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球极地动态研究 

（周刊） 

2020年第2期（总第71期） 

（2020年01月07日至2020年01月13日） 

 

 

 

 

国观智库 

  



 

2 

 

 

 

 

 

 

 

 

 

 

 

 

 

 

 

目    录 

 

 ............................................................................................................................................................ 3 

 ............................................................................................................................................................ 5 

（一）极地政治 ................................................................................................................................................. 5 

（二）极地经济 ................................................................................................................................................. 6 

（三）极地科技 ................................................................................................................................................. 7 

（四）极地生态 ................................................................................................................................................. 8 

（五）极地军事 ................................................................................................................................................. 9 

 .......................................................................................................................................................... 11 

 .......................................................................................................................................................... 13 

 

 

 
  

本期关注 

一、俄罗斯发布北方海航道十五年计划 

二、丹麦智库报告称美国在北极的活动“不可预测” 

三、挪威报告本国2019年石油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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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北极倾向，北欧国家能否未雨绸缪？ 

传统意义上，北极区域的最大安全威胁在于将外在不确定性安全要素引入北极。例如，乌克兰

危机等。但是，从北极实践角度来观察，未来北极区域最大的隐患对象正好是最大的北极国家——

美国。2019年5月至今，美国政府先后出台的一系列北极新政策、新战略，美国政府官员的一些新言

论，都揭示了美国的北极意图的变化。即，由环境等低级政治问题向军事安全、政治博弈等高级政

治问题转变。美国近期所展现的北极战略意图才真正代表美国在北极地区开始谋篇布局，美国寻求

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掌握主动权，但这一举措会将原先不可能发生的威胁变为现实。美国的布局

主要是两方面：

从全球战略来看，美国已经将北极趋于纳入战略对抗中国的新区域。这个中缘由在于：北极冰

层融化所释放的战略机遇和经济资源机遇，将改写全球贸易格局，中国势必成为新贸易格局的重大

获利者。北极运输航道和北极丰富的资源，也对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意义重大。因此，美国需在北

冰洋寻找新的战略遏制由头和战略阻隔的据点。捆绑中俄，渲染中俄北极威胁，都只是美国寻找舆

论支持和促使政策合法的工具。

从北极安全来看，为俄罗斯可能出现的军事部署谋局。美国智库曾指出，俄罗斯北部漫长的边

境线，原先由厚厚的冰层覆盖，驻军极少。然而，随着北极冰层消解，俄罗斯北部边境安全问题暴

露。俄罗斯势必会加强对对北部边境的军事驻扎。美国现今的举措，实际上主观忽略俄罗斯北部边

境部兵的自我防御性质，也必然将俄罗斯由治理北极的合作对象演变成军事对抗目标国。 

美国主动引发美中战略博弈，美俄军事对抗，北极地区的北欧国家将何去何从？它们是任由事

态发展，还是可以未雨绸缪？理性来看，北极地区的北欧国家，无论是出于北约成员国身份、美国

盟友国处境或中小国家实力，它们短期内难以完全摆脱美国的政策干预和战略导向，美国在北极北

欧国家中依旧享有重大政策影响力。在此情况下，北极地区的北欧国家是否具有未雨绸缪的能力和

意愿，我们需要可将冷战期间和现今的战略基石做对比。从中找寻未雨绸缪的道路。 

冷战期间，北欧国家作为美苏军事对抗的前沿阵地，这是各方主观意愿的体现和现实战略态势

的驱动。例如，北欧国家对美国安全依赖和经济援助需求十分强烈、北极尚处于边缘区域、以苏联

为代表的一极对北欧国家未能释放足够的利益诱惑和政治文化吸引、意识形态的成功构建等。现

今，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联盟基石已经存在松动的可能。一是，随着欧洲国家自身发展，无论是

