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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随着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张及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 网络

空间不断增长的财富、 战略价值以及世界经济社会运行对网络空间的深度依赖，
使网络空间整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网络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又
一全球性公共问题。 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
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 从理论的角度看，
由于体系压力以及国家对于安全的追求， 国家会选择制衡的战略， 但在现实中，
制衡经常缺位或迟到。受到非传统安全环境影响， 地缘战略中分而治之、 领土补
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制衡方式和作用、 意义同时发生了变化。
细分到网络安全领域，沟通机制的不同、 威慑效果不同、 行为体的多样、 行为判
断的困难等特殊性，导致在网络安全领域，国家选择追随或合作将成为更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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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 但国家对于安全
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没变。 理论上， 迫于体系压力的国
家出于对安全的追求，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网络安全领域， 由于文化、 意图、
综合实力、地理位置等原因，制衡战略经常缺位或迟到。 由于其沟通机制的不同、
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 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属性的限制， 网络资源大
国选择合作战略则更具获益可能。

一

制衡是安全领域中的最重要战略选择

战略学中几种常见的策略有： 制衡、 追随和合作， 国家的行为也常常表现出
对某种战略方式的偏好。在网络空间战略中， 各国的战略偏好可能发生更为显著
的变化。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当国家面临他国权力急剧上升的情境时， 往往倾向于采
取制衡战略以确保自身安全。 现实主义主张无政府状态下， 制衡策略是行为体
（主要是国家） 确保其安全乃至生存而采取的常见战略回应。①
（一） 传统安全领域中制衡战略的逻辑
ｎｎｅ
ｔ
ｈ
国际体系压 力， 迫 使 国 家 选 择 权 力 制 衡 战 略。 肯 尼 思 · 华 尔 兹 （Ｋｅ
Ｗａ
ｌ
ｔ
ｚ
） 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以维持生存为基本目标， 必须
考虑其在国际体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 防止其他国家获得过度的权力优势， 威胁
本国的生存与安全。② 每当某一行为体 （主要是国家 ） 的权力增长从体量和增速
上来说都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平衡之际， 国际体系内其他相关度、 脆弱度较
高的国家就倾向于单独或联合起来对该国发起制衡，③ 因为仅仅指望霸权的自我
克制是不可靠的，④ 所以国际格局中的均势现象一再出现。 而 “制衡 ” 和遏制权

① \8E-1> GM X.0-;84 A-*+0E, I3,-.3*,083*+ Y>-8.< *3? ,>- 6,B?< 8@ )8.+? :8+0,0;E403
G0;>*-+ )M Z8<+- *3? XM \8>3 IK-3C-..<4 -?EM4 H-F Y>03K039 03 I3,-.3*,083*+ A-+*,083E Y>-8.<4
D8B+?-.4 ^8+8.*?8= )-E, U0-F4 !""%4 1M !R"M
② 刘丰： 《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L!L 年版，第 !L 页。
③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 《现代国际关系》，#LL& 年第 & 期，第
$R
$% 页。
④ 杰克·利维 （\*;K /-U<） 认为，均势生成有三种途径：霸权的自我克制、霸权遭遇制
衡联盟而 收缩、霸 权在战 争中 被打 败。参见 ^8+03 W+2*34 I3,.8?B;,083= P11.*0E039 D*+*3;- 8@
:8F-. Y>-8.<403 \8>3 d*EeB-T *3? ^8+03 W+2*34 -?EM4 A-*+0E2 *3? ,>- D*+*3;039 8@ :8F-.= P H-F
Z-C*,- 4 H-F \-.E-<= :.-3,0;- [*++4 #LL#4 11M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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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挑战者，则是国家为实现均势而采取的重要策略。①
因此，新现实主义者认为， 无论平衡的权力是不是行为体的目的， 国家都会
采取制衡的策略。国家采取 “制衡而非追随 ” 的策略是体系压力所诱导。② 在国
ｎｓＭｏ
ｒ
ｇ
ｅ
ｎ
ｔ
ｈａ
ｕ） 曾经归纳了
际安全领域经常采取制衡的策略， 汉斯 · 摩根索 （Ｈａ
常见的制衡手段，“这些方式主要包括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 联盟以及
平衡手的存在等，这些都是制衡的具体表现形式”。③
制衡往往是区域性的战略设计。 制衡主要是基于地理临近性和投放能力的限
制，或是作为不具备地理毗邻性的国家在该区域内建立同盟关系， 从而增加制衡
战略的 “辐射” 范围。例如亚太地区向来是美国制衡战略的重心之一。 后冷战时
期，历届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亚太地区， 长期在该地区贯彻制衡战略。 克林顿执政
时期，主要表现为美国在全球经济战略上的东移； 小布什执政时期， 制衡主要是
在政治军事领域内展开，表现为 “（军事） 战略东移”；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
政府提出了 “重返亚太” 战略。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亚太地区的高度敏感和关注，
尤其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 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调整， 即便是实力不及的地
方也要实现 “离岸制衡 ”。 奥巴马的 “重返亚太 ” 战略与往届美国政府的 “亚太
制衡” 战略有所区别， 其亚太战略表现为 “多层次再平衡 ”， 包括安全、 经济和
军事领域的全方位、多维度制衡战略， 侧面说明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战略重心， 在
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近年来， 在全球公域 （极地、 海洋、 网络
和太空） 等新生领域内，美国也没少论证其制衡战略的必要性和有效性。④
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制衡战略具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呢？ 制衡的种类很多， 以
“离岸制衡” 为例，第一，制衡可以增强霸权国 （美国 ） 的相对实力， 通过制衡
消耗其他大国的实力， 一旦东亚、 欧洲陷入安全竞赛， 处于离岸位置的霸权国

