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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竞争行为表现出两大特性，竞争依赖性和独立性。国家竞争依赖性是国家控制支配对手国家的特

性，度量了国家竞争行为实际激烈程度，是国家竞争行为实际力量转换的基本竞争机制。竞争独立性是国家

竞争过程中自我支配自己竞争力的程度，是国家竞争安全性、自控性。独立性的大小表现为竞争国家调控竞

争状态、格局和模式的自由性、自主性和安全性。任何国家竞争行为，都必须平衡自控性和控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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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者们关于国家竞争行为依赖性，有不同的理解，并形成两大主要解释流派。一是现实主

义依存理论，具体包括理查德·库珀和金德尔伯格的经济依存理论、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的国

家竞争相互依存、敏感性和脆弱性理论、吉尔平的霸权依赖理论[1-3]。二是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依

附理论从解释世界发展贫富差距问题入手，认为处在世界中心的北方国家和处于边缘的南方国家之

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互利合作关系，而是后者对前者的附属关系和前者对后者的剥削关系。桑托斯新

依i附论指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存在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

依附三种方式[4]。弗兰克的宗主一卫星论、阿明的中心—外围积累理论、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
分别从宗主国殖民剥削历史与现今的剥削和控制、中心国资本自主积累和外围国家外向型依附地

位、依附国经济发展被动反映、中心国家利用政治霸权、技术、经济优势获得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经

济权力等方面阐述国家间竞争的依赖性问题[5-7]。 

不过，现有的相关研究，没有直接从国家竞争力角度阐述国家竞争行为依赖性，没有具体研究

独立性问题，更没有研究国家竞争依赖性和独立性相互关系问题。对此，本文将直接引入国家竞争

力，分析竞争国家间的依赖性和独立性，从理论上找出国家竞争力形成国家竞争依赖性和独立性关

系的根源。 

一、国家竞争依赖性 

国家竞争依赖性是指国家在竞争过程中受到竞争对方影响和支配的程度。竞争依赖性就是彼此

依赖。基欧汉和奈认为“依赖是指受到外部力量支配或相互影响的一种状态，相互依赖就是彼此相

互依赖。在国际政治中，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相互影响的情

形”[8]。竞争依赖性就是指国家在相互竞争中受竞争对方支配的程度，受支配的程度越大，国家竞争

的依赖性就越大。 

国家竞争依赖性是国家竞争行为的基本特性，其特点包括：①竞争国家行为存在着某种相关性。

这是竞争依赖性产生的基本条件，如果竞争国家既使有行动，但双方行为没有给对方行为施加影响

或支配，即行为相互独立，其行为因独立而谈不上依赖，也不存在依赖性；②竞争依赖性水平还取

决竞争国家双方竞争力大小，从实际上来看，竞争力越大的强势国家，它施加影响和支配的能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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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其依赖性就应当较小，当然，竞争对手竞争依赖性则相对地大；③竞争依赖性是一种行为被

强制和支配的程度，这种强制和支配从竞争力层面理解是竞争者竞争力被削弱的水平，从利益层面

理解则是竞争者利益被掠夺和垄断的水平。所以，竞争过程中，竞争国家从竞争过程中获得的净利

益取决于自己的依赖性支付和竞争对手国家依赖支付给自己的报酬之差；④竞争依赖是相互的，不

存在只有一方依赖另一方而另一方不依赖其竞争对方的情况，单边依赖行为是不会产生的；⑤国家

间竞争依赖虽然是相互依赖，但相互依赖不一定意味着彼此对等依赖，依赖对称性取决于双方竞争

力的对称性。基欧汉和奈的国家相互依存也存在着非对称性，但它们的非对称性由敏感性和脆弱性

决定，他们认为的“敏感性指的是在某种政策框架内所作反应的程度，即一国发生的变化导致另一

国发生变化速度的快慢和付出的代价大小”，而脆弱性是“每个国家试图改变政策以减少外部重要条

件所强迫付出的代价”，敏感性和脆弱性是衡量相互依存中包含着的代价和利益的尺度[9]。可见基欧

汉和奈是从代价、利益和反应快慢来界定其所谓复合依存水平非对称性的，而我们则从竞争行为相

关性和竞争力两方面直接定义竞争行为依赖性的。这是我们的竞争依赖性与基欧汉和奈的竞争复合

依存的重大区别。 

根据上述定义及其解说，我们给出计算与评估竞争国家行为依赖性表达方程。假设竞争国 A
和 B 竞争行为相关性系数为 R ，竞争力分别为 AF 、 BF ，竞争者 A 对 B 的竞争依赖性记为 ABR ，

