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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蒙古地区卡伦设置时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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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卡伦是在关隘、
要塞等处派兵驻守, 执行巡查、
稽查、监督、
征收 和传递文书等各种义务的防御、
管

理据点, 其设置是清代特有的治理边疆、
巩固边防之重要 举措。以 往, 学术界就清代蒙古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卡
伦之设置时间持有/ 雍正五年0 、
/ 康熙年间0 等不同观点。经 过剖析5 钦定大清 会典事例6 等相 关史料发现, 蒙
古地区的边境卡伦和内地卡伦之设置时间均可 以追溯到康熙朝初期, 而且, 当时的卡伦已具备治理边疆、
巩固
边防等广义之卡伦的多种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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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 蒙古族主要聚居漠南、
漠北和漠西地
区。漠北喀尔喀蒙古东临黑龙江将军辖境, 西至阿

伦, 亦作卡伦, 又有称卡路、喀龙者, 皆翻译对音之转
也。
0 » / 卡伦0一词具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涵义。狭义

尔泰山接新疆, 南至大漠与漠南蒙古相连, 北与俄罗

之/ 卡伦0为该词汇的本义, 即/ 哨兵0 或者/ 岗哨0、

斯交界。清入关前, 后金与喀尔喀有贸易往来, 顺治

/ 哨所0。从这一角度来说, 卡伦类似于古代的/ 堠0

时期则在该地区临时编设八扎萨克, 管理喀尔喀诸
部, 到康熙三十年( 1691 年) , 清政府正式征 服喀尔

( 烽堠、
烽火台) , 即指 望和侦察敌情的建筑物, 或
探测敌情的士兵。中国早在西周就建筑了烽火台,

喀蒙古, 并在此编旗、
设盟, 进行封建统治。

用烽火、
燧烟报警。古代北方匈奴、
突厥、回纥、蒙古

喀尔喀诸部正式归附清朝前后, 清廷为了达到
稽查游牧、
追捕逃犯、
防范沙俄入侵等种种目的在该

等民族的相关文献中也留下了/ 侦探0、
/ 哨马0、
/哨
骑0、
/ 哨探0等相关记载。广义之/ 卡伦0是清代治边

地区陆续设置了卡伦。关于清代卡伦的始设时间,

和边防中的一种特殊设施的名称, 它具备了执行巡

何秋涛在5朔方备乘6中称: / 北徼喀伦之设始于雍正

查、
稽查、
防护、
监督、
征收和传递文书等极其广泛的

¹

五年。
0 就这一观点学术界早已提出质疑, 不少学
者为此进行研究和总结, 使该课题有了较清晰的答

管理或防御功能。因此, 清代卡伦除了哨兵、
哨所等
本义之外, 还具有清代特有的更宽泛的涵义和职能。

案 º。目前, 学术界一般认为清代蒙古地区 真正意

本文中所论及的卡伦均属广义之卡伦范畴。

义上的卡伦应该在康熙年间设置。那么, 康熙皇帝

清代卡伦有边境卡伦和内地卡伦之分。边境卡

在位 61 年, 在这多变的、错综复杂的漫长岁月里蒙
古地区的卡伦之设究竟可以追溯到哪一年? 这必然

伦主要是为巡查边界, 防御境外各种势力越界骚扰
而设, 而内地卡伦则是以维护境内社会秩序, 或负责

成为清代治边及边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值得探究和

某方面的管理为目的而设置。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考

澄清的重要问题。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以
漠北地区为中心, 对清代蒙古地区卡伦之设置时间

察, 何秋涛所说的/ 北徼喀伦0准确地说是指边境卡
伦。目前, 很难确定蒙古地区始设卡伦的准确时间,

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但是, 可以考证无论是边境卡伦, 还是内地卡伦均于

/ 卡伦0 为蒙古语/ H aruul0 ( 满语/ karan0) 的音
译, 何秋涛认为: / 更番 候望之所曰台, 国语谓 之喀
*

雍正五年以前就已存在, 甚至, 其设置时间可追溯到
康熙朝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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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边境卡伦而言, 16 世纪以后, 沙皇俄国向外扩

