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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条约体系
物指定和保护指导守则、敦促成员国将南
极生态系统保护扩展到南极辐合带、保障
南极旅游船充足的救生艇、收集和使用南
极生物、南方巨海燕的保护、旅游者场所
指南、确保极地年遗产、COMNAP在南极条
约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管理南极旅游活
动的一般原则等。

第 32 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4 月在美
国举行
2009年4月6日至17日，第32届南极条
约协商会议在美国巴尔的摩举行，来自28
个《南极条约》协商国、11个非协商国和
有关国际组织的300余名代表与会。会议
举行了全会、环保委员会会议以及南极条
约五十周年、法律与机构、旅游与非政府
活动、运行四个工作组会议，审议了55份
工作文件、121份信息文件、11份秘书处
文件。
今年是《南极条约》缔约五十周年，
来自南极条约协商国和北极理事会成员
国的35名部级官员参加了纪念《南极条
约》缔约五十周年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南
极条约五十周年部长宣言》和《IPY和极
地科研部长宣言》，重申冻结南极领土主
张、南极科研自由、南极仅用于和平目的，
承诺《南极条约》无限期有效，鼓励加强
基地科研合作、进一步建立极地长期观测
体系并将极地科研成果用于决策。
除了2个部长级宣言，本届会议通过了
16项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和没有法律约
束力的18项决定和决议。其中，措施包括
13项南极特别保护区和特别管理区、增加
2处南极历史遗迹、南极地区旅游船登陆
人数的限制、
《议定书》附件二的修改等，
决定和决议包括与秘书处外部审计的续
约、召开船基旅游管理专家会议、批准秘
书处财务报告、召开气候变化专家组会
议、修订ATCM和CEP文件提交、翻译和分
发的指导守则、秘书处新任执行秘书的任
命、修订环境委员会的程序规则、致信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历史遗迹和纪念

（http://32atcm.ats.aq/32atcm/Documents/d
ocFinalReport.aspx，姜梅 译）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
顿在第 32 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与北
极理事会联合会议、南极条约五十周
年纪念会议上的发言
太谢谢你了，里诺（Reno），这是个
非常重要的事件，我向今天所有在场的人
表示欢迎。四个确实彼此相联的事件今天
把我们所有人召唤到这儿，为之庆祝，能
作为国务卿恭临盛典，对我来说，真的是
很高兴，也很荣幸。我当然要欢迎所有到
会的部长们，还有阿尔伯特亲王——我们
非常感激他所做的工作，以及深切关心南
极和北极的各个团体的众位代表们。
不过，请先让我叙述一下这四个重要
的事件吧，我想，我们今天就是在铭记它
们。首先，是国际极地年的产生，它是来
自六十多个国家的科学家们开展多层面
研究的一项协作活动；其次，是每年一次
的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开始，美国荣幸地
在三十年里第一次主办这样的会议；第
三，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与北极理事会第一
次举行联合会议；最后，南极条约自身的
五十周年纪念，它是一个榜样，昭示了为
一个时代创设的协定是怎样在另一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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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服务于这个世界的，以及，当各个国家
通力合作时，其好处是怎样不仅被他们自
己的人民意识到，还被所有的人和后代子
孙意识到。
1959 年，来自 12 个国家的代表们齐
聚华盛顿，签署了《南极条约》，它有时
被称作是冷战时期的第一个武器控制协
议。今天，已经有 47 个国家在条约上签
了字。由此，南极成为地球上少有的从未
发生战争的几个地方之一。除去偶尔在科
学家和那儿的驻站人员之间出现的一些
争论——都是与体育、娱乐和科学有关的
严肃话题——那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冲
突。
在这块土地上，科学是通用的语言，
是最优先的考虑，它是这个星球上最遥
远、最美丽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不同
地区、种族和宗教的人们在这儿共同生活
和工作。
《南极条约》的闪光之处就是它在今
天仍然适用。条约的制订是为了应对早期
的挑战，不过，条约及其相关的措施对我
们努力消除今天的重大威胁来说仍是一
种关键的手段，这威胁即气候变化，它已
经影响到各个大洲——扰乱人们的日常
生活，危及植物和动物的物种，危害重要
的食物和水资源。
气候变化正在为我们这个星球的未
来定形，我们也在力争揭示出其定形的手
法。不过，在南极条约框架内可能做出的
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
行动，灾难性的后果就将出现。条约的制
订者们未必准确预见了气候变化如何成
形，但是，他们的协定却让科学家们可以
通过模拟来推断其影响，包括研究冰川动
力学的冰川学家，探究极端温度对生物有
机体的影响的生物学家，还有地球物理学
家，比如那些发现南极上空臭氧层空洞的
地球物理学家，这一发现促使在 1987 年

蒙特利尔议定书中规定了各项禁令。今
天，得力于世界各国对此发现做出的反
应，南极上空的空洞正在开始缩小。
如此，条约是展现某种国际合作的蓝
图，这样的合作需要不断地加深，来迎接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它也是群策群力运用
得最好的一个范例。各国政府为了一个共
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民、科学家和机构加入到科学协作中来，
推动和平与理解。我知道，今天来到这里
的科学家中有些在南极从事过研究工作，
我感谢你们的执著和勇气。美国军方设有
“南极服务奖”这一荣誉，颁发给任何一
个美国人——军职人员或平民——只要
他参加过南极考察队，在南极水域服务
过，或在南极考察站工作过。还有一个特
别的团体，叫做“越冬联谊会”，由那些
在南极住满一整年的人员组成。这些都表
示，跑到那儿去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在那
儿开展你的工作又需要怎样的坚忍不拔。
不过，重要的是让大家了解我们的星
球，以及我们预见并减轻全球变暖带来的
变化的能力。当支撑威尔金斯冰架的一处
冰桥崩塌时，我们须注意到，全球变暖已
经在我们的星球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
在解决这个危机的问题上，我们没有时间
可以浪费掉了。我很高兴地看到，奥巴马
政府态度鲜明，我们承诺，将与你们并肩
努力，当仁不让，奔赴哥本哈根，就我们
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做出的反应采取共同
行动。
我们不仅需要增加对南极的关注，还
有北极。我任参议员的时候，去过北极地
区，包括挪威和阿拉斯加。我自己看到了
那个地区今天所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问
题，尤其是那些因气候变化造成的问题。
这个也为各国提供了一次机会，在二十一
世纪走到一起，就像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
年前做的那样。我们理应寻求加强和平与
2

安全，支持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保护环境。
随着新航道的开通，北极变暖对全球
贸易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为开发新能源提
供了可能性，当然，这将给我们的环境带
来更多的冲击。还有，北极变暖已经给原
住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是他们
世代相守的家园。
北极正在发生的变化将对我们的经
济前景、能源前景产生长远的影响，还有
——再次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星球的
未来。所以，我们携手共进是至关重要的。
这儿，在华盛顿，国务院负责协调美国的
北极政策，在这方面，我的工作就是与我
们的伙伴保持一种高层往来。那项工作就
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奥巴马总
统和我都许诺将批准它，向美国和我们的
伙伴表明态度，即在北极地区，我们需要
稳妥而有效地一起工作。我们还需要采取
措施保护环境。比如，我们知道，短期碳
化物像甲烷、炭黑，以及对流层中的臭氧，
对北极变暖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它们是短
期的，它们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我
们想办法限制它们，就能取得快速的进
展。
本月晚些时候，北极理事会将在挪威
召开会议，在此之前，我已经要求我在国
务院的团队提出新的动议，使美国在这些
行动中表现为一个全心的、积极的伙伴。
我们也必须抓紧进行研究工作。关于
极区，还有许多未知领域。国际极地年期
间的发现是对我们的鼓舞。让我们看看已
经取得的成就：科学家们绘制出了地球上
最后一个未被探知山脉的详细地图，驱动
水下机器人在南极冰架下面测量海床，从
海底往下深钻以更多了解西南极冰架受
二氧化碳的影响，揭示气候变化如何影响
位于我们生态系统底层的微生物有机体。
这些发现将共同提升我们的认识，希
望能激励我们更紧密地合作，减轻给我们

的生活带来的冲击。
现在看来，在派遣代表来到这儿的国
家之间，这些项目和更多的行动是结成伙
伴的成果。探索我们的星球，呵护它的未
来，不是任何一个单个国家所能做到的。
当然，也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全部的智慧。
取得突破能够——并且是应当——来自
任何地方，所有的地方，尤其是存在真诚
协作和团队工作的地方。像这样的组织和
事件，把跨越学科和地区的人们召唤到一
起来，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南极条约》
的模式，它在像国际极地年这样的事件和
像北极理事会这样的组织中都有所反映。
美国强烈支持南极条约及其目标：保
持南极成为一个和平之地，借助科学——
那儿唯一能够开展的东西——来造福整
个星球。
我高兴地宣布，奥巴马总统在周五向
美国参议院提交了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
定书的附件，即那个关于环境紧急事件所
负责任的附件。总统已经敦促参议院通过
这个附件，以便美国可以批准它，我们也
就能在推动南极环境保护方面迈进一大
步，因为该附件清楚地规定了成员国必须
怎样防止紧急事件和应对它们——如果
这样的事件确实发生了。这个附件只有在
南极条约所有成员国都批准了以后才能
生效，所以，我敦促我们所有人都尽快行
动，为了我们对南极的关爱，跨过这道坎。
美国也向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提交了
一份建议，希望扩充海洋污染方面有关规
则的内容，使其更准确地反映出南极生态
系统的分界线。加强环保方面的规定对日
益增长的南极旅游活动来说尤其重要。美
国关心游客的安全和南下航行船只的适
航性能。我们已经提交了一份决议，将对
搭载大量游客的船只在南极地区登陆观
光进行限制。我们还提议，要对游船的救
生艇配置提出新的要求，以确保这些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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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能维系乘客的生命，直到救援赶来。而
且我们敦促加大国际合作，阻止这些游船
在南极排废，否则将进一步恶化南极周边
的环境。
南极条约的成员们，接下来的两周时
间里，当你们在这儿讨论这些议题以及与
我们的极区有关的其它议题时，我希望你
们取得丰硕的成果。当世界各国正在准备
今年十二月在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大
会时，此时举行这样的会议更显得具有前
所未有的重要性。
南极条约是富有远见又怀揣梦想的
领导者们的杰作，他们来自生活的各个层
面，来自政府，来自理论界和科学界，来
自民间团体，还有深切关心我们南边这块
大陆未来的许许多多的人。它像一个榜样
矗立着。它是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如
何结成生死相许的伙伴，迎接今天的挑
战。让我们在我们这个星球的两端，南极
和北极，高扬条约的精神，按照国际极地
年期间伟大发现的指引，通过精确的研究
和大胆的行动来巩固决心，获得进展，为
了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过最主要
的，是为了我们现在分享的这个美丽的星
球，为了后代子孙理应拥有同样的机会来
享受它的施与和它的美丽。
非常感谢你们。

极地年圆满结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活
动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以回顾过去
50 年的经验，思考极地地区的未来。
回顾历史，我们认为合作与协商是
《南极条约》和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取
得成功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处理极地问
题的基石。
正是基于合作与协商的精神，《南极
条约》得以缔结，领土主张引发的争议得
以创造性地搁置，南极地区进一步合作之
路得以铺就。《南极条约》缔结后，南极
合作在更广领域和更大规模上展开，南极
条约体系的发展、缔约国的增加、缔约国
与非缔约国理解的增加，无不体现了合作
与协商的精神。条约为南极地区的和平、
稳定与环境保护做出了显著贡献，树立了
国际合作的成功典范。
同样是基于合作与协商的精神，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得以有效组织、顺
利开展并取得圆满成功。2007-2008 国际
极地年是过去 50 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际科
学合作，吸引了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数千
名科学家，开展了不同领域的 160 个项目，
成为国际科学合作的成熟模式。
展望未来，两个地区依然面临持续挑
战。气候变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其他
全球性环境问题在极地地区的影响日趋
严重。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活动
持续进行，北极航运蓄势待发，对北极环
境保护提出了新的问题。南极旅游和生物
勘探对南极条约协商国的智慧构成新的
考验。大部分极地问题都具有全球属性，
需要所有相关国家共同努力。为解决这些
问题，应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协商，南极条
约体系的基本原则和国际极地年取得的
合作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首先，应强调科学研究的基础作用，
继续并升华极地年期间的科学合作。应重
点关注全球变化的影响以及航运等新兴

（ http://32atcm.ats.aq/32atcm/index.shtm
龙威 译）

加强合作与协商，共创极地美好未来
尊敬的希拉里国务卿，
尊敬的各位来宾，
早上好！
今天，南极条约协商国和北极理事会
成员国的部长们首次共聚一堂，庆祝《南
极条约》签署五十周年和 2007-2008 国际

4

摩纳哥王子访问南极站，呼吁提高环
保意识

活动。应建立持续观测网络系统，以填补
现有研究在时间、空间和学科上的空白，
获得对极地地区的全面深入理解。
其次，应加强科学家与决策者的互
动。科研成果应可广泛获取，应编辑、研
究、综合涉及政策的科研成果，供决策者
参考。决策者应继续从政治上和财政上支
持极地领域科学研究，充分尊重科学家的
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
第三，决策者应该充分认识到，没有
任何一个国家可能独自解决极地问题。应
在南极条约体系、北极理事会、《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国际海事组织等框架内加
强合作。为了共同利益和后代的利益，应
展现政治智慧，并需要适时做出必要的妥
协。
2009 年也是中国开展首次南极科考
25 周年。在过去的 25 年里，中国进行了
25 次南极科考、3 次北极海洋科考、5 次
北极站或基地科考，在南极和北极分别建
立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黄河站。
近百名外国科学家参加了中国的极地科
研项目。中国成为了南极条约协商国，并
作为特别观察员与北极理事会进行了合
作。2007-2008 国际极地年期间，中国完
成了 DOME A 昆仑站第一阶段建设，昆仑
站将成为未来国际科学考察合作研究的
又一平台。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与世界各国
的科学家和决策者共同努力，为极地地区
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谢谢大家。
（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在第 32 届南极条约协商

去年 5 月份，摩纳哥成为第 47 个《南
极条约》缔约国。为了宣传第四次 IPY，
并实现其多年以来探访南极的梦想，去年
12 月底至今年 1 月，摩纳哥王子阿尔伯特
二世亲王殿下参观了 26 个南极科研热点
区域。
阿尔伯特王子此次南极之行效仿
2006 年的北极点之行，他是迄今惟一到过
南北两极的国家首脑。在探访南极过程
中，阿尔伯特王子多次呼吁人们提高对环
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在长达近一个月的访问中，1 月 17-18
日，阿尔伯特王子参观了澳大利亚南极戴
维斯站，了解气候变化对南极的影响，1
月 18 日下午，他参观了中国南极中山站，
了解了中国内陆站的建设情况及未来科
考方向。
在戴维斯站参观时，尽管连续几天的
行程使王子到达戴维斯站时略显疲态，但
晚饭后他还是欣然接受了乘船游览“冰
山”的邀请，用 90 分钟的时间参观了戴维
斯站周围的企鹅和海豹聚居地及冰山群。
晚间，他非正式会见了戴维斯站的考察队
员，还参加了站上的台球比赛。

会议与北极理事会联合会议、南极条约五十周年
纪念会议上的发言，极地考察办公室 编）

戴维斯站站长比尔·狄布恩陪同阿尔伯特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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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覆盖广泛的领域。持续两年的时间
使研究人员有足够的时间观察两极的季
节交替变化。
包括原住民社区在内的众多北极居
民参加了 IPY 计划。其中有 30 多个项目
涉及到北极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
食品安全、污染及其他健康问题。IPY 将
为如何应对这些紧迫挑战寻求新的对策。
国际计划办公室负责人大卫·卡尔森说：
“IPY 是发展和加强北极地区社区监测网
络的催化剂，而这些监测网络又促进了社
区之间以及科学界与社区之间的信息交
流。”
IPY 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高了极地
地区的观测能力，加强了学科间、研究团
体间的联系，激励了新一代极地研究人
员。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米歇尔·雅罗指
出：“IPY 已经开始的工作还需继续进行，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仍需要围绕极地区域
开展国际合作行动。”据悉，IPY 科学大会
将于 2010 年 6 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

