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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跨界水资源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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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亚地区是世界上跨界河流水资源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跨界水资源管理关系着整个中亚地区

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区域稳定。目前关于中亚跨界水资源问题的论述与研究主要集中在水量分配、水资源量与质的
变化预测以及水资源管理等方面。本文通过对前苏联解体以来中亚 5 国水资源问题的研究成果及合作历程分析，
认为中亚地区水危机的根源不仅仅是水量的缺乏，更多的是一种水资源管理上的危机，目前重要问题不是相关管
理措施与计划的制定，而是管理机构的权威建立和已签署协议的执行与落实。需要在联合国相关协议框架内，在
有关国际或地区组织的技术与资金援助下，建立水资源共享数据库，实现水资源的有效管理与利用，协调上下游国
家间的水电和灌溉用水矛盾，
建立利益补偿机制，
寻求水资源利益最大化，
实现中亚地区跨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关键词：中亚；跨界水资源；水量分配；水质状况；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

中亚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为典型的大陆性气

相望，南与伊朗、阿富汗接壤，北与俄罗斯联邦相

候，水资源短缺，水是制约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接。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于典型的内陆干旱、半

的核心因素。在前苏联时期中亚作为前苏联整体

干旱地区，气候炎热干燥，蒸发量远大于降雨量。

的一部分，水资源可以在苏维埃政府指导下集中管

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貌形态以沙漠和草原为主，

理、统一调配，并制定其他配套的补偿政策。但自

其中沙漠面积超过 100 万 km2，占总面积的 1/4 以

1991 年前苏联解体后，中亚独立为五个主权国家，
伴随而来的是区域间河流变为跨界河流，跨界河流

上，是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

区域内主要河流和湖泊有阿姆河、锡尔河、楚

增加了国家间的用水矛盾，而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

河、塔拉斯河、伊犁河、纳伦河、额尔齐斯河、咸海、

则使中亚跨界水资源问题更加复杂化，这就使得中

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等（图 1），多为跨界水体，是

亚跨界水资源问题的研究极为迫切。本文在对中

世界上跨界河流最为密集和复杂的地区之一，主体

亚地区跨界水资源问题相关研究进行系统分析的

由锡尔河、阿姆河两大支流所在区域构成的咸海流

基础上，指出了目前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今

域，以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间的楚河

后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措施。

流域、塔拉斯河流域和卡尔卡拉河流域构成 [1]（表

1 中亚地区跨界水资源概况

1）。区内主要跨界河流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约 1

中亚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5 个国家，位
于 35°08′N-55°25′N，46°28′E-87°29′E，东西长约 3

014 亿 m3，跨界水资源在中亚地区所占的比例很大，
所以跨界水资源的利用与研究在该区域就显得尤
为重要。

000km，南北宽约 2 400km，总面积为 400.3 万 km2，

2 跨界水资源的水量分配

尔自治区相邻，西与俄罗斯联邦、阿塞拜疆隔里海

流域—咸海流域为例（表 2）：位于上游的塔吉克斯

总人口为 6216 万人（2012 年）。东与中国新疆维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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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状况，增加该地区的农业产量，对水资源实行
集中管理[4]，确立了“劳动分工”原则，推行用水配额
和损失补偿制度，上游国家重点建设各类水利调节
设施，为下游提供供水和用电保证，下游国家重点
发展灌溉农业和工业，并向上游国家提供能源和工
业品与农产品。前苏联的有效协调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水资源分配的矛盾。
前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就咸海流域水资源分
配问题，沿用前苏联的水资源分配体制，签订了基
于《阿拉木图协议》的各国分水比例（表 3），并针对

上游国家追求能源独立，下游国家追求灌溉水利独
图 1 中亚地区主要河流水系示意

立的问题，签订了一系列国家间关于水资源和能源

in the five central Asia countries

往往更加注重国家自身的利益，相关协定并未很好

Fig.1 The space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main rivers

利用的合作协定 [5-9]，但作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拥有的水资源分别占整个
咸海流域的 48%和 23.1%，约占咸海流域水资源的
71.1%，而位于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

土库曼斯坦的水资源量总和仅占 20.5%。前苏联时

期为了弥补水资源与耕地资源在空间上分布不匹

的执行，各国在流域水资源的分配利用与经济补偿
方面各执己见 [10-13]，大致分为两派：上游国家（吉尔
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和下游国家（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上游国家没有足够
的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粮食不能自给，冬季电力不

表 1 中亚五国主要跨界河流[2，3]
Table 1 Basic description of the main transboundary rivers in central Asia
河流

河源

流域国家

锡尔河

吉尔吉斯斯坦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乌 兹 别 克 斯
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阿姆河

塔吉克斯坦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乌 兹 别 克 斯
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楚河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

