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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法论中日钓鱼岛争端
及其解决前景
吴

辉

文章认为从国际法方面看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日本所主张的“无主地先占”原则根本
不能成立。根据联合国新海洋法和国际司法判例，钓鱼岛不应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亦不
具有划界效力。中日东海大陆架的划分应遵循公平和自然延伸的原则。在和平解决争端的前
景下．钓鱼岛问题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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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群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由５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和３个小礁组
成，其位置约在台湾东北１２０海里，西距中国大陆和东距日本冲绳各约２００海里。岛屿附
近水深１００至１５０米，与冲绳群岛之间隔有一条水深１０００米至２０００米的冲绳海沟。整
个群岛面积为６．３平方公里，其中以钓鱼岛面积为最大，约４．５平方公里。
钓鱼岛争端的产生与７０年代末关于钓鱼岛附近蕴藏有大量石油的“埃默里报告”的
发表有关。①自那时起，中日双方在岛屿主权问题上互不相让，斗争日益激烈。进入９０
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时代的到来，双方斗争更加尖锐。
从双方争论的情况看，中国（包括大陆和港台）学者多偏重于从历史和地理角度来论
证“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②这与日本学者侧重于国际法意义上的论述殊途而不同

①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在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Ｕｎｉｔｅｄ
Ｆａ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简称ＥＣＡＦＥ）新成立的“联合勘探亚洲海底矿产资源协调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ｆ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官方简称ＣＣＯＰ）赞助之下，由以埃默里

为首的中、美、日、韩四国１２位地质学家，在东海与黄海进行了６周的地球物理勘测。勘测报告由１２位
地质学家共同完成，于１９６９年出版，一般简称为埃默里报告（Ｅｍｅ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该报告对东海石油蕴藏作
了乐观的估计。
②这方面典型的论著有：杨仲揆《琉球古今谈兼论钓鱼台问题》，《烟台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孙淡宁编《钓鱼台群岛资料》，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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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消除分歧的难度。
本文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此争端及其解决前景做些深层次的探讨。

一、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综观中国政府的历次声明和大陆及港台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方面的坚定立场
是：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归纳起来，其理由大致有四：一是从地理上讲，
钓鱼岛群岛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大陆架上，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二是从历史上看，中国
人最早发现和命名了这些岛屿，在明清两代的使琉球录及中、日、琉的一些图志中并载明
了这些岛屿属于中国。三是从使用角度讲，中国渔民长期以来即在此海域捕鱼，利用岛屿
避风；明清两代册封使皆利用这些岛屿作为航标；１８９３年，慈禧太后曾下诏将钓鱼岛等３
个岛屿赏给臣民盛宣怀作采药之用等。四是从国际条约（国际法）角度讲，日本是通过
１８９５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占据钓鱼群岛，战后日本理应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有
关条款，将这些岛屿归还中国。１９５１年的《旧金山和约》和１９７１年的Ｅｔ美《归还冲绳协
定》丝毫不影响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与此相对，日本官方和学者（除井上清外）均坚持钓鱼岛是Ｅｌ本领土。其历史和法律
依据为：（１）钓鱼岛群岛（日称尖阁列岛）是日本政府在明治十八年（１８８５）以后，通过再三
实地调查，慎重确认该地不单是无人岛，而且也没有清国统治所及的迹象后，于明治二十
八年（１８９５）一月十四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于该地建设标桩，正式将其编入日本领土的；
（２）在历史地理上，钓鱼岛群岛始终是构成日本南西诸岛的一部分，而不是包含在基于明
治二十八年（１８９５）五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２条得自于中国清朝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
之内。（３）基于第２条的理由，钓鱼岛群岛不在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必须放弃的领土之
内。而是根据该和约第３条之规定，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
此外，１９７１年６月１７日签署的Ｅｔ美《归还冲绳协定》也把该群岛包括在归还区域之内。
（４）日本是依据国际法“先占”原则行事的，并通过民间实现了有效统治。①
比较中、日双方的主张，可以看出主权争端的关键问题有三，即：（１）中国所举的事实
能否从法理上证明在１８９５年以前钓鱼岛属于中国；（２）日本的“无主地先占”结论是否成
立；（３）战后美日之间的条约或协定能否作为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纷争，有必要从国际法上澄清以下几点：
（一）从时际法原则看，中国早在１５世纪即已通过发现这些岛屿而获得其主权。
众所周知，国际法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关系发展的产物，以西方的国际法原则来检验
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领土的合法性本身是不够合适的。即便如此，中国也并非找不到法律
上的依据。这里，我们可以导入国际法中的“时际法”（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Ｌａｗ）概念。
时际法，原为国内法原则，用以确定因法律变更而引起的新旧两法在时间上的适用范
围的问题。根据时际法，法律不溯既往。一种行为的效力，只能按照与之同时的法律，而

