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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刻赤海峡是连接亚速海和黑海的唯一海上通道。苏联解体之前，包括刻赤海峡在内
的亚速海属于苏联的内水；苏联解体之后，亚速海和刻赤海峡成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共同内水，

乌克兰通过刻赤海峡的航行权利得到俄乌双边条约的保障。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俄乌两国在刻赤

海峡的通过问题上发生了一系列争端。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中的任何一国放弃共同内水的主张，

那么刻赤海峡将可能成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领海，乌克兰的船舶享有通过其领海的权利。即使是

在其他情况下，乌克兰通过刻赤海峡的权利仍然能得到法律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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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５日，乌克兰海军舰船从黑海港口敖德萨 （Ｏｄｅｓａ）出发前往亚速海港口马里
乌波尔 （Ｍａｒｉｕｐｏｌ），在经过刻赤海峡 （ＫｅｒｃｈＳｔｒａｉｔ）时与俄罗斯舰艇发生冲突，这一事件受到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① 此次冲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亚速海问题上矛盾的集中爆发。

亚速海是一个内陆海，西面是克里米亚半岛，北面是乌克兰，东面是俄罗斯，南面通过刻赤

海峡与黑海相连。刻赤海峡位于黑海地区的克里米亚半岛 （Ｃｒｉｍｅ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与塔曼半岛
（Ｔａｍ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之间，北面是亚速海，南面是黑海，是连接黑海 （ＢｌａｃｋＳｅａ）和亚速海 （Ｓｅａ
ｏｆＡｚｏｖ）唯一通道。

海峡的法律地位及其应当适用的航行制度，与它的地理特征，海峡水域与沿岸国的关系，海

峡所连接的海域的法律地位，以及海峡对于国际航行的价值和意义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将依据

１９８２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的有关条款，结合刻赤海峡的地理和历史状

况，对刻赤海峡的法律地位以及乌克兰船舶通过刻赤海峡的航行权利保障展开讨论，希望能够为

分析俄乌两国围绕刻赤海峡发生的种种争端提供一个法律基础。

一　亚速海和刻赤海峡在苏联时期属于苏联的内水

从地理的角度而言，刻赤海峡是亚速海的一部分。在苏联解体前，亚速海被苏联领土包围，

只是在南面经由狭窄的刻赤海峡通往黑海，因此通常被认为是苏联的内水。② 这种观点符合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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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关条款的规定。一方面，亚速海沿岸全部属于苏联的领土，符合 《公约》第１０条第１款
有关 “海岸属于一国的海湾”的条件；另一方面，海湾入口 （即刻赤海峡）的宽度小于 《公约》

第１０条第４款 “海湾天然入口各端低潮标间之距离不超过二十四海里”的标准，因此，亚速海

属于 《公约》上的 “海湾”，其法律地位符合 《公约》第１０条第４款 “在此两低潮标之间划定

收口线，其所围入之水域视为内水”的规定。

《公约》第１０条实际上是对１９５８年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７条的继承。虽然在１９５８
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与会各国并未对领海宽度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海湾封口线

的宽度不超过２４海里的标准却率先获得了通过。① 国际法委员会在对上述第７条的评注中指
出，虽然封口线的长度与领海宽度没有直接关系，鉴于领海宽度必然会扩大的趋势，应当延长封

口线的长度。② 因此，至少在１９５８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的时候，海湾封口线不超
过２４海里的标准已经获得了广泛接受。这反映了在传统海洋法上，国家对于海湾 （至少是一

国海湾）主张的领土性权利，相对于国家主张一般性沿岸水域的领土性权利，法律态度较为

宽松。苏联对亚速海属于其内水的主张，也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例如，美国著名国

际法学家杰赛普 （ＰｈｉｌｉｐＣＪｅｓｓｕｐ）在１９２７年出版的著作中就指出，主张亚速海是苏联领海
的一部分 “看起来是合理的，而且……不会受到抗议”。③ 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情况发

生了变化。

二　苏联解体后，亚速海和刻赤海峡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共同内水

苏联解体后，亚速海沿岸和刻赤海峡两岸分别归属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一来，亚速海就