1 月 18 日早晨，在海洋生态学家安德
鲁·戴维森博士的陪同下，阿尔伯特王子
完成戴维斯站的科学之旅，期间他显示出
较高的南极科学意识，尤其对海洋酸化工
作和利用激光雷达研究大气技术显示出
了浓厚的兴趣。
在中山站参观时，正在中山站的中国
第 25 次南极考察队副领队秦为稼、中山
站站长魏明接待了王子一行。中国科考队
员应王子的要求介绍了南极内陆昆仑站
的建站情况以及未来科考方向、中山站的
基本情况以及科研项目和站区改造项目。
阿尔伯特王子感谢中山站的热情接待，特
别感谢中山站悬挂了该国国旗，他期待未
来能组织科学家与中国开展南极领域的
科学合作。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
35945&source=28&rank=2，朱晓玲、陈丹红 译）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IPY）取得
圆满成功

（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09/
3/the_work_will_continue，朱晓玲 译）

今年 3 月份在日内瓦举行的
2007-2008IPY 闭幕式上展示了 IPY 的主要
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已编入世界气象组织
和国际科学理事会联合发行的《极地研究
状况》一书中。
本次 IPY 实施的研究项目获取了有关
全球变暖对极地影响的新证据。两极的冰
雪正在消退，对人类和北极动植物的生
存、全球海洋和大气循环以及海平面都产
生了影响。IPY 增强了对气候变化的认识，
同时还加深了对很多其他领域的了解，如
污染物的传播、物种的进化和暴风雪的形
成等。
由于 IPY 吸引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研
究人员参与了 160 多项科研项目，所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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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电磁活动的最低点，此时太阳向地球
传递的辐射能量达到最低。
GISS 整合以下的数据来分析全球地
面温度：NOAA 美国气候资料中心的全球历
史气候网、NOAA 理查德·雷诺兹与托马
斯·史密斯关于全球海面温度卫星分析资
料以及 SCAR 南极记录资料。
“GISS 之所以提供全球气温的年度
排名，是因为从记者到公众都需要这一信
息。”汉森说，
“某些情况下，这类排名具
有科学意义，例如：当一项新的温度记录
诞生时。但是也可能产生误导，因为某些
年度间的温差常常低于全球平均气温的
误差。”

管理与科研

2008 年是自 2000 年以来地球温度最
低的年份，也是自 1880 年来排名第
九的最暖和年度
位于纽约市的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
空研究院（GISS）的气候学家发现：2008
年是自 2000 年以来温度最低的一年，但
也是自 1880 年有气温记录以来，排名第
九位的最暖和年度。GISS 的分析表明，10
个最暖和的年份都出现在 1997 至 2008 年
之间。
GISS 的分析还发现，以 1951 至 1980
年间的全球平均气温值为基准，全球平均
地面气温高出基准值 0.44℃。2008 年世
界大多数地区的气温接近或者高于基准
值。欧亚大陆、北极及南极半岛则异常温
暖，而太平洋大部分地区温度则低于长期
平均值。
该研究小组注意到：太平洋热带地区
的相对低温是由上半年较强的拉尼娜现
象所导致。拉尼娜和厄尔尼诺正好反相，
由此导致了赤道附近的太平洋温度在几
年间自由上下波动。拉尼娜阶段较冷，而
较热的厄尔尼诺阶段一般会在拉尼娜之
后一到两年内出现。
美国在 2008 年的温度与 1951—1980
年间的平均值差异不大，因此这一温度值
低于前十年。
GISS 院长斯·汉森说：“我们假定预
测到下一厄尔尼诺现象将于今年或 2010
年开始，尽管太阳辐射减少带来一定的降
温效应，在未来一两年内全球地面气温仍
可能创造出新的记录。”目前太阳正发射
最小的辐射，即处于以 10 至 12 年为一周

（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
2009-02/nsfc-2we022309.php，朱晓玲 译）

英国推出“2010 探索：南大洋生态
系统与地球系统的关联”计划
“2010 年探索” 计划将研究和弄清海
洋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和商业性开发的
响应。这项计划是基于英国南极局对南乔
治亚（海域）海洋生态系统及其与大尺度
的南大洋物理生物过程的关联已有研究
开展的。其目的是从局部地区到环南极各
个尺度范围内对微型生物到更高级捕食
者（企鹅、海豹和鲸）的交互作用和过程
进行定性、定量与模型化研究。
目标：
（1）评估局部地区海洋生物网
与南大洋变化间的联系；
（2）建立一套相
互关联的生态系统模型，以适应于从局部
地区到整个南大洋的各个尺度海洋物理
学与生物学。
与全球科学的相关性：海洋生态系统
在维持生物多样性、将碳封存在深海沉积
物中、提供人类蛋白质来源等方面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渔业和气候变化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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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对其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为了预测海
洋生态系统的未来状况，我们必须建立能
模拟从局部地区到整个海洋的生物物理
过程的模型。建立这种预测模型对世界渔
业的可持续管理非常重要，而这需要综合
分析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2010 探
索”计划旨在推进这项工作，同时通过向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提供生态
系统状况的信息来协助管理南乔治群岛
海洋带与南桑威奇群岛海洋带。
预期结果：该计划将针对海洋食物链
开展船基与陆基调查和模型研究，尤其关
注优势种群生命周期中的重要阶段和检
验食物链中存在的相互作用。通过建立跨
空间尺度的生物及物理过程耦合模型来
更好地描述海洋生态系统，为可持续管理
与未来气候变化预测提供信息。本计划将
与 “BIOFLAME”
、
“ACES”和“COMPLEXITY”
等多个国际计划保持联系，同时与英国东
英格兰大学的“南大洋对全球碳循环的作
用”计划进行合作。

学者学术水平的重要性，并决定定期互换
青年科学家进行交流。
（http://www.awi.de/en/news/，朱晓玲 译）

气候突变时期南北半球的海洋存在
跷跷板式的联系
2009 年 3 月初出版的《自然》杂志刊
发的新研究成果揭示，格陵兰与北大西洋
环流的温度变化，在末次冰期的气候突变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卡迪夫大学牵头组织、英国南极局
（BAS）参与的国际研究团队重建了末次
冰期最后阶段南大西洋的海况，并推断北
半球的气候突变已扩展至全球。
该研究团队采集了来自南大西洋海
底的沉积岩芯，岩芯中含有微型甲壳类化
石。研究团队将这些化石中的证据拼凑起
来，再现了 2.8 万千年前至 1 万年前的水
温。
来自英国南极局的玛丽莲·沃特沃斯
博士负责研究这些微型化石，她说：
“海底沉积物岩芯保存很多过去环
境的信息。提取这些已成化石的深海生
物，并分析其贝壳的化学成分是很容易
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这些化石可
以精确地估计它们的生存时间，以及其存
活时的水温。
”
论文的主要作者，卡迪夫大学地球与
海洋科学学院的斯蒂芬·巴克博士说：
“这
一时期对全球气候而言只是一个瞬间，就
像一个翻过的过山车：那时巨大的冰盖在
融化，海平面在上升，大气中二氧化碳含
量增多。古气候学家尤为关注这一时期整
个北大西洋地区观测到气温的大幅度突
变的问题。我们认识到北半球的气候突变
已有多年，对于这一现象的成因，多数科
学家认为大西洋的翻转环流（也是引起目

（ http://www.antarctica.ac.uk/bas_researc
h/current_programmes/discovery_2010.php ，
杨光 译）

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极地与海洋
研究所和日本北海道大学低温科学
研究所签订合作备忘录
2008 年，凯琳·洛赫特所长和阿基
拉·高知所长分别代表阿尔弗雷德-魏格
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AWI）和日本北海
道大学低温科学研究所（ILTS）签署了合
作谅解备忘录。
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AWI 和 ILTS 进
一步确定了彼此间的合作关系。此前，这
两个研究所已进行多年密切的合作，尤其
是冰川学研究。两位所长强调了提高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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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西北欧地区显著变暖的原因）必定发挥
了一定作用。然而，目前仍缺乏这种翻转
环流现象在南北半球之间直接传递的证
据。”

ublications/month/paper.php?id=740，朱晓玲
译）

美国 2011 年将完成南极“冰立方”
望远镜研制

（ http://www.bas.ac.uk/about_bas/news/new
s_story.php?id=772，朱晓玲 译）

2011 年，位于美国南极点站的中微子
天文台“冰立方（IceCube）”将建成和投
入使用，“冰立方”中的望远镜将为我们
打开一扇新视窗。它可以观测茫茫宇宙中
发生的超自然事件，如星系碰撞及黑洞。
从 2002 年动工建设“冰立方”望远
镜以来，共耗费七千七百万美元，用于各
种部件的设计、制作和加工，这些部件包
括用于钻探南极冰层的特制热水钻、5000
多个光学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用于探测来
自外太空的宇宙微粒——中微子。

使用南极同位素温度计反演极地冰
芯的过去温度
水同位素是测定极地冰芯所代表的
过去温度的基本工具。这主要因为冰凝结
过程中，温度决定了析出的同位素含量，
所以，温度和冰芯同位素含量间存在一定
的关系。关于冰芯解释的基本假设是：在
某一地区进行同位素测量，无论是一定地
理范围，还是一定的时段，同位素含量与
温度存在类似的关系。而此前对格陵兰岛
冰芯的研究表明，在出现大的气候变动
时，上述假设将不再成立。然而，模拟从
末次冰期最盛时期到目前的气候转变的
试验显示，上述假设适用于南极。
作者通过借助精心设计的驱动性事
件，即假定未来二氧化碳导致的升温将是
现在的两倍，研究了南极同位素如何对气
温上升做出反应。其结果十分有趣，而且
完全出乎意外：本实验中反映出的时间梯
度与地理梯度并不存在相关性。这一发现
表明水同位素可能对明显的升温反应迟
缓。这将影响到依据短冰芯来估计当前的
南极变暖这一工作。论文进一步分析了导
致差异的诸多原因，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凝结过程本身与温度有关引起。这将影响
同位素温度计的校准方式以及对以往气
候变暖期的解释方式。本文中，路易斯·斯
密首次利用了具有新性能的哈德莱大气
气候模式第三版(HADAM3)（在探讨冰川消
融计划中获得）来研究水同位素。

（ http://www.wisconsinidea.wisc.edu/profi
les/IceCube/，朱晓玲 译）

国际海冰物理与生物化学系统研讨
会将于 2010 年在挪威举行
国际冰川学会将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
至 6 月 4 日在挪威特罗姆索市举行国际海
冰物理与生物化学系统研讨会，将出版一
期题为“海冰的物理及生物地球化学系
统”《冰川学年刊（专刊）》，希望大家积
极投稿。本次会议将由挪威极地研究所和
特罗姆索市大学承办，会议议题包括：
（1）区域性及全球气候体系中的海
冰：大气-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反馈，大
范围观测，南极与北极，大气环流模式
（GCM）模拟，动力学，过去的冰情。
（2）海冰在极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海洋哺乳动物，鸟，鱼，桡足类动物，微
生物，水藻，细菌。
（3）海冰的物理特性：海冰的发育

（ http://www.antarctica.ac.uk/about_b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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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消融，堆积特性，现场测量，微观物理
学及模型，实验室试验，理论方法。
（4）海冰的生物地球化学特性和物
理特性：海水成分与营养物，石油与污染
物，铁，碳与氧循环，气体交换，溶解的
有机物，炭黑。
（5）海冰厚度，漂移与大范围移动：
现场测量，遥测，海冰厚度的数字模拟，
密集度，漂移，及海冰动力学。
（6）海冰积雪：雪的厚度与过程，
融化池，大气与雪的相互作用，气体交换，
对遥感的影响。
（7）海冰的社会、经济价值与政治
意义：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原住民社区和当
地社区，冰上运输，北极的经济开发，以
及当地知识的应用。
（8）IPY 之后的海冰研究：国际和跨
学科研究，IPY 成果，观测系统，科普，
教育。

检验由此迈出重要的一步。
SCAR 生物学奖学金：1998 年，在新
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举办的第 7 届 SCAR
生物学研讨会设立了 SCAR 生物学奖学金，
该奖学金为资助新西兰注册的研究生出
席 SCAR 研讨会而专门设立的。此奖学金
由新西兰皇家学会所属的南极科学委员
会提供资助，并设立一个专门小组进行管
理。今年，有 3 名研究生获得该奖学金的
资助，将参加 2009 年 7 月 26—31 日在日
本札幌举行的第 10 届 SCAR 生物学研讨
会。她们分别是奥塔哥大学的 Dana Clark、
坎特伯雷大学的 Crystal Lenky 及梅西大
学的 Angela McGaughran。
（ http://www.antarcticanz.govt.nz/whats-n
ew/，朱晓玲 译）

澳大利亚实现 IPY 既定的南极研究
目标

（http://www.iasc.no/，朱晓玲 译）

新西兰南极局第 39 期《科学快报》
内容节选

在 IPY 期间，由澳大利亚主导的五个
研究项目对南极洲和南大洋的科学认知
做出了重大贡献。IPY 为所有的项目提供
了一个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学科的
科学家进行合作的机会，因此，极地研究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全面。例如，南
极海洋生物普查（CAML）项目，它组织了
来自 18 个国家的船只，在整个南大洋和
大陆架的、各种未经勘探的大量区域中进
行生物取样。类似地，南极洲和南大洋气
候（CASO）计划为了绘制南大洋环极地自
然环境的瞬态图景集中实施了 25 个国际
项目。
这些项目收集到的一部分信息已经
或者将会被收录到可供公众使用的数据
库中。这些数据是 IPY 的一个关键成果，
它们对于未来的研究将是非常宝贵的，而

2009 年 1 月出版的《科学快报》第
39 期主要内容包括：科研出版物的信息，
新西兰南极研究相关的元数据，奖学金申
请截止日期通告，以及未来活动预告信
息。
南极罗斯岛风能项目：2008/2009 夏
天，在新西兰南极斯科特基地和美国南极
麦克默多站开展的风能项目取得了不俗
的业绩，这将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
2009 年 1 月，斯科特基地关掉站上的发电
机，转而由位于克雷特山丘风力发电厂的
一台美国试验发电机，通过新的变频器对
该基地供电。对麦克默多站、斯科特基地
及风力发电厂之间的综合电网的测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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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将为有效观测环
境变化提供基准信息。人们还建立了许多
观测系统和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并且配备
了相关装备，这将使得极地研究能够持续
和长期地进行。某些研究，例如，在南极
海洋生物普查期间所实施的研究和在南
极洲非原生生物项目中的研究，已经推动
了实质性的转变，这有助于未来的南极环
境保护工作。
参加 IPY 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在与新涌
现出和现有的科学家、学生和研究机构建
立联系的同时，他们也与一般的公众进行
交流。他们还实施了一系列的公众普及和
教育活动，包括国际极地日、学校参观活
动以及网络博客和教育、创建科学网站
等。
总之，澳大利亚通过这些项目成功地
实现了 IPY 的四个主要目标——促进人们
对极地的了解；建成一系列基础设施和观
测系统等设施；鼓舞新一代的科学家；实
现公众（极地科学）普及——这些将确保
由 IPY 所达到的、南极研究的规模、成就
和民众的广泛理解与支持能进一步持续
下去。
（1）南极海洋生物普查
南极海洋生物普查（CAML）及其北极
对应项目——北冰洋生物多样性调查，开
拓了人们对生物进化和多样性的新的理
解。
在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领导下，CAML 在
IPY 期间组织了 18 个航次前往南极洲和南
大洋开展大规模研究。澳大利亚科学家参
加了 CAML 组织的以邻近东南极的水域为
重点的三个航次——即东南极海洋协作
普查（CEAMARC）。这些航次使用的船只包
括日本的“海鹰”号研究船、法国的“L·艾
斯彻雷柏”号研究船和澳大利亚的“极光”
号研究船，研究了阿德雷地和乔治五世地
邻近地区的海底生物群落和深海远洋（开

阔洋面）区域。

图 1 在 800 米深处的大陆坡边缘发现的一个丰
富的生物群落

总之，CAML 揭示出南极洲是在世界上
最大的海流——绕极流的融通作用下形
成的一个单一的生物区。在此之前，人们
以为南极洲的物种多样性很低，而现在则
知道南极洲拥有意想不到的丰富的生物
资源。另外，分子技术揭示出南极洲是许
多物种的诞生地，南极洲在数百万年内的
多个冰期与间冰期的作用下孕育了很多
物种。例如，在 3 千万年前南极洲就有八
个属的章鱼——大约是在极地大陆与南
美洲分开的时候。从那以后，不同类型的
章鱼轮番在深海中不断开拓生存领地，当
冰消融时它们就向北拓展。在其他物种中
估计也存在类似的模式，包括等足目动物
（类似虾和蟹的甲壳纲动物）和海蜘蛛。
近来，一些南极半岛冰架的倒塌已经
使得海底生物群落首次为人类所发现。一
支前往碎裂中的拉森 A 冰架和拉森 B 冰架
的考察队发现，大陆架的新近外露区域正
在吸引来自较深的大陆坡水域的生物，包
括能够在被冰蚀扰乱的海底迅速地开拓
生存领地的海绵。

