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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一、美国议员提出法案要求加强北极地区海军防御 

二、研究发现长时间居住在南极可使大脑“萎缩” 

三、北方舰队新多用途北极油轮准备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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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知美国对北极地区的新战略定位 
 

 

日前，由美国缅因州参议员安格斯·金和阿拉斯加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和丽莎·穆尔科斯基共

同发起了《2019年北极海军聚焦法案》，要求联邦政府认识到北极地区对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利益的重

要性，还要求制定美国舰队在北极行动和应对挑战的能力战略。 

 

全球战略背景变化 

该事件背后是一个正在变化的全球战略背景。 

首先，全气候变暖趋势将加速。21世纪最重大的两个影响全球的地缘政治事件就是中国崛起和北冰

洋化冰。本来，如果所有签署国都能够切实履行《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的减排任务，那么全球暖化导致

北冰洋化冰这一地缘政治事件的进程尚可趋缓；但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主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实际上已经夭折。即是说，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只会加速，北冰洋化冰进程也会加速，这个大趋势导致全

球涉北极利益国家都开始重新调整北极战略。 

其次，大国竞争成为国际主旋律。美国《国家安全报告》重新定位“大国竞争”为未来美国面对的

主要挑战，其核心战略对手是中国和俄罗斯。而随着特朗普政府退出《中导协定》，美俄之间类冷战式

的核军备竞赛重回国际视野。这种背景下，被该归属“全球公域”范畴的北极，便很自然地重新成为了

美俄之间地“核缓冲区”，因为北极空域正是这两个核超级大国运用核武器打击对手的最佳攻击路径。

同时，俄罗斯的“蓝色圈地运动”也造成北极圈国家的普遍不安。 

最后，新玩家次第加入北极利益圈。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北极圈地缘条件变化，北极能源和航

道开发逐步由憧憬变为可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自2017年起，北极域内外国家纷纷调整策

略，加大对北极航道和油气资源的探索和利用。除北极八国外，以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北

极域外利益攸关国加大了对北极战略的重视程度，如中国已正式提出“冰上丝绸之路”作为其“一带一

路”倡议的补充，希望与俄罗斯和其他北极国家一起开发北极的资源和航道。这些新玩家的涌入确实给

原北极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利益造成了冲击和新的挑战。 

 

从美国北极战略转向看美国对北极地区的新战略定位 

2010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

要求通过多层次合作推动北极环境保护。2016年美国在关于北极问题的报告中，仍重点强调气候变化对

生态的影响。但从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北极战略报告》看，美政府对北极战略态势的基本认识

已经发生转变，将大国竞争作为北极战略主基调。受此影响，一个以主导北极治理规则制定为核心，以

经济和军事手段为两翼的美国北极新战略正逐步成型。 

上述战略转变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政治上，把控北极事务主导权。美国既要做北极规则的制定者也要做裁判员。在《北极安全报告》

中，美国强调“加强北极地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将北极政策基调由“合作和保护”转向

“竞争和开发”。种种变化表明，美国已将北极资源和航道的战略利益提至新高度，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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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面强化被健全和外交存在，对域内打压俄罗斯，对域外限制非北极国家参与。未来不排

除美国提议建设“北极安全理事会”的倡议。 

经济上，力推北极资源开发，松绑北极能源开发禁令。奥巴马政府曾出于环保目的，宣

布永久禁止在楚科奇海和波弗特海等98%的美国北极水域进行油气资源开发，但特朗普上任

后便签署《执行美国优先离岸能源战略》，要求内政部重新评估奥巴马时期北冰洋水域钻探

禁令，推动开放北极石油勘探。鉴于特朗普重新开发美国国内石油资源，意在把美国从能源

净进口国变为能源净出口国的战略态度，其对于北极资源开发的口子定然会越来越放开。 

军事上，重整北极军事存在。“北极圈冷战”态势甚嚣尘上。当然，美国加强北极军事力量建设主

要针对的是俄罗斯，其中既包括核军力建设也包括常规军力建设。未来不排除美国利用规则优势，将类

似“北极航行自由”的概念引入北极竞争。 

 

美国北极战略转向揭示了美国对北极地区的三个新战略定位： 

首先，北极是美国的私家俱乐部，美国将逐渐剥离北极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使北极区域化、圈子

化。鉴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执着于“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正式成立“太空军”（之前美国也正式

成立过“网军”），直接宣布了太空“公域”属性的完结，“军事化竞争”时代开启。笔者预判，北极

未来的发展可能会重复美国太空军事化的逻辑，以安全等理由将北极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逐渐剥离，最