北欧国家还是西欧国家，他们对美国的需求不再具有紧迫性和唯一性，二是，他们与美国之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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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的利益合作，不仅不会对自身产生军事安全和执政稳定等方面的战略性威胁，而且还为这些

国家的提升国家实力、解决国内问题和获取多元外交空间提供重要途径。法国一些智库已经开始重

新思考与美国的联盟关系。 

由此可见，北欧国家可以重新构建与美国之间更为平等的双边关系；北欧国家也仍旧可以贯彻

以往政策，即通过引进外来大国力量，以弥补自我力量的不足。此举会使北极安全局势更为复杂，

但也更能使其规避再次沦为二元对抗的牺牲品。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北极区域重要性提升、美国主

导下的北极区域，复杂博弈本身具有必然性。 

（评论员：瞿琼，武汉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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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地政治 

1、南极、北极与冰冻圈研究组织签署谅解备忘录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9日 

文章来源：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 

2008年7月，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和国际冰冻圈科学协

会（IACS）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承认隶属于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的三个组织（现在隶属于国际

科学理事会 ISC）拥有诸多共同利益和相似项目，三个组织同意在特定的领域和活动中共同努力，以

提高在科学进步和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以及避免重复方面的影响力。该协议于2013年重新签署，

目前于2020年再次签署，将再延续五年，直至2025年。 

（原标题：Renewed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IASC, IACS, and SCAR，网址链接：

https://iasc.info/communications/news-archive/588-renewed-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between-

iasc-iacs-and-scar） 

 

2、俄罗斯发布北方海航道十五年计划 

发布时间：2020年1月2日 

文章来源：莫斯科时报（The Moscow Times） 

2019年12月30日，俄罗斯政府正式发布其北方海航道十五年计划。该文件以总统普京2018年5月

的法令为基础，提出到2024年将北方海航道的年运输量增加到8000万吨。该计划涵盖内容从开发基

础设施、造船到绘制自然资源地图以及发射新卫星和气象探测装备。根据该文件，到2035年，俄罗

斯将新造约40艘船，包括几艘核动力破冰船。除了五艘 LK60破冰船之外，该国还将建造三艘 Lider

级船舶（第一艘将在2027年12月投入使用，第二艘和第三艘将在2030年末和2032年投入使用）。

Lider 级船舶配备了120兆瓦发动机容量，能够冲破最厚的北极冰层，从而开辟船道以护送商船。 

同时，俄罗斯还在制定一项新的有关北极的法律。预计该立法将在2020年第一季度通过，其中

包括对自然资源开发商的激励措施。根据政府估计，拟定的税收优惠将在未来15年内为俄罗斯北极

地区带来多达15万亿卢布（合2160亿欧元）的新投资。包括海上石油项目、液化天然气生产、石油

化工和矿产开采等五类项目将享受大幅减税优惠。 

（原标题：Moscow Adopts 15-Year Grand Plan for Northern Sea Route，网址链接：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0/01/02/moscow-adopts-15-year-grand-plan-for-northern-sea-

route-a68798 ） 

https://iasc.info/communications/news-archive/588-renewed-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between-iasc-iacs-and-scar
https://iasc.info/communications/news-archive/588-renewed-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between-iasc-iacs-and-scar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0/01/02/moscow-adopts-15-year-grand-plan-for-northern-sea-route-a68798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0/01/02/moscow-adopts-15-year-grand-plan-for-northern-sea-route-a6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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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地经济 

1、挪威“Nord iSør”会议凸显北极经济潜力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9日 

文章来源：北极经济理事会 

当地时间2020年1月7日，挪威首都奥斯陆举办了2019年“Nord iSør”会议，聚集了约350名挪

威北部企业，政策制定者和公共部门利益相关者的代表。会议中，北极经济理事会（AEC）的董事

Anu Fredrikson强调了北极的经济发展潜力。鉴于全球财富水平的增长，对北极自然资源的需求将

日益增长；随着北极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北极地区和业务的平衡信息的需求也在增加。北极