从沿岸全部属于苏联的 “海岸属于一国的海湾”变成了沿岸属于两个国家所谓的 “多国海湾”。④

从而，亚速海就不再符合 《公约》第 １０条标准，因为该条款只适用于 “海岸属于一国的海

湾”；⑤ 因此，亚速海的内水地位受到了质疑。遗憾的是，《公约》并未对多国海湾的法律地位作

出规定，这里也是沿用了１９５８年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７条的做法。国际法委员会曾经在对
１９５８年公约第７条的评注中解释道：“委员会感到很有必要只对适用于沿岸属于一个国家的海湾
的规则提出建议。至于其他海湾，委员会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供使用，例如大量的相关案例或者当

前适用于这些海湾的制度。”⑥

从国际法委员会区别对待一国海湾和多国海湾的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出，国际法学界认为二者

在海洋法上的地位不同。多国海湾的沿海国能否像一国海湾的沿海国那样，主张海湾水域属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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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潮标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二十四海里，则可在这两个低潮标之间划出一条封口线，该线所包围的水域应视为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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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海湾”是国际法学者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用来指称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沿海国的海湾，从而与 “沿岸属于一

国的海湾”相区别；但是，在１９５８年 《领海和毗连区公约》和１９８２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并未出现这个概

念。

参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０条第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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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内水，在国际法上是有疑问的。对于二者的不同，詹宁斯和瓦茨修订的 《奥本海国际法》

指出，“被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所环绕的海湾，存在着与只被一国环绕的海湾不同的问题；

不论是历史性海湾还是法律上海湾皆是如此。因为在多国海湾的情形下，很可能有进入的问题，

例如，一国控制海湾的入口而另一个或者另一些国家有港口位于海湾之内”。① 对于多国海湾的

法律地位，劳特派特在其修订的 《奥本海国际法》中指出，“一般而言，一切由两个以上沿岸国

的土地所包围的海湾，不论其宽度如何，都是非领湾。这些海湾，除湾内领海外，是公海的一部

分。它们是绝不能加以占取的；它们在平时和战时对各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一律开放，并且

外国渔船因此不得被强迫遵守沿海国关于捕鱼方法的国内规则”。②

应当强调的是，劳特派特的上述观点一般被认为代表了国际法学界的主流意见。③ 但是，劳

特派特仍然指出上述原则存在的例外，即中美洲国际法院在 “萨尔瓦多诉尼加拉瓜案”中的判

决。中美洲国际法院于１９１７年判称，在考虑丰塞卡湾的地理和历史情况以及其位置、范围和形
状之后，该海湾 “应视为一个具有闭海特征的历史性海湾”，因此，它是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

尼加拉瓜领土的一部分。④ 国际法院的一个分庭在１９９２年 “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案”（萨

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中进一步明确宣布，丰塞卡湾是三个沿海国拥有 “共同主

权”（ｊｏｉｎｔ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的内水。⑤

亚速海在苏联解体后发生的情况似乎再次验证了这种例外。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俄乌两国元
首签署了 《关于使用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合作协定》（以下简称 《合作协定》）。该 《合作协定》

第１条规定：“从历史上看，亚速海和刻赤海峡属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内水”，第２条第１款规
定：“悬挂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国旗的商船或者国有非商业船舶在亚速海和刻赤海峡中享有航行自

由”。⑥ 同一天，乌克兰和俄罗斯发表 《有关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联合声明》 （以下简称 《联合

声明》）宣布：“从历史上看，亚速海和刻赤海峡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内陆水域”，“乌克兰和俄

罗斯的军用船舶和商船在亚速海和刻赤海峡享有航行自由”，“悬挂其他国家国旗的军用船舶只

有得到乌克兰或者俄罗斯中的一个国家的邀请，并经另一个国家的同意，才能进入亚速海或者通

过刻赤海峡”。⑦ ２００３年１月，两国在稍早签署的 《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有关乌俄国家边界的条

约》（以下简称 《边界条约》）第５条中规定：“本条约不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有关亚速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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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赤海峡的内水地位的立场”。① 俄乌两国的上述举动在国际社会中并未引起抗议。

