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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战 后 日 本 的 安 全 保 障 体 系
中 ， 日 美 同 盟 的 核 心 作 用 贯 穿 始
终。日本自卫队自成立以来，始终
扮演着美军的附庸角色。这也是日
美军事一体化的传统和固有属性。
然而，当今意义上的日美军事一体
化，则是指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地
位对等条件下展开的体系高度融合
的联合军事行动。就趋势而言，日
美 军 事 一 体 化 的 程 度 正 在 不 断 加
深。

动因—

相互利用，美国助长

日本野心

随着近年来中日经济总量对比发
生变化，日本的危机感陡然上升。在
心态失衡背景下的政坛保守化情绪，
直接倾泻到中日关系领域，围绕中国
固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
争议，因为日方的“购岛”闹剧等挑
衅手段而激化。实质上，在日本的战
略设计中，当下其所追求的不单单是
领土主权本身，还企图以领土纠纷为
借口，强化防卫力量建设，为其争夺
东亚地区主导权奠定力量基础。而在
这一进程中，日美同盟无疑是其最为
倚重的一个平台。

美国因素在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
中的助推作用毋庸置疑。近年来美国
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空海
一体战”构想以及“全球公域进入
与机动联合”概念，基本都是以中
国为遏制对象提出的。在这一系列
战略构想中，最大限度利用盟国的
力 量 是 美 国 的 主 要 策 略 之 一 。 为
此，美国在中日领土主权争端中，
以一种非平衡性策略偏袒日本，为
日本撑腰打气。美国在极力支持日
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背景下，推动
两国军事一体化几乎成了必然选择。
尽管这种 “日美互助”只是对日本
的单方面赋能，但却造成了双方均乐
见其成的相互利用结局。

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日
本的防务政策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外
向性色彩。2013 年 12 月的“安保三
箭”、 2014 年 7 月 的 解禁集体自卫
权、2015 年 4 月的日美“防卫合作指
针”、2016 年 3 月的“新安保法”施
行，无不充分体现了安倍所谓“积极
和平主义”外衣下的军事安全野心。
随着 2017 年投机改选众议院、重组
内阁顺利完成，下一步，安倍将向着
修改宪法的目标迈进。在这样的背景
下，日本自卫队走向国际军事舞台，
施展其军事影响力，甚至包括以行使
集体自卫权名义进行武装干涉都已不
再是什么“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
而在这一进程中，日美军事一体化可
以说既是因，亦为果。

现状—

健全机制，融合程度

越来越高

日美军事一体化的现状体现在四
个方面：

一是防卫协调机制基本健全。日
美防卫合作的总体协调机制和防卫合
作协调机制，自冷战结束起就逐步趋于
完善，主要职责是在“防卫合作指针”规
定范围内，对自卫队和美军间的共同行
动进行协调和联络。参与总体协调机
制的不但包括两国防务部门的有关机
构，还包括两国政府的相关部门，主要
任务包括共同制订联合作战计划和相
互合作计划。总体协调机制由“安全保
障协商委员会”“防卫合作小组委员会”
和“共同计划研讨委员会”组成。防卫
合作协调机制由三个层次的四个机构
组成：“日美联合委员会”和“日美政策
委员会”位于顶层，负责政策性协调；
“联合协调组”是第二层，负责对自卫队
和美军的活动以及需要两国政府机构
参与的事项进行协调；“日美联合协调
所”处于底层，由日美参谋部/司令部代
表组成，是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重要职
能机构，具体负责日美联合行动的组织
及编组力量实施作战时的协同事宜。

二是作战指挥机构逐步向联合靠
拢。自 2006年驻日美军部署整编开始，
日美联合作战体制的建立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经过一段时期的整合和部署调
整，日本陆上、海上、空中自卫队与美驻
日三军的指挥机构已经实现了同地部
署。自卫队中央快反集团司令部（将变
身为陆上总队司令部）与驻日美陆军司
令部部署在座间基地；航空自卫队航空
总队司令部与美军第五航空队司令部一
同部署在横田基地；海上自卫队联合舰
队司令部与美第 7舰队司令部则继续一
同部署在横须贺基地。这种指挥机构的
并设格局，对于提高日美联合指挥控制
能力十分有利。就迄今情况看，尽管日
美间设置的各类常设和非常设联合协调
机构尚不能满足日美军事一体化越来越
强烈的实际需求，但毕竟已经具备了一
定的联合基础，可为未来成立联合作战
指挥所提供相对成熟的条件。

三是防卫合作分工日渐清晰。
2015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是在日
本同盟地位上升、自主防卫意识空前强
化的背景下出台的，对日美双边军事合
作的范围、分工、方式与行动样式等均
作出了详细规定，体现出日美加速推进
军事一体化的总体趋势。其中关于合
作机制与行动样式提出的构建“无缝、
强力、弹性、高效”的同盟协调与联合应
对机制，或可视作日美未来军事一体化
的总体图景，其所谓的政策和运用两大
层面调整，将会使自卫队和美军在作战
体系的融合上更加走向深入。

