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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美国特朗普政府至拜登政府，中美科技竞争愈演愈烈。总
体来看，中美科技竞争的主要对象在于争夺数字技术权力。作为一种将引领
智能工业革命、重塑世界格局的新技术，数字技术以其更迭周期短、扩散效
率高、影响范围广等特征正在改变权力的本质和国际分配格局。为探究中美
数字技术权力竞争背后的理论逻辑，文章将数字技术权力解构为三个要素
（实力基础、使用意愿和转化能力）以及三种类型 （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制
度性数字技术权力和观念性数字技术权力），基于这一框架，文章对中美数字
技术权力竞争做出了理论阐释。在中美科技博弈的大背景下，中美数字技术
权力竞争已对现有国际产业分工与国际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数字技术
权力本身具有稀缺性、等级性、周期性等特征，中美对于数字技术权力的激
烈争夺在未来并不会停止，在数字技术的应用规制与监管方面也存在合作的
可能性。中国在务实提高自身数字技术实力的同时，需避免与美国在竞争中
滑向 “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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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２０１８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中美经贸冲突一直持续至

今。继 “关税战”后，中美已步入 “科技战”阶段，高科技产品及相关服务

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的重点。尽管美国对华技术封锁由来已久，① 但真正引

起美国政府重视的是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该文件引起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

雄心的担忧，② 他们认为，中国的最终目的是在全球先进技术引领者位置上

对美国取而代之。③ 基于美国在科技领域对华实施的多重打压，国内外学界

甚至认为，中美正处于科技 “新冷战”、技术 “半脱钩”甚至 “全脱钩”状

态。④ ２０２１年３月，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就任后首场记者会上直言， “美中

会展开非常激烈的竞争”。⑤ 为什么中美会在科技领域陷入激烈竞争？一方面

是因为随着中国各方面的迅速增长，中美科技实力差距正在不断缩小，美国

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追赶压力。甚至有美国学者认为， “世界正从美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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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威：《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 “谜”》，载 《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８２～
８５页。

余永定：《中美是否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评 〈直面中美贸易冲突〉》，载 《新金融评
论》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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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单极体系转向两极世界，首次出现一个真正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竞争对

手”。① 另一方面，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具有推动国家整体实力迅猛发展，

变革国际生产和国际分工体系，进而提升一国国际政治地位的重要作用。②

美国欲护持霸权国地位，必须维护其在全球科技领域的核心垄断优势，打压

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是美国的不二选择。③

从中美 “科技战”的整体发展态势看，以人工智能 （ＡＩ）和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 （５Ｇ）为主的数字技术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随着全球步入

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革命时代，④ 数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被视为国家实

力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大国崛起的重大契机。有研究预测，到２０２５年，数字

经济总量将占全球ＧＤＰ的２４．３％。⑤ 仅从２０１７年到２０２０年，便有中国、欧

盟、日本、韩国等１８个经济体先后推出了人工智能战略规划，⑥ 意图在智能

革命中抢占先机。作为当前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从经济、政治、国家安

全等角度出发，于２０１９年发布人工智能战略规划——— 《维持美国人工智能领

导力》。⑦ 美国科技创新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 （ＩＴＩＦ）———通过对

人才、研究、企业发展、应用、数据和硬件等六项指标的综合评估，认为美

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总体上处于显著领先地位，而中国居于第二位，

紧随其后。⑧ 此外，中国在５Ｇ技术领域的追赶也已引起美国的警惕，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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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５Ｇ技术企业不断遭受美国及其盟友的多重打压。①

总之，在中美 “科技战”的大背景下，数字技术竞争已成为两国角力的焦

点，该角力不仅决定中美两国未来的国际地位，更是会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

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

由于数字技术对大国博弈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中美在数字技术领域的

竞争已不仅仅是对全球高端科技产业的争夺，更是对未来全球数字技术权力

资源的争夺。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极力促进中美走向 “经济有限脱钩”与
“技术加速脱钩”，尽管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之间的 “脱钩”趋势有所缓

和，② 但是可以预见，未来中美两个大国间的数字技术竞争趋势仍会愈演愈

烈。③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解答以下问题：在中美科技博弈的大背景下，

两国间的数字技术竞争将对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权力结构造成怎样的影响？

中美数字技术竞争这一现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权力逻辑？对上述问题

的回答，有助于解构中美数字技术竞争的理论逻辑，预判中美数字技术竞争

的未来发展趋向，从而为进一步把握中美两国关系的互动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当前，在中美战略竞争已成为常态的背景下，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博弈愈

趋激烈。数字时代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权力内涵、结构和体系均产生了重

大变革，新兴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决定中美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因

素。④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美大国博弈与科技竞争的既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几

个视角切入。

第一，基于拜登政府上任前后的相关表态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部分学

者对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政策进行解读，由此预判中美科技竞争的未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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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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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骦：《中美竞争背景下华为５Ｇ国际拓展的政治风险分析》，载 《当代亚太》２０２０年第１
期，第４～２９页。

倪峰、傅梦孜、唐永胜、王勇：《拜登时期中美关系前瞻》，载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１
期，第１０７页。

宋静、司乐如：《美国智库因素影响下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
坛》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６７页。

余南平、戢仕铭：《西方 “技术联盟”组建的战略背景、目标与困境》，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４８～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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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并据此分析相应的政策挑战。拜登政府是多边主义的奉行者，出于维护

美国科技领先优势和霸权地位、遏制中国科技崛起以及强化联盟关系的目

的，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对华采取精准脱钩的 “小院高墙”战略，① 并以
（西方式）民主价值观为纽带构建了所谓对抗中国科技 “威胁”的 “技术联