究其原因，亚速海不同于其他多国海湾的最重要一点是，它在历史上长期属于一国内水，

只是 “意外地”成为了多国海湾，俄乌两国的主张并未损及其他国家的既得权益。这一点与

丰塞卡湾的历史非常类似。国际法院在１９９２年 “陆地、岛屿、海上边界争端案” （萨尔瓦多

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案的判决中，依然认为丰塞卡湾是历史性海湾，湾内水域是历

史性水域，因为该海湾 “在１８２１年之前处于西班牙的单独控制之下，从１８２１年至１８３９年属
于中美洲共和国，在那之后由萨尔瓦多共和国、洪都拉斯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共同继承其

主权”。② 可见，对于亚速海或者丰塞卡湾而言，历史性因素是其能够继续保持内水地位的根本

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詹宁斯和瓦茨修订的第九版 《奥本海国际法》在多国海湾的法律地位上采

取了一种与劳特派特所修订的第八版不同的观点：“如果说一个多国海湾的沿海国，因而就被假

定对它们的海湾水域享有的管辖和控制的权力，显然低于单一国家海湾的沿海国所享有的权力，

也是不恰当的”，该著作接着指出 “把多国海湾视为 ‘非领土性的’的理由，是预计到如果不这

样做的话将会在进入方面出现困难。但是，现在 《海洋法公约》第４５条已经对某种进入问题作
了规定，这个条款把无害通过适用于 ‘（ｂ）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外国领海之间’
的海峡”。③ 第九版的 《奥本海国际法》认为，只要每个沿岸国进入海湾的航行得到保障，多国

海湾的沿海国联合起来就能够一起享有与 《公约》第１０条意义上 “一国海湾”的沿海国同等的

权利。

三　俄罗斯乌克兰关系恶化可能会导致亚速海和
　　刻赤海峡失去共同内水的地位

　　２０１４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俄乌关系急剧恶化。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俄罗斯单方面修建了横
跨刻赤海峡的大桥，对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在刻赤海峡和亚速海的航行利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

响。④ 而且，俄罗斯在与乌克兰因刻赤海峡的航行问题发生争执时，经常指责乌克兰侵入了其领

海，并单方面宣布关闭海峡。例如，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５日的冲突发生后，俄罗斯称乌克兰违反了无
害通过 “俄罗斯领海”的规则，试图在 “俄罗斯领海”内开展非法行动；它甚至把大型货轮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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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边界条约》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８日签署，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３日生效。参见 “Ｔｒｅａ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ｋｒａ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ＲｕｓｓｉａｎＳｔａｔｅｂｏｒｄｅｒ”，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ｓ：／／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ｄｏｃ／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ＴＳ／Ｎｏ％２０Ｖｏｌｕｍｅ／
５４１３２／Ｐａｒｔ／Ｉ－５４１３２－０８０００００２８０３ｆｅ１８ａ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１６，２０１９）。
Ｃａｓ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Ｄｉｓｐｕｔｅ（ＥｌＳａｌｖａｄｏｒ／Ｈｏｎｄｕｒａｓ：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９２，ｐ６１６，ｐａｒａ４３２
Ｒ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ａｎｄＡＷａｔｔｓ（ｅｄｓ），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ｏｎｇｍａｎＣｏ，９ｔｈｅｄｎ，
１９９２），ｐｐ６３２－６３３
克里米亚大桥横跨刻赤海峡，包括一座公路桥和一座铁路桥，目前公路桥已于２０１８年５月正式开放通车，公路桥尚
在建设之中。大桥的主跨高度分别为３３米和３５米，许多商船由于高度问题不能从桥下安全通过。据报道，该桥已经
使得乌克兰在亚速海的货运量下降了２５％。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ｏｕｒｉｅ，“Ｐｕｔｉｎｓｂｒｉｄｇｅｏｖｅｒ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ｗａｔｅｒｓ”，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ａｎｄ
Ｍａｉｌ，２６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ａｎｄｍａｉｌｃｏｍ／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ｕｔｉｎｓ－ｂｒｉｄｇｅ－ｏｖｅｒ－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ｗａｔｅｒｓ／（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２２，２０１９）．