四是联合演训融合程度越来越
高。日本自卫队与美军间展开的各类
实兵训练和演习每年都机制化展开。
近年来，这些演训活动更是呈现出规模
逐步扩大、融合程度越来越高、想定指
向性越来越强等特点。此外，自卫队联
同美军参与的各类多边联合训练与演
习也在增加。这些日常演训活动，毫无
疑问会为日美军事一体化提供重要的
联合行动基础。

前景—

角色易位，日本更多

走向台前

日美军事一体化符合日美双方的
战略利益诉求，未来发展趋势将会越来
越紧密、越来越强化。总体看，大致会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日本在军事一体化体制中的作
用与地位将进一步增强。日美军事合作
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从“单打”到“双
打”的过程，未来也有可能再恢复到主角
易位的“单打”，但届时日美双方的融合
程度则已完全与之前的“单打”不在同一
个次元了。同盟关系初期，美主日从，自
卫队被视为美军的“替补”力量，某种程
度上讲，是一个“板凳队员”。随着日美
军事合作的逐步加深，在军事一体化背
景下的双边合作越来越像两名“双打”选
手。离开了“板凳”的自卫队可以与美军
一样完成各种动作，再无羁绊与限制。
而就未来发展来看，自卫队在美军这一
强大“替补”的支撑下，走上前台充任“单
打”选手的可能性空前上升，日本场上与
美国场下的协调配合将是日美军事一体
化的未来前景。由此，我们可以清晰看
出自卫队地位与作用的提高。

二是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的一体化程
度将会越来越高。如果说当前的日美联
军作战指挥更多是行动上的合、指挥上的
分，那么未来的发展方向则是指挥与行动
上的全面联合。事实上，在近年的日美联
合演训活动中，已经出现了由日本自卫队
指挥官负责指挥日美双方实施相关联合
训练课目的情况。如果在实战层面能够
实现联合指挥，那么指挥控制机构的设
立无非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尤其是在日
美指挥控制系统基本兼容的前提下。

三是日美将制订联合作战计划和联
合行动手册。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日美就曾制订过针对苏联和中东地区的
相关计划，进入21世纪后，日美更是制
订了更具针对性的想定“半岛有事”的
联合作战计划。未来，作为一个已经列
入议事日程的方向，日美以应对“西南
方向有事”为背景的联合作战计划也将
会加紧推进。对于地区安全和我周边安
全环境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高度警
觉的动向。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

院外国军事研究所）

从派舰为美军舰进行海上加油及执行护航任务，到决定从美国引进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
系统，日本的种种动作无不显示—

日美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
■袁 杨

横田基地位于日本东京都多摩地
域西部，也称“横田飞机场”。该基地横
跨福生市、立川市、昭岛市、武藏村山
市、羽村市、瑞穂町共 5 市 1 町的行政
区，为日本本州境内最大的美空军基
地，也是驻日美军第二大军事基地。

该基地是驻日美军司令部所在地，
也是日本航空自卫队航空总队司令部
与美军第五航空队司令部所在地，是名
副其实驻日美军的“心脏”所在。

横田基地建于 1940年，原名多摩飞
行场，是日本的飞机测试中心之一，主
要试验中岛飞机厂的各式机种。美军
似乎很早就意识到该飞行场的重要性，
战时只轰炸了中岛飞机厂，却没有轰炸
飞行场，使得美军在接收之后，还保留
了200架完整的日本飞机。

1945 年 9 月，美军进驻多摩飞行
场，并依照美国军用地图上的标识，更
名为横田空军基地。随着美军不断扩
建，该基地到 1960年总面积已达 7平方
公里。

朝鲜战争爆发后，横田基地成为
美国空军前进朝鲜半岛的关键机场，
包括 F-80 流星式、F-84 雷霆式、F-86
军刀式等战机，以及负责地毯式轰炸
的 B-29 超级堡垒轰炸机都以此处为
大本营。

越南战争期间，虽然主战场在东南
亚，但是横田基地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它是美国空军从本土飞往东南亚的重

要休息点，许多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
机从美国本土出发去东南亚时，都会先
在横田基地停留休整。

到了 1971年，日本东北部的三泽基
地与琉球嘉手纳基地完工以后，所有的
作战机种离开了横田基地，此处以运输
补给与行政工作为主，只有C-130运输
机、C-12 休伦运输机和 UH-1 直升机
而已。

2005年，日本与美国就共同使用驻
日美军横田基地问题达成协议。根据
协议，原先驻扎在东京府中市的日本航
空自卫队航空总队司令部迁入横田基
地。

2017 年 2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到访横田基地，2017年 11月，美国总统
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降落在横田基
地，足见这一基地在美日同盟和美国亚
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下图：驻日美军横田基地一角。

图片来源：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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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在执政将满1年之际，

发布了其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透过这份报告以及执政近1年间

的种种动作，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

战略和军事战略“棋盘”上如何“落子”