终发展成为美国及其盟友圈子的俱乐部。 

其次，北极将成为美国的新资源储地。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发生了巨大的战略转变，其中核心之一

就是重新成为能源出口国，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把控全球能源定价权，辅以美元霸权操作手段，控制全球

资本循环。在这个大的战略逻辑下，北极将被视为美国的新资源储地，而北极航路开通的过程也将很可

能被美国利用规则制定权绑架。 

最后，北极是美国未来经略欧亚大陆的新地缘政治抓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终极目标是完

成欧亚非三个大陆的互联互通，为承接第四次工业革命营造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而美国的欧亚“大

棋局”策略则正好相反，需要追求分化瓦解欧亚大陆各地缘板块。欧亚大陆互联互通一体化进程越顺

利，美国作为域外大国介入影响欧亚事务的能力就越弱。未来美国一旦失去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控制

权，大西洋联盟的欧洲在英国脱欧后又趋向独立化，那么北冰洋便会成为美国针对欧亚大陆施行合纵联

合策略的新地缘政治抓手。 

 

评论员：国观智库专职研究员 夏国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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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地政治 

1、“智能互联的北极工程”跨学科会议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2日 

文章来源：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 

据报道，在2019年10月10-13日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圈大会“智能互联的北极工

程”（Smart and Connected Arctic Engineering）研讨会中，参与者重点讨论了北极工程研究的

重要性及其在气候变化中的实施，旨在讨论提高北极地区的生活质量以及可持续发展。会议提出了

关于北极基础设施发展的展望，特别是有关气候和海冰预测模型、可持续发展做法和土著社区的展

望。此外，小组成员还讨论了北极航道的商业航行可行性，以及对环境风险的评估，未来将在民用

规划、住房和基础设施、海岸侵蚀和减少污染等领域开展工作。 

（原标题：Smart and Connected Arctic Engineering - Session Summary，网址链接：

https://iasc.info/communications/news-archive/583-smart-and-connected-arctic-engineering-

session-summary） 

2、新研究或绕开北极熊保护令拖动美国北极石油勘探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2日 

文章来源：阿拉斯加公共媒体网 

日前，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局和美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为能源公司规定了预

防措施，以获得联邦批准在北极熊栖息地进行石油勘探。通过使用热敏相机检测北极熊窝点，研究

表明，获得联邦政府批准的勘探活动可以有效减少对北极熊的干扰。鱼类专家瑞安·威尔逊（Ryan 

Wilson）表示：“精心设计的调查可以减少对熊的潜在影响，甚至可以到达可能满足《海洋哺乳动

物保护法》所规定的要求的地步。” 借此推动阿拉斯加北坡的石油开发。 

（原标题：Polar bear protections delayed oil exploration in the Arctic Refuge. A new study 

could help.，网址链接：https://www.ktoo.org/2020/01/01/polar-bear-protections-delayed-oil-

exploration-in-the-arctic-refuge-a-new-study-shows-how-companies-could-move-forward/） 

 

 

https://www.ktoo.org/2020/01/01/polar-bear-protections-delayed-oil-exploration-in-the-arctic-refuge-a-new-study-shows-how-companies-could-move-forward/
https://www.ktoo.org/2020/01/01/polar-bear-protections-delayed-oil-exploration-in-the-arctic-refuge-a-new-study-shows-how-companies-could-move-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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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八届中国-北欧北极研究合作研讨会将在瑞典举行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2日 

文章来源：北极大学联盟（UActic） 

据报道，第八届中国-北欧北极研究合作研讨会（8th China Nordic Arctic Cooperation 

Symposium）将于2020年5月27日至29日在瑞典城市于默奥举行，会议主题为“北极可持续发展研究

合作与知识共享”（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for a Sustainable 

Arctic），研讨会的主要讨论将围绕四个话题展开:北极的社会发展和知识体系，全球化与北极，中

国-北欧北极合作，北极生态系统与过程。 

（原标题：8th China Nordic Arctic Cooperation Symposium, May 27-29, 2020 - Call for 

presentation proposals!.，网址链接：https://arcticportal.org/ap-library/news/2251-8th-china-

nordic-arctic-cooperation-symposium-may-27-29-2020-call-for-presentation-proposals） 

4、“北极未来2050”国际会议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3日 

文章来源：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 

2019年9月4日至6日，北极地区的军事、工业代表聚集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科学院召开“北极

未来2050”国际会议，邀请北极科学家、原住民、政策制定者参与关于科学和原住民知识对北极政

策的贡献。目前，与会者正在审查会议报告草稿，并将于2020年2月最后定稿并发布。 

（原标题：Does scientific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adequately inform Arctic policies? 