B 对 A 的竞争依赖性记为 BAR 1ii，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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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AAB FFr /= 、 ABBA FFr /= 为国家 A 和 B 的竞争力之比，这里定义为国家竞争力对称

性， 1=BAAB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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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方差。 

由式（1）、（2）可知，国家竞争依赖性是国家竞争行为相关性和竞争力对称性倒数的乘积，本

质上是单位竞争力对称性上的相关性。竞争依赖性作为竞争行为相关性和竞争力对称性的函数，其

变化规律为：①依赖性与相关性成正比与竞争力对称性成反比，一国依赖性随相关性变化的速度递

增随竞争力对称性递减；②国家竞争依赖性随自身竞争力和对手竞争力的变化水平受竞争行为相关

性约束。当 0>R 时，国家依赖性随自身竞争力递减，随对手国家竞争力递增，随竞争力对称性递

减；当 0<R 时，国家依赖性随自身竞争力递增，随对手竞争力递减，随竞争力对称性递增；③国

家依赖性与其竞争力对称性系数的乘积等于相关性系数，即 RrRrR BABAABAB == ，这表明竞争者

依赖性和相对竞争力在相关性一定时，二者的变化是相互消长的。同时 RrRrR BABAABAB == 也可

以用来理解国家竞争行为相关性，国家竞争力对称性关系和依赖性的动态变化引起相关性；④国家

依赖性关于相关性是单位弹性的，因此，国家依赖性随相关性的变化是对等反应的。 

国家相互依赖性反映了国家竞争过程中竞争力的耗散特征。按照定义，竞争者因为依赖性而使

自己的竞争力无法得到有效发挥而受控于对手，对方也同时因同样的原因受控于自己。粗略地讲，

竞争国家对其对手国家的依赖性就是自己竞争力耗散水平，而对手国家相对应的耗散就是对手国家

的依赖性，也是给自己竞争力耗散的补充或报酬。有趣的结果出现了，国家因竞争依赖而削弱了自

己竞争力，又因对手的依赖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但国家竞争力是否提升，就取决其损耗和补充的

差值。 

假定国家 A 和 B 因依赖性而导致竞争力变化调整分别为 AV 、 BV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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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竞争力依赖损耗公式表明，竞争力占优的国家并不总是在竞争中取胜或得到好处，竞争力

强势者是否有竞争依赖优势，由双方竞争行为相关性类型决定。当两国竞争行为是正相关型

（ 0>R ）时，竞争依赖性将使竞争力大的国家获得竞争租金，而竞争力小的国家损失竞争租金，

两国之间的租金转为两国竞争力对称性之差与相关性之积，相关性越大，双方竞争力对称性越悬殊，

竞争力转移租金就越多。其结果是，竞争依赖性使竞争国之间竞争力发生了不利于弱势国家的变化，

竞争依赖性产生了强者淘汰弱者的趋势。这是竞争正向选择的发生机理，也是生物学中优胜劣汰的

重要机理。 

当国家竞争行为是负相关型时（ 0<R ），竞争依赖性将使竞争力大的国家竞争力减少，竞争

力强国向弱小国家支付竞争租金，弱小国家因依赖性获得了后发优势而提升了竞争力，竞争相互依

赖性使国家之间竞争力发生了有利于弱势国家而不利于强势国家的变化，竞争依赖导致弱者淘汰强

者成为可能。这就是竞争逆向选择产生的微观机理，也是生物学中弱者淘汰强者规则的微观机理。 

当双方竞争及其竞争力结构关系变化时，竞争依赖性导致国家间竞争力调整变化。 AV 、 BV 随

AF 、 BF 、 R 、 ABr 、 BAr 变化见表 1。 

表 1        AV 、 BV 随 AF 、 BF 、 R 、 ABr 、 BAr 变化 

AV 变化 BV 变化 
自变量 

0>R  0<R  0>R  0<R  

AF  递增 递减 递减 递增 

BF  递减 递增 递增 递减 

R  22
BA FF > 递增 22

BA FF > 递增 22
BA FF < 递增 22

BA FF < 递增 

ABr  递增 递减 递减 递增 

BAr  递减 递增 递增 递减 

资料来源：根据方程 3 和 4 整理而成。 

国家依赖性选择规律的实现意义是，在和平协作竞争环境中，大国或强国总是处于竞争优势地

位，竞争总是发生正向淘汰选择，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垄断集中现象将必然发生，大量弱者