日渐清晰。

突出大国竞争，意欲再造美国的战

略优势。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要

与中国、俄罗斯展开全面竞争，包括经济

竞争、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地缘政治竞

争、军事竞争以及教育文化竞争。报告

要求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扭

转不利的竞争态势；要求盟友和伙伴承

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要求“美军必

须准备好在同时跨越多个领域的所有类

型的冲突中展开行动”，既要更好地应对

不会演变为重大冲突的“混合威胁”，又

要备战全面战争。由此可以看出，在维

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这一点上，特朗普

与历任美国总统没有实质区别。特朗普

强调“重振美国”，旨在“培本固元”，提升

关键能力，维护“美国治下的和平”。

强调“以实力促和平”，积极扩军

备战。特朗普政府认为，“让美军再次

强大”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重要前

提。为了保持军事优势，特朗普政府

要求保证“装备、资源和资金充裕”，使

美军在需要时能“快速决定性地击败

敌人”。一是增加国防预算，2018财年

美军费总额近7000亿美元；二是全面

实现军队现代化，恢复制造新型装备

的能力；三是采用新的采购方式，把合

适的装备交给部队；四是扩大军队规

模，使之能够满足大规模和长时间作

战的需要；五是提高战备水平，增强前

沿部署力量的弹性和全球机动力量的

快速反应能力；六是发展多样化能力，

确保在正规和非正规战争中取胜。

强化核力量建设，确保提供可信可

靠的威慑力。特朗普主张“大力加强和

扩充核武器”，强调美国核力量“必须领

先全球”，拟于今年初提交的《核态势评

估报告》将提出继续扩充核武库，并放

松使用核武器的条件。目前，美国国防

部正采取措施，实现“三位一体”核力量

现代化。一是发展新一代“哥伦比亚”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研发采购总成本将

达1280亿美元，首艇拟于2021财年采

购，2031财年入役，计划建造12艘。二

是发展下一代陆基弹道导弹，包括新的

飞行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和现代化发射

系统，计划2029年初步列装，最终部署

400枚。三是实现轰炸机群现代化，对

B-2和B-52轰炸机进行升级延寿；发

展下一代隐形轰炸机B-21，预计投入

550亿至800亿美元，计划采购100架；

发展能投送核武器的下一代空射巡航

导弹——远程防区外武器，计划采购

1100枚，项目费用约100亿美元。

抢占新兴领域战略制高点，确保美

军长期保持战略优势。一是将太空作

为优先发展领域，新设一个由副总统任

主席的国家太空委员会，负责审查美国

的远期太空目标，并制订一个整合所有

太空部门的战略，以支持创新和维持美

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先地位。国防部常

务副部长执行相关改革，空军航天司令

部负责空军内所有航天力量的组织、训

练和装备，将“作战响应空间办公室”更

名为“太空快速能力办公室”。二是将

网络空间作为一个关键领域，提高追踪

网络攻击源头的能力，以便做出快速响

应；改善用于各类冲突的网络工具，招

募、培训和保留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对

相关职权和程序的整合，以便根据需要

发动打击敌人的网络行动。

创新作战概念，重新设计未来战

争。美陆军将深入开发“多域战”概

念。这一作战新概念着眼2025至2040

年的战争，要求打破军种、领域之间的

界限，将各种力量要素聚合起来，在陆

海空天网各作战域以及电磁频谱、信息

环境和认知维度方面密切协同，实现同

步跨域火力和全域机动，实施一体化攻

击，从物理上和认知上挫败对手。目

前，美陆军已将“多域战”概念纳入新版

《作战纲要》，并发布了《多域战：21世纪

合成兵种的演进2025-2040》1.0版，正

在组建“多域特遣部队”，拟在2018年

“环太平洋”演习中进行实际演练。“多

域战”概念着眼破解美各军种共同面临

的“对抗性进入”挑战，得到国防部和参

联会强力推动和各军种积极响应，正在

从理论走向实践。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

院外国军事研究所）

特朗普军事“棋盘”如何“落子”
■林治远19世纪上半期，当日本在锁国政

策下局限于东北亚一隅时，世界正在

快速转变，英、法、俄、美等国成为称霸

世界的强国。

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

佩里率领4艘军舰开到江户湾口，以

武力威胁日本幕府开国。舰队中的

黑色近代铁甲军舰，为日本人生平

第一次见到，令其深切感受到日本

与外国的巨大差距。这 4艘军舰共

有 63门大炮，而当时日本在江户湾

的海防炮射程及火力可与之相比的

大约只有20门。在不开国就开火的

威吓下，幕府不敢拒绝开国的要求，

但又恐怕接受佩里带来的国书会受

到抨击，于是约定佩里下一年春天

给予答复。

1854年2月13日，佩里再次率领

舰队来到日本。面对佩里的强硬姿

态，幕府只好接受开国要求。双方签

订《日美亲善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

田、箱馆两口岸，美国可在这两港派驻

领事，并享有最惠国待遇。不久，英、

俄、荷等国援例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签

订了类似条约。

“黑船事件”标志日本结束锁国时

代，幕藩体制随之瓦解。

(闫文博辑)

黑船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