①古贺辰四郎一家曾于１８９６年后获得该群岛４个岛屿３０年开发经营权，１９２６年获得个人所有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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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按照争端发生或解决时的法律来确定。１９２８年，仲裁员休伯尔（Ｍａｘ Ｈｕｂｅｒ）在帕尔
马斯岛仲裁案中，首次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将其作为国际法原则适用于该案。不仅
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要把权利在时间上的效力区分为权利的创造和权利的存在，从而推
导出时际法原则所包含的两个要素：权利的创造必须根据创造权利时的法律予以判断；权
利的存在必须根据涉及该权利存在的关键日期（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ｅ）的法律予以确定。①这一引
申使时际法原则在所适用的法律上更加完善和严密。
自１９２８年帕岛仲裁案以来，时际法原则已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规则，因而也是我们
用以判断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有效法律依据。
根据休伯尔的著名论述，在判断钓鱼岛归属问题时将涉及到三个不同时期的国际法：
一是有关国家“发现”、“管理”、“行使主权”等法律事实发生时正在实行的法律，这应是１８
世纪以前的国际法；二是有关这些事实的“争端发生时”的法律，这应是本世纪７０年代初
的国际法；三是该争端应予解决时的法律，这显然是指现时或将来的国际法。按照休伯尔
推导出的时际法原则（亦称休伯尔公式）所包含的第一个要素，即“权利的创造必须根据创
造权利时的法律予以判断”，则判断钓鱼岛主权归属应适用的法律只能是１８世纪以前的
国际法。对于领土的取得，１８世纪以前的国际法承认“发现”或象征性占有为有效方式。
所谓“发现”，通常是指“自然界的发现或单纯的视力所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ｕ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ｒ

ｓｉｍｐｌｅ ｖｉ—

ａＤ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而言。也有人将其理解为“视力所及”，登陆或不登陆均可。②从各国的

实践来看，在１５—１６世纪，通过发现取得的领土或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事例，更是屡见不
鲜。
从中国方面所举的史料来看，中国至晚于１４０３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已有关于钓鱼
岛等岛屿的记载，这比日本声称的古贺辰四郎１８８４年发现该岛早４８０年。显而易见，根
据传统国际法关于“发现”可以作为取得领土的依据，钓鱼岛等岛屿至少从１５世纪就已成
为中国领土。至于在明清时期，这些处于边远地方的小岛上是否有中国人定居，并不影响
中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
根据休伯尔公式的第二个要素，判断钓鱼岛主权归属时还必须确定有关该“权利存
在”的关键日期。所谓“关键日期”，是指当事国双方在确立自己对某一领土的主权时相互
开始产生矛盾的那一天。③例如，在帕岛案中，法官休伯尔确定１８９８年１２月１０日是“关
键日期”，因为这一天西班牙同美国签订了巴黎条约，承认菲律宾为美国殖民地，并将帕岛
割让给美国，而美、荷帕岛之争也正是由此而起。类此，我们可以断定，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４
日，即日本内阁决议将钓鱼岛群岛“编入”日本领土的那一天，为处理钓鱼岛群岛主权争端
的关键日期。
现在的问题是在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４日以前中国是否继续维持了在钓鱼岛主权上的“权

①李兆杰：《国际法中的时际法原则》，《中国国际法年刊》，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０页。
②奥伦特（Ｏｒｅｎｔ）与冉契（Ｑｅｉｎｃｈ）：《对太平洋岛屿的主权》，《美国国际法杂志》第３５卷第３期，
１９４１年，第４４３页。转引自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页。
③刘文宗：《中国对钓鱼列岛主权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法制日报》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
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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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存在”。如果没有，日本就有凭藉“有效先占”法理取得钓鱼岛主权的可能。史实表明，
在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４日之前，中国至少已持续与和平地对钓鱼岛群岛显示主权权力达４００
年之久，这些显示已如前述中国在使用方面的主张。另外，在中国大陆学者吴天颖所著的
《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一书中还证实，中国早在明代即已将钓鱼岛纳入本国海防区
内，确立行使军事管辖。①因此，可以认定，中国在“关键日期”以前仍是钓鱼岛群岛的合
法主人。

