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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小册子的目的在于明确说明日本防卫政策的基本概念以及防卫省改革等最近的话题，
并具体提及针对改善国际安全环境的日本积极活动。

本小册子是为现在从事国防和安全工作的人员以及对日本防卫政策感兴趣的人们提供的。

希望本小册子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日本防卫政策，促进基于互信的关系，并提高在
亚太地区的日本防卫政策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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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防卫政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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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基本方针国防基本方针

国防基本方针（1957年５月）

1. 支持联合国活动，谋求国际协调，以实现世界和平
2. 稳定民生，以建立国家安全的基础
3. 整建有效的防卫力量
4. 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国防基调

其它基本政策 根据国防基本方针（1957年）的

1. 专守防卫
2. 决不成为对他国构成威胁的军事大国
3. 无核三原则

（不拥有核武器，不制造核武器，不允许核武器入境）

4. 文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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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计划大纲

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年度预算

根据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说明有关日本防卫力量的
整建、维持和运用的基本事项。
 1977(财政)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NDPG1976）
 1996(财政)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NDPG1995）
 2005(财政)年度以后的国防计划导则（NDPG2004）

防卫计划大纲

规定应有的防卫能力和完善目标

明示主要装备的整备数量和５年经费总额（限度）

基于最近形势，经过仔细审查，提出每年度所需经费

防卫计划大纲防卫计划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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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手段:武器装备的精确性和毁灭性提高，扩大到非军事领域

主体: 不易威慑的非国家行为主体成为重大因素

攻击目标: 软目标， 即使是联合国和红十字也会成为攻击目标。
还连累自己国家的人民

地区: 地区概念的扩大， 远程攻击，
远程对抗

速度: 在极短时间内攻击，难以预料，
不可缺少的迅速决策

新的威胁和多种事态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紧迫的课题。

军事组织扮演更广泛的角色，被积极用于预防冲突和复兴失败国家等各种目的。

○ 国际形势:新的安全环境的特点

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1)

防卫计划大纲2004防卫计划大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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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民族、宗教和政治体制的多样性

 主要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

 统一、领土问题及海洋权益问题

 军事力量的扩充和现代化

 北朝鲜的情况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道导弹、特种作战部队)等

○ 日本周边形势

防卫计划大纲2004防卫计划大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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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特点

- 安全上的脆弱性

- 自然灾害容易发生

- 必须确保海上交通安全

地理特点
● 陆地面积约38万平方千米(居世界第60位)
● 领海以及专属经济水域面积约447万平方千米(居世界第６位)
● 岛屿有6,852座*
● 海岸线33,889千里
● 22.9％的地震袭日本**

＊ 周围100米以上的岛屿数量

＊＊自1994年至2000年发生的里氏规模6.0级以上地震的频率

防卫计划大纲2004防卫计划大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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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安全的基本方针(1)

基本方针

日本安全的两大目标

防卫日本

(3)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为了达成两大目标

改善国际安全环境，
使威胁不会波及日本

三个手段

(1)日本自己的努力 (2)与同盟国的合作

防卫计划大纲2004防卫计划大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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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自身的努力

• 全力以赴作出努力，以防止威胁直接波及日本

• 在受到威胁时，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结合自卫队，警察和海上保安厅等
有关组织的能力，致力于应対

• 通过外交活动和其它努力来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以防止出现威胁

• 整建“多功能而灵活有效的防卫力量”

防卫计划大纲2004防卫计划大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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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美国的合作

・ 对确保日本安全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必不可
缺的

・ 日美的紧密合作关系在预防和应对新的威胁和多种事态上发挥重要作用

・ 主动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

共同战略目标、角色分担和兵力部署等

・ 致力于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

情报交换、作战合作以及反弹道导弹系统方面合作等

防卫计划大纲2004防卫计划大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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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 推进外交活动，其中包括战略性利用政府开发援助

• 主动积极地实施国际和平协作活动

• 通过与关注共同的安全问题的其它国家的各种合作，为中东至东亚地区的
稳定作出努力

• 对联合国改革作出积极努力

• 推进ARF等有关安全的地区多边框架的发展

防卫计划大纲2004防卫计划大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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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应对新的威胁和多种事态

应对下列事态

• 弹道导弹攻击

• 游击队和特种作成部队的攻击

• 对日本的岛屿的侵略

• 侵犯日本领空或特殊目的的武装船只等的入侵

• 大规模和(或)特殊灾害(CBRN)