11

由于 CAML 得到了包括来自于阿根廷、
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德国、印度、印
度尼西亚、荷兰、挪威、葡萄牙和南非等
国家政府机构和私人资金的广泛支持，所
以能得以实施。
CAML 计划将于 2010 年结束。如果有
资金来源，那么，包括条形码的编制和生
物百科全书的编写等相关工作在 2010 年
之后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在 SCAR 的赞助
下，从事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国际研究
网络将继续存在。
（2）南极洲和南大洋气候
由南极气候与生态系统合作研究中
心和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组织实施的南极洲和
南大洋气候（CASO）计划，正在致力于获
得南大洋自然环境环极瞬态图景。这一瞬
态图景将提高科学家对南大洋在过去、现
在和将来的气候中所起的作用的理解，同
时，通过结合一种更好地反映南极地区极
地过程的模型来改进气候预测。
CASO 计划由 25 个单独项目组成，来
自 18 个国家的科学家参与其中。该计划
还与 IPY 的其他项目，诸如对海洋环流与
南极边缘附近的海冰相互作用、生物地球
化学、气象学、生态学和古气候学的研究
等保持联系。
IPY 期间，CASO 计划与 IPY 的其他计
划一起，广泛地测量了南大洋的多种物
理、化学和生物属性。CASO 计划所测量区
域包括了从海平面到海底，以及从南极大
陆架到亚热带锋面范围内的南大洋环极
区域，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包括船
基横断面、断面观测浮标、人造卫星、浮
标以及安装在海洋哺乳动物身体上的海
洋学传感器。这种多学科的综合观测，为
国际社会目前正在发展的南大洋长期观
测系统提供了一个“概念性原型”。
CASO 计划团队在南大洋澳大利亚扇

图 2 漂移的冰山蚀刻出了南大洋海底的巨大擦
痕

在航行期间，随船的通信员和摄影师
通过博客、网络以及传统媒体文章等途径
向世界各地发送了文字记录和照片，其中
很多信息可以从库斯托协会网站下的
CAML 子网站以及国际极地基金会主办的
教育和科学网站 Educa Poles 和 Science
Poles 上获得。2009 年 2 月，CAML 荣获其
母计划即海洋生物普查颁发的“团体卓越
奖”，以褒奖其在科学、教育、普及活动、
合作与协调等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和取得
的成就。
CAML 的 一 项 主 要 成 果 是
“SCAR-MarBIN”
（SCAR 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网络）信息门户，其中包含了所收集的大
约 14 000 个物种的数据。这一关于南极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综合性数据库，将为有
效评估南极洲附近的海洋生物群落未来
的变化提供一条基准线。
通过与加拿大的圭尔夫大学合作，
CAML 正在借助 SCAR-MarBIN 所提供的相关
数据、分析报告和可视化工具等为大约
3000 个南极物种编制“条形码”
（分析 DNA
序列）。这使得将来对分布在南极洲的以
及分布在不同深度和/或者亚南极的岛屿
之间的遗传变异的分析成为可能。这种工
作将有助于鉴定新物种和“隐秘”物种（即
那些相互之间很难辨别的物种）。最后，
将这种信息与生物数据系统条形码进行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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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安放了 30 个 Argo 海洋断面浮标，用以
测量海洋 2000 米深以内的温度和盐度。
这些浮标能与目前在世界各地海洋已经
安放的 3000 多个浮标形成一个网络。此
外，还在海豹身上安装了海洋学小型传感
器，可以在冬季最先测量南极洲附近的海
洋状况。通过这些手段以及其他仪器获得
的观测数据，将与一系列的模型设计研究
结合在一起。
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还进行了横穿南
极绕极流的海洋学断面观测，用以了解该
环流与南大洋翻转环流的相互作用。南大
洋翻转环流对海洋的热量和碳储存起着
调节的作用。通过使用从船只上放下的仪
器，科学家可以测量温度、盐度和氧气含
量，而且可以从不同的深度收集到水样，
进而进行营养物质、二氧化碳、氯氟化碳、
浮游植物色素和氧同位素分析。声学仪器
用于测量海流，而投放的浮标也用于收集
流速和其他参数的常年记录。

层水也从大陆架逸出，并且下沉到这个区
域的深海中。
一些学生参加了 CASO 项目的航次，
其中许多学生将在他们的研究项目中使
用这些考察成果。在 CASO 项目航次中收
集到的数据已经在国际水文学数据库（由
气候变化与可预测性研究和碳水文数据
中心建立）存档。
CASO 项目的科学家也积极参加了学
校和其他公众普及活动，而且撰写了许多
描述研究的博客和船只“情况报告”
。
（3）海冰物理和生态系统实验
由来自 12 个国家的 45 位科学家参与
的海冰物理和生态系统实验（SIPEX）项
目促进了科学家对海冰物理过程与海冰
内部及其冰下的生物环境之间的关系的
理解。本项目由澳大利亚南极局和南极气
候与生态系统合作研究中心牵头，进行一
个为期 55 天的多学科海冰观测航次，在
这个观测期内，东南极的海冰面积达到最
大值，科学家在 15 个海冰观测站位进行
了一系列的测量活动，以便描绘出海冰环
境的特征。
SIPEX 是一个名为“IPY 南极海冰”
的 IPY 大项目的组成部分，它集中了来自
很多国家的研究计划。例如，以美国为首
的南极海冰物质平衡（SIMBA）计划，就
是致力于描绘西南极的海冰环境特征。该
项目调查了海冰的厚度、面积和物理过程
和生物地球化学属性，以及海洋、大气和
冰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海冰的生物学特征
等。SIPEX 计划与 SIMBA 计划共同实现了
对大片南极海冰区域的大规模同步研究。
在执行 SIPEX 期间，对雪参数进行的
野外测量以及安装在雪撬上的雷达测量
获得了来自于雪表面、冰雪界面以及在积
雪内部的中层雪层的“雷达回波”（返回
的信号）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有助于
科学家识别那些对雷达信号反射影响最

图 3 这幅图显示了 IPY 期间 CASO 计划的航行横
断面，由此获得南大洋自然环境的第一个环极瞬
态图景

这些观测表明了在南极洲附近从海
面下沉到深海的水变得越来越淡并且密
度越来越小，表明了高纬度气候的变化迅
速传到了深海。
南极大陆架水域调查的初步工作表
明海洋环流的模式会影响深海海底（底
栖）生物的分布。海洋学上的观测同样表
明，即使是在夏天期间，高密度的南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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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雪层，以便估测雪的厚度。通过结合
空中雷达和激光测高数据，这一信息在解
释卫星测高数据和全球性冰雪厚度产品
的开发中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为了了解相关的物理学-生物学海冰
过程，还进行了关于冰参数的详细测量，
包括冰结构、无机营养盐浓度、微量元素
（如铁）以及诸如冰内藻类生物量和物种
组成等生物参数。另外，也通过拖网和冰
下摄影系统对南极磷虾进行了采样。
在本考察航次的后半阶段，综合数据
显示出了生物生产量（例如海藻的增长和
磷虾的增长与繁殖）的显著增加，标志着
该航次刚好处于冬春之交生物活动的复
苏时期。

面研究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图 5 科学家在放置遥控式潜水器

在 SIPEX 执行期间，从空中拍摄了大
量的海冰照片，这些照片将与来自于其他
野外考察获得的图像一起归档到澳大利
亚南极数据中心。激光和雷达测高数据经
过处理后，将为研究区域的海冰和雪厚度
提供参照。这次航次所取得的生物数据也
已提交到了澳大利亚南极数据中心。
十二位博士研究生参加了 SIPEX，他
们与相关学科的其他科学家和研究生一
起工作。通过“教师体验南极洲计划”，
两位老师也参加 SIPEX 计划，他们的体验
为在南极科学研究与澳大利亚和世界各
地的课堂之间提供了直接联系。一个每天
发布最新航行的信息网站，使得学生和广
大公众能够密切跟踪航次进度，以及获得
有关南极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2009 年 3 月将在意大利举办一次专题
研讨会，将报告 SIPEX 计划与南极海冰物
质平衡计划的研究成果以及在 IPY 期间进
行的所有其他南极海冰研究成果。《深海
研究 II》将出版一份关于“IPY 南极海冰
研究”的特刊，已提交候选的初步论文题
目超过了 30 个。在 SIPEX 已实施的许多
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将继续进行，将有

图 4 用于拍摄海冰表面以下的一个高分辨度的
录像系统

本计划还采用并开发了许多新技术，
包括水面和冰下两用拖网，可紧贴海冰在
冰下对磷虾进行采样；空中激光和雷达测
高技术来测量海冰“干舷”（冰露出水面
的高度）以及几十公里至几百公里的积
雪；以及安装在一辆可遥控操作的潜水器
上的仪器，用于紧贴海冰探测冰下的藻类
和磷虾。这些技术已使澳大利亚南极计划
成为在南极海冰区域内开展高质量、创新
性的野外研究的核心，并将进一步予以研
发以便应用于未来的项目中。
来自于多个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参与
了 SIPEX 项目，其中，很多科学家由此加
强与澳大利亚的科研联系并提升自身能
力。尤其是日本与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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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雷暴和强烈的带电云团构成。通过准
确测量大气电路的这一全球均匀分布的
组成成分可以监测出在全球升温的过程
中全球性雷暴活动的变化。
南极东方站和肯考迪娅站数据集最
终将由澳大利亚南极数据中心和休斯顿
大学环球电路项目组保存。来自西南极观
测设施的数据将可以通过英国南极局数
据存取和发布系统（DABS）获得。
因为许多仪器是在 IPY 计划的后期安
置的，所以，科学家至少将在接下来的两
年里继续收集数据，以便实现他们的研究
目标。
（5）南极洲外来生物
“南极洲外来生物”项目是针对人
类南极活动对外来（非本地的）物种的潜
在入侵的影响的首次开展大规模调查。在
2007 至 2008 年的夏季，澳大利亚南极局
协调组织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全面调查了
一系列的国家南极计划和旅游观光项目
引进外来物种的可能性，该小组成员来自
九个国家。
澳大利亚工作组仔细检查了那些可
能被个人物品以及新鲜蔬菜、货物和超过
40 艘的船只与航空器无意带到南极洲的
“繁殖体”（种子、孢子和卵子）的类型
和数量。并对前往南极的机上和船上工作
人员和旅客也进行了调查，以确定这些人
在赴南极前的活动范围，从而确定入侵性
物种来源地的地理范围。例如，在一个曾
到新西兰高山地区旅游的游客身上就找
到了种子和植物材料。
澳大利亚工作组检查了 2000 多件送
往澳大利亚南极考察站的新鲜水果和蔬
菜。其中 89%是干净的，但是，剩下的部
分感染了真菌（9%），部分带有昆虫（2%）。
那些在南极考察季节前已冷藏数月的水
果和蔬菜通常比较容易感染青霉。因此，
科学家建议在澳大利亚未来的南极考察

助于未来新的考察计划的制订。
（4）太阳与大气过程的联系
在 IPY 期间，太阳与大气过程的联系
项目（SLAP）调查了太阳辐射输出的变化
与天气和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
雷暴和闪电驱动着世界各地的电流，
构成了全球性“大气电路”的一部分，这
种大气电路是在地面与大约 80 千米高的
较低的电离层之间进行循环。当电流流向
诸如南极洲那样远离雷暴区域的地面时，
这种循环就完整了。全球的电流流动是受
宇宙射线调整的。宇宙射线控制大气层的
电导率，而宇宙射线则受太阳风（来自于
太阳的带电粒子）调整。
人们已经确定气象和太阳变化会对
大气电路产生影响。而大气电路是否在太
阳变化和天气之间起到积极的联系作用，
还是被动地同时响应气象的和阳光二者
的变化，则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了解这种
相互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太阳变化造成
的全球性电路的变化可能改变雷暴形成
的条件。
通过 SLAP 项目，来自澳大利亚南极
局和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在位
于东南极中心附近的南极高原上的东方
站测量了大气电路。英国南极局同样在西
南极的三个站点安放了仪器，SLAP 项目在
位于冰穹 C 法国-意大利肯考迪娅站也安
放了仪器。
参与项目的科学家最近公布了表明
每日气象变化与太阳活动存在联系的证
据，这些证据显示这一过程是通过大气电
路来运转的——也就是说，在大气电路、
太阳变化与天气之间有积极的联系。除了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
次评估报告中所描述的太阳辐射和紫外
线臭氧层调节之外，还发现在太阳变化与
气候之间还存在新的联系的支持证据。
远离极地地区的全球性大气电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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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变暖波及世界最大淡水湖
俄罗斯和美国科学家发现，位于寒冷
的西伯利亚的世界最大淡水湖——贝加
尔湖的温度正在升高，这表明该地区受到
全球变暖的严重影响。以往普遍认为，由
于该湖水容量巨大并具有独特的循环模
式，属于具有最强的气候变化抵抗能力的
湖泊之一。
（3）南极化石表明南极大陆曾相当
暖和
在南极内陆一处无冰区进行考察的
科学家发现了一些数百万年前温度出现
持续性下降之前形成的苔原遗迹——一
些石化的植物和昆虫。该国际考察队利用
冰川地质学、古生态学、火山灰定年等证
据和计算机模拟方法，得出了一千四百万
年前（南极大陆）曾发生一次大规模气候
变化的结论。这一协作项目使对南极洲气
候历史的认识获得了重大的进步。

中不应该携带这种农产品。
澳大利亚工作组同样发现，虽然大多
数货物是干净的，但是，在某个货箱中还
是发现了活的弹尾目螨虫和种子，在 C212
号飞机中发现了活的昆虫，而且一些人的
装备和衣物中还携带了大量的繁殖体。
此外，还进行了实验模拟来补充澳大
利亚的野外检查工作，包括在不同的温度
下在沙子、泥炭和砾石等环节中进行播
种，以便检验哪些种子会发芽并且能在干
燥的、寒冷的南极环境中成长。其他的试
验包括邀请一些装扮成南极游客的志愿
者，让他们穿上“搀入”种子的衣服、带
上“搀入”种子的设备，以便检验去南极
游客将这些种子洒落的可能性大小。
目前正在分析本项目收集到的数据
和信息，并将在第 32 届南极条约协商会
议、SCAR 生物研讨会上或者以科学论文形
式向《南极条约》通报本项目的研究成果。
此外，还将通过澳大利亚国内和国际电台
与电视台（如澳大利亚科学节目“催化
剂”）宣传这一研究成果。这些信息最终
将用于加强对南极地区和世界上其他脆
弱地区的养护和保护工作。

（ http://www.nsf.gov/discoveries/disc_sum
m.jsp?cntn_id=114372，焦健 译）

美国 2008IPY 项目概述

（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

美国 2008 年度 IPY 项目重点领域如

=36028，王惠 译）

下：
生物科学学部：将重点资助使用基因
组学工具对极地环境生物适应性和生态
系统动力学等科学问题进行研究的项目。
2008 年将继续资助对极地环境变化和生
物系统的研究。
地球科学学部：将重点资助气候建模
工作，将极地洋流、气候和海冰范围与在
中纬度地区观测或预测到的现象相耦合。
计划在北极进行与综合海洋钻探计划相
关的研究活动。为更好地认识空间天气，
将重点进行极地高空大气南北极观测。此
项研究将使用设于阿拉斯加和加拿大雷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08 年
资助的极地研究活动（摘要）
（1）国内融水湖可导致格陵兰冰盖
的断裂并加快冰盖流动
研究人员首次记录到一个融水湖由
格陵兰冰盖顶部至底部突然而彻底的排
空。通过这些观测，科学家们在冰盖内部
发现了一个排水系统，融水可以通过这一
系统穿透深厚而寒冷的冰层，并一定程度
上加速冰盖的大规模夏季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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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人力资源学部：将为 IPY 教育
项目提供协调和联络。这些项目将支持中
小学教师和本科生、研究生获得正规性科
学教育经历，并支持对社会公众的非正规
科学教育。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NSF 将为使用先
进的数据管理手段进行的 IPY 信息收集和
维护工作以及 IPY 数据产品的共享访问提
供经费。每项活动都将与国家科学基金会
的 IPY 教育和宣传目标相联系，并通过国
际合作伙伴实施。此外，还将合作进行以
下工作： （1）通过非正规科学教育项目，
如博物馆展览、系列电影和电视、广播纪
录节目等促进公众对极地研究与发现的
了解。这些活动将借助极地内在的魅力，
向各年龄层的各类观众提供有关极地科
研和极地对地球系统的重要性的启迪和
教育；
（2）通过提供极地研究现场体验机
会，吸引和培养新一代科学家和工程人
员。中小学教师和本科生、研究生可加入
极地科考队。教师们将可以把极地研究带
入课堂，以激发未来一代的科学家们对极
地国际协作研究的兴趣。
最新的研究要闻：
拉森 B 号冰架出现坍塌，海底生物得
以展现。研究人员在南极半岛沿岸海域漆
黑的海底发现了一个完全未曾意料的生
态系统。拉森 B 号冰架于 2002 年在此处
坍塌后，将其下覆的海床突然暴露出来，
科研人员由此对海床进行考察。他们发现
了可在无阳光环境下生存多种海洋生物，
如密集的细菌簇等。由于阳光被冰层遮
挡，这些生物是不进行光合作用。
这些生物群落称为“化能营养”群落，
因为其成员是通过化合物的氧化而不是
从阳光获得能量的。此前这种群落仅见于
火山环境和海底热液喷口区域。科学家们
推测，这些细菌可能靠海底渗出的甲烷气
体生活。该项研究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冰