综上所述，在１８９５年以前，钓鱼岛主权是属于中国的。这一点在国际法上是经得起
检验的。
（二）日本占有钓鱼岛的过程并不符合国际法上的“无主地先占”原则。
１５—１６世纪，在国际法上是“发现即领有”的时代，但到了１８世纪后半期，由于“无主
地”已被帝国主义掠夺殆尽，因而仅发现已难作为取得土地的足够依据。在这种情况下，
“无主地先占”原则就取代了原先的“发现”原则而成为取得土地的条件。在国际法上，取
得领土的“无主地先占”必须是“有效先占”，它要满足五个方面的基本条件才能成立：领有
的企图；无主地的确认；占领的宣告；占领的行动；实效管辖。②
为了证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日本一再声称它是根据国际法上的“无主地先占”原则
行事的。这里姑且不论中国的主张，单从日本占有钓鱼岛的过程来验证其主张是否成立。
从日本方面的资料来看，它确曾有过领有的企图。例如，明治十二年（１８７９），日本内务省
地理局在其编纂出版的《大日本府县管辖图》中，首次将钓鱼岛等岛列入琉球管辖；明治十
九年（１８８６），日本海军省水路局出版《寰瀛水路志》，将钓鱼岛、赤尾屿、黄尾屿划入日本洲
南诸岛。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领有企图存在明显缺陷：一是这种企图的主体并非日本中
央政府或内阁决议，因而并不是代表国家行为；二是当时中日琉球之争并未解决，中国清
政府从未承认琉球归属日本；三是这些企图具有片面性和不公开性。因而，日方的这种领
有企图在国际法上不具备实质意义。
关于无主地的确认，日本方面也确曾做过调查，但调查的结论是钓鱼岛等岛“并非无
主之物”。根据《日本外交文书》第１８卷的记载，１８８５年９月２２日冲绳县令西村拾三根
据日本内务省命令所作调查称：“关于使无人岛归属冲绳县下之事，虽不敢有所异议，然其
地势与日前所呈之大东岛（位于本县和小笠原岛之间）相异，且与《中山传信录》所载之钓
鱼台、赤尾屿、黄尾屿为同一之物，也无可怀疑。果为同一之物，则其不但既为清朝册封旧
中山王的使船所熟悉，而且也各别附有岛名，成为航行琉球的目标，此事甚为明显。因此，
对于此次与大东岛建立国标同样，一经勘查就马上建立国标之事，不胜担心之至”。⑧这
一调查报告表明，早在甲午战争前１０年，日本政府即已了解到这些岛屿并非无主地，至少
是可能同中国发生领土争议的地区。
关于占领的宣告，由于日本内、外务两卿担心中国的“疑惑”，在行动上采取了“秘而不

①参见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第４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②张启雄：《钓鱼台列岛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２２期下，第１１６
页。

③张启雄：《钓鱼台列岛岛屿主权归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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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伺机窃占的策略，因而它对钓鱼岛的占有自始至终没有作占领宣告。
关于占领的行动，日本是以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４日的内阁决议形式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
本国版图的。事先既没作占领宣告，事后也没有通知中国或明文写入条约，因而整个占领
过程具有明显的窃占特征。
至于实效管辖，日本至今找不出曾对钓鱼岛实行有效管辖的足够证据。日本方面虽
然一直有人打着日皇十三号敕令的旗帜，谎称钓鱼岛群岛的编入已包含在内，而事实上该
敕令仅仅是关于“冲绳县之郡编制”的地方行政编制法令，而不是关于国土编入的敕令书，
况且其中也根本没有钓鱼岛等岛在内。而现存于钓鱼岛上的“国标”，也只是在１９６９年５
月１５ Ｅｌ为石垣市所建，并非明治时代的产物。所以，并不能说日本在争端发生之前曾对

钓鱼岛群岛进行过实效管辖。
总之，就“无主地先占”的五个要素与Ｅｌ本对钓鱼岛的实际占有过程的比较来看，Ｅｔ方
行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有重大缺失，Ｅｌ本所谓的“无主地先占”之说完全不能成立。换言之，
日本并不具备取得钓鱼岛主权的法理前提。
（三）美日之间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不能视为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
这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首先，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是中Ｌｔ双方之间的问题，没有中
国的参与和同意，日本与任何第三方就此问题所作的安排都是无效的，并对中国没有约束
力。其次，在战后领土归属问题上，日本只能严格遵守其在１９４５年接受的《波茨坦公告》
及《开罗宣言》，美日之间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不能变更钓鱼岛的地位。根据《波茨坦公告》
和《开罗宣言》的规定，日本在战后理应将包括钓鱼岛群岛在内的台湾附属岛屿一并归还
中国，而根本不存在战后美Ｅｌ所谓的Ｅｔ本对钓鱼岛群岛享有“剩余主权”的说法。至于
１９５１年的对日《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苏等国的参加，因而是非法的，这一点，周恩来外
长在同年９月８日的声明中早已指出过。而与此相关的１９７１年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也
自然不能产生决定钓鱼岛群岛主权归属的法律后果。最后，美国也承认日美之间的条约
和协定并不表示美国承认Ｅｔ本对这些岛屿享有主权。美国很早就声明，“把原从日本取得
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Ｅｔ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Ｅｌ本增加
在他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Ｅｔ本行政
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直到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１ Ｅｌ，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仍表示：
“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①可见，美国政府也并没有
因条约和协定而承认Ｅｌ本对钓鱼岛群岛拥有主权。

二、东海海洋权益争议及其海洋法适用
中Ｅｔ在东海权益问题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
（一）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和范围。中国坚持大陆架是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支持大陆
架可以超过２００海里的观点，认为《联合国海洋法》第７６条关于“大陆架外部边缘从测算

