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极地考察信息汇编
2006 年 总第 5 期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对外联络处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信息中心

1

目

次

条约体系
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1）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简介（2）
第 29 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共通过 10 项议案（3）
《南极条约》要求各成员国彼此交换考察信息（4）
历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文件资料网上可获取（5）
29 届 SCAR 大会共收到 750 篇论文摘要（5）
第 18 届 COMNAP 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市成功召开（5）
英国南极局局长 Chris Rapley 教授当选新一届 SCAR 主席（6）
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成为 SCAR 正式成员国（6）

管理与科研
国际极地年（IPY）媒体、教育与科普数据库已建成（7）
SCAR 与 IASC 签署为期 5 年的合作协议（7）
新西兰主要南极科研计划简介（8）
为支持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IPY）欧空局发布数据共享公告（8）
欧空局与欧洲委员会的《极地观测项目》简介（9）
SCAR 声学与环境专家组总结有关项目进展（9）
南极降雪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减缓全球海平面的上升（9）
澳大利亚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研究项目（10）
澳大利亚南极冰芯数据帮助绘制南极降雪分布地图（10）
比利时与南北极（BE-POLES）－氰基细菌演示活动（11）
南极微生物专家 Annick Wilmotte 博士访问比利时科学政策办公室（Science
Poles ）（11）
比利时计划建新的南极考察站（11）
比利时参与国际极地年活动（12）
比利时成立国际极地年青年指导委员会（12）
印度召开“印度第 26 次南极考察科学考察工作区域”研讨会（13）
印度举行南极考察 25 周年纪念庆典（13）
印度在南极洪堡冰川附近成功钻取冰芯（13）
新西兰 Neil Gilbert 博士当选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席（14）
2

后勤保障
第 12 届南极后勤与作业大会主题是“高效、安全与协作”（14）
南极飞行信息手册（修订版）2006 年 2 月已出版(14)
澳大利亚新建的南极蓝冰飞机跑道即将完工（15）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共资助了 9 项国际极地年教育与科普活动（15）
挪威环境部部长 Helen Bjrny 视察挪威极地研究所（16）
南极毛德皇后地 Kohnen 站附近冰芯钻探已结束（16）
挪威资助教师与研究生赴斯瓦尔巴特群岛实地考察工作（17）
挪威出版一张新斯瓦尔巴特群岛 Eidsvollfjellet1:10 万地质图（17）
英国举办“南极溢油控制”培训（17）
主要南北极组织与条约（18）

媒体新闻
各国关注印度在南极拉斯曼丘陵新建基地（22）
南极可能面临石油勘探风险（22）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南极陨石收集计划”通告（23）
美国在南极发现罕见的月球陨石（23）
韩国科学家拟前往南极寻找陨石（23）
游客增多与气候变化使南极洲面临外来物种威胁（24）
南极条约成员国就采取更严格的南极旅游环保措施未达成一致（24）
芬兰为国际极地年研究计划拨款 76 万多欧元（25）
新西兰拟在南极罗斯冰架钻取 2 根海底岩芯（25）
南极空中航线将带来新的问题（26）
西风带风速加大威胁西南极半岛的拉森冰架（26）
挪威一家旅行公司拟设南极旅游航线（26）
美国空军 LC-130 大力神飞机为南极考察站提供物资补给（27）
印度军方派人参加第 26 次南极考察（27）
今年 8 月南极洲附近斯科舍海海域发生 6.9 级地震（27）
北极破冰船老化 加拿大拟造新船（28）
加拿大军方敦促政府发射小型卫星来巡视北极（28）
俄罗斯扩大北极科考活动（28）

3

年最大净增量的水平；

条约体系

（2）维持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中被捕获
的种群、从属种群和相关种群之间的生态



关系，使枯竭种群恢复到条款（1）中规定

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海洋生物资
源养护公约》

的水平；
（3）防止在近二、三十年内南极海洋
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或尽可能减

2006 年 9 月 19 日，外交部条法司副司

少这种危险的变化。

长苏伟向澳大利亚驻华使馆递交了中国加
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加入

上述这些原则不仅包含了资源保护的

书。该《公约》将于递交加入书 30 天后即

“生态系统（保护）措施”，而且还特别提
到尽可能减少不可逆转的变化风险所需的

2006 年 10 月 19 日对我国生效。

“预防措施”
。这些内容使本《公约》有别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是南

于其他海洋资源管理制度。

极条约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公约。公约于
1980 年 5 月 20 日签署，1982 年 4 月 7 日
生效，目前共 33 个缔约国。其宗旨是保护
和合理利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防止过度
捕捞对生态系统造成损害，加强对南极海
洋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及有关国际合作。
公约适用于南纬 60 度以南和该纬度与南极
幅合带之间区域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南
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依据其基本框
架负责制定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措施
和有关制度，在公约适用区域从事海洋生
物资源调查或捕捞活动的缔约方可申请成
为该委员会成员国。本《公约》的主要目
的是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其中“保护”
一词包含合理利用的意思。本公约中的南

