即:我们假

定如果一个大国选择某种战略 (合作或者纷争),那么,另一个大国都将接受.实际上,这在很多情

况下只是一厢情愿.但是,这种推演的结果却可以给予各个大国以警示,即各种最坏和最好的结果

是什么,以便其约束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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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所引发的纷争战略组合都会带来双方实力的巨大损耗.显然,这两个国

家都会尽力避免这种形式的超级赌博.
在一超多强格局中,最具特色的关系有两点:其一,各个国家都对于其

他国家的实力变化非常敏感.当这种相对实力变化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发

反应性战略调整.这种调整既会体现在一超身上,也会体现在诸强身上.比

如,一超会在自身的相对实力优势缩小到某种程度 (比如３)时,对强国实

力的提升采取阻止行为;同样地,其他强国也有类似的容忍区间,比如,当

其他强国的相对实力扩大到３以上时,会对其一超采取阻止行为.
由此,根据前文的假定和分析,一超会对于强强联合,或者一个强国对

于另一个强国投降的情形采取阻止行动.在这种情形下,强国的占优战略也

会发生改变.我们可以表３中强国二和强国三合作时的情形作为例子 (此时

形成的准强国实力为６２
３

,超出了一超对于相对实力变化的容忍范围 (３)),

来分析一超采取干预情形的博弈,由此得到图１.

图１　考虑到一超干预情况的强强合作

在一超不阻止的情况下,强国二的最优选择是和其他强国进行合作 (这

里设定是与强国三合作),从而获得２２
３

的实力增进 (强国二和强国三的博

弈结果见表２);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择不合作的战略,则会有２２
３

的实

力损失.但是,如果出现一超阻止的情况,而强国二仍然选择合作,则会带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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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１１
３

的实力损失 (参见表１一超采取纷争战略时强国一采取投降战略的情

形),① 而一超则会获得１１
３

的实力增进.如果强国二采取不与其他强国结盟

的战略,则各方都不会有损失,也不会有实力的提升,各自独立发展.因

此,在一超干预的情况下,强国二的占优战略是不与其他强国结盟,即:
(阻止,不合作)＝ (０,０)战略.

类似地,其他强国也会对于强国二与某些强国的结盟进行干预.与一超

相比,这种干预也许不那么直接,效果也不那么立竿见影,但一定会发挥某

种程度的影响.这样,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下,强国基本的战略就是独立

发展.
其二,一超多强格局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对称性.比如,对于一超

与某强国的结盟,其他强国很难阻止.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１)一超本身

的实力已经比现有的强国高出若干,因此很难有强国将这种相对实力的进一

步扩大作为一个反应标的.(２)即便是强国想采取干预措施,比如联合其他

强国,选择也非常有限.在本文中,只有强国二和强国三的联合才会对于一

超现有的实力构成一些挑战 (９对６２
３

).而如果一超和其他强国联合,比如

和强国中实力最弱的强国一联合,其实力也会增加到１１ (９＋２),从而造成

１１对６２
３

的结果,强国二的反应显然有些无济于事.尤其重要的是,一个强

国这么做只会招致一超及其他强国的联合反对,从而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一超多强格局中的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１)在与单个国家的合

作中,其他国家都要以一超的战略选择作为前提,而不是相反.这类似于经

济学中的斯塔伯格 (Stackelberg)领导者—跟随者博弈———一超是领导者,
其他国家都是跟随者.(２)在国际格局中,与不同强国结盟似乎只是一超的

权利.其他任何两个强国的结盟都会对一超的地位形成威胁,并引发一超的

反对.因此,只有一超可以自由进行优先的结盟或者合作:既可以和某些强

国形成超强合作,也可以和其他弱小国家进行结盟.而其他强国则很少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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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属于比较温和的阻止战略.如果强国二仍然执迷不悟,试图采取合作战略,那么一超就

会采取更激烈的阻止战略,比如纷争战略,使得强国二采取合作战略的收益变为－２ ２
３

,甚或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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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权利或者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一超的最佳战略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先结盟或者合作

的权利,来防范其他强国的联合以及挑战,维持甚至强化自己的一超地位.

