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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引用：西蒙、奥列格 • 戈罗什科、叶 根尼 • 吉达列

、奥尔加 • 科里柳科、瓦季姆 • 科里柳科、纳塔利娅 • 寇什纳

娃、维克托 • 奥巴亚佐 、塔季扬娜 • 特克区克所著的《达斡尔

流域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生态和水资源管理》。同名的俄文著

作摘要由西蒙撰写——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96 页，图表

55。

摘要：此报告展现了“气候变化对达斡尔生态区生态系统的影

响及生态系统对其的适应”项目的最初成果。这一项目是在达斡

尔国际保护区（Dauria International Protected Area，简称 DIPA）具

体实施的。拟写该报告拟写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达斡尔地区自然生

态环境退化以及在因气候周期引起的周期性缺水和加强发展经济

的条件下对全球性濒危物进行保护。这份报告主要涵盖了达斡尔

草原生态区东北部的地理、气候、生态系统和动态、人类对自然

过程的人为影响、生态监测、保护区规划和管理、水资源管理和

对水生生态系统所面临的威胁。本报告的出版获得了世界自然基

金会俄罗斯分会（WWF Russia）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水公约

组织（UNECE Water Convention）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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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此报告展现了“气候变化对达斡尔生态区生态系统的影响及生

态系统对其的适应”项目的最初成果。其中“达斡尔正走向干旱”

是它的重要部分。“达斡尔正走向干旱”试点项目由达斡尔斯基

生物圈保护区（达斡尔国际自然保护区俄罗斯部分）和世界自然

基金会（WWF）俄罗斯分会发起，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跨国

界水公约和拉姆萨公约（国际湿地公约）支持下得以完成。项目

所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及因气候特征所导致的

周期性缺水的情况下，防止它对达斡尔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增

加自然生态系统自我恢复能力，保存全球濒危物种。此项目收集

和分析了依赖气候的生态系统过程的现状、动态和人类对其影响

的科学资料和数据。这些数据是达斡尔生态区环境友好型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科学基础。

研究论文的第一部分是由项目的核心团队完成的，团队成员包

括奥列格·戈罗什科、叶夫根尼· 吉达列夫、奥尔加·科里柳科、

瓦季姆· 科里柳科、纳塔利娅· 寇什纳娃、维克托· 奥巴亚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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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塔季扬娜· 特克区克。此部分内容在 2012 年由俄罗斯赤塔

市的快车出版社发行 (Kiriliuk O. 主编，2012)。此报告是西蒙通

过概述俄罗斯发行的论文的关键研究成果编辑而成的。

本书的第一部分概述了达斡尔地区重要河流和湿地的地理、气

候、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动态。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达斡尔生

态系统在气候变化周期性状态下的动态。第二部分简述了保护区

发展的历史、规划以及生态系统的综合监测网络。报告的第三部

分的重点是以水资源为例概述达斡尔地区适应气候所需的原则和

面临的挑战。

额尔古纳河流域通常会被作为流域内水资源具有潜在不可持续

利用的案例来进行分析。另外，额尔古纳河流域除了作为流域分

析的案例外，它还在煤矿、流域内人工调水、水力发电、淘金及

界定边界等方面具有特殊作用。简而言之以国际性的政策和技术

措施为例，来探寻解决达斡尔地区因水资源制约而造成环境问题

的途径。

这个项目与后贝加尔州自然资源管理局、国际鹤类基金会、东

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合作伙伴、无国界河流联盟、俄罗斯

科学研究院（西伯利亚分院）自然资源生态冰川研究所及众多蒙

古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人员建立了伙伴关系。达斡尔斯基

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为本项目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在

2011 年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全球环境基金“保护俄罗斯东部

草原”项目和惠特利基金会（WFN）支持了部分活动。

此书反应的是作者本人的观点，这些观点、结论以及建议不代

表大会秘书处或支持此项目团体的观点。

本报告三种语言版本的出版要归功于所有项目伙伴的合作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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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跨界水域项目（UNECE Water Convention）

的慷慨资助。报告英文版由河流无国界组织协调员西蒙撰写。如

有查询需要请发邮件至 coalition@riverswithoutboundar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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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达斡尔生态区：生态系统和气候

地理和气候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正发生着重大的气候变化。同时，在

区域一级的水平上这些变化与全球模式有所不同，并且它们在每

一地区都有着独特的特征。不同研究地区的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

的反应有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

自然和经济条件。

达斡尔大草原（达斡尔地区）从生态学来讲是对气候变化极为

敏感的地区之一。达斡尔地区位于亚洲中部的北面，大部分达斡

尔草原位于中国的东北和蒙古的东部以及俄罗斯的后贝加尔边疆

地区和布里亚特共和国。作为一个草原带，达斡尔地区具有非常

高的生物多样性，被收录为全球 200 个生态区之一（图 1），命名

为“达斡尔草原”。按照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定义，“达斡尔草原”

生态区包括松嫩草原、达斡尔森林－草原带、蒙古－中国东北温

带草原以及色楞格河－鄂尔浑河森林草原。

此书所涉及的地区主要是达斡尔东部。这一地区的草原以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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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达斡尔大草原”在全球 200 个生态区中（第 96）的位置（Olson 

et al，2001）

理位置、年度和年周期变化生态因子、群落的结构和组成而形成

一体 (Kiriliuk et al. 2012)。依据达斡尔东部淡水生态系统的

定义，该地区可分为 3 个主要的淡水生态区，分 是石勒喀河、

额尔古纳河和内流域 (Abel et al.2008)，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托

列伊湖 \乌茨河流域 ( 见图 2)。 

达斡尔地区大部分海拔在 600 米～ 800 米之间。它包括大面积

的平原和起伏的缓坡 岗，气候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冬季的低

气温（俄罗斯境内部分地区的一月份平均温度为 –25℃）造成了

土地深度冷冻并形成了永久冻土带。春季寒冷、多风且干燥，然

而最大降水与年最高温度集中在仲夏季之后（图 3）。从而导致了

营养在短暂的夏季高度集中循环，因此大多土层薄而 瘠。

在1951年～ 2009年间，研究区域的年平均温度上升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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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51 年～ 2009 年间鄂嫩河－额尔古纳河地区年平均气温的

长期变化。1 原始数据列，2 趋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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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研究区的不同区域，趋势线显示在 59 年里气温上升的幅度

在 1.5℃～ 2.2℃之间 ( 图 4)。由此导致了达斡尔草原北部的无霜

期延长，从 165 天～ 167 天增长到 173 天～ 179 天。达斡尔地区

的温度在 2 月份升高最为明显，而 3 和 4 月温度的升高幅度仅次

于 2 月份。这 3 个月份温度的升高占据了年平均温度全部升高的

一半。10 月到 12 月温度的升高幅度最低。因此，该地区春季气温

升高最为强烈，而秋季升高的幅度最小。10 月到翌年的 4 月为一

年中寒冷的时期，在 59 年里，寒冷期的气温上升了 2.4 度；同时

5月到 10 月为温暖期，温暖期气温上升了 1.3℃

降水量的长期变化呈现周期性。在跨西伯利亚的东南部，这周

期是一个世纪 (Obyazov 1994)。1955 年～ 1963 年间，该区降水

量处于平均值以上。1964 年～ 1982 年，降水量处于平均值以下。

1983 年，丰水期开始，一直持续到 1998 年。1999 年开始了新一轮

的枯水期。这个枯水期可能在2012年结束，但这尚未确定。无论怎样，

从 2008 年到 2010 年，河流的流量和湖泊水位没有明显的变化。

因此，在过去的 60 年间，达斡尔地区出现了两个基本完整的

降水周期 ( 图 5)。除了这些长的降雨周期之外，该地区也具有周

期为 4 年～ 5 年的小周期 (Obyazov 1994)。这些周期的确定是基

于经典的统计分析方法，分析环境变化，尤其是剩余曲线的结构

(Vladimirov 1990)。

降水总量对温暖季节（5 月～ 9 月）的流量起决定作用。降水

量和流量的年内变化出现了同步现象 ( 图 5)，石勒喀流域所有河

流流量的观测值和平均降水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超过 0.7。

湖泊的水位与河水的流量一样直接取决于降水量。例如图 6展

示了托列伊湖水位变动的清晰时间特征。应该注意到的是至 2009

年 6 月西托列伊湖完全干涸，之后湖床只在雨后才有一些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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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西托列伊湖水位的长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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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群落