索卢特湾的先进的模块式非相干散射雷
达。
国际科学和工程办公室：将通过此项
NSF 重点计划以及与国外研究组织合作，
促进极地研究方面的国际协作，为国家极
地年提供支持。
极地项目办公室：将资助重点围绕
IPY 活动的项目以及符合国际科学理事会
和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项目指南
的单项创新项目。极地项目办公室将特
别：
（1）利用欧盟等国际合作方提供的观
测系统资金，资助北极观测网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2）对很少开展工作的南极冰
盖部分区域进行重点观测提供资金，以便
将其数据纳入开发中的冰盖动力数学模
型；
（3）为极地生物基因组学研究提供资
金，加强利用基因和分子生物学手段认识
生物体和生态系统如何适应南极极端环
境的工作；
（4）与教育与人力资源部门协
作，支持正式和非正式教育活动，以提高
公众意识，使人们认识到极地对于理解我
们不断变化的星球的重要性；（5） 与社
会、行为和经济学学部共同启动对北极人
类的研究；
（6）为计划的 IPY 活动提供所
需的基本后勤保障和改善基础设施。
社会、行为和经济学学部：将资助从
多种视角开展极地环境人类适应性与变
化研究，而人—环境相互作用为其研究重
点，将对原住民语言和文化所体现出来的
人类适应变化进行记录。此外，还将从社
会和经济角度对营养、精神健康和传染性
疾病进行研究。虽然社会、行为和经济学
学部目前正计划减少三百万美元的投入，
但仍将继续通过有关的核心活动增加对
IPY 的投入。通过其社会普查计划，社会、
行为和经济学学部于 2006 年为调查美国
人对极地知识的掌握情况编制了具体的
问题，该部计划继续制定该系列问题，以
便搜集关于这一主题的跟踪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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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坍塌的过程以及与全球变暖有关的、潜
在的海平面变化。
IPY 项目资助经费（单位：百万美元）
与 2007 年相比增减量
2006 财年实
际拨款

2007 财年请
求

2008 请求

金额

百分比

生物科学学
部

-

2.00

2.00

-

-

地球科学学
部

-

5.00

5.00

-

-

国际科学和
工程办公室

-

0.30

0.40

0.10

33.3%

极地项目办
公室

10.00

47.27

47.27

-

-

社会、行为
和经济科学
学部

2.40

5.00

2.00

-3.00

-60.0%

研究及相关
活动小计

12.40

59.57

56.67

-2.90

-4.9%

教育和人力
资源

2.95

2.00

2.00

-

-

IPY 合计

15.35

61.57

58.67

-2.90

-4.7%

国和智利的科学家组成跨学科研究组，在
“极星”号船上进行密切合作，至少对海
洋施肥地段中预计发生的藻类大量增殖
现象进行为期 45 天的监测并对其化学和
生物影响展开了研究。
近 10 年来开展的原位铁施肥实验，
是检验生物地球化学和生态学假说的一
种可靠方法，而其他方法无法对其进行验
证。
“LOHAFEX”实验将测试一系列独立而
又相互关联的假说，譬如：
（1）约翰·马
丁的铁假说及其地球工程学定理；
（2）在
高生产力的西南大西洋地区，进行实验性
诱导而大量繁殖的浮游生物构成将不同
于之前在较低生产力的水域中进行的实
验所诱发的大量繁殖中的浮游生物。这将

（ http://www.nsf.gov/about/budget/fy2008/
pdf/42_fy2008.pdf，焦健 译）

印-德合作施铁肥实验南极考察航次
第三航段情况介绍
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国家海
洋研究所与德国魏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
所近日共同开展了印-德合作南极施铁肥
（LOHAFEX）实验航次。该航次于 2009 年
1 月 7 日从南非的开普敦出发，于 2009 年
3 月 17 日结束，抵达智利的蓬塔阿雷纳斯。
29 名印度科学家、10 名德国科学家
以及 9 名来自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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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大量繁殖的浮游生物的沉降和碳/硅
沉降通量比率有很强的影响；
（3）包括磷
虾在内的甲壳类浮游动物的食物是有限
的，这一点可以解释目前磷虾种群数量的
减少；
（4）施铁肥后浮游生物的大量繁殖
会产生有害气体，这给大气带来有害影
响。
上述假说及其他假说针对的是综合
地球系统科学和生物多样性的基本问题，
这些与我们了解海洋生物圈在过去和正
在发生的气候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海
洋生态系统的运行有关。

气和海洋气温、海平面上升和地球绕太阳
轨道的自然周期之间的关系的结论。
冰盖动力学，包括西南极冰盖动力学
还未被完全弄清，增强对控制冰盖发育、
融化和运动的机制的认识是 IPY 期间的
NSF 确定的研究重点之一。2009 年 3 月正
式结束的 IPY 现场科研活动是一次密集型
的科研活动，它对于开拓极地科学的新领
域，增强我们对于极地地区在全球性过程
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并将极地地区
及其对全球系统的重要性等科学知识传
授给学生、教师和公众具有重要作用。
ANDRILL 计划获取的岩芯可以反演出
大约 2 百万至 5 百万年以前的上新世时期
的气候状态。在那个时期南极气温比今天
要暖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比今天
高。从岩芯获得的数据表明西南极冰盖由
于响应这些气候周期的驱动，曾发生过多
次进退。
ANDRILL 计划在《自然》杂志所发表
的第二项研究（成果）由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的大卫·波拉德和马萨诸塞大学的罗
布·迪康多负责，该研究报告了计算机冰
盖模型产生的结果。该模型显示西南极冰
盖每次坍塌，东南极冰盖的一些边缘同时
会出现融化，二者的累积效应将导致全球
海平面比目前水平要上升 7 米。
项目研究人员指出，很难预测这类坍
塌是将于距今 100 年后还是下个一千年之
中发生。这要取决于未来大气的二氧化碳
水平。然而，来自 ANDRILL 的新信息为科
学家解开这个难题提供了新的线索，有助
于他们更准确地预测全球变暖的影响。
IPCC 最新报告指出，因为对冰盖行为
知之甚少，所以很难预测在全球变暖的情
况下冰盖如何导致海平面上升。IPCC 报告
认为冰盖行为在精确预报全球变暖如何
影响人类方面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之一。
设于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的

（ http://www.awi.de/en/infrastructure/shi
ps/polarstern/weekly_reports/all_expediti
ons/ant_xxv/ant_xxv3/，王琦 译）

南极地质钻探计划新证据表明气候
变暖影响南极冰盖的稳定性
一个由 5 个国家组成的科研组公布了
新的证据表明，作为温室气体之一的二氧
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有轻微的上升，也会
影响西南极冰盖的稳定性。巨大的西南极
冰盖覆盖南极横贯山脉以西的大陆。该冰
盖的严重融化将导致全球海平面的上升。
3 月 19 日的《自然》杂志所公布的研
究（结果）依据的是在南极地质钻探
（ANDRILL）计划的第一个项目，即麦克
默多冰架（MIS）项目从罗斯冰架一带取
出的长 1280 米的沉积岩岩芯。
其中，美国 NSF 拨款 2 千万美元用于
ANDRILL 计划。其他的合作伙方资助 1 千
万美元用于科学和后勤支持。
来自美国、新西兰、意大利和德国的
科学家参与 ANDRILL 计划，通过研究作为
历史气候地质记录的沉积物和岩芯，改进
和完善了先前有关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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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ILL 科学管理办公室为 ANDRILL 国际
科学委员会的科学规划和活动提供支持。
新西兰南极局是 ANDRILL 项目运作方，而
且已与位于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亚历
克斯·派恩公司以及韦伯斯特钻井和勘探
公司合作来开发项目所需的钻井系统。
美国南极计划和 Raytheon 极地服务
公司（RPSC）为南极麦克默多站和 Crary
科学和工程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提供支持，
而新西兰南极局则为驻守南极斯科特基
地的钻探组提供支持。
下列机构联合开展了 ANDRILL 的科学
研究：美国 NSF、新西兰研究基金会、意
大利南极研究计划、德国科学基金会和魏
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

的冰架一样能阻碍西南极冰盖的运动。
哥伦比亚大学拉蒙-多尔蒂地球观测
台的斯坦·雅各布，作为此项目美方首席
研究人员正在对松岛冰川做长期观测，最
近获得来自 NSF IPY 项目的资助。NSF IPY
的研究目标之一是更好地了解包括西南
极冰盖在内的全球大型冰盖的动态，如果
这些冰盖突然全部融化，那么全球海平面
将会上升 5 米。
雅各布和其他科学家利用 NSF 租用的
帕尔默号考察船放置了自主式机器人
Autosub 3 号来调查冰架底面并测量冰架
下海水的温盐变化。Autosub 3 号是由英
国国家海洋学中心与南安普敦大学和自
然环境研究委员会合作研制。
在冰川正前方完全无冰的海域内完
成了一次测试后，研究者首先在漂浮的冰
架下进行了 3 次 60 千米往返尝试，然后
增加至 110 千米。共完成 500 多千米的冰
下海洋观测断面。
Autosub 3 号的最大航程为 400 千米，
由 5000 块普通的 D 型电池供电。电池捆
束成组后放入经过压力测试的电池仓内。
7 米长的潜艇两端为安装载仪器的浸水
区。
Autosub 3 利用声纳在水下航行，同
时绘制三维图，科学家可使用这些图来确
定海水在哪里变暖以及如何促使冰川底
部融化。
在 53 天巡航中，除使用自动潜艇外，
还安置 15 个浮标阵列来记录未来两年中
海洋参数和环流的变化，对“温暖”和含
融水的海水进行大量的断面测量，对多年
冰进行取样并对海底的冰蚀深槽进行宽
幅扫描绘图。

（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
ntn_id=114385&org=OPP&from=news，王琦 译）

英国使用自动潜艇进一步探究南极
冰盖机理
英国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已经
成功利用自动水下机器人在南极冰架下
执行 6 次任务，并使用声纳扫描仪绘制海
床（地形）和冰底面形态。
此项研究是美国 NSF 资助的一个大型
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研究正在发生
变化的松岛冰川（Pine Island Glacier）
，
以及了解气候变暖引起的海洋温度的升
高如何影响西南极冰盖的融化和全球海
平面上升。
科学家希望了解为什么该冰川在最
近几十年内逐渐变薄并加快移动。松岛冰
川处于阿蒙森海中，该海是与西南极毗邻
的南大洋的一部分。自 20 世纪 70 年代早
期科学家们就观测到该冰川在流动，再加
上邻近的冰川，导致目前全球海平面每年
会上升约 0.25 毫米。但该处冰架与其他

（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
ntn_id=114381&org=OPP&from=news，王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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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引起南极半岛南北部水域
生态系统发生各异的变化

和地面数据为研究两个区域的变化驱动
机制提供了依据。
正如所料的，在过去 20 年中，南极
半岛水域初级生产力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但南、北部呈现出的变化差异仍然让人吃
惊。
在南极半岛北部水域，依靠海冰生存
的动物物种正在逐渐消失，海冰覆盖率不
断降低，风力则不断加强。风力增强和海
冰减少导致表层海水混合加剧。其结果是
表面混合层变厚，浮游植物细胞能吸收的
太阳光则大为减少，由此导致初级生产力
降低，浮游植物种类发生变化。
而南极半岛南部水域则正好相反，由
于依靠海冰生活的物种继续茂盛生长。以
前常年被海冰覆盖的区域冰雪逐渐融化，
接触阳光的海水面积增大，从而刺激了浮
游植物的生长。由于冰雪减少，加上风力
较弱，一个较浅的混合层迅速形成，伴随
而来的是阳光照射面积的增加和大型浮
游植物细胞，如硅藻的生长。硅藻是一种
单细胞植物，是包括磷虾、企鹅和鲸等物
种在内的、丰富的南极食物链的基础。

科学家早已确定南极半岛是全球升
温最快的地区之一。目前，利用详细的卫
星数据进行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气候变化
不仅影响到位于南极食物链顶端的企鹅，
同时也对构成生态系统基础的微观生物
产生了影响。
美国 NSF 长期生态研究计划（LTER）
的研究人员在 3 月 13 日出版的《科学》
杂志上刊登了这一研究成果。LTER 在全球
共设有 26 个研究站，其中两个站点位于
南极洲，通过长期跟踪生态变量研究气候
变化影响生态系统的机制。研究人员通过
分析南极帕默站附近获取的数据和劳伦
斯·M·古尔德（Laurence M. Gould）科
考船收集的资料作出这一明确的研究结
论。
长期生态研究计划帕默站首席研究
人员、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的休•杜
克雷称，这些新的研究成果科学意义重
大，但仍然和南极半岛气候变化和其他观
测到的变化保持一致趋势。
在过去 50 年里，南极半岛冬季气温
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海冰
覆盖时间大为缩短。温暖潮湿的海洋性气
候已经进入南极半岛北部地区，使大陆性
极地气候开始南移。
因此，在南极半岛北部地区，依赖海
冰生活的物种，如阿德利企鹅、南极银鱼
和磷虾日渐减少，而通常不喜欢冰雪的新
物种，如巴布亚企鹅、帽带企鹅和灯笼鱼
则开始进驻这一区域。
LTER 研究人员指出，水色、水温、海
冰和海风卫星资料显示位于食物链底端
的浮游植物也受到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海
冰覆盖率和海风变化的影响，而且北部和
南部的变化呈现出相反的特点。卫星数据

（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
ntn_id=114377&org=OPP&from=news ， 万 芳 芳
译）

南极威尔金斯冰架崩解在即
欧洲航天局 Envisat 卫星 4 月 2 日获
取的高级合成孔径雷达(ASAR)影像显示，
威尔金斯冰架至少有部分（冰体）正面临
着随时从南极半岛崩解的可能。维系沙尔
科（Charcot）岛和拉塔迪（Latlady）岛
间冰架的薄薄冰桥开始出现破裂。
该冰桥的中线处出现一些新裂缝，由
此，导致一大块冰体正在脱离冰架，这些
裂缝的扩大看起来非常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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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使南极草类植物正快速向
外蔓延生长

德国明斯特大学地球物理学院的
Humbert 博士以及波恩大学遥感中心的
Braun 博士在对西南极冰架的逐日监测过
程中见证了威尔金斯冰架近来的变化。通
过监测，Humbert 和 Braun 对裂缝的形成
及其对冰桥最窄部位的影响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这有助于科学家通过连续监测冰
架变化来更好地理解冰架的崩解过程。

根据韩国南极世宗王站监测，以前在
南极圈内仅发现了地衣类和苔藓类植物。
随着南极气温的不断上升，开花类植物目
前也正在快速地向外蔓延生长。
首尔大学李恩洙教授证实，今年 1 月
6～19 日对世宗王站附近植物分布的调查
结果显示，喜长于温寒地带的禾木科植物
——南极发草已经广泛分布于这一区域。

“去年，威尔金斯冰架损失了 14％，
面积约为 1800 平方千米。”Humbert 博士
说：“在 2008 年 2 月和 5 月发生的两次
崩解过程只用了几个小时，冰桥残余下的
部分也已不稳定。”2008 年 2 月，约 425
平方千米的冰架崩解入海，使得冰桥变为
6 千米宽的窄带。之后，5 月末 160 平方
千米的大块冰体崩解后，冰桥缩小为 2.7
千米宽，最窄的部位仅为 900 米。