BMD

2001年在西南海域发生可疑船事件

防卫力量的作用

○防备正规侵略

・ 完善冷战型防卫力量构想的转换

・ 彻底地重新审视并减少人员和装备

・ 确保最基本的防卫力量

○为改善国际安全环境的主动积极努力

・ 主动积极参与国际和平合作活动

→整建教育训练体制，部队待命态势、运输和其
它所需能力

・ 推进安全对话以及防卫交流，进行军控和裁军
面合作

防卫计划大纲2004防卫计划大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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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防卫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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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道导弹防御(BMD)系统是用于保卫日本国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纯粹防御性手段，
也是无可替代的唯一手段，并符合“专守防卫”防卫政策的原则。

1993年 12月 开始与美国就BMD进行磋商

1995年 4月 防卫厅开始BMD研究(BMD体制，经费估算等)

1998年 12月 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批准开始日美共同研究项目

(1999年8月与美国签订共同研究备忘录)

2002年 12月 日美防务峰会(石破－拉姆斯菲尔德)

“从将来开发和部署的观点出发进行BMD研究”［石破防卫厅长官］

2003年 5月 日美峰会(小泉－布什)

“日本将进一步加快对导弹防御的研究”［小泉首相］

2003年 8月 防卫厅第一次在预算要求(2004财政年度)中列入BMD相关预算。

12月 日本政府决定引进BMD体系。

2004年 12月 制定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表明了日本政府对BMD的强烈支持。日本和
美国签订BMD合作框架谅解备忘录(日美BMD框架MOU)。

2005年 7月 完善了应对BMD的法律(修改自卫队法82-2)。

10月 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2+2”)共同发表(日美同盟：面向未来的变革和重组)，强调日美BMD合
作的重要性

12月 日本政府决定开始共同合作开发能力升级型SM-3导弹。

2006年 6月 日美开始合作开发。

2007年 3月 爱国者PAC-3体系部署于入间基地(日本历史上首个拦截系统)。

12月 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金刚”成功完成SM-3发射试验。

弹道导弹防御弹道导弹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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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

战斗管理和通信战斗管理和通信
((C2BMC)C2BMC)

指挥、指挥、
控制和通信控制和通信
((BM/C3)BM/C3)

传感器传感器

武器武器

业
务
业
务

2012201220102010200920092008200820072007200620062005200520042004((财政财政))年度年度

系统设计、基本设计／制造等
(连接BMD系统)

与FPS-5的连接等

1号机(下甑岛)

2号机(佐渡)

3号机(大凑)

4号机(与座岳)

3套(笠取山、背振山、加茂)

第一艘(金刚：佐世保)

第二艘(鸟海：佐世保)

第三艘(妙高：舞鹤)

第四艘(雾岛：横须贺)

4个FU(高射教导队、第2术科学校：滨松)

4个FU(第4高射群：歧阜)

4个FU(第2高射群：春日)

4个FU(第1高射群：入间)

4套(大泷根山、经岬、轮岛、当别)

完善FPS-5

提升FPS-3
改的能力

提高宙斯盾
舰能力

提升爱国者系
统的能力

升级为自动
警戒管制

（JADGE）系统 与TPY-2的连接等

与预警信息的连接等

目前的弹道导弹防御(BMD)体系建设计划

※FU：Fire Unit(对空射击部队的最小射击单位) （2008年9月时的信息）

弹道导弹防御弹道导弹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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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美国在弹道导弹防御上进行紧密协调。美国拥有的BMD设备已逐步部署在日本，以确保日本和该地区的安全。

・ 2006年 6月：将X频相控阵预警雷达部署在日本航空自卫队车力分屯基地(青森县)。

8月：具有在飞行中段拦截弹道导弹能力的“夏洛号” 宙斯盾舰抵达日本横须贺。

9月：将PAC-3部署于驻日美军嘉手纳基地(冲绳县)。

12月：开始运用PAC-3

・ 2007年 6月：X频相控阵预警雷达移动到车力分屯基地的目的部署地。

2006年 2007年

6月 8月 9月 12月 6月

美国美国BMDBMD设备部署在日本设备部署在日本

FBX-T
部署

PAC-3

部署 开始运用

临时部署和运用 移动到目的部署地

美国海军军舰“夏洛”号(USS Shiloh)

弹道导弹防御弹道导弹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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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军事变革

○ 全球性军事态势的转变
防卫计划大纲(防卫计划大纲2004)

