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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随着军事优势的下降，美国再也无法确保一旦与中国开战，战

事将按照其设想发展。而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特别是反介

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意味着美国不能依靠加强作战

控制，来摧毁中国的防御力量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有鉴于

此，本报告分析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选路径，双方遭受的

损失和其他影响，美方应采取的预备措施，以及美国在战争目

的与代价问题上的平衡策略。

我们认为战争将是区域性的常规战，主要作战力量是水面

舰艇和潜艇、飞机和各种导弹，同时伴随针对卫星的太空战和

针对计算机系统的网络战。预计战斗将在东亚打响，战场也将

局限在该地区。东亚地区是中美纷争的焦点，中国几乎全部的

军力都部署在这里。随着双方军事部署范围的不断延伸，以及

追踪和打击敌对势力的能力不断提升，西太平洋大部分地区会

沦为“战区”，并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即使常规战异常激烈，双方也不会因为损失惨重、

前景绝望、或者重要的利害关系，而冒险先动用核武器实施毁

灭性的核报复。考虑到中方常规武器的战斗力局限，预计中方

不会袭击美国本土，但网络战除外。相比之下，美方针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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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与中国开战：不可思议之议

国军事目标的常规打击范围更大。本项研究的时间范围限于

2015 年至 2025 年。

军事实力的发展，愈加突显慎重考虑与中国开战的必要

性。随着传感器、武器制导、数字网络等用于锁定敌军的信息

技术的发展，双方的军事力量已经足以给对方造成严重威胁。

这样一来，双方具备了在受到敌方攻击之前先发制人的手段与

动机，反而更倾向于在战争伊初就相互发动猛烈的打击；不过，

哪一方都无法掌控局势，同时又有足够的能力持续作战，即使

军事损失和经济代价剧增也在所不计。

中美冲突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陆地作战。此外，美中军队

锁定和摧毁对方的能力空前强大，即常规打击军事力量，可以

在几个月内极大地消耗对方战力。之后，双方会补充和加强兵

力，在工业、科技和社会动员等各方面展开较量。由于牵涉的

因素过多，结果无从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战争的代价会变

得越来越大。

尽管本项研究主要面向美国政界，我们希望中国的政策制

定者也慎重考虑与美国开战的可能进程和结果，包括可能对中

国经济发展的损害以及对中国团结稳定局面构成的威胁。我们

在公共领域鲜有发现，中国领导人对此给予应有的关注。

四种推演情景

战争的路径可能主要通过两个变量来界定：强度（从低强度到

高强度）和持续时间（从几天到一年或更久）。因此，我们推

演了四种情景：短期高强度战争、长期高强度战争、短期低强

度战争、长期低强度战争。战争的强度主要取决于两国领导人

是否在战争初始阶段就准许或节制军方执行坚决打击敌军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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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而鉴于两国都有财力和物力打一场持久战，战争的持续时

间主要取决于哪一方是否或在何时失去了继续作战的意志，抑

或是意识到战事持续下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我们将每种情景的影响分为军事、经济、国内政治、以及

国际影响等四个层面。军事方面的损失包括飞机、水面舰艇、

潜艇、导弹发射装置与库存、以及C4ISR系统（即指挥、控制、

通讯、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等系统），C4ISR 系统越来

越容易受到网络战和反卫星武器（ASAT）的冲击。经济方面

的代价包括贸易、消费和海外投资收入的萎缩。（能源供应中

断归入贸易萎缩的影响之中。）如果网络战从军事领域升级到

民用领域，并影响到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经济活动或将受到

进一步破坏。国内政治影响小到妨碍战争决策大到危机内部稳

定。国际社会的反应可能是支持、反对、或者变得不安定。

依照当前军事技术的进步速度，特别是中国的反介入／区

域拒止实力以及双方的网络战和反卫星武器能力，未来十年或

将出现重大变化，对 2025 年情景的分析将有别于 2015 年情

景。从现在到 2025 年，经济格局也将不同：中国经济有可能

超越美国，中国海外投资持续增长，两国都前所未有地更加依

赖计算机网络——不过这些变化尚不足以从本质上改变战争带

来的经济影响。要明确未来十年战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社会的

影响，会陷于更多推测成分。因此，对 2025 年情景的分析区

别于 2015 年，仅限于军事层面。

下面分析四种情景以及相关的损失、代价和其他影响：

• 短期高强度战争：如果美方或中方领导人授权军事指挥官

执行对敌猛烈打击的计划，战争将变得极为惨烈。若在

2015 年开战，美方的水面舰艇和空军将会遭受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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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航空母舰和区内空军基地；但中方的损失将会更大，