南极发草

李教授对该站附近区域的植物分布
做了考察。通过设置 1 平方米的方形区域
来考察南极发草的数量，结果显示这类植
物数量为每平方米 2.9 棵，岩石缝隙中间
分布较多，每平方米在 10 棵以上。该区
域除了极少数的南极三叶草外，其他 99
％的草类植物都是南极发草。每平方米内
这类草的重量多至 22.4 克。由于冰雪融
化后，地表被地衣和苔藓覆盖，苔藓层的
裂缝中水分和有机物充足，且苔藓能抵御
严寒，所以南极发草就生长在这些裂缝
中。由此可见,该地区先有地衣和苔藓，
然后才有南极发草的生长和蔓延。
由于该站附近的温度已经上升到 5～
6 ºC，加之气温逐渐升高，冰川融化加快，
植物得到充分的水分供给，其扩散速度正

（ http://www.sciencepoles.org/index.php?/
news/wilkins_ice_shelf_collapse_appears_i
mminent/&uid=1458，崔祥斌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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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快。但与生长于南美洲的发草（茎干
长度为 30～40 厘米）相比，该地区南极
发草较小，不到 10 厘米。此外，这次考
察还发现了很多其他幼小草类植物，预计
将来会快速生长并进一步蔓延。
（ http://article.joins.com/article/articl
e.asp?total_id=3488604，常晶 编译）

德国教育与研究部长主持南极纽迈
尔第三代站落成仪式
2009 年 2 月 20 日，德国教育与研究
部长安妮特·沙范博士主持了第三代南极
纽迈尔站落成仪式。作为科研观测的基地
以及内陆考察和极地飞行器的后勤中心，
这一新站由此正式投入使用。它位于南极
毛德皇后地的埃克斯特伦冰架上，距离老
站区以南 6.5 千米，其设计运行寿命为 25
至 30 年。
建筑物外壳在 1 月 15 日完成装配。
这种外壳可保护上部的、集装箱式模块组
成的两个楼层免受外界气候条件的影响。
第三代南极纽迈尔站的建造，为在南
极开展长期研究创造了科研和后勤条件。
这有助于继续开展长期性的科学观测，并
启动新的科研项目。
（http://www.awi.de/en/home/，朱晓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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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船的现在和未来的角色进行全面的评
估，同时还对极地破冰船在支持国家重点
项目中的角色和任务中的变化进行分析，
包括对目前的和可预测的环境变化的考
虑，以及是否有必要改变管理美国海岸警
卫队极地破冰船业务运作的现有法律。
（1）北极地区的破冰需求
在冬季，阿拉斯加的整个北部海岸和
阿拉斯加的大部分西部海岸被冰雪所覆
盖。据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夏季
的海冰范围将继续消退，它将沿着阿拉斯
加的海岸线产生更多的破碎冰块。
据预测，由于海冰边缘的消退，经济
活动将增加并且向北部移动。海冰的消退
将提高使用北方航线（主要是俄罗斯的北
部）和西北通道（主要是加拿大的北部）
进行石油、矿石和货物运输的效益。两条
航线都包括美国的北极水域。
人类活动在北部高纬度地区的潜在
增加，将很可能增加美国在北极地区更加
积极的而且富有影响力存在的需求，不仅
保护其领土利益，而且突出其作为一个世
界强国在事关国家安全、经济、科学和国
际政治问题上在该地区的存在。
有可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
意味着如果美国希望根据该公约第 76 条
的规定把它的大陆架扩展到 200 海里专属
经济区以外并且（或者）对抗其他北极国
家的领土要求的话，美国将在阿拉斯加地
区进行广泛的大陆架测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海岸警卫队
因为缺乏资金而没有在被冰封的水域中
进行例行巡逻。为了主张美国在北极地区
的利益，国家必须有能力在每年的不同时
期有把握地和任意地前往整个北极地区
各个地点。国家利益需要能够在北极地区
可能遇到的最艰难的冰情的条件下航行
的破冰船。
为此建议：美国应该继续规划一个积

后勤保障

美国 NSF 综合评估极地破冰船国家
需求
美国在北极和南极有着持久的国家
利益和战略利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些地区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北极，美国在
北极圈之内有自己的领土和公民，他们在
创造着重大的国家利益。在南极，美国维
持着三个常年科学考察站，以宣示美国在
南极的存在，以及确保美国在《南极条约》
缔约国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利用这个领导
地位来确保包括南半球 60 度以南的所有
陆地和水域在内的《南极条约》所辖区域
受到保护，以便用于和平目的和科学研
究。
南极洲是一个四周被海洋环绕的冰
封的大陆，其部分地区季节性地被冰雪覆
盖。北冰洋的中央是永久的冰封区域，而
且在冬天冰封地区延伸到了西北部阿拉
斯加海岸并穿过白令海峡一直向南部延
伸。在两极地区主张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
目的，都需要有极地破冰船。在过去几十
年里，美国政府用由四艘破冰船组成的一
支船队来支持它的极地利益。其中三艘破
冰船是由美国海岸警卫队进行经营管理，
它们包括世界上最强大的非核破冰船“极
地海”号、“极星”号，以及现代化的科
研性破冰船“赫利”号。目前，“极星”
号和“极地海”号破冰船已经处于 30 年
服役年限的最后阶段。
根据国会的指示，美国海岸警卫队请
求美国 NSF 全国研究委员会召集会议对美
国海岸警卫队极地破冰船运能和未来需
求进行评估。此次评估工作不仅对极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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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机制，即以服务于美国利益的
形式来突显美国的全球性存在和影响力。
具有足够的破冰能力将是在两极地区推
进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极地研究带来的重要进展已经直接
使社会受益。极地研究使人们认同“臭氧
层空洞”的存在及其原因，而且，已经促
成在全世界范围内协调开展终止使用含
氟氯烃的燃料。了解极地地区如何影响大
洋环流，将使我们对全球气候有一个更好
的理解。对威德尔海豹的研究，使我们更
好地理解这些哺乳动物在深水中以及潜
水以后是如何处理溶解到血液里的气体。
这将有助于提高对婴儿猝死综合症
（SIDS）的了解。对能够忍受严寒气候且
能防止其身体内部的液体形成冰晶的哺
乳动物、昆虫和植物的研究，将有助于开
发抵抗严寒的作物，而且有助于提高生物
医学上的冷冻保存技术。
北极地区和南极地区是天然的实验
室，其极端的、相对原始的环境和独一无
二的地理位置，使人们能够研究重要的现
象和过程，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进
行。在过去 40 年间，北极的海冰厚度已
经减少了 40%，就是近年来气候剧烈变化
的最有力的证明之一。
极地研究稳健的、可持续的发展与极
地基础设施和后勤保障密切相关。如果美
国想继续成为极地科学领域里的领导者，
那么就必须进入极地地区。一个国家要在
这些地区进行可靠、安全的作业，需要具
备破冰能力。拥有更大破冰能力的极地破
冰船，才可能在那些冰块很厚的南大洋进
行重要的新研究。由于在北极中央没有陆
地站点，破冰船就成为了一个必须的平
台，以便支持在北冰洋的可持续的科学观
测。
为此建议：美国应该保持在极地研究
中的领导地位。它要求必须具备破冰能

极的而且富有影响力的在北极地区存在
的方案，以便支持国家利益。这要求美国
政府的极地破冰能力能够确保常年进入
整个北极地区。
（2）南极的破冰需求
美国许多国家政策和总统令已经重
申了美国在南极洲的“积极的而且富有影
响力的”存在的重要性，以便支持美国在
《南极条约》管理过程中的领导地位，并
作为美国全球利益的一个地缘政治声明。
美国致力于维护南极洲专门用于和平目
的和促进科学发展，保存和保护其作为地
球上的一个最原始的环境。
三个南极常年考察站确立了美国在
南极洲的存在：麦克默多站、帕尔默站和
南极点站。这种存在确保了美国在《南极
条约》的决策制定体系中能够成为一个有
影响力的角色，同时也确保了维护美国在
南极主权上的立场所必要的政治和法律
上的平衡。因此，在南极洲的科学活动是
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
美国在南极洲的科研存在目前是依
靠船运补给，大多数燃料和货物由油轮和
集装箱船送往麦克默多考察站。多年研究
一再证实，运送必要数量的燃料和货物到
麦克默多考察站最安全、最省钱的方式是
船运。
对于可预见的将来，将需要两艘极地
破冰船在一个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上去支
持补给任务。美国的破冰船只必须集中用
于处理麦克默多湾中最艰难的冰情。
为此建议：美国应该继续规划一个积
极的而且富有影响力的在南极地区存在
的方案，以便支持国家利益。国家应该可
靠地掌握足够的破冰能力去打开一个通
往麦克默多考察站的通道，以便确保能通
过海上来进行补给。
（3）对美国极地研究的支持
极地研究不仅十分重要，它还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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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向一支新的极地破冰船船队的

力，以便能够进入北极的深处和被冰覆盖
的南极水域。
（4）国家极地破冰船船队的更新
美国要突出在极地地区积极的而且
富有影响力的存在，需要能够在每年的任
何时候有把握地进入极地，以便完成各种
任务。空中、太空和水下运能只可能部分
地解决这些任务。舰船出现在冰封的水域
中是地缘政治所必须的。破冰能力对保护
国家在极地地区的利益是必须的。因此，
美国需要能够确保穿过厚实的多年冰进
入北极和南极地区的破冰船。破冰船队的
核心必须是由美国海岸警卫队这样一个
军事组织管理的多用途船只。
美国当前适于远航的船队由四艘船
只组成，除美国海岸警卫队管理的三艘多
用途船只外，另外一艘为 NSF 管理的、专
用于科学研究的“帕尔默”号。
美国应该继续需要一支至少包括三
艘多用途船只的船队。极地破冰船是国家
政策及其存在的工具，而且三艘（多用途
的）极地破冰船是满足国家在防卫、安全、
主权、经济和科学研究的需要所必须的
（连同“帕尔默”号）。科学界在两极地
区的工作对拥有专门用于科学研究、具有
多种破冰能力的船只需求将会大大增强。
一艘新的极地破冰船对几个后勤补
给季节是不够的，仅仅一艘破冰船不可能
完全符合在整个极地地区进行积极的而
且富有影响力的存在以及可靠地和随意
地出入等要求。需要一艘以上的破冰船的
第二个因素是，一艘极地破冰船在极地严
酷的环境中作业存在着出故障的风险。
最后，建造两艘新的极地破冰船将在
设计和建造过程中节约经费。
为此建议：在极地地区的国家利益要
求美国立刻计划、预算、设计和建造两艘
新的极地破冰船，由美国海岸警卫队进行
管理。

过渡
预计这支新的极地破冰船船队在未
来的八年至十年里不会进入服役阶段。在
这段时间里，美国需要实施一个过渡策略
以确保国家拥有一个最低水平上的破冰
能力。建议对“极地海”号实施一项持续
的保养与维修计划，相关的建造工作最近
已经完成，并使其持续保持执行任务的能
力，直到至少有一艘新建的极地船投入使
用。
为此建议：如果要提供可持续性的破
冰能力，那么，“极地海”号就应该保持
执行出航任务的能力。而且，在新建的极
地破冰船投入使用之前，“极星”号应该
保持可以被重新起用的状态。
（6）国家破冰船船队的管理
破冰船的作业活动和对极地破冰船
队的维修保养已多年处于经费不足的状
态。对长期性维修保养的拖延以及未能按
计划执行对破冰船的更新或整修，已经置
国家极地利益于风险之中。虽然最近已将
极地破冰计划的预算权由海岸警卫队转
给 NSF，但这并没有解决日常维修保养经
费不足和向美国海岸警卫队提供非科研
性破冰船出航任务经费的基本问题。预算
权的转移将管理决策分散授予了两个部
门和多个国会监督委员会，从而增加了管
理上的困难。
为此建议：应向美国海岸警卫队提供
足够的运作和维修保养经费，以支持更强
的、常规化的和有影响力的北极存在。其
他部门应补偿与执行定向任务有关的增
量运作费用。
（7）国际政策的阐明
作为一个在北极和南极都拥有自己
国民的国家，无疑，美国有义务保障这些
公民的福祉和保护自己在极地地区的国
家利益。作为一种国家资产，应加强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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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岸警卫队极地破冰船队的管理以便
能执行多种任务。
基于船队船只的全面老化；美国海岸
警卫队在北极的能力不足；北极的人类存
在和经济活动增加；不断加快的环境变化
对美洲原住民社区造成威胁等原因，应立
即在政策上采取举措。如，关于破冰能力
的维持，应给予明确的指导，以确保美国
在未来不致像过去和现在一样为破冰能
力的不足所困扰。要将这些多功能船只作
为一种国有资产来加以有效利用，并为自
己核心使命的部门（即美国海岸警卫队）
服务，让海岸警卫队拥有充分的预算权和
运作控制权。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北极冰封
水域的全面作业任务应重新进行确认。
为此建议：极地破冰船是在不断变化
中的极地地区执行美国国家政策不可或
缺的工具。为确保国家在未来拥有足够的
破冰能力，应发布一项总统令，使部门责
任和预算权得到明确的统一。

中央（船舶）研究院获得新科考船建造设
计任务，该项目由“波罗的海船舶设计”
中央设计局（研究院的分支）的专家们具
体承担。
根据俄罗斯船舶登记局（俄罗斯船级
社）的规范КМ ЛУ7 [2] А2，这艘新
船能单船航行，并满足各种海域的航行要
求，如南极海域浮冰区及热带海域。一段
时期以来，俄罗斯没有建造过此类级别的
船舶，因此，这不会成为唯一的一艘А2
级船只，因为，俄罗斯科考船队已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2007 年该船的设计工作已完
成，各种技术图纸已转交订货方。该船计
划于 2011 年 10 月完工。
该船设计有前升高甲板及双层甲板、
船首货运平台，中部的上层建筑延伸至后
部，尾部有直升机平台和机库，机械设备
分布在中部，配备双轴伸柴油发电机组
（50 赫兹，6.3 千伏），定距螺旋桨，船
首和船尾侧推器，多个油柜，易爆物存放
处，干货仓和冷藏仓。
其基本参数如下：总长 133.57 米，
垂 线 间 长 度 124 米 ， 型 宽 23 米 ，
舷高 13.5 米，吃水深度 8.5 米，最大排
水量 16900 吨，船载动力装置总功率 16800
千瓦。

（ http://dels.nas.edu/dels/rpt_briefs/pol
ar_icebreakers_final.pdf，王惠、焦健、王琦
等 译）

俄罗斯新建的极地科考船计划 2011
年完工

（ http://www.aari.nw.ru/docs/press_releas
e/20090406_sudno.html，毕大洪 译）

新建极地科考船金属加工研论会于
2009 年 4 月 7 日在海军部造船有限股份公
司进行。按照俄罗斯联邦水文气象与环境
监测联邦局和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于
2008 年 12 月 1 日与“海军部船厂”签订
的建造合同，该船总建造费用约为 50 亿
卢布（约合 1.49 亿美元）
。
根据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和俄罗斯
联邦水文气象与环境监测联邦局的建议，
2001 年俄罗斯政府通过了设计新的南极
科考船的决议。通过招标方式，克雷洛夫

日本率先利用无人机在南极地区成
功进行大尺度气象观测
据在昭和站越冬的日本第 49 次南极
考察队越冬队长牛尾収輝（日本国立极地
研究所副教授）称，日本成功地利用无人
机在南极地区进行大尺度气象观测，这在
世界上尚属首次。
2008 年 12 月 18 日下午（日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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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昭和基地越冬的日本第 49 次南极考察
队首次成功地利用无人机进行大尺度南
极气象观测。他们通过无人机搭载气象观
测设备，取得了从地面往上 1000 米高的
气象数据。无人机起飞和降落的过程是通
过手动来进行遥控，而整个航行过程则是
通过搭载的微型计算机来自动控制。包括
观测时间在内，整个飞行时间为 60 分钟，
飞行距离为 110 千米
（图 1 为飞行路线图，
图 2 为飞行高度图）。