具体来讲,这种战略可以通过广泛结盟①来实现.比如,一超可以利用现有

的影响和地位,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 “轴辐”体系———维持和扩大自身的准

霸权地位,控制多强的扩展以及对于当前体系的颠覆.② 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是一种一石双鸟的选择:既可以尽可能和更多的强国结盟,增强自身的实

力,也可以阻止强国之间的联合.如果无法结盟的话,也要维持各个强国独

自发展的情形.当然,如果诸强之间进行激烈纷争,也是一超所乐见的.一

超最差的战略是直接和一强或者诸强纷争,从而导致一超地位的丧失甚至亡

国.同时,如果一超采取投降战略,也会形成有利于其他强国快速成长的宽

松环境,有养虎为患之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引论一:在一超多强格局下,由于具有优先的结盟权利,一超可以形成

独立的盟国体系.

如前所述,在一超多强格局下,若任何两个强国通过采取合作的战略并

实现了双赢,就一定会对一超的地位形成挑战,③ 并引发一超的强烈反应.
那么,一超多强下的强国会采取何种战略呢? 采取合作战略会受到一超的反

对,而采取纷争战略则会两败俱伤,为此,强国不得不采取维持现状的策

略,小心翼翼地独自发展.④

但是,不同强国的成长潜力是不同的.从这方面来看,多强可以大体分

为两类:一是具有潜力成长为一超并挑战一超地位,甚至是现有国际关系格

局的强国;二是成长潜力有限,不具有挑战一超潜力的强国.不同类型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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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下,一超的优势之一是可以任意地进行结盟;相反,多强之间、甚至单

个强国与其他国家的结盟都会受到一超的警惕和防范.但是,和霸权国能够独立主宰一切的情形相

比,推进一超多强之间的合作非常困难.
但是,这种战略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多强,尤其是与一超结盟的多强实力的增长和扩大:

一方面,这些多强没有承担或者没有充分承担该体系正常运行的成本,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免费搭车

者;另一方面,现有的国际格局也鼓励 “适应该体系的强国”的扩展,从而对于该体系的未来更替

埋下隐患.

这时,一超就会面临另一个实力达到６ ２
３

或者６的、和自己实力相当的联盟的对抗.这种

博弈也类似于一超格局下的强强博弈.如果将这两次博弈综合来看,就是一个嵌套式的强强博弈.
这种战略就是一种均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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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所采取的战略也会不同.
对于成长潜力巨大的强国而言,其最好的战略是独自发展,或者与一

超结盟.这类强国总是适应现有国际格局的强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之一.
因此,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自己是首要选择.不要轻易挑战一超,也

不要轻易与多强结盟.挑战一超,或者和一超进行单独的讨价还价都是

下策.①

而对于成长潜力有限的强国而言,其最好的战略是和现有的一超结盟,
这样既可以轻松维护自身的强国地位,又可以避免由纷争所带来的国力减

损.同时,由于本国的发展潜力已经基本用尽,因此,选择独立发展也不是

最优选择.除了不要挑战一超以外,此类强国也不要和其他强国结盟.因为

这样会招致一超的报复和限制,其效果适得其反.②

引论二:在一超多强格局下,强国倾向于选择独自发展的道路.但是,
对于成长潜力有限的强国而言,和一超结盟 (如果一超接受的话)也许会

更好.
另外,在一超多强格局下,强国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三重性:其一,强国

之间的关系本身;其二,其总是从属于各自与一超之间的关系;其三,也受

到与其他强国关系的间接影响 (见图２).

