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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一、美总统候选人呼吁银行停止为北极油气勘探提供资金 

二、挪威或将为北极近海钻探设置新限额 

三、俄罗斯轰炸机接近加拿大北极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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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地政治 

1、澳大利亚南极计划(AAP)限制游客访问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6日 

文章来源：澳大利亚公共服务新闻网 

据报道，澳大利亚南极计划(AAP)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意识到新型冠状病毒扩散到南极地区

的危险，并对进入该地区的旅客流动进行了限制。AAP 项目研究人员正在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病毒

向南极大陆和亚南极麦夸里岛的监测站传播，这些监测站的医疗能力有限。 

AAP 表示:“本周，只有必要的乘客将飞往澳大利亚凯西研究站附近的威尔金斯机场”，“这将

导致约23名乘客行程被取消，但不会对当前夏季的工作计划造成重大影响。”澳大利亚联合通讯社

表示，前往麦夸里岛的旅游船将被限制参观监测站。 

（原标题：Antarctic plan to freeze out virus，网址链接：

https://psnews.com.au/2020/02/06/antarctic-plan-to-freeze-out-virus/） 

2、美安全事务官员警告中俄在北极活动“威胁性”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6日 

文章来源：《华盛顿观察家报》 

当地时间2月4日，特朗普政府官员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正试图利用融化的北极航道，而美国

的不作为可能导致“两名敌人”在美国的“北部边界”立足。 

美国务院北欧，波罗的海和北极安全事务副部长迈克尔·J·墨菲（Michael J. Murphy）在为2

月11日众议院国土安全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准备的讲话中说：“这可能使我们为确保北极仍然是基于

规则的治理和低紧张局势的地区而进行的集体努力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必须根据今天的新战略

现实调整北极政策，这一现实以大国竞争的回归为特征。这一战略变化是由俄罗斯和中国渴望通过

挑战美国来重新安排全球安全秩序的愿望所驱动的。”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雷（Charles W. 

Ray）也将出席听证会，他表示：“中国在北极活动的担忧可能会破坏该地区的合作与稳定。中国在

全球范围内使用胁迫，影响行动，追债外交，并暗示军事威胁说服其他国家遵守中国的战略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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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China and Russia taking advantage of global warming to elbow US aside in the 

Arctic，网址链接：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news/china-and-russia-taking-advantage-of-

global-warming-to-elbow-us-aside-in-the-arctic） 

3、俄罗斯指责挪威限制其在北极岛屿活动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5日 

文章来源：雅虎网 

当地时间2月4日，俄罗斯指责挪威限制其在北极一处偏远岛屿上的活动，并表示希望与挪威进

行谈判，以解决这一问题。位于挪威大陆以北约850公里(500英里)的斯瓦尔巴特群岛(Svalbard)由

1920年签署的《斯瓦尔巴条约》管理，该条约授予挪威主权，但允许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签署国

享有居住权和商业权利。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已正式要求挪威方面举行会

谈，以解决俄方所称的有悖于该条约保障的“平等出入自由”的限制问题，包括专门针对俄罗斯国

民的驱逐出境程序，建立非法的鱼类保护区，“扩大限制经济活动的自然保护区”，以及对俄罗斯

直升机使用的限制。 

挪威外交部对此表示: “斯瓦尔巴特群岛的所有活动都必须按照挪威法律进行。”  

（原标题：Russia accuses Norway of restricting its activities on Arctic islands，网址链接：

https://uk.news.yahoo.com/russia-accuses-norway-restricting-activities-165455317.html） 

4、俄外长:对《南极条约》的任何修改都必须谨慎对待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2日 

文章来源：塔斯社 

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纪录片《南极洲:200年的和平》(Antarctica: 200 years of 

peace)的采访时说，修改《南极条约》的任何企图都必须谨慎对待：“我们飞往南极洲不需要签

证。这是我们星球上一个独特的区域，”“我认为，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对待任何试图修改(南极)

条约建立的制度的企图。”并强调，南极洲不属于任何国家。 

拉夫罗夫表示，第43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将于2020年5月至6月举行，以纪念俄罗斯首次南极考

察(1819年至1821年)200周年:“在我看来，我们在南极的共同努力是各国之间合作的一个范例，这

种合作摒弃了所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把重点放在研究与和平发展这一真正属于全人类的遗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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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Lavrov: any modifications of Antarctic Treaty must be approached carefully，网址链