塔拉斯河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

卡尔卡拉河

吉尔吉斯斯坦东部与

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

河流长度

流域面积

平均河川径

（km）

（万 km2）

流量（亿 m3）

2 540

46.5

578

1 186

6.3

39.5

-

-

6.0

3 018

78.3

661

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区

372

5.3

18.3

表 2 咸海流域水资源概况
Table 2 General sit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Aral Sea Basin
国家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阿富汗/伊朗
合计

地表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

重复计算量

水资源总量

占流域水资源总量比重

（km3/a）

（km3/a）

（km3/a）

（km3/a）

（%）

29.196

0.862

0.192

29.866

23.1

2.14

2.625

2

2.516

59.737
1.405

1.846
6.65
3.36

0.622

4.45

61.937

2.9
48

12.353

18.455

10.659

20.149

15.6

116.021

31.173

18.063

129.131

100

10.814

-

-

数据来源：
SIC ICWC。其中，
*数据来源于 SPECA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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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10.81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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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于《阿拉木图协议》的各国分水比例[4]

要，打破“零和博弈”，实现互利共赢。莉达[17]等也认

Table 3 Water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为既然各国家不能就发电蓄水和灌溉用水达成妥

the Alma-Ata Agreement
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合计

锡尔河分水比例（%）

阿姆河分水比例（%）

1.0

0.4

9.2

13.6

51.7

43.0

100.0

100.0

38.1
0

协，不如将二者分开。对现有水库和运河进行改造
和修复，水库专用于发电，另建几个专门用于下游
灌溉的小型水库。这样，通过水库的修建增加下游

0

国家蓄水量，提高其不同气候条件下的适应能力，

43.0

（3）经济措施方面，
主张实现水资源的市场化[18]，

从而减缓冲突。
充分发挥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19]，在公平交易的基

足，依靠水库放水发电来补充能源不足，将水资源

础上以配额形式解决该地区的水资源危机，其实这

的分配与其能源安全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大力发

在实质上是对前苏联时期的经济管理机制的一种

展水利设施、修建水电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并保

继承和创新，主张通过上下游国家间的经济补偿协

障国家的能源安全。而灌溉农田主要分布在下游

议来实现水和能源的互换，通过水资源的市场化来

地区，水库放水必定会影响下游地区夏季的农田灌

化解水资源冲突。

溉用水量，造成农产品减产。因此，上下游国家间
不同的用水需求，导致了其关于分配和利用跨界水
资源的分歧。这也是目前中亚跨界水资源利用上
的最大问题。

此外，随着对中亚跨界水资源研究的深入，跨
界地下水资源的分配与利用也逐渐受到关注 [20，21]。
1998-2001 年间中亚大旱，下游国家对地下水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认为相对于回

为促进中亚地区跨界水资源分配利用问题的

归水而言地下水在质和量上均具有优势，在一定程

解决，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

度上对其进行开发利用有利于缓解水资源危机，是

些建议措施，总的来说包括法律政策措施、工程技

目前各国解决水资源问题最有效的途径。但由于

术措施以及经济措施等。

区域目前对跨界含水层开展的实质性工作还很少，

（1）法律政策措施方面，认为在国际上缺乏统

且地下水具有难恢复性，对其分配与管理机制的制

一划分水资源的大背景和中亚地区缺乏有效合作

定考虑的因素会更加复杂。综合管理地表水与地

机制的小背景下，应该充分发挥国际水法的重要作

下水将会是未来中亚跨界水资源水量分配与管理

用，在上游国家的水能依靠与下游国家的农业依靠

的核心。

中寻找一个平衡点[14]，通过双边协议和多边协议的

3 跨界水资源的水质研究状况

建立来解决水资源分配问题，将潜在的冲突转变为

中亚跨界河流的水质状况不佳，且自上游往下

合作，从而更好地解决水和能源问题。虽然，双边

游递减 [22]。在中亚被检测的水体中，有 25%的水体

和多边协议不利于全流域水资源的整体开发利用，
但却降低了由此引发矛盾与冲突升级的概率，不失
为目前可选的一种解决方案[15]。
（2）工程技术措施方面，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上

水质介于合格与不合格之间，8%的区域为重度污染
和极重度污染，44%为中度污染区，清洁或轻度污染

区仅占 23%，水质状况亟待改善 [23]。目前国内外学

者关于跨界河流水资源水质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

下游国家间跨界水资源水量分配矛盾的关键在于

在两方面：前苏联时期影响下的水资源污染状况研

上游国家冬季水库放水发电会减少下游国家夏季

究以及目前关于回归水利用与管理的研究。

的灌溉用水量，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下游国家
缺少水库蓄水设施，造成了水资源的不充分利用。
所以，解决国家间灌溉与发电冲突的最佳方式是国
家间联合开发大型水电站以及在下游国家修建水
[16]

