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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structure surround China is complicated. The Northwest China adjoins the wide, multi-ethnic
and multi-cultural blended Central Asia which is the threat situation to China. In the meantime,
Central Asia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guaranteeing China’s national resources supply. In recent years, the changes of American strategies, “game playing” between other great powers and
terrorist activities in this area badly affect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 order to response this situation, first, we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related countries with the help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lationship wit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second, build effective cooperation mechanism against terrorist activities with surrounding countries; third, join oi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Central Asia actively. From inside of our country, we should develop geo-strategic value of the New Silk Roa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in
West China and association between West China and its neighbor countries. Also, we should consolidate th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to formulate resultant force in this area and the world to
strive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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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周边地缘结构复杂。我国西北部毗邻广阔的中亚地区。中亚地区多民族、多文化交叠，对我国国家
安全构成一定威胁；同时，中亚地区对保障我国能源供给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美国中亚南亚
政策的调整、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博弈”、经济领域的侵害、文化领域的渗透、“三股势力”的活动等，
严重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为了应对这一局势，我国要借助“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多边合作平台，加强
与各相关国家的合作，防止“东突”势力与国际反华势力、“三股势力”暗中勾结，破坏中国与中亚国
家的关系。防止大国在中亚的军事争夺演化成对中国的直接安全威胁。积极参与中亚石油生产和经营活
动，避免中亚形势发展对中国能源安全造成重大冲击。发挥新丝绸之路的地缘战略价值，坚持中国的西
部开发、开放和发展，辐射带动中亚地区的振兴和繁荣。加强与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利用两国地缘
上毗邻的有利条件，背靠对方，形成地缘政治合力，以对付共同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威胁，争取最大的战
略回旋余地和安全利益。加强与邻国的和平地缘外交，维护邻国的稳定，构筑中国的和平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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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安全是指主权国家保障其在国际社会中以生存与发展为主体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的需求的总和，
其核心是保障国家根本利益不受损害。对一国而言，其国家安全利益总是超越其主权空间，存在于主权
国家同外部空间的相互联系之中，庞大的外部世界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和作用于这个国家的安全，构成这
个国家的外部安全环境。一个国家的安全状态直接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或制约一个国家的内外战略和政策[1]。结构，即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2]。地缘结构是指国家之间在在所
处地缘环境下受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反映在地域上的总体权力关系
状况，在空间上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尺度。宏观的地缘结构是指在全球范围内由各种力量互动
而形成的国际格局，具体表现为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所拥有的实力，以及为实现各自利益而达到某种相对
稳定的状态或均衡；中观的地缘结构体现在区域范围上，而微观的地缘结构则是指国家内部的历史以及
现实的地缘格局。在不均衡的地缘政治关系中，距离关系可以转化为利益关系[3]。对于一国而言，其安
全利益以本国为中心向外呈距离衰减特征，按距离的远近分为核心层、外围层和边缘层[4]。我国周边的
地缘结构属于中观尺度，即中国同周边国家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反映在地域空间上的总体关系
状况。同时，我国周边的地缘结构的形成又受到全球地缘格局的影响，因此在分析我国周边地缘格局时，
应当放在宏观地缘结构的背景下进行分析。
我国西北部地区毗邻广阔的中亚地区。中亚，是包括“东欧”在内的亚欧大陆的腹地，历来为地缘
政治学家所关注，现代地缘政治学的鼻祖麦金德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心脏地带”、“世界岛”等概
念，认为“谁统治了这一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自 20 世纪初，美国、俄罗斯和英国等大国势力就觊
觎这一被地缘政治学家认为是“强力集团争夺的边缘地带和缓冲地带”的地区。同时，中亚地区对于我
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一方面，外界势力对中亚的干预从未停止。自从康熙以来的 300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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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外国的侵略势力和内部的分裂势力相互勾结，企图将新疆、西藏等地从我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近
年来，随着里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和反恐形势的严峻，美俄等国纷纷在这一地区展开“博弈”，企图通过
经济军事援助、文化渗透等，增强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造成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我国
自身对中亚地区有着安全、经济、能源等多重利益的需求。中国与中亚各国共享长达 3000 公里的国境线，
“三股势力”(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猖獗活动[5]对我国西北边境安全稳定影响重大。
从我国油气供应安全的角度来看，我国主要战略资源进口来源过于集中，中亚地区有利于我国冲破“马
六甲困局”，缓解能源运输安全隐患。
尤其是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呼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来，
中亚作为能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的关键性区域，
对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政治、民族环境，扩大我国向西开放力度具有重要意义。