D*+*3;-E *3? D*+*3;039= ^83;-1,E4 :.818E0,083E4 *3? A-E-*.;> Z-E093403
① \*;K 6M /-U<4 
\8>3 d*EeB-T *3? ^8+03 W+2*34 -?EM4 A-*+0E2 *3? ,>- D*+*3;- 8@ :8F-.= P H-F Z-C*,- 4 H-F \-.E-<=
:.-3,0;- [*++4 #LL#4 11M !#(
!$&f 6BE*3 DM G*.,034 7.82 D*+*3;- 8@ :8F-. ,8 D*+*3;039 D->*U08.=
Y>- /839 *3? )03?039 A8*?403 P3?.-F `M [*3*204 -?M4 :-.E1-;,0U-E 83 6,.B;,B.*+ A-*+0E24 H-F
J8.K= :*+9.*U-4 #LL&4 11M R!
(#M
② 刘丰： 《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L!L 年版，第 !L 页。
——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北京：中
③ N美O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
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L 年版，第 #&#
#'' 页；刘丰： 《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
《外交评论》，#L!L 年第 # 期，第 !!# 页。
④ 王义桅：《全球公域与美国巧霸权》，载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L!# 年第 #
期，第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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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免于争端的同时， 还 “隐形 ” 地增加了自身实力。 第二， 制衡战略可以
使大国免于被永久性联盟关系所捆绑， 获得更大的政策灵活度。 第三， 产生威慑
效果，震慑潜在挑战者。① 制衡的核心在于均势， 均势并非自发形成， 而是通过
一系列的制衡手段最终达成。制衡的目的是权力或者说是相对的实力优势。
（二） 制衡战略在实际应用中的修正
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现实情境中， 制衡的缺位 （*CE-3;- 8@ C*+*3;039 ） 与迟到
现象经常发生，在面对体系中其他国家谋求权力或扩张权力的局面， 国家有时会
选择制衡，有时则会放弃制衡。② 学者们从多个维度对制衡的缺位进行了研究，
使制衡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更具现实操作意义，而非停留在纸面。
１．威胁制衡论
国际体系的失衡并不必然导致结构性压力。据此， 斯蒂芬 · 沃尔特 （6,-1>-3
GM )*+,） 修订了华尔兹的均势理论，提出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即国家制
衡的目标对象是威胁源，而非一定是权力体量庞大的实体国家。 威胁一国安全的
并非总是权力体量上占优的国家， 增量权力只代表产生威胁能力的上升， 并非权
力必然导致威胁。正如在传统意义上， 实力也不等同于影响力。 沃尔特认为， 制
衡行为的产生并非单纯出于权力的考虑， 而是基于对威胁的权衡， 即某个国家或
联盟出于战略考虑，显示出进攻性现实主义意图， 那么它就具备了较高的威胁程
度，就越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当做制衡对象，因此容易招致针对它的制衡联盟出现。
有时，虽然一国的权力可能不是很强大， 但由于它的对外行为容易给别国带来直
接威胁，则受到威胁的国家也会与其他相对强国结盟， 以应对最具威胁的敌人，
这种行为就是战略上的制衡而非战略追随。③ 沃尔特指出， 决定威胁程度的因素
有：权力总量 （*99.-9*,- 18F-. ）、 地理位置邻近 （9-89.*1>0; 1.8]020,<）、 攻击
能力 （8@@-3E0U- 18F-. ） 和侵略意图 （*99.-EE0U- 03,-3,083E ）。 具体来说， 国家的
权力大小，地理位置上是否与他国毗邻， 攻击能力强弱， 或侵略意图显露的程度

孔小惠：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离岸制衡战略：理论涵义及其实践》，载 《中共浙江省委
党校学报》，#LL" 年第 R 期，第 %!
%% 页。
② 伊姆雷·拉卡托斯 （I2.- /*K*,8E） 的精致的伪证主义认为，接受检验的理论是一个整
体结构，是由一系列理论组成的科学研究纲领，单个异例的存在并不能证伪理论 （证明理论是
错误的），反而通过正面启发法对辅助保护带的修正是理论进步的表现。参见 N英O 伊姆雷·拉
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LL$ 年版，第 '"
$( 页。
，载
《
，#LL&
现代国际关系》
年第 & 期，第
③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
①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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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都可能成为威胁源，从而使该国成为制衡的对象国。①
沃尔特运用威胁制衡论研究了冷战后制衡美国的联盟缺位现象， 他认为， 尽
管美国在权力总量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国， 但从 “地理邻近度、 进攻能力、 侵略意
图等方面来看，并不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 这些要素大大削弱了大国制衡美国的
倾向”，② 从而解释了冷战后对美国的制衡缺位现象。
２．利益制衡缺位论及追随偏好
除了考虑国际体系的压力， 以兰德尔 · 施韦勒 （A*3?*++ /M 6;>F-++-. ） 为代
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从其独特的视角出发， 进一步认为追随是一种更普遍的
行为偏好。在施韦勒看来，仅仅假定无政府状态的外部因素和国家因此追求自保
的内部反应是不够的， 这会导致强烈的现状偏见 （,>- E,*,BE eB8 C0*E ）。③ 于是，
他从行为体的偏好出发，提出了利益制衡论。行为体并不总是从保证生存的角度，
预设体系中存在掠夺性的国家，去制衡那些威胁其安全和体系稳定的国家和联盟。
对于现状国家来说，安全和维护体系稳定是最基本的需要， 因为现状是其获得好
处的外部环境保障。但对于现状不满的修正主义国家而言， 安全并非其首要目标，
如何确保利益更大化才是它们所需。 因此， 不满于现状的国家常常会选择追随策
略，而不是制衡战略，追随另一个正在崛起的、试图挑战和改变现存秩序的国家，
能够确保获得更多的利益。④
施韦勒认为，制衡和追随拥有不同的动机， 制衡是为了谋求安全， 而追随是
为了获取收益。根据利益偏好， 利益制衡论者将国家划分成两类： 一种是维持现
状的国家，以谋求最大化的安全为战略目标； 另一种是修正主义的国家， 以谋求
最大化的权力为目标。⑤ 为了追逐更大的利益， 对现状不满意的国家会追随更强
大的、上升中的、具有修正主义意识的国家， 只有对现状满意而不乐意谋求改变

① 6,-1>-3 GM )*+,4 Y>- _.0903E 8@ P++0*3;-E 4 I,>*;* *3? /83?83= ^8.3-++ 530U-.E0,< :.-EE4
!"(%4 11M #!
#(f 6,-1>-3 GM )*+,4 
P++0*3;- 78.2*,083 *3? ,>- D*+*3;- 8@ )8.+? :8F-.4I3,-.3*,083*+
6-;B.0,<4 d8+M "4 H8M ' a 61.039 !"($b 4 11M "
!&M
② 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载 《外交评论》，#L!L 年第 # 期，第 !!# 页。
——均势的政治制约》，刘丰、陈永等译，北
③ N美O 兰德尔·施韦勒： 《没有应答的威胁—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L!$ 年版，第 &$
&(、R!
R& 页。
④ 韦宗友：《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载 《现代国际关系》，#LL& 年第 & 期，第
$( 页。
⑤ 刘丰： 《制衡霸权：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载 《国际政治科学》，#LL"
年第 & 期，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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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才会采取制衡行为。① “利益平衡理论” 在解析冷战后的联盟实践时无疑具
有更大的解释力，施韦勒认为， 国家的行为由其所认定的利益所决定， 而不仅仅
由权力分布或所谓的威胁所决定，② “国家更关注谁拥有权力， 而非权力的不平
衡。利益而非权力，决定了国家如何选择敌友”。③
在这个意义上，从利益制衡论出发， 最优选择并非制衡战略， 而是追随战略
或其他应对战略。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不愿意制衡， 而是偏好于追随或不作为、 不
介入？利益论给出了很好的解释， 但是施韦勒的论述仅仅解释了修正主义国家的
行为倾向，没有涵盖更广泛的国家类型。 在现实情境中， 并非仅存一种具有修正
主义国家性质的国家类型，也并非是仅仅限于修正主义国家会偏好于非制衡的追
随、不作为或不介入。究其原因而言，系统环境压力等也是非常重要的解释变量。
３．实力门槛论
国际体系中权力的集中程度与制衡的实力门槛成正比， 即当权力集中程度提
高时，制衡的实力门槛将会随之提高，尽管制衡的动机很强烈， 但制衡成本过高，
从而造成了制衡的缺位。威廉· 华尔福思 （)0++0*2 ^．)8>+@8.,> ） 认为， “在任何
体系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最强大国家的手中， 要对其进行制衡， 就要付出极
其高昂的代价，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门槛，令其他国家望而却步”。④
制衡的门槛表现为国家之间实力的差距， 制衡的实施需要以强大的实力为后
盾，只有实力差距不大时才有实施制衡战略的可能， 只有具备相当的实力才能够
担当起系统内制衡者的重任。⑤ 中国学者刘丰认为， “在多极体系下， 权力集中程
度最低，国家制衡的方式多样且灵活，国家制衡的实力门槛最低。 在两极体系下，
只存在两个主导性的大国， 制衡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 这对制
衡的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单极是一种国家实力差距太大以至于很难制衡的
结构，对于国家采取制衡行为的门槛最高。”⑥ 华尔兹也认为： “强国与其他国家