○ 三个手段

○ 在战略目标、角色分担和军事态势等整体安全议题上与美国开
展战略对话

探讨防卫力量的应有状态

关于包括重新审视驻日美军兵力构成在内的安全方面日美同盟的未
来进行日美协商

日本 美国

加强与同盟国的磋商
(2003年11月布什总统的演说)

日本自身的努力 与同盟国的合作 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执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完善有事法律
・国际和平合作活动

国家安全战略
(2002年9月)

日美协商的背景

日美协商的意义
国际形势依然不透明、不确定
 亚太地区存在不穏定因素(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各国军事力量的扩充和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扩散)

 反恐等安全方面课题趋于全球化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及日美两国间的合作关系所起到的作用

1. 确保日本的安全
2. 确保日本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穏定
3. 改善国际安全环境

⇒ 必须维持和强化日美安全保障体制

欧洲
(德国、英国等)

亚太
(韩国、澳洲等)

在未来十年内，自国外地区撤出约6
到7万名美军部队回到美国

有关未来日美同盟的安全方面的日美协商有关未来日美同盟的安全方面的日美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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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社会上推动民主主义和法治等基本价值

●进一步加强在国际和平合作活动等的日美伙伴关系

●促进削减和防止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防止和消灭恐怖主义

●提高联合国安理会的有效性(实现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迫切期望)

全球共同战略目标

●确保日本安全，加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

●和平解决各项北朝鲜相关问题

●欢迎中国发挥负责任和建设性作用，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

●鼓励中国提高军事领域的透明度

●鼓励俄罗斯建设性地参与亚太地区事务

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

第一阶段：共同战略目标 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

(简称“2+2会谈”(2005年2月)

第二阶段：作用、任务和能力

第三阶段：调整驻日美军的兵力部署

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

(2005年10月)

减轻当地的负担维持威慑力量

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

(2006年5月)

为实现共同战略目标的手段

日美协商的总体

有关未来日美同盟的安全方面的日美协商有关未来日美同盟的安全方面的日美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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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任务和能力(RMC)的基本思路

驻日美军整编的概要

(1) 防卫日本和应对周边事态，其中包括应对新的威胁和多种事态

⇒ 例如：为有效应对弹道导弹攻击和岛屿遭受侵略的日美防卫合作

(2) 为改善国际安全环境的努力

⇒ 例如：国际性人道支援活动、复兴支援活动、PKO、应对国际恐怖等

两大重点领域

府中横田

关东地区

厚木

岩国

关 岛

驻冲绳美海军陆战队约8,000人(及其
家属)迁移到关岛(第3海军机动展开
部队司令部等)

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59架)迁移

驻日美国陆军司令部改编，陆上自卫队中央即应集团司令部迁移等

史瓦布营区

嘉手纳机场
陆军贮油设施第1桑江贮油罐场
桑江营区
瑞庆览营区(Foster)

归还一部分横田空域等

航空自卫队航空总队司令部等迁移

普天间机场的迁移和归还

普天间机场
牧港补给地区(Kinser)

那霸港湾设施

座间

归还和共同使用相模综合补
给厂的一部分土地

冲 绳

训练转移
把在嘉手纳、三泽及岩国各机场的美军机训练分散到千
岁、三泽、百里、小松、筑城及新田原的自卫队机场

设施的共同使用
・ 陆上自卫队为进行训练而使用Hansen营区
・ 航空自卫队兼顾对当地的噪声影响，使用嘉手纳机场进

行与美国之间的共同训练(根据训练转移的实际情况应对)

Hansen营区

三泽

筑城

新田原

鹿屋

海军陆战队直升机(8架)向关岛迁移

海上自卫队飞机(17架)迁移

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用移动式雷达(X频
相控阵预警雷达)

车力

千岁

嘉手纳机场以南的土地的归还
[全面归还](共约895公顷)
・ 桑江营区(约68公顷)
・ 普天间机场(约481公顷)
・ 牧港补给地区(Kinser)(约274公顷)
・ 那霸港湾设施(约56公顷)
・陆军贮油设施第1桑江贮油罐场地区(约16公顷)(部分归还)
・ 瑞庆览营区(Foster)(约642公顷的一部分)

向本土自卫队基地迁移
・ KC-130(12架)迁移到岩国(向鹿屋和

关岛轮换展开)
・ 紧急时使用筑城和新田原两个基地

相模原

百里

小松

有关未来日美同盟的安全方面的日美协商有关未来日美同盟的安全方面的日美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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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洲、中东、非洲、中美等实施约在亚洲、中东、非洲、中美等实施约2020种国际活动种国际活动