将被强国淘汰，强胜弱败将持续上演。而且，双方竞争实力相差越大，强者淘汰弱者更容易且更快，

这预示者，强国淘汰弱国的顺序是从实力最小的国家开始，依次淘汰竞争力稍大的国家。这种淘汰

升序规则在任何竞争领域中都是如此，例如非竞争过度市场中企业竞争淘汰就是这种升序规则在作

用。战后国际社会不均衡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富国越富、穷国相对越穷，富人越富、穷人相对越穷，

特别是那些最不发展的国家及其人民，相对更穷，可能是这种依赖升序淘汰规则作用的结果。可以

肯定，在这种升序规则作用下，国际社会南北差距还将继续扩大。 

竞争正向选择淘汰环境中，弱小国家改变竞争处境的策略是：①提升竞争力，缩小竞争力差距，

减少竞争依赖性绝对水平；②结盟，寻求与第三国结盟，扩大外部力量援助水平，改变竞争力对称

性，减少依赖性；③调节竞争行为类型，改变竞争介入水平，降低与强国竞争行为相关性，降低竞

争租金水平。对于强势国家来说，其应对策略是：①增大自身竞争力，继续保持对竞争对手国的强

大支配力，增加对手国对自己的依赖性；②结盟以扩大自身竞争力；③相机改变自己竞争模式，维

持与对手国高竞争正相关性，并切实提高相关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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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相关竞争中，大国或强国因依赖性而损害了竞争实力，此时弱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而且

双方竞争力越不平衡，强国竞争力损耗越严重，转移给弱国的竞争力租金就越多，弱国获得的竞争

力补偿就越大，长期竞争的结果很可能是弱小国家削弱强大国家。弱小国家逆向削弱强大国家的可

能顺序是，最先削弱与其实力相差最大的强国，然后削弱次等强国，如此延续下去。所以，弱国削

弱强国的规则是降序规则。竞争逆向削弱的降序规则在所有竞争行为中都可能发生，不一定只发生

在国家之间。不过，降序规则的削弱功能只有存在竞争力差距时才能发生，一旦竞争力差距消失，

降序规则失去作用，竞争逆向削弱机制丧失功能。 

当国家间处在逆向削弱竞争环境中时，弱小国家维持竞争优势地位的办法是：①调节竞争状态、

格局和模式，提高竞争行为负相关性；②分散自身竞争投入，继续维持与强国实际竞争力差距，获

得尽可能多的依赖性回报；③结盟，保证自身安全。2006 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

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就是采用的上述策略。伊拉克反美武装现在也正使用这一规则与美军作战。一

切游击型战略战术的行动的力量就在于创造负相关型高依赖性关系，同时尽可能保全自己，弱小的

游击者才有取胜的可能。 

在逆向竞争削弱环境中，大国和强国的竞争策略是：①调节竞争状态、格局和模式，降低竞争

行为负相关性或转化竞争行为使之正相关；②减少与弱小国家竞争的竞争力投放水平，以直接平衡

双方竞争力实际差距；③扩大打击对手和保全自己的力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最近的伊拉克战

争，美国为改变自身不利的竞争依赖关系，不断调整方式，如谈判、停战、撤军等，以走向正相关

竞争关系，可以说就是竞争逆向削弱规律在起作用。 

不过，虽然国家竞争依赖性产生的逆向削弱降序机制，弱小国家有可能获得后发优势，改变双

方依赖性格局的可能，但弱国并不是必然能够成功地使依赖性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进化。其原因，