图２　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强国之间关系的三重性

(三)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的形成、瓦解和更迭

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改变,最终会促使新的国际格局形成.但是,这种

格局形成的具体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某个关键时期内大国之间相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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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制和防范强国之间的排他性结盟或者合作也是一超的首要关注之一.
当然,在不能和一超结盟时,和成长潜力巨大的强国保持良好关系,也是明智的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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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剧烈调整.在此期间往往出现的是战争、结盟或者投降.因此,本文所

讨论的大国对外战略中的结盟、投降和战争,虽然是非常极端的情形,但在

塑造新的国际格局的关键时期却是常态.
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其原因在于,在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要从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是非常困

难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偶然的因素.比如,某国率先进行了工业

化,开辟和控制了新的航线,或者创造、发明以及大量使用了某项军事

技术或者策略从而在征战中胜出,等等.最近的例子则是,二战后欧洲

列强两败俱伤,美国因而迅速崛起,以及美苏冷战中苏联的崩溃造成美

国的一国独霸.

与此相伴随,一超多强格局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是因为,其他强国

对于一超相对实力的超越是一个很艰难、很漫长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１)一旦一国坐大成长为超级大国,其就会通过建立联盟体系,构建

有利于继续扩大自身实力 (至少是维护自身实力)的国际秩序.(２)一超相

对实力上的优势在短期内很难被他国超越. (３)具有潜力成长为超级大国,
从而挑战现有一超的国家很少.(４)即便是有潜在的超级大国,它们也只能

通过自身的积累来提高实力,而很难通过构建联盟体系的形式来挑战现有的

超级大国.
即便如此,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改变,还是会引发现有一超多强格局的

瓦解.引起这种瓦解的原因很多,一超实力所依靠的因素逐渐式微即是原因

之一.比如,率先完成工业化的优势会因为工业化进程的扩散而被削弱,对

于某项军事技术的控制会因为其国际传播而失效,对于国际航道的控制也会

因为新的航道的开辟而失去作用,等等.总之,引发超级大国崛起的因素也

会最终导致其衰败,甚或崩溃.在此过程中,潜在的大国也在崛起,各国之

间的纷争也会消损超级大国的实力等.

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平衡被打破后,国际权力的更迭就会发生.但是,
现有强权是否会强力阻止这种权力的更迭、是否愿意以和平方式进行权力更

迭呢? 正如国内的权力更迭一样,没有强有力的国际机制能够保障这种更迭

能够顺利、平稳地推进.
既然相对实力的变化是一超多强格局形成、瓦解以及更迭的促成因素,

那么,在现有的一超多强格局下,大国、甚至潜在的超级大国成长的环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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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呢? 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现有的一超的战略,以及潜在超级大国和现

有一超的关系.首先,如果强国是和现有的一超结盟,那么,其成长的环境

显然会对其非常有利,并可实现比较快速的崛起,如二战后在美国支持下欧

洲以及日本的重新崛起.① 其次,即便是没有和一超结盟,潜在超级大国也

会享受一超所创建的现有国际秩序和安全等公共产品,并谋得自身的快速发

展.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参与国际经济进程获得快速发展.最后,
如果潜在超级大国和现有的一超对立,甚至出现纷争,则其成长的环境会比

较艰难、甚至很难成长起来.当然,现有一超多强格局的稳定性,比如,一

超自身的实力维持、一超与其他强国的关系以及其他强国的相对实力变化幅

度等,也都会影响潜在超级大国的成长.
然而,无论如何,国际格局所塑造的国际环境只是影响大国、尤其是潜

在超级大国成长的一个外部因素而已,该国内部的因素则发挥着决定性的作

用.历史上,曾有许多国家接受了其他国家的长期、大规模的援助,但是它

们依然贫困如初,原因皆在于此.尤其重要的是,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

崛起是靠其他国家的援助实现的.因此,尽管一超多强格局形成之后,一超

会竭力维持自己现有的地位,阻止其他潜在超级大国的崛起以及对自己超级

大国地位的挑战,但是,人口数量庞大、国土面积广阔的潜在超级大国能否

崛起,以及在多长时间内崛起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于其国家内部的改

变和发展动力.一旦这种内在动力 (momentum)被激发起来,其影响力将

很难阻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相对实力的不断增强,在此类国家崛起的过程中,

在某个节点上,总是会引发与现有一超关系的大调整———一超会越来越多地

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和阻止该国的崛起,从而延缓其 (如果不能阻止的话)
对于自身地位的挑战.典型的方式包括:收紧与该国的合作,并越来越严