① 刘丰： 《制衡霸权：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载 《国际政治科学》，#LL"
年第 & 期，第 #" 页。
② 汪伟民、张爱华：《单极体系下的联盟理论与实践》，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LLR

年第 # 期，第 (" 页。
E 6,.*,-9< 8@ )8.+? ^83eB-E,4
③ A*3?*++ 6;>F-++-.4 Z-*?+< I2C*+*3;-E= Y.018+*.0,< *3? I00,,-.
H-F J8.K= ^8+B2C0* 530U-.E0,< :.-EE4 !""(4 ^83;+BE083M
5M6M 6,.*,-9< 03 * 53018+*. )8.+?403 \8>3 IK-3C-..<4 -?M4 P2-.0;*
④ )0++0*2 ^M )8G@8.,>4 
53.0U*+-?= ,>- 7B,B.- 8@ ,>- D*+*3;- 8@ :8F-. 4 I,>*;* 4 HMJM= ^8.3-++ 530U-.E0,< :.-EE4 #LL#4 1M !L&M
⑤ 刘丰：《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载 《欧洲研究》，#LL" 年第 ' 期，第 $ 页。
⑥ 刘丰： 《制衡霸权：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载 《国际政治科学》，#LL"
年第 & 期，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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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实力差距越大，拉近距离所需的时间就越长。”① 在这种情况下， 制衡战略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缺位。
讨论完传统安全领域内制衡的逻辑、 方式与修正情况， 我们看到制衡战略在
具有重要影响力、为大国所青睐的同时， 也常常存在缺位与迟到的现状， 也有被
国家行为体摒弃的时候。那么在一些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内， 地缘战略中分而治之、
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制衡方式和作用意义同时发生了
变化，是否会出现可以替代制衡的其他战略选择呢？ 例如， 大国会选择追随、 不
介入或者再进一步选择抛弃过度的彼此战略警戒和不信任， 转而选择持合作姿态？
下面，我们将以网络安全问题为例，对于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二

网络安全领域中的制衡问题

网络环境具有无地理概念、 多元行为体、 国家能力再分级等诸多特性， 重构
了安全问题的结构，进而造成网络安全领域下博弈机制的变化， 具体表现为归因
困难、意图沟通困难、冲突易发等。
（一） 网络环境对安全问题的重构
网络环境的特性改变了传统的安全思维。 权力在网络环境中传递， 更容易失
真。相比传统安全领域，行为体在网络安全领域内， 更加脆弱、 更加敏感。 按照
这种逻辑，行为体应该有更强烈的意愿对安全威胁做出反应， 例如通过采取制衡
战略寻求安全。那么现实情况又是如何？ 如果国家在网络空间里修正制衡战略，
也无法改进战略效果，它们的战略选择偏好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首先剖析网络安全环境的特性及其对安全问题的重构。
１．网络世界无地理概念不受投放能力的限制
在现实世界的战略博弈中， 制衡的重要实现手段是能够通过权力的投射， 而
权力的远程投射会导致成本的上升， 随着投射距离的增加， 投送成本也会随之递
增，与此同时权力效能却呈递减趋势。帕特里克 · 奥沙利文 （:*,.0;K _’
6B++0U*3 ）
指出，力量投射离本国越远，“摩擦损耗” 越大，投送的费用就越高，抵达目的地
的有效实力也就越少。② 肯尼斯·博尔丁 （`-33-,> HM D8B+?039 ） 也提出了 “力量

① N美O 肯尼思·华尔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与美国对外政策》，#LL' 年 !L 月 !$ 日在北
京大学的演讲，第 & 页。
——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李亦鸣译，北京：
② N英O 帕特里克·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
国际文化出版社 !""! 年版，第 !!
!#、%L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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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梯度” （+8EE 8@ E,.-39,> 9.*?0-3, ） 的概念， 指出一国的力量向外扩张时随着
辐射范围的扩大，力量损耗也越大， 投射成本不断增加。① 正如约翰 · 米尔斯海
默 （\8>3 G-*.E>-02-. ） 所说， 地理上的限制导致全球霸权极具稀缺性。 因为巨
大水体等地理因素遏制了大国权力的有效投射。 在这个意义上讲， 区域性的霸权
成为替代全球霸权的重要选择。 大国受制于地理限制只能在可以到达的区域内投
射能力，具有进攻性的军队能够到达的范围即是大国能力投放的范围边界。②
网络世界并没有地理的概念。 以空间信息技术为例， “卫星网络具有覆盖面
广、组网灵活、建网快、不受地理环境限制等突出特点”。网络能力的投放可以是
随时随地的，也可以跨越大洋、大洲，同时又没有射程等能力限制的影响。 但是，
没有边界的能力投递并没有想当然地带来战略制衡。
２．网络环境中各行为体都有能力发动袭击
在网络环境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各行为体都有能力发动袭击， 行为主体
更为丰富。传统意义上，我们谈战略制衡， 常常是假定战略互动是在实力、 身份
大致对等的国家之间发生。 当战略互动的国家并非实力对等时， 国家将会青睐结
盟的方式来实现战略制衡的目的。 现实的威胁来自对等行为体即国家， 但网络空
间里的攻击则可能是民间行为体， 例如黑客高手或者恐怖组织。 袭击来自非政府
行为体并不意味着杀伤力和破坏性就降低了，相反，通过低廉的工具和攻击手段，
例如运用信息炸弹、病毒程序和木马发动网络攻击， 却足以有能力瘫痪一国的金
融、水利和供电系统。此外，网络数据的泄漏可以带来极高的经济损失。 通过植
入或损害程序，使机器服从于攻击者的操作口令， 此类的网络攻击具有成本低、
技术含量低但损害性高的特点。 谁都可以发起袭击， 攻击行为又可以极度隐蔽，
但这些破坏行动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巨大。
Ｃｉ
ｅ
） 的数据泄漏事
网络安全事件频频发生，例如，计算机硬件企业莱斯 （Ｌａ
Ｂａ
ｙ
） 数据泄漏事件、 比特币交易破产事件等
件、亿贝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ｅ
０
１４年 ４月，莱斯公司发出警告， 由于网络黑客利用 Ａｄｏ
ｂｅＣｏ
ｌ
ｄＦｕｓ
ｉ
ｏ
ｎ的安
等。２
全漏洞而发起的攻击，致使僵尸网络的形成， 导致部分用户的名字、 住址、 邮箱
地址、银行卡号、卡片有效期与密码都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２２日，