亚洲中部的草原属于欧亚草原亚区。它的植物群落与西部草原

的植物群落显著不同。这一地区最为典型的草原群落的优势种是

包括克氏针茅 (Stipa krylovii）、狼针草 (S. baicalensis) 在内的虎

尾草、羊草（Leymus chinensis）和冷蒿（Artemisia frigida）等等。

该地区的特征是耐盐碱植物生长在咸水湖浅滩的四周。

这些草原群落的优势种是禾本科的植物，同时与其他的植物类

型（湿地、耐盐碱植物、森林果树、灌丛等）混生，而且这些草

原群落应该只存在于宽阔的景观环境中。

图 7.2001 ～ 2009 年西托列伊湖面 ( 左 ) 和东托列伊湖湖面 ( 右 ) 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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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 滩湿地（图 8）的草甸上生长着禾本科的草类 ( 拂子

茅属 )、莎草 ( 瘤囊苔草及其他 )、杨柳林、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群落和几种常见的野生果树，如山楂 (Crataegus sp.)、

稠李 (Padus avium)、山荆子 (Malus baccata) 等。

在小洼地的底部和盐湖、咸水湖的湖畔分布着耐盐碱植物群落

斑块，小块盐碱地遍布草原地区。这个地区的一年生植物是优势

种。种类包括藜科植物角碱蓬 (Suaeda corniculata)、地肤 (Kochia 

densiflora)、西伯利亚滨藜 (Atriplex sibirica)、滨藜 (A. patens)

等等，多年生植物种类有艾蒿 (Artemisia anetifolia)、裂叶蒿 (A. 

laciniata) 和低矮灌木盐爪爪 (Kalidium foliatum)。大型洼地周围

的草地以及羊草草原上生长着碱茅（Puccinellia spp.）、野大麦

图 8  呼伦贝尔辉河的河漫滩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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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deum brevisubulatum）、羊草、马蔺（Iris lactea）。大型的

禾本科植物芨芨草（Achnatherum splendens）群落在洼地最为常见，

它可能也生长在地下水较浅的草原丘陵的缓坡边缘上。芨芨草草原

通常包括几种盐生的种类，如黄花补血草 (Limonium aureum）、

草地风毛菊（Saussurea amara）、马蔺。

上文提及的植物类型直接取决于一些相关地形的细微特征和栖

达斡尔东部的主要湿地
额尔古纳河河漫滩 额尔古纳河（位于中国呼伦贝尔的额尔

古纳市）是达斡尔草原最大的河流，在全球湿地保护网络中具

有重大意义。它全长 940 公里，是中俄的界河。它的西段具有

广阔的河 滩湿地，面积大于 200000 公顷，且具有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

辉河和莫日格勒河 ( 大约 70000 公顷 ) 它们是额尔古纳河

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境内的支流。在它们的径流区域形成大

面积的河 滩、芦苇沼泽，是许多全球受威胁鹤类和雁鸭类重

要的繁殖地。

达赉湖和乌兰诺尔湖 呼伦贝尔浅水达赉湖的水源来自于蒙

古的克鲁伦河和乌尔逊河，同时它也与额尔古纳河相通。它是

一个面积超过 750000 公顷的国际重要湿地（拉姆萨公约所列湿

地），集湖泊、河流、沼泽、灌丛、草原、芦苇沼泽于一体的典

型干旱欧亚草原湿地。其边界从北到南，北与俄罗斯接壤，南

和蒙古相邻。达赉湖是水鸟，包括濒危雁鸭类重要的繁殖、换羽、

停歇地。

贝尔湖 (61500 公顷 ) 它是蒙古和中国共同拥有的湖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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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东达翰尔最大的湿地

源于中国的哈拉哈河注入其中。这条河在蒙古分为二支，一条

支流流入贝尔湖，贝尔湖面积为104000公顷，是国际重要湿地；

另一条则通过乌尔逊河流入达赉湖。贝尔湖是水鸟，其中包括

全球受威胁的雁鸭类重要的繁殖、换羽、中途停歇地。

托列伊湖和乌勒吉河　乌勒吉河起源于蒙古，终止于俄罗

斯托列伊低地的 3 个湖泊。它的流域具有多个重要的全球生物

多样性特征，受到达斡尔斯基（Daursky，172500 公顷 ) 和蒙古

达斡尔 (210000 公顷 ) 生物圈保护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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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地条件。气候波动显著影响植物季节和空间的多样性变化。在

周期内改变植物的分布和群落的组成。

气候周期对栖息地的影响

达斡尔草原自然气候周期为 25 年～ 40 年。它是影响当地生态

系统和居民生活方式的主要力量。达斡尔生态区的气候变化，特

是丰水期和持续升温，会使栖息地发生改变甚至消失。高强度变

化主要发生在湿地，湿地是达斡尔草原地区重要的跨地带生物栖

息地。在枯水期，所有的小河、大部分的泉水以及高达 90% ～ 98%

的湖水都会枯竭。

像克鲁伦河、鄂嫩河、海拉尔河 /额尔古纳河这样的大河丧失

了大部分支流，水位也变低。此时，达赉湖 , 贝尔湖，呼赫诺尔

湖的水位也显著下降。每一水体的深度、水量、水文地质以及地

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失水和恢复水的动态特征。辽阔的达赉湖明水

面最大面积为 2300 平方公里，但是水位下降的时候，它成为若干

个相连的线性浅水泡沼。规律性变动的水体比静止的水体拥有更

高、但不均匀的生物生产力。丰水期和枯水期的相互交替，加之

水体的差异造就了栖息地动态镶嵌，引起物种的大迁徙以及种群

数量变动。在 1999 年，托列伊湖年产鱼一千吨。在 2011 年，西

托列伊湖底的草甸已经成为黄羊(Procapra gutturosa)的优良草场。

洪水频繁淹没河 滩湿地，使其在枯水期也能保留更多稳定的

栖息地。过去 30 年中，在多数的丰水期，数千个浅水湖泊遍布在

草原之上，为鸟类和半水生生物提供了优良的栖息地。同时，几

个最稳定的湿地在气候周期的不同阶段成为野生动物和人类赖以

生存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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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02 ～ 2010 年间监测样带上不同植被类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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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托列伊湖湖水的慢慢枯竭，它所形成的盐碱地逐渐扩展，

之后转变为草甸和草原（后面将有进一步描述）。当湖盆中水面

缩小 ( 在 1999 年，面积为 551 平方公里 )，水生和近水生生物栖

息的水生生态系统，其中包括数千吨的鱼类，转变为陆地生态系

统的一部分。

目前，栖息在此地的动物绝对与水没有关系，如蒙古沙鼠

(Meriones unguiculatus) 和黄羊。草原的水资源消失使得草原栖息

地不适合那些依赖水的动物种类生存。对此我们将进一步阐述，

随着湖泊的消失或者剧烈变浅、盐碱化，使得近水的大型挺水植物，

特 是芦苇退化，灌木枯萎。在干枯的河道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

因此，河滩阶地和河 滩植被转变为草甸和草原栖息地。

湖中的岛屿和沙洲过去为大量水鸟——群巢鸟类和近水鸟类提

供筑巢地 ( 在丰水期，仅托列伊湖就有 17 个鸟类居留的岛屿 )，

现在已不再发挥这类作用，同时也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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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2 年～ 2010 年间，我们沿托列伊湖和达斡尔斯基生态