接：https://internewscast.com/lavrov-any-modifications-of-antarctic-treaty-must-be-approached-

carefully/） 

5、美总统候选人呼吁银行停止为北极油气勘探提供资金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14日 

文章来源：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新闻台 

当地时间1月16日，包括总统候选人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

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Amy Klobuchar）在内的16名民主党参议员联名致信11

家美国银行，要求停止为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ANWR）的油气钻探和勘探提供资金。 

信中指出，在 ANWR 生存和迁徙的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原住民对豪猪、驯鹿种群的依赖以及与

土地的精神联系是该地区需要受到保护的重要原因，油气发展可能会对 ANWR 的动物产生特定的影

响，或推动气候变化。信中写道：“仅凭贵行的资产规模就能够引起变化，更不用说所有银行加在

一起，能够保护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并朝着能够有效分析和计划气候风险的美国金融业迈

进。” “我们谨敦促您重新评估您当前的环境和气候政策，并对其进行更新，以包括禁止为北极国

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或勘探提供资金。” 

阿拉斯加国会代表团1月21日在致同11家银行的信中回应说，民主党参议员的论点“故意忽略了

我们制定的指导1002地区安全生产的合理计划，阿拉斯加强大的环境记录以及优惠政策。”在 ANWR

的1002地区的开发仅限于不超过2000英亩的土地，不足 ANWR整体面积的万分之一。回信指出，阿拉

斯加的石油产量不到全球供应量的百分之一，不能仅因推动气候变化而受到指责：“将北极的发展

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不会使美国受益，也不会减少气候变化。” “相反，随着俄罗斯开发和

通过北极运输资源，这将削弱我们的经济，重新依赖外国能源，并使我们的海岸更容易受到石油泄

漏的影响。” 

（原标题：Democratic Senators ask major banks to stop funding Arctic oil & gas exploration，

网址链接：https://www.ktuu.com/content/news/Democratic-Senators-ask-major-banks-to-stop-funding-

Arctic-oil--gas-exploration-567862771.html） 

（二）极地经济 

1、俄罗斯政府向国家杜马提交北极投资项目税收减免法案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6日 

https://internewscast.com/lavrov-any-modifications-of-antarctic-treaty-must-be-approached-carefully/
https://internewscast.com/lavrov-any-modifications-of-antarctic-treaty-must-be-approached-care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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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 

据报道，俄罗斯政府向国家杜马提交了税法修正案(编号895543-7)和税法修正案(编号895543-

7，编号895545)，将为计划在北极实施新项目的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 

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起草了该法案，政府在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考虑并支持了这一方案。根

据该部门已经批准的提议，应该在整个北极地区提供经济支持，而不是建立单独的开发领土或经济

区。只有新的投资项目才有资格获得优惠，每个项目的最低投资额为1000万卢布。俄罗斯经济部希

望，特别经济制度将获得所有必要的批准，并于2020年7月实行。 

（原标题：Russian govt submits bill on tax breaks for Arctic investment projects to Duma 

(Part 2)，网址链接：http://www.interfax.com/newsinf.asp?id=952856） 

2、报告称重油禁令可能导致北极地区生活成本大幅上涨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5日 

文章来源：加拿大国家话题网 

日前，加拿大交通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北极海上运输船使用的海洋燃料新规定将导致2020年努

纳武特地区的食品和其他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如果拟议中的对所有重质燃料油（HFO）的禁令在将来

生效，则涨幅将更大。影响评估报告发现，202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低硫燃料法规加上拟议的未来

禁止在加拿大北极地区使用所有 HFO 燃料的综合影响，可能会使每个努纳武特家庭每年损失多达

1400加元。报告称：“这可能包括对生活在北极的原住民和因纽特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直接和间

接影响。” 

（原标题：HFO ban could lead to big Arctic price increases, Transport Canada says – 

Nunatsiaq News，网址链接：http://www.ibftoday.ca/hfo-ban-could-lead-to-big-arctic-price-

increases-transport-canada-says-nunatsiaq-news/） 

3、挪威或将为北极近海钻探设置新限额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4日 

文章来源：gCaptain 网 

据报道，挪威可能会通过移动“冰缘”（ice edge）来限制石油公司对北极近海资源的访问。

“冰缘”是依法绘制的边界，旨在规划永久冰盖不断变化的南部边缘。根据挪威法律，该法律界线以

北的任何地方都不能进行石油钻探。但是，执政联盟可能不会将其重新划至更北以反映退缩的冰

原，而是会因应扩大北极地区环境保护的政治压力而向南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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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厄尔纳·索尔伯格（Erna Solberg）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冰盖一直在移动，它一直