在大桥的主跨下方，阻止乌克兰船舶通过。① 这不仅说明驶往亚速海沿岸乌克兰港口的商船和乌

克兰军舰受到严重阻碍，也表明俄罗斯已经认为其有权单方决定刻赤海峡的通过问题。

俄乌双方在２００３年签署的 《合作协定》和 《联合声明》就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首先双

方对待这两个条约的态度均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在刻赤海峡问题上的单方行动显然违反２００３年
《合作协定》和 《联合声明》的有关条款，但是由于双方国力悬殊，俄罗斯的做法并未受到有力

挑战。与此同时，乌克兰在如何对待２００３年 《合作协定》和 《联合声明》的问题上，则陷入了

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乌克兰呼吁俄罗斯遵守２００３年的两个条约，确保乌克兰船舶在刻赤
海峡和亚速海的航行自由。② 另一方面，克里米亚事件后，乌克兰国内有声音要求废除２００３年的
《合作协定》和 《联合声明》声明。③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５日的冲突发生后，乌克兰国内再次出现了
要求废除２００３年 《合作协定》的声音。④ 其次，当前情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对于俄罗斯而

言，由于克里米亚事件，当前的形势与２００３年时相较已经发生很大改变，这是签署 《合作协定》

和 《联合声明》时所无法预料。另一方面，面对强大的俄罗斯，乌克兰没有能力迫使其遵守上

述协定和声明；乌克兰甚至在公开场合声称亚速海和刻赤海峡属于 “国际水域”。⑤

这样一来，在乌克兰航行利益受到严重侵犯的情况下，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共同内水地位也

就受到了动摇。俄乌两国的合作是亚速海保持两国共同内水地位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俄乌双方

通过刻赤海峡的权利和自由都应当得到保障。劳特派特认为多国海湾的领海以外部分应当属于公

海的主要理由，就是担心控制海湾入口的国家可能会妨碍其他海湾沿岸国进出海湾的自由，而这

恰恰正是目前刻赤海峡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如果乌克兰或者其他国家驶往亚速海乌克兰港口

的船舶的航行自由不能得到保障，俄乌双方签署２００３年 《合作协定》的宗旨和目的就失去了实

现的可能性，那么乌克兰有可能选择放弃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内水地位，转而求助于国际海洋法

所规定的相关航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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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ｋｒａｉｎｅａｃｃｕｓｅｓＲｕｓｓｉａｏｆｆｉｒｉｎｇｏｎｉｔｓｓｈｉｐｓｎｅａｒＣｒｉｍｅａ”，ＴｈｅＩｒｉｓｈ Ｔｉｍｅ，２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ｉｒｉｓｈ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ｅｕｒｏｐｅ／ｕｋｒａｉｎｅ－ａｃｃｕｓｅｓ－ｒｕｓｓｉａ－ｏｆ－ｆｉｒｉｎｇ－ｏｎ－ｉｔｓ－ｓｈｉｐｓ－ｎｅａｒ－ｃｒｉｍｅａ－１３７０９９７７
（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２２，２０１９）．
例如，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森科 （ＰｅｔｒｏＰｏｒｏｓｈｅｎｋｏ）在上述刻赤海峡武装冲突发生之后指出，“乌克兰的行动符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规定的航行自由和俄乌之间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了刻赤海峡和亚速海的特殊地位”，他强

调说，“刻赤海峡和亚速海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水域”， “俄罗斯正在阻碍乌克兰在其领水中行使航行自由”。Ｓｅｅ
“Ｐｏｒｏｓｈｅｎｋｏ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ｈａｔＲｕｓｓｉａｓｓｈｉｐｓｂｌｏｃｋｅｄｆｏｒ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ｒｔｓ”，ＩｎｔｅｒｆａｘＵＫＲＡＩＮＥ，ｈｔｔｐｓ：／／
ｅ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ｘｃｏｍｕａ／ｎｅｗ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５５１９４３ｈｔｍｌ（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２２，２０１９）．
“ＵｋｒａｉｎｅＭＦＡ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ｗｈｙｉｔ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ｎｉｘ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ＲｕｓｓｉａｏｎＡｚｏｖＳｅａ”，ＵＮＩＡ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ｉａｎｉｎｆ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０２３８４３９－ｕｋｒａｉｎｅ－ｍｆａ－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ｗｈｙ－ｉｔ－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ｎｉｘ－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ｒｕｓｓｉａ－ｏｎ－ａｚｏｖ－ｓｅａｈｔｍｌ（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
Ｊｕｎｅ２２，２０１９）．
例如，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６日，一批乌克兰议员建议制定 《废除俄乌关于使用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合作协定的法案》，但