库 。国家间的联合开发有利于满足不同国家的需

（1）关 于 中 亚 水 资 源 污 染 状 况 的 研 究 ，以
Navruz（意为新的开始）项目为核心。受前苏联核试

验的影响，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五国核污染
严重。中亚地区在前苏联时期划分为两个经济区
即哈萨克斯坦经济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全境）和中
http://www.resc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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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经济区（除哈萨克斯坦以外的 4 个中亚共和国）。
在这两个经济区内，有色金属的开采和冶炼占有重
要地位，由于生产工艺落后，产生大量有害物质，严
重污染了空气、土壤和水源[24]。为了解和解决中亚
水资源污染问题，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 4 个核物理研究机构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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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咸海流域跨界回归水的利用状况[28]
Table 4 The use of Transboundary return flow in Aral Sea

跨界回归水利用方式
直接排放到河流
灌溉
排放到其他水体
总跨界回归水量

水量（km3）

所占比例（%）

18~20

50

4~5

14~16
32~35

13
36

100

国山迪亚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了 Navruz 项目 [25]。

水协调委员会）和 IFAS（拯救咸海国际基金委员会）

乌兹别克斯坦的核物理机构开展。在咸海主要河

好的结合起来。

流 及 其 支 流 上 选 取 了 60 个 监 测 点（每 个 国 家 15

4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跨界水资源利用

和重金属污染程度；其次，自 2002 年开始增加采样

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新分配和水资源量的

析；最后，于 2006 年开始逐步实现流域管理与模型

水资源的利用更加复杂化。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

Navruz 项目分 3 个阶段展开：首先，于 2000 年 3 月在

个），运用标准化方法监测其水质参数、放射性核素
点，每个国家 30 个采样点，并选取典型样点进行分
决策的结合 。通过 3 个阶段最终期望达到 3 个目
[26]

等国际组织的作用，使跨界水资源的管理与保护更

气候变化必然会引起水循环的变化，进而影响
改变，使本来水资源形势就很严峻的中亚地区跨界
相关研究的展开，人们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对水资

的：增加中亚国家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能力；实现

源缺乏的中亚地区的影响。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

区域核状况的透明化，为控制核扩散提供科学基

集中在气候变化对中亚地区水资源可能带来的影

础；最终减少中亚水资源的冲突与威胁。该项目是

响以及面对气候变化中亚地区应采取的适应措施

中亚国家间关于河流的首次合作，研究实现了数据

两个方面。

的初步共享，为进一步的研究包括污染程度、污染

Schaefer J M，Barneet T P 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很

来源等奠定了基础。此外，作为 Navruz 项目的一部

小规模的气候波动也会对过去 1 亿年的冰川产生很

对中亚五国的跨界河流进行了生物放射性监测，获

补给为主，Ososkova T 等基于长时期水文和气象站

分美国山迪亚国家实验室运用同位素等先进技术
得了大量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亚地区跨界
河流水质数据缺乏的现状。

大影响 [29-31]，中亚主要河流以高山积雪和冰川融水
的观察对区域气候变化下的水资源和水循环进行
了预测，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对冰川积雪融化有很大

（2）关于回归水的利用与管理。之所以将回归

影响，而且在咸海流域不同地区程度不一样，阿姆

水的利用与管理作为跨界水资源水质状况研究的

河流域以冰川补给为主，锡尔河流域以季节性积雪

重点是因为除地表水与地下水外，回归水是中亚地

补给为主，相比较而言，阿姆河流域对气候变化的

区可利用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咸海流域内

响应更明显[32]。从气候研究中心下载的气温数据[33]

的回归水就有 36~40km3，且其中 88%是跨界回归水

和该区域早期单个气象站[34]的研究表明：自 20 世纪

对水资源短缺地区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资金和技

冬季升温更加明显。降水的相关数据并未显示区

（Transboundary return flow）[27]。虽然回归水再利用

初该区域气温有一个 1~2℃的稳定变暖的趋势，且

术相对不足的中亚地区而言回归水也是其水质和

域内变化的一致性，气温与降水之间没有必然的相

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针对回归水利用存在的主

关关系[35]。对于未来气候变化的可能预测是基于不

要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各种研究，其中 Victor 等[28]对

同气候情景以及不同模型的模拟结果，但由于大部

咸海流域回归水的不同利用方式（表 4）制定了详细

分预测是基于几个少量的观测站的资料来推断广

的排放指标，对今后回归水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

大地区的变化而且大部分观测站位于灌溉区缺乏

意义。

代表性所以预测结果难免会产生误差[36]。再加上人

水资源水质状况的调查与研究为政府层面的

类活动引起的土地覆被变化对气候的影响日益加

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应更好的发挥 ICWC（国家间

大，未来的变化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但主要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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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悲观者认为气候变暖会减少水资源量，增加