圈保护区之间的一条固定样带研究植物动态 (Tkachuk & Zhukova 

2010)。样带长约 4 公里，它包 草原、盐生草甸、先锋盐生植

物种以及长满稠密的水生植物芦苇和云林莞草 (Bolboschoenus 

planiculmis) 的地块。

图 10 展现的是沿样带植物的序列分布。样带中最低点，即目

前刚刚枯竭的部分与水生植物斑块一起支持了先锋盐生植物的生

长(图10)。样带中最高的部分，即在2年～4年前变干的一级（湖）

阶地和湖岸成为盐碱草甸。湖的第二和第三级阶地为草原植被。

环西托列伊洼地的植被带要宽于环东托列伊洼地的植被带。

图 10 展示了 9 年间沿样带分布植物的动态。它主要趋势是所

有植物类型面积增加以及岸边植物消失。在 2004 年，由于湖岸线

的快速退缩和样带的连接延长使得植物的先锋种和水生植物快速

增长。之后因为地下水位的下降，水生植物又减少。尤其从 2005

开始，盐碱草甸逐年增加。这种盐碱草甸突然的增加要比先锋物

种的增长滞后一年。而草原植被的增加与之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

在托列伊湖之间的植物群落演替过程（其他正在枯竭的湖泊也

是如此）与中亚其他的咸水草甸草原湖的植物演替相似(Vostokova 

1983；Fengjun 2010)。即便这个演替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是达斡尔

草原所特有的。

在枯水期开始的时候，河 滩内的高大草本植被因为草原

大火的频繁发生而很快消失（图 11）。在 1996 年～ 1997 年，

50％～ 70% 的草原和河 滩湿地过火。在大火之后，大型的禾本

科草类和灌木恢复缓慢。在枯水期，过火后的区域蒸发量增加，

导致了河 滩进一步变干，同时地下水位也进一步下降。所以，

丰水期的延长有助于湖泊水位和河流流量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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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估计是否因为自然因素导致了上述的这些变化。因为，达

斡尔生态区相当大一部分的草原是处于过度放牧的巨大压力之下。

尽管自然因素限制了大部分的散放畜群，但是畜群也在人为条件

下维持高密度状态，从而伤害了生态系统。

随着丰水期的开始，河流和湖泊的水量增多。水量增多的过程

要比水变少的过程快得多。之后地表植被在河床和湖床上密集生

长、被水淹没、腐败。在水摧毁浅滩中大批有机物过程的同时，

洼地也是在重新注水和预热，这使得所有营养级的动植物的生产

力激增。众多水生和湿生动植物食物丰富的栖息地重新出现在草

图 11　雁鸭类正迁徙在着火的额尔古纳河漫滩旧租鲁海图－黑山头边

境通道上。郭玉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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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带。草原群落生境的食物容量急剧增长，水源再现也提高了

隐蔽条件。在草原地带最潮湿的区域，灌木和木本植物的面积开

始渐渐增加。

整体上看，达斡尔生态区的栖息地具有大幅度的周期性变化特

征。因此，丰水期和枯水期活体生物量相差数倍。所以，食物供应、

繁殖和其他生存条件也就不同。对于许多脊椎动物来说，在枯水

期，只会残留几个极为重要的栖息地，并且成为其避难所。例如，

不会枯竭的大河流和河 滩湿地、湖泊，山石嶙峋的南坡和达斡

尔草原北部的沟壑、南部沟壑的北面。在达斡尔草原原始的景观中，

如此相对良好的栖息地依当地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伴随达斡尔生态区栖息地的高度动态变化，该地区生物量生产

力也发生了巨大跳跃。正是这些动态特征支持着包括众多哺乳动

物和鸟类种类在内的达斡尔草原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动物区系和气候

达斡尔地区的动物种类非常丰富。这里动物种类的主要分布区

延伸至更远的东、西、南部。这些种类有丹顶鹤 (Grus japonensis)

（图 12）、东北鼢鼠 (Myospalax psilurus epsilanus)、蒙古沙鼠、

灰鹤 (Grus grus) 等等。这其中，达斡尔地区的本地特有物种包

括黄羊 ( 超过全球 90% 的黄羊种群都生活在此地 )、达斡尔刺猬 

(Mesechinus dauuricus)、达斡尔黄鼠 (Spermophilus dauricus)、

蒙古百灵 (Melanocorypha mongolica) 以及其他种类。有超过了 60

种鱼类适应此地的气候，其中有三种是达斡尔地区的特有种，达

氏鳇鱼（图13）可能是从太平洋一路洄游到蒙古边境上。达赉湖－

托列伊低地动物区系的特殊性是由这狭窄的全球鸟类迁徙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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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额尔古纳河河漫滩湿地芦苇丛中的丹顶鹤 奥列格 • 戈罗什科摄

图 13 在 石 喀 河 中

残留的本地特有种鱼

类 达 氏 鳇 鱼（Huso 

d a v h u r i c u s ）  ( Y u .

Dunsky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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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丰富度而决定的 (Goroshko 2009)。在此停歇的迁徙鸟类种数

占达斡尔鸟类组成的 45% 以上。本地有超过 40 种鸟类被 IUCN 红

色名录和俄罗斯、蒙古与中国的红皮书列入在内。

气候变化对脊椎动物的影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改变其栖

息地，另一种是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作为

流域内水生动物天然栖息地和湿生动物主要栖息地的水体和河流

枯竭或水位降低的情况下，包括鱼在内的水生生物完全死亡（图

14）或者幸存于包括幼体和鱼卵的可以再生的近休眠状态。银鲫

(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 可以在水干涸后的一段时间内，将自己

埋藏在淤泥中维持生命力。在因为干枯实际上已经没有鱼类的乌

勒吉河流域，银鲫目前只存在于流域内最深的呼赫诺尔湖（Khukh－

Nuur）盆中。

图 14　枯水期托列伊湖岸上的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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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和河流中水深和矿物质的变化，也导致包括岛屿在内的适

宜营巢地的丧失和可利用食物的变化。在托列伊湖，水鸟和湿生

鸟类的鸟繁殖构成发生显著的变化 (图 15)。

随着湖泊生态系统的变化，许多物种种群数量的变化率要高于

种类组成的变化率，这其中就包括珍稀鸟类遗鸥 (Larus relictus)。

对于遗鸥来说，最有利是枯水期的注水阶段。在 2001 年，鸬

鹚 (Phalacrocorax carbo) 在托列伊湖的数量达到顶峰为 2200 只

(Tkachenko & Obyazov 2003)，但是到 2010 年，它们全部停止了

筑巢繁殖。这是因为在 2006 年～ 2007 年，鱼类的第一次死亡以

及紧接着剩余岛屿的消失。之后，那些鸬鹚扩散到广阔的森林－

草原混交地带和南部针叶林，远至贝加尔湖。在之前几十年里它

们从未在这些地方被记录过，也没有再形成大的繁殖群巢区。在

托列伊湖，随着岛屿的消失以及可利用食物的匮乏，其他群巢鸟

类也停止筑巢。这些鸟类分 是：苍鹭 (Ardea cinerea)、银鸥

图 15　1994 ～ 2009 年，托列伊湖主要的水鸟和湿生鸟繁殖群落种

类组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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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us cachinnans)、红嘴巨鸥 (Hydropogne caspia)、黑翅长脚

鹬 (Himantopus himantopus)、反嘴鹬 (Recuvirostra avosetta)、白

翅浮鸥 (Chelidonias leucopterus）、普通燕鸥 (Sterna hirundo) 以

及稀有的小鸥 (Larus minutus)、鸥嘴噪鸥 (Gelochelidon nilotica) 

和须浮鸥 (Chelidonias hybrida) 等。

在丰水期，数百万只水鸟路过达斡尔草原，它们在飞快地穿过

泰加林带到达苔原带之前，利用数千个富 食物的湖泊来休息养

生和补充营养。但是由于湖泊的干涸，辽阔草原成为了水鸟难以

克服的障碍，所以它们改变了迁徙路线。从 1999 年～ 2009 年，

后贝加尔边疆区 9 个草原地区所有鸭类的总数量下降了 59%。这是

由于迁徙路线的改变，即迁徙路线向东移到大兴安岭山脚，向西

移到肯特（Henti）山脚地区 (Goroshko 2011)。这些山脉一直延

伸到遥远的南方，富有河流的存在，为水鸟在迁徙途中提供适合

的休息条件，使得它们能飞越干旱的草原和较小的沙漠。

随着河流和湖泊的枯竭，基本上所有的白枕鹤 (Grus vipio) 的

繁殖地都从草原迁移到森林－草原混交带。筑巢繁殖的白枕鹤的

总数量在上一个枯水期急剧减少 ( 图 16)，所以这使得白枕鹤的西

部种群数量普遍下降。

在枯水期，许多哺乳动物种类的分布区和分布模式发生了重大

的改变。貉 (Nyctereutes procyonoides) 的家域正是如此。这种动

物在 20 世纪中叶从东方扩散到达斡尔草原的东部。到 1999 年，

尽管貉偏爱河流和湖泊，但是它的身影几乎遍布俄罗斯和其毗邻

的达斡尔生态区的草甸草原、森林和灌丛栖息地，但是到 2008 年，

以上地区不再有貉的分布。整体来看，达斡尔这一地区貉的种群

数量和分布急剧减少。目前貉只栖息在鄂嫩河和额尔古纳河这样

大河的河 滩湿地。而且，它们在残留地的种群密度也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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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不迁移和不冬眠的动物来说，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