是未能获得通过。对此，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奥莱娜·泽卡尔 （ＯｌｅｎａＺｅｒｋａｌ）表示，乌克兰并未考虑废除与俄罗斯
在亚速海的协定。Ｓｅｅ“Ｋｙｉｖｓｔａｒｔｓｔａｌ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ｚｏｖ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Ｒｕｓｓｉａ”，ＩｎｔｅｒｆａｘＵＫＲＡＩＮＥ，
ｈｔｔｐｓ：／／ｅ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ｘｃｏｍｕａ／ｎｅｗ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５４９５７９ｈｔｍｌ（ｌａｓｔｅｄ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２２，２０１９）．
例如，乌克兰外交部长克利姆金 （ＰａｖｌｏｖａＫｌｉｍｋｉｎ）在乌克兰一家电视台发表对１１月２５日的冲突事件的评论时，指
责俄罗斯的行为违反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３８条和第４４条规定的 “海上交通自由”，因为这两个条款 “清楚和

有力地禁止阻碍和平通过刻赤海峡”；而上述两个条款是关于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规定。Ｓｅｅ“Ｐａｒｕｂｉｙｎｏｔ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ｎａｖａｌ， ａｉｒ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ＮＡＴＯ， ＵＳ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ＩｎｔｅｒｆａｘＵＫＲＡＩＮＥ， ｈｔｔｐｓ：／／
ｅ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ｘｃｏｍｕａ／ｎｅｗ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５５１６５２ｈｔｍｌ（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２２，２０１９）；“ＢＢＣ：ＵｋｒａｉｎｅＲｕｓｓｉａｓｅａｃｌａｓｈ：Ｗｈ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ｔｈ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ａｒｏｕｎｄＣｒｉｍｅａ？”，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ｉｓｔｏ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ｈｔｔｐｓ：／／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ｉｓｔｏ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１／２７／ｂｂｃ－
ｕｋｒａｉｎｅ－ｒｕｓｓｉａ－ｓｅａ－ｃｌａｓｈ－ｗｈ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ｈ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ａｒｏｕｎｄ－ｃｒｉｍｅａ／（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ｌｙ１，２０１９）．



一旦亚速海和刻赤海峡失去共同内水地位，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可能会依据 《公约》有关条

款，在亚速海内划设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而考虑到刻赤海峡最宽处也不到１２海里，那么它将被
俄乌两国的领海所覆盖。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乌克兰通过刻赤海峡的航行自由，也能得到

国际法提供的多种法律制度的保障。

四　乌克兰船舶通过刻赤海峡的航行权利能够得到多重法律保障

刻赤海峡是乌克兰船舶从亚速海进入黑海，然后进入地中海和世界上其他海洋的唯一通道。

乌克兰亚速海沿岸城市马里乌波尔和别尔江斯克 （Ｂｅｒｄｙａｎｓｋ）不仅是乌克兰东部的重要港口，
还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５日冲突发生后，俄罗斯禁止驶往这两个港口的
船舶通过刻赤海峡进入亚速海，而只允许驶往亚述海俄罗斯港口的船舶通过。① 俄罗斯的封锁严

