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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规则与标准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的

交通、运输变得方便快捷，使得国

与国之间的距离不再是障碍，从

而国与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的交流

与联系不再仅限于邻国之间，而

是在全球的范围内开展，国家与

国家的联系更加的紧密，“地球

村”这一个词形象地形容了现在国

际关系。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

交流的频繁，国与国之间的摩擦也

变得频繁与多样。由于国家之间

实力的不同，在全球的舞台中扮

演着不同的角色，各国在与他国

的经济往来的过程中发生摩擦时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最终往往

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实力强的国

家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对实力弱小

的国家可能采取经济制裁的手

段，从而影响其国家经济的发展

而达到目的。特别是随着中国经

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西

方国家和中国之间的摩擦也必将

不断地增大，国际形势也由原来

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

斯之间的斗争转变为西方国家对

俄罗斯和中国打压的局面，所以研

究经济制裁机制探源及趋势问题，

对中国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精准应

对经济制裁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制裁机制探源

通过文献研究可知，经济制裁

从 20世纪开始慢慢进入人们的视

野。通过对 1914年 -2021年间实

施的 242起经济制裁案例进行分

析，对经济制裁机制探源得到以下

结果。

在 1914 年到 2021 年间实施

的 242起经济制裁案例中，美国参

与的对外经济制裁高达 160起，占

到总案例的 66.12%；欧盟参与的

经济制裁高达 38起，占总案例的

15.70%；联合国参与的经济制裁高

达 36起，占到总案例的 14.88%；

经济制裁的发起方主要是美国、

欧盟和联合国，三方占经济制裁总

案例的 96.70%，且三者中美国最

多、欧盟次之、联合国最少。单边

经济制裁的次数高达 133起，占到

总案例的 54.96%，其中美国发起

的单边经济制裁次数高达 100起，

占到总单边经济制裁案例的

75.19%；多边的经济制裁次数 109

起，占到总案例的 45.04%，其中美

国参与的多边经济制裁 58起，占

到 总 多 边 经 济 制 裁 案 例 的

53.21%。从制裁方参与者的数量

看，单边经济制裁多于多边经济制

裁，在单边的经济制裁多发生在前

期，多边的经济制裁多发生在近

期，并且未来将以多边的经济制裁

为主。

通过对经济制裁案例的实施

时间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从

1914 年到 1945 年的 32 年间，经

济制裁的案例较少，总共发生 16

起，占据总案例的 6.67%，经济制

裁平均每年发生 0.50次；从 1945

年到 1991年的 46年间，总共发生

131起经济制裁的案例，占到总案

例的 54.58%，经济制裁平均每年

发生 2.85次；从 1991 年到 2008

年的 17年间，发生 77 起，占到经

济制裁总案例的 32.08%，经济制

裁平均每年发生 4.53次；从 2008

年到 2018年 11年间，经济制裁发

生 16起，占到经济制裁总案例的

6.67%，经济制裁平均每年发生

1.45次。

我们结合国际大事件发现，在

1945年全球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

织 -联合国成立；在 1991年世界

上最大的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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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在同一年《马斯特里赫

特条约》通过，标志着欧盟基本诞

生；在 2008年产生全球金融危机，

对全球的经济金融产生深远的打

击，开始出现逆全球化思潮；综上

我们从历史大事件角度出发，可

以把经济制裁分为：1914年 -1945

年的经济制裁的探索期、1945 年

-1991 年的经济制裁的成长期，

1991年 -2008年的经济制裁的成

熟期、2008 年 -2021 年的经济制

裁的常态期。

（一）1914 年 -1945 年经济

制裁的探索期

我们把 1914 年到 1945 年这

一时期命名为经济制裁的探索

期，也可叫做冷战前经济制裁时

期。此时期经过第一、二次世界大

战，世界格局由英国霸主向美国霸

主转变。美国以很低的代价获得

丰厚的回报，实现了此长彼消的

发展，奠定了其全球霸主的基础。

此时期，经济制裁主要发起方有英

国、1934 年由《凡尔赛条约》成立

国际联盟和美国，美国逐渐增多、

英国逐渐减少。随着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国联退出政治舞台。国

际斗争的主要还是以战争的形式

展开，经济制裁也是慢慢地启蒙

探索。

在同时期，由列宁领导的十月

革命推翻了沙皇俄国，成立了苏

联，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国家。由

于其当时拥有最先进的生产关系，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调动人

民的积极性，劳动热情高涨，虽然

经过二战的洗礼，苏联受到了一

定的影响，但相对于英法老牌资本

主义国家来说相对较轻得多，自身

的军事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

为后来形成两个世界超级大国、进

而两级分化格局奠定了基础。

（二）1945 年 -1991 年经济

制裁的成长期

从 1945 到 1991 我们定义为

经济制裁的成长期，又可称为冷

战期间经济制裁时期。该时期经

济制裁的发起方开始慢慢地多元

化，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经济制

裁手段处理国际问题。发起经济

制裁的国家或组织有美国、联合

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法国、阿

拉伯联盟等，该时期的经济制裁以

美国为主导，其他国家或地区还比

较少，特别注意的是苏联和联合

国，其在经济制裁中地位不容忽

视。这是因为二战彻底地改变了

国际形势，国际力量进行了重新

洗牌。此时期美国的实力远远不

是已经衰败的英法等老牌资本主

义国家和惨败的德意日轴心国能

比得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能与

其抗衡的是快速发展的苏联。此

时由于经历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

大战，美国和苏联都没有把握在军

事上明显地优于对手，加之双方都

有毁灭性的核武器威慑，使得双方

都不敢采取过激的行动，此时以美

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为苏

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采用冷战

遏制的方针是比较合理的战略选

择，经济制裁则成为实现这一战

略有效手段和集中体现，经济制裁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运用。

此阶段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对

象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由颠覆和打击反美或亲苏实力或

国家到宣扬民主人权、打击贩毒、

阻止核武器扩散以及打击国际恐

怖活动等方面。

而 1945 年联合国成立以后，

作为政府性国际组织机构，在协

调国际问题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其宗旨就是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以各国人民平等和自

主决策为前提的友好国际关系，

在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

主义等方面的问题展开合作与协

商，在全人类人权和民主等基本

权利方面起到促进作用。随着时

间发展，成员国越来越多，各国在

各个领域的合作更默契，在很多

领域达成一致，有联合国采用一致

的行动解决国际问题。当某些国

家或地区在和平、安全、人权、民

主等方面产生威胁时，代表联合

国多数成员国的意愿对其实施经

济制裁，给予惩罚。且在处理该类

问题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 1945年到 1953年，经济制

裁是全面的经济制裁，主要是战略

物资的全面禁运，主要是防止产

品、技术及资金向被制裁国家输

入。如美国在 1945 年、1946 年、

1947年进行多次调整出口管制措

施的基础上，于 1949年出台第一

部正式的出口管制法《1949年出

口管执法》, 建立严格的出口许可

证体系，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

展所需产品、技术、原料及设备实

施全面禁运措施。

从 1953 年到 1979 年逐步放

松的经济制裁。如美国从 1953年

开始，逐步着手调整贸易管控政

策，转向缩小管制范围、加强重点

物资管控的方针。陆续地起草了

NSC152/1-3 号文，到 1954 年美国

管制的商品从 1468 种锐减到了

787 种。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发

展、经济的快速增长，现有的管控

政策满足不了实际需求，产生的

不满情绪不断升级，为了顺应时代

的发展，美国于 1969 年颁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