析这段史料可以发现以往认为5布连斯奇界约6签订

张, 席卷西伯利亚, 17 世纪 30 年代逼近中国东北边

后设置的有些边境卡伦则至少在签订/ 界约0之前就

疆, 1689 年中俄双方签定5尼布楚界约6划定了东段边
界。沙俄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同时, 还觊觎我国漠西

已存在。喀尔喀车臣汗部和土谢图汗部境内东自枯
布勒哲库, 西至恰克图中俄边界一带设有 28 座卡伦

和漠北蒙古地区, 到 17 世纪后半叶侵占漠北色楞格

( 包括上 面 所提 到 的 布拉 卡 伦) , 均 / 北 接 俄罗 斯

河流域, 先后建立楚库柏兴和伊尔库茨克等据点, 继

界0 ¿ 。过去一直认为, 这些卡伦是在雍正五年中俄

续蚕食我国北疆领土。为了抵御沙俄侵略势力的进
一步渗透, 清政府与俄国划定中段边界之前就采取了

签定5布连斯奇界约6, 划定中段边界后设置的。但
是, 上面所列/ 界约0 内容再次证明/ 界约0 签定之前

设置卡伦进行防范的措施。雍正四年( 1727 年) 正月,

像奇兰、
阿鲁哈当苏、
齐克太、
阿鲁奇都等卡伦就已

清政府派隆科多等前往漠北勘察边界, 在勘察途中令
其查勘阿尔泰山梁、
空鄂罗至楚库柏兴之界后直接前

存在。而且, 从其地理位置, 以及当时清朝与俄罗斯
之间处理边务等方面的情况考察, 这两座卡伦已具

往楚库柏兴附近的喀尔喀卡伦, 与俄国来使商谈解决

备边境卡伦的性质和职能。我们还可以依据其他史

定界之事, 并特别强调, 隆科多住喀尔喀卡伦等候俄

料考证这一点。/ 界约0条款中所列奇兰卡伦( 汉文

¼

罗斯使臣时自备费用, 不可向喀尔喀人索取。 楚库
柏兴位于恰克图北约 100 公里, 此处未提楚库柏兴附

史料中又作/ 齐兰0或/ 奇林0) 和奇克太卡伦( 汉文史
料中又作/ 奇克泰、
齐科台0、
/ 齐克达0等) 就是前面

近的哪一座卡伦, 但是, 足以证实雍正五年以前在喀

所提 28 个卡伦中的 2 座边境卡伦。奇兰卡伦位于

尔喀地区北段楚库柏兴, 或者恰克图附近已设有卡

恰克图东, 东临齐兰河及齐兰淖尔, 经考证该卡伦早

伦。另据史料记载, 位于洽克图附近的喀尔喀著名边
境卡伦 ) ) ) 布拉卡伦( 汉文史料又作/ 博拉0等) 也在

在康熙年间就已设置。康熙五十四年 ( 1715 年) 八
月, 理藩院专为俄人在奇兰卡伦附近筑房、
树标事与

雍正五年以前就已存在。雍正二年十月, 中俄双方代

当时楚库柏兴城长官进行交涉, 并称/ 今据我边民报

表在交还逃人和勘定喀尔喀边界的商谈中留下了该
卡伦的相关信息。中方代表允祀对俄方代表郎克曰:

称: 见尔俄罗斯人于我奇兰卡伦附近勘察房址, 树立
标桩而去等情。 , ,尔若于我喀尔喀边界地方筑城

/ 望委派员弁押解逋逃随本大臣等至布拉卡伦。此事

造房, 必须有尔察罕汗旨意, 并应向我说明0。À 奇克

就绪之后, 明日即将启程。郎克告称: 解送逋逃之我

太卡伦位于奇兰东 50 公里, 该卡伦西临齐科台河。

½

属官兵, 已备就绪, 可直送至卡伦。
0
雍正五年( 1727 年) 九月一日, 中俄双方签订了

何秋涛在5朔方备乘6卷十中提到, 奇克泰之东另有
阿噜齐都勒( 即阿鲁奇都) 卡伦, 由此再向东还有阿

5布连斯奇界约6, 划定中俄中段边界。该界约的内

噜哈当苏卡伦。/ 界约0内容中以上几座卡伦均被记

容又给我们提供了漠北地区原设卡伦的有关情形。
5布连斯奇界约6载: 北自恰克图河流之俄国卡伦房

载, 故可以肯定这些卡伦起码中俄双方在勘查边界
过程中, 即/ 界约0签定之前就已经存在。另外, 雍正

屋, 南迄鄂尔怀图山顶之中国卡伦鄂博, 此卡伦房屋

五年中俄勘分恰克图以东至额尔古纳河之间的两国

既鄂博适中平分, 设立鄂博, 作两国通商地方。由此

中段边界, 并沿国境线立 63 处鄂博, 作为两国边界

地起往左段一面, 至布尔古特依山, 顺此山梁至奇兰
卡伦, 由奇兰卡伦起至阿鲁哈当苏, 中间有齐克太、

标志。其中, 第 58 号鄂博至第 63 号鄂博立于清代
黑龙江将军所辖呼伦贝尔游牧地与俄国交界处。这

阿鲁奇都二处, 此 四卡伦鄂博以一 段楚库河为界。

6 个鄂博为清朝珠尔特依、
察罕鄂拉等 12 处边境卡

由阿鲁哈当苏至额波尔哈当苏卡伦鄂博, 由额波尔
哈当苏至察罕鄂拉蒙古卡伦鄂博而为俄国所属者,

伦所巡查的卡伦鄂博。从5布连斯奇界约6 中的/ 自
察罕鄂拉之卡伦鄂博至额尔古纳河岸蒙古卡伦鄂博

暨中国之蒙古卡伦鄂博, 将此两边以及中间空地酌

之外, 两国 于附近一带各派人 员前往妥商, 设立鄂

中均分, 此照划定恰克图疆界办理, 以示公允。如俄

博, 以清疆界。
0从这一段记载来看, 呼伦贝尔境内的

国人所占地方之附近处遇有山, 或山顶, 或河应即以
此为界。如附近蒙古卡伦鄂博处遇有山、
或山顶、或

察罕鄂拉 等边境卡伦的设置时间也在/ 界约0 签定
之前。

河, 亦即以此为界。凡无山河荒野之地, 两国应适中

康熙十三年( 1674 年) , 理藩院在刑法条款中明

平分设鄂博, 以清疆界。自察罕鄂拉之卡伦鄂博至
额尔古纳河岸蒙古卡伦鄂博之外, 两国于附近一带

确规定: / 出卡伦逃往外国之人, 如追时不曾抗拒者
被获之日将为 首一人斩, 余 绞。若持兵抗 拒皆斩。

各派人员前往妥商, 设立鄂博, 以清疆界。¾ 仔细剖

逃往外国被执送院, 曾拒捕伤人者斩, 未伤人者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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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交还原主。逃而未伤人自还者免罪, 交原主。
0Á

