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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对外关系
南沙群岛
1178 (南宋淳熙五年) 桂
林通判周去非《岭外代
答》指出中国南海疆域
的西面与越南北部的交
趾洋接境，南面与印度
尼西亚的纳土纳岛相邻
1225 （南宋宝庆元年）
《诸蕃志》《诸蕃图》
表明我国南海疆域的界
限
1279 （元至元十六年）
元代“四海测验”，南
海测点在今中沙群岛的
黄岩岛，属于元代疆域
1349（元至正九年）汪
大渊《岛夷志略》记载
南海疆域范围和界限
1536 （明嘉靖十五年）
《海语》中记载分水即
外罗海是我国南海疆域
的西面界限
1562—1577（明嘉靖四
十一年至万历五年）
《古今图书编》反映出
南海疆域的西部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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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1712 （清康熙四
十九年至五十一年）广
东水师副将巡视西沙群
岛海域
1730 （清雍正八年）
《海国闻见录》中标明
七洲洋范围北起西沙群
岛洋面，南至越南东南
的昆仑洋面，成为我国
海域与外国海域的天然
界限
1781 （清乾隆四十六
年）暹罗王使者记载过
了外罗海则进入中国，
可见外罗海是中国海和
外国海的分界
1795 谢清高《海录》中
指出千里石塘在菲律宾
国西，东沙的正南为石
塘。这个石塘至南沙群

岛，基本反映出我国南
海疆域的东部界限
1800 （清嘉庆五年）英
船“孟买”号擅自到西
沙群岛的高尖石进行探
测
1800 ~1807 四次在西沙
群岛探险
1801 英国船 航行中沙
群岛
1802 英船擅自对南沙群
岛隐遁暗沙的测量
1808 英船“发现”号， 1813 英国 东沙群岛探
“调查者”号在船长罗 险、测量
斯和莫汉带领下擅自到
西沙群岛进行测量
1815 英船“发现”号由
船长罗斯带领，擅自到
西沙群岛的中建岛进行
测量
1815 越南阮朝 黄沙群
岛的水路调查
1816 越南阮朝 黄沙群
岛的水路调查
越南阮朝嘉隆帝 黄沙群
岛的合并
1817 英船“发现”号在
船长罗斯的带领下，擅
自到西沙群岛华光礁进
行调查
1826 英国“发现”号
南沙群岛逍遥暗沙的测
量
1835 美国 测量船“戴 1833-08 阮朝明命帝 黄
维 斯科特”号 擅自到南 沙群岛航行障碍对策的
沙群岛奥援暗沙一代测 探讨
量
1834-03 阮朝明命帝 黄
沙群岛调查
1835-06 阮朝明命帝 黄
沙群岛建神庙
1836-01 阮朝明命帝 黄
沙群岛建立踏查记录
1839-07 阮朝明命帝 黄
沙群岛建水神祭坛

1842 颜斯综在《南洋蠡 1842 美国 “文森斯” 1844 英国 调查西沙群
（读作 li2,贝壳做的瓢） 号考察船擅自到南沙群 岛
测》中标明了万里石塘 岛中部进行测量
（南沙群岛）的四至：
南面是中国境外的大
1844 美国 南沙群岛测
洋，东面是闽省洋面， 量
北面是西沙群岛洋面，
西面是新加坡海峡的白
石口。同时指出，凡从
境外大洋来到中国的外
国船，都把南沙群岛作
为中国海与外国海的分
界，也就是作为我国南
海疆域的南部界限

1840 英船“台图”号擅
自到西沙群岛的西渡滩
探测
1840 英国 测量东沙岛
1844 英国 调查中沙群
岛

1844 英国船长贝休恩、
贝尔彻、贝特、沃德、
理查德、里德、蒂泽德
等擅自调查包括西沙群
岛在内的南海诸岛
1851 英船擅自探测南沙
群岛的南通礁等岛礁

1858 英国船 东沙岛测
量
1858 英船擅自探测中沙
群岛的西北角
1862 英船长蒂泽德、里 1864 英船“来福门”号 1860 英船擅自探测西沙 1866 英国船 “蒲拉他
群岛的北沙洲等地
士”（Pratas）号遭风
德、沃德等擅自测量西 擅自调查南沙群岛
漂流到东沙岛，擅自将
沙和南沙群岛
1865 英船长蒂泽德发表
该岛改名为“蒲拉他士
1868 英国海军部出版 测量南沙群岛东岛、琛
岛”（Pratas Island）
《中国海指南》China 航岛和晋卿岛的报告
Sea Pilot
1868 清政府总税务司拟
1866 英船长蒂泽德擅自
在东沙岛设置灯塔，计
调查南沙群岛北康暗沙
划于 1874 年完工，后未
等岛礁
果
1867 英船“来福门”号
擅自调查南沙群岛大现
礁、华光礁等岛礁
1868 英船“来福门”号
擅自调查南沙群岛南钥
岛等