盟”体系，意图联合尽可能多的盟友共同抗衡中国。② 因此，国内一些学者

认为，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并没有改变遏制中

国科技崛起的实质，拜登政府本质上实施的是更加灵活务实的 “弹性遏制战

略”。③ 尽管拜登政府的竞争政策必定对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科技发展造成

重大阻碍，但有学者也普遍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遏制战略面临着一些

挑战。一是美国与盟友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如美欧之间在半导体等数字产

业方面存在利益诉求之争；④ 二是受美国政府内部的政治派系之争掣肘，拜

登政府的对华政策难以协调一致，其连续性也存疑；⑤ 三是拜登政府抗衡中

国的政策必定会面临来自中国的各种反制措施。⑥

第二，部分学者试图从 “地缘政治” “技术麦卡锡主义” “技术民族主

义”及 “技术政治”等理论视角出发，对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大国科技竞争的

特征和本质进行剖析，并结合中美科技竞争这一现象，分析大国战略竞争模

式的改变。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无疑将加速改变大国之间的

力量对比，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⑦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Ｋｕｒｔ　Ｍ．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Ｊａｋｅ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ａｎ
Ｂｏｔｈ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ｅｘｉｓ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赵明昊：《统合性压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新态势论析》，载 《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９期，

第１～１６页。

参见李庆四、魏琢艺：《拜登政府对华的 “弹性遏制战略”》，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年
第５期，第９～１５页；滕建群：《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前景分析》，载 《当代世界》２０２１年第７
期，第６２～６７页；赵刚、谢祥：《拜登政府科技政策及其对华科技竞争》，载 《当代美国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３期，第５８～７５页。

凌胜利、雒景瑜：《拜登政府的 “技术联盟”：动因、内容与挑战》，载 《国际论坛》２０２１年
第６期，第３～２５页。

叶成城、王浩： 《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初探》，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年第９期，

第１６～１７页。

李庆四、魏琢艺：《拜登政府对华的 “弹性遏制战略”》，第１５页。

Ｊｏｈｎ　Ｒ．Ａｌｌｅｎ，“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２０，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２０２０，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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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布 （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认为，在科技革命中占有先机并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

将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主导力量。① 当前，新兴技术领域已经成为地缘政治

的重要战场，这体现为美国政府将数字技术 “安全化”和 “意识形态化”。

有学者据此认为，美国已经成为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技

术民族主义呈现 “民粹化”和 “极端化”趋势，甚至可能走向 “技术麦卡锡

主义”。② 还有学者认为，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

将国际政治从 “地缘政治时代”推向 “技术政治时代”，既而孕育出 “技术

政治战略”，大国战略模式和战略思维将由此改变，而美国则正在 “技术多

边主义”框架下构建新的技术霸权体系。③

第三，针对数字技术为何在中美大国博弈中占据核心地位，学者们着重

从以下角度就这一问题试图给出合理解答。首先，从世界科技发展史的角度

考量，历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均导致世界霸权国易位，成为大国兴衰的转折

点。数字技术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底层技术和应用技术，也必将决定着美

国技术霸权的护持战略能否持续，中国能否实现高端先进技术破局进而解决
“卡脖子”问题，“科技战”的确攸关中美两国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④ 其

次，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发展将导致全球产业链利益分配

更趋不均，“数字鸿沟”甚至会导致国际收入分配格局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

固化。自美苏冷战后，自由贸易发展将国际秩序引入经济全球化时代，这轮

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点是，跨国公司主导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并通过全球

价值链的高低端异化格局实现国际收入的区别分配。⑤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ｈａｔ　Ｉｔ　Ｍｅａｎｓ，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ａｇｅｎｄａ／２０１６／０１／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ｈａｔ－ｉｔ－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ｈｏｗ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参见李峥： 《全球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影响》，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第３１～３９页；刘国柱：《地缘政治视野下的新兴技术与美国技术民族主义》，载 《当代世界》２０２０年
第１０期，第３０～３７页。

参见唐新华：《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５９～
８９页；周琪：《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正改变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模式》，载 《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１
期，第１～２０页。

参见郑华、聂正楠：《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的逻辑探析》，载 《国际观察》２０２１年第５
期，第１２７～１５４页；任琳、黄宇韬：《技术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国家与市场逻辑的博弈》，载 《世
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１３１～１５３页。

钟飞腾：《超越霸权之争：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第１～３０页；李滨、陈怡：《高科技产业竞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第１３５～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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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很显然会对现有利益分配机制造成巨大冲击，国际利益分配格局可能面临

重新洗牌。① 中美数字技术竞争实质上是对于高端科技产业和高端价值链地

位的 “攻守”之战。最后，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数字技术对于军事领域的

变革性影响尤其显著，特别是人工智能、无人机、面部识别等技术的应用会

将国家间的战争推向 “算法战”“极速战”，② 国家间的军事力量差距会被拉

大，因此，数字技术将主权国家对军事力量落后的恐惧感进一步放大。安全

困境导致大国不惜代价追求数字技术权力的绝对占优，中美数字技术的激烈

竞争更加剧了彼此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恐惧。正如罗伯特·吉尔平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所言，“新技术对维持经济竞争力和国家权力至关重要，所以，决定

哪一个国家将在开发和利用创新技术中领先或落后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③

梳理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当前学术界基于政策层面剖析中美科技博弈的

文献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理论深度的支撑，这类文献更倾向于从政策研究

的角度，对中美的策略选择与决策影响给出主客观分析。另一类文献则有意

将视野扩展到理论层面，力求以传统或改进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

学理论为依据，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背后逻辑与前景走向做出合理探究。但整

体来看，这类文献较少从 “权力”的理论视角阐释中美数字技术竞争，因

此，本文试图从 “权力”的理论视角出发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方面有助

于以理论和政策两个维度的结合，深度审视中美数字技术权力竞争这一现象

背后的大国互动逻辑；另一方面，基于 “数字技术”这一变量的研究也有助

于充实既有研究中的 “权力”理论分析框架。

—４８—

①

②

③

傅莹：《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４～１０页。
“极速战”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辅助极大提高战争决策速度和指挥效率，并且智能化的武器