①钟严：《论钓鱼岛主权归属》，《人民日报》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８日第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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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超过３５０海里”的规定是很合理的。①基于这一立场，中国声明，
“东海大陆架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不容侵犯的
主权”。②日本则坚持大陆架为２００海里，企图把钓鱼岛群岛包括在内。冲绳海沟的存在
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中国认为，冲绳海沟证明中国和日本的大陆架是不相连的，
海沟是两国的界线，海沟的因素在大陆架划分上不应被忽视。日本则认为，海沟在两国间
的大陆边的延伸上仅是偶然的凹陷，日本２００海里的大陆架权利不受影响。
（二）关于大陆架划界的原则。中国认为，划界“应在平等的基础上，考虑一切有关因
素，通过协商加以解决，等距离方法只有符合公平原则才能被接受”。③任何单方面利用
中间线或等距离线的划界不能算数。日本则主张中间线原则，坚持冲绳海沟因素不予考
虑在内，认为中间线才是合适的界线。
（三）关于岛屿海洋权益。岛屿的海洋权益主要涉及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四个方面。根据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２１条关于岛屿制度的规定，钓鱼岛可
以享有１２海里领海和１２海里毗连区，对此中日双方不存在争议。问题在于这些小岛可
否享有２００海里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中国认为这些岛屿不应拥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
区，日本的意见则与此相反。
从上述分歧不难看出，中日双方均力图将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划归已有。从海洋法
和国际司法判例来分析，中国的理由比日本充分、主张比日本合理。
第一，在大陆架定义上，“自然延伸”是确定大陆架概念的基本原则，２００海里标准只
有在符合“自然延伸”的基础上才起作用。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７６条对大陆架作了如下定义：“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
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
的外缘的距离不到２００海里，则扩展到２００海的距离。”在大陆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
量起超过２００海里的任何情况下，第７６条第５款规定有两种方式来划定大陆边的外缘。
一是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３５０海里；二是不应超过连接２５００米深度各点
的２５００米等深线１００海里。从公约对大陆架所下的定义可以看出，“自然延伸”是确定大
陆架概念的基本原则，它指明了“大陆架”一词的地质学渊源和它与沿岸国大陆领土的密
切关系。按照此一定义，并结合上述等７６条第５款的规定，中国最多可享有东海３５０海
里的大陆架，其位置可达到冲绳海槽中央。至于２００海里的大陆架范围，其本身并不是绝
对的，它建立在“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的基础上。换言之，如果受地理条件的影响，
某一海域虽然邻近某一国家，但该海底地形并不能构成这一国际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则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２００海里标准无意义。由于冲绳海沟属于过渡型地壳，其深度达１０００
米至２０００米，坡度很陡，可达１０度，且两侧地质构造性质截然不同：东侧为琉球岛弧，地
壳运动活跃；西侧为一个稳定的大型沉降盆地，因而冲绳海沟构成了中国东海大陆架与琉

①

中国代表在海洋法会议第９期后期会议上的发言，见《人民日报》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５日。

②

中国外交部１９７７年６月１３日声明，《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６月１４日。
③张启雄：《钓鱼台列岛岛屿主权归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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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岛架的自然分界线，理应作为划分大陆架疆界的事实根据。①
第二，东海大陆架划界应遵循公平和自然延伸原则。
一般认为，大陆架划分应依据自然延伸原则、公平原则、等距离原则等，但这些原则在
划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
公平原则是大陆架划界的基本准则。它表明，在大陆架划界中，不管采用何种划界方
法，都必须提供公平的解决办法，或者产生公平的划界结果，和达到公平的目的。②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第８３条中“以便达到公平解决”一语就是对公平原则的另一种形式的确
认和肯定。根据这一原则，在划界实践中应维护大陆架同陆地的延伸关系，把属于一国陆
地领土自然延伸的那部分划归给该国，从而使这种自然事实变成法律事实。
自然延伸原则是国际法中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基础，也是指导大陆架划界的根本原则。
自然延伸原则是指根据地质学上“大陆架是国家陆地领土向海下的自然延伸，海下陆架和
大陆，在形态和地理上构成一个单一体”的自然事实，因而从法律上确认“海底区域实际上
可以被称为该沿海国已经享有统治权的领土的一部分”，从而理所当然地属于沿海国的管
辖范围。③从法律上讲，自然延伸原则是国家对大陆架的主权权利的根据，这种权利是从
国家主权引伸出来的，是国家领土主权的一种表现。违反自然延伸的要求便是不合法的。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自然延伸是指导大陆架划界的根本原则。
至于“等距离原则”，本身并非大陆架划界的一般国际法原则。换言之，它并没有取得
一般国际法或国际规则的地位，因而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事实上，无论是在划界实践中还
是在国际公约中，等距离划界方法从来都没有上升到真正的划界原则的高度，它总是从属
于公平原则，受公平原则的支配。
基于以上分析，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理应遵循公平原则和自然延伸原则，并考虑到有
关一切情况，通过两国间的协议来划定。违背公平原则，不顾及与大陆架划界相关的地理
因素和法律约束，抽象地主张以等距离线或中间线划界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第三，从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域划界实践及司法判例来看，钓鱼岛不应享有大陆架或
专属经济区，亦不具有划界效力。
《海洋法公约》第１２１条第３款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
（ｒｏｃｋ），不应享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根据这一规定，岛屿不应享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
架具有两个标准，即（１）不能维持人类居住；（２）不能维持其本身经济生活。从逻辑上看，
凡是不合这两个标准中任何一个标准的岩礁，即不得享有大陆架及经济区；只有同时合乎
这两个标准的岩礁，方得享有大陆架及经济区。就钓鱼岛群岛的实际情况看，除了钓鱼岛
与黄尾屿外，其他均不能维持人类居住。另外，岛屿本身的资源（如鸟粪等）具有可耗竭性
和不具开采经济价值的特征，因而以其本身资源很难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由此不难推
断，钓鱼岛群岛不应享有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
从国际海域划界实践和司法判例来看，钓鱼岛群岛不具备划界效力。在国际海域划