地区具有数十年的悠久工业活动历史，并且在自然资源开发方面拥有出色的往绩。随着全球利益的

增长，新的利益相关者希望在北极的发展中拥有发言权。Fredrikson 呼吁北极企业努力确保对北极

业务状况有影响的决策是基于事实的，更加积极主动地宣传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努力。 

（原标题：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Arctic Highlighted，网址链接：

https://arcticeconomiccouncil.com/the-economic-development-potential-of-the-arctic-

highlighted/） 

2、诺瓦泰克收购天然气田为北极项目增加储备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8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观察家》 

据报道，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Novatek）于2019年12月27日收购了位于吉丹半岛和鄂

毕湾的 Bukharinskoye天然气田，该天然气田部分位于陆地上，部分位于海上，估计拥有1,19万亿

立方米的天然气和7400万吨的液态碳氢化合物。Novatek 表示将增加储量并为更多的北极液化天然气

项目铺平道路。 

（原标题：Novatek adds several trillion cubic meters to its Arctic reserves，网址链接：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industry-and-energy/2020/01/novatek-adds-several-trillion-

cubic-meters-its-arctic-reserves） 

3、挪威报告本国2019年石油行业发展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0日 

文章来源：美国北极研究所 

当地时间1月9日，挪威石油局发布了“Shelf 19”报告，介绍了挪威石油工业在2019年的发展

情况。报告指出，2019年挪威共钻探了57口勘探井，发放了83个新的生产许可证，挪威目前共有87

https://arcticeconomiccouncil.com/the-economic-development-potential-of-the-arctic-highlighted/
https://arcticeconomiccouncil.com/the-economic-development-potential-of-the-arctic-highlighted/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industry-and-energy/2020/01/novatek-adds-several-trillion-cubic-meters-its-arctic-reserves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industry-and-energy/2020/01/novatek-adds-several-trillion-cubic-meters-its-arctic-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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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油田在生产中，达有史以来最高值，到2024年，挪威峰值石油产量将超过1.175亿桶，比2019年

的数字增加40％。 

（原标题：2019 a Good Year for Norway Oil Industry，网址链接：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arctic-week-take-five-week-january-6-2020/） 

 

4、21家国际航运公司自愿承诺绕开有争议的北极航道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2日 

文章来源：加拿大通讯社（The Canadian Press） 

日前，非营利组织海洋保护协会（Ocean Conservancy）宣布，八家公司加入了《北极航运公司

承诺》，承诺不使用北极航道。这是海洋保护协会和零售巨头耐克于2019年10月发起的一项自愿承

诺，即不让船只通过北极。新的签约方包括拉尔夫·劳伦公司（Ralph Lauren），Kuehne + 

Nagel，PUMA，International Direct Packaging，Allbirds，Aritzia，Hudson Shipping Lines和

Bureo。截止目前，已有21家国际航运公司签署协议。海洋保护协会的负责人称，这些公司占据着全

球航运业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共涉及1366艘船，其中三个航运公司位列全球前五。 

美国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格雷格·菲斯克（Greg Fiske）表示，虽然北

极航运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仍以每年约6%的速度增长。该研究发现，北极地区一半以上的船只来自

俄罗斯，它们主要使用近年开发的俄北方海航道。 

(原标题：More shippers and shipping companies promise to avoid Arctic routes，网站链接：

https://www.eckvilleecho.com/news/more-shippers-and-shipping-companies-promise-to-avoid-arctic-

routes/ ) 

 