雪层的厚度。累积雪层厚度大于 20 厘米的地区以及雪壳在 10 厘

米～ 12 厘米厚的地区是不适合大多数草原物种栖息生存的。

依赖水的狍在丰水期里会迁移到草原地带，这种现象不仅仅出

现在乌茨（Uldza）河这样河流沿岸的岛状林、小树林和河 滩湿地，

也存在于丘陵草原洼地里的杨柳灌木中。2007 年～ 2008 年，狍的

分布区向北移动了 100 公里 ( 图 17)。同理，与树木、灌丛入侵令

栖息地破碎化一样，长满芦苇和杨柳属植物浅水的消失，使得野

猪 (Sus scrofa)、马鹿 (Сervus elaphus)、猞猁 (Lynx lynx) 和雪

兔 (Lepus timidus) 分布区的南界显著向北移动。

图 .16　1999 年～ 2007 年间，白枕鹤在该地区繁殖百分比的变化 

(Goroshko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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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地区独特性的简要概述

· 达斡尔地区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众多的本地特有自然群落

是由不同的动植物群在持续的气候变化条件下形成的，它远远高

图 17 1996 及 2007 年狍 (Capreolus pygargus) 分布区的南部边界

于本地特有种的数量。在全球变暖和本区降雨周期性变化的情况

下，野生动植物的物种组成、丰富度和空间分布将发生可预见变化。

· 由于达斡尔水循环周期性变化，达斡尔生态区的湿生栖息

地也随之变化。在枯水期，长满高大植物，提供了大量食物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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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庇护条件的栖息地面积减少，而且大部分湿地完全消失。当丰

水期来临，它们将再一次出现，并且生物生产力迅速大幅度增加。

· 达斡尔地区的植被适应了当地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且随其波

动恢复并周期性演替。

· 大多数水生和陆生的物种，运用不同的适应策略来度过干

旱。最重要的适应策略分 是：生存在避难地的栖息地、在生活

周期中休眠、成体不繁殖。许多陆生脊椎动物分布地区的有规律

变化与丰枯水的周期性呈现一致变化。但是持续的逐渐升温会打

破这些过程的往复循环，导致沙漠化。

· 整体看，达斡尔地区为期 30年的丰枯水气候周期中的枯水

期是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引起了自然状态极为深刻的

改变，其负面影响是自然系统的物种多样性水平下降，同时自我

恢复维持力降低和原始的生态系统复合体的生产力降低，活体生

物量减少、鸟类和兽类分布区和迁徙路线改变。许多脊椎动物生

存状况极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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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保护和监测

保护地区网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俄—蒙达斡尔国际自然保护区 (DIPA) 于 1994 年 3 月 29

日在俄罗斯、蒙古、中国三国交界成立（图 18）。下列 3 个国家

的 3个自然保护区联合而诞生了达斡尔国际自然保护区：

• 达斡尔斯基国家级严格自然保护区，位于俄罗斯后贝加尔

边疆地区；

• 蒙古达斡尔严格自然保护区，位于蒙古东省，与俄罗斯保

护区相邻；

•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个三边保护区的诞生，目的是连接达斡尔草原上的湿地和草

地栖息地，这对达斡尔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特 是对迁徙鸟

类和兽类的保护至关重要。除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

国际保护区域的主要目标是对达斡尔草原生态系统自然过程和现

象的监测。

尽管三个国家的自然保护行政体制和管理方法以及人员配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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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不同，但是达斡尔国际自然保护区作为一个联合的国际自然

保护区已经成为一个自然保护成功案例。从达斡尔国际自然保护

区建立的第一年起，三国在该地区设法促进合作，首先是科研方面，

之后是环境教育。合作活动包括保护区内野外动植物的联合调查。

自从达斡尔国际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联合的科学调查的范围从

肯特山脉到大兴安岭，从戈壁沙漠到西伯利亚针叶林，面积已经

图 18　DIPA 最初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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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300000 平方公里。这个大型的三国联合调查为收集该地区珍

稀物种生物多样性和分布的数据和确定该地区生态系统状况以及

遴选关键的区域，保护一些物种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拉姆萨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意识到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将达斡尔

国际自然保护区的三个自然保护区收录为国际重要湿地。其他湿

地，如额尔古纳河和辉河 滩湿地、贝加尔湖、阿金斯基(Aginsky)

湖岸－草原区被认定为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区域。以上所有的地

区对于履行拉姆萨公约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对生态系统和稀有物种种群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详尽分析有助

于达斡尔国际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制定出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这些保护措施包括：(i) 建立一个相互联系、多层次的区域网络；

(ii) 保护受严重威胁物种的计划；(iii) 综合经济发展规划和可

持续的保护规划。达斡尔国际自然保护区人员为以下保护区的建

立发挥关键的作用，这些保护区分 是黄羊谷国家野生动物避难

地、俄罗斯阿金斯基 (Aginsky) 草原地区野生动物避难地以及蒙

古鄂嫩－巴利 (Balj) 国家公园。生态网络发展的下一步工作要求

是新保护区的建立、改进与调整现存保护区的管理体制和管理人

员、制定明确具体的跨界保护区。

自然保护网络的建立应该为迁徙和繁殖物种在本区域处于枯水

期时提供迁徙停歇地和繁殖地，保护关键的水文特征和所有重要

的避难地（防止栖息地破碎化、促进其连接度及抵抗特殊气候条

件栖息地的保护）。河 滩湿地的保护是任何流域适应性措施的

基本成分。河 滩湿地的保护应该首先侧重保护处于最不利的气

候条件及可持续环境流的原始生态状况下的避难地。

网络设计也需要理解永久冻土层、荒火管理、干旱周期、农业、

改变景观的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要特殊关注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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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达斡尔草原生态保护区的建立所需要的区域

国界

研究区域

现存保护区

属于 DIPA 的部分保护区

需要保护的区域：

主要受威胁动物的栖息地

生态网络中具有代表性的
各植物群落的保护区

干旱期迁徙鸟类的重要栖息地

适合成为跨国界
自然保护区的区域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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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过渡地带和淡水水生态系统。

DIPA 向有关当局提出建立新的保护区域，改进、调整保护管

理体制，管理现有保护地区以及建立某些跨界保护区域的具体建

议。(图 19)

定向的生态系统监督

达斡尔国际自然保护区成员多年的研究调查积累了大量达斡尔

生态系统和物种的有关知识，并且刺激了新的综合性生态监测系

统的发展，这个监测系统是面向多科学的结合及以科学为基础合

理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政策的统一。

现在，所有的活动整合成为一个研究和自然保护计划，将其称

为“气候变化对达斡尔生态区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生态系统对其

的适应”。

图 20　内蒙古胡列也吐自然保护区涵盖靠近俄罗斯侧 Kuti 村庄的额

尔古纳河漫滩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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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达斡尔生态区湿地监测网络的监测点分布

计划的关键部分是对跨界的黑龙江上游流域湿地进行长期的地

面以及遥感手段的监测。监测系统的主要任务是：

1）研究气候的变动率对黑龙江流域上游湿地的影响。

2）建立以科学为基础、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国内和国际间可持续的适应措施政策。

3）利用监测结果来指导建立特 的适应性措施。

在大约 20000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的河 滩湿地和湖岗阶地上，

监测网络包 200 多个监测点（图 21）。大部分点为监测植物和

动物种群所设计。这样大范围的监测网络允许该项目获得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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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时空动态数据。