1877 英国 南沙群岛采

1876 郭嵩焘出使英国，
航经南中国海，在其
《使西纪程》中记载西
沙群岛为中国属岛。随
同出使的张德夷在《随
使日记》中亦载西沙群
岛是中国属岛
1877 英国 西沙群岛 采 1877 英国 东沙岛采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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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 英船“孟买”号擅
自测量西沙群岛浪花礁
附近的岛礁
1887-06-26 清国法国 越 1881 ~1884 德国 南沙 1881 英船“埃尔斯肯” 1882 英国提议 各国公
（Elsken）号在西沙群 使请求清政府在东沙岛
群岛调查 测量
南边界决定 规定东经
建立灯塔
岛浪花礁失事
（巴黎子午线）105 度
43 分以东的海洋岛屿 归 1888 德船擅自进入南沙
1881 ~1884 德国船“弗 1892 英船擅自到中沙群
群岛勘测
中国所有
列拉”（Frera）号和炮 岛做局部测量
1889 英船“王德尔”号 舰“埃尔蒂斯”（Iltis）
擅自进入南沙群岛安波 号擅自到西沙群岛永兴
沙洲一带活动
岛等地调查测量
1882 德船“弗列拉”号
勘测西沙群岛的北岛、
东岛等岛
1883 德船“弗列拉”号
勘测西沙群岛的琛航
岛、金银岛等

1896 西沙群岛 中国渔
民与英国保险会社的对
立

1903 英国再次提议在东
沙岛建灯塔
1907-10 清国 宣布东沙
岛为中国领土，日本反
论
1909-02-26 两广总督张
人骏照会日本驻广州领
事，声明东沙岛系属广
东之地,要求日商撤还
1909-02-30 日本领事照
复张人骏称：“倘清国
有该岛实属清国之确
证，则日本政府必当承
认其领土权。”
1909-03-16 清国通报日

1884 德船“弗列拉”号
勘测西沙群岛的珊瑚
岛、甘泉岛等
1899 英国 南沙群岛 南 1895 德船“勃洛那”号
威岛、安波沙洲 的采掘 窜入西沙群岛失事
权付与婆罗洲
1899-06 法国印度支那
殖民总督杜梅向殖民部
提出，为了“不让另一
个列强在西沙群岛立
足”，他主张在那里建
一座灯塔作为日后提出
主权要求的根据
1907 日本竭力鼓吹“水 1902 清政府派官员到西 1901 日本商人西泽吉次
遇风飘到东沙岛窃取岛
产南进”，日本歌山县 沙群岛视察并树碑纪
人宫崎等乘机南下，窜 念。碑身高 60 厘米、宽 上磷肥回基隆化验
到我国南沙群岛一带活 18 厘米、厚 4 厘米，碑 1901-11 日本人玉置半
右卫门 发现东沙岛
动，返国后大肆宣传， 上中间刻“视察纪
称群岛为极有希望的渔 念”，左边刻“大清光 1902 日本商人西泽吉次
再次窜入东沙岛窃取磷
场。自此之后，日本渔 绪二十八年”字样
船大量南下，皆在我国 1909-03-21 清国 设置西 肥回基隆出售
1902-05~08 玉置半右卫
沙群岛筹办处
南沙群岛周围活动
1909-04 两广总督张人 门 东沙岛探险
骏派副将吴敬荣前往西 冬 日本西则商店所属船
沙群岛巡视。吴敬荣率 只漂流到东沙岛
领 170 人，分乘伏波、 1905 日本恒信社 东沙
琛航、广金三艘军舰， 岛探险
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为 1906 日船“长风丸”号

总指挥，先后到达了伏 非法进入东沙岛，同希
波、甘泉等 14 岛。每到 泽吉次一起窃取岛上资
一岛皆勒石命名，鸣炮 源
升旗，重申中国的主权 1907-04 上旬~06-23 日
1909-04 两广总督张人 本人东沙岛探险
骏成立西沙群岛筹办处 夏 日本外务省许可恒信
1909-04-18~22 清 甘泉 社再次到东沙岛探险
1907-06-30
岛调查
1909-06 清 西沙群岛主 1907-08-12 日商西泽吉
要岛礁调查 升旗 占领 次纠合 120 人，乘“四
1909-08 清国 西沙群岛 国丸”轮到东沙岛，拆
毁岛上的大王庙，驱赶
筹办处废止
我国渔民，毁坏坟墓，
悬挂日本旗，竖立木
牌，擅自命名“西泽
岛”，并在岛上盗采磷
矿，经营海产
1907-09-05 清国外务部
两广总督 命令调查东沙
岛
1908-08-23 英国驻广州
领事致函清政府，请求
批准在东沙岛设立灯塔
1908-09-13 广东总督函
复英领事，声明东沙岛
系中国领土，英领并无
异言
1909-03 南洋水师提督
李准派遣军舰前往东沙
岛

本东沙岛属清国领土
1909-03-23 日本确认清
国对东沙岛的权利 承认
清国的通告
1909-03-24 清国要求日
本人退出东沙岛
1909-03-29 日本承认清
国领土权 但要求保护日
本人事业
1909-05 中旬 英国香港
政厅和清国交涉设置东
沙岛电台
1909-06-22 清国决定赔
偿西泽
1909-07-18 赔偿额评估
1909-09-29 中日双方拟
定条款，中国以广东毫
银 16 万元收购西泽在东
沙岛上的物业；西泽交
纳赔偿金及税款广东毫
银 3 万元
1909-10-11 东沙岛引
渡，两广总督与日本驻
广州领事签字盖印
1909-10 清国 东沙岛 电
台建设中止
1909-11-19 日本、清廷
东沙岛引渡完毕
1909-12-05 清廷交予西
泽 13 万元
1911 广东省政府再度告
示，西沙群岛属崖县所
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