２８亿用户重置密码，原因是黑客可以从亿贝公司网站获取用户
亿贝公司要求近 １
密码、电话号码、用户地址等个人数据。 比特币交易作为一件新事物刚刚出现在

韦宗友：《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L!L 年版，第 '& 页。
② N美O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 #LL( 年版，第 !'"
!$!、!R"
!%L 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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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
ｘ却于 ２０１４年就申请破产，
世人的视野中，然而全球最大比特币交易平台 Ｍｔ
原因是比特币软件存在漏洞 ， 黑客透过该漏洞可以修改交易信息 。 因此 ， 各国
虽然可以推动网络技术的进步 ， 提高防护网络安全的级别 ， 但网络攻击仍然可
能是来源于各处各方和各种行为体 。 虚 拟 世 界 缺 乏 可 知 性 、 可 控 性 和 规 律 性 ，
网络攻击无孔不入 ， 打击起来无从下手 ， 如果要采取制衡战略 ， 制衡对象同样
不明 。
３．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安全领域中对国家的级别分类方法
互联网大国即使掌握了较之其他国家更雄厚的资金、 技术和策略， 在发起网
络攻击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 但在优势的生命周期和覆盖广度上都大大减少。 随
着网络技术的快速更迭，在网络空间里， 很难给出区分大国的制衡与小国或其他
行为体制衡差异的标尺，可能每一个国家都是某一个互联网领域的大国。 国家级
别和制衡难度之间的联系并非直线的， 而是错综复杂的。 网络具有开放性、 跨境
性、隐蔽性和自由性的特点， 网络技术和应用的普及一方面增加了自由度， 另一
方面也对网络安全的维护提出了更高要求。发起网络攻击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
低门槛、极其隐蔽的，并非单纯的网络攻防战形式所能描述的。 隐蔽了互联网协
Ｐ地址） 的网络攻击成本极低、难以溯源，甚至社交网站都可能成为发
议地址 （Ｉ
起网络战的平台。正如英国 《卫报》 所披露的美国 “真诚声音行动 ” （ＯＥＶ）， 它
属于舆论战的方式。ＯＥＶ通过借助 “在线个人管理服务” 使美国士兵拥有多个显
Ｐ地址的 “身份 ”。① 美国士兵借助这些 “马甲 ” 在中东国家的社交
示不同国家 Ｉ
网站上发布舆论，对抗反美舆论， 试图控制当地的舆论阵地。 发起攻击的行为体
也远不止国家行为体，也包括一些非国家行为体甚至是个人， 这些行为体在实力
上是 “非对称的”，却具有发起破坏性极强的网络攻击能力。网络黑客可以使政府
０１３年 ３月， 黑客对韩国发起了
网络瘫痪，攻击用水、用电、金融等基础设施。２
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攻击，韩国主要银行系统计算机网络瘫痪， 大量企业、 电视台
及其他通讯媒体资料泄露，不得不中止提供服务。
（二） 网络安全领域下博弈机制的变化
做出面对安全威胁博弈的策略， 依靠的是信息机制、 传递机制、 威慑机制等
战略工具。但是，当这些战略工具在网络空间内变得缺失或者无效的情况下， 制
衡战略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

①

R(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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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容：《第五空间战略：大国间的网络博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L!'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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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能快速有效归因
ｔ
ｔ
ｒ
ｉ
ｂｕ
ｔ
ｉ
ｏ
ｎｔ
ｈｅ
ｏ
ｒ
ｙ） 源自社
只有做出有效的归因， 才能迅速决策。 归因理论 （ａ
会心理学，归因是观察者掌握被观察者行为的重要途径， 对外部环境加以控制，
对被观察者的行为进行因果解释。 无法对行为体的行为进行归因， 可能会产生误
判，特别是受制于时间限制， 必须迅速做出归因， 进行战略反应。 所谓 “误判 ”
即观察者观察到的情境偏离了被观察者原有的预期、意图和打算。
ｃ
ａ
ｓＫｅ
ｌ
ｌ
ａ
） 认为， 由于网络空间里存在高度虚拟性， 导致
卢卡斯·凯拉 （Ｌｕ
无法溯源、归因更加困难、 误判高发、 信任缺失， 也由此使之具有 “战略不稳定
ｔ
ｒ
ａ
ｔ
ｅ
ｇ
ｉ
ｃｉ
ｎｓ
ｔ
ａ
ｂ
ｉ
ｌ
ｉ
ｔ
ｙ
）。网络空间里难以进行有效归因具有客观技术性原因。网
性” （ｓ
络技术非常新颖，各类网络漏洞客观存在， 针对各类网络漏洞的攻击行为常常千
变万化、难以捉摸，加之诸多行为体和鱼龙混杂的信息都充斥在网络空间中， 这
就加剧了网络空间战略不稳定性的程度。①
ｎｓ
ｔ
ａ
ｎｔｒ
ｅ
ｓ
ｐｏ
ｎ
ｓ
ｅ
）
而网络空间在严重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之下， 对迅速反应 （ｉ
战略的偏好和诉求却非常强烈。② 行为体如果不及时对网络攻击做出战略反应，
则会被认为是战略无能，反而可能会招致更多的网络攻击。 因此， 麻省理工学院
ｖ
ｉ
ｄＤ．Ｃｌ
ａ
ｒ
ｋ） 明确表
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资深科学家戴维· 克拉克 （Ｄａ
ｓ
ｔ
ｅ
ｍＰｌ
ａ
ｎｎｉ
ｎｇａ
ｎｄ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的
示 “归因是威慑的核心”。系统规划与分析公司 （Ｓｙ
ｏ
ｎａ
ｔ
ｈ
ａ
ｎＳｏ
ｌ
ｏ
ｍｏ
ｎ） 明确谈到， 要想让惩罚威
系统与技术分析员乔纳森·所罗门 （Ｊ
慑起作用，威慑方必须能够高度自信地确认攻击方。③
ａ
ｌ
ｓ
ｅ
除了隐藏问题， 还存在另外一个战略难题， 即在网络环境下 “嫁祸 ” （ｆ
ｆ
ｌ
ａ
ｇ
） 变得更加容易。拥有先进网络技术的行为体 （可以是个人、 组织、 机构、 国
家等各种行为体） 可以借助技术手段通过隐匿身份的方式， 从第三方 （实时或离
Ｐ地址发
线） 的角度，攻击其他行为体的网络，甚至完全可以隐藏或借助他者的 Ｉ
起网络攻击。因此，面对这种极度隐匿的攻击， 迅速确定哪个行为体在何处、 何
时发起网络攻击，是有一定难度的。 即使能够确切知道来自某国的一台计算机发
起了对一个国家机构的网络攻击， 也不能随便断定这个国家一定是发起攻击的