这个项目的关键成果是获得在生态系统自然动态方面的相关知

识，这些知识可做为面对气候变化时，在保护全球珍贵的生物多

样性的条件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该

地区周期性气候变化的基本规律，也将这些规律与生物圈的时空

差异、物种在多年危难时期幸存的主要因素和适应措施联系起来。

监测结果将为建立以下适应措施给予指导：

1. 规划新的保护区和在区域的空间范围保护物种运动的安全

栖息地和走廊。

2. 预测水利工程设施及其计划调节可能带来的影响。

3. 在气候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提高人为影响的容忍极限，改

进生态流量的要求。

4. 更好的规划土地利用和水资源消费。

5. 发展其他的气候适应措施，增加当地社区的传统活动的自

我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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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适应气候和水资源管理

 

适应气候

适应环境对于达斡尔－内蒙古游牧部落来说，不是新课题。这

些部落已经适应了水和其他资源因为周期性气候所发生的时空变

图 22. 内蒙古辉河牧民的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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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图 22）。然而近期建立的固定定居点 / 生产设施，促进经济

效益线性增长的发展模式，在枯水期，为了水和其他资源，会不

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竞争。人们诱发“气候变化”，使其周期的幅

度可能会变得更加显著，且影响气候周期的持续时间。同时其带

来了一些类似于为解决枯水周期所经历的难题而作出的下策。

与此同时，现在人们遇到干旱时以“气候变化”作为吓人的幌子，

同时，以“保护环境和社会”为目而提出的水利工程措施是否有

效也值得怀疑。人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期望能抵御气候变化的

行动（包括一些适应措施）可能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伤害，这比全

球气候变化的实际后果更早更严重 (Simonov 和 Wickel，2009)。

在达斡尔草原，现代快速的社会经济变化和游牧传统的遗失，

使得生态系统和当地群落对自然波动、气候周期所带来的极度干

旱、洪泛之类等极端状态的自我恢复能力降低(图 23)。在俄罗斯、

中国、蒙古三个国家中，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人口密度、不可

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水资源利用模式，使得为保护共同的水资源而

建立跨界机制变得尤为艰难。与此同时，最近时期内在额尔古纳

河流域几个盆地间的调水工程和其他的水利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将

加剧湿地生态系统及生活在这一地区人们的风险。

在中、蒙、俄三国，水资源管理的危机正在迅速蔓延。额尔古

纳河－海拉尔河、哈拉哈河、克鲁伦河、乌勒吉河、鄂嫩河、伊

马耳卡 (Imalka) 河几乎都是达斡尔地区著名的跨界水道。当各国

为了水而制定在自己领土上储水这一国家政策隐性目标的时候，

潜在的最大威胁就开始出现，这将摧毁该地区全球重要的跨界湿

地。

因此，达斡尔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任何措施，必须要将防止和

排除不是成功的而是弥补其薄弱点的水资源管理实践，并且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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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放在第一位。可能的应对措施是利用最佳节水技术和适当资源。

达斡尔地区的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优势，许多需要分享。在 3 个

国家发展经济的部门中，采矿业看起来是耗水增长最快的行业之

一。

图 23　位于内蒙古根河河漫滩旅游营地中的混凝土蒙古包。Daniel 

Hanisch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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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达斡尔跨界地区的水

利基础工程设施和主要保护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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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地区黑龙江源头现存和规划的水利基础设施

地图上
的代码

名称及位置
水库容
量 km³

每年的放
水量 km³

目的 注释

俄罗斯

2009 年从额尔
古纳河取水

0.009 工业、农
业、居民供
水

数据可靠性差

1、2
石 喀河的（跨
西伯利亚水电
站）

15 无 水力发电
和航运

2011 年由 EN+
和中国长江电力
公司建议

3 ～ 7
额尔古纳河阶
梯式水力发电
站

4 ～ 20 无 水力发电 1994 年中俄提议
的黑龙江和额尔
古纳河界河段管
理规划

中国

8
新开河水道 无 无数据 从达赉湖

到额尔古
纳河的调
水

1960 年建成，因
年久失修而不畅

9
海拉尔－达赉
湖输水道

达赉湖
承担如
同水库
作用

0.4 ～
1.05

为满洲里
供应水源，
为达赉湖
补水，灌溉

建成之后，从
2009 年开始运行

10
从哈拉哈河到
乌尔逊河的直
接输水道截断
向贝尔湖的径
流

未知 恢复达赉
湖和乌尔
逊河

中蒙在
2010 ～ 2011 年
的谈判中所提议
的

11
哈拉哈河 
(Khalkhingol) 为
锡林郭 煤矿
运行的调水设
施

>0.1 供水给火
力发电站
和工业设
备

在 2010 年进行
的环境影响评估

12
海拉尔河的扎
罗木得水利电
力枢纽工程

0.7 大于 0.5 防洪、水力
发电、水源
供应、灌溉

水利部通过此项
目并为其拨款
（国家发改委批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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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扎束河－牙克
石市扎敦河水
利枢纽工程包
括水力发电站

0.1 0.05? 水力发电
和灌溉

水利部批准该项
目，在 2011 年
举行投标

14 辉河水库、辉
河

0.1 和
0.2

0.1 ～
 0.2

灌溉 2006 年完成

15
伊敏河红花尔
基水利枢纽

0.3 0.2 水源供应、
华能东电
煤电有限
责任公司、
防洪、灌溉
等

2010 年完成

在牙克石区域
拥有 10 个小型
的水库

>0.05 多种用途 正在计划

大桥和其它水
库

>0.4 水源供应、
灌溉

长期基础设施规
划所涉及的项目

蒙古

从达斡尔河水
系调水

0.015 工业、农
业、居民用
水

数据可靠性差

16 鄂嫩河的水力
发电站

无数据 水力发电 2010 列入国家水
资源规划

17、 
18

克鲁伦－戈壁
的一期调水工
程的 Togos Ovoo
水库   

0.6 小于河流
流量的
10%

火力发电
站、洗煤、
工业、灌
溉、市政供
水

2010 ～ 2012“威
望集团”研究其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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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水资源管理

额尔古纳河流域横跨达斡尔地区的中国、蒙古、俄罗斯，包括

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哈拉哈河、克鲁伦河 3 个大型的跨界水

道和跨界的贝尔湖。然而，这三个国家在实行不可持续用水模式

的同时，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中国因其庞大的人口数量和活跃的

经济，在这一流域发挥关键作用。

20 世纪中叶，在丰水期第一个显著的水利基础设施是从达赉

湖到额尔古纳河的新开河河道，它的目的是保护呈现规律变动的

湿地内的财产免遭洪水 ( 图 25)。如今，内蒙古因为“复兴中国东

北老工业基地”工程（2003 年～ 2030 年），所以有着详尽的理由

在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在其上游）流域迅速发展调水和流量控制，

图 25　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从达赉湖调水到额尔古纳河的呼伦贝

尔新开河通道，目前呈现功能失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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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管理措施包括用来调水的 2 个大型运河和 10 个水库（红花尔

基、扎鲁姆的（德）、大桥、扎束河等等——见图 24 和表 1）的

建设。这可以保证城市发展建设（海拉尔、牙克石、满洲里）的

用水需求、灌溉农业和当地的火力发电厂的建立（大雁矿区沉降

区和伊敏河谷的火力发电厂见图26和“噬水之煤”介绍）等等(中

国工程学会，2007，噬水之煤 2012)。

以上工程相互关联，任何一个工程的实施都将增加需要处理其

负面结果的工程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中国也发展了“节水灌溉”工程。在工业区建立空

气冷却系统和循环水利用系统等。然而，从 2003 到 2015 年，内

蒙古东部四个区的实际工业用水是计划用水的 10 倍。这些水主要

图 26　内蒙古呼伦贝尔莫日格 河流域新开的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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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水之煤

——绿色和平警告煤炭工业迅速扩张会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

煤炭开采、火力发电和煤化工是极端耗水的行业。绿色和

平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撰写的一份报告发现，

到 2015 年，内蒙古、陕西、山西和宁夏等省区的煤炭工业需

水将超过他们各自目前的工业供水能力。煤炭工业在中国的快

速扩张将挤占大量的饮用水、农业用水、生态用水等非工业用

水。这份报告显示，中国煤炭产业的迅速扩张将很可能会影响

俄、蒙、哈萨克斯坦的跨境河流。

根据“十二五”规划，内蒙古是煤电基地建设的关键地区。

目前，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有 22 个大型电厂投产或在建，总

装机容量为 48960 兆瓦。同时，这里也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

它拥有全国26%的煤炭储量，但是只有全国1.6%的水资源。《噬

水之煤－煤电基地开发与水资源研究》报告估算，到2015年，

呼伦贝尔的煤电基地的水资源需求是 2010 年本地区工业供水

用于制造煤气。同时农业用水也大量增加以及美其名曰“为了环境”