系统将大大加速战争的进程，因此，“极速战”是一种智能时代全新的战争模式。２０１８年４月，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在 《人工智能改变世界》报告中提出 “极速战”概念，参见Ｄａｒｒｅｌｌ　Ｍ．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Ｒ．Ａｌｌｅｎ，“Ｈｏｗ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ｅｎｅｒｇｙｔｏｄａｙ．ｎ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ｏｌｉｃｙ／ｈｏｗ－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ｌｄ／。“算法战”是
指数据集和算法模型在未来战争中的应用。２０２０年９月，美国国防部 （ＤｏＤ）在 《数据战略》报告
中认为，现代战争已进入 “算法战时代”。参见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ＤｏＤ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０，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ｍｅｄｉａ．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２０２０／Ｏｃｔ／０８／２００２５１４１８
０／－１／－１／０／ＤＯＤ－ＤＡＴ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ＤＦ。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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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技术权力的理论框架构建

（一）数字技术的基本概念

针对 “数字技术”这一概念，首先， “数字”代表的是以计算、通信和

信息处理为基础的底层技术，其理论支撑是摩尔定律 （Ｍｏｏｒｅ’ｓ　Ｌａｗ）、吉

尔德定律 （Ｇｉｌｄｅｒ’ｓ　Ｌａｗ）和麦特卡尔夫定律 （Ｍｅｔｃａｌｆｅ’ｓ　Ｌａｗ）。① 因此，

从根源上来讲，数字技术仍然是信息技术的延伸。其次，随着信息技术的高

速发展，新一代的底层技术和应用技术都已历经了巨大的跨周期迭代，所以
“数字已经成为信息的基本属性”。② 最后，尽管 “数字”概念源起于自然科学

领域，但是它不仅限定了技术环境、技术对象等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还具有

从社会科学视角建构技术文化的理论意义，即数字化带来的冲击如何影响国家

的制度体系、民主价值观以及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发展等。③ 总之，这些不同层

次的理论视角均有助于理解中美数字技术竞争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与规律。本

文认为，数字技术是满足主体需求的，以计算、通信和信息处理为基础的各种

知识、工具、程序和服务的系统组合。也就是说，数字技术既包含 “硬件”实

体工具，如计算机、通信终端设备、数据存储设备及其内部组成部件等，也涵

盖 “软件”技术，如数据信息处理技术、算法模型等。

（二）数字技术权力的定义与构成要素

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罗伯特·达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Ｄａｈｌ）关于权力的定义

被奉为经典，他认为，权力就是Ａ迫使Ｂ去做Ｂ不愿做的事。④ 达尔对权力

的定义强调了三个方面：第一，权力拥有者Ａ出于主观动机行使权力，这表

明Ａ有行使权力的意愿。第二，权力的被作用者Ｂ的行动是在Ａ的强迫下

发生的，即Ｂ的行动表明了 Ａ与Ｂ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性互动。第三，Ａ
与Ｂ存在意愿冲突，权力的效力使得 Ａ的意愿优先于Ｂ的本体意愿。以上

对权力的定义实质上肯定了权力的资源基础的重要性，即物质资源的存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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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陶颖：《信息时代三大定律》，载 《河北企业》２００２年第Ｚ１期，第９１～９２页。

萨拉·普赖斯、凯里·朱伊特等：《数字技术研究 （世哲手册）》，史晓洁译，浙江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页。

江小涓：《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８期，第４～３４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Ｄａｈｌ，“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Ｎｏ．３，１９５７，ｐ．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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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基础要素，肯尼思·沃尔兹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Ｗａｌｔｚ）称之为 “经济、军
事和其他能力”。① 物质主义的权力定义固然可以很好地解释权力影响力的来
源，但是正如奥根斯基 （Ａ．Ｆ．Ｋ．Ｏｒｇａｎｓｋｉ）所言，“权力不仅是名词，它还
是一个动词，国家间关系也是权力的一部分”。② 奥根斯基在此强调的是运用
权力的意志，他认为，意志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③ 这一说法将权力的定
义扩展到主观性因素的领域，主观意愿成为权力构成要素的一部分。杨勇萍
和潘迎春则将国家意愿的内涵界定为国家间文化与身份的认同，并认为国家
权力、实力与意愿之间的关系为：“国家权力＝国家实力＋国家意图”。④ 有
学者认为，权力的现实性和有效性必须经由权力关系方可获取，权力关系在
权力的生效机制中起到了转化不对称资源的作用。⑤ 所以，通过权力关系转
化权力资源的能力也是构成权力本身的一个要素，能力毫无疑问是具有个体
差异性的主观要素。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强调， “我们必须了解一个
国家所拥有的权力资源，更要了解该国转化权力的技能”。⑥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应为———国家实力、国家使用权力的意愿和
发挥权力影响力的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将国家权力定义为，国家Ａ使用实
力根据自身意愿对国家Ｂ施加影响的能力。

关于本文的核心变量 “数字技术权力”的定义以及构成要素，结合上文
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将 “数字技术权力”定义为：国家Ａ通过在国际体
系中控制核心的数字技术资源，从而根据自身意愿对国家Ｂ施加影响的能
力。⑦ 在该定义条件下，数字技术与权力表现出两种关系：第一，数字技术
是权力的来源和独立施动变量，国家Ａ拥有的核心数字技术即是权力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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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７９，ｐ．１３１．
Ａ．Ｆ．Ｋ．Ｏｒｇａｎｓｋｉ，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ｌｆｒｅｄ　Ａ．ｋｏｎｐｆ，１９５８，ｐｐ．１０１－１０２．
李小华：《“权力转移”与国际体系的稳定———兼析 “中国威胁论”》，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１９９９年第５期，第４２～４５页。

杨勇萍、潘迎春：《美国对华 “新冷战”的演进逻辑》，第５４页。

马骏：《国际关系中的 “权力”问题———关系性权力观的视角》，载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４期，第１４６～１５６页。