在向上移动……无法每年对其进行测量，因此必须划清界限，并就该界限的位置进行讨论。”“如

果把它放得太远，那么它将跨越一些已经被探索的区域。” 

挪威中右翼少数派政府一直在审查冰缘边界，并将于4月向议会展示其新的划界线。已经收到的

挪威研究机构和国家机构咨询小组的建议提出了两种选择：一种方法是根据1988年至2017年之间的4

月，即巴伦支海中北极冰盖的高峰月份划定界限，这将使“冰缘”线北移，因为当前法律界限是

2006年根据1967年至1989年的海冰观测设定的；另一种选择是在海冰出现可能性仅为0.5％的地方划

界线，以保护北极环境，使“冰缘”线南移。 

游说团体说，这将影响到至少8个由 Equinor，Aker BP 和 Spirit Energy运营的石油勘探许可

证，包括接近估计拥有4.4亿桶石油的 Wisting 发现。  

（原标题：Norway to Set New Limit for Arctic Offshore Drilling，网址链接：

https://gcaptain.com/norway-to-set-new-limit-for-arctic-offshore-drilling/） 

（三）极地科技 

1、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冰冻圈工作组宣布新任秘书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23日 

文章来源：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 

日前，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宣布了新一届冰冻圈工作组

（Cryosphere Working Group，CWG）秘书的人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海平面和冰

小组的博士后研究员迈克尔·伍德博士将立即开始任期，以帮助 CWG 在3月底为2020年北极科学峰会

周做准备。工作组秘书的职责是通过组织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和其他有关任务来支持机构间常设委

员会工作组。迈克尔·伍德博士的研究重点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流向格陵兰冰川的海洋热量变化规

律，以及其与冰川质量损失和海平面上升的关系。 

（原标题：Meeting Report: WCRP Climate and the Cryosphere Scientific Steering Group (SSG)，网

址链接：https://iasc.info/communications/news-archive/592-meeting-report-wcrp-climate-and-the-

cryosphere-scientific-steering-group-ssg） 

2、北极冻土融化释放碳量或达此前估计两倍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5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https://iasc.info/communications/news-archive/592-meeting-report-wcrp-climate-and-the-cryosphere-scientific-steering-group-ssg
https://iasc.info/communications/news-archive/592-meeting-report-wcrp-climate-and-the-cryosphere-scientific-steering-group-s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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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Nature Geoscience)杂志上的最新研究，北极地区约20%的地区

容易受到永久冻土层突然融化的影响。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梅里特·图莱特斯基(Merritt Turetsky)

在将这种突然的解冻描述为“迅速而剧烈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地貌”。 

永久冻土的定义是地面，包括岩石或土壤，在0摄氏度或以下保持两年以上。根据目前的估计，

永久冻土含有大约1.5万亿公吨的碳。当永久冻土迅速融化时，它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

导致全球变暖。 

研究发现，在全球气候变化模型中加入北极永久冻土层的迅速融化，可能使过去估计的该过程

碳排放量增加一倍。“森林可能在一个月内变成湖泊，山体滑坡会毫无征兆地发生，看不见的甲烷

渗漏洞会把雪上的汽车整个吞下去。” 图莱特斯基补充道。 

（原标题：Carbon Released by Rapid Arctic Thawing Could be Double Previous Estimates，网址链

接：https://sputniknews.com/environment/202002051078229801-carbon-released-by-rapid-arctic-

thawing-could-be-double-previous-estimates/） 

3、俄罗斯将在北极建立可持续国际研究站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1日 

文章来源：油气360网 

据报道，俄罗斯将在北极亚马尔-涅涅茨地区(Yamal-Nenets)建立一个名为“斯诺欣卡”

(Snezhinka)或“雪花综合站”(snowflake complex)的研究站，为工程师、研究人员和科学家提供

一个国际研究平台。有官员表示，这个研究站将完全由氢和可再生能源提供动力，用于气候研究、

环境友好的生命支持技术、机器人、电信和智能家居应用。该项目由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