音而往, 务期必达0。不久, 费扬古又奏称, 所率部队

理藩院作为管理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

因遇雨雪不能紧随大兵, 于是, 将神威等大炮留于喀

构, 专门制定相关条款, 处罚擅自越卡逃往境外者的
行为足以证明康熙朝初期漠北蒙古地区已设置具有

伦, 派绿 旗官兵守护。在行军途中, 运米乡员喻成
龙、
侍读学士范承烈等向费扬古报称, 于三月二十四

边防性质的卡伦( 即边境卡伦) , 防御沙俄入侵和境

日在招哈察罕和朔屯营处与费扬古所率部队会集,

内民众擅自逃往俄境。更值得注意的是, 通过这段

米车二十二三日可出喀伦, 途中水草稀少, 且牲口皆

史料我们可以发现, 漠北地区的边境卡伦早在喀尔
喀蒙古各部正式归附清朝( 康熙三十年) 之前就已设

从太原长驱而来, 尽皆疲瘦, 请将十五日口粮留于喀
伦, 以备大兵凯旋, 将十五日口粮运至翁音等地方备

置, 而且, 其设置时间竟然可以追溯到康熙十三年。

用, 其二十日口粮於小车及挽车、
牲口中择其可用者

可见, 已有国界概念的清朝政府, 在康熙朝初期
就将卡伦运用到漠北地区边防建设中, 发挥边境卡

运至土喇, 供应大兵。就此, 费扬古认为, 以大兵口
粮所关紧要, 决定将十五日口粮留于喀伦, 其三十五

伦特有的功效, 还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

x
日口粮尽运至土喇 l
。康熙三十五 年( 1696 年) 五

就蒙古地区内地卡伦而言, 其设置时间也可追

月二十一日康熙皇帝至锡喇布里图, / 前留驻边卡游

溯到康熙朝初年。蒙古族自古以来在广袤的草原经
营/ 逐水草迁徙0的游牧经济, 部落与部落之间或后

牧之蒙古王等恭迎圣驾, 在行宫前三跪九叩行庆贺
y
礼0。l
这段史料说明早在康熙朝中期喀尔喀地区内

来编设的旗与旗之间划定牧场, 严禁相互越界放牧、

地卡伦就已存在。

狩猎。正如史料记载: / 凡内外扎萨克之游牧, 各限
u
l


准噶尔部到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统治时

以界, 或以鄂博, 或以卡伦。
0 清廷在蒙古各部、各
旗, 或者与周边其他地区之间采取设置卡伦划定牧

期仍继续向东扩展牧场, 欲占领阿尔泰山以东地区。
清朝与准噶尔部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 并经过( 自雍

