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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亚洲的两河流域、北美洲的圣劳伦斯河、欧洲的多瑙河、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等国际

河流的开发案例, 借鉴成功与失败的开发经验和教训, 得出加强合作、整体开发、全流域开放、协调生态环境等一

些对我国合理、高效开发利用国际河流水资源的有益启示, 并对我国国际河流开发管理提出了 与邻为善, 以邻为

伴 的建议。

关 键 词: 国际河流; 水资源; 开发; 启示; 中国

中图分类号: TV213 2; G353 11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001 6791( 2005) 02 0295 05

收稿日期: 2004 02 13; 修订日期: 2004 04 10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 973) 资助项目 ( 2003CB415100) ; 国家软科学资助项目 ( 2003DGQ1B186) ; 水利部

科技创新项目 ( SCX2003 07)

作者简介: 耿雷华( 1963- ) , 男, 江苏江阴人, 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

E mail: glh2080@sina com

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 将越来越多地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借鉴国外开发国际河流的成功经验与教训, 对

我国国际河流的流域背景及开发战略进行比较研究, 做到早有预案, 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 这是关系到国家水

资源长期安全战略的重要课题。

本文旨在分析典型国际河流开发利用的基础上, 对我国国际河流的开发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1 国际河流概况

国际河流, 历史上是指通过缔结条约规定了其法律制度可以自由通航的河流, 后来逐渐赋予其地理上的自

然属性, 一般是指流经或分隔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河流。过去有内河、界河、多国河流(跨国河流)各种分

类。目前均统一到 国际水道 概念上, 它包括了涉及不同国家同一水道中相互关联的河流、湖泊、含水层、

冰川、蓄水池和运河。根据上述概念, 国际河流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毗邻水道; 一种是连接水

道[ 1]。

表 1 世界各洲分布的国际河流与湖泊

Table 1 International rivers and lakes distribution

in the world

地 区 数 量 占国土面积/ %

非洲 57 60

北美和中美洲 34 40

南美洲 36 60

亚洲 40 65

欧洲 48 50

合计 215 47

据1978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提交的 国际河流登

记 , 全世界有国际河流(湖泊) 215条(个)
[ 2]

(表 1) , 流经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河流流域占世界陆地面积约 47%, 全

球约有 40%的人口生活在国际河流流域内, 有 44个国家至少

80%的土地面积位于国际河流流域内。

全世界流域面积超过 l00万 km2 的 19条大河中, 有 15条

都是国际河流。有 53条国际河流为多国性河流(表 2) , 如亚马

逊河、乍得河、刚果河、多瑙河、易北河、恒河、湄公河、尼

日尔河、尼罗河、莱茵河、沃尔特河和赞比西河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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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流域跨 5 个国家以上的国际河流

Table 2 International rivers through 5 countries or more

河 流 国家数目 流域面积/ (103 km2)

多瑙河 14 817

尼日尔河 10 2200

尼罗河 9 3031

刚果河(扎伊尔河) 9 3 720

莱茵河 8 169

赞比西河 8 1420

亚马逊河 8 5870

澜沧江- 湄公河 6 786

乍得河 6 1910

沃尔特河 6 379

恒河- 布拉马普特拉河 5 1600

易北河 5 145

拉普拉塔- 巴拉那河 5 3200

1989年以来, 随着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等国家的解

体, 国际河流数目有所增加, 从 1978年联合国登记的 215

条, 增加到现在的近 261条。

除美国和加拿大的密西西比河、圣劳伦斯河, 欧洲的

莱茵河等开发利用现状基本满足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情况

外, 大部分国际河流均缺乏统一的研究与开发。边界的划

分、生物的多样性保护、水资源的分配和水源地保护等均

成为国与国冲突的焦点。

世界上的国际河流都得到了开发, 仅是开发利用的程

度有差别, 本文在四大洲内选了 5条国际河流作为典型案

例加以分析(大洋洲无国际河流)。

2 国际河流的开发案例

2 1 亚洲 两河流域合则共赢, 分则冲突的开发

西亚源流最长的幼发拉底河与流量最大的底格里斯河, 在伊拉克南部的库尔纳汇合后, 始称阿拉伯河[ 3] ,

两河流域流经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三国。两河流域同非洲的尼罗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