2. 我国周边地缘结构现状
2.1. 二元化结构明显
总体来看，我国周边地缘结构的二元化特征明显，主要体现在两个角度。其一体现在我国所处的地
理位置，我国被海洋和大陆两种不同性质的地缘政治空间所包围，因此我国既是一个陆权国家也是一个
海权国家，集大陆性与海洋性于一身。海权和陆权是基于海洋和陆地的两种不同的权力结构，存在着天
然的冲突。海洋环境与大陆环境往往对于国家内部地缘政治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国家所处的位置
同时决定着该国应以发展何种权力为主。我国面朝太平洋，背靠欧亚大陆，处在最大海洋和最大陆地之
间，所以，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与安全局势深受这种海-陆二元结构的影响。其二体现在我国周边地缘环
境，我国周边地缘环境集冷战遗产和新兴地区合作体系并存[6]，前者主要表现为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
区的同盟体系以及冷战后未解决的遗留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等，是我国周边潜在的不稳定
因素；后者是指冷战后 90 年代以来中国倡导、推动和参与的一系列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
东盟 10 + 3 机制等，有利的促进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以上两者构成了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
的主要内容。

2.2. 安全格局趋向复杂化
冷战后，受到全球安全格局以及风险来源的变化，我国周边安全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冷战以前，
军事实力是最强大的权力来源，同时决定着权力结构，战争的发生是显示一国军事实力的最直接和最有
效的方式。而且，战争是在相互独立的空间实体之间发生的，而且参与方的范围尺度是对等的，如国家
对国家、集团对集团；而在后冷战时期，国际上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逐渐减小，尤其是具有较强军
事实力的大国之间，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武力威慑来显示一方的军事实力从而对目标方产生震慑作用，
同时，还发生变化的是地缘集团尺度的不对等。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如恐怖主义活动、跨国贩毒、跨国
犯罪等活动对全球的安全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些非传统安全的表现形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突
发性、区域性以及其影响力的明显溢出效应，而且令受害国家没有明确的打击对象[7]。

2.3. 多种合作机制相互交叠
亚太地区作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处，多个地缘集团在此博弈。我国周边国家中，除朝鲜外，均加入
一个或多个组织，通过国家联盟的合力来实现本国利益(如图 1 所示)。存在于亚洲的合作、对话机制包括：
亚洲合作对话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亚欧首脑峰会、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10 + 3 合作机制、东盟东部
增长区域、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东亚峰会、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印尼马太增长三角、上海合作组织、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主要领域集中在经贸合作、环境保护、农业合作、反恐等方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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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我国周边国家合作状况

图例
两国共同参与的
合作组织的数量
1
2-3
4-5
6
7 -8

Meters
0 625,000 1,250,000 2,500,000 3,750,000 5,000,000
注：红线为高亮显示中国与中亚各国共同参与的合作、对话机制的数量

Figure 1. The cooperation situation of China and its surrounding countries [8]
图 1. 我国周边国家合作情况[8]

3. 中亚地缘格局与我国国家安全
3.1. 中亚地区概况
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接合的地理位置，受陆权国家主导一直是该地区的主要地缘特点[9]。从历史
上看，中亚总是为大国所包围，强大民族及其建立的国家经常相互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从经济、政
治、地缘战略等方面综合来看，控制世界陆权的关键在控制欧亚大陆，控制欧亚大陆的关键在控制中亚
地区[10]。
我国西北部地区与中亚毗邻，其中哈萨克斯坦、坦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同中国有着长达 330 千
米的边界线。“9.11”事件后，中亚地缘政治结构也发生突变，打破了中亚安全环境的战略平衡，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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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国家安全因素在此交汇，中亚也成为周边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宗教信仰国家之间的
“战略缓冲区”。中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区，俄罗斯是中亚地区安全体系的核心和主导力量。苏联解
体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很快进入中亚地区投资能源领域，尤其是阿富汗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势力借反恐之机，进入中亚，为了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体系，美国积极拉拢中亚给予其大
量经济军事援助。以美、俄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在中亚不期而遇，特别是吉、塔两国都同时有两个外国
军队驻扎，中亚国家(吉、塔)与北约军事组织有联系和合作，同时又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哈、
吉、塔)，这实际上等于增加了中亚地区的不安全因素。因此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直接影响到我国西部乃
至全国的安全，是维持我国周边稳定的重要一环。