苛;挑起该国与邻国的纷争,消耗其实力,干扰甚至阻止其崛起进程;挑起

该国的内乱;甚或直接与该国发生纷争等.
如果这些努力仍然不能阻止潜在超级大国的崛起,那么,超级大国之间

的权力将发生更迭,从而旧的格局会瓦解,新的格局会形成.这种更迭和改

变是否会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呢? 历史上,有很多次这类调整都是在战争中进

—７１—

①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将二战后的美苏冷战格局拆解为两个一超多强的对峙局面,即美国为

首和苏联为首的两个一超多强格局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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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未来的这种调整能否避免类似的 “修昔底德陷阱”呢? 这些都是值得

我们关注的重大问题.

三、一超四强格局下的中美对外关系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将对目前的一超四强格局进行简略分

析,并对其中的中美对外关系加以评述.
(一)美欧中俄日一超四强格局的形成及其演进

在最近的一个多世纪中,国际格局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一战和二战大大

削弱了欧洲列强的实力,并直接导致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以及苏联的崛

起,国际格局从多极转变成两极.二战后,世界进入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

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冷战体系瓦解,美国不但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在某

种程度上享有霸权国家的地位.虽然经历了２００１年的 “九一一事件”和随后

的反恐战争,尤其是２００８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相对实力有所削

弱,但是从现有的实力对比来看,在美欧中俄日所构成的国际格局中,美国无

疑仍处在一超地位,其他四方则属于强国.也就是说,世界处在一超四强格局

之中.

表５　一超四强的综合实力及其潜力

国家

(组织)

人口

(亿,

２０１４年)

陆地面积

(百万平

方公里,

２０１４年)

国内生

产总值

(GDP,
万亿美元,

２０１４年,
现价)

对外贸易

(万亿美元,２０１４年)

出口 进口

军费支出

(亿美元,

２０１４年,
现价)　

科技实力

(PCT专利

申请数,

２０１４年)

工业化进

程 (工业增

加值占

GDP的比例,

２０１２/１３年)

美　国 ３１９ ９１４７４ １７３５ １６２ ２４１ ６０９９１４ ６１４９２
２０９８％
(２０１２)

欧　盟
５０８
(２０１１) ４２３６６ １８５３ ２２６ ２２３ ２３３１７５ ４６３３３

２４２７％
(２０１３)

中　国 １３６８ ９３２７５ １０３６ ２３４ １９６ ２１６３７１ ２５５３９
４３８９％
(２０１３)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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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１４４ １６３７６９ １８６ ０５０ ０３１ ８４４６２ ８９０
３６２７％
(２０１３)

日　本 １２７ ３６４５ ４６０ ０６８ ０８２ ４５７７６ ４２４５９
２５６０％
(２０１２)

注:(１)在潜在综合实力方面,本文特别选用了 “工业化进程”指标.之所以选用这个指标,是

因为工业化进程是促使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最重要手段之一.(２)欧盟的科技实力,是用２０１４年

PCT专利申请中的前１５国家中的８个欧盟成员 (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芬兰、
瑞典)的总和数来代表的.同样地,欧盟的军事实力也是以这８个成员的军费支出来代表的.