场或稽查游牧的措施, 防范越界放牧。比如, 清初在

正十二年至乾隆四年) 几经交涉, 终于议定以阿尔泰

喀尔喀车臣汗部与黑龙江将军所辖呼伦贝尔接壤处
v
设置卡伦, / 防备越界游牧0 l
, 到乾隆四十七年, 喀

山为准噶尔和喀尔喀牧界, 阿尔泰山以东为喀尔喀
牧地, 以西为准噶尔牧地, 严禁彼此越山牧放。在近

尔喀车臣汗部与呼伦贝尔巴尔 虎之间发生争 地纠

半个世纪的牧地争端过程中如何抵制准噶尔部侵占

纷, 次年, 双方按旧图和挖出的原设卡伦/ 记木0( 驻

漠北牧场成为清前期喀尔喀各部面临的一个难题。

卡官 兵埋 下的 证明 牧界 的凭 证 ) ) ) 引 者) 了结 此
w
案 l
。

为此, 清廷先后采取了防御、
抵抗、
协调等各种措施,
其中设置卡伦进行巡查和防御自然成为抵制准部东

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6等文献中有不少康熙朝初

进的重要措施之一。正因为如此, 签订5布连斯奇界

期漠北地区内地卡伦的有关记载。漠北地区西邻准
噶尔, 自康熙年间噶尔丹统领准噶尔时起, 该部拒不

约6之前, 甚至康熙年间阿尔泰山一带, 包括该山脉
之西乌 梁 海 地区 也 早 已出 现 了卡 伦。雍 正四 年

接受清政府的招抚, 并力图吞并喀尔喀蒙古, 屡次向

( 1727 年) , 清政府为勘查边界之事令额驸策凌先行

东进攻, 袭扰漠北地区。康 熙三十四年( 1695 年) ,

驰驿, 速往扎克拜达里克城邀约贝勒博贝, 预备坐骑

噶尔丹率兵由科布多向喀尔喀进攻, 于是清朝政府
采取兵分三路/ 裹粮长驱, 分进合击0的战略, 康熙皇

盘费, 以候前来之大臣一同直往和通卡伦( 和通卡伦
位于阿尔 泰山东, 距 科布多 西 200 里 的和通 泊附

帝亲率禁旅, 由独石口出中路; 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

近) 。并强调, 察看阿尔泰山梁之界, 应出山梁彼处

东三省军队, 会内蒙古科尔沁部出东路; 大将军费扬
古、
孙思克率陕甘兵出宁夏西路追剿噶尔丹。是年

之卡伦, 前往察看乌梁海地方; 还特别提醒: / 至于遣
人出入卡伦一事不可无凭, 可将额驸策凌之副将军

三月十九日费扬古称, 他所率领大兵于三月十三日

z
印及敕书带去。
0 l
由此可见, 划定中俄中段边界之

至喀伦, 据悉上所颁发炮八门于三月初七日至拖里

前阿尔泰山之东、西一带均设有卡伦, 坐卡官兵执行

呼, 他拟酌留都统伊勒慎, 每旗派护军参领二员, 护
军百人于喀伦等候枪炮送到, 并护送至翁音。次年

查验来往行 人之证件, 严加管束。乾 隆三年( 1738
年) , 准噶尔为向阿尔泰地区扩展牧场, 派哈柳等与

三月康熙帝所率部队到达喀伦附近, 并遣参领车克

清朝商谈。是时, 乾隆帝对准噶尔使臣曰: / 此次所

楚、
前锋侍卫奇萨穆于克鲁伦寻踪哨探, 车克楚等查
得噶尔丹于是年三月初从土喇向克鲁伦移营。康熙

奏乞令托尔和、
布延图两处卡伦稍稍内移, 此事断不
可行, 便与不便尔等亦知之。且我圣祖皇帝时所设

谕侍卫殷扎纳, 同乡导波罗等 15 人/ 沿喀伦直寻翁

{
卡伦, 至今岂可移动乎。
0 l
从这段史料看, 阿尔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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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的卡伦也在康熙年间就已设置。
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 经过进一步的考证, 目前
我们将漠北地区内地卡伦之设置时间追溯到了康熙
十六年( 1677 年) 。是年, 理藩院疏言: / 据张家口报

}
勒等取三九赏给。
0 l
由此看来, 康熙五年蒙古地区
早已设置卡伦, 而且, 当时已具备了卡伦管理方面的

奖惩等相关制度。

称厄鲁特来使博瑞额叶图等不敢归, 言来时鄂齐尔

总之, 可以肯定清代漠北地区, 乃至整个蒙古地
区的卡伦早在康熙朝初期就已设置。而且, 依据大

图汗、
喀尔喀土谢图汗曾夹攻我台吉, 近又闻归化城

量可靠的史料证实康熙朝初期的蒙古地区卡伦除了

来贸易人言喀尔喀色 达什台吉率三百余人将邀劫
我于喀伦, 我等得在皇上边塞之内, 即如金城之固,

稽查游牧、
检验证件之外, 还承担追捕逃犯、
稽查贸

|
请暂居此, 俟本地使来同归。
0 l
这一记载不 仅能够

帮助我们考证漠北地区内地卡伦早在康熙十六年就
已设置, 同时还说明喀尔喀各部正式归附清朝之前
该地内地卡伦就已存在。

易、
护送奉差之人, 以及杜绝一切违规行为等多种职
能。同时, 在卡伦管理方面也已制定了对坐卡官兵
的奖惩等较具体的规章制度, 保证了卡伦事务的正
常运转。因此, 当时的卡伦超越/ 哨兵0或/ 哨所0等
狭义的内涵, 已具备了稽查牧界、追捕逃犯、
查验证

对清代整个蒙古地区卡伦而言, 其设置时间要

件等治理边疆, 以及巩固边防之广义的、
清代卡伦应

比漠北 上述 考证的 时间 还要 早。康 熙五 年( 1666
年) 理藩院刑法条款中规定: / 他处逃来之人至各卡

有的多种职能。另外, 依据上述较成熟的卡伦管理

伦者, 卡伦人即送至所投王、
贝勒处。
0又规定: / 与逃

制度等情况断定, 蒙古地区广义之卡伦的设置时间
应该还早于康熙五年。因此, 这一课题仍需要我们

人斗死者, 逃人如无奴仆, 向逃人原主扎萨克、
王、贝

今后挖掘更多的史料, 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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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rcheological study of the frontier sentries ( karens)
in Inner Mongolia in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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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 it ut e of History of Q ing D ynasty, Renmin U niversit 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s the front ier sentries are where t he soldiers defend, pat rol, and send messages in t he remote
passes or castles in t he Qing dy nast y, t he def enses are g reat ly enhanced in t he borders. Previous studies have argued t hat such sentries should be est ablished on the Yongzheng f if th year, or t he years of Kangxi Emperor, but
the study by Royal Chronology of Qing concludes t he t ime as in t he early years of Kangx i Emperor. Meanwhile
the sent ries play dif ferent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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