3.2. 中亚地区政治局势对我国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影响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预测全球未来》报告称：“最容易陷入冲突的国家位于一个巨大的不稳定
弧形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北非、中东、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南亚和中亚一直
延伸到东南亚部分地区”。中亚地区就是这个“不稳定弧形地带”的东西结合处[11]。中国同以伊斯兰文
化为根基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存在大范围的接触带，无论是从高加索经中东、中亚到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大
新月形地带，还是从费尔干纳盆地经阿富汗到克什米尔的小新月形地带，都跟中国具有紧密的地缘联系[12]。
冷战结束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人文环境使中亚地区又重新回复到无序状态。独立后的中亚
国家之间边界争议不断，几乎有发生冲突的危险，内部原本存在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
和“国际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相互渗透，趋于合流。跨境民族问题是目前影响我国与中亚国家关
系及中国西北部地区政治稳定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我国西北部地区与中亚国家的有关跨境民族有 9 个，
包括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中亚称之为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在中亚称之为
鞑靼族)、乌孜别克族(在中亚称之为乌兹别克族)、回族(在中亚称之为东干族)、维吾尔族、汉族[13]。中
亚地区盛行的“大民族主义”是影响我国与中亚跨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我国西北部跨境民族受中亚
和西亚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以中亚为基地从事反华宣传、鼓吹极端宗教思想，其中境外民族分裂
势力与我国的“东突”民族分裂分子相勾结，为其提供资金和支持，鼓吹“民族自决”，大搞民族分裂，
妄想把新疆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威胁我国的对内管辖权和对外独立权。近年来，中亚地区的“乌兹
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恐怖组织为实现在中亚及我国西北边疆建立统一伊斯兰国
家的目标，积极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维吾尔解放组织”等“东突”恐怖组织加强联系，支
持境外“东突”分子的分裂活动。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对中国的国家统一、社会稳
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及国防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此外，“乌伊运”、“伊扎布特”、“东突”等
恐怖组织仍很活跃，塔利班势力有所回潮“基地”残余仍在活动。中亚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跨境贩
毒、走私军火等问题已经渗透到中国。

3.3. 中亚对保障我国油气供应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里海-中亚油气产区，被国际社会公认为 21 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能源库之一。各国开始对对该
区域资源的进行争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美国、英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中国等 20 多个国家
的 50 多个公司(主要是石油公司)云集这里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和原油炼制及销售等活动。其中，美国从全
球战略和自身能源安全利益出发积极介入这一地区，试图控制里海-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和利用权。美国
提出开辟一条里海地区石油生产国绕过俄罗斯的运输管线，建设世界最长的、直达西方的“巴库-第比利
斯-杰伊汉”输油管道，使里海地区成为美国石油天然气的可靠来源。俄罗斯为了维护与这一“战略利益
区”的特殊关系和地缘安全利益，全力打造与中亚国家在传统经济、能源开发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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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旨在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与美国的战略威胁相抗衡。日本为了在里海—中亚能源带争得一席之
地，提出了“丝绸之路能源计划”，并启动了“与里海-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对话机制”，以强化自己在里
海能源争夺战中的地位，并配合美国牵制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可见，“大国的地缘政治
和地缘经济压力是中亚国家能源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14]。
目前，我国石油的海外依存度已经达到 60%，其中 70%以上石油进口来自政治局势动荡的中东和非
洲地区，80%的进口石油通过马六甲海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在海上构筑岛链包围中国，还试
图通过“新丝绸之路战略”构建陆路包围圈。在当前海权受到美国制约，严重冲击我国经济与能源安全
的情况下，发展陆权，不管从地缘战略上还是经济安全角度，都至关重要。“西接能源”是我国地缘政
治的突出特点之一。远在古代这里的人民就曾通过蜿蜒的“丝绸之路”与我国进行物贸交流。如今这些
国家主动积极地展开与我国的石油天然气合作。中国与中亚石油、天然气开发合作，对双方都具有极其
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亚国家地处内陆，石油、天然气运往国际市场需要出海口，借道中国建设连接中亚
和西太平洋的“欧亚石油大陆桥”，可将其油气向东输送到东亚能源消费地。中亚各国需要利用中国连
接中亚和太平洋西岸的优势，打通面向东方的市场，这样就可以摆脱俄罗斯对中亚油气出口的垄断，有
助于中亚国家获得能源上的独立自主。而且中国本身所具有的有巨大潜力的石油消费市场，以及还可以
进一步将中亚油气转口到日韩等东亚石油消费市场的优势，对急于扩大石油出口的中亚国家来说也是千
载难逢的机遇[14]。最近几年来，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间的能源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我们取得了哈
萨克斯坦位于里海东部的新乌金津油田的独家开发权，修建一条从哈萨克斯坦通往中国新疆的长达 3000
千米的输油管道，我们积极参与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开发等。