资料 来 源:(１)人 口 和 GDP 数 据 参 见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nk,http://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２０１６/０１/weodata/indexaspx;陆地面积和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参见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２)科技实力栏

目中的PCT是 «专利合作条约»(PatentCooperationTreaty)的英文缩写,是有关专利的国际条约.
专利申请数据来自 WIPO 中的 PCT 数据库,参见 “２０１５PCT YearlyReview:TheInternational
PatentSystem”,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９０１_２０１５pdf. (３)军事实

力用 ２０１４ 年 的 军 事 支 出 表 示,参 见 斯 德 哥 尔 摩 国 际 和 平 研 究 所 (SIPRI) 网 站,http://

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milex_database.(４)贸易数据参见 WTOTradeDatabank,http://

statwtoorg/Home/WSDBHomeaspx? Language＝E.

以一超四强现有的实力和发展潜力来看,这种结构还会不断演化.如果

以现有的强国、尤其作为一超的美国作为参照,那么,只有具有大洲性面

积、人口众多、完成或者接近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才有希望和潜力成长为

影响国际格局的大国.从上述指标来看,受到人口规模的限制,已经或者接

近完成工业化进程的俄罗斯和日本将会逐渐式微.按照其实力,两国在国际

关系中的最强盛的历史时期似乎已经过去.欧洲国家则通过欧盟的统一进程

重新崛起,并逐渐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而深度的工业化进程将促使中国这

一历史古国重新崛起.①

长期来看,这种一超四强的格局会逐渐向 “美、欧、中”三强鼎立的格

局演化.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欧美日之间的军事联盟

因缺乏共同的挑战,虽然仍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但是终将逐渐弱化,甚至

解体.② 由此,欧盟和日本会逐渐独立,与此同时,美国则会逐渐转变成为

—９１—

①

②

发展中国家中的印度和巴西,甚至印度尼西亚也都有成长为强国、甚至超级大国的潜在条件.
最近几年,美国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将中国作为潜在对手、甚至敌人,以 “重返亚太”

为借口,增强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的联盟关系.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这种倾向的未来走向,
关键在于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这似乎是一个传统的老话题,即守成的超级大国如何对待和处理与

新兴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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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正常国家”.具体表现为,军事上为传统盟友所提供的协防开支,以

及为 “维持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开支将会大大减少;美元的超级货币地位也

会向与美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方向回归.其二,欧盟的一体化进程还会进一

步推进,更多的中东欧国家会加入进来.通过新成员的增加以及内部的经济

整合,欧盟的相对实力还会有所提升.其三,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中国

将会持续蓬勃发展.最突出的一个证据是,在贸易方面,中国已经和美欧形

成三足鼎立之势;随着工业化的逐渐推进,在未来１０多年中,中国也将在

经济规模、科技以及军事方面逐渐赶上来.
(二)一超四强格局下的中美对外关系

虽然现有的一超四强格局如何演进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

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为了简

化起见,在应用前述结论的基础上,以下集中讨论美国与中国的对外关系

变化.
首先,从一超的角度来看,如前文所述,美国拥有随意地和其他四强建

立合作、甚至联盟关系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其他四个强国则不具备.
美国已经与欧盟和日本建立了联盟关系.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在西

方国家体系之内,美国实际上已经按照一超多强的格局塑造和构建了西方体

系,即以自身为轴心建立各种联盟体系,既可以防止潜在强国之间的结盟,
从而威胁自己的一超地位,又可以凝聚力量,增强自身的实力,以对抗苏

联.冷战结束之后,这种 “轴辐”联盟体系①更成为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地位

的基石.在欧洲,美国以北约为基础不断进行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

间,并引发了与俄罗斯的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在亚洲,美国最近几年也积极

通过 “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制约和限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的这种做法所面临的挑战在于:第一,冷战结束之后,联盟关系

的合法性面临挑战.苏联解体后,欧盟似乎越来越独立,北约存在的必要

性也面临质疑.长远来讲,在没有强敌威胁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北约及其

在欧洲军事和安全事务上的主导地位,是美国与欧洲关系所面临的重大

挑战.