支持，将于2022年开放。 

（原标题：Russia to build hydrogen-powered Arctic outpost in natural gas country，网址链接：

https://www.oilandgas360.com/russia-to-build-hydrogen-powered-arctic-outpost-in-natural-gas-

country/） 

（四）极地生态 

1、南极思韦茨冰川内部空洞规模超出预期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6日 

文章来源：MSN门户网 

https://sputniknews.com/environment/202002051078229801-carbon-released-by-rapid-arctic-thawing-could-be-double-previous-estimates/
https://sputniknews.com/environment/202002051078229801-carbon-released-by-rapid-arctic-thawing-could-be-double-previous-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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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上的最新研究表明，南极思韦茨冰川的融化速度可能比科学家长

期以来担心的还要快。思韦茨冰川面积与英国相当，如果完全融化，将导致海平面上升2英尺，足以

淹没全球主要沿海城市。最近科学家发现冰川内部的空洞规模已超出预期，空洞总共有6英里长，

1000英尺深，这意味着大约损失了140亿吨冰。 

“洞穴的大小令人惊讶，随着它的融化，它正在导致冰川退缩，”美国宇航局雷达科学家皮埃特

罗·米利洛(Pietro Milillo)说。他领导的一个团队分析了意大利和德国卫星收集的数据，以及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自己的“冰桥行动”(Operation IceBridge)的数据。米利洛补充说，研究人员原

本预计会看到冰的大量流失，但空洞的规模令人震惊。 

（原标题：Climate crisis: Massive hole opens up under Antarctic glacier which could lead to 

catastrophic sea level rises，网址链接：https://www.msn.com/en-gb/news/world/climate-crisis-

massive-hole-opens-up-under-antarctic-glacier-which-could-lead-to-catastrophic-sea-level-

rises/ar-BBZI4n2） 

2、新研究发现低硫燃料增加北极地区黑碳排放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1日 

文章来源：加拿大冰原新闻网 

根据德国和芬兰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在北极使用超低硫燃料油(VLSFO)将增加85%的黑碳排放。 

国际海事组织（IMO）授权从2020年1月1日起在海运中使用超低硫燃料油(VLSFO)，旨在将海洋

运输中的硫排放量减少80%。与含硫量高达3.5%的重油(HFO)相比，VLSFO的含硫量可能只有0.5%。 

但是，新研究得出结论:“含硫0.5%的新型混合海洋燃料可能含有大量对黑碳排放有直接影响的

芳香族化合物。”清洁北极联盟首席顾问西恩·普赖尔表示:“如果国际海事组织不立即采取行动，

航运业使用低硫船舶燃料(VLSFO)，将导致黑碳排放大幅增加。” 

（原标题：A new study finds IMO’s low-sulphur fuel mandate actually boosts dangerous black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Arctic，网址链接：https://nunatsiaq.com/stories/article/a-new-study-

finds-imos-low-sulphur-fuel-mandate-actually-boosts-dangerous-black-carbon-emissions-in-the-

arctic/） 

3、南极洲气温达到20℃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14日 

文章来源：韩国 ZUM 门户网 

https://www.msn.com/en-gb/news/world/climate-crisis-massive-hole-opens-up-under-antarctic-glacier-which-could-lead-to-catastrophic-sea-level-rises/ar-BBZI4n2
https://www.msn.com/en-gb/news/world/climate-crisis-massive-hole-opens-up-under-antarctic-glacier-which-could-lead-to-catastrophic-sea-level-rises/ar-BBZI4n2
https://www.msn.com/en-gb/news/world/climate-crisis-massive-hole-opens-up-under-antarctic-glacier-which-could-lead-to-catastrophic-sea-level-rises/ar-BBZI4n2
https://nunatsiaq.com/stories/article/a-new-study-finds-imos-low-sulphur-fuel-mandate-actually-boosts-dangerous-black-carbon-emissions-in-the-arctic/
https://nunatsiaq.com/stories/article/a-new-study-finds-imos-low-sulphur-fuel-mandate-actually-boosts-dangerous-black-carbon-emissions-in-the-arctic/
https://nunatsiaq.com/stories/article/a-new-study-finds-imos-low-sulphur-fuel-mandate-actually-boosts-dangerous-black-carbon-emissions-in-the-ar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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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卫报》报道，2月14日南极洲的温度超过20摄氏度。专家称，过去三天的平均气温为