包括本土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几天之内，双方将明

确意识到，美方损失低于中国的现实局面将随着战事的持

续变得愈发明显。不过，若战争发生在 2025 年，美方的

损失将会增加，因为中方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实力得到加

强。相反，中方的损失将相应减少，但仍高于美方。届时

是否有一方会在持续的战斗后取得胜利，不得而知。从经

济角度看，即使是一场短期高强度战争，也将给中国的全

球贸易带来冲击。中方的国际贸易通道大部分经由西太平

洋战区；而美方的经济损失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与中国的

双边贸易。国内外的政治反应不会有多大影响。

• 长期高强度战争：若在 2015 年开战，一场高强度战争拖

得越长，结果和前景对中国越不利。不过，若战争发生

在 2025 年，初期战斗胜负未分，双方有动力继续作战，

尽管都已经遭受巨大损失，而且预期损失还会加重。虽然

美军届时获胜的机会要低于目前，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将获

胜。随着战事的持续，从黄海到中国南海的西太平洋大部

分地区，对海上和空中商业运输来说将变成危险地带。贸

易急剧下降，包括能源供应问题，或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严

重破坏。冲突持续越久，强度越高，其他国家卷入战争的

可能性就越大，特别是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其中最重

要的是日本。

• 短期低强度战争：鉴于短期内军事冲突的胜负难以捉摸、

局面失控的风险以及摄于重大经济损失，中美两国领导人

可能会拒绝授权对另一方军队实施全面打击。接下来的战

斗会受到严格节制，呈现低强度、零星化、不分胜负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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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军事损失也极小。假设两国领导人都倾向于、且有足

够的政治纬度达成和解，这场冲突随即结束，不会造成重

大的经济损失，也不会给国内外政治带来震动。

• 长期低强度战争：若战事有节制，损失也在可接受范围

内，双方或试图通过保持低强度的冲突来避免妥协的政治

代价。由于没有任何一方在军事上占据上风，这种情景可

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尽管战斗不激烈，但经济

损失将会增加，尤其是中国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

外政治反应将会激化，只是后果不如长期高强度战争那么

严重。

上述情景表明，中美双方先进的常规打击军事力量，可能

在战争初期乃至战事无限制扩大过程中造成重大的军事损失

（尽管不动用核武器）。一旦任何一方军队得到开火的授权，

双方控制冲突的能力将大打折扣。无论哪一方都会考虑先发制

人，以期在损失乃至战争的主动权上获得先发、可持续的优

势。这凸显了双方在常规打击军事力量和作战理念方面固有的

不稳定性。

到 2025 年，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实力加强，或将拉近

中美之间军事损失的差距：中方的损失仍会非常严重；美方

的损失虽然低于中方，但将远高于 2015 年的情景。届时，即

使美军取胜的机率降低，中方也难以获胜。由于双方都有能力

继续给对方造成严重损失，没有哪一方愿意接受失败。从历史

上看，面对破坏力极大但局势胶着的战争，交战国很难同意停

火。一场胜负不分的高强度持久战将令两国实力大损，无力应

对其他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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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军事因素的重要性

若双方陷入军事对峙，就意味着战争走向最终可能由非军事因

素决定。无论在目前还是未来，这应该有利于美国。尽管战争

将同时对两国的经济造成破坏，但对中国的破坏将是灾难性

的、持久的：若战争持续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
下降 25-35%，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5-10%。即使只是

低强度的冲突，除非及时结束，否则也将削弱中国经济。一场

长期高强度战争将会摧毁中国经济，来之不易的发展将陷入停

滞，社会将面临困难和混乱的局面。

中国经济遭到破坏，可能反过来加剧国内的政治动荡，给

分裂分子可趁之机。虽然当局及其安保力量大概能应付这种挑

战，但势必会在艰难的战时加重压迫，增加税赋，并削弱中国

政权的合法性。相比之下，无论战事持续多久、战况如何惨

烈，只要仍在常规战范畴，美国国内的党派纷争或会妨碍军事

行动，但不至危及社会稳定，更不用说国家存亡。若网络战持

续升级，一方面对双方都有害，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问题将

会更加严峻，政府在控制不安份群体时也会受到掣肘。

权衡起来，在长期高强度战争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反应

也将有利于美国一方。美国有东亚地区盟友的支持，使中国在

军事上不敢轻易冒进；俄罗斯、印度和北约 (NATO) 的反应不

会有太大影响。北约可以牵制俄罗斯，避免其在欧洲乘机发

难。如果日本是潜在争端的当事方，其有可能参战；如果日本

领土（那里有美国军事基地）遭到攻击，其参战几乎是可以肯

定的。考虑到日本政府放宽对宪法限制使用武力的解读及其提

升军事实力的计划有序推进，到 2025 年，日本的参战或将改

变战争的进程和结果。而中东地区愈加动荡的局势，可能会损

害中美两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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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结果证实了一个普遍认可的观点，即中美开战，