本《公约》的适用范围在上图已标出；
其 北 界 接 近 于 南 极 辐 合 带 （ Antarctic
Convergence ）。 南 大 洋 （ The Southern

极海洋生物资源不包括鲸和海豹，因为它

Ocean）环绕在南极大陆四周，并明显以南

们已属《国际捕鲸管理公约》和《南极海

极辐合带（或极面）为界。南极辐合带是

豹保护公约》的保护对象。该公约旨在保

由南极冷水与北部较温的水体相遇而形成

护南大洋海洋生物，而并非限制合理的捕

的。南极集合带有效地充当生物屏障的作

捞活动。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它需

用，使南大洋成为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生态

要收集大量的信息和开发合适的科学技术

系统。

与分析技术。

依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本《公约》第二条款设立的保护原则要

第 9 条之规定，该公约于 1982 年生效，它

求：

作为南极条约体系的一部分。它的设立主

（1）开发的种群量不应低于接近确保

要是应对南大洋磷虾捕获量的增加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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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虾与其他海洋生物种群（尤其是主要以

科学建议；（2）常规会议；（3）秘书处—

磷虾为食的鸟类、海豹和鱼类）产生严重

—提供行政支持；（4）年度预算。
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在公约实施后二

影响这一问题的关切。
由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对经济增长的

十多年来的管理包括：

重要性，不遵守本公约中的保护措施或管

（1）集中管理捕获量文件；

理措施进行捕鱼活动的诱惑有所增加，导

（2）监督公约中保护措施和委员会的

致“非法的、未受管制的、未通报的（IUU） 其他决定的实施；
（3）秘书处提供由委员会批准给的年

捕鱼” 活动的出现。南大洋面积辽阔和环

度预算；

境恶劣使成员国难以执行 CCAMLR 措施

（4）依照《财务条例》来管理与控制

来制止 IUU 捕鱼活动。

以上预算和其它基金的使用；
（张洁 编译，源自http://www.ccamlr.org/）

（5）依照《人事管理规定》来委任秘
书处工作人员;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简
介

（6）秘书处对 CCAMLR 团体和大众
公开。

该委员会各个成员均参与南大洋捕鱼
为执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或者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依据
目标，本《公约》提出需建立的行政管理 本公约来管理和协调这些活动以履行成员
架构。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设立

国义务。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则采取“预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CAMLR） 防措施”，从而将不可持续性捕捞引起的风
来管理所管辖区内的海洋生物资源，是决 险降到最低。在采取此种措施时，必须考
策机构，而其科学委员会是协商机构，负

虑种群与自然间的生态联系（相对于人为

责收集信息并向委员会提出建议。同时设

引起的可变性）－即“生态系统措施”。

常设秘书处来支持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的

CCAMLR 最终通过的保护措施是基于科

工作。依据本公约的第 23 条款要求，在属

学性建议的基础上，需要强制性来执行。

于南极条约协商国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上，

科学委员会：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同时

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应与其他国际组织合

是科学委员会（SC-CAMLR）的成员国。

作。同时，要求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应酌

科学委员会应在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

情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以及其它专

工作以实现本公约的目标。

门机构合作；应酌情寻求与能促进它们工

在收集、研究和交流委员会为履行其

作的一些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发展合作

职能的所需信息方面，科学委员会应是一

工作关系。这些组织包括南极研究科学委

个协商和合作的讲坛。同样地，在制定措

员 会 （ SCAR ）、 海 洋 研 究 科 学 委 员 会

施以实施本公约中提出的保护目的与原则

（SCOR）和国际捕鲸委员会（IWC）。

时，委员会应充分考虑科学委员会的建议。

不过，该委员会需同这些条约的执行

科学委员会把通过咨询和应用高科技手段

机构开展密切合作。CCAMLR 是南极海洋

得出的资源捕获量和其它管理措施建议提

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缩写，主要包括以

供给委员会。当用于评估合理的资源捕获

下组织和活动：（1）科学委员会——提供

量或提出其他养护措施的可用数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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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考虑到某一生物资源动态性变化信