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１３页。

本文对数字技术权力的定义、构成要素和分类的讨论，在吸纳以往文献理论的基础上，主
要借鉴了张发林、王传兴两位学者关于权力的相关理论分析，但由于研究对象存在着显著的客体性
差异，具体的分析框架、内容与两位学者的研究并不相同。参见张发林：《国际金融权力：理论框架
与中国策略》，载 《当代亚太》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２４～１５２页；王传兴：《大国权力来源变化与大国崛
起中的规范外化—内化———以中国崛起过程为例》，载 《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１５～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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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来源，并且数字技术实际上作为影响大国博弈的一个独立变量，通过

影响国家间军事和经济实力进而对国家间的权力再分配产生作用，确立新的

国际秩序。① 第二，数字技术与权力二者具有内在的交互关系，数字技术可

以转化为权力，权力本身也是一种广义的技术，之前的众多学者对此也有相

关论证。② 考虑上述数字技术与权力二者的关系，与军事、金融等传统的权

力竞争领域相比，数字技术权力应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是稀缺性，由于核

心数字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性，是只有少数国家才拥有的稀缺资源，

因此数字技术权力也具有稀缺性的特征。二是等级性，数字技术可分为核心

技术和一般技术，拥有核心数字技术的国家在技术分布结构中居于中心地

位，仅拥有一般技术的国家则居于外围地位，共同构成 “中心—外围”的分

布结构。在等级制结构中，一般技术国家对核心技术国家产生不对称依赖，

从而形成数字技术权力的等级性特征。三是周期性，数字技术本身具有生命

周期，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将从研发国向其他国家扩散，而随着技术

周期的更迭，数字技术权力也将步入周期性兴衰的轨道。总之，数字技术权

力具有稀缺性、等级性和周期性三个典型特征，这决定了中美数字技术权力

竞争的理论逻辑与未来趋势。结合数字技术权力的定义，我们将数字技术权

力的构成要素分为———数字技术权力的实力基础，数字技术权力的使用意

愿，以及数字技术权力的转化能力。

（三）数字技术权力的分类

从权力的不同定义与理解出发，国际政治学的学者们对权力的分类也各

不相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分类有以下几种：一是约瑟夫·奈主张的硬权力

与软权力的分类；二是苏珊·斯特兰奇 （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提出的联系性权力

和结构性权力的分类；三是迈克尔·巴内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和雷蒙德·

杜瓦尔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ｕｖａｌｌ）奉行的 “四种权力观”，即将权力划分为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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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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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３３，Ｎｏ．２，２０１９，ｐｐ．２８６－３０３．
参见姚国宏：《权力知识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年５月，第３８～８５页；景

秀艳：《网络权力及其影响下的企业空间行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年５月，第

５９～１１２页；Ｒａｐｈａｅｌ　Ｋａｐｌｉｎｓｋｙ，“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７，Ｎｏ．２，２００４，ｐｐ．１１７－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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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四类。① 以上三种分类方法有

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权力的属性，同时也给了我们划分数字技术权力类

别的启示。约瑟夫·奈在 《硬权力与软权力》一书中提出了权力可分为硬权

力与软权力两大类别的观点，他认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属于典型的
“硬权力”，可用来影响他者改变其地位，是一种依赖于 “劝诱”和 “威胁”

的权力，属于直接作用于对象的权力类型。同时，权力还可以间接的方式影

响他者，例如，其他国家因羡慕美国的经济繁荣景象和开放水平，从而自愿

追随美国。从这个角度来讲，“吸引”同 “威胁”一样是对权力的转化，二

者都能实现权力使用者的预期目标。这种间接的权力就是所谓的 “软权力”，

主要由诸如具有吸引力的文化、价值观、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无形的资源构

成。相对于 “硬权力”，约瑟夫·奈对于 “软权力”更为看重，“一个国家文

化的普世性及其建立有利的规则和制度、控制国际行为领域的能力是关键性

的权力之源。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这些软性权力之源正变得越来越重

要”。② 苏珊·斯特兰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出发，将权力区别为联系性

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两种类型。③ 联系性权力是指，行为体Ａ依靠不对称的互

动关系迫使Ｂ做Ｂ不愿做的事情的权力；而结构性权力是指，行为体在结构

性国际体系中形成规则、规范和模式的能力。相对于联系性权力，斯特兰奇

更为侧重结构性权力，她认为，“世界政治、社会和经济中的结构性权力这

一观念的提出，为的是要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国际关系学中所谓的现实

主义传统中解放出来”。④ 依据权力借以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类型 （特殊行为

者的互动关系、社会结构关系）和社会关系特性 （直接的、扩散的）的不同

组合，巴内特和杜瓦尔则是将权力划分为四种类型———强制性权力、制度性

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⑤ 这种权力的划分方法是以社会关系的类

型和特征为依据的，受此启示，本文从权力作用的关系性角度探究数字技术

权力的分类。总之，上述三种权力的分类方法关注的重点既有权力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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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韶彬：《国际政治中弱者的权力》，载 《外交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８７～９５页。

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第１１８页。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４７～２４１页。

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肖宏宇等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ｕｖａｌｌ，“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９，Ｎｏ．１，２００５，ｐｐ．４２－４４．



中美数字技术权力竞争：理论逻辑与典型事实 □　

又有权力的作用方式，还有权力的关系性特征，但相同的是都脱离了问题领

域，均从权力的属性出发进行分类。

本文参考上述分类方法，将数字技术权力分为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制

度性数字技术权力和观念性数字技术权力三种类型。第一，正如上文中对权

力来源的分析，现实主义权力的来源从物质实力扩展到国际制度与主观观念

范畴，有助于我们对权力这一概念形成更全面的解读。同样，从权力来源的

角度看，数字技术权力也应被分为物质性、制度性和观念性三种类型。事实

上，这三种类型的数字技术权力也确实可以全面有力地解读中美目前在数字

技术领域竞争的典型事实，本文将在第四部分对此予以详细阐述。第二，就

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而言，先前的众多学者又从行为体间权力的结构关系出

发，将之分为联系性权力 （或称 “强制性权力”）与结构性权力两种类型，

其中尤以乔纳森·科什纳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Ｋｏｓｈｎｅｒ）和苏珊·斯特兰奇的研究最