4. 美国的中亚战略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对美国而言，如果能控制中亚地区，就可以将北约及美日同盟这东西两翼的战略据点串联起来，从
而修补其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豁口”。美国在中亚国家刚刚独立时就开始实施其“支持新型民主国家”
的计划，推行西式民主。在美国的金元外交的影响下，继 2003 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 年底乌
克兰的“橙色革命”后，2005 年初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郁金香革命”，紧接着乌兹别克斯坦也发生安
集延骚乱事件，2010 年 4 月吉尔吉斯斯坦又发生骚乱事件。美国“颜色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在中亚培植
亲美势力，确立其在中亚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从而有效的遏制中国和俄罗斯。
另外，在里海能源开发及维持其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方面，美国也力图有所作为。对此，美国前国
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毫不掩饰地指出：美国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且也通过争
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维护其本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
[14]。“9.11”事件后，美军借“反恐”之名进驻中亚，不可否认，这对于抑制中亚猖獗的“三股势力”
起到一定的作用。美国借反恐之机，不仅获得了使用中亚国家的领空之权，而且还与乌兹别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分别达成了租用乌的汗纳巴德、科凯德和图泽利空军基地，吉的玛纳斯机
场，塔的艾尼·库利亚布机场的协议。另外，哈萨克斯坦还同意在必要时间向国际反恐联盟提供一个机场，
并提供开放领空和加油等技术保障。美国还不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通过达成双边军事协
议、签订备忘录、出售军事武器、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帮助组建机动队、培养军事人才等多种方式，加
强在中亚的军事存在。美军进驻中亚使中亚作为我国与美国缓冲地带的作用大大削弱，具备了向我国战
略腹地甚至纵深地带实施直接军事攻击的能力，威胁中国西部军事安全。周边安全压力将会加大进攻性
日益增强的美日同盟及关系不断提升的美印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我国形成战略合围之势，使我国处于更加
不利的地缘战略局势之中。有迹象表明，美国控制中亚后将加速北约东扩到中亚，到时中国在战略上将
受其牵制，还将会削弱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削弱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功效，对中国在中亚的安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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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产生消极影响，严重威胁中国西部安全。

5. 我国应对中亚局势的地缘战略选择
中国与中亚地区具有地理上的紧密联系，历史上就“古丝绸之路”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交流、融
合，如今中国与中亚地区具有安全、经济、能源等多多重利益的交织，中亚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对于
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与中亚的合作，增强
该区域对我国的战略优势。
1) 充分利用我国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契机，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
席呼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
广阔”，营造良好的周边政治、民族环境，将扩大我国向西开放力度，带动中西部发展。
2) 利用好“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成为可靠的战略合作伙伴，共同维
护中亚的和平和稳定。2001 年 6 月，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间的
合作范围不断扩大。随着中亚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中亚不同国家的安全局势可能出现一
定的分化。一些经济发展较为顺利、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的国家的安全局势将明显得到改善。经济的迅速
发展使得中亚地区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提高较快，从而也削弱了三股势力生存的环境，经济的发展和社
会的稳定也使得哈萨克斯坦能够自信地参与地区外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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