而进行的草原上植树和变湖泊为水库（布置绿色空间和“改变环境”

已经进入了达赉湖）。

在海拉尔河流域，通过已经建好或者正在审批的建设水库，将

有计划的增加长期平均耗水量，即增加到10亿～15 亿立方米/年。

另外，海拉尔－达赉运河设计的输水量是每年 10 亿立方米以上。

这水量总计将超过海拉尔－额尔古纳河长期平均流量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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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 139.5%。蒙东煤电基地是现在中国最大的产煤区和煤

炭产量增长最快的区域，它位于额尔古纳流域的达斡尔干草

原地带，预计到 2015 年和 2020 年，本区的煤炭产量将分

达到 5.20 亿吨和 6.93 亿吨。

根据呼伦贝尔市草原监理站和内蒙古草原规划设计院的

研究，本世纪初，呼伦贝尔地区土地退化、草原沙漠化、盐

渍化的面积是 398.2 万公顷，相比 1980 年的 209.7 万公顷，

扩大近两倍。绿色和平预测，到 2015 年，每年内蒙古地区采

煤将耗水 22.18 亿立方米，火力发电耗水 6.06 亿立方米，煤

化工耗水 3.29 亿立方米，这意味着整个煤炭产业的耗水将达

到 31.53 亿立方米，与整个海拉尔－额尔古纳河的径流量相

当。煤电基地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水资源的分布：地下水被

疏干，水库大量建设以截留地表径流。疏干地下水是煤矿开

采的必须步骤。事实上，根据统计，每生产1吨煤，就有2.54

立方米的地下水被疏干。在内蒙古的露天矿区，煤炭开采导

致径流干枯、地下水位下降，使得整个区域的水资源枯竭。

长期的恶果是表土沙化、草场肥力丧失和退化、湿地消亡、

土地沙漠化以及沙尘暴。同时，这会严重影响农业和牧业。

华能集团建设了红花尔基水库，红花尔基水库截断了伊

敏河。伊敏河是海拉尔－额尔古纳河的主要支流，它也是呼

伦贝尔草原东南部的主要河流，被华能集团截流以后，河道

干枯，即使在洪水季节也一样。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减少将

使得草原和湿地的退化。区域的水污染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煤炭的开采、运输、处理和燃烧都会产生大量的工业废弃物

和污水，这些污染物经常会被直接排入天然河道，造成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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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伦河是蒙古境内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代表，它是成吉思汗的

故乡，当地人烟稀少，长期保留着传统的游牧、保护水资源的文

化（图 27）。但是现代采矿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可能迅速的摧毁

本在环境压力下已显得脆弱不堪的河流（图 28）。蒙古的国家水

利工程顺应水资源保护的呼声，以保障水力发电、灌溉、供给矿

点等用水为目的，而采取了限制扩大水库蓄水量等措施。

在俄罗斯境内的额尔古纳河流域，人口正在减少，主要是采矿

业消耗水。由于采矿、筛选和加工对水资源的消耗，人们对水的

关注正在上升。其中大型普里阿尔贡斯克 (Priargunsky) 铀矿最

受关注。然而俄罗斯人认为额尔古纳河是黑龙江流域受污染最严

重的河流。

在 2000 年之后，额尔古纳河的水质急剧恶化。部分原因是更

进一步的进入大循环周期中的枯水期（河水水量的减少导致污染

物浓度增加），另一方面，与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有关（图 29、

30）。大约最近 10 年中，后贝加尔边疆州政府与内蒙古一直就这

的地表水污染。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的西北，每生产 1 吨煤

就会污染 7立方米水。

《噬水之煤－煤电基地开发与水资源研究》报告指出，应

该严格评估煤电基地开发对当地水资源的影响，尤其是要在

战略环评和区域开发环评中落实煤电基地开发对当地水资源

影响的评价。煤电基地开发应该“以水定产”，用水资源的

承载能力来限制煤电开发的规模。煤炭产业应该采取更有效

的节水措施，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更有效的保护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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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在蒙古

东省牧民过去

用的井

图 28　蒙古的金矿开采  UMMRL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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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上游的扎赉诺尔市排污口到达兰鄂罗木河上的 Molokanka

水文监测站仅 15 公里 . 呼伦贝尔

图 30　在呼伦贝尔的莫达木吉

废水在夜间排放进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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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并没有产生任何切实的结果。这是因

为俄罗斯方面一直对中国没有有效的方法。

依照水资源利用的发展规划、工业、灌溉及人口增加，额尔古

纳河流域的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加脆弱。

海拉尔－达赉湖调水

中国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为了“环境目的”建造一条从海拉尔

河（额尔古纳河上游）输水到达赉湖的运河。显然，运河的目的

是渔场、旅游设施、采矿工业及其附属设施供水（图 31、32）。

这个工程得到了水利部、环保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批准。

额尔古纳河在中俄边境海拉尔段的平均长期流量是每年 35 亿

立方米。在枯水期，每年的流量几乎不超过 15 亿立方米。在无抽

用湖水和上游水库控制的正常情况下，海拉尔－达赉湖调水工程

的计划长期平均调水量是每年 10.5 亿立方米。如果流量受到水库

和抽水影响的情况下，那么就得增加调水量。在计划引水口下游

的200公里～300公里内，海拉尔河是额尔古纳河唯一显著的水源。

2007 年夏季，俄罗斯方面在两国首脑的正式谈判中表达了自

己的关注之后，中方暂停了海拉尔－达赉湖调水工程。在中俄水

管理当局双方的有关会议上，这一事件通过了讨论，中国水利部

表达了明确的决定，那就是海拉尔－达赉湖水道建设是中国的内

部事情，是不能通过双边的会议进行讨论的。

在 2008 年，拉姆萨公约的 COP10 X.13 决议提及了采矿对达赉

湖拉姆萨国际重要湿地的威胁。从海拉尔河调水的运河建设已经

成为从达赉湖往其周边的矿山和工厂分水的新理由（图 31）。

尽管中国与俄罗斯谈判及国际组织表达了对运河的关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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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09 年 5 月的海拉尔－达赉湖水道建设

运河在 2009 年 8 月建成并且开始调水 ( 图 33、34、35)。预期运

河到 2012 年～ 2015 年通过截洪调水而减少额尔古纳河河 滩湿

地的洪泛，并且河水径流的总量将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以下是由于上游水库和运河改变额尔古纳河流域跨界部分的水

文特征而造成的可能结果 (图 37、38)：

· 水流量的控制将打破现有的洪泛周期，导致河 滩湿地变

干。

· 河流曲度降低，自然河道的交叉程度将会降低，导致湿地

栖息地结构的退化。

· 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威胁到迁徙和繁殖鸟类种群，这其中包

括国际红皮书中的 19 种受威胁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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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09 年 5 月 的 海 拉 尔 － 达 赉 湖 运 河 建

设 .“Transparent World” 提供

图 34.　2011 年从海拉尔河上调水口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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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动物在达斡尔草原的迁徙路径将会中断；

· 控制洪水将会阻碍洪水在河 滩的泛滥及土壤肥力的代

谢，这样将会减少人们在枯水期赖以生存的牧场和牧草地。

· 额尔古纳河流域将会出现气候干旱化，这将恶化作物生长

条件，同时引起沙漠化。

· 额尔古纳河中的污染物的富集程度将会加剧。它将恶化

图 36　 2011 年调水到达赉湖的呼伦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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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比较 2004 年自然状态下的流量与 (1) 流量减少

10 亿立方米水的情况 (2)Kuti 村段的额尔古纳河 ( 影响评

估 ., 2009)

图 38　额尔古纳河洪泛期和低水位期根河河口附近的转

弯处。Daniel Hanisch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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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重镇又是口岸的后贝加尔市的饮水源地、普里阿尔贡斯基