18.3度，“异常”的迹象正在增加。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数据，1月份的全球

平均温度比20世纪的平均温度高1.14度。 

《卫报》批评说：“2015年世界各国政府已决定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度以下。但没有任

何变化。” “科学家警告说，到2030年，除非政府将碳排放量减少到目前水平的一半，否则各国将

面临气候灾难。” 

（原标题：'이젠 더운 겨울'… 이번 달 남극 기온 20도 넘어 : 뉴스줌，网址链接：

http://news.zum.com/articles/58124088） 

4、科学家预测2100年南极冰层融化推动海平面上升1.5米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14日 

文章来源：科学家新闻网 

根据最新研究，在最坏的气候条件下，到本世纪末，南极冰层融化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58厘

米，包括格陵兰岛冰融化和全球水膨胀在内的其他海平面上升因素也将增加，到2100年，海平面可

能会上升约1.5米。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安德斯·莱弗曼领导的一个国际小组发现，如果到2100年碳排放

不能得到控制，并且温度升高近5°C，那么到本世纪末，南极洲引起海平面升高6至58厘米的可能性

将超过90％。该分析假设南极洲的冰以线性方式后退，而不是以加速塌陷的方式受到破坏，因此预

测结果仍存在被低估的可能。 

（原标题：Antarctic ice melt could push sea levels to rise 1.5 metres by 2100，网址链接：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233619-antarctic-ice-melt-could-push-sea-levels-to-rise-1-

5-metres-by-2100/） 

5、科学家确定13种威胁南极半岛生物多样性的入侵物种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13日 

文章来源：《科学》杂志 

据报道，一个国际研究小组确定了13种最可能威胁南极生物多样性的入侵物种，小组成员、西

班牙科尔多瓦大学研究员巴勃罗·冈萨雷斯·莫雷诺解释说:“评估这些物种的主要标准有三个:它

们来到南极半岛的风险、生存和繁殖的风险以及对该地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的风

险。”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智利贻贝、地中海贻贝、可食用海藻(裙带菜)、多种蟹类、螨虫和多

种昆虫，以及细鳞藻(Leptinella scariosa 和 Leptinella plumose)等陆生植物。 

http://news.zum.com/articles/58124088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233619-antarctic-ice-melt-could-push-sea-levels-to-rise-1-5-metres-by-2100/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233619-antarctic-ice-melt-could-push-sea-levels-to-rise-1-5-metres-by-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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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清除入侵物种的难度大，成本高。冈萨雷斯·莫雷诺解释说:“预防这种威胁的唯一方法

是实施一套可靠的生物安全系统，将入侵物种入侵的风险降到最低，并建立一个早期预警系统，监

测该地区并识别正在形成的新入侵物种。”  

（原标题：Invasive species that threaten biodiversity on the Antarctic Peninsula are 

identified，网址链接：https://scienmag.com/invasive-species-that-threaten-biodiversity-on-the-

antarctic-peninsula-are-identified/） 

（五）极地军事 

1、俄罗斯轰炸机接近加拿大北极领空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3日 

文章来源：《加拿大国家观察家报》 

日前，北美航空防务司令部(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ce Command)表示，两架能够携

带核导弹的俄罗斯远程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月31日上午飞越了加拿大领空。几天前，一名高级军官警

告称，北美的预警系统已经过时。 

据北美防空司令部称，两架图-160轰炸机从俄罗斯西部飞越北极，接近加拿大。这是自2019年8

月俄罗斯在北极、波罗的海诸国和其他地区进行多次轰炸机飞行以来，首次探测到俄罗斯轰炸机接

近北美。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特伦斯·J·奥肖内西上将(Gen. Terrence J. O’Shaughnessy)在一

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对手继续展示他们的远程武器系统，并进行越来越积极的努力，包括接近美国

和加拿大。” 

（原标题：Russian bombers buzz Canadian airspace in Arctic.，网址链接：

https://www.nationalobserver.com/2020/02/02/news/russian-bombers-buzz-canadian-airspace-arctic） 

2、俄罗斯边境警卫队签署第三艘破冰船合同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1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观察家》 

据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下属的俄罗斯边境警卫队(Russian Border Guard Service) 将于