①魏敏主编：《海洋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８２页。
②连春城：Ｃｋ陆架划界原则的问题》，《中国国际法年刊》，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９６页。
③魏敏主编：《海洋法》，第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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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中界岛（位于假想中线附近的岛屿）的划界效力可分为全效力、部分效力、零效力三
种情况，即岛屿可享有完全大陆架、部分大陆架、无大陆架。其中，那些面积微小、无人居
住、主权有争执的岛屿一般适用于零效力的情况，规定在划界时不予计及。例如在１９５８
年巴林与沙特阿拉伯，１９６８年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及１９７４年印度与斯里兰卡等的大陆架
和海域划界中，都曾作过这方面规定。①从国际司法判例来看，在１９７７年的英法大陆架
仲裁案中，仲裁法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赋予面积１９５平方公里、人口１３万人的海峡列岛
部分效力（甚至赋予零效力），其理由为：如果赋予该岛全效力，则势将破坏海岸总体地理
的均衡。由于钓鱼岛群岛处于中国大陆和日本冲绳之间海域的中线，全部面积仅为６．３
平方公里，且无人居住，主权有争议，因此钓鱼岛群岛应不具划界效力。
归纳而言，日本关于应使用中间线原则和冲绳海沟因素不予考虑，并意图以这些岛屿
为基点同中国等距离划分东海南部大陆架的主张在法律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三、解决争端的前景
钓鱼岛争端的解决必须遵循和平原则。首先，两国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都有义务遵
守《联合国宪章》第２条第３款的规定，即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其次，中日两
国在１９７２年的《中日政府联合声明》和１９７８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都已郑重确认要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
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②这些规定实际上为两国政府处理钓鱼岛纠纷指明了方向，
并对双方政府都有约束力。
在和平解决争端的前景下，钓鱼岛问题的解决可以有如下几种选择：
（一）搁置岛屿主权争议，共同开发海洋资源。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解决同周边邻国海洋争端的一贯主张。应当说，这一主
张是积极务实的。遵循和恪守这一方针，钓鱼岛争端就可望和平顺利地解决。其具体步
骤可以是：
首先，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和协商，尽力达成一项协议以实现“搁置争议”。协议内容应
包括这样几个要点：（１）双方同意搁置钓鱼岛及其周围水域（１２海里领海）的主权归属问
题，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各自对该岛的主权立场有任何改变；（２）成立政府间的联合委员
会负责协调和控制该海域的石油开发活动；（３）参加石油开发活动的公司，无论是当事两
国或是第三方的，均不意味着支持中日任何一方对钓鱼岛主权的要求。
其次，在进行共同开发的技术问题上可以考虑沿北纬３０度将东海划成南北两区。在
明确有关权利方所主张的大陆架范围的重叠区域的基础上，再行商谈合作开发。在北区，
中韩基于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要求与日本基于２００海里标准的等距离原则的要求相对讲
比较容易标出，因为日韩早自１９７４年起已有共同开发区。三方可就在重叠区域分享事宜