为经典，① 这在上文中也已有所讨论。但本文认为，对数字技术权力的分析

可以将联系性权力与结构性权力归为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进行讨论。由于在

中美数字技术竞争这一现象中，数字技术权力的作用主体与客体已经明确，

因此，统一类别下的分析更能清晰梳理中美数字技术竞争的事实脉络，更有

利于精准把握中美数字技术竞争的逻辑主线。综上，本文构建了数字技术权

力理论分析框架 （见图１）。

图１　数字技术权力理论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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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乔纳森·科什纳：《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李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年版，第７～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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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美数字技术权力竞争的典型事实

上文界定了数字技术的范围，并且选定数字技术权力的三个构成要素：

数字技术权力的实力 （包括知识、人才、设备等资源）、数字技术权力的使

用意愿，以及数字技术权力的转化能力。此外，本文还将数字技术权力划分

为三种类别，即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制度性数字技术权力和观念性数字技

术权力。至此，本文已完成了分析中美数字技术竞争的权力理论框架的构

建，接下来，本文将在此理论框架内对中美数字技术竞争的典型事实进行权

力逻辑的解读。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数字技术竞争中，数字技术权力既是

两国竭力争夺的稀缺资源，也是两国用以提高竞争能力的手段，这一点尤其

体现在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对华竞争战略中。

（一）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

在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类别下，首先，实力基础主要表现为中美数字技

术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分工地位，这是两国依赖数字技

术的结构性关系行使权力的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业链的布局也

赋的数量，在同一产业链中分居于不同的位置，从而获得不同的技术权力与

利益。具体而言，全球产业链体系结构从需求供给角度可分为上游和下游环

节，从利润增值角度可分为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环节。① 在数字技术的产业

链中，美国一直凭借核心技术的垄断优势占据上游。例如，在半导体的全球

产业链中，美国在研发和设计这两个上游环节占据优势地位，据此对下游的

制造和组装环节产生影响力。２０１９年，美国企业占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的

４５％，而中国台湾占６％，中国大陆则仅占５％。② 再看半导体技术的全球分

工合作，即使中国企业爬升到研发和设计的上游环节，如华为海思麒麟拥有

自主设计芯片的技术能力，但也要受到美国的核心技术限制，其电子设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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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括：《新冠疫情下美国霸权护持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基于权力与相互依赖视角的分析》，

载 《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２７页。

余南平、戢仕铭： 《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分析———以全球半导体产业为例》，

载 《国际展望》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８１页。

呈现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构性特征，不同国家(地区)依据所掌握技术的等级和资源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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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 （ＥＤＡ）工具软件仍要依赖于美国。① 因此，在半导体产业中，美国相

对于中国拥有绝对的实力和影响力。但在５Ｇ技术的基础设施产业方面，中

国则相对于美国拥有更多的实力。５Ｇ产业链由上游基站 （包括射频和基带

芯片）、中游网络建设和下游终端产品应用构成。② 在５Ｇ产业的国际技术合

作中，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截至２０１９年３月，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

企业在５Ｇ通信技术领域的专利数量占全球５Ｇ专利总数的３４％，排名全球

第一，而美国企业仅占１４％。③ 美国前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ａｒｒ）曾公开表态：“中国已经在５Ｇ领域取得了领先，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

没有引领下一个技术时代。”④

其次，在使用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的意愿方面，一是从中美两国间的战

略定位来看，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数字技术发展优势已经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形成威胁，因此，美国必须提前予以制止。⑤ 在数字技术领域，美国一直将

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美国国会研究局２０１９年直言：“中国是美国在国际人工

智能市场上最雄心勃勃的竞争对手。”⑥ 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也在
《５Ｇ竞赛》报告中将中国列为美国在５Ｇ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⑦ 以上事实

表明，在数字技术竞争中，美国已经明确要对中国使用数字技术权力。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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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产业战略规划的角度来看，随着数字技术在当前的全球科技中占据主

导地位，大国之间竞争的本质也转为数字技术产业竞争。换言之，数字技术

产业结构决定了一国的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进一步决定了国家安全。国

家控制产业链的主导因素是产业政策、核心技术与市场，① 因此，中美关于

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的竞争实质上是产业政策的竞争。中美分别根据各自的

实力制定了不同的产业战略。围绕数字技术战略规划，美国近年来发布了一

系列官方指导文件。一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在 《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

战略规划中明确将量子信息技术、５Ｇ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这三项数字技术

视为美国主导未来产业的基础。② 二是在５Ｇ技术领域。２０１８年１月，美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 （ＮＳＣ）发布 《保卫５Ｇ：信息时代的艾森豪威尔国家高速

公路系统》报告，提出美国要保持全球５Ｇ领导地位的目标。③ 中国方面，

２０１７年７月，国务院发布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文件，明确了人工智

能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到２０３０年 “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世界主

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④ 以上中美两国的产业战略规划均显示出两国提高数

字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而夺取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的强烈意愿。但对比

来看，作为守成国的美国显然在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竞争中采取了更加全面

具体的战略措施，这也从侧面凸显出美国面对崛起的中国有着更大的紧迫感

与恐惧感。

最后，实施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技术依

附、价值链低端锁定 （ｌｏｗ－ｅｎｄ　ｌｏｃｋｉｎｇ）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破坏重构。传

统依附理论兴起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

斯 （Ｔｈｅｏｔｏｎｉｏ　Ｄｏｓ　Ｓａｎｔｏｓ）将 “依附”定义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所