后果非常严重，双方应当极力阻止。虽然预期代价巨大，令致

任何一方都不大可能发动有预谋的战争，但双方政府仍需要强

大的危机管理机制并加强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所谓“军队国家

化”）。考虑到不先开第一枪的方针会招来致命后果，双方在

战争初期很难做到相互克制，尽管相互克制的意义重大。这就

要求双方具备实质上的合作能力，即使是在战斗打响后。因

此，两国领导人有必要进行即时和直接的沟通，无论在战端初

开之时，还是危机发酵阶段，这一点都同样重要。

因为美国可能无法控制或避免激烈冲突带来的巨大损失和

代价，也无法确保在冲突中赢得胜利，故必须预防自动执行

（而非主动发起）猛烈军事打击的风险。这就需要建立保险防

御机制：总统必须明确批准开展军事计划，而军事指挥官需要

向总统提交一系列可行方案。

尽管反介入／区域拒止实力加强，但中方在激烈冲突中的

损失更大。而且，中方在高科技、高速作战中的军民协作经验

也不足。中国领导人可能糊涂地认为，军事现代化的趋势是在

短时间内打赢战争。实际上，更有可能面临一场不分胜负的高

强度持久战，而经济、政治和国际影响都有利于美方。中国与

美国一样，有理由防止自动执行猛烈军事打击的风险，包括对

政治决策的明确要求。

建议美军采取的行动

战斗打响后，中方会对美方的行动作出判断，据此决定是否克

制对美军的打击力度。美军不应寄望于冲突发生后第一时间摧

毁中方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否则，危机的稳定态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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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使得中方倾向于先发制人，同时还会提高自动化军事打击

的风险，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从一开始就陷入激烈交火状

态。此外，美军不应当仅制订一套旨在迅速展开常规军事力量

打击的方案，以此预判结果或是限制总统的选择，更不应当在

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执行备用方案。大体上，美军应强调其在制

订长期高强度战争的方案并让中方知晓，这更有助于保持稳

定，至少起到积极的威慑效果。如果美方暗示其倾向于在中方

调动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攻击美军之前，先行实施针对性打

击，中方先发制人的风险将会上升。

除了防止危机演化成冲突、冲突愈演愈烈的措施，美方还

应投资生存能力更强的武器平台及其自身的反介入／区域拒止

能力，包括：导弹、潜艇、无人机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网络战

和反卫星武器，以此抑制中方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作用。

这些武器装备将打击中方的获胜信心，并有助于在危机爆发时

和冲突的关键初始阶段维持稳定态势。不过，上述措施无法恢

复美方在军事上的优势和控制力，也无法化减美国在高强度战

争中的巨大损失或经济代价。

虽然顾及全面准备与中国的低概率战争可能耗费巨大，但

美国仍应该做一些审慎的准备：

• 加强高强度作战下的可持续能力和生存能力

• 提高中国周边盟国和伙伴国的高优先级作战实力及军事协

同能力

• 与日本以及其他东亚盟国和伙伴国制订应急计划

• 就涉及对华冲突的突发事件与北约进行磋商，包括俄罗斯

和伊朗的可能反应

• 采取措施缓解中断从中国进口关键产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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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订阻止中国进口战略物资（如燃料）的方案。

根据美国法典第十卷和共同责任，美国陆军可以协助下列

工作：

• 投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例如，机动式路基导弹和综

合防空力量，以此加大中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预期损失

• 强化、倡导和协助东亚伙伴国建立强大的防御力量

• 评估在长期高强度战争情景下大量需要的武器和物资。

由于美方的上述举措可能被中方解读为敌对行为，美国各方面

（包括陆军在内）还应该扩大和深化中美两军之间的理解，制

定降低误解和误判风险的措施。

结论

尽管锁定目标技术的进步可投入常规打击作战并削弱了美方在

战争中的主导地位，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或者能

够取胜。中美战争可能以毁灭性的打击拉开序幕，战事将难以

控制，持续数月乃至数年之久，结果不分胜负，还会令双方军

事力量蒙受巨大损失。这样的战争持续时间越久，经济、国内

政治和国际影响的重要性就越明显。虽然上述非军事影响可能

对中方的冲击最大，但美国经济也将深受其害，连带美方应对

全球挑战的能力也受损。美方应做好与中方打一场长期高强度

战争的准备。与此同时，美方也要制订旨在限制战争的范围、

强度和持续时间的方案，加强文官控制体系，扩大与中方在和

平时期、危机和战时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