测面临很大的困难。
日本国立极地研究所近年来致力于
无人机的 开 发。2002 年，日本 启 动了
“Ant-Plane 计划”，其目标是研制用于南
极观测研究的无人机，该计划负责人是船
木實副教授。这个计划采用模型飞机技
术，开发出一种能搭载小型便携式观测装
置的小飞机，机翼长 3 米左右，续航距离
为 1000 千米。这种小飞机比国外的无人
机便宜，操作简便，在澳大利亚曾成功连
续飞行 500 千米，由此开创了在南极利用
无人机观测的先河。

图１ 无人机的飞行路线
图 3 准备开展观测活动的无人机

图２ 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图

在南极，英国和德国等都曾探索利用
无人机在南极地区进行观测，并取得了一
些进展，但目前仍处于实验飞行阶段，成
功飞行的距离没有超过 100 千米。与此同
时，大部分的无人机造价很高，而且操纵
复杂，所以，无人机的研发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经费的限制，而且在南极地区进行观

图 4 飞行中的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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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詹姆斯·克拉克·罗斯爵士的名
字命名） 由 位于英国 沃 尔森德的 Swan
Hunter 造船厂建造，1990 年 12 月正式下
水。该船能以两节航速持续破 1 米厚的海
冰，船载空气压缩系统能使船舶左右摇摆
破冰通过厚浮冰区。

图 5 考察队员庆祝无人机观测获得成功

日本计划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磁场
观测、气象观测、生物调查、海冰调查、
无人观测网数据回收等工作。作为南极观
测的新平台，无人机将为安全、高效地观
测南极做出贡献。

皇家“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号

皇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号装备
有高压空气发动的地震气枪阵列，用于地
球物理学研究，在船尾和中部通过支架配
置大型的船尾和右舷甲板科学设备。该船
还配置了各种取样设备和新型的走航观
测生物学仪器。船舶按照极低的噪音标准
设计，以满足敏感的水下声学设备有效运
行的需求。

（http://www.nipr.ac.jp/info/notice/20081
225airplane.html，孔德星 译）

英国极地考察船队介绍
两艘现代的特级抗冰型皇家研究船
支撑着英国南极局的南极考察活动。皇家
“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号装备有英国
最先进的海洋调查仪器，皇家“欧内斯
特·沙克尔顿”号主要是作为后勤船，承
担南极考察站的物资补给任务。船队注册
地是福克兰群岛的斯坦利。
每年 9/ 10 月考察船队从英国出发前
往南极，次年 5/ 6 月返回。在进坞进行
年度整修后，皇家“詹姆斯·克拉克·罗
斯”号为其他组织执行科学研究任务（通
常在北极），而皇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
号则被租赁从事商业调查工作。在北半球
夏季工作结束时，考察船队装载货物和科
学设备从英国中部的汉堡（Humber）启程
前往南极。
皇家“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号（以

皇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号

皇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号建于
1995 年，是挪威 Kverner Klevin Leirvik
公司为卑尔根 Rieber 船舶公司建造的，
当时称“极地女王”号。1999 年 8 月以前，
该船被部署在南极为国家的其他考察项
目服务，后被英国南极局长期租赁。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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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以，其服务领域和业务范围十分广
泛。
极地现场服务公司(PFS)：极地现场
服务 公司通过制定行之有效的实施计划
和提供后勤保障以帮助科学家筹备、开展
极地研究工作。极地现场服务公司创建于
1999 年，位于卡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市，现
有员工 25 名，致力于为科研活动提供便
利。公司的许多职员都是“两极人”，在
加入本公司前，他们均有在南北极工作的
经历。
该公 司同飞行员与供应商建立了长
期稳 固的合作关系，开展多种方式的合
作：从跨国公司到个人，以确保提供最佳
的装备、考察路线、科研设施与膳宿条件。
极地现场服务公司全年提供服务，虽然所
服务的多数客户仅在短暂而紧张的春夏
季节开展野外考察，但是，在其他时间该
公司引导并协助科学家制定繁杂的极地
科考计划。
除提供后勤保护计划上，该公司还监
管以下的科研站点及其设施：
格陵兰顶峰站，位于格陵兰岛冰盖的
最高点，科研设施全年运行；
位于格陵兰康克鲁斯瓦格地区
（Kangerlussuaq）的物流中心，为研究
人员往返野外作业提供交通。
阿拉斯加大学所属的 Toolik 野外站，
负责施工监理。
位于阿拉斯加 波弗特海岸的巴罗环
境监测站，负责规划、监管与提供施工支
持。
斯坦福研究院：作为一家独立的非盈
利性研究机构，主要为政府机构、商业组
织、基金会及其他组织开展委托的项目研
发，同时通过注册知识产权、创建新的企
业，将新技术推向市场。
斯坦福研究院已有 60 余年的历史，
其优 势在于员工具有全球领先的技术与

后来以著名极地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
顿爵士的名字被再次命名。
该船是特级抗冰型，具有广泛的后勤
作业和科考能力，甲板上有一艘"Tula"小
艇，当船舶不能靠泊时用来临时驳运设
备。
(http://www.antarctica.ac.uk/living_and_w
orking/research_ships/index.php, 曾 红 辉
译)

美国三家相关行业公司合并为 CH2M
HILL 极地服务公司
目前，CH2M HILL 公司、极地作业服
务公司（PFS）与斯坦福国际研究所（SRI）
合并为 CH2M HILL 极地服务公司(CPS)，
以便为获得美国 NSF 资助的研究人员提供
综合性后勤服务。不过，公司的员工、野
外作业区域和服务内容并未发生变化。
CH2M HILL：成立于 1946 年，目前拥
有员工 25,000 名，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
地，2007 年收入总额为 50 亿美元。
作为全球性的领先企业，CH2M HILL
提供工程、咨询、建筑及野外作业等全方
位服务。公司拥有足够的人力和技术资
源、国际化业务网络以及深厚的实践知识
和技术积累。CH2M HILL 公司基本宗旨是
超越客户的需求与行业标准。在综合考虑
政府法规、环境问题、设备要求和公众认
知的基础下，制定周密的解决方案。
CH2M HILL 服务于各个行业领域，并
拥有承担各类工程项目的经验。从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化工厂到日本的超洁
净室，从美国科罗拉多的核能清理场到新
西兰的污水处理厂。
CH2M HILL 是美国唯一一家能为众多
行业及政府机构提供各种技术、信息和服
务、并具有工程总承包（EPC）资质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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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并能与客户通力协作来面对重大挑
战。研究院在以下诸多领域的创新能力享
有盛誉：通信和网络、计算机技术、经济
发展及科技政策、教育、能源和环境、工
程系统、医药及保健科学、国土安全与国
防、材料与结构，以及机器人技术。

此前，韩国一直都是向别的国家租用
破冰船。不仅一天要花费 8 千万韩元，而
且还很难按时到达目的地。韩国两年后将
建成的第二个南极站已经选定在巴克角
（Cape Bucks）。该地冬季温度达到-70ºC，
没有破冰船将无法接近这里。即将投入使
用的“Araon”号破冰船，将增强韩国在
极地开展科研的能力，提高其科研效率和
质量，使韩国在南极研究领域中更上一个
台阶。

（ http://www.polar.ch2m.com/HomePageTempl
ate.aspx?P=AD7E9F19732E40BD8E95B68D3D1743
EE，朱晓玲 译）

（ http://imnews.imbc.com//replay/nwdesk/a

韩国用于南极考察的“Araon”号破
冰船首次公开亮相

rticle/2306276_2687.html 常晶 编译）

三星重工业参与俄罗斯造船业现代
化，欲进军极地造船业
今年 2 月 19 日，韩国三星重工业在
庆尚南道 巨济造船所与俄罗斯副总理兼
俄罗斯国营造船企业 USC 公司董事长谢钦
一行就共同推进造船业现代化一事签订
了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包括开发新
产业、推进共同投资项目、共同开发设计
技术、探索扩大生产能力等内容。三星重
工业将于下月成立特别委员会来讨论和
USC 的具体合作方案。这份谅解备忘录将
为三星重工业未来进军俄罗斯造船市场
时发挥桥头堡的作用。也就是说，通过和
俄罗斯造船所合作，深入开发北极地区
（造船业）市场，可以实现每年发货数十
艘船只，并接到相关海上设备的订单；同
时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具备生产高效
率、高技术含量游轮、极地船舶和极地破
冰船技术的三星重工业将更加深入开发
极地（造船业）市场。此外，该公司很可
能有机会参与俄罗斯境内的港湾、道路、
输油管道建设工程。

韩国正在建设的破冰船“Araon”号
于 3 月份首次公开亮相。该船共花费了
1030 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 5 亿元）
，总
吨位为 6950 吨，长 111 米，最大载员量
为 85 人。一次性油料和食物补给可航行
70 天（约两万海里）。其规模虽然不大，
但船上具备 60 多种非常先进的设备。该
船前甲板厚度达 40 毫米，结实、坚固的
设计足以承受与冰块碰撞的冲击；当船体
被冰层围困的时候，它还可以左右晃动船
体，顺利摆脱；该船前部设有破冰刃，船
体前部铁板的厚度比一般商船要厚两倍。
目前内部工程还在完善当中，但已完成 85
％。在经过 8 月份的正式试航期后，将于
年底向南极进发。

（ http://article.joins.com/article/articl
e.asp?total_id=3500268 常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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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电池，其他必需品会需求邻站协助；
5.食品保存在特别的地方，以免影响
环境；
6.小心处理废水和煤油。处理煤油时
将使用金属制平盘以免煤油滴漏到湖中。
所有活动都被监测以减少环境影响。
澳大利亚南极局根据《议定书》制定
了 Law-Racovita 站导则。
【预期影响分析】
在 Law-Racovita 站开展的国际活动
的预期影响微小，几乎不存在。
IEE 由罗马尼亚南极基金会制定，并
通报了罗马尼亚外交部。

环境保护
罗马尼亚南极 Law-Racovita 站初
步环境评估
罗马尼亚 1990 年签订了《关于环境
，2003 年批准《议
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定书》及所有附件。罗马尼亚南极活动都
按照《议定书》的要求评估了对南极环境
的影响，并且参考了《环境影响评估规则》
和 COMNAP 修订的操作指南。
罗马尼亚南极基金会通过 初步环境
评估（IEE）确定开展的活动对南极环境
产生的影响很微小。
【拟议活动的描述】
题目：国际南极考察（澳大利亚、印
度、爱沙尼亚、罗马尼亚）
位置：东南极，拉斯曼丘陵，
Law-Racovita 站，69°23′16″S，76°
22′ 47″E
时间：2009 年 1 月 10 日---2009 年 2
月8日
人数：4 人
活动：土壤生态、湖泊研究
IEE 负责组织：罗马尼亚南极基金会
【评论】
活动将在拉斯曼丘陵地区 Law-Racovita
站开展。
1.在日常活动中，不会干扰当地环
境，因为考察站坐落在整块岩石上；
2.在取样过程中，将尽可能沿用岩石
区的路线，避免踩踏土沙，避免干扰生物
群落；
3.如去进步站和中山站，将遵守管理
计划的车辆行驶要求；
4.携带一台本田发动机，为了支撑实
验设备，每天只使用几小时。发电机不会
产生显著的噪声和废气排放，使用太阳能

（第 32 届 ATCM 文件 IP72，姜梅 摘译）

印 度拉斯曼丘陵建站全面环境评估
进展情况
2006 年 12 月 29 日，印度向所有协
商国和 CEP 主席分发了其建站全面环境评
估草案（Draft CEE），收到了澳大利亚、
德国、英国、新西兰等国书面意见。印度
向第 30 届 ATCM（2007）提交了三份有关
建站环评的文件，CEP 认为环评草案符合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附件
一第三款的要求，建议 ATCM 认可。一些
国家建议印度将大家提出的意见融入到
最终环评报告中。
在 2007-2008 期间，印度国家南极
和海洋研究中心、德国 IMS 公司（考察站
设计概念中标的建筑咨询公司）与一些相
关单位之间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
合约文件，印德双方在 2008 年 12 月签订
了最后的合约。印度与建筑师、咨询师紧
密合作，为不同的活动制定了时间表。
2009 年 2 月，IMS 的一位建筑师到拉斯曼
丘陵现场，实地考察了适合建站的地点和
为卸货建防波堤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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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 月-2 月，印度在拉斯曼丘
陵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包括对空气、水、
陆地环境、生物多样性等背景值的数据收
集，研究了岩石和土壤的承重能力和其他
工程特性。为了支撑少数用于收集数据的
全年运转的设备，在建站地点安装了 6 千
瓦的风能发电机（已经提交初步环境评
估）。
期望在通过国际招标确认建筑公司
后，2009 年 7 月能完成考察站的最终设计。
新考察站将于 2010-2011 南极夏季开始建
设，2011-2012 南极夏季完成。
最终环评报告中将包含考察站设计
的全面研究、详细描述和技术特性，将考
虑各国提出有关累积影响和减缓措施的
可贵建议。最终环评报告至少会在建站活
动开始前 60 天分发给各国，届时也将在
印度国家南极和海洋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ncaor.gov.in）上公布。

方米和 500 立方米燃油，加起来可以容纳
考察站上所有的燃油。
为节约能源、保护南极环境，站上还
安装了热能再利用系统，发电机产生的废
热被循环利用，为其他建筑提供热量。该
系统每年可节约电耗 100000 千瓦。
污水处理系统也得到改造。近年来，
到访世宗王站的科学家越来越多，污水量
也不断增加，原有污水处理系统已到最大
负荷。为了更有效、更环保地处理污水，
用高效系统（处污能力：20 立方米/天；
处理标准：BOD 9.4 毫克/升, SS 9.4 毫
克/升）替换了原有系统（处污能力：12
立方米/天；IMO 标准：BOD 50 毫克/升
L,SS50 毫克/升）。
（第 32 届 ATCM 文件 IP26, 姜梅 译）

（第 32 届 ATCM 文件 IP29, 姜梅 编译）

韩 国提升南极世宗王站环境管理能
力
1988 年韩国在南极乔治王岛建立了
世宗王站。尽管考察站每年都进行很好的
维护，韩国政府还是决定执行一项特别的
改造项目，为考察站安装节能设备以达到
修订后的环境标准。
首先，根据韩国 2004 年生效的南极
活动和环境保护法令，按照《关于环境保
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附件一的要求，编
写了项目初步环境影响评估（IEE）
，并于
2007 年 12 月对外公开。
根据 IEE 的结论，为预防溢油事故安
装了 2 个防油堤。考察站共有 6 个油罐，
分别分布在站附近的 2 个区域内，每个油
罐 150 立方米(共 900 立方米)。 防油堤
的设计可防止溢油污染，分别可装 700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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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3.
确保该地区自然资源管理和经
济发展在环境上的可持续性；
4.
在八个环北极国家之间加强合
作机制（即美国、加拿大、丹麦、芬兰、
冰岛、挪威、俄罗斯联邦、瑞典）；
5.
决策将影响北极原住民时，让
其利益诉求团体参与进来；以及
6. 针对地区性、区域性和全球性的
环境问题，加强科学监测与研究。
B. 北极的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利
益
1. 美国在北极地区拥有广泛且根
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准备独自——或与
其他国家一起——保护这些利益。这些利
益包括如下各项：导弹防御和预警、海上
战略补给、战略威慑、海事活动和海事安
全作业的海上及空中系统的部署、确保通
过航海和领空的自由。
2. .在防止恐怖袭击以及压制那些
可能在北极地区暴露和恶化美国反恐弱
点的犯罪或敌对行动等方面，美国也拥有
根本的国土安全利益。
3. 北极地区主要是一片海事领域；
因此，现有有关海事区域的政策和授权继
[1]
续适用，包括有关的执法行动 。人类在
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增多，且由此反映
出，未来几年内还将进一步增多。这就要
求美国彰显更积极、更有影响力的国家存
在，以维护美国在北极的利益，并规划在
整个地区的海上力量。
4. 美国依据美国在北极地区的主
权、主权权利及司法权的合法主张行使职
权，包括在领海的主权、在美国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及司法权、以及在
毗邻美国的区域内进行适当控制。
5. 公海自由航行权乃国家应予最
优先考虑之事。西北航道是一个用于国际
航行的海峡，北方航线则包括用于国际航