依附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张的限制，即统治国可以扩展自身的发展，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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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国的扩展只是对前者的扩展的反映。① 数字技术依附是指，一国在数字技

术产业中依靠其拥有的核心技术构造产业上游壁垒，从而统治居于产业下游

的国家。数字技术依附主要存在于生产者驱动型的全球产业链中，② 其中，

核心技术的垄断优势具有关键性作用。很明显，目前在半导体产业中，中国

对美国即是技术依附的被作用对象，中国受到美国的物质性技术权力的支

配，这表现为美国一直使用出口管制手段打压中国的现实。价值攫取既是美

国使用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的结果，美国通过扼制核心数字技术获得产业链

增值利润的大部；也是美国进一步提升物质性技术权力的方式，增值利润的

一部分以研发资金形式再投入到数字技术的创新流程。③ 价值链低端锁定是

指，技术强国通过在国际体系内配置技术资源，导致技术弱国被局限于从事

低附加值、低端产品的生产，④ 从而使一国的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现象。

价值链低端锁定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实施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的重要手段，也

是中国为掌握更多数字技术权力而必须寻求突破的枷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

数字终端设备产品的生产中，以全球智能手机的生产为例，美国凭借对智能

手机核心技术的垄断成为产业链的统治者，如美国高通公司为大多数手机提

供处理器芯片，谷歌为安卓手机提供操作系统，而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组装

则在中国大陆完成。以苹果手机的增值实现为例。苹果公司几乎获得了产品

一半左右的价值份额，而中国劳动力仅分得１％。⑤ 此外，产业链、供应链

的破坏重构也是美国转化物质性数字技术权力的重要形式，尽管这一形式对

国际体系破坏性巨大，但是却是主导国变革体系进而获取权力收益的另一种

途径。２０１９年４月，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委员会 （ＤＩＢ）发布 《５Ｇ生态系

统：对美国国防部的风险与机遇》报告，建议美国拒绝销售中国国有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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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Ｇ产品。①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拜登签署 《安全设备法》，防止中国华为、中兴

等被视为 “安全威胁”的企业从美国监管机构获得新的设备许可证，② 这是

美国政府从供应链、产业链的角度扼杀中国５Ｇ产业发展的又一举措，此举

将进一步打击中国在全球数字技术产业链中的地位。

（二）制度性数字技术权力

由于制度是非中性的，所以当数字技术的国际制度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提

供给体系内国家时，同样也具有非中性的特征。③ 由此，本文将制度性数字

技术权力定义为：国家通过数字技术相关的国际制度对他国产生影响力的能

力。关于制度性数字技术权力的实力基础，在数字技术的国际标准和规则制

定方面，一般而言，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制度话语权。美国由于

长期的技术积累优势，一直都是全球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的领导者。例如，

在人工智能技术中，包括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ＳｙｓｔｅｍＭＬ、Ｃａｆｆｅ和Ｔｏｒｃｈ等主流

的算法技术框架几乎全是由美国主导的。④ 但随着中国在５Ｇ技术领域逐渐

具有全球领先地位，在５Ｇ技术的全球标准制定中，中国已经获得与美国同

台竞争的资格。在５Ｇ技术的信道编码标准竞争中，美国支持的低密度奇偶

校验码 （ＬＤＰＣ）标准成为数据信道编码，而中国支持的极化码 （Ｐｏｌａｒ）标

准成为控制信道编码。⑤ 关于中美两国在数字技术的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方

面的竞争，最为激烈的是世贸组织 （ＷＴＯ）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的电子商

务规则谈判。中美两国分属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两个不同阵营，在

ＷＴＯ电子商务规则的诸边谈判中有着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诉求，美国提出的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计算设施非强制本地化”等规则，均属于较高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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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未来》，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７期，第２７页。

唐新华：《从频谱、供应链与标准看美国５Ｇ战略逻辑》，第６３～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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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而中国则更为关注 “跨境电商便利化措施”等相对较低的标准。① 目前

来看，由于多边体制框架下的 “规则导向”特征凸显，因此，ＷＴＯ电子商

务规则的谈判本质上是对权力导向的制度制定权的争夺，中美无疑是 ＷＴＯ
成员中最具实力的两个竞争对手。总之，在制度性数字技术权力的竞争中，

尽管美国具有先动优势，但中国也在迅速追赶，可以预见，中美对数字技术

全球标准和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将会愈演愈烈。

在制度性数字技术权力的使用意愿方面，美国表现出强进攻性的国家战

略意愿，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２０１９年８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

究院 （ＮＩＳＴ）发布 《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力：联邦参与制定技术标

准和相关工具的计划》报告，强调美国政府应当在概念术语、数据、技术安

全、风险管理等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② 此外，美国还一

直极力促进与欧盟达成 《跨大西洋人工智能防御合作》协议，并强调要超过

中国的规则标准，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标准制定、数据获取理念以及技

术伦理规则方面。而中国在人工智能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上并不及美国这么全

面，中国主要涉及大数据、云计算、语音识别和面部识别等应用技术领域。

因此，在制度性数字技术权力的竞争与使用方面，美国相对于中国有着更为

强烈的战略意愿与话语权追求。③

此外，制度性数字技术权力的主要实施方式包括制度诱陷、制度强迫和

制度孤立。④ 制度诱陷是指国家通过制定符合自身诉求的数字技术国际制度

以诱使他国主动加入该制度体系，从而为主导国的制度性数字技术权力所绑

定的现象。这一方式对于主导国制定的制度的吸引力有较高的要求，并且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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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中美数字贸易规则和 ＷＴＯ电子商务谈判的相关研究，参见徐程锦：《ＷＴＯ电子商务规
则谈判与中国的应对方案》，载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２９～５７页；柯静：《ＷＴＯ电子
商务谈判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走向》，载 《国际展望》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４３～６２页；石静霞：《数字
经济背景下的 ＷＴＯ电子商务诸边谈判：最新发展及焦点问题》，载 《东方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第１７０～１８４页；熊鸿儒、马源等： 《数字贸易规则：关键议题、现实挑战与构建策略》，载 《改革》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６５～７３页。
“Ｕ．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Ｉ：Ａ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ｏｌｓ”，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ｕｇｕｓｔ　９，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ｓｔ．ｇｏｖ／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ｌ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９／０８／１０／ａｉ＿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ｅｄ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ｌａｎ＿