① /B;*E `-++* 4 Y>- G-*3039 8@ Y>- ^<C-. A-U8+B,083= :-.0+E ,8 Y>-8.< *3? 6,*,-;.*@,4
I3,-.3*,083*+ 6-;B.0,<4 d8+M &(4 H8M # a 7*++ #L!&b 4 11M %
'LM
② `-0,> DM P+-]*3?-. ,8 ,>- 5M 6M 6-3*,- ^8220,,-- 83 P.2-? 6-.U0;-E4 )*E>039,834 ZM^M= 5M
6M X8U-.32-3, :.03,039 _@@0;-4 P1.0+ !$4 #L!L4 11M #!(
#!"M

6,*,-E= :+*BE0C+- 6,.*,-9< 8. * :01③ \83*,>*3 68+82834 ^<C-. ?-,-..-3;- C-,F--3 H*,083
Z.-*2g6,.*,-90; 6,B?0-E hB*.,-.+<4 d8!M $4 H8M ! a 61.039 #L!!b 4 1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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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黑手”。① 更有甚者， 一些国家可能把网络攻击外包给黑客， 借用第三方的
方式成功地挑拨离间，让双方发生冲突。 网络行动的固有匿名性使得 “嫁祸 ” 行
动在网络空间更容易进行。② 即使是有国家、 组织或个人声称对某次网络能力的
投射活动负责，我们都有理由怀疑它们在说谎。 因为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在隐蔽进
攻者身份的同时，也使战略承诺缺乏可观测性而变得不再可信。
这就容易产生一个怪圈，迅速反应需要迅速归因， 但归因却受制于网络空间
ｉ
ｔ
ｈ
的客观条件限制，无法保证准确性和时效性。 所以， 正如基斯 · 亚历山大 （Ｋｅ
Ａｌ
ｅ
ｘ
ａ
ｎｄ
ｅ
ｒ
） 所建议的，进行 “即时反应” 受到国家青睐， 是为了确保战略威慑或
者其他战略行为的有效实施。 但是， 无法进行有效归因， 但依然需要做出迅速战
略反应，就需要基于客观印象或者是非条件反射做出战略决策， 这急剧地增加了
网络空间的战略不稳定性。③ 总之， 战略不稳定性产生的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在无
法有效归因的情况下，制衡战略的系统稳定功能无法按照预期正常实现。
２．不能准确进行意图沟通
通过意图沟通可以提供可靠的行为轨迹，建立相互信任机制， 促成双方合作。
现实世界中的战略沟通基本遵循着上述逻辑。 网络世界具有虚拟性和实体性。 前
者增加了不确定性，对正常信息传递和意图沟通的影响更明显。 制衡战略等各种
战略手段能够发挥作用，其基础都是意图 （包括欺骗性意图 ） 的成功传递。 如不
能及时传递意图，就无法对行为轨迹做出判断，导致信任缺失。
网络具有实体性，主要是指网络的组成和依赖各种基础设备搭建了可被检验
的现实体验。 网络以各种程式、 图像、 声音、 电子邮件和文本等作为存在形式，
并且网络传输过程中信息的发出方可以隐匿或是不断变动自己的身份。 此外， 网
络使用者身份虚拟、 信息通道不畅、 信息鱼龙混杂等④ 都是网络虚拟性的表现。
虚拟性意味着行为者可以逃避传递虚假或有害信息的实际后果。 网络空间的虚拟
性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背叛的道德成本变得很低。 即使行为体真心诚意地传

① 何奇松：《美国网络威慑理论之争》，载 《国际政治研究》，#L!& 年第 # 期，第 $% 页；
任琳： 《网络空间战略互动与决策逻辑》，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L!' 年第 !! 期，第 %&
"L
页；董青岭：《网络空间威慑：如何推进第三方责任》，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L!& 年第 " 期，
第 !!&
!#' 页。
② 何奇松：《美国网络威慑理论之争》，载 《国际政治研究》，#L!& 年第 # 期，第 $% 页。
_@@-3E0U- ^<C-. _1-.*,083E *3? ,>- 5E- 8@ 78.;-4\8B.3*+ 8@ H*,083*+
③ [-.C-., 6M /034 
6-;B.0,< /*F i :8+0;<4 d8+M '4 H8M ! a 6-1,-2C-. #L!Lb 4 11M R&
(RM

④ )0++ X88?2*34 ^<C-. Z-,-..-3;- Y8B9>-. 03 Y>-8.< ,>*3 03 :.*;,0;-g6,.*,-90; 6,B?0-E
hB*.,-.+<4 d8+M '4 H8M & a 7*++ #L!Lb 4 11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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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友好意图，最终达成合作的可能性也很低。 因为虚拟性的存在， 技术上的意图
传递不畅、以往声誉不好或是第三方的嫁祸① 都可能毁掉合作的可能。 在技术上
缺乏溯源的可能性，活动在网络空间的各行为体不需要为自身的言论和行为负责。
究其根本则是网络空间内虚拟性的存在破坏了意图沟通的渠道， 从而导致了信任
缺失，行为难以具有连贯性。
３．不能进行有效威慑
威慑战略主要是指国家为避免实力被低估后会遭受灾难性攻击， 而不得不积
极展现自己进行战争的能力和意愿。② 因为无关紧要事件上的退让， 会让进攻对
手认为是过于软弱而动了发起进攻的意图。③ 而核威慑则是通过持有核武器进行
威慑，以恐吓而非动武的方式，④ 使敌对国家认识到发起进攻可能遭受到的不良
后果，从而不得不放弃进攻性的行为倾向和战略偏好。 威慑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
威慑意图的成功传递，以使对手国家充分地认识到发起进攻的严重后果。
从威慑理论机制的角度来看， 威慑战略是通过威胁使对手屈从于自己的意
愿。⑤ 从国际安全的角度看， 就是针对对手的认知系统和心理防线， 通过恫吓或
者欺骗达到不动一兵一卒、 没有硝烟战火就可以实现国家间关系的相对稳定。 为
了达到抑战的目的，必须让恐吓信号足够明显， 使对方认识到威慑是可信的。 网
络空间的威慑呈现为明示型威慑和默示型威慑两种，⑥ 前者强调战略意图的传递
更为重要。⑦ 当然，究竟是哪种威慑的效果更好， 存在着很多争议。 过度明显的
战略信号传递容易引起敌手的过分恐惧、 甚至是过度反应。 为了抑战而采取的威
慑战略反而最终将会把国家引入战争的泥潭。