—０２—

① 美国的联盟体系,在欧洲是以北约为基础的.就北约而言,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轴辐体系.
但是,如果将美国与欧洲国家、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联盟关系考虑在内,就可以发现,美国实际上

构建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以自己为核心的轴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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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与日本的关系上,美国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如果随着冷战

结束解除与日本的联盟关系,允许其转变成为一个 “正常国家”,那么,日

本经济的独立性会增强,美日关系也会正常化或降格.其二,继续加强与日

本的联盟关系,表面上是以朝鲜的威胁为借口,实际上是为了牵制中国,其

结果是对于日本的控制会加强.目前,美国似乎在协调这两种选择,并且推

进得也不错.为了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美国在利用日本———军事上,加强

与日本的联盟关系;经济上,强力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反

过来,日本也在利用美国的这种战略,矢志不渝地推进自己的目标,即摆脱

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转化为一个 “正常国家”.美日在一点上是相同的,
即不惜开罪中国,以实现各自的目标.

第三,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虽然美国和北约非常强势,但是,会不会

重新将俄罗斯推向对立面,甚至促使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盟或者中国

结盟呢? 这是美国需要认真应对的.
第四,在与中国的关系上,美国面临着诸多挑战:(１)与苏联不同,对

中国采取冷战式的遏制是不足取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并没有谋求与美国的

全面对抗,还因为中国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因而直接遏制

不一定会发挥作用,反而可能会损害自身的利益. (２)中国自身潜力巨大,
长期对抗将会直接危及美国的一超地位.但如果对中国的发展熟视无睹、继

续放任,其引发的挑战就会很快到来.这样,在适度合作的基础上,对中国

发展保持高度警惕,防范、甚至限制似乎越来越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要基

调之一.①

其次,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一超四强的格局下,尤其是在未来潜在的

三强鼎立的图景中,中国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作为内在发展潜力

巨大、成长迅速,并且崛起之势不可阻挡的发展中国家,若假以时日,中国

的综合国力以及相对实力将会大大提升.因此,坚持自身的稳定、快速和健

康发展,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而采取跟随、与某个强国或者一超结盟,或

—１２—

① 最近,有学者从所谓维护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角度,建议美国实行

专门针对中国的新平衡战略.参见 RobertDBlackwillandAshleyJTellis,Revising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CouncilSpecialReport No７２,２０１５,http://carnegieendowmentorg/

files/Tellis_Blackwillpdf.当 然,他 们 的 主 张 也 遭 到 很 多 人 的 批 评 和 反 对.如 杰 弗 里  贝 德

(JeffreyABader) 指 出,“改 变 对 华 政 策———我 们 是 否 在 自 寻 敌 人?” 参 见 http://www
ftchinesecom/story/００１０６２７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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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其他大国发生纷争的战略等都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会引发美国

的激烈反应,或者带来两败俱伤的恶果,丧失自己的战略发展空间,摧毁自

身的发展态势.
在与美国的关系上,中国应继续秉持实用主义的态度,既维护自身的独

立,又进行积极的合作.中国要极力避免这样一种后果,即不要使美国将自

己确定为敌人,从而重新构建新的联盟关系,或者合法化现有联盟关系.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４日,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王毅外长将这种关系非

常贴切地概括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① 过去几年中,
这种概括成为拟议中的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其核心就是要美

国平和对待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要以自己的标准和模式要求别人,给予中

国和平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要求和约束中国自身不要和美国激烈对

抗,要求同存异,斗而不破.
在与欧盟的关系上,中国一方面要加强双边互信,深化战略合作,另

一方面也要支持欧盟相对于美国的独立化努力.一个独立的欧洲对中国

有利.
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中国要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在政治、军事、科技

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在俄罗斯与北约以及美国的斗争中,也要更加

坚定和明确地支持俄罗斯.
在与日本的关系上,中国要坚决斗争,持续打击.近代史上,对于中国

造成最深、最广伤害的国家就是日本.冷战时期,美国基于自身狭隘的战略

利益,偏袒日本,支持其重新崛起,而没有彻底清算其军国主义的遗毒,使

得日本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反思自己的罪行.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日本更是

甘愿做美国制衡中国的马前卒,并将中日之间有关历史和领土问题公开化.
中日两国几十年建立的脆弱信任基础面临严重挑战.对于日本而言,中国一

方面要坚决打击和斗争,另一方面也要为其勾画出一个未来的发展空间,以

逐渐适应一个越来越 “正常化”的日本.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崛起,日本也

终将回归二三流强国的本色.
总之,在现有的一超四强格局下,美国依然保持着随意结盟、联合或者

压制其他强国的独特优势.和美国处理好关系是所有其他强国的优先选择.