重阻碍了乌克兰航运活动，对乌克兰造成了一定影响，乌克兰船舶在刻赤海峡的航行权利已经成

为一个现实的法律问题。

按照海峡的法律地位来区分，有处于领海基线以内的内海海峡；有海峡水域为沿岸国领海全

部覆盖的领海海峡，或称领峡；有海峡宽度超过两岸领海宽度，除两岸仍有领海外，中间留有公

海水域供自由航行的非领海海峡，或称非领峡。在苏联时期，刻赤海峡作为亚速海的一部分，一

并属于苏联的内水，并没有必要强调自身独立的法律地位；但是，一旦亚速海成为失去了共同内

水的地位，就有可能成为 “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

从地理上讲，海峡就是海洋的一部分。国际海洋法之所以专门对海峡作出特别规定，是由于

它们在航行方面所独具的意义。因此，除了海峡的法律地位以外，区分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构成世界主要水道的国际海峡，以及只具有一般航行价值的普通海峡，也很有必要。海峡是否作

为国际航道的事实，决定着海峡的作用和可实行的通航制度。②

根据 《公约》第三部分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和其他部分的相关规则，各类海峡所适用

的制度存在以下四种情况。

一是适用内水制度的海峡。在海峡和海峡通往的水域均位于领海基线以内的海峡中，适用内

水制度。

二是适用公海或者专属经济区制度的海峡。根据 《公约》第３６条的规定，如果穿过某一用
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有在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同样方便的一条穿过公海或穿过专属经济区的航道，

该海峡将不适用过境通行制度；在这种航道中，适用 《公约》有关公海和专属经济区部分关于

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规定。

三是适用无害通过制度的海峡。根据 《公约》第４５条和第３８条的规定，有两类原本是当适
用过境通行制度的海峡，由于某种特殊情况而适用了无害通过制度：一是如果海峡是由海峡沿岸

国的一个岛屿和该国大陆形成，而且该岛向海一面有在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同样方便的一条穿过

公海，或穿过专属经济区的航道，这样的海峡适用无害通过制度；二是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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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敏主编：《海洋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５页。



个部分和外国领海之间的海峡。与一般适用于领海的无害通过制度不同的是，在这种海峡中的无

害通过不应予以停止。

四是适用过境通行制度的海峡。根据 《公约》第３７条的规定，位于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
个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适用过境通行制度。

刻赤海峡的地理特征显然也不属于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在苏联时期，刻赤海峡属于第

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应当适用内水制度。甚至在苏联解体后亚速海成为多国海湾之后，只要俄

乌两国共同主张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内水地位，双方的航行自由均应得到保障，换句话说，只要

２００３年 《合作协定》和 《联合声明》得到有效遵行，国际社会都可能会继续承认刻赤海峡的共

同内水地位。然而，当前俄乌两国在亚速海和刻赤海峡持续冲突，尤其是乌克兰的航行自由受到

了俄罗斯的严重阻碍的情况下，亚速海有可能失去共同内水的地位，而应当根据海湾的实际情况

和双方的主张等因素来判断亚速海的海域性质。

接下来需要判断刻赤海峡是否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从而应当适用过境通行制。根据

《公约》第３８条第２款的规定，过境通行是指按照 《公约》第三部分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的规定，专为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与公海和专属经济区的另一个部分之间的海峡继续

不停和迅速过境的目的而行使航行和飞越自由。对于判断一条海峡是否用于国际海峡的标准，国

际法院在１９４９年 “科孚海峡案”中的判决中指出，“有人可能会问，是不是根据通过该海峡的

交通流量或者海峡在国际航行方面的重要性大小，可以判断 （海峡是否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但是，在国际法院看来，更加关键的标准是其连接公海的两部分的地理位置，以及用于国际航行

的事实。”① 根据这个标准，如果刻赤海峡连接的亚速海和黑海均属 “公海或者专属经济区”的

一部分，那么，刻赤海峡就成为 “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

部分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② 一旦刻赤海峡成为一条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包括乌克

兰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将在刻赤海峡享有 《公约》第３８条规定的过境通行权。俄罗斯利用控
制刻赤海峡的优势地位，限制和阻碍乌克兰船舶和驶往乌克兰港口的外国船舶通过海峡，可能会

侵犯乌克兰根据 《公约》享有的 “过境通行权”，从而违背 《公约》第４４条规定的 “海峡沿岸

国不应妨碍过境通行”的义务。因此，乌克兰船舶通过海峡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得到保

障的。

还应当注意到的是，亚速海符合 《公约》有关 “闭海或半闭海”的定义。根据 《公约》第

１２２条 “定义”的规定，“闭海或半闭海”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所环绕并且由一个狭窄的出