（三）极地科技 

1、研究表明海冰融化助长北极永久冻土融化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9日 

文章来源：美国合众国际社（Upi） 

根据牛津大学地球科学家吉迪恩·亨德森（Gideon Henderson）的最新研究，西伯利亚洞穴石

笋从150万年前定期增长到40万年前，但是在最近40万年中，石笋没有变化。石笋和钟乳石只有在有

液态水时才能形成并生长。如果多年冻土保持冻结状态，这些地层就不会形成或生长。目前尚不清

楚为什么海冰对永久冻土的稳定性有如此强烈的影响，但研究人员怀疑，海冰的缺乏会使温暖的水

和洋流对大气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使温暖潮湿的空气越过西伯利亚向内陆传播。据科学家称，由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arctic-week-take-five-week-january-6-2020/
https://www.eckvilleecho.com/news/more-shippers-and-shipping-companies-promise-to-avoid-arctic-routes/
https://www.eckvilleecho.com/news/more-shippers-and-shipping-companies-promise-to-avoid-arctic-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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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冰流失而引起的水分涌入，可能使西伯利亚的积雪总量增加，使地面免受冬季寒冷的影响，并

使永久冻土融化的可能性更大。 

（原标题：Without sea ice, Arctic permafrost more likely to thaw，网址链接：

https://www.upi.com/Science_News/2020/01/08/Without-sea-ice-Arctic-permafrost-more-likely-to-

thaw/2031578511773/） 

2、韩国科学家利用南极植物基因开发抗寒水稻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9日 

文章来源：《朝鲜经济报》 

根据韩国最新研究表明，利用南极洲的活生物体基因，农作物对寒冷和干旱的耐受性更高。韩

国极地研究所研究员李亨锡（音）和延世大学金佑泽（音）教授说：“我们已经利用南极植物的基

因开发了抗寒和抗旱的水稻。”转基因水稻在较低温度下的存活率是普通水稻的5倍。在室温下，生

长没有差异，但是在摄氏4度下，只有11％的常规稻得以幸存，而54％的转基因稻得以幸存。在缺水

9天的条件下，转基因水稻的存活率为30％，是普通水稻的三倍。 

研究人员解释说，GolS2基因在压力环境中提高了细胞的糖含量，使植物能够在寒冷和干燥的南

极洲开花并生活。高级研究员李亨锡说：“我们希望极地植物的遗传资源将被用来克服严寒和干

旱，并提高农作物的生产力。”  

（原标题：[IF] [사이언스 샷] 남극 식물 유전자로 추위 견디는 벼 개발，网址链接：

https://biz.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20/01/09/2020010900055.html） 

 

 

 

（四）极地生态 

1、大英博物馆将展出北极“宝藏”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9日 

文章来源：英国《卫报》 

据报道，从西伯利亚快速融化的永久冻土层中发掘的28000年前的考古发现将首次在大英博物馆

展出，这是有关北极及其人民历史的展览的一部分，展品包括由海象牙制成的缝纫针和珠宝，以及

雕刻过的猛犸象牙装饰物。大英博物馆负责人 Jago Cooper表示，西伯利亚东北部的考古遗址是一

个了不起的宝库，但它也是一个悲剧，因为由于气候紧急，展品最近才被发掘：“随着北极融化，

https://biz.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20/01/09/2020010900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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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冻土，结冰的地面也在融化。人们在那片陆地中生活使用的物品，在那片冰冻的土地上保存得

非常好，随着土地融化而暴露出来。” 

（原标题：Arctic treasures exposed by melting ice to go on display，网址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20/jan/09/arctic-treasures-melting-ice-british-museum ） 

2、研究发现南极海洋温度升高导致酸度增加、含氧量减少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7日 

文章来源：《生态》杂志 

根据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最新研究，南极冰原融化增加了淡水与风，减少了南大洋地区的氧气

含量，使其酸性增加并变得更温暖。南极海岸周围观测到的氧气损失和变暖远大于气候模型的预

测，这一发现使研究团队改进了当前的气候变化计算机模型，以更好地反映南极洲周围的环境变

化。地球科学教授 Joellen Russell 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通过地球系统模型重现南大洋的新