①有关论述可参见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８６年
版，第３章。
②详见《中日政府联合声明》第６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１条第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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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安排。在南区，明确重叠区比较困难。它涉及到冲绳海沟和钓鱼岛群岛在划界中的
地位问题。可以尝试的办法包括：一是中日双方回避钓鱼岛群岛周围１２海里范围的主权
问题，使之以中日未定界的联合开发面貌出现。彼此让步，共同开发石油。二是在中国主
张陆地领土自然延伸、考虑冲绳海沟影响与日本主张２００海里权利和中间线以及不考虑
冲绳海沟影响之间标明重叠区，然后商谈开发事宜。
（二）双方本着公平和互谅精神，运用成比例方法进行协商划界。
如前所述，在大陆架划界原则上中日双方尖锐对立。为了打破僵局，双方可以考虑撇开
钓鱼岛和冲绳海沟因素，在不违背公平的基础上，通过互谅互让寻求妥协。考虑到这一前景，
采用成比例划界方法便是解决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一条重要思路。所谓“成比例”，是指使
一国的大陆架面积与其海岸线长度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维持大陆架划界的公平。这一划
界方法早已为各国海洋法专家所公认，并被国际海域划界实践所广泛采用。因此，运用成比例
方法划分东海大陆架无疑是可行和适用的。其具体办法可以是：将东海大陆架沿北纬３０度划
分为南、北两区，在北区，由于中日两国海岸线大体上相类似，因而在这一区域不排除适用等距
离方法的可能性。在南区，中国东海海岸线达９００公里，日本琉球群岛面向东部的海岸线总长
度为３８０公里。按照成比例划界法，中日两国在这一地区大陆架的比率为６４．３％：３５．７％。①
这样，两国大陆架区域基本上与本国海岸线协调。
（三）在通过双边协调仍无法解决争端时，可考虑将问题提交国际法庭仲裁或接受司
法解决。
在国际法上，通过仲裁和司法解决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法律方法。在这方面
有很多先例，总的讲，作出的决定是公正的，得到了有关国家的尊重。中日双方虽均属亚
洲国家，一般不习惯于诉诸国际法庭，但在彼此僵持不下时，此种方法仍不失为一种选择。
按规定，不论是提交仲裁或是接受司法解决，均应有争端当事方的同意。从既有实践
看，日本对此种解决方法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中国方面则正处于由消极不信任向积极参与
转变的过程中。例如，８０年代后，中国开始把一些贸易、海运等方面的争端提交仲裁解
决。对于国际常设仲裁法院，１９９３年中国提出４名国际法专家担任仲裁员。自１９８４年
后中国在国际法院一直拥有本国国籍的法官，对国际法院的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注。对于

另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海洋法法庭，从法庭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确立，到形
成法庭规约、规则，再至选举第一届法官，中国都态度积极地参加了工作。目前，中国在海
洋法法庭及海底争端分庭拥有本国国籍的法官。因此，可以说中国方面正在具备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钓鱼岛争端的主观条件。另外，从客观实际看，钓鱼岛长期处于日本的实际控
制下，中国如不采取有效的法律步骤，久而久之在国际法上会被认为已放弃对钓鱼岛的权
利。所以，现实情况也要求中国着手从法律上考虑问题。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钓鱼岛主权归属及其海洋权益固然重
要，但它毕竟不是中日两国关系的全部。只要两国政治家和有识之士以大局为重，登高望
远，以坦诚务实的态度来处理双方的具体分歧，那么，钓鱼岛争端的解决并非遥不可及。
［本文责任编辑

李国强］

①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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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宋玉祥 中日钓鱼岛争端之解决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2006
钓鱼岛列屿系中国先民所最早发现并加以先占，且根据“中国世界秩序”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领土观，当然为中国固有领土。日本在甲午
中日战争中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割占了该列屿，并声称为其合法领土而强行占领至今，使该列屿问题成为中日双方严重的领土争端。本文拟从国际
法角度论证中国对于钓鱼岛列屿之无可置疑的主权，并探讨对中国来说最佳且可行的解决方式。
本文主要包括三部分，即序言、正文和结论。正文部分分为四章，其主要内容概要如下：
第一章简要介绍了钓鱼岛列屿的环境、价值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由来；
第二章陈述了中日双方对于钓鱼岛列屿之主权主张的依据以及该争端的症结所在；
第三章首先概述了国际法上的领土取得方式之流变，继而通过国际法上的领土取得规则，包括发现、先占、割让与所谓的时效等，充分论证了中国
对于钓鱼岛列屿之无可置疑的合法主权；
第四章通过对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研究，深入探讨了对于中国来说最佳且可行的争端解决方式。
通过以上研究，作者得出以下结论：在实体上，中国对于钓鱼岛列屿拥有充分、合法、无可置疑的主权；而在目前状况下，应切实加强对钓鱼岛列
屿的控制。在程序上，对于中国来说，外交方式是“相对可行而不可取”的，法律方式是“相对可取而不可行”的，强行解决钓鱼岛争端很可能是通过
外交方式并导致中日分割该列屿的结局。