盟 （ ASOC ）、 国 际 南 极 旅 行 组 织 协 会

息不足所面临的潜在风险而采用“预防性

（IAATO）、国际水文组织(IHO)、国际海

措施”。

事 组 织 （ IMO ）、 政 府 间 海 洋 学 委 员 会

为了开展工作，科学委员会下设两个工

（IOC）、国际极地年规划办公室、国际保

作组来协助提出主要责任区的科学建议。

护 自 然 联 盟 (IUCN) 、 世 界 旅 游 组 织

两个工作组分别是生态系统监测和管理工

（WTO）、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

作组（WG-EMM）和渔业资源评估工作组

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组织以观察员身

（WG-FSA）。

份出席了本次会议。
英国代表团团长 Mike Richardson 博士

两个工作组每年召开会议，直接向科学

宣布大会开幕。会议主席 Michael Wood 提

委员会汇报他们的工作成果。
委员会秘书处：委员会总部设在澳大利

议为悼念自上届 ATCM 会议以来为南极事

亚塔斯马尼亚霍巴特市。

业牺牲的人以及南极条约体系内两位过世

根据委员会与澳大利亚政府的协议，由

的前领导人（挪威的 Tore Gjelsvik 先生和

澳大利亚政府（具体由塔斯马尼亚州政府） 英国 John Heap 博士）默哀一分钟。英国女
为委员会秘书处提供办公场所。秘书处由

王高度赞扬了苏格兰国家南极考察队的毅

执行秘书负责，负责委员会每年的年会、

力和勇气，强调弘扬早期南极探险精神的

主持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的日常业务工

重要性，称赞了南极条约体系在管理与保

作，包括：

护南极方面的工作，重申了英国与新西兰

• 协助成员国间的沟通；

有关南极的继承法案。女王期待 2007-2008

• 出版和分发出版物；

国际极地年能成为一次重大的科学探索行

• 收集和管理科学数据。

动和对以往的相关活动（尤其是国际地球
物理年）的纪念。
会议选举了一些新的负责人并成立了

（张洁 译，源自http://www.ccamlr.org/）

3 个工作小组。其中，印度（下届 ATCM



第 29 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ATCM） 主办国）代表团团长当选为副主席，南极
共通过 10 项议案
条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担任会议秘书，主办
国会议秘书处负责人 Paul Davies 担任秘书
2006 年 6 月 12 日至 23 日，第 29 届南