变化。”“以前我们低估了淡水和风的影响力。当将这两个成分添加到模型中时，我们可以直接完

美地再现过去30年中发生的事情。”并补充称，南大洋吸收了人为全球变暖产生的大部分热量。 

（原标题：Antarctic Waters: Warmer with More Acidity and Less Oxygen，网址链接：

https://www.ecomagazine.com/news/science/antarctic-waters-warmer-with-more-acidity-and-less-

oxygen） 

（五）极地军事 

1、丹麦智库报告称美国在北极的活动“不可预测”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09日 

文章来源：今日俄罗斯（RT） 

据报道，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DIIS）最新报告警告称，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资产目前主要是

防御性的，但美国和北约(NATO)的咄咄逼人之举可能会改变这种局面，并促使俄方向该地区派遣更

多部队。 

报告称，俄方仍然认为，该地区的稳定是俄罗斯北极地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北极是一

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资源基地。因此，俄罗斯希望让北极保持“和平与合作的区域”。但随着美

国、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地区的竞争加剧，美国的立场引起了担忧，因为美国认为，中俄必须得到

“遏制和压制”。报告说，美国仍然是丹麦的关键盟友，但也承认与美国合作“并不总是那么容

易”，美国是不可预测的，它对东道国的国家和地方优先事项和利益不太敏感。 

https://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20/jan/09/arctic-treasures-melting-ice-british-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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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S建议丹麦和冰岛、芬兰和挪威，不仅要仔细监控俄罗斯和中国的区域活动，还要仔细监控

美国的活动。DIIS 的研究人员说，丹麦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在北极的能力，以降低对美国和北约的

依赖，建议政府制定一套原则，更积极地影响美国在丹麦领土上的演习和其他军事行动。 

（原标题：Denmark better keep an eye on ‘unpredictable’ US as Russia only wants stability 

in the Arctic – study.，网址链接：https://www.rt.com/news/477839-denmark-us-russia-ar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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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破冰船的落后不代表美国正在输掉北极竞争》 

THE ICEBREAKER GAP DOESN’T MEAN AMERICA IS LOSING IN THE ARCTIC 

来源：美国战争困境博客（War on the Rocks） 

作者：Paul C. Avey，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28日 

概述： 

北极变暖正在潜在地创造更不稳定的区域安全环境。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5

月宣布，“该地区已成为争夺权力和竞争的舞台。”而且，美国最近的一些政府文件和讲话都突显了

人们对北极竞争的担忧。在北极，美国严重落后，对国防产生了严重影响。正如林赛·罗德曼（Lindsay 

Rodman）强调的那样，在比较俄罗斯相对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优势时，“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破

冰船。”俄罗斯的舰队中至少有40艘破冰船，而中国和美国各有2艘破冰船，但是将破冰船的相对规模

作为北极战略竞争状况的关键指标是有缺陷的。破冰船无助于创造或应对该地区最常见的防御挑战。

相反，分析人员应该关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北极军事风险的性质，盟友和合作伙伴的角色以及

经济利益，而不是比较特定的能力。 

一． 破冰船队 

俄罗斯拥有40多艘破冰船，并计划建造更多破冰船，目标是到2035年投入运营13台重型破冰船。

相比之下，美国有1台老化的重型破冰船和1台中型破冰船在运行。尽管有计划再建造六艘（包括三艘

重型破冰船，估计总成本为26-29.5亿美元），但资金很难及快速到位，并且要到2023年或2024年才能

投入使用。大多数战略分析师将海岸警卫队的角色与国防部的任务区分开来。海岸警卫队的职责是在

和平时期运营美国的破冰船，是国土安全部的一部分。然而，当破冰船与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放

在一起讨论时，破冰船与美国军事脆弱性之间存在联系。 

 

二． 破冰船差距的影响 

对于美国而言，破冰船力量的落后对美国国防的后果常常被误解或夸大了。首先，中国或俄罗斯

可能在北极地区提出的许多具体军事挑战都与破冰船无关，并且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最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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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包括拒绝美国进入该地区，对美国发动导弹袭击。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或中国将如何利用破