一是竞争行为负相关和逆向削弱能力，不仅与弱国竞争状态、格局和模式选择有关，而且与强国的

竞争行为有关，弱国不能完全地决定竞争行为类型。二是弱国可能的逆向削弱机制，其削弱是递减

的，而且当竞争双方竞争力相等时，逆向削弱机制失去效力，不能起到最终把强者淘汰出局的作用，

而只是起到竞争力平衡和对称作用。三是竞争正向淘汰机制是一种累积扩张机制，强国对弱国的淘

汰可以直接把弱国淘汰出局，而且强国竞争力的积累会加速对弱国的淘汰。四是强国因实力大，其

竞争力投放变化范围更大，具有更大的调节变动空间，而且其安全性更高，自我保护能力就越大，

和弱国相比，强国的正向选择可能性远大于弱国的逆向选择，强国的生存和发展概率远远大于弱国

的生存发展概率，这就是我们观察到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主要原因，也是国际社会各国发展差距

扩大的基本原因。总的来说，竞争依赖性使竞争国双方因依赖而损耗竞争力，但竞争过程中竞争正

向选择机制是主要机制，逆向选择是辅助机制，竞争的结果主要是强国淘汰弱国，弱国淘汰强国的

可能性相对较少。因此，弱国因竞争依赖性大，一般会处于不利的竞争态势。 

二、国家竞争独立性 

国家竞争独立性就是国家在竞争过程中选择竞争状态、格局、模式的独立程度，或者说独立支

配自己竞争力的程度。这里定义的国家竞争独立性和日常生活中所提及的独立性内涵十分接近，是

与竞争依赖性相对立的范畴。我们所设想的竞争独立性，一是应当与竞争者竞争力有关，竞争国家

竞争力越大，其独立性应该越大；二是要排除竞争对手行动的影响，以表达竞争国家行为不受外界

影响的自由性和独立性特征。独立性就是自己的独立性。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定义国家 A 和 B 独

立性为 IAR 、 IBR ，则 

AIA FRR )1( −=                                             （5） 

BIB FRR )1( −=                                             （6） 



 

 ·5·

（5）-（6）中， R−1 表达了国家 A 和 B 竞争行为非相关性水平，或者说是与自己行为净相

关性水平。因为任何国家自身行动相关性都是 1， R−1 中的 1 为国家行为相对自身行为的相关性，

R 表示两国之间的相关性，所以 R−1 实质是国家竞争自相关性和交互相关性之差，反映了竞争国

家行为自身决定的比例，或者说在竞争过程中，竞争国家可以自由支配的竞争力份额 2iii。这是本文

把独立性定义为 R−1 与国家竞争力乘积的主要理由。 

由独立性定义可知：①独立性是竞争相关性变量的减函数和国家竞争力的增函数，竞争力是增

加国家竞争独立性的关键变量；②独立性既然是国家独立支配自己竞争力的程度，因而它度量了国

家竞争过程中的实力保存水平与自我控制水平，独立性越大，国家就越安全，自控水平就越高。所

以，独立性就是竞争安全性和自控性。 

国家竞争独立性原理表明，现实竞争过程中，同样的竞争相关性，强国、大国比弱国、小国有

更大的独立性。所以在竞争过程中，大国和强国安全性更高、抗竞争风险的能力越强，而弱国和小

国则恰好相反，从竞争安全性、自控性讲，大国和强国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这就意味着大国行动

更自由，“单边主义”行动原则就是这一规律的现实延伸。不幸的是，小国安全性、自控性低，竞争

对己极为不利，而且实力相差越大，相对竞争对手的独立性就更小，小国因生存与安全保障更加很

难，在竞争过程中顾虑重重，胆小怕事，这是弱小国家生存的本能反应。这种本能反应的严重后果

是，弱小国家不能更加策略化地利用竞争逆向选择机制，发展自己和削弱对手而被淘汰。广大发挥

中国家依赖性增强，自主性、独立性相对下降，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过于弱小。 

竞争独立性原理的实现意义极大。根据这一原理，强势竞争者，一是可以通过结盟，扩大安全

性；二是可能利用自己较大的独立性优势，相机调节竞争状态、格局和模式，在允许的情况下，可

以实施单边主义行动；三是实行消耗战，削弱对手竞争力，充分发挥正向淘汰机制的效能。当前美

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倾向和结盟扩张，就有这一规律在作用 3iv。同样，根据独立性原理，弱者应当实