2.学位论文 张璇 中日钓鱼岛争端与东海大陆架划界 2005
近年来，由于能源和领土纠纷中日关系日趋紧张，而钓鱼岛群岛争端一直是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争议的主要导火索，并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中日钓
鱼岛群岛争端的核心并不只是这几个小岛的主权问题，这一争端从一开始就与中日两方在东海的大陆架划界问题密切相关，牵涉到两国在东海的各项经
济权益。因此，从国际法角度深入全面的分析钓鱼岛争端的由来、钓鱼岛群岛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以及这一争端可能的解决方法对中国在解决争
端时维护自己的权益，缓和中日矛盾，尽快促成亚洲地区的合作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了论证钓鱼岛群岛的归属，我国学者已经搜集了大量史料并从地理、历史和法律等角度进行论证，提出了许多关于钓鱼岛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
有利的理论依据，但这些研究局限于对钓鱼岛群岛本身的地理条件、历史归属的研究而忽略了引起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根本原因，即钓鱼岛群岛在东海大
陆架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其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占有的地位和作用。而不研究钓鱼岛群岛予东海大陆架划界的关系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几个总面积
不足7平方公里的小岛会引起两国间如此严重的纠纷。因此，本文将中日钓鱼岛争端与东海大陆架划界联系起来，对钓鱼岛争端的缘起和钓鱼岛群岛在中
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最终提出了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纠纷的解决及其与钓鱼岛群岛主权纠纷的解决之间的关系，构成本文的一大特
点。
在内容上，本文首先介绍了钓鱼岛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东海的资源状况，分析这一区域对中日两方的重要政治、经济意义以及钓鱼岛
争端的缘起与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的关系。其次，介绍钓鱼岛争端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日双方提出的各自主张和依据，并从国际法角度加以分
析。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及依据，日本方面主要强调钓鱼岛群岛在1895年之前是无主地，日方根据先占原则取得钓鱼岛群岛
的主权并进行了有效统治；而中国方面则从地理、历史和国际法原则等方面提出了钓鱼岛群岛属于中国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并对日本方面提出的主张和
依据进行了驳斥。
中日双方对于钓鱼岛群岛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地位的主要分歧在于钓鱼岛群岛是否应享有自己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以及是否可以作为东海大
陆架划界的基点。中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坚持自然延伸原则，认为钓鱼岛群岛不应该拥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且不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作为基点
；而日本则在主张对钓鱼岛群岛主权权力的基础上坚持以钓鱼岛群岛为基点与中国平分东海大陆架，并且在划界中力图使钓鱼岛群岛享有自己的大陆架
和专属经济区。针对双方分歧，本文通过对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国际司法仲裁判例等国际法渊源进行分析并结合钓鱼岛群岛自身情况得出结论：钓鱼
岛群岛不应对中日在东海的大陆架划界产生影响。
最后，根据中日东海划界中应考虑的相关因素分析目前中外学者提出的各种解决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方案，提出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中不
应考虑钓鱼岛群岛的影响，搁置钓鱼岛群岛主权争端、共同开发东海大陆架的方案。

3.期刊论文 李先波.邓婷婷.Li xianbo.Deng Tingting 从国际法看中日钓鱼岛争端 -时代法学2004,2(3)
中日两国之间有关钓鱼岛的争端主要涉及岛屿主权归属和东海海洋权益两个方面.从国际法的原则来看,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最先发现并获得
其主权,日本所主张的"无主地先占"的原则根本不能成立.美日之间的和约或协定也不具备决定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法律效力.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
关规定以及国际司法判例,钓鱼岛不应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亦不具有划界效力.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的划定问题上应该遵循公平和自然延伸的原则
,达到最为公正合理的划界效果.

4.学位论文 王德水 从国际法视角看中日钓鱼岛之争 2007
中日钓鱼岛争端由来已久，争端的核心问题无疑是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及与之相关的东海海洋权益的划分，这也成为近几十年来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
内本就复杂的两国关系中最敏感和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钓鱼岛作为中日关系中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由于其涉及国家主权、历史问题、法律问
题及敏感的现状，成为历史学、国际法学、国际关系等学科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深入全面地分析中日双方在钓鱼岛及东海
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对于中国在解决争端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缓和中日矛盾，促进亚洲地区的合作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人民所深信的，也是日本政府心知肚明的事实。然而，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学者搜集史料证据的工作大
都基于论证“中国对钓鱼岛历史性主权”这一出发点展开的，而忽视了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以及钓鱼岛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和
作用。本文以国际法为视角，采用归纳、演绎、实证与历史分析等方法系统考察了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并将中日钓鱼岛争端与东海大陆架划界
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对中日钓鱼岛与东海大陆架划界纠纷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在内容上，本文首先介绍了钓鱼岛名称的由来、钓鱼岛争端的实质及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考量，分析这一区域对中日两国重要的政治、经
济、军事意义以及美国在钓鱼岛争端中所扮演得的角色。其次，介绍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及相关依据，并从国际法的角度加以分析
。日本方面强调根据无主地先占原则取得钓鱼岛的主权，并进行了有效统治；而中国方面则从地理、历史和国际法原则等方面阐述了对钓鱼岛享有主权
的依据。
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中的主要分歧是钓鱼岛是否应享有自己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及冲绳海槽是否是大陆架划界时应考虑的相关因素。
针对双方分歧，本文通过对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国际司法仲裁判例等国际法渊源进行分析并结合钓鱼岛自身情况得出结论：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
，钓鱼岛不应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冲绳海槽应是东海大陆架划界考虑的因素。随后，通过介绍国际法上国际争端的解决原则，结合中日两国的具
体情况，全面地分析了中日钓鱼岛争端与东海大陆架划界的解决前景及途径，提出“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东海海洋资源”等可行的解决方案
。
最后，从历史、地质地理和事实证据入手，分析国内相关研究在国际法上存在的漏洞，为我国论证钓鱼岛的主权归属提供了借鉴。

5.期刊论文 张万彬.张敏 钓鱼岛与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 -新西部（下半月）2007,""(4)
中日钓鱼岛争端主要涉及岛屿主权归属和东海海洋权益两方面.从国际法的原则来看,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最先发现并获得其主权,日本所主
张的"无主地先占"的原则根本不能成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以及国际实践,钓鱼岛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过程中不应被赋予划界效力.