口连接到另一个海或洋，或全部或主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沿海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构成的海

湾、海盆或海域。亚速海的地理特征完全符合这个定义，属于典型的闭海和半闭海。根据 《公

约》第１２３条的规定，“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相
互合作”。因此，俄罗斯仍然有义务与乌克兰进行合作，从而确保作为闭海和半闭海的亚速海的

所有沿岸国的海洋权利和义务能够得到实现，而不是像今天那样，利用实际控制刻赤海峡的优势

地位，单方面决定海峡的通过问题，甚至单方面决定修建大桥。

最后，我们仍然不能忘记俄乌两国在２００３年签署的 《合作协定》与 《联合声明》。由于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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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两国均未宣布废止该 《合作协定》和 《联合声明》，因此，它们仍然对这两个国家具有拘束

力。根据该 《合作协定》和 《联合声明》，俄乌两国相互承认对方船舶在刻赤海峡内享有航行自

由，俄罗斯阻碍乌克兰通过刻赤海峡的行为，将会违背其根据上述 《合作协定》和 《联合声明》

承担的法律义务。① 因此，从法律上来看，乌克兰当然享有使用和通过本国内水的权利，它通过

刻赤海峡并不需要借助国际海洋法上的航行制度。

五　结论和展望

俄乌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尤其是两国曾经长期共同属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一部分，

被两国所环绕的亚速海和刻赤海峡也就长期属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内水。苏联解体后，俄乌两

国通过签订双边协定维持了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原有状态，国际社会也并未对此提出异议。但

是，这种状况在克里米亚事件后发生了改变。俄罗斯不仅单方面修建了横跨刻赤海峡的大桥，而

且阻碍驶往亚速海乌克兰海港的商船，甚至限制乌克兰军舰通过海峡，妨碍了乌克兰船舶通过刻

赤海峡的航行自由。

如果失去了俄罗斯或乌克兰的合作，亚速海将失去双方条约中所规定的共同内水地位，可能

成为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这样一来，连接亚速海和黑海的刻赤海峡就成为 “在公海

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个部分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因

此，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当在刻赤海峡享有过境通行权。俄罗斯有义务依照 《公约》

的有关条款，确保乌克兰船舶通过刻赤海峡的自由。当前俄罗斯单方面限制驶往亚速海乌克兰港

口的商船和乌克兰军舰通过刻赤海峡，不仅可能违反了 《公约》，还违反了两国之间有关亚速海

和刻赤海峡的双边条约。

２０１６年９月，为了 “维护其作为沿海国在毗邻克里米亚的海域的权利”，乌克兰通知俄罗

斯，它已经根据 《公约》附件七向俄罗斯提出仲裁要求。② ２０１７年６月，常设仲裁院把该案登记
为 “有关沿海国在黑海、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权利案”（乌克兰诉俄罗斯），目前已经成立了仲

裁庭并且通过了仲裁程序规则。③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乌克兰通知俄罗斯将两国因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５
日事件所引发的争端，提交 《公约》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程序。４月１６日，乌克兰向国际海洋
法法庭提出申请，要求法庭依据 《公约》第２９０条第５款指示临时措施，要求俄罗斯迅速释放乌
克兰海军船舶 “别尔江斯克” （Ｂｅｒｄｙａｎｓｋ）号、 “尼科波尔” （Ｎｉｋｏｐｏｌ）号和 “亚布·卡布”

（ＹａｎｉＫａｐｕ）号，并将其交由乌克兰保管；中止对被扣押的２４名乌克兰军人的刑事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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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避免提起新的诉讼程序；释放被扣押的２４名乌克兰军人，并允许他们返回乌克兰。①５月２５
日，国际海洋法法庭发布命令，要求俄罗斯立即释放乌克兰海军船舶，将其交付乌克兰保管；立

即释放２４名被羁押的乌克兰军人，允许他们返回乌克兰。② 可以预见，随着上述多个国际程序的
继续进行，围绕刻赤海峡发生的种种争端将接受国际法的分析和判断，这对于研究 《公约》有

关条款的解释和适用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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