Conference Summary - Arctic Futures 2050，网址链接：https://iasc.info/communications/news-

archive/586-does-scientific-and-indigenous-knowledge-adequately-inform-arctic-policies-

conference-summary-arctic-futures-2050） 

（二）极地经济 

1、特斯拉公司将在北极圈内建造多个电动汽车充电站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31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观察家》 

2019年12月31日，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宣布，欧洲唯一没有超级充电站的挪威北部芬马克郡将在

2020年填补空白，超级充电站将在芬马克郡北极圈内的卡拉乔克、科托基诺、瓦伦堡、奥尔德峡湾

https://arcticportal.org/ap-library/news/2251-8th-china-nordic-arctic-cooperation-symposium-may-27-29-2020-call-for-presentation-proposals
https://arcticportal.org/ap-library/news/2251-8th-china-nordic-arctic-cooperation-symposium-may-27-29-2020-call-for-presentation-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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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尔塔地区的主要路口开放。此外，同样位于北极圈内的芬兰拉普兰市也将安装数个充电站。除

了特斯拉的充电网络，其他电动汽车也将受益于17个高功率150千瓦充电器和8个快速充电站。 

（原标题：Tesla to open supercharger network across northernmost Scandinavia in 2020，网址链

接：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travel/2019/12/tesla-open-supercharger-network-

northernmost-scandinavia-2020） 

（三）极地科技 

1、北极环境科学研究严重不足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2日 

文章来源：EurekAlert网 

根据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和瑞典隆德大学的研究人员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北极北部地区的数据采

样与环境学科研究不足，并为北极所有环境科学学科提供了可能的新采样点的详细地图。隆德大学

(Lund University)高级讲师丹•梅特卡夫(Dan Metcalfe)表示:“我们利用了一个现有的文献数据

库，其中包括北极地区约1800项实地研究。”这个数据库包含了关于实地采样地点和引用的信息，

包括环境科学中的主要学科。 

这项研究表明，北极地区，特别是在加拿大北极群岛、格陵兰岛北部、泰米尔高原北部、西伯

利亚中部和东部需要更多的研究项目。这些采样不足的地区的特点是土壤和气候寒冷，植被稀少。

据预测，由于全球变暖，这些地区未来将经历快速的冻土融化和植被转移。 

（原标题：A new study finds research gap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disciplines across the 

Arctic，网址链接：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20-01/uoh-ans010220.php） 

2、研究发现长时间居住在南极可使大脑“萎缩”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2日 

文章来源：日本 Jin 新闻网 

据报道，一支科学家团队以德国南极诺伊迈尔 III科考站（Neumayer Station III）9名科考队

员为研究对象，在科考前后经由磁共振成像（MRI）等技术检测队员们大脑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水平，评估认知功能。研究发现，长期居住在寒冷、孤立的南极洲，会使大脑萎缩4％至

10％，学习、认知及与人交往能力都会减弱。 

研究人员发现，与同性别同龄人相比，科考队员在南极洲居住14个月后大脑萎缩4％至10％，与

学习和记忆相关的海马体（hippocampus）体积缩小较多。与科考前相比，南极队员脑源性神经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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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水平平均降低45%，科考结束一个半月后仍处于较低水平。研究者认为科考队员大脑变化可能与

他们长期处于与世隔绝且单调的环境有关，大脑因此做出“用进废退”反应。 

（原标题：孤立した単調な生活は脳を縮小させる事が判明！ 南極調査隊員への調査から明らかに・・

・，网址链接：http://jin115.com/archives/52278741.html） 

（四）极地生态 

1、研究发现格陵兰冰原成为海平面上升主因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2日 

文章来源：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 

据报道，在冰岛举行的2019年“北极圈大会”上，关于北极冰川和冰盖造成的近期质量损失以

及分析方法的专题讨论会吸引了2000多名代表参加。北极冰川学专题讨论会对格陵兰，加拿大北极

地区，斯瓦尔巴特群岛和冰岛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讨论，发言人概述了确定冰川和冰盖质量平

衡的不同方法：基于地面的表面质量平衡测量，航空摄影，机载激光雷达测量，卫星重量分析和质

量平衡建模。这些方法得出的数据显示，格陵兰冰原融化是海目前平面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每年

向海洋输送247±15亿吨的融化水，估计北极地区所有其他冰川和冰盖（包括格陵兰外围）的融化量

为213±29亿吨/年。 

（原标题：The State of Glaciers and Ice Caps in the Arctic Region，网址链接：

https://iasc.info/communications/news-archive/584-the-state-of-glaciers-and-ice-caps-in-the-

arctic-region） 

（五）极地军事 

1、北方舰队新多用途北极油轮准备服役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30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观察家》 