6.学位论文 郭丽 中日钓鱼岛问题的国际法视角分析 2008
中日两国钓鱼岛的问题由来己久，钓鱼岛列屿系中国先民所最早发现并加以先占，大量翔实的史实证明，自古以来钓鱼岛海域即为中国渔民的主要
渔场和避风港，因此该岛屿当然为中国固有领土。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割占了该列屿，并声称为其合法领土而强行占领至今
，从而使该问题成为中日双方严重的领土问题。
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钓鱼岛纷争的国际探讨，详细地分析了两国长期以来各自的主张，并对各自主张的法律立足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等一一作了
评述，为从法律的角度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国际法理论根据。
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通过从20世纪60-70年代中日钓鱼岛争端开始，一直到目前为止中日两国因钓鱼岛问题引起的种种磨擦与动向，论述了中日钓
鱼岛问题的由来及中日两国在此问题上应采取的态度和应选择的道路等内容：第一部分从历史及地理的角度论述了钓鱼岛争端的由来。日本虽为二战战
败国，但在美国的庇护下其经济迅猛发展，其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但国内的资源匮乏，于是资源丰富特别是石油资源丰富的钓鱼岛及其海域
就成为了日本窥觑的对象；第二部分从国际法理论层面论述了针对钓鱼岛问题中日两国的国际法依据，主要有先占原则、时际法原则以及国际海洋法的
相关规定，阐述了中日两国针对钓鱼岛问题的主要分歧所在；第三部分用国际法的相关理论对日本的主张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并从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
的“保钓运动”论述了中国为取得钓鱼岛主权所付出的各种努力，分别从理论与实践方面阐述中国对钓鱼岛一贯所坚持的立场；第四部分从国际关系的
角度提出了对钓鱼岛问题的展望以及问题解决的四点建议，进而得出结论，即双赢结果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通过解决钓鱼岛问题，使中日关系向更加友好的方向发展，是本论文的最终目的与意义所在。中日两国在主权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搁置争议，共同
开发，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是积极务实的做法。

7.期刊论文 桐声 关于中国东海的钓鱼岛、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问题的法律分析 -日本学刊2003,""(6)
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主权、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问题上主张各异,对相关国际法的理解也有明显分歧.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大陆架自
然延伸等原则,钓鱼岛的领土主权理所当然属于中国,并有其领海和毗连区,但作为一组无人居住岩礁而不享有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日本在东海单方面划
定将钓鱼岛归入日本一侧的所谓"等距离中间线",并欲以此扩大专属经济区,与中国强分大陆架.日本的做法缺少国际法法理依据,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
主权及其领海权,以及中国对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正当权益.在中日两国即将同时向联合国申请大陆架资源之时,应重视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国际法判断
,向世界重申中国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资源方面的合法权益.而且,作为解决问题的必要步骤,当前中日两国应以公平协商为原则,认真研究如何推动共
同开发东海大陆架资源的问题.

8.学位论文 宋君毅 钓鱼岛争端与时效取得原则 2006
钓鱼岛争端是中日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自从该争端出现以来，围绕钓鱼岛的主权，两国官方、民间和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目前日本逐步
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我国如何维护钓鱼岛主权面临重大挑战。当前，国内学术界缺乏对钓鱼岛争端的跟踪研究，对钓鱼岛争端的变化研究缺乏进
一步深入。基于此，应用国际法相关原则对钓鱼岛争端进行动态研究，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通过国际法中的时效取得原则对钓鱼岛争端、尤其是1972年以来钓鱼岛争端做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学术问题，以求为破解当前中日钓
鱼岛争端的困局提供浅薄启示。
1972年以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加强实际控制造成既成事实的行为，使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中日关系、东海海洋划界和亚太局势复杂化，这凸显
了从国际法相关理论上加强对钓鱼岛现状的研究的重要性。作为国际法的领土变更方式之一，时效取得原则虽然有争议，但是仍有一定适用性。通过对
国际法的相关实践——国际司法机构的判例分析，结合时效取得原则的一般要素，从中得出四点结论。这为下一步对钓鱼岛问题进行个案分析提供了理
论支持。依据时效取得原则，通过对钓鱼岛四个不同时期的分析，认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但是目前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而且从各个方面加强对
钓鱼岛的统治，使日本有可能依据时效取得原则取得钓鱼岛的主权。中国必须转变观念，加强对钓鱼岛争端的研究，加强对时效取得原则的研究，从采
取国家行动从各个方面显示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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