2020年3月签署一份造价为180亿卢布(2.55亿欧元)的破冰船合同，以加强其在北极海域的存在。据

悉，23550工程为边境警卫队第一艘破冰船于2017年4月下水，第二艘于2019年11月下水。两艘舰艇

由位于圣彼得堡的海军造船厂建造，预计分别在2023年和2024年服役。 

https://www.nationalobserver.com/2020/02/02/news/russian-bombers-buzz-canadian-airspace-ar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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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艘破冰船将拥有 Arc5冰级，能够突破1.7米厚的冰层，用于海洋资源和边境保护，以及船只

的护送和拖曳。 

（原标题：FSB gets more icebreaking vessels for Arctic patrol，网址链接：

https://www.nationalobserver.com/2020/02/02/news/russian-bombers-buzz-canadian-airspace-arctic） 

3、美高级将领:美国没有足够的传感器探测北极的攻击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14日 

文章来源：美国 MBS 新闻网 

日前，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特伦斯·奥肖内西(Terrence O ' Shaughnessy)在参议院听证会上

表示，美国没有足够的传感器来探测北极地区的攻击，迫切需要在最靠近俄罗斯的地区增加雷达和

拦截器，以增强其防空能力。 

奥肖内西说，鉴于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部署和活动有所增加，美国必须在阿拉斯加部署更多的

反弹道导弹拦截器，并完成下一代型号的开发：“我们必须有额外的弹道导弹能力，我们可以在阿

拉斯加部署，可能是 SMA-3 IIA，也可能是部署萨德。” 

奥肖内西把阿拉斯加和北极定义为“战场”，并赞扬美国空军向阿拉斯加运送了更多的第五代

F-35飞机，表示支持在该地区增加军事演习：“我们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部署军事力量，我们可以

非常迅速地训练。”  

（原标题：General: The US does not have adequate sensors to detect attacks in the Arctic，网

址链接：https://www.mbs.news/a/2020/02/general-the-us-does-not-have-adequate-sensors-to-detect-

attacks-in-the-arctic.html） 

4、俄北方舰队飞行员在北极进行反潜演习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7日 

文章来源：塔斯社 

当地时间2月7日，据俄罗斯海军新闻办公室报道，来自北方舰队空军和防空部队的三架图-142

远程反潜战斗机的机组人员在巴伦支海和北冰洋的中立水域进行了搜索和追踪敌方潜艇的演习。 

机组人员练习了搜索、识别和跟踪敌方潜艇的任务，还提高了设置声纳浮标和接收信息的技

能。声明说，图-142飞机的机组人员在没有参考点以及陆基航空导航无线电设备的情况下，在指定

的路线上飞行，并在飞行过程中练习动作的协调性，飞行持续了9个多小时。  

（原标题：Russian Northern Fleet pilots practice anti-submarine missions in Arctic during 

drills，网址链接：https://tass.com/defense/1117797） 

https://www.nationalobserver.com/2020/02/02/news/russian-bombers-buzz-canadian-airspace-arctic
https://www.mbs.news/a/2020/02/general-the-us-does-not-have-adequate-sensors-to-detect-attacks-in-the-arctic.html
https://www.mbs.news/a/2020/02/general-the-us-does-not-have-adequate-sensors-to-detect-attacks-in-the-arct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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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极条约签署60周年之际，研究表明需要扩大对南大洋的保护》 

As Antarctic Treaty Turns 60 Studies Show Need to Expand Southern Ocean Protections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作者：Andrea Kavanagh，皮尤研究中心南极南大洋项目主管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27日 

概述： 

南极洲的南大洋大是世界上一些最罕见、最脆弱和最关键的生态系统的家园。数以百万计的企鹅、

海鸟、鱼类、海豹、鲸鱼以及该地区的关键物种——磷虾，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这种无脊椎动物

是许多其他物种的重要猎物，也是南大洋的主要碳汇，每年封存2300万吨碳。科学家们已经证明，该

地区对海洋生物至关重要:上升流和洋流将南大洋深处营养丰富的海水抽离，并输送到其他地区的生

态系统。但由于气候变化和渔业活动，这一重要的生态系统正受到威胁。现在，在《南极条约》签署

60周年之际，六项研究表明了继续这项使命的紧迫性。《南极条约》的签署直接导致了南极海洋生物

资源保护委员会(CCALMR)的成立，并启动了保护南大洋海洋生物的努力。 

一．帝企鹅可能会灭绝 

南极洲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帝企鹅,但是根据由海鸟生态学家 Stephanie Jenouvrier 发表在《全球