域, 共同组成了世界古代文化发祥地。两河的名字同那灿烂的古代文化齐名。

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三个流域国家之间关于共同开发和利用共有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资源始

于1946年, 当时, 土耳其和伊拉克都认为土耳其在源头所进行的流量调节很大程度上控制和管理着这两条河

流, 土耳其当时同意开始对这两条河流进行监控并与伊拉克共同享有相关数据。为了确保现有的水资源并使其

万无一失, 为了获得更多的水资源并使其不致得而复失, 流域各国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这些政策和行动,

大部分仅考虑的是自身国家的利益, 而忽视了其他利益。

由于对水的需求日益增长, 土叙两国对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资源分配的矛盾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

重, 土耳其在这两条河上建立一些大型工程使水的问题成了土叙两国的主要矛盾之一。

幼发拉底河水能资源近几十年来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开发, 尤其是上游高山峡谷地带。目前已建多座水电

站。流域内灌溉工程历史悠久, 促进了古代文明的发展, 至今仍保存一些古代灌溉工程遗址, 有些古代灌溉工

程经改造后至今仍在使用。

在底格里斯河上游干流和大支流上, 土耳其和伊拉克分别在其境内修建了一些电站, 进行了一些梯级

开发。

2 2 北美洲 圣劳伦斯河沿江点、轴、面开发

圣劳伦斯河是北美洲东部的一条国际性河流。它源于北美五大淡水湖群之一的安大略湖, 自西向东北, 注

入大西洋的圣劳伦斯湾[ 4]。该河上游为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与美国纽约州的天然界河, 中下游在加拿大境内, 该

河在开放开发及建立 流域经济 等战略方面有其独特之处。

一般而言, 大河河口三角洲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往往构成河流及流域开放开发的龙头。1824 年以前的

劳伦斯河是一条滩多流急、汹涌澎湃, 可航行里程仅 1 200 km 的河流。尽管该河上游连着北美的五大湖区, 然

而中游河段的险滩急流既不能让下游的探险者逆流而上, 又不能让上游的船只顺流而下。可是, 19世纪初的

圣劳伦斯河上游及五大湖区已经成为北美大陆农工商贸的精华所在, 那里的农副工矿产品急需寻找理想航线运

往欧洲各国。在此背景下, 美、加两国从1824年开始对中游 瓶颈 段进行整治和开发, 相继提出了两个大

的开发项目: 一是开凿拉希纳运河, 即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城以西、圣劳伦斯河北面与河身平行的地段开凿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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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纳运河, 绕过滩多流急的天然河道。二是开凿大西洋 德卢斯海运通道。该工程于 l954年由美国和加拿

大联合实施, 并于 1959年完成。

加拿大虽然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 但其大部分经济活动集中在南部与东南部

狭长的河湖地带。加拿大的统计资料表明, 该国 80%以上的工业和 50%以上的农业均集中在圣劳伦斯河流域

内的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从圣劳伦斯河口往上, 集中了包括蒙特利尔、多伦多在内的大中城市 20多座, 集

中了加拿大几乎所有的产业中心, 因而被誉为加拿大的 核心地区 , 该区(魁北克、安大略)的各项社会经济

指标位居全加各省前列。

2 3 欧洲 多瑙河全面合作, 整体开发

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 发源于德国西南部的黑林山东南坡, 干流向东南方向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

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乌克兰等国, 支流延伸至瑞士、波兰、意大利、波

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捷克、斯洛文尼亚以及摩尔多瓦等国, 最后在罗马尼亚东部的苏利纳注入黑海, 全长

2 850km, 流域面积为 81 7万 km2, 河口年平均流量为 6 430m3/ s ,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2 030亿 m3。流域地理位

置为东经 8 09 ~ 29 51 , 北纬42 04 ~ 50 11 [ 5]。

从19世纪中期开始, 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多瑙河沿岸国家相继对该河进行了整治, 并修建了堤防,