① N美O 马丁·^M 利比基：《兰德报告：美国如何打赢网络战争》，北京：东方出版社 #L!&
年版，第 'L 页；董青岭： 《网络空间威慑：如何推进第三方责任》，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L!& 年第 " 期，第 !!&
!#' 页。
② N美O 罗伯特·杰维斯：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
出版社 #LL& 年，第 $! 页。
\83-E4 I3,-.3*,083*+ 6-;B.0,< 6,B?0-E= P A-18., 8@ *
③ \8E-1> 6M H<- \.M *3? 6-*3 GM /<33
^83@-.-3;- 83 ,>- 6,*,- 8@ ,>- 70-+?4I3,-.3*,083*+ 6-;B.0,<4 d8+M !#4 H8M ' a 61.039 !"((b 4 11M $
#%M
④ 樊吉社：《影响冷战后美国军控政策的若干因素》，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LL! 年第 "
期，第 #(
&& 页。
Y>- A*,083*+ Z-,-..-3;- Z-C*,-4)8.+? :8+0,0;E 4 d8+M '!4 H8M # a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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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董青岭、戴长征：《网络空间威慑：报复是否可行g》，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L!# 年
第 % 期，第 ""
!!R 页。
⑦ N美O 马丁·^·利比基：《兰德报告：美国如何打赢网络战争》，薄建禄译，北京：东方
出版社 #L!& 年版，第 !%(
!(L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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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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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① 前者是指采取惩罚的方式报复进攻者， 迅速和压倒一切地迫使进攻者认识
到发起攻击是得不偿失的，这种威慑方式立足于行为体自身的 （反击） 打击能力；
后者则强调防御能力， 通过建立和储备强大的、 有效的、 及时反应的防御能力，
使敌方感到无法通过进攻实现预期目的， 从而放弃发起攻击的意图。② 由于不能
确保 “二次打击能力”，惩罚威慑用于网络安全领域存在很大问题，以牙还牙的报
复方式是建立在 “确保相互摧毁战略 ” 之上。 与传统军事打击不同， 网络反击不
能让对手明确意识到遭受报复的后果， 更不能像核威慑那样， 有明确的巨大的附
带伤亡预期，决策层不能够预测成本与收益。 同时， 纯粹的拒止威慑手段也是有
局限性的。即使对手认为其攻击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如果觉得网络攻击成本较低，
他们是不会被慑止的， 仍会尝试发起网络攻击。③ 实际上， 需要将网络防御措施
隐藏起来，这种 “藏锋” 的行为却不可避免地削减了威慑的效果。
此外，在网络空间里，小国以及非国家行为体 （例如黑客组织 ） 损失小， 大
国损失大，小国更容易威慑大国。与常规的军事实力不同，网络实力 （网络武器 ）
带有一定虚拟性，如果不展示所拥有的网络武器， 将虚拟的 “底牌 ” 亮出来， 行
为体的网络威胁、防御能力对于对手来说就是不可视和不可感知的， 因此也就不
能针对对手产生威慑效果。 这都与传统的制衡理念相矛盾， 大国更有制衡偏好还
是小国更有制衡偏好变得相当不明确。 由于计算机网络的特性， 网络武器一旦展
示出来，对方会很快生成防备策略与研制反制的网络武器， 这样反而会削减威慑
和防御的效果，④ 不能慑止对手的进攻行为。 良好的防御可能会抵御攻击， 但同
时削弱了威慑效果。因此，大国有必要提供系统稳定的公共产品， 从而防止战略
冲突升级的情况发生。

① X+-33 63<?-.4 Z-,-..-3;- *3? Z-@-3E-= Y8F*.? * Y>-8.< 8@ H*,083*+ 6-;B.0,<4 :.03;-,83=
:.03;-,83 530U-.E0,< :.-EE4 !"R!4 11M &
!R．
② 程群、何奇松：《美国网 络 威 慑 战 略 浅 析 》， 载 《国 际 论 坛 》，#L!# 年 第 " 期， 第
R( 页。
③ 何奇松：《近年美国网络威慑理论研究述评》，载 《现代国际关系》，#L!# 年第 !L 期，

第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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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网络大国的战略选择

在网络空间中，制衡等战略偏好似乎被遗忘在角落里， 究其原因是网络安全
领域的诸多博弈机制失效， 国家谋求安全的手段发生改变， 影响了大国的战略意
愿和选择偏好。尤其是对于大国来说， 制衡他国未必可以获得安全， 合作远比制
衡、威慑等其他战略手段的战略收益更高。 当然， 面对各种战略机制的失效， 国
家可以谋求破解归因能力的技术局限， 从而修复制衡和威慑战略的效果。① 但考
虑到短时间内实现技术突破并降低战略成本的可能性不高， 本文论及网络安全领
域内的战略选择，主要讨论放弃传统战略不信任、 突破囚徒困境、 谋求合作治理
的选择路径。因此，并非谋求在网络空间内修复制衡和威慑等战略工具， 而是探
索采取另外一种战略选择的可能性。
（一） 网络资源大国选择合作更具获益可能
在传统安全领域，军事威胁主要涉及领土及主权的完整性， 因此法国、 德国
和俄罗斯等大陆国家更容易受到周边国家的制衡。 而在金融、 贸易等非传统安全
领域，由于霸权国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更有效地提供部分公共产品， 因而在一定程
度上延缓了制衡的出现。新自由制度主义阵营的学者在分析大国制衡行为缺位现
象的成因时认为，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被纳入高度制度化框架下， 主导国
能够提供关键公共产品，② 保障其他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求， 使这些国家形成了
对大国构建制度的路径依赖。当然，在部分领域内 （例如金融），随着原有主导国
实力的相对下降，主要公共产品也存在供应不足的现象。 网络安全是一个典型的
非传统安全领域，目前的网络安全治理缺少制度支持。 主导网络安全制度和规范
的大国利用提供公共产品的机会， 可能会占更多的先发优势； 同样， 如果重复其
他领域内欧美主导的非中性制度框架， 则意味着权责不对称现象的再次出现。 所