施的策略，一是通过结盟，扩大集体竞争力以增加安全性，应当说，结盟是扩大独立性和安全性的

首选方式；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竞争逆向削弱机制，尽可能消耗竞争对手的竞争力。 

三、国家竞争依赖性和独立性关系 

国家竞争依赖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统一的，二者的对立统一性是通过竞争相关性机制实现的。国

家竞争独立性和依赖性定义式都有相关性变量，说明相关性机制是竞争行为依赖性和独立性的数量

转换渠道。为说明竞争独立性和依赖性的对立统一性，我们联立（1）-（2）和（5）-（6）方程，

得到： 

2

)(

A

IAAB
AB F

RFFR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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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IABA
BA F

RFFR −
=                                        （8） 

B

AAABB
IA F

FFRFR )( −
=                                      （9） 

A

BBBAA
IB F

FFRFR )( −
=                                      （10） 

（7）-（10）式表明，国家竞争依赖性随独立性递减，而独立性也随依赖性递减，独立性和依

赖性相互消长，相互作用地统一于竞争行动之中。世界上任何事物之间的竞争，不论是国家间竞争，

还是企业集团和个人间的竞争，其独立性和依赖性都遵循相互消长规律。 

国家独立性和依赖性彼此相互影响之外，还受双方竞争行为类型的影响，竞争双方独立性、依

赖性随 AF 、 BF 的变化规律见表 2。 

表 2   国家竞争独立性、依赖性随 AF 、 BF 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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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0>ABR       0<BAR                0>IAR              0<IBR  

IAA RF 20 <<       IBA RF 2>       IBBA RFF 2/< ， 0>R      0>R   

减速递增         递增                 减速递增           减速递增 

AF  

IAA RF 2>         IBA RF <<0              —                 0<R   

减速递减            递减                 递增               加速递减 

IAA RF 2>        IBB RF 20 <<           0>R       IAAB RFF 2/< ， 0>R   

递增            减速递增            减速递增             加速递增 

BF  
IAA RF <<0        IBB RF 2>            0<R                    — 

递减             减速递减           加速递减                 递增   

资料来源：根据方程 7-10 整理而成。 

四、结论 

在竞争过程中，国家竞争行为表现出两大特性，竞争依赖性和独立性。国家竞争依赖性实质上

是国家控制支配对手国家的特性，度量了国家竞争行为实际激烈程度，是国家竞争行为实际力量配

置的基本机能和利益介入的实际程度。国家竞争依赖性现实物质层次的变更和利益追求层次的变

化，是国家竞争依赖性变化的深层表象。竞争独立性实质上是国家竞争过程中的安全性、自控性。

独立性的大小表现为竞争国家调控竞争状态、格局和模式的自由性、自主性和安全性。包括国家在

内的任何层次、部门、资源要素、职能的竞争，其依赖性是竞争者支配控制对手的特性，而独立性

则是支配控制自己竞争状态、安全、自由的特性。任何竞争行为，都是自控性和控他性的平衡统一，

任何竞争者，作为竞争依赖性和独立性物质载体，必须权衡自控性和控他性，以实现自己竞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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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ntry competition is un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inter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 The 

competition interdependence that is a basic mechanism of competitiveness between competitors,  which 

shows the extension of inter-control between the competitors and real competition strength. The 

independence that the country is self –controlled extension , gives the level of country security and 

self-control, the freedom and autonomy and safety  to adjust competition states, situation and methods. 

Any country falling into competition must balance the self-controlling and the cont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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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依赖性只是非合作竞争依赖性并剥离现实竞争行为中混同的协作行为。 
2 R>0 条件下成立。R<0 时，其意义有所不同。R<0 时，表明逆向选择可能产生的竞争双方竞争力

扩张机制，对抗性使国家凝聚力量的能力增强，同时也可能最大效率地创新，提高效率以面对不断

增大的竞争压力。 
3 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已为世界所共知。同时，美国不断加紧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联盟化进程，在亚

洲，美国强化美日、美印、美韩、美日澳同盟，抑制中国和挟持盟国；在欧洲，美国也采用同样的

同盟化策略，挟新老欧洲和北约，抑制俄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