北极事务
美国国家安全总统令和国土安全总
统令：有关北极地区的政策
2009 年 1 月 9 日美国发布第 66 号国
家安全总统令/第 25 号国土安全总统，其
主题为有关北极地区的政策。
I. 目的
A. 本总统令制定了美国有关北极地
区的政策，并予以指导相关的执法行动。
本总统令将取代第 26 号总统令暨国家安
全委员会（NSC）令（PDD-26; 1994 年发
布）中有关北极政策的部分，但不涉及南
极政策部分；26 号总统令今后将只对南极
政策有效。
B. 执行本总统令不得违反美国（联
邦）宪法及法律、美国作为缔约一方参加
的条约和其它国际协定中美国需要承担
的义务，以及美国承认的国际惯例，包括
海洋法方面的国际惯例。
II. 背景
A. 美国是一个北极国家，在该地区
拥有诸多切身利益。本总统令重视北极各
方面的动态发展，包括但不局限于：
1.
在国土安全和防卫的问题上，
处于变化之中的国家政策；
2.
气候变化和北极地区日益增多
的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
3.
北极理事会的成立及其正在开
展的工作；以及
4.
一种日益加深的认识，即北极
地区既脆弱却又资源丰富。
III.
政策
A. 美国的政策致力于：
1.
在有关北极地区的问题上符合
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的要求；
2.
保护北极环境，养护其生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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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海峡，过境通行制度适用于经过那些
海峡的航道。在北极地区保留有关航海及
通过领空的权利和义务可以维持我们在
全世界——包括通过战略海峡——行使
这些权利的能力。
6. 贯彻执行：因其在北极事关国家
安全和国土安全利益，为贯彻执行这一政
策，通过协调其它相关执行部门和机构的
负责人，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的
部长们应当：
a.
就其必要，发展壮大我之能力
和力量，保护美国在北极地区的空、陆、
海边界；
b. 增 强 北 极 作 为 海 事 领 域 的 认
识，保护海上贸易、重要设施和关键资源；
c.
维持美国军事及民用船只和
飞行器通过北极地区的全球机动性；
d.
显示出一个美国在北极具有
主权性质的海上存在，维护美国的根本利
益；以及
e.
鼓励以和平方式解决北极地
区的争端。
C. 国际管辖
1. 美国参加不同种类的论坛、国际
组织和双边接触，宣扬美国在北极的利
益。它们包括北极理事会、国际海事组织
（IMO）、野生生物资源保护与管理协定，
以及诸多其它组织。鉴于北极已然发生变
化，且人类在该地区的活动日益增多，美
国和其他国政府应酌情考虑设立新的国
际机制，或提升现有的机制。
2. 在美国看来，北极理事会通过发
挥其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有
限职能而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在许多美国
机构的帮助下，其下属组织已经开发并实
施了大量项目，涉及的议题范围颇广。北
极理事会还为与原住民团体的交流互动
提供了有益的渠道。美国认为，北极理事
会应当保持其高层论坛的性质，致力于其

当前分内的议题，它不应转变为正式的国
际组织，尤其是一个需要分摊会费的国际
组织。不过，对于改善北极理事会的组织
结构，美国持开放态度，这包括其下属组
织的合并，或改变它们的运作方式，只要
这些改善在程度上确能明显地改进北极
理事会的工作，而且也没有超越北极理事
会的一般性权限。
3. 北极地区与南极地区的地缘政
治状况显著不同，因此，仿效南极条约制
定一部包容万象的“北极条约”并不合适，
也没有必要。
4. 参议院应就美国尽快加入《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事宜开放绿灯，以保护和
拓展美国的利益，包括北极在内。加入该
公约将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包括
我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海上机动性。
这将确保美国在纵深海事领域内的主权
权利，包括占有这些海域所蕴含的珍贵自
然资源。加入该公约将促进美国在海洋环
境卫生方面的利益，而且将为美国谋得一
席之地，参与讨论和阐释那些对我们的利
益至关重要的权利。
5. 贯彻执行：因其涉及国际管辖，
为贯彻执行这一政策，通过协调其它相关
执行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国务卿应当：
a. 继续在北极问题上与其他国家
展开合作，可以通过联合国及其专门机
构，以及一些国际条约，例如，《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野生动植物濒危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
《长距离越界空气污染
公约》及其议定书，《耗尽臭氧层物质的
蒙特利尔议定书》等。
b. 酌情考虑北极地区新的国际机
制，或提升现有机制，以应对该地区因可
以预见的人类活动的增多可能带来的问
题，这些活动包括船运、当地的发展和生
存、捕捞海洋生物资源、能源和其它资源
的开发，以及旅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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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研究活动对于推进美国在
北极地区的利益来说至关重要。美国如要
在北极地区成功实施科研活动，就要求可
以遍及整个北冰洋，并往来于陆上站点，
也要求建立切实可行的国际机制，以分享
研究平台，适时交换样本、数据和分析材
料等。尤其重要的是，要完善与俄罗斯联
邦的协作，推动在其领土上开展科研活
动。
2. 美国赞同与其他国家共享北极
研究平台，支持协作研究，在总体上提升
对北极地区的基本了解，特别是北极的潜
在变化。协作对象包括北欧理事会和欧洲
极地研究协会，以及单个的国家。
3. 基于一个区域而对其未来环境
和气候变化做出精确预计，并将差不多是
实时的信息传输给终端用户，要求从整个
北极地区获取、分析及分发精确的数据，
这同时包括古气候数据和观测数据。为了
收集北极地区的环境数据，美国已在基础
设施方面投入了大笔资金，包括通过美国
各机构、学术合作者和北极居民之间的伙
伴关系建立的一个北极环极观测网络的
一部分。美国推动所有北极国家积极参与
这些活动，以增加相关的科学知识，从而
为评估未来影响和拟订应对策略提供依
据。
4. 美国可以用来支撑在北冰洋—
—包括在可预见的未来被认为是海冰覆
盖的部分，以及季节性无冰的区域——从
事前沿研究的平台都应该通过一个北极
环极观测网络的建立来与其它国家的同
类平台一道工作。所有北极国家都是地球
观测团体伙伴关系的成员，该团体为在北
极地区组织一种环境观测方面的国际方
法提供了一个框架。此外，美国承认，在
推进和实施北极研究方面，学术和科研机
构是重要的伙伴。
5. 贯彻执行：因其涉及促进国际科

c. 审议北极理事会的政策和建议
——它们都形成于北极理事会科学评议
的范围内，确保这些政策和建议并接受环
北极国家政府的审议；以及
d. 继续就加入 1982 年《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事宜寻求美国参议院的意见和
同意。
D. 大陆架延伸及边界问题
1. 明确划定美国能够就所蕴含的
自然资源行使其主权权利的北极海床和
底土对于我们在能源安全、资源管理和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国家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甲烷水
合物、矿物以及海洋生物物种等。我们大
陆架延伸部分获得国际认可和合法保障
的最有效途径是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为成员国所提供的确认程序。
2. 美国和加拿大在波弗特海的分
界线尚未确定。美国主张，在等距离的基
础上确定其在本地区的边界。美国承认，
边界地区可能蕴含石油、天然气和其它资
源。
3. 美俄遵守 1990 年缔结的一个海
洋边界条约的有关条款，该条约尚未生
效。一旦俄罗斯联邦批准该条约，美国即
准备使之生效。
4. 贯彻执行：因其涉及大陆架延伸
及边界问题，为贯彻执行这一政策，通过
协调其它相关执行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
国务卿应当：
a. 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在北极和其
它地区，在国际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极尽所
能，划定附属美国的大陆架的外部边界；
b. 在大陆架延伸部分划界的过程
中，应考虑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以
及
c. 继续敦促俄罗斯联邦批准 1990
年的美俄海洋边界协议。
E. 促进国际科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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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合作，为贯彻执行这一政策，通过协调
其它相关执行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国务
院、内政部和商务部的部长们与国家科学
基金会主任应当：
a. 继续在整个北极地区的科研活
动中发挥领导作用；
b. 通过双边和多边措施以及其它
途径，积极促使通过科学家展开全面而适
当的北极研究；
c. 与其它相关国家广泛合作，领导
建立一个有效的北极环极观测网络；
d. 推动北极科学部长或科研理事
会负责人的定期会议，分享有关科研机会
的信息，提升国际北极研究项目的协作；
e. 与机构间北极研究政策委员会
(IARPC)合作，推动战略上与本总统令阐
明的美国政策相联系的的研究工作，并吸
收北极研究委员会的成果；以及
f. 加强与学术和科研机构的合作，
在这些机构与其它国家的同类机构之间
建立关系的基础上开展此项工作。
F. 北极地区的海上交通运输
1. 美国在北极地区的海上交通运
输优先考虑：
a. 提供安全、有序和可靠的导航；
b. 保护海上贸易；以及
c. 保护环境。
2. 北极地区安全、有序和环保的海
上贸易取决于以下各项：支撑航运活动的
基础设施、搜救能力、短程和远程的导航
援助、高危区域船只通行的管理、冰山预
警和其它海冰信息、可实施的航运标准，
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的措施。此外，在北极
地区展开有效的搜救行动将要求来自当
地政府、州及联邦政府、原住民部落、商
业组织、志愿者、科研工作者和多国机构
的合作。
3. 通过参与国际海事组织(IMO)的
工作，美国推动现有各项措施的强化，必

要时将研究制订新措施，以提高北极地区
海上交通运输的安全性和有序性，并保护
该地区的海洋环境。这些措施包括：船只
的路线安排和报告系统——如北极拥堵
点的交通分流和船只交通运输管理的方
案、更新和完善《北极冰封水域航行操作
指南》、商业船只的水下噪声标准、对船
运保险事项做一次评估、石油和其它有害
物质污染应急协议，以及环境标准。
4. 贯彻执行：因其涉及北极地区海
上交通运输，为贯彻执行这一政策，通过
协调其它相关执行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
国务院、国防部、交通部、商务部和国土
安全部的部长们应当：
a. 与其他国家合作，研究制订附加
措施，以应对因进出和通过北极地区的航
运数量的增长而导致的各种问题；
b. 与本地区人类活动的规模相当，
划定一个基于风险的能力范围，以应对恶
劣的北极环境。这样的努力应该促进污染
防治和应急标准方面的工作，确定设置基
地和后勤保障方面的要求——包括必要
的空运和破冰能力，改善搜救的计划和合
作协议等；
c. 依照公认的国际标准，研究制订
北极水域的管理体制，包括船只的运输监
管和航线、安全导航标准、精确和标准化
的海图、精确且适时的环境和导航信息；
以及
d. 评估使用北极通道进行海上战
略补给、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助的可行
性。
G. 包括能源在内的经济事项
1. 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带
来了特别的挑战。当美国谋求促进经济和
能源的安全时，利益诉求者的参与将介入
关键性的决策。气候变化及其它因素正在
深远地影响着北极居民的生活，尤其是原
住民群体。考虑到他们特有的脆弱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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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肯定北极居民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2. 由于该地区被认为蕴含有世界
未发现能源的相当部分，北极地区的能源
开发在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方
面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美国寻求确保
整个北极地区的能源开发以一种不伤害
环境的方式展开，并考虑原住民群体和当
地社团的利益，以及坚持公开透明的市场
原则。通过确保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管
理大陆架资源和继续与其他环北极国家
紧密合作，美国寻求能源和其它自然资源
的使用及开发与保护北极环境之间的平
衡。
3. 美国认可现有论坛的价值和有
效性，例如北极理事会、国际监理者论坛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ors Forum）
和国际标准化组织（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4. 贯彻执行：因其涉及包括能源在
内的经济事项，为贯彻执行这一政策，通
过协调其它相关执行部门和机构的负责
人，国务院、内政部、商务部和能源部的
部长们应当：
a. 寻求加大努力——包括那些来
自北极理事会的工作——来研究正在变
化的气候条件，着眼于存留和增加北极地
区的经济机会。这些努力应该包括下列各
项内容的详细目录和评估：村落、原住民
社区、生存机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
油气开发项目、替代性能源的开发机会、
森林、文化和其它场所、海洋生物资源，
以及北极社会经济构成的其它元素；
b. 与其他环北极国家合作，确保北
极地区碳氢化合物和其它开发活动遵守
公认的最优方法、国际认可的标准和 2006
年八国集团全球能源安全原则；
c. 与其他环北极国家磋商，讨论与
勘探、生产、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等有关
的事项，包括在有潜在共享资源的区域进

行的钻探活动、设施共享、环境数据共享、
影响评估、兼容性监测项目和矿藏管理
等；
d. 对可能跨边界分布的碳氢化合
物矿藏，应保护美国的利益，减轻开发带
来的环境和经济方面的不利后果；
e. 就甲烷水合物的问题、北坡水文
学和其它事项确定国际合作的机会；
f. 探求有无增设论坛的需要，以便
就碳氢化合物的租赁、勘探、开发、生产
和运输，以及包括基建项目在内的互助活
动等事项介入决策；以及
g. 继续强调与在该地区开展活动
的国家建立合作机制，以应对共同关心的
问题，并认识到，北极地区目前已探明的
绝大多数油气资源都位于美国管辖之外
的区域。
H. 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保存
1. 北极环境是独特的，正在发生变
化。日渐增多的人类活动将给北极环境带
来额外的压力，并给北极社区和生态系统
带来潜在的严重后果。
2. 虽然针对北极的研究日渐增多，
但我们对北极依然知之甚少。海冰和冰川
正在消退。永久冻土也在融化，海岸线受
到侵蚀。来自北极内部和北极之外的污染
物正在污染这一地区。很多领域的基本数
据匮乏。高度的不确定性依然与气候变化
的影响和北极日渐增多的人类活动有关。
考虑到决策需建立在可靠的科学和社会
经济信息基础之上，应优先着手于北极环
境的研究、监测和脆弱性评估。例如，了
解全球气候波动及变化给北极生态系统
造成的可能后果对于引导长期有效地管
理北极自然资源和应对自然资源使用模
式的变更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来说是
必要的。
3. 考虑到现有数据的限制，美国保
护北极环境及其自然资源的努力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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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加大力度，获取有关污染物对人
体健康和环境的有害影响的科学信息，并
与其他国家合作，减少主要污染物侵入北
极。
IV. 财力和资产
A. 贯彻执行上述一系列的政策需
要相应的财力和资产。上述条款的执行须
与适用的法律和机构的授权——或这些
机构的负责人已经取得了法律的授权—
—相一致，并且专款专用。对北极地区负
有责任的执行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应力
求确定未来所需的预算、管理、人员或立
法方面的建议，以执行本总统令的各项条
款。
乔治•W•布什
[1] 这 些 政 策 和 授 权 包 括 航 行 自 由
(PDD/NSC-32)、美国关于保护海洋环境的
政 策 (PDD/NSC-36) 、 海 上 安 全 政 策
(NSPD-41/HSPD-13), 以及国家海上安全
战略（NSMS）
。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8215/national

基于风险评估并在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
基础之上展开。
4. 美国支持在北极地区应用国际
渔业管理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在 1995
年制定的、为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条款而签订的协
议中进行了概述，它们与养护及管理跨界
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以及相似
的手段有关。美国赞同保护北极脆弱的海
洋生态系统，反对破坏性的渔业捕捞，并
寻求建立一种适当的强制力量，以保护北
极的海洋生物资源。
5. 随着北极地区的温度上升，目前
禁锢在冰雪和土壤中的污染物将被释放
至空气、水体和陆地。这一趋势连同北极
及其周边地区日益增多的人类活动将导
致更多的污染物侵入北极，包括顽固性污
染物（如顽固性有机污染物和水银）和漂
浮污染物（如煤烟）。
6. 贯彻执行：因其涉及环境保护和
自然资源的保存，为贯彻执行这一政策，
通过协调其它相关执行部门和机构的负
责人，国务院、内政部、商务部、国土安
全部的部长们和环保总署的署长应当：
a. 与其他国家合作，有效应对日益
增多的污染物和其它环境挑战；
b. 不断探寻各种方法以保存，保护
和可持续地管理北极物种，建立适当的强
制力量以保护海洋生物资源，并考虑到北
极某些物种正在变化的范围或分布区域。
对于活动范围同时在美国管辖范围之内
和之外的物种，美国应继续寻求与其他国
政府合作，以便有效地予以保护和管理；
c. 寻求制订各种办法以应对北极
正在变动且日益扩展的商业捕捞，包括考
虑通过国际协议或国际组织来管理北极
未来的渔业发展；
d. 在北极推行基于海洋生态系统
的管理活动；以及

_security_homeland_security_presidential_dire
ctive_on_arctic_region_policy.html，朱晓玲、龙
威 译）