据北方舰队新闻处报道，当地时间12月25日，在圣彼得堡涅夫斯基造船厂建造的130米长的“帕申

院士号”（Akademik Pashin）被移交给俄罗斯北方舰队，五天后被正式纳入海军。“帕申院士号” 是

几十年来第一艘专为俄罗斯海军建造的油轮，载重量为9000吨，可以在北极公海航行的同时为三艘船

提供燃料和其他货物。据信，“帕申院士号”可以自主操作长达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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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Northern Fleet’s new multipurpose Arctic tanker ready for service，网址链接：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2019/12/northern-fleets-new-multipurpose-arctic-tanker-ready-

service） 

2、美国议员提出法案要求加强北极地区海军防御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7日 

文章来源：美国缅因州商务网 

日前，美国缅因州参议员安格斯·金(Angus King)提出了一项旨在加强美国在北极地区海军防御

的法案。由安格斯·金和阿拉斯加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和丽莎·穆尔科斯基共同发起的《2019年

北极海军聚焦法案》要求联邦政府认识到北极地区对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还要求制定

美国舰队在北极行动和应对挑战的能力战略。安格斯·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北极是保护国家利益所

需的国际商业和军事能力的一个新兴前沿，北极为美国和潜在的对手创造了新的机会。” “随着气候

变化继续影响这一重要地区，美国必须有远见地确立和保护我们在北极的领导地位，缅因州的人力和

资源是这一努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原标题：King introduces bill to recognize Arctic region's strategic importance，网址链接：

https://www.mainebiz.biz/article/king-introduces-bill-to-recognize-arctic-regions-strategic-

importance）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2019/12/northern-fleets-new-multipurpose-arctic-tanker-ready-service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2019/12/northern-fleets-new-multipurpose-arctic-tanker-ready-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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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极的变化:背景和问题》 

Changes in the Arctic: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来源：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作者：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0日 

概述： 

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更新了《北极的变化:背景和问题》报告，原文中关于我

国“雪龙2号”破冰船的描述原本是“具有北极能力的”船只，在新版中，表达改为“具有极地能力的

船只”，并提到12月份报道的我国第三艘破冰船是26000吨的传统动力船舶，而美国为海岸警卫队新建

造的破冰船每艘只达到22900吨。 

在报告的“领土争端和主权问题”章节新增的部分中，作者特别援引瑞典海事管理局负责搜救工

作的主管彼得·海尔伯格的观点说，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探索冰冷的环境。海尔伯格同时隶属于是国际

海事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工作组，该工作组正在重新评估极地水域中的搜救（SAR）行动。 

工作组从海洋和航空角度出发，已经确定需要为搜救组织提供更详细的指导，这将通过计划于2019年

更新的《国际航空和海上搜寻救助手册》（IAMSAR）来实现。虽然 IAMSAR手册不是强制性的，但世界

上大多数搜救组织都遵循该手册。该手册提供了建立多国搜救体系的框架，为各方提供了有关北极地

区必要安排的指导。更新后的手册将根据《极地规则》（Polar Code）和最新的 IMO法规更新以及从

航空的角度，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失踪后的经验教训中得到扩展。 

报告还加入了美国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关于北极的条款。 

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与北极有关的规定包括以下内容： 

第1238条，要求提供关于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的军事活动的报告; 

第1260E条，要求对中国在北极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独立研究; 

第1706条，要求提供国防部关于北极大规模伤亡灾难响应行动计划的报告;  

第1752条，要求提供一份报告，评估北极地区一个或多个战略港口的潜在地点，并授权国防部长

将北极地区的一个或多个港口指定为国防部战略北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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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萨姆·亚历山大(Sam Alexander) 

机构：Gwich 'in 国际理事会（GCI）董事会 

研究领域：北极原住民传统生活方式、国土安全、

应急管理 

 

 

 

简介： 

萨姆·亚历山大(Sam Alexander)是：Gwich 'in国际理事会的董事会成员。萨姆·亚历山大在

阿拉斯加北极地区的育空堡长大，他的父亲是北阿拉斯加北极部落 Gwichyaa Gwich 'in 部落的首

领。萨姆·亚历山大毕业于美国陆军军官学院（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当了十年的

美国陆军军官，毕业后成为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少校。退役后，萨姆·亚历山大担任阿拉斯加费尔

班克斯大学国土安全和应急管理项目的全职教员。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