助理。本次会议设立的三个工作小组分别

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在英国爱丁堡举

是法规与事务工作组（挪威 Olav Orheim 教

行会议。此次会议以交流信息，协商和研

授为主席）、旅游和非政府活动工作组（法

究南极事务，并向各国政府提出相关建议

国 Trinquier 先生为主席）
、后勤支持工作组

措施以推动《南极条约》宗旨为目标。28

（智利 José Retamales 为主席）。

个协商国参加本次会议。而奥地利、加拿

各成员国、专家和观察员在会议上做

大、捷克、爱沙尼亚、希腊、罗马尼亚和

了很多报告，描述了南极的现状，并提出

瑞士以非协商国身份参加此次会议。南极

了宝贵的建议。另外，会议提出了南极条

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CAMLR）、南

约体系日常运作事项；讨论了智利提出的

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国家南极局

有关《马德里环境议定书》问题；文档格

局长理事会（COMNAP）、南极和南大洋联

式指南；审查建议和措施的情况；审查了
6

《马德里环境议定书》附件二等。会议分

豹（Fur Seals）。

析了当前南极环境现状，并做了 2006/2007

决 定 1 （ 2006 ） 正 式 批 准 秘 书 长

年度的南极财政预算。会议指出南极环境

2004/2005 年度、2005/2006 年度的财务报

保护仍是一个重要问题，对各国批准《马

告，2006/2007 年度计划方案和预算。
决定 2（2006）南极条约区（船只）压

德里环境议定书》责任附件的进展进行了

舱水调换。

专门介绍和讨论，对南极商业旅游带来的

决议 1（2006）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

环保问题进行了慎重讨论，并通过了 4 项

委员会（CCAMLR）与南极条约体系。

相关的措施。
6 月 19 日会议全天讨论了 2007-2008

决议 2（2006）旅游参观景点指南。
决议 3（2006）南极条约区（船只）压

国际极地年（IPY）问题，并宣布将 6 月

舱水调换。

19 日命名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极地年日，讨

决议 4（2006）南方巨海燕保护。

论并通过《爱丁堡国际极地年 2007-2008
宣言》。会议期间举行了开放性科学大会，

（程文芳 译，源自

分别介绍了 IPY 及其工作情况，北极理事
会对 IPY 的贡献，近两年挪威、瑞典、丹

http://www.ats.aq/29atcm/reportes.php）

麦轮换担任北极理事会主席的意义，这 3



个国家均希望聚焦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气候变化，IPY 计划的科学研究和教

《南极条约》要求各成员国彼此
交换考察信息

育活动。该宣言还呼吁各国对 IPY 活动给
根据《南极条约》第 7 条第 5 款，任

予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促使极地年活动

何缔约方（即《南极条约》缔约国）应将

取得丰硕成果。

下列情况通告其他缔约方：

会议还讨论了南极条约区内旅游和非
政府活动问题、依据《南极条约》和《环

（a）由其船只或国民组织的前往南极

境议定书》开展南极视察、科学问题（尤

和已在南极进行的一切考察队，以及在它

其是科学的合作和协作）
、后勤问题、教育

领土上组织或从它领土上出发的一切前往

问题、信息交换与南极生物勘探等问题。

南极的考察队。

本次会议共通过以下 10 项议案（其中，

（b）由其国民在南极所占驻的所有考
察站；

措施 4 项、决定 2 项与决议 4 项）。

（c）它依照本条约第 1 条第 2 款规定

措施 1（2006） 南极特别保护区：指

的条件，准备运往南极的任何军事人员或

定与管理计划。

装备。

措施 2（2006） 南极特殊管理地区：
保护区指定和管理计划：乔治王岛阿德默

这一要求在此后的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勒 尔 蒂 湾 （ Admiralty Bay, King George

（ATCM）通过的相关措施中得到详细描

Island）。

述。而《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措施 3（2006） 南极历史遗迹和纪念
物 ： 登 陆 岩 （ 法 文

Rocher

(以下简称为《议定书》)中增加了各国有交
换重要南极活动信息义务这一内容，
《议定

du

书》第十三条要求各缔约国应将遵守《议

Débarquement ，Landing Rock)）。

定书》所采取的措施通知所有其它缔约国，

措施 4（2006） 特别保护物种：毛海
7

而第十七条则要求各缔约国每年应提交

的各类措施、决定和决议及其附件，这些

《议定书》实施报告。

材料包括英文、西班牙文和法文 3 种文本。

依据上述这些信息交换制度，各缔约

而且还可浏览或者下载历届的 ATCM 最终

国每年应交换各自的南极活动信息，包括

报告和南极条约特别协商会议（SATCM）

各自履行《南极条约》、遵守《南极条约》 最终报告。
和《议定书》中各类措施、提高南极作业
（凌晓良 译，源自

安全、推进科学与后勤合作等情况以及通
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http://www.ats.aq/index.php）

根据 ATCM 最近通过的相关决定，应



采用信息交换集中管理制度来取代原先的

29 届 SCAR 大会共收到 750 篇论文
摘要

缔约国间互换信息制度。各缔约国将需提
交的信息上传到南极条约秘书处维护的数

29 届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大

据库中。
信息交换程序：决议 6 (2001) 建议各

会 与 18 届 国 家 南 极 局 局 长 理 事 会

缔约国应依照 24 届 ATCM 最终报告附件 4

（COMNAP） 会议于 2006 年 7 月 8 日—

的具体要求进行信息交换。该附件（即附

19 日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市（Hobart ）同期

件 4）明确了 3 类交换信息：事前信息、年

举行。来自 32 个国家的 850 人注册参加本

度信息和最终信息。（1）事前信息:应在南

次大会，来自 15 个国家的 20 名学生参加

极活动执行之前提交（最好在 10 月 1 日之

本次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摘要 750 篇。

前，应尽早提交）。
（2）年度信息:应在南极

其中，53%的论文在会议进行宣讲，47%的

夏季结束后尽快提交，提交时间为 3 月 30

论文做成海报进行了展示。本次会议共举

日至 4 月 1 日。特殊情况下，可延至 10 月

行 13 场分组研讨会，涉及 39 个主题。Ian

1 日前提交。
（3）明确最终信息:应依照《南

Allison, Kate Kiefer 和澳大利亚南极局由于

极条约》和《议定书》的要求予以提交，

其对本次会议的优秀组织受到广泛的赞

且应随时加以更新。

誉。

你可将各类信息以word格式或者PDF
（凌晓良 译，源自

格式通过邮件发送到aeoi@ats.aq，联系人
为ATS 信息管理员Jos Luis Agraz 。各缔约

http://www.ats.aq/index.php）

国也可提供能查找这些信息的相应链接。



（凌晓良 译，源自
http://www.ats.aq/index.php）



第 18 届 COMNAP 在澳大利亚霍巴
特市成功召开

第 18 届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会议
历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
（COMNAP）于 2006 年 7 月 9 日-14 日在
文件资料网上可获取
澳大利亚霍巴特市（Hobart）召开。会场设
南极条约秘书处已建成了 ATCM 议