① 作者在 #L!' 年发表的 《网络空间战略互动与决策逻辑》 一文中已经集中讨论了这一选
择偏好，所以本文希望换一个角度研究合作的可能。参见任琳： 《网络空间战略互动与决策逻
辑》，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L!' 年第 !! 期，第 %&
"L 页。
② 有关国际公 共 产 品 及 其 意 义 的 论 述 参 见：^>*.+-E :M `03?+-C-.9-.4 Z8203*3;- *3?
/-*?-.E>01 03 ,>- I3,-.3*,083*+ W;8382<= W]1+80,*,0834 :BC+0; X88?E4 *3? 7.-- A0?-E4I3,-.3*,083*+
6,B?0-E hB*.,-.+<4 d8!M #$4 H8M # a \B3- !"(!b 4 11M #'#
#$'f ^>*.+-E :M `03?+-C-.9-.4 I3,-.3*,083*+
:BC+0; X88?E F0,>8B, I3,-.3*,083*+ X8U-.32-3,4P2-.0;*3 W;83820; A-U0-F4 d8!M %R4 H8M ! a G*.;>
!"(Rb 4 11M !
!&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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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国要在互联网治理制度的塑造层面上， 尽量避免单个互联网技术大国试图塑
造的 “制度非中性”，在源头上避免利益受损。网络安全治理需要负责任的互联网
大国提供中性制度作为 “公共产品”，维持该领域内的秩序与稳定。
不可否认，互联网大国在提供公共产品、 维系网络空间安全方面， 有更大获
益的可能。在主观和客观上， 网络资源大国都应表现出更强烈的意愿。 但如何在
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能够将合作的潜在获益转化为大国的合作意愿， 仍然是一个
非常严峻的现实命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１．谋求安全手段的改变影响大国的战略意愿和选择偏好
从传统安全角度考量，各国 （特别是大国 ） 有必要担忧自身在实力分布中的
位置变化，防止其他国家获得超越自己的权力优势，从而危害自身的生存和安全。
一般来说，对手是具有对称身份的国家行为体， 身份辨识性强， 战略对策针对性
强，效果明显。越是大国越具有充足的资源， 可以通过制衡或其他战略手段谋求
安全。但在网络空间领域， 谋求霸权地位、 进行地缘布局、 动用制衡战略， 并不
能确保国家获得安全。即使是霸权国家，也无法实现 “网络空间零威胁”。由于在
网络空间内 “实力门槛” 的降低，威胁常常来自具有 “非对称身份” 的非国家行
为体，攻击源更加难以辨识。 但是， 在网络安全领域内， 制衡战略的直接受益很
小。由于大国对网络的依赖程度更高，受到攻击的目标更大， 遭受的损失也更大。
一旦举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受到攻击， 利益损失将十分惨重。 在这个意义上， 网络
安全领域大国提供公共物品的动机更强烈。
国家在网络空间里战略互动需要面对的 “非对称性问题”，不仅仅是攻击源身
份上的非对称性，更为严重的是网络作为虚拟空间营造出来的信息非对称性问题。
当国家面对某一次网络攻击时， 甚至可能不知道报复对象是谁， 下一轮防御的重
点是什么；即使要报复， 连报复的意图该传递给谁、 怎么传递都是不可实现的。
从博弈的过程来看， 先发制人的战略拥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① 因为互动双方在
信息保有上是非对称的，谁先发起攻击则可能取得战略上的优势。 网络攻击的施
力者处于暗处，他可以在对方毫无知晓的状况下调查和分析攻击对象的系统弱点、
缺陷和运行规律，并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发起突然袭击。 这种性质的网络攻击是
防不胜防的。但是， 国家与国家、 国家与其他行为体的博弈是多次的重复博弈，
同时每次博弈的信息非对称性都是一般现实世界博弈无可匹敌的。 不断争夺先发

任琳：《网络空间战略互动与决策逻辑》，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L!' 年第 !! 期，第
%&
"L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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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优势，意味着网络战的恶性重复，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处
于网络的完全安全状况。 即使受攻击方是网络资源大国， 在技术、 制度、 软资源
上都拥有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能力， 可以通过以往受攻击的经验分析自身的系统
性漏洞等增强防御能力，但这种方式也只能避免某些形式的攻击。 同时， 由于网
Ｐ地址等方式的攻
络技术更新快，攻击方式不断变化， 仍然难以避免通过隐匿 Ｉ
击，在受攻击的时机和方式上， 网络大国依然是防不胜防。 如果核算成本， 网络
大国也是在做赔本买卖。合作远比开展无休止的网络战划算。 网络资源大国增强
防御能力、填补系统漏洞、进行系统维护的成本将是非常高昂的。 与传统安全领
域不同，为了谋求安全采取制衡却收效很低； 相反， 在传统意义上合作或追随是
为了获取收益，但在网络空间里却意味着获取安全。
２．网络安全领域大国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更充足
正如前文提及 ， 施韦勒认为 ， 制衡和追随 （合作 ） 背后的动机不同 ， 制衡
谋求的是安全 ， 而追随谋求的是收益 。 如果制衡等战略在网络空间失效 ， 也就
难以谋求安全 。 为了追逐更大的利益 ， 合作将是最优选择 。 对于小国来说 ， 搭
便车远比自行出力划算得多 。 不可否认 ， 网络安全领域大国提供公共物品的能
Ｐ地址等 ）， 技术扶持
力更充足 。 大国能提供更多的公益产品 （开发服务器 ，Ｉ
成本更低 。
目前 ， 发达国家与 发 展 中 国 家 在 网 络 资 源 控 制 上 存 在 着 显 而 易 见 的 差 距 。
在关键的基础设施方面 ， 以支撑全球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的海底光缆系统为
８） 进入商
例 ， 资料显示 ，“自 １９８８年 １２月开始 ， 第一条跨洋海底光缆 （ＴＡＴ
业服务 。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 ２００８年 ， 欧美公司垄断了全球光缆市场 ， 其铺设的
海底光缆普遍发端于欧美发达国家 ， 或者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中枢桥接点 。 虽然
从 ２００８年开始 ， 相关公司将投资方向转向了基础设施薄弱的非洲等地区 ， 但欧
美公司垄断海底光缆的事实没有改变 。”① 同时， 网络资源集中的趋势也非常明
显。以美国为例， 其控制了根服务器和地址资源等最重要的网络空间资源。 如
Ｉ
Ｐｖ
４架构下可分配约 ４３亿个 Ｉ
Ｐ地址，美国有 １５６７亿个，中国仅有 ３３亿个。美
ＣＡＮＮ） 等非政府组织掌握关键
国还通过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 （Ｉ
资源的分配权。关键性权力如域名控制和否决权由美国商务部通过与 “互联网名
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 的协议控制。② 由于发达国家在网络渠道和技术上的优