 派遣近３万人次自卫队队员参加活动派遣近３万人次自卫队队员参加活动

(2008年11月的信息)

国际和平合作活动国际和平合作活动

20

柬埔寨
PKO
(92年9月～93年9月)
・工兵营
・停火观察员

洪都拉斯
国际紧急援助活动
(98年11月～98年12月)
・空运部队
・医疗援助队

印度
国际紧急援助活动
(01年2月)
・物资支援队
・空运部队

印度尼西亚
国际紧急援助活动
(05年１月～05年3月)
・医疗队和航空援助队
・海运部队
・空运部队

东帝汶
人道国际救援活动(向印度尼西亚派遣)
(99年11月～00年2月)
・难民救援空运部队

泰国
国际紧急援助活动
(04年12月～05年１月)
・海运部队

俄罗斯
国际紧急援助活动
(05年8月)
・海运部队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国际紧急援助活动
(06年6月)
・医疗援助队
・空运部队

伊朗
国际紧急援助活动
(03年12月～04年1月)
・空运部队

PKO 尼泊尔
(07年3月～)
・军事观察员

东帝汶
PKO(02年2月～04年6月)
・工兵部队
・司令部人员

巴基斯坦
国际紧急援助活动
(05年10月～05年12月)
・空中支援部队
・空运部队

阿富汗
人道国际救援行动
(01年10月)
(向巴基斯坦派遣)
・空运部队

根据反恐特别措施法的国际
合作支援活动
(01年11月～07年11月)
・海上自卫队
・航空自卫队

苏丹
PKO
(UNMIS)
(08年10月～)
·司令部人员

伊拉克人道国际救援活动
(向约旦派遣)
・难民救援
(03年3月～03年4月)
・难民救援空运部队
・对受灾人民的救灾
(03年7月～03年8月)
・灾民救援空运部队

莫桑比克
PKO
(93年5月～95年1月)
・运输调整中队
・司令部人员

卢旺达
人道国际救援活动
(向扎伊尔派遣)
(94年9月～12月)
・难民救援队
・空运部队

根据伊拉克人道复兴支援特别措
施法的应对措施(03年12月～)
・复兴业务支援队(～06年7月)
・复兴支援群(～06年7月)
・空运中队
・海运部队(04年2月～04年4月)

戈兰高地
PKO (96年2月～)
・运输部队
・司令部人员

土耳其
国际紧急援助活动
（99年９月～11月）
・海运部队

根据补给支援特别措施法的补给支援活动
(08年1月～)
・海上自卫队



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各种因素

日本防卫交流的质和量呈现深化和扩大趋势
 除了建立信赖关系之外，还需要建立和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关系
 交流的地理范围从近邻国家扩大到全球
 不但拥有睦邻性，而且也有务实性的交流以及

不但进行对话而且也进行实际行动的交流
将更加重要

防卫交流的基本方针

 防卫交流的基本方针
（基本思路）
 有效和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人员和预算）
 实施对应意义和目的的防卫交流
（未来方向）
 实施为加强国际合作作出直接性贡献的防卫交流

例如：直接有益于共享问题意识和政策协调的对话，直接促进自卫队顺利实施国际和平合作活动的共同演习训练等

 有效利用各种手段，以深化防卫交流
例如：参观部队，互派留学生，情报交流，装备和技术交流，提供自卫队的知识技能

2007年4月，防卫省制定

作为整个防卫省有必要从战略高度进行防卫交流

未来目标
•按地区和国家作出防卫交流计划
•中期防卫交流计划

安全对话以及防卫交流安全对话以及防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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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国定期进行协商的实施情况

ST
PM

PM・MM
MM

MM

ST

ST

ST
PM・MM

ST
PM・MM

PM・MM

PM・MM

PM・MM

ST

PM・MM

PM・MM

MM

SOT

PM・MM

ST

ST

ST

韩国

德国

美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英国
加拿大 中国

巴基斯坦
泰国

新加坡俄罗斯

越南

印度

北约

法国

澳大利亚

MM:
PM：
SOT:
ST:
VM:

菲律宾

PM・MM
新西兰

MM

（18个国家＋北约）

VM

PM・MM
ST

VM

SDCF：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安全防卫合作论坛

SDCF

防卫当局之间的对话
外务防卫当局之间的安全对话
高级事务级对话
幕僚之间的对话
副部长级对话

安全对话以及防卫交流安全对话以及防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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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亚太地区为中心的部长级对
话。