—２２—

① 参见 «外 交 部 长 王 毅 在 美 国 布 鲁 金 斯 学 会 的 演 讲 全 文»,http://wwwchinaorgcn/

chinese/２０１３Ｇ０９/２３/content_３０１０１６４４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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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不同于历史上的多极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苏联解

体之后,美国似乎具有在欧洲选定俄罗斯、在亚太选择中国重新作为其战略

对手的倾向,① 以维持其现有联盟关系的合法性.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

也不能随意地对抗一个强国,尤其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因为这样做,也

可能会消耗自身的实力,甚至使自身沦为一个普通大国.
在经历了近代的屈辱历史之后,中国正在重新崛起,现在已经到了非常

重要的转折关头:一方面,在国内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以及从中等收入国家

向发达国家跃进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崛起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其他

大国的反应至关重要.如何顺利实现这种转型,以及促使其他大国、尤其是

美国接纳这种崛起,是中国甚或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四、结论及启示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启示:

１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和单极、两极以及多极世界都不同.其中,一

超实力明显超出其他强国,并具有随意和其他强国联合、结盟的优势;而其

他强国则只能主要依靠自我积累来增强实力,并和一超以及其他强国保持一

定距离.

２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变化,会促使现有的一超多强格局的瓦解、主导

大国之间的权力更迭以及新的国际格局的形成.但是,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

上都是在 “自发状态下”进行的,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有滑向灾难

性战争的可能.

３当今世界处在美欧中俄日一超四强格局之中,美国占据唯一超级大国

地位.从发展潜力 (人口规模、国土面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只有欧

盟和中国具有挑战美国一超地位的能力.在经济和科技方面,欧盟实际上已

经实现与美国的平等,而中国则尚处在上升过程之中.
现有的一超四强格局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面临自身的挑战和难

题:美国的发展模式以及一超地位能够维持多久? 欧债危机下欧盟在多大程

度上能够重新崛起? 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俄罗

—３２—

① 即 “俄罗斯＋中国＝苏联”.这样,美国就能够维持现有的联盟关系,保持自己的超级大国

地位.



　□ 当代亚太　

斯和日本能否重新定位和焕发活力? 这些问题的解决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这

一格局的延续和演变.

４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为了实现顺利崛起和发展,首先要处理好和美

国的关系.在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前提下,也要尽量处理好与美国的

盟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与它们发生的直接冲突所可能引发的与美国

的间接冲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将进入摩擦时期,管控

好双边关系非常重要.其次,要善于和敢于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从某种

程度上看,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直接受制于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需要从这样

一个尴尬中观察日本的处境,即如果脱离美国,日本在短期内将很难弥补

在安全和防务方面的空缺,因此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扩充军备;而这

样做又会引起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激烈反对,并恶化与这些国

家的关系,限制其回归 “正常国家”、回归亚洲的空间.相反,如果日本

进一步依赖于美国,则会变成美国限制、对抗中国的马前卒,并直接恶化

与中国的关系和信任基础.这样,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将进入到动荡期.
也许,只有中美两国能够决定日本的未来走向.最后,中国要在推进世界

多极化的进程中与欧盟加强合作,在对抗美国单边主义中和俄罗斯加强

合作.

５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大国关系很不稳定,尤其是在潜在大国崛起的冲击

之下,具有很多不同的前景.本文的简化分析具有探索性质,希望能够抛砖

引玉,引起学术界对新型大国关系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