沈逸：《后斯诺登时代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L!' 年第 $ 期，
第 !!$
!!R 页。
!# 页。
② 汪晓风：《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载 《美国研究》，#L!& 年第 & 期，第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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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涉及信息流动的网络控制权上， 发达国家具有明显优势。 如威尔伯 · 施拉
ｌ
ｂ
ｕｒＳ
ｃ
ｈ
ｒ
ａ
ｍｍ） 得出结论， 经济上富庶的国家享有更多媒介资源， 在世界
姆 （Ｗｉ
信息流动中占据优势地位， 拥有相对多的可控权。① 需要补充的是， 如果得到恰
当引导，这些资源也可以转化为一些亟须提供的全球性公共产品， 维护网络空间
的安全与稳定。
３．大国合作所聚集的互联网资源带来巨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中美两国合作的互联网体量是非常庞大的， 巨大的合作潜力可以为两国带来
巨大的合作动力。除了共建安全互联网环境的利益驱动， 中美合作还可以优势互
１４年的互联网经济规模高达 ７７５３亿元人民币， 美国的微
补。一方面，中国在 ２０
软等互联网公司都在中国有着大量的业务； 另一方面， 美国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
丰富的互联网经济经验，都是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此外， 中美合作对于治理
网络空间安全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互联网合作项目也有很多，
例如伽利略项目、中欧先进网络高速互联以及相关应用合作协议。 这些大型的科
技合作项目，都可以为各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安全或其他社会效益。
（二） 网络安全治理合作大势所趋
网络安全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隶属国家安全的范畴。例如中美两国在网络
安全合作方面具有认知和利益上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两国进行合作，共同治理网
络安全事宜。美国认为网络安全是 “全球公域” 的重要领域之一，这些领域中存在
② 然而，在让渡网络控制权方面，美
的安全问题是全球性的，是各国共同面临的。

国又显得情非得已。美国把持着网络资源的控制权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
构” 仍然把持着互联网地址的分配、根服务器等核心资源的控制权、与世界最大的
③ 即使美国近期放出
路由器服务商思科公司密切合作） 和网络空间规范的主导权。

了下放网络资源的控制权和网络空间规范的主导权的口风，但目前的行动力度依然
不明。而中国一贯主张，互联网有关的各类公共政策问题隶属国家主权，作为国家

① N美O 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L 年版，第 RL
R&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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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 PC.*>*2 GM Z-32*.K4 
d8+M &&4 H8M & a \B3- #L!L b 4 11M !R$
!(#f 6BE*3 \M DB;K4 Y>- X+8C*+ ^82283E= P3 I3,.8?B;,083 4
)*E>039,834 ZM ^M= IE+*3? :.-EE4 !""(4 1M !牷任琳： 《全球公域：不均衡环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与权
力》，载 《国际安全研究》，#L!' 年第 R 期，第 !!'
!#( 页；马建英： 《美国全球公域战略评
析》，载 《现代国际关系》，#L!& 年第 # 期，第 %
!# 页。
③ 王义桅：《全球公域与美国巧霸权》，载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L!# 年第 #
期，第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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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但当我们罗列中美
重要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管辖范围。

两国所关心的网络相关问题时， 我们发现了诸多共同点： 美国关心关键基础设施
的安全、网络空间行动自由、 商业技术机密安全； 而中国关心社会政治稳定、 信
息基础设施和网络系统安全、 网络信息和数据安全。② 在与网络相关的基础设施
安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和维护信息安全等方面， 中美享有诸多共识， 可以开展
密切合作。
各行为体更乐于参与网络安全的治理，有借助双边对话推动的网络安全合作，
也有借助区域性组织平台开展的网络安全合作； 此外， 传统国际组织平台也被常
常应用于全球网络安全的治理活动之中，近年以来大国牵头的双边合作尤其活跃：
１．大国牵头的双边网络安全合作越来越活跃
网络安全领域内的合作逐渐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焦点。 在 ２０１３年的第五轮中美
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网络安全议题被作为焦点议题提出， 同年还成立了中美网络
安全工作小组。③ 美英的网络合作具有较长历史，２０１５年 １月， 英国首相卡梅伦
和奥巴马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英美两国今后将通过分享情报、 模拟试验、
包括测试两国银行系统抗进攻能力等方式加大网络安全合作。 美俄也将网络安全
合作纳入双边安全合作的重要领域清单之中。④
２．主要国家核心的区域性网络安全合作方兴未艾
以欧洲为例，欧盟相继通过了诸多网络安全治理的决议， 如 ２００２年的 《关于
６年的 《建立欧洲信息安全
在网络和信息安全领域的共同方法和具体行动 》、２００
１３年的 《欧盟统一安全战略 》 等，⑤ 以此作为区域网络安
社会战略的决议》 和 ２０
０
１年通过了 《网络犯罪公约 》， 避免了区域
全治理的行动纲领。欧洲委员会在 ２０
内各国由于量刑不一可能引发的纠纷， 在欧洲区域层面对治理网络安全提供了可
行性方案，对具有跨境性的网络犯罪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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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传统国际组织继续发挥作用
在联合国框架下，有 《联合国反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
罪预防办公室、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互联网治理工作组、 互联网治理论坛等组织
平台与规范框架。在国际电信联盟框架下， 有全球网络犯罪议程等相关报告和文
件，例如 《关于网络安全和网络犯罪的全球协议》，就协调各方力量、共同治理网
络安全问题提供了诸多规范文本上的支持。 这些传统的规范框架与组织平台为打
击网络犯罪提供了必要的国际法依据，统筹各方行为。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多方面， 我们依然不能将合作的潜在获益充分转化为
大国的合作意愿，但近期的这些合作努力也说明了大国对网络空间内安全获取渠
道的重新认识。通过彼此猜忌的制衡战略谋取安全的方式并不可靠， 合作治理才
是获取安全的重要渠道。

四

结论

本文回顾了传统安全领域中制衡战略的逻辑， 讨论了威胁制衡论、 利益制衡
论、实力门槛论等几种典型的制衡战略在实际应用中不断修正的表现。 在讨论了
制衡战略的现实影响、可能缺位和迟到的情况之后， 引发了我们对制衡战略进行
了深度反思。本文将制衡战略过渡到一个非传统安全领域内， 即网络环境对安全
问题的重构，例如网络世界没有地理的概念、 不受投放能力限制、 网络环境中各
行为体都有能力发动袭击， 主体显得更为丰富。 那么在网络这一非传统安全的领
域内，是否会有制衡战略的其他替代性战略选择， 例如， 追随、 不介入或者再进
一步选择抛弃过度的战略警戒而采取合作的姿态？ 体系压力、 战略博弈和安全诉
求会使国家趋向于选择制衡战略， 但地理限制、 实力对比和意图传递等因素都可
能导致制衡缺位的现象发生。 特别是在网络空间里， 各类沟通机制不畅、 意图传
递受阻、威慑等战略工具失灵， 制衡战略无法呈现出显性效果。 所以， 国家更加
倾向于谋求合作或追随的战略。其中，霸权国更能够且乐意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网络大国更加青睐通过合作规避非传统、 非对称、 难溯源的安全隐患。 网络资源
大国更具合作倾向的原因包括谋求安全的手段发生改变、 大国提供公共物品的能
力更充足、网络领域内大国合作可以带来巨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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