以后又逐步对原有堤防进行了加固。沿岸城市拟定了总体防洪规划。德国巴伐利亚州, 在 20世纪 40年代便沿

多瑙河及其支流伊萨尔河修筑了长约 300 km 的防洪堤。

多瑙河干支流水量丰沛, 水能资源丰富, 其理论蕴藏量高达 500亿 kW h。德国和奥地利于 20世纪 20年

代开始开发多瑙河。1924年, 德国动工兴建了第一座水电站, 即卡赫莱特水电站, 该水电站的兴建是开发利

用多瑙河水力资源迈出的第一步。

1949年 8月 18日, 保、匈、罗、捷、苏、乌及南斯拉夫等国为了改善多瑙河通航条件, 在贝尔格莱德签

订了关于多瑙河自由通航的国际协议。开始了全河的渠化工程, 计划修建 45级通航与发电水利枢纽, 总计利

用水头为 401m, 总装机容量为 786 kW, 年发电量为 438亿 kW h。

2 4 非洲 尼罗河贫穷保守、彼此掣肘的开发

尼罗河位于非洲东北部, 发源于赤道南部东非高原上的布隆迪高地, 干流流经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

亚、乌干达、苏丹和埃及等国, 最后注入地中海。支流还流经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刚果(金)、厄立特里亚等

国的部分地区。干流自卡盖拉河源头至入海口, 全长 6 670 km, 是世界流程最长的河流。流域面积约 287万

km2, 占非洲大陆面积的 1/ 9以上。入海口处年平均径流量 810亿m3[ 6]。

尼罗河是人类文明的诞生地, 流域内古老的政治、经济、文化大都可以找到其历史演变的轨迹。千百年

来, 沿岸各国的物质财富、科学技术、哲学观念、民俗风情等多领域多层次的积累, 为现代化大生产社会准备

了坚实的基础。

尼罗河流经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且好几个属世界级贫困国家, 这些国家需要灌溉、航运。但由于某些

国家领导人思想禁锢, 加之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这些国家自己缺乏资金而无力开发, 另一方面, 外

国资本又难以介入。目前, 只有埃及利用前苏联的部分贷款和技术, 在尼罗河下游的阿斯旺市以南 6 km处兴

建了阿斯旺大坝。阿斯旺大坝为埃及发挥了航运、灌溉、发电、防洪等综合效益。可是在整个尼罗河流域, 像

样的开发项目屈指可数。

2 5 南美洲 亚马逊河以开放带动开发

亚马逊河位于南美洲, 该河全长 6400 km, 大小支流1 000多条, 流域面积为 705万 km2。由于亚马逊河流

域是全球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地区, 年均降水量多在 1 500~ 2 500 mm。每年注入大西洋的水量达 69 300亿 m3,

为全世界河流注入海洋总水量的 1/ 11。亚马逊河流域内热带雨林繁茂, 种类繁多, 每平方公里有不同种类的

植物达1 200多种, 珍贵动物资源储量均居世界首位[ 7]。因此, 无论从长度、流域面积还是资源财富程度来说,

亚马逊河都可称为世界第一大河。巴西前总统若泽 萨尔内曾有一句名言: 谁拥有亚马逊, 谁就不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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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地理上看, 亚马逊流域包括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和苏

里南等国家的部分地区, 其中巴西境内的受水面积占整个流域的 70%。虽然上述有关国家之间建立有 亚马

逊合作条约组织 , 但由于该流域内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 资金都很紧张, 至今合作开发或单独开发的项目为

数不多。

由于外国资本大多注重短期效益, 忽视长期、整体效益, 因而外资主要集中在工矿业、热带农业、木材开

采等见效快、投资回收期短的项目, 真正进行河流整治的大的开发项目仅一项 图库鲁伊水电工程, 从

1977年至 1984年, 巴西政府利用外国银行贷款 35亿美元建成。近几年来, 流域各国加快了开放力度, 带动了

流域的开发。

3 国际河流开发给我们的启示

由于每一条河流开发方式不同, 因此, 给我们的启示也不尽相同, 具体如下:

两河流域的开发利用给我们的启示是: 中东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地区, 中东各国有关水资源的政策和

行动, 都是为了使各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环境绿化等用水有一个可靠的保障。同时, 两河流域所

处的中东地区是一个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地区。总之, 只要中东各国不在开发和利用水资源方面全面合作, 水

资源危机很可能就会演变为冲突和对抗。

圣劳伦斯河流域开发利用给我们的启示是: 当流域经过区域发展第一阶段的点状开发以后, 流域内一般具

备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 且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水运条件等。因而把沿江作为重点开发轴线, 采

用轴线延伸, 采取逐步积累、渐进、滚动式的开发, 在沿江配置一些新的增长点, 对这些城市中心进行重点开

发, 使其逐步形成产业密集带, 这种开发方式在空间结构上是点面的结合, 基本呈现出一种立体结构和网络结

构的态势。

多瑙河流域开发给我们的启示是: 流域的综合规划必须从全流域出发、科学论证。同时要注意流域的立法

工作。为充分满足各流域社会经济及维护流域生态环境的需要, 流域国家间必须对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和

环境目标通过协商达到协调和统一, 在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处理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开发问题, 这是实

现国际河流最佳利用的关键。

尼罗河流域开发给我们的启示是: 流域必须成立管理机构, 加强行政管理, 协调流域内各国水资源供需矛

盾, 实现水资源的统一调度。这些机构要设有咨询小组或委员会, 聘请一些资深专家, 负责技术指导工作。在

水资源短缺和上下游用水矛盾较大的国际河流上, 要大力推行计划用水, 提倡节约用水。

亚马逊流域开发给我们的启示是: 在发展中国家, 充分利用和妥善管理水资源极为重要。一方面, 发展需

要大量的能源, 另一方面, 为了下一代, 通常需要对脆弱的环境进行保护。如何把握开发与保护, 亚马逊流域

的开发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好的范例。

4 国际河流开发经验和对我国国际河流的开发建议

4 1 国际河流开发经验

如何更快更好地开发河流及其流域呢? 世界国际河流开放开发的历史经验是:

( 1) 国际河流的开放开发以合作、互相谅解和互相尊重各国利益为前提。在合作开发利用国际河流时, 先

建立各种国际管理机构, 负责流域内的综合开发和全面治理等;

( 2) 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 3) 主动打开流域大门, 加大流域的开放深度和开发力度, 能快速提高流域经济总体实力, 而封闭流域或

听其自然演化, 其结果只能是环境退化, 流域内经济、文化长期落后[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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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因地制宜, 选择合理开发战略;

( 5) 高度重视对环境的保护, 切实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 6) 建立资源分配机制。包括水资源、水力资源、航道资源等。对于水资源来讲, 可进行统一的水资源供

需平衡。对于水力资源而言, 可通过统一规划, 合作建电厂或电力输出等方式来实现水力资源的跨国分配。对

于航道资源而言, 实行统一规划、分段治理与管理、共同使用的机制。

4 2 对我国国际河流的开发建议

我国国际河流数量较多, 但目前绝大多数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程度较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对水

资源需求量的增大, 我国势必将逐步开发利用一些国际河流。而国际河流的开发, 对外涉及与邻国的关系问

题, 对内牵涉到边疆地区的发展问题, 情况复杂, 问题较多。因此, 借鉴国际经验, 我国开发利用国际河流的

前提应该是: 从国家战略出发, 抓紧国际河流的规划; 从国家需求出发, 加快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 在国家需

求清楚的情况下, 保持和发展与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贯彻 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 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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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s from development of present international rivers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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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beneficial inspiration to china, which are contributes to reinforcing the cooperation, the integrative develop

ment, the opening in the whole river basins and correspond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the rational and effect ive develop

ment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global rivers, are obtained by analyzing the c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rivers, such

as the Euphrates River and the Tigris River in the Asia, the St Lawrence River in the North America, the Danube River in

the Europe, the Nile River in the Africa, the Amazon River in the South America, which are used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ir

succeed experiences and lost lessons Moreover, several advices friendly to neighbor countries and partners are put forward to

develop and manage the global riv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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