（Priargunsky）的矿化工厂及沿河居民点的供水条件。

· 这些条件的恶化将迫使中俄边境地区定居点的居民迁往其

他地区。

在中国，向达赉湖调水的结果也可能是负面的（图 36）：

• 来自海拉尔－额尔古纳河河水的增加将会导致湖内污染物

的富集、对公众健康、渔场和旅游业造成威胁。

• 干扰自然水位波动的循环将影响达赉湖的生物多样性和生

产力，以致向人工水库方向转化。

这些负面结果可能在达斡尔气候今后的两个循环周期的波动过

程中呈现影响。因此，需要深入研究该如何使运河和额尔古纳河

流域新的水利设施的损害达到最小。在 2011 年，中国方面邀请俄

罗斯官方代表团参观向达赉湖调水的水道，并且开始讨论调水工

程的后果。

与此同时，达斡尔地区已规划的其它分水工程如下：

蒙古从克鲁伦河到戈壁的输水来供给南戈壁的采矿业，Shivee 

Ovoo的出口型火力发电厂以及从塞音山达市输出附加产品(洗煤 )

（图 39、40）。

中国利用哈拉哈河往锡林郭勒煤矿区的输水来支持火力发电厂

的发展。



III. 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和水管理 61

图
39

　
 鄂

尔
浑

河
－

戈
壁

和
克

鲁
伦

河
－

戈
壁

的
调

水
线

路
 (

在
长

距
离

之
后

…
, 2

00
7)



62

图 40　 被克鲁伦河－戈壁调水破坏的克鲁伦河上的 Gun-Galuut 自

然保护区

水力发电规划

达斡尔地区严重缺乏开发水力发电所需要的条件，而且风险

高。因为气候周期导致水流量剧烈变化，并且此地区离大型工业

消费和其他地区较远。尽管在 20 世纪中这里有几十个修筑大坝的

建议地点，但是目前这里还没有建成水力发电站。

然而，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电力公司“En+\EuroSibEnergo”

（En+ESE）和中国最大的水力电气上市公司——长江电力公司

（CYPC），准备在西伯利亚东部联合投资建设发电厂。En+ESE 的

所有者，即俄罗斯的亿万富翁 Deripaska 宣称中俄将在西伯利亚联

合开发大型的水力发电站，可以减少中国对煤炭的依赖。En+ESE

在后贝加尔边疆区提议建设跨西伯利亚水电站，即在黑龙江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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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即将被跨西伯利亚水库淹没的石勒喀河流域的老村庄 .Oleg.

Korsun. 摄

头石勒喀河上建设 450 公里长的水库，这个长度大体上将占据石

勒喀河的一半（图 42）。这个水库将会全部阻塞石勒喀河流域，

破坏黑龙江与达斡尔北部之间重要的迁徙通道，毁掉达斡尔河

滩独特的群落，淹没 130 个重要的历史遗迹和 20 个村镇（图 41、

43）。从上游采矿设施冲下来的腐烂木头和有毒物质将污染水库，

这会使包括黑龙江本地种达氏鳇鱼在内的本地鱼类灭绝。中国长

江电力公司和三峡集团将这个在黑龙江源头的工程看作是在黑龙

江主要的跨界河道建设大坝的第一步。

在过去的 20 年间，俄罗斯和中国的水利部门共同规划在黑龙

江修建大坝。在 20 世纪 80 年代，俄罗斯官员、科学家以及环保

主义者持续不断反对修坝计划，致使俄罗斯现在完全不再讨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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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计划。但是尽管在黑龙江修建大坝有着巨大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中国官方仍支持将其列为中国东北长期水力发电计划的中心。现

在，En+ESE 正研究从中国的进出口银行和其他来源获得投资从而

在黑龙江修建大坝的可能性。

黑龙江流域现存的水力发电已有重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在石勒

喀河上修建新的大坝很有可能加剧恶化整个黑龙江流域的状况(图

44)。因此当地科学家和环保人士一直质疑石勒喀河项目。在 2012

年 3 月，由世界自然基金和当地非政府组织发起的一轮保卫石勒

喀河运动席卷了黑龙江流域的城镇，这个活动强迫水电公司与非

图 43　 即 将 被 淹 没 的 哥 尔 比 查 (Gorbitsa) 村 的 圣 普 罗 科 皮（St.

Prokopy）教堂 . D.Plukhin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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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黑龙江流域水电站大坝的影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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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展开对话。在世界水日，En+Group（俄罗斯最大的多元

化矿产、金属和能源集团）和俄罗斯世界自然基金签署协议来支

持评估水力发电厂对黑龙江流域生态系统影响的综合研究。研究

的目的是包括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等所有关键因素的平衡。当决

定开发黑龙江的水力潜能和建设新的水力发电站时，人们应该认

真考虑这个评估报告。在俄罗斯和前苏联的水力发电的历史上，

这将是第一次对全流域的环境进行综合战略评估。

En+ESE 承诺在完成调研及与公众探讨在石勒喀河上建设跨西

伯利亚水电工程的结论之前，En+ESE 将推迟所有的计划和谈判。

跨西伯利亚水电工程公司未来的决定应该建立在一个综合环境评

估的结论之上。

如果这个评估只在达斡尔河流域实施，那它将没有多大的意义。

因为在北面的勒拿河，西面的叶尼塞河，东面的黑龙江支流结雅

河和布列雅河相邻的流域，对于发展水力发电来说，具有更好的

条件。

金矿

在达斡尔地区，采矿业发展呈上升趋势 ,它对于河流的影响也

是显而易见的。在采矿的活动中，提取砂金的历史最长且分布最广，

同时它对达斡尔的自然系统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砂金矿可以改变

地形和水文学性征，摧毁动植物群落（图 28、45、46）。它将引

起人类和动物的死亡及不正常发育，这也是众所周知的。除此之外，

它还会破坏栖息地的关键要素——小溪河谷，采矿过程很可能带

来水银和其他污染。图 49 展现的是在 2011 年～ 2012 年，黑龙江

流域所调查的结果。根据这些结果绘制了黑龙江流域金矿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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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基尔昆（Kirkun）河谷与被金矿摧毁的 Vereya

河交汇

图 45　正在工作的采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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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在俄罗斯鄂嫩河支流的开采金矿的后果

图 48　2011 年在乌兰巴托抗议的蒙古环保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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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评估了砂金矿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等级和采矿点下游

潜在污染。在中国，这样的矿业导致了湿地和河岸栖息地重要部

分的退化，而湿地和河岸栖息地却是生态系统管理和恢复措施需

要的基础。与此同时，位于俄罗斯和蒙古原始流域的湿地和河岸

栖息地现在正处于破坏之中 (图 47)。

英国惠特利基金会 (WFN) 正支持北京林业大学（郭玉民博士）

应用中国停止采金的模式来影响俄罗斯和蒙古国。通过与北京林

业大学合作，我们探寻了俄罗斯、中国、蒙古的金矿开采政策。

中国在发布了强有力的森林保护政策的同时，停止了森林地区的

“淘金热”。但是中国还须解决曾经的“淘金热”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同时还要承受栖息地恢复的代价，并为当地居民提供可以选择的

生活机会。

蒙古的社会已经意识到金矿开采对于自然、人类的巨大威胁。

在2009年，政府迫于专家团体和公民运动的强大压力，采用了“禁

止在森林、河流源头和水保护地带开采矿物”的法律，以及开始

在有价值的地区实施限制采矿的措施。俄罗斯夸大了因采矿而被

摧毁河流的数量，但同时正要开始新的采矿运营。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由于经济危机，金矿的扩张有所减缓，之后向岩矿

体金矿大量的转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复杂的规定、易开采

矿层的缺失、俄罗斯东部人口的下降以及当地社区对于砂金矿的

不友好态度。

但是在 2010 年，砂金开采公司成功地说服政府，旨在掀起一

轮对 有 10 公斤以下的“微金”小峡谷的开采，过去这些小矿常

被大公司所忽视。这个事件向公众展示了“社会措施”为帮助当

地人在困难的经济时期谋生，而让他们破坏家园。实际上它的最

终效果类似于蒙古的“忍者（ninjia）矿工”，当地人蹂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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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金矿开采对于下游的影响 . 受污染的 Ubyr － Shinia 河和跨界