冰船将美国排除在该地区之外，或者美国如何利用破冰船来克服这种困境。增加美国破冰船的数量并

不能克服俄罗斯在岸上的“区域拒止能力”。此外，美国的破冰船数量与美国舰队在北极作战的能力

无关。国防部针对俄罗斯的战略是将重点放在其他能力上，其中包括与英国和挪威合作进行 P-8巡逻，

从冰岛派遣北约空中警务团。 

核武器仍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其战略价值几乎不受破冰船相对数量的影响。国防部在

2019年关于中国的年度报告中担心，中国的民用研究（大概其中一些将由破冰船进行）可能会支持将

“潜艇部署到该地区，以阻止核攻击。”俄罗斯海军的大部分核威慑能力设在科拉半岛，俄罗斯在北极

的许多军事活动都致力于捍卫这一能力。正如奥斯丁·朗（Austin Long）和布伦丹·格林（Brendan 

Green）所宣称的那样，在冷战期间，美国依靠传感器，信息处理，潜艇和其他反潜战装备来跟踪装有

弹道导弹（SSBN）的苏联核动力潜艇。然而，目前海冰的减少可能会破坏 SSBN 保持隐蔽的能力。更广

泛地说，美国几十年来一直依靠其核武库来遏制核威胁，目前俄罗斯或中国拥有更多破冰船尚不能破

坏这种威慑力。 

其次，根据北极研究所的数据，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大约有24,140公里的海岸线和200万居民。 《经

济学人》强调指出，就面积，海岸线，人口和可能的矿产财富而言，俄罗斯“至少拥有北极的一半”。

俄罗斯的联邦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包括北极的石油和天然气预算和出口。如前所述，俄罗斯

战略核威慑力量的很大一部分位于北极。俄罗斯的利益决定了破冰船的数量。相比之下，美国约有

4,057公里（2,521英里）的北极海岸线，约有68,000人居住在阿拉斯加北极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即使包括非北极部分，也仅占美国经济的很小一部分。 

第三，八个北极国家中有七个是北约盟国或北约合作伙伴（其中六个具有一定的破冰能力）。英

国等非北极盟友也拥有与该地区有关的利益和资产。这些国家的能力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北极的安全环

境。例如，加拿大目前经营两艘重型和四艘中型破冰船，而挪威武装部队的联合总部位于北极。毫无

疑问，盟国和合作伙伴也为美国争取时间和资源来专注于其他领域，它们还可以帮助更广泛地处理紧

张局势，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危险，并在北美和欧洲北极及其附近创造机会。 

最后， “大多数北极地区的领土和资源都在北极国家管辖范围内，”美国防部最近的北极战略指

出，“俄罗斯在建立其扩展的大陆架界限时也普遍遵循了国际法和程序。”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冰盖

减少，破冰船也必须进入极地，但是破冰船的数量不能决定北极领土与资源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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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埃文·彼得（Evon Peter） 

机构：Gwich 'in 国际理事会（GCI）董事会 

研究领域：北极原住民研究、农村发展、北极本土语言 

 

简介： 

埃文·彼得（Evon Peter）来自美国阿拉斯加 Vashraii K 'oo(北极

村)的 Neetsaii Gwich 'in 和 Koyukon，并曾经担任部落首领。除了在

Gwich 'in国际理事会（GCI）董事会任职外，他还担任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大学农村、社区和本地

教育的副校长。Evon 管理着6个社区校园和60个劳动力发展项目，为阿拉斯加160个社区提供桥梁、

学术和学生服务项目，包括土著研究的博士学位课程。他的个人工作重点是将本土知识和实践融入

到治疗、领导力发展和最近的阿拉斯加本土语言项目中。他拥有阿拉斯加原住民研究学士学位和农

村发展硕士学位。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