９ａｕｇ２０１９．ｐｄｆ．
王磊：《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战略竞争的逻辑》，载 《国际观察》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１１３页。

张发林：《国际金融权力：理论框架与中国策略》，第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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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 “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但由于具有较高的合法性，普遍受到主导国

的青睐。与之相反，制度强迫则是主导国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他国接受主导国

制度影响的权力操作方式。相比于制度诱陷，制度强迫更易引发其他国家的

行为或意愿反抗，这种方式更能体现主导国的霸权行径，但有时主导国为实

现诉求也会同时使用上述两种方式。例如，美国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主

导的 “美式”数字贸易规则，但在使用签订贸易协定的手段时，有的国家
（如日本）为了向美国看齐而主动接受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① 有的国家
（如墨西哥和加拿大）则在与美国的谈判中迫于压力而接受部分 “美式”数

字贸易规则。② 因此，无论是制度诱陷还是制度强迫，二者都体现了权力实

施国通过制度性数字技术权力对目标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但相比于制度

诱陷和制度强迫，制度孤立才是美国在数字技术竞争中使用最多的对华战略

措施。制度孤立是指主导国联合体系内大多数国家制定符合其利益诉求的国

际制度，但将某些少数国家排除在制度外的权力实施方式。制度孤立是一种

较为极端的权力实施手段，它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权力作用中目标国与主导

国之间的制度性关联，主导国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使用该手段。但是，在现阶

段的中美两国数字技术竞争中，美国却频繁地使用制度孤立手段对中国施加

影响力。

其一，在５Ｇ技术领域，２０１９年５月，美国联合欧盟、日本、韩国等３２
国在布拉格召开５Ｇ安全会议，却未邀请中国加入。在此次会议上，各国签

订了 《布拉格提案》 （Ｐｒａｇｕ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美国在提案中呼吁他国拒绝与未

签署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协议国家的５Ｇ 供应商合作，明显意指中国。③

２０２０年３月，美国在 “布拉格５Ｇ安全会议机制”中主导了国际５Ｇ安全规

则的制定，实际上排除了中国在５Ｇ安全规则的制定权。④ 其二，在人工智

能技术领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新美国安全中心 （ＣＮＡＳ）发布 《民主技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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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周念利、吴希贤：《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演进研究———基于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的视
角》，载 《亚太经济》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４４～５１页；周念利、吴希贤：《日本参与国际数字贸易治理
的核心诉求与趋向分析》，载 《日本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３３～４３页。

周念利、陈寰琦： 《基于 〈美墨加协定〉分析数字贸易规则 “美式模板”的深化及扩展》，

载 《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９年第９期，第１～１１页。

王德夫： 《对 “布拉格提案”中 “安全关切”的解读与应对建议》，载 《中国信息安全》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３４～３７页。

王磊：《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战略竞争的逻辑》，第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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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联盟框架》报告，提议美国号召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盟国组成技术

政策联盟，以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对华竞争优势。① 事实上，
“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科技崛起”是美国政府对华科技博弈的首选政策。拜登
曾在 《外交事务》（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杂志上发表题为 《为何美国必须再次
领导———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其中提到， “应对中国
挑战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美国和盟国伙伴的统一战线”，“现在是美国领
导建立一个未来技术联盟的时候”。② 可以预见，制度孤立将是今后中美数字

技术竞争中拜登政府常用的方式。
（三）观念性数字技术权力
观念性数字技术权力是一国通过构建国际体系中数字技术的知识体系、

道德伦理准则和价值观等主观要素影响他国的行为或观念的能力。在观念性
数字技术权力的逻辑中，观念性要素成为主导国实力资源的基础，如数字技
术的知识 （包括专利）、数字技术的价值观念和数字技术的伦理道德准则等。

细究美国在数字技术发展中的行为实践可知，美国对观念性数字技术权力是

十分重视的。第一，在数字技术知识 （包括专利）方面，美国远远领先于中
国。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美国在预印本文库网站ａｒＸｉｖ共发表了３０７８篇与深度
学习技术相关的论文，而中国这一时期的相关论文数量仅为美国的一半。③

且近几年来，美国每年获批的人工智能技术专利数都能达该领域全球专利总
数的一半左右，专利引证数量更是高达全球６０％。④ 更重要的是，美国一直
指责中国 “侵犯”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 “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数字技术
专利，这正体现出美国意图使用观念性数字技术权力 “污名化”中国。第

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方面，美国在全球规则定义
上拥有主导话语权，而中国的话语权则非常微弱。近年来，由美国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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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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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琪、付随鑫：《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及政府发展战略》，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６
期，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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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洛马人工智能２３条原则”和谷歌在２０１８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原则，成

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原则。① 这两项原则主要涉

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责任以及人类价值观等伦理道德观念，是美国观念

性数字技术权力的表现。

观念性数字技术权力的实践则主要包括国际议程设置、主导技术治理体

系路径和建立国际主流技术价值观。首先，国际议程设置这一概念早在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就由罗伯特·基欧汉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和约瑟夫·奈提

出，② 他们指出，在 “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力图在国际组织中提出自身关注的议题，并通过议程的扩大或缩小追求自身