变化生物学》杂志上的研究，气候变化可能使帝企鹅在本世纪末灭局。气温上升导致海冰融化，帝企

鹅用这些海冰进入开阔水域，以便为幼崽寻找食物。“如果全球气候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变暖，我们预

计到2100年南极洲的帝企鹅数量将减少86%，”Jenouvrier说。 

二．磷虾的活动范围因气候变化而缩小 

由于磷虾对南大洋的重要性，磷虾数量的任何变化都值得关注。在 Angus Atkinson 的一项研究

中,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分析了90年的数据,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发现南极半岛附近的磷虾

数量的中心已经向南约440公里(约合275英里)。这一消息意味着随着海水变暖和海冰的消失，磷虾被

迫向大陆撤退——大陆阻止了它们进一步向南移动——可用的栖息地减少了，这可能导致它们的数量

进一步下降，并对整个南大洋食物链产生连锁影响。 

三．磷虾数量减少，捕食者也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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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气候变化还可能会减少磷

虾的生物量，或磷虾的总重量，以及南极斯科蒂亚海(Scotia Sea)和南极半岛附近一些地区磷虾捕食

者的数量。在 Emily Klein 的带领下，作者研究了磷虾数量的减少对企鹅、海豹、鲸鱼和主要以磷虾

为食的鱼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鹅对这种变化最敏感，并预测未来的变暖将导致南极半岛和斯科蒂

亚海地区企鹅数量减少30%。研究小组还发现，目前磷虾的捕捞率进一步威胁到一些捕食者。 

四．阿德利企鹅幼崽大批死亡 

在《海洋科学前沿》杂志上发表的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南极东部德乌尔维尔海/梅尔茨地区的阿德

利企鹅栖息地中，2013-14繁殖季没有一只幼崽存活下来，2016-17繁殖季节只有两只幼崽幸存，主要

是因为海冰没有像往年那样消退。作者推测，这是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阿德利企鹅在土地上筑巢，

海冰异常多再加上罕见的降雨事件，意味着企鹅不得不去到更远的海洋寻找食物。 

五．磷虾是主要的碳汇 

磷虾在南大洋的碳循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

的艾玛·卡文(Emma Cavan)领导的最新研究，磷虾以海洋表面充满碳的浮游植物为食，然后释放出密

集的粪便颗粒，这些颗粒能够迅速沉入深海。这种碳的运输可能是巨量的，因为到达南大洋深处约800

至1400米的碳会进入深海洋流，并在那里停留数十年。磷虾还会在浅水区和深水区之间来回移动，每

天都要进行多次觅食，这可能会增加粪便颗粒进入水体深处的机会。磷虾的摄食也可以分解浮游生物

细胞，释放铁和铵等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可以刺激更多的浮游生物生长，并促进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进入海洋表层。 

六．海洋保护区被证明有助于增强恢复力 

海洋保护区(MPAs)作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气候避难所，为科学家研究气候变化和工业捕鱼的

影响提供参考区域。CCAMLR 正在考虑在南大洋建立三个海洋保护区。海洋保护区网络，加上以生态系

统为基础的磷虾渔业管理系统，将为南大洋提供一定的恢复力。海洋保护区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南

大洋储存碳的能力，而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可以帮助维持磷虾和捕食者的种群数量。科学成果是

清晰的，全球领导人需要采取行动，实施这些关键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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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安德里亚·卡瓦纳（Andrea Kavanagh） 

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研究领域：南极南大洋、环境科学与政策 

 

简介： 

安德里亚·卡瓦纳(Andrea Kavanagh)负责皮尤中心保护南极南大洋的工作。南极南大洋是世界

上最后的荒野地区之一，包括寒冷的海水，其他地方没有发现的物种，以及数百万以磷虾为食的企

鹅。此前，卡瓦纳管理皮尤研究中心的海洋水产养殖运动、南极磷虾保护项目和保护深海运动。 

在加入皮尤研究中心之前，卡瓦纳曾是美国国家环境信托基金会(National Environmental 

Trust)的一名活动主管，领导了“纯鲑鱼行动”(pure salmon initiative)，这是一个致力于提高

养殖鱼类标准的国际团体联盟。她还成功地领导了“放过智利海鲈鱼”(take a pass on chile sea 

bass)运动，在这项运动中，全国1200多名厨师承诺将这种受到严重威胁的物种从菜单上删除。 

卡瓦纳拥有美国佛蒙特大学环境科学与政策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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