的 Ashinga 河的汇合处

的家园过程也是他们失去健康和文化的过程。中、蒙出于自然保

护的目的而限制了砂金的开采，表现出保护措施的示范性，这将

有助于在俄罗斯介绍类似的措施。因为俄罗斯的许多河流现在是

淘金觊觎的目标。

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的鄂嫩河、阿石尼噶 (Ashinga) 河、

巴利 (Balj) 河和基尔昆（Kirkun）河上的砂金矿产生的污染顺

流而下，威胁着下游人们的生活、牲畜繁育、捕鱼旅游业的健康

以及蒙古鄂嫩河－巴利 (Balj)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图

50、51）。跨界河流的金矿开采已经导致了蒙古当局和民间团体

于 2010 年～ 2011 年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官方提出了正式投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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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在 2011 年，俄罗斯当局收回了“巴利 (Balj)”矿业公司的

几个许可证。尽管如此，在 2012 年 6 月，部分新开采的砂金矿所

产生的污染从基尔昆（Kirkun）河又流到了蒙古。

跨界河流的堤防

国家边境线和河床自然变化（侵蚀和沉积过程）之间的关系是

中俄谈判的一个热点问题。在目前的形式下，中俄双方同意“以

跨界河流的主航道为界，各方独立解决保持河流中心（国界）稳

定的问题，包括保护人工河岸，这种河岸保护可能会导致河流对

对岸的侵蚀，摧毁此地河 滩的动态，造成河 滩天然滞洪区的

图 52　建在中国一侧的达兰鄂罗木河和 Prorva 水道汇合处的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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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天然滞洪区可以减少灾难性洪水的风险，也发挥鱼类产卵

场地等作用（图 52、53）。

跨界河流的大堤这一问题主要与额尔古纳河相关，中俄双方政

府从来没有正式评估过额尔古纳河河岸保护的负面环境影响。河

床自然弯曲的进程是适时循环的，而且河 滩也限制河床（也就

是它们的改道只可能发生在当地有限的区域和呈现面积上的暂时

损失）。对于河 滩的保护和利用以及国家边境线的划分，应该

制定一个共同合理的管理体制。这个管理体制可以保护自然洪泛

淹没的过程。从长远来看，在跨界河流上协调制定保护湿地的体制，

可能也帮助解决管理体制制定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着巨大且

长期的环境、经济、政治影响，比如说河流的生态完整性将得以

图 53　旧租鲁海图 (Starotsurukhaitui) 对岸的堤防造成了俄罗斯侧的

额尔古纳河河堤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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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减少控制河床变动的庞大费用，消除对鱼类的危害，维持

河流的自我净化能力以及避免洪水对下游地区的危害（不再增加）。

在目前边界划分的体制下，显而易见的是双方会消除彼此定期出

现的要求。

在水和气候方面的国际合作

在各自国家的领土上 ,未经协调的水资源开发会对跨界湿地造

成毁灭性的影响。虽然各国存在矛盾，但是每个国家都有相对不

同的优势和太多需要分享的经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前途：

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国家自然湿地保护政策和行动方案，这些政策

和方案规定了要为重要湿地分配水量（2003）。俄罗斯为生态流

量采用了规定“合理影响标准”发展的新水代码（2007），这一

标准也在化学、上升暖流、放射性和微生物污染物上实施。蒙古

采用了新的法律即“禁止在森林、河流源头和水保护地带开采矿物”

（2009）。

因为多次的多边会议，拉姆萨公约在阿穆尔－黑龙江流域成为

最相关的政策工具。公约将阿穆尔－黑龙江流域 15 个湿地列入重

要湿地名录，其中有 5 个在达斡尔地区。中蒙俄三国很久才意识

到可通过拉姆萨公约在跨界水资源管理和跨界湿地保护方面，提

供一个稳定的框架。

在跨界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上，三个国家分 有着双边的协议。

但这些协议缺少清晰的共同义务。目前为止，在边界区域还没实

现水资源适当的综合管理。

中俄蒙三国有必要在达斡尔着手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委员会，它

是关于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的经济和生态适应性的，目的是为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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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内蒙古呼伦贝尔呼列也吐自然保护区附近的额尔古纳河

河谷的沙尘暴 . 郭玉民摄

图 55　靠近俄罗斯一侧 Kuti 村的额尔古纳河谷，对面是中国内

蒙古胡列也吐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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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有利的环境和政策形势来适应气候变化。这个委员会首先要建

立水资源管理机制，实施水资源管理及对跨界生态系统有重大影

响的经济项目的相互认可，并且这个委员会也有利于共同应用最

好的技术和管理实践。

达斡尔流域跨界河流的生态流量标准是最急需的国际措施之

一。它可以在为湿地规划水资源分配时提供河流可持续的自然动

态依据。

生态流量要求的设计

生态流量描述了水流在维持淡水和河口生态系统的情况

下、保证依赖这些生态系统的人们的生计和幸福安康情况

下的特征，这包括：总量、径流时间以及水质（Birsbane 

Declaration 2007）。生态流量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充分可供分

享的科学决策，恢复和保持健康的社会价值利益以及具有自我

恢复能力的淡水系统。气候变化可能会对淡水生态系统造成极

其严重且不可逆转的危害，有效的生态流管理可通过维持并加

强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减缓危害的发生。

DIPA 正在进行跨界的额尔古纳河与乌勒吉河在不同气候

阶段对生态流量要求的科学研究。考虑生态流量的关键成分和

选择参数要与下面提出的海拉尔－达赉湖调水相结合（表2）。

在建立生态流量标准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考虑气候变化

对水温和流量等作用。在过去的 50 年里，达斡尔河流的冰层

平均厚度减少了 22 厘米。为了保护和管理湿地，我们应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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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流量动态与其他因子，如荒火、过度放牧、狩猎水鸟、采集

鸟卵、火力发电厂作用、堤防建设之间相互影响。

建立生态流量标准的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实地观察数据。因

此 DIPA 集中精力对数据进行收集和管理。在 2010 年，DIPA

建立了监测系统，包括 3个野外监测样带，超过了 100 个标准

观测点，这些条件容许我们在气候波动的情况下认识径流、水

面、植物群落演替。在跨界湿地，通过建立结合遥感和野外路

线调查的监测方式加强对额尔古纳河和乌茨河流域的湿地监

测。这将允许科学家实测气候变化的作用和对水位、生态系统

健康的影响，将有助于人们改善对水资源管理和经济发展。

当此研究得以完成时，可能会为协调中国和蒙古双边的水

管理政策提供技术支持，结果将促进中俄履行有关额尔古纳河

流域的地方协议，促进额尔古纳河流域跨界河流的生态流量标

准的双边协议的发展，

促进为了维持自然动态而向湿地分配水资源规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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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流量的关键成分和参数

关键组成 监测的重要参数

I 额尔古纳河

1
为水鸟和鱼类提供可持
续栖息地的河 滩湿
地、草甸生产力

洪泛的时间、频率、洪泛涨落的持续时间。
洪泛淹没面积 (湿润指数 )。
鸟类和鱼类密度和繁殖成功率指数。
与洪泛频率相关的草甸面积和生产力 ( 吨 /
公顷 )。

2 持续的地貌过程
重要的溪流栖息地的繁殖力和河流曲度、网
状河道的过程。
对于维持繁殖栖息地特征的径流事件所必需
的频率和幅度。
附加条件：对堤防和其它工程建筑的长度和
位置的限制。

3
生物在枯水期存活以及
污染物浓度的变化（最
小流量）

枯水期的时间、频率和持续期
枯水期的临界流量 (还能足够生物存活 )
物种的组成、浮游动物和底栖动植物的丰富
度和生产力、鱼类种群的动态、外来物种的
入侵

II 达赉湖

1
栖息地动态的可持续循
环

水位波动 (幅度、时间、流速、频率 )。
栖息地的演替、面积以及指示种的丰富度。

2
维持湖泊生态系统地球
化学的动态

水化学的周期性变化 (盐度、PH 值等 )。
指示种的演替和丰富度、无外来种入侵。
附加条件 :对引水渠排放污染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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