IISS亚洲安全会议
(香格里拉对话)

以海湾地区为中心的部长级对
话。欧洲、亚太地区的国家也
参加

IISS海湾会议
(麦纳麦对话)

中、北朝鲜、韩、俄、美、日
(6个国家)

东北亚合作对话
(NEACD)

防卫省参加的二轨对话(主要的)

建立信任的会间辅助工作组(ISG)(Inter-
Sessional Group)
救灾会间会议(ISM)
有关海上安全保障的会间会议(ISM)
有关不扩散、裁军的会间会议(ISM)
有关恐怖行动对策以及超出国境的会间会议
(ISM)

防务官员会议(部长会议、SOM、ISG时召开)

高官会议(SOM)
ARF安全政策会议(ASPC)

亚太地区的26个国
家(包括北朝鲜)、
1个机关(EU)

部长会议

东盟地区论坛(ARF)过程

亚太地区的负责防卫政策、防卫交流的局长级参加，将重点放在防卫方面，就建立信
任措施等交换意见。

东京防卫论坛

亚太地域的防御政策、负责防御交流的科长(上校)级参加，将重点放在军队的多样化
作用等防卫方面，就建立信任措施等交换意见。

东京防卫论坛分科会

防卫省主办的主要多边会议

多边交流

安全对话以及防卫交流安全对话以及防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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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卫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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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肩负我国防卫和安全重任的防卫省的工作，收到各种意见，基于这种情况，现在在
首相官邸设置防卫省改革会议(2007年12月到2008年7月已召开了11次会议)，站在国民的
立场上，从根本上研讨防卫省所面临的问题。

・ 由内阁官房长官、防卫大臣及有识之士构成。

・ 汇总成报告书于2008年7月15日提交给总理大臣。

防卫省改革会议

按照防卫省改革会议的报告书(参见下页)中所示的基本方向，为了实现防卫省的改革，于
2008年7月17日设置以防卫大臣为本部长的防卫省改革本部。

防卫省的研讨

频繁发生损害国民对防卫省、自卫队信任的丑闻和事故。

背景

防卫省改革防卫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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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提议(1)－改革队员意识和组织文化

改革原则

1. 严格遵守规则

2. 确立专业意识(职业意识)

3. 确立努力达到总体最优的任务执行优先型业务运营

○改革提议(2)－为了现代文民控制的组织改革

1. 组织改革的必要性

不仅是为了在现代安全环境下，防卫省、自卫队不再发生丑闻，还为了确保日本的安全和独立，并更切
实有效地执行改革原则

2. 战略层级－加强官邸的司令塔功能

制定安全战略，充分利用三大臣会议(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加强制定有关完善防卫力
量的政府方针的机制和支援内阁总理大臣的体制。

3. 为了加强防卫省的司令塔功能的组织改革

充实以防卫大臣为中心的决策机构，加强防卫政策局的功能，强化统合幕僚监部的功能，防卫力量整备
部门的一元化等

防卫省改革会议的报告书

防卫省改革防卫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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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制定了“有关防卫省组织改革的基本方针”和“实现防卫省改革的实施计划”

○ 2009年度实施的组织改革

①防卫会议的公式化 ②废止防卫参事官制度和新设防卫大臣助理

○ 2010年度实施的组织改革

①加强防卫政策局的功能 ②加强統合幕僚监部的功能 ③防卫力量整备部门的一元化等

○ 组织改革方面的考虑事项

①文官与自卫官的协调 ②为了顺利改成为新组织进行业务验证

有关防卫省组织改革的基本方针

※实施计划在每个年度要求概算等时候制定和公布

《第一次实施计划(2008年8月制定)》

○ 贯彻改革原则

①严格遵守规则(·整合各自卫队的警务队功能 (2010年度)·实施抽样监察等确保监察的严格性和实效性等)

②确立专业意识(职业意识)(·重新审视教育培训方法(2009～2010年度)·实施执行任务所须的基础教育(2009年度)等)

③确立努力达到总体最优的任务执行优先型业务运营

(・引进IPT手法，健全正确管理生命周期的体制(2009年度)

・健全在内部部局报道官的领导下能一元化掌握信息传递等的体制(2009～2010年度))

○ 根本的组织改革

2009年度和2010年度实施的组织改革 ※与基本方针相同

实现防卫省改革的实施计划

防卫省改革防卫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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