优势的最大化。③ 并且，针对某一具体的议题，一国的议程设置能力取决于

该议题领域内的权力分布。④ 张发林进一步解析了国际议程设置的权力属性，

他认为，国际议程设置 “是塑造或改变国际话语体系的必要过程，也是创立

或修改国际制度的关键路径”。⑤ 事实上，中美两国对于国际议程设置这一手

段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主导权上。区域层面，

美国主导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⑥ 和 《美墨加协定》（ＵＳＭＣＡ）

等巨型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中国则主导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ＲＣＥＰ）这一全球经贸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

则。⑦ 在多边层面，中美两国分别在 ＷＴＯ电子商务规则谈判中提出各自的

规则主张，力争夺取数字贸易规则这一国际议程设置的权力。２０２１年３月，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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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０～２３页。

韦宗友：《国际议程设置：一种初步分析框架》，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

第３９页。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３４页。

张发林：《全球金融治理议程设置与中国国际话语权》，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６
期，第１０６页。

事实上，在特朗普政府退出ＴＰＰ之前，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就已在美国的主导下制
定完成。而在美国退出ＴＰＰ之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中的 《电子商务
章》则承袭自ＴＰＰ，因此ＣＰＴＰＰ中的数字贸易规则本质上仍可视为美国主导的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
一部分。

许勤华、袁淼：《ＲＣＥＰ开启区域全面可持续发展进程》，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年第３
期，第４９～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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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向国会提交了拜登政府的 《２０２１年贸易议

程》，提出美国将重点在 ＷＴＯ中推动基于西方式民主价值观的国际数字贸

易规则。① 其次，在数字技术治理体系路径的主导方面，由于数字技术的实

践先于规则，所以关于数字技术的治理路径问题，中美有着不同的探索方

向。以全球数据治理为例。美国在个人数据领域选取了加强隐私保护的治理

路径，② 但在数据跨境流动的问题上，美国以自由经济理念为指导，主张最

大限度促进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③ 而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在数据跨境流

动问题上的治理诉求着重强调 “数据安全”与 “数据主权”，中美两国凭借

不同的数字技术治理理念对其他国家的观念产生影响，背后仍旧是大国间争

夺观念性技术权力。最后，在建立国际主流技术价值观方面，美国以所谓
“民主价值观”为导向，寻求建立 “民主技术联盟”以对抗中国。④ ２０２０年７
月，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言，未来１００年的通信基础设施应基于西方保护

个人信息的 “民主自由”观念，并指责中国没有遵循这种价值观。⑤ ２０２０年

８月，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Ｊａｋｅ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称，“是时候召

集全球民主国家制定一套明确优先事项了”。⑥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新美国安全中

心发布 《通用代码：民主技术政策联盟框架》报告，强调民主技术联盟必须

基于 “自由民主”“法治”以及 “人权”等西方式价值观。⑦ 上述事实表明，

美国政府在使用观念性数字技术权力时，一直将 “民主技术价值观”作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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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盟友打压中国的主要手段。同时也表明，国际主流的技术价值观念对于

一国获取观念性数字技术权力至关重要。

此外，美国一方面不断以所谓 “人权保护” “技术自由”等价值观念为
其数字技术的发展塑造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反而将 “数字技术威权主义”

的 “污水”泼向中国。① 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的是 “污名化”的观念性权力逻
辑，在国际政治中，主导国向他国施以 “污名化”手段，是其使用观念性权
力的一种方式。 “污名化”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观念与权力的共同作用过程，
“污名”作为一种价值性观念，承载着国际体系对受污国的认知与认同，进
而影响着他国对受污国的行为实践，因此 “污名”在国际体系的扩散过程就
是施污国观念性权力作用的过程。② 总之，中美之间的数字技术权力竞争不

仅限于技术本身的竞争，还是基于不同价值观、技术伦理准则等观念性权力
的对抗，这一点恰如尼古拉斯·莱特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Ｄ．Ｗｒｉｇｈｔ）所言，人工智能
正在 “数字威权主义”和西方式 “自由民主”之间重塑全球秩序。③

五、结　论

２０２１年４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ＮＩＣ）发布 《全球趋势２０４０：一个
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该报告认为新技术的快速更迭重塑了权力的本质，

并加剧了全球科技领导权的国家间竞争。④ 在当前全球化时代，数字技术的
发展、应用与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有着同步的互动关联，数字技术通过内
化为国家权力再扩散到国际体系，进而对国际权力分配产生影响，由此推动

大国间数字技术权力的争夺。中美是当今世界格局中最具实力的两个竞争对
手，且两国间实力不断接近，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水平均在快速地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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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红、李琳琳： 《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第７９～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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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靠拢。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存在差异，这就导

致了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更为复杂。以数字技术为主的智能革命是关乎中

美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实力的重要转折点，中美数字技术竞争的理论逻辑实

际上是对数字技术权力的争夺，并且，美国在打压中国的过程中也一直在使

用数字技术权力。在中美科技博弈的大背景下，两国间的数字技术权力竞争

已经对现有的国际产业分工与国际秩序造成了影响，无论是美国政府对全球

数字产业布局的体系破坏，还是美国联合其盟友共同打压中国的半导体、人

工智能、５Ｇ等技术发展，都严重扭曲了现有的国际产业布局和技术发展体

系。但是由于数字技术权力本身具有稀缺性、等级性、周期性等特征，可以

预见，中美对于数字技术权力的激烈争夺并不会就此削弱停止，反而将愈演

愈烈。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美在数字技术的应用规制与安全监管方面

具有可探索的合作可能性。例如，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反恐斗争中，中美可考

虑在人脸识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与经验分享方面加

强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① 中美在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合作不

仅关乎两个大国的未来，更关乎全球各国与人类的未来发展走向。综上，中

国应进一步提高数字技术竞争实力，但同时更要避免与美国在竞争中滑向
“修昔底德陷阱”，因此，思考如何与美国在数字技术权力的竞争与合作中保

持良性平衡，应成为未来研究的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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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磊：《人工智能时代的恐怖主义：挑战与应对》，载 《和平与发展》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１３１～
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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