日本寻求在北极理事会中发挥作用
据了解，日本政府已申请以观察员的
身份加入北极理事会，企图赶上全球性、
多方式开发北极热潮。
近来，在全球变暖导致北冰洋海冰融
化加速，北极西北航道开通可能性大大增
加的情况下，北极理事会的国际影响大幅
提升。未来的自然资源之争，包括能源储
藏，将成为这一区域热点问题。
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有必要积极地参
与到北极开发这一国际竞争中。日本政府
已向北极理事会主席国——挪威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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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外长佩尔·斯蒂·默勒举行了双边会
谈探讨北冰洋未来事务，并坚信北极理事
会今后将发挥重要作用。
俄罗斯与丹麦同挪威、加拿大和美国
一道广泛参与北冰洋地区事务。国际法规
定：在北极圈内拥有领土的北极五国，允
许其将海岸线以北 320 千米（220 英里）
的区域划为经济区。但在经济区之外仍存
有诸多争议，因为曾经堵塞北冰洋通行的
海冰正年复一年地持续退缩。科学家预
测，在几十年之内，夏季时便能在这一地
区进行油气勘探。
此次会晤后，俄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包括气候变化及海
冰消退在内的所有北极问题，都可通过诸
如北极理事会这类国际组织进行探讨，并
成功加以解决。”
丹麦外长对此做出评论，并声明丹麦
政府坚信合作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他
说：“若各国主张存在争议，则国际法应
当发挥作用。
”

加入申请，并正考虑派遣外交部官员参加
4 月 29 日在挪威特罗姆瑟举行的理事会部
长级会议。
北极理事会成立于 1996 年，是制定
北极开发国际规则的重要机构。理事会由
北极沿岸八个国家组成，包括美国、俄罗
斯、加拿大、挪威等，致力于探讨北极开
发和环境保护合作措施以及其它问题。
许多国家对全球变暖导致北极圈通
航显示了极大的兴趣。西北航道通过北冰
洋、经白令海峡和加拿大北部将太平洋和
大西洋连接起来，正成为众多海洋国家议
程上的重要内容。如果北冰洋海冰未来继
续减少，西北航道有望被有效利用。
目前，只能通过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
航线来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与现有航线
相比，新的航线将节省百分之四十的天
数，很有可能成为贯穿亚洲和欧洲的新商
业大动脉。
越来越多的北极沿岸国家已着手准
备开发这一区域海床的自然资源，目前开
发这些资源已变得相对容易。
例如，2007 年 8 月，俄罗斯将国旗插
在了北极点海底，展示了其开发北极海床
资源的态度。
在亚洲国家中，中国和韩国已先于日
本申请了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身份。
“如果日本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
将有利于收集各国开发北极方面的信
息，”一名日本外交部海洋司的官员说：
“我们的目标是在两年内以观察员身份
加入北极理事会。”

（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09/
3/ministers_believe_in_the_arctic_council
，朱晓玲、凌晓良 译）

加拿大拟设立北极研究基础设施基
金来提升研究能力
2009 年 1 月 27 日，加拿大宣布为国
际联合咨询网（INAC）提供 2009 年度预
算资金，用于北极重要研究设施的维修或
升级。这些资金将基于竞争原则分派给计
划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之前完成的研究项
目，这不仅能在为支持政府重点项目而进
行的北极研究能力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而
且还能较快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声明
与加拿大联邦科学技术策略相一致，即达
到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平，协调研究力量来

（ http://www.yomiuri.co.jp/dy/national/20
090420TDY03104.htm，崔祥斌 译）

俄、丹外长声称信任北极理事会
2009 年 3 月，俄罗斯外长拉夫莫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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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代表了加拿大
政府的北方战略重点，通过创建世界一流
的、高水准的北极研究站，并使之成为加
拿大在广褒多变的北极区域进行科研活
动的枢纽。这一投资计划确保这些拥有健
全的基础设施网的研究站建成后即可投
入使用。
本基金的申请者必须符合以下三个
条件：
（1）加拿大机构和组织；
（2）政府
的、学术性的或非盈利性组织；
（3）加拿
大北部已有的北极科技配套设施。
两个财政年度内基金总额可达 8500
万美元。在这两年内，每个项目建议可获
得的单项资助金额最低为 50 万美元，最
高不可超过 2000 万美元。预计有一到两
个项目可得到 2000 万资助。2009/10 和
2010/11 两个财政年度可供使用的资金分
别为 3500 万和 5000 万美元。在第一轮资
助项目评选结束后，将视基金余额，继续
开展后几轮的项目资助。
设立北极研究基础设施基金的目标
在于改善承担北极科技任务的现有基础
设施，并确保这些站点能安全、节能运行，
以及能继续满足研究人员需求。有可能的
情况下，应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翻修和更
新，使其更环保和节能。在设施更换过程
中，通过雇用北方人，或在合同执行过程
中选择北方供应商或北方公司合作，为北
方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北方居
民更积极地参与北极的科学技术研究。

们对北极的看法。北极已经成为各国间进
行积极的政治经济合作及竞争、以及进行
科学研究的中心。这不仅包括加拿大和其
他七个北极国家，而且包括其他对北极有
兴趣的欧亚强国。为此，政府希望了解加
拿大公民对环北极地区加拿大外交政策
的看法。
为便于公民能事先了解相关的国际
政策，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在网站上
提供大量的在线讨论资源。希望通过在线
讨论，吸引加拿大国民提出他们对北极的
看法。本次在线讨论为期 3 个月（2009 年
1 月 26 日——3 月 27 日）
。所讨论的问题
包括：
（1）加拿大北方外交政策：北极正
在发生的重大的环境、经济、社会和政治
变化对加拿大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在
整个北极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加拿大需要
采用何种战略方能确保加拿大的价值和
利益？
（2）加拿大在环北极地区的地位：
在哪些机遇和挑战面前需担当环北极地
区的领导角色？如何确保环北极地区及
其社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3）北极理事会：加拿大将于 2013
年担任北极理事会主席国，作为主席国，
加拿大应着眼于哪些重点问题和领域，方
可确保在理事会上进行综合性的政策对
话？我们如何加强现有的、诸如北极理事
会之类的机构，以应对北极变化带来的挑
战？
（4）未来趋势：概述性提出 2018 年
的北极愿景以及如何实现这些愿景。

（ http://www.ainc-inac.gc.ca/nth/st/arf-e
ng.asp，朱晓玲 译）

（ http://www.international.gc.ca/cip-pic/

加拿大政府鼓励国民提出有关北极
的观点和建议

discussions/arctic-arctique/index.aspx?me
nu_id=121&menu=R，朱晓玲 译）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不断变化的气候、
以及由此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改变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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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理事会原住民秘书处任命新的
代理执行秘书

目标任务：
（1）借助生态系统为导向的管
理方法，保护、修复、并管理沿海资源及
海洋资源；
（2）了解气候变化情况，以增
强人类社会的计划性及应对能力；
（3）满
足社会对天气及水文信息的需求；
（4）提
供安全、高效而又环保的交通信息，以支
持国家商业活动。

2009 年 2 月 25 日，北极理事会原住
民秘书处宣布新任命格陵兰人艾瑞克·甘
特为代理执行秘书，该秘书处设在丹麦哥
本哈根。艾瑞克获得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文
化研究博士学位，是土生土长的格陵兰
人，目前居住在哥本哈根。
他的主要职责是制定信息策略，编写
有关传统知识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材料，
以及编制预算、募款与推动原住民参与政
府间活动。

（ http://www.cifar.uaf.edu/aboutus/aboutu
s.php， 朱晓玲 译）

气候变暖是威胁北极熊生存的主因
3 月 19 日，分布有北极熊的挪威、加
拿大、丹麦、美国和俄罗斯等五个国家发
表一份联合声明,称气候变暖是威胁北极
熊生存的最主要原因。
2009 年 3 月 17-19 日，上述五国代表
在挪威北部城市特罗姆瑟召开会议，讨论
北极熊的生存问题。这是自 1981 年以来
五国为保护北极熊首度召开会议。专家在
会上表示：“气候变化对北极熊和它们的
栖息地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长期
威胁北极熊的生存。北极熊保护协议中并
未包含减轻对北极熊生存威胁的行动（措
施）。全球变暖影响着地球上每个国家，
单凭五个协议缔约方的力量，不能够应对
北极熊的生存危机。希望世界上其他会
议、国家以及国际组织，采取切实有效的
行动，遏制气候变暖势头。”
本次会议得出以下的清晰结论：当
前，威胁北极熊生存的最大因素不是狩
猎，而是气候变化。北极熊的繁殖、捕食
等所有活动都要在冰面上进行。温度上升
使得北极熊的栖息地——雪冰融化，从而
影响到它们的栖息和捕食。
目前在整个北冰洋地区生活着大约 2
万到 2.5 万头北极熊，遍布俄罗斯、加拿
大、美国、格陵兰岛和挪威斯瓦尔巴群岛。

（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09/
3/new_acting_executive_secretary ， 朱 晓 玲
译）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成立阿拉斯加
合作研究所
阿拉斯加合作研究所(CIFAR) 成立
于 2008 年，负责开展阿拉斯加及其临近
北极区域的生态及环境研究，研究区域包
括阿拉斯加海湾、白令海、楚科奇海/波
弗特海及北冰洋。
CIFAR 主要开展的研究领域如下：
（1）
生态系统功能——系统了解阿拉斯加生
态系统，以预测其对自然及人类活动变化
的反应；
（2）沿海风险——增强对影响阿
拉斯加人口、生态系统和海岸的沿海风
险、风暴及海啸的了解，以提高天气预报
及预警的精确性；（3）气候变化与波动
——推动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气候研究及
北极气候研究，以提高对影响沿海地区及
生态系统气候变化的预测能力。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在美国 17 个州
设有 21 家合作研究所，CIFAR 其中的一家。
CIFAR 的科研活动能协助 NOAA 实现其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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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预测，如果全球气候继续变暖，那么
在未来 40 年里，北极熊数量将只剩下三
分之一。

北极夏季无冰现象可能比预期还要
早

（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09/

结合最近的夏季海冰观测数据，利用
计算机模式得出的模拟结果显示：北极夏
季海冰将在不到 30 年时间内全部消失，
而不是之前预测的本世纪末。
“由于温室气体增加导致大气和海
水不断升温，以及（其他）自然变化的共
同作用使得北极变化比预想的要快。”美
国 NOAA 太平洋环境实验室的海洋学家
James Overland 说。他也是本项研究的合
作者之一，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4 月 3
日出版的“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上。
Overland 先生和他的同事——华盛
顿大学的 Muyin Wang 对 6 个计算机模式
的输出进行了分析，其中三个模式考虑到
复杂的海冰物理机制。对这些模式的分析
中还结合了 2007 和 2008 年观测到夏季海
冰损失数据。
北极夏季海冰的覆盖面积预计会从
现在的 460 万平方千米缩减到 100 万平方
千米——大约为美国本土面积的五分之
四。残留的大部分海冰将集中在加拿大北
部和格陵兰，位于太平洋北极区域的阿拉
斯加和俄罗斯间的海冰将会减少。
“北极常被称为是地球的‘冰箱’，
因为海冰可以将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从
而使地球变冷，”Wang 先生说：“随着海
冰减少，太阳热量将被开阔的水域吸收，
进而使海水和大气的温度进一步升高。”

3/climate_change_threatens_polar_bears，吴
荣荣 译）

美国海军核潜艇参与北冰洋军事演
习
据美国空军消息，美国海军 “洛杉
矶”级攻击型核潜艇“安纳波利斯
（Annapolis）”号与“海伦娜（Helena）
”
号参与 “冰区训练-2009”（ICEX 2009）
的军事演习，并在北阿拉斯加沿岸执行海
上任务演习。此次演习的目的是维持美国
在北极的强大行动能力，训练潜艇在诸如
北极地区如此极端环境下的行动能力。本
次演习行动于 4 月初结束。
潜艇上的船员将与设在北冰洋普拉
德霍湾（Prudhoe Bay）临时基地的科学
家和技术人员协同工作，科学家进行了环
境数据的收集。据悉，当地的气温上升较
快，目前已到-23.3ºC。
核潜艇在北冰洋水域作业，需要各
种技术和技能来应对这种极端环境。譬
如，寒冷的水温和汹涌的洋流会影响到潜
艇的浮力和声纳定位，此外，必须避开冰
山。
1958 年 ， 美 国 海 军 “ 鹦 鹉 螺
（Nautilus）
” 号核潜艇成为首艘从海冰
下潜行至北极点的核潜艇。从此以后，美
国海军核潜艇便一直在北极冰面下服役。
核潜艇在北极行动对美国防务是至
关重要的。海军核潜艇部队必须在北极水
域开展开高水准的作业训练，才能确保有
能力可随时抵达世界任何战略区域。

（http://www.noaanews.noaa.gov/stories200
9/20090402_seaice.html，崔祥斌 译）

（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newsart
icle.aspx?id=53647，凌晓良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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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在格陵兰冰盖开展新的航空调
查
由于格陵兰冰盖正在融化，NASA 的研
究人员将对这块长 1000 英里、宽 400 英
里、厚达 2 英里的冰盖做进一步调查，希
望更多地了解这些自然变化。
由 NASA 奥尔普斯飞行中心的 William
Krabill 领导的研究团队将在一个月的时
间里对格陵兰冰盖和冰川的厚度进行航
空调查，参加此次航空调查任务的是 NASA
的 P－3B 飞机。研究人员将在 3 月 30 日
从美国维吉尼亚州出发前往格陵兰的图
勒（Thule）空军基地。如果天气允许，
飞机将搭载激光和雷达设备在格陵兰冰
盖上空每天飞行将近 8 小时，整个调查活
动将于 5 月 7 日结束。
从 1991 年开始，Krabill 几乎每年都
对格陵兰的冰厚进行机载调查来不断更
新已有的观测数据。随着全球对北极关注
的增加以及 NASA 冰盖观测卫星的老化，
他们的调查越来越重要和紧迫。
调查数据将用于校准 ICESAT 卫星的
观测数据。由于 ICESAT 卫星已经超龄服
役了 3 年，因此科学家正计划在 ICESAT II
尚未发射的几年里，尽量填补其间的（观
测数据）空白。
“海冰和冰盖研究对于理解极区和
全球气候变化间的关系，认识大气和海洋
环流正在发生的改变非常重要。”NASA 总
部冰冻圈项目主任 Tom Wagner 说。
目前为止，Krabill 领导的航空调查
表明，格陵兰沿岸冰体在变薄，而内陆部
分区域冰盖却在变厚，不过，总体上冰体
呈负增长。
（ http://www.nasa.gov/topics/earth/f
eatures/greenland_flights.html ， 崔 祥
斌 译）

44

极端环境中生存以及南极演化的线索，这
些会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地球。”
参与这一项目的技术和工程主管，来
自的英国南极局的 David Blake 说：
“这
项计划是一个重大的科学挑战，要求钻透
3000 米的冰盖却不能污染冰下湖，这非常
困难。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将研制一个热
水钻，并且为繁重的远程运输做准备。我
们确实是在从事科学考察最前沿的工
作。”
冰下湖勘探是国际上为认识全球关
键问题（如极端环境下生命的存在和气候
变化）所开展的研究行动的组成部分。

资源勘探

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资助南极
冰下湖勘探工作
南极冰下湖是地球上最后的重要科
学前沿领域之一，最近，由英国科学家领
衔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获准对封存于南
极冰盖以下的古老湖泊进行勘探。该湖泊
上覆冰厚度达 3000 米，面积相当于英国
的温德米尔湖（译者注：英格兰最大的湖，
面积为 15 万平方千米）。它或许已与世隔
绝数十万年，并且湖中可能含有独特的生
命形式。这一国际研究小组希望通过对冰
下湖的考察获得有关地球生命、气候变化
和未来海平面上升的重要线索。
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NERC，也
是英国南极局的主管机构）为这个跨学科
研究小组提供资助，其研究人员分别来自
英国九所大学、英国南极局及南安普敦国
家海洋学中心。该研究团队已于 2008 年
初通过 IPY 项目成功绘制出该冰下湖的范
围和深度图。
为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未来五
年内，研究人员将准备所需的各项技术。
在 2012-2013 年度的南极冬季，研究小组
将深入西南极洲以获取湖水样本，并探寻
其中从未被发现的微型生命形式；另外，
研究小组还将从湖底提取沉积物，以期找
到过去数千来年气候变化的证据。
研究组的领导人，爱丁堡大学的
Martin Siegert 教授说：
“这将是极地科
考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的研究组将是首
个对冰下湖展开考察的研究团队。那里又
黑又冷，与世隔绝，很可能存在独特的生
命形式。我们希望发现更多生命如何能在

（ http://www.antarctica.ac.uk/press/press
_releases/press_release.php?id=784， 朱晓
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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