都意识到谈判与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对抗只

中亚国家间的水冲突；乐观者认为气温的升高会引

会加深彼此间的矛盾。所以，自独立伊始，各国为

起冰川积雪融水量的增加，至少在几十年内会增加

解决水资源问题表现出了极度的忧虑和希望共同

径流量。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气候变化不会对

合作解决问题的意愿建立了各种管理机构（图 2）并

中亚地区水资源产生太大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目
前中亚地区水资源的剧烈变化相对于气候变化而
言人为影响的结果更大，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在未
来 40 年内逐渐展开[37]。

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表 5）。

表 5 中亚 5 国签订的主要协议[40]
Table 5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s among the Central Asia countries
签约日期

签约国

协议名称

虽然，关于气候变化对中亚水资源的影响尚未

1992 年 2 月 18 日 哈、吉、塔、土、乌 《关于在共同管理与保护跨境

形成统一认识，但是变化是肯定的，所以面对气候

水资源领域合作的协议》
（即
《阿拉木图协议》
）

变化国内外各学者提出了各种适应措施[38，39]。指出
为了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相协调，各国有必要制定与水管理相关

《关于解决咸海及其周边地区
1993 年 3 月 26 日 哈、吉、塔、土、乌

危机并保障咸海地区社会经济
发展的联合行动的协议》

的适应方案，实现信息的共享与公平、更改种植计

1995 年 9 月 20 日 哈、吉、塔、土、乌 《努库斯宣言》
（即《咸海宣言》
）

划、建立不同范围的管理机构和灵活的管理政策，

1997 年 2 月 28 日 哈、吉、塔、土、乌 《阿拉木图宣言》

并建立预警机制更好的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1998 年 3 月 26 日 哈、吉、塔、乌

逐步实现水资源的综合管理（IMWR）。

5 跨界水资源管理的合作历程
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中亚许多国内河流变为

1999 年 4 月 9 日

《塔什干宣言》

哈、吉、塔、土、乌 《阿什哈巴德宣言》
《中亚国家元首关于 2003-2010

2002 年 10 月 6 日 哈、吉、塔、土、乌

了跨界河流，在跨界水资源争议问题上，中亚各国

年就改善咸海流域生态和社会
经济状况采取具体行动的决
定》
（
《杜尚别宣言》
）

图 2 中亚水资源管理机构组织体系

Fig.2 The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ion system in Central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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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机构不断成立、会议不断召开、协议不断
签署，但在遇到具体问题时，中亚各国大多从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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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是加强国际上对中亚地区的技术、资金和人力
方面的支持，敦促中亚各国积极履行相关协议。

利益出发，奉行“零和博弈”的思想，谁都不愿意在

（3）学术界层面：努力实现数据的共享，建立完

自身利益方面做出让步，结果是会议开得不少，协

善中亚水资源信息数据库。采用新技术，如卫星遥

议签的也不少，各国依旧我行我素，问题基本没有

感、同位素技术等弥补数据的不足。加强现代水资

解决，
形成一种
“理论上妥协、现实对抗”的局面。

源监测、调度以及节水技术的研究与示范。围绕核

6 总结与展望

心问题“水量的公平分配、水质的保障、全流域生态

目前中亚跨界水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上下
游国家间的用水矛盾、水质的不断恶化、水资源的

平衡”进行制度的构建和原则的设计，提出切实可
行的水管理措施。

粗放利用、全球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变化的影响、水
资源数据共享不足、水资源管理缺乏有效协调机
制、政府水利资金投入不足、落后的发展观念以及
由于人口增加导致的人均水资源减少对中亚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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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entral Asia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reas with serious water resources contradictions. Since the

main rivers in this region are transboundary，the management of these rivers has a great impact not only on the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but also on social security. A lot of researches about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problems in this region had been done by scholars and experts. These researches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water allocation，water prediction（including water quantity and quality），water pollution，water management

etc al. In this paper，thes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were analyzed，and the water resources cooperation process

between countries was presented.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water volume is not the only water problem in Central
Asia，but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mong the countries is the key water problem. At present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is no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evant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plans b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uthorit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the implement of the agreements that has signed. At last a series of

measures were list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 On the
one hand，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a shared

database of water resourc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elevant agreement at the United Nations.
On the other hand，in order to realize the benefit maxim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a corresponding interest

compensation mechanism，which will relieve the water contradictions betwee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countr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addition，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or regional support in funds and technology is also
very necessary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Central Asia；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water quantity distribution；water quality condition；

climate change；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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