在位于霍巴特市 Macquarie 街 181 号的南极

案数据库，从网上可方便查询历届（目前

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CAMLR） 总

共 29 届）ATCM 收到的建议案以及所通过

部。本次会议是 COMNAP 的年会，目的是
8

交流 COMNAP 的内部事务，同时召开一系

牙，瑞典，乌克兰，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列研讨会来交流各自的工作进展。 包括

和乌拉圭。另外，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正

COMNAP 南极环境官员网络举行的废物

在申请加入该组织。
（程文芳 译，源自

管理与站区清除研讨会、 COMNAP 南极
培训官员网络举行国家南极计划联合培训

http://www.ats.aq/index.php）

行动研讨会。



相关背景: 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
（COMNAP）是各国组织与管理南极活动

英国南极局局长 Chris Rapley
教授当选新一届 SCAR 主席

（包括南极考察）的主管机构负责人组成
第 29 届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

的组织。其成立于１９８８年，每年召开
一次会议，是各国南极主管机构彼此交流

大会上，新选举 Chris Rapley 教授为 SCAR

的平台。这些活动主要是围绕南极科学研

主席。Chris Rapley 教授是英国南极局局

究的支持，同时包括依据《南极条约》对

长，上届 SCAR 副主席。作为 ICSU/WMO

南极地区的管理与环境保护工作。早期，

IPY 规划委员会主席，他一直积极从事国

COMNAP曾设立COMNAP基金来资助 19

际极地年活动推进工作，同时他作为

世纪和 20 世纪的南极探险、制图和研究。 ICSU/WMO IPY 联合委员会委员，负责
COMNAP 一直传承开展南极考察国际合 IPY 实施方面的工作。SCAR 执行委员会委
作的传统。COMNAP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

员还包括来自阿根廷的 Sergio Marenssi 博

交换南极考察实用信息与作业信息来提高

士（阿根廷南极研究所所长）、意大利的

各国国家考察计划共同或者独立实现其目

Antonio Meloni 博士（意大利地球物理研究

标的能力。具体包括在南极设施、物资与

所）、中国的张占海博士（中国极地研究中

人员输送的设计、改进与操作方面的相互

心）、美国的 Chuck Kennicutt 博士（德克萨

支持与协作。除支持其成员外，COMNAP

斯运动与机械大学）以及上任 SCAR 主席

也同其他南极机构开展合作以支持高效

Jörn Thiede（德国魏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

的、可持续的南极考察活动以及南极条约

所）。Dr. Thiede 当选为 SCAR 执行委员会

体系的成功运行。尤其同南极条约秘书处

的荣誉委员。

（ATS, www.ats.aq）、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
（凌晓良 译，源自

（CEP, www.cep.aq）、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SCAR，www.scar.org）、国际南极水文委

http://www.scar.org/news/scarbusiness/）

员会（HCA, www.iho.shom.fr）、国际南极



旅游行业协会（IAATO, www.iaato.org）等
机构开展密切的合作。

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成为 SCAR 正
式成员国

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COMNAP）
第 29 届 SCAR 大会上，丹麦和葡萄牙

目前有 29 个成员国：阿根廷，澳大利亚，

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 成为 SCAR 非正式成员,而保加利亚和乌克
中国，厄瓜多尔，芬兰，法国，德国，印 兰则由非正式成员转为 SCAR 正式成员。
度，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 另外，另一个来自国际科联成员第四纪科
秘鲁，波兰，俄罗斯，南韩，南非，西班 学学会成为成员。自此，SCAR 目前包括
9

34 个国家成员和 8 个机构成员。34 个国家

http://nsidc.org/events/ipydis/）

成员分别是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



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
厄瓜多尔、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意

SCAR 与 IASC 签署为期 5 年的合作
协议

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新西兰、挪威、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 ）与国

秘鲁、波兰、俄罗斯、南非、西班牙、瑞

典、瑞士、乌克兰、英国、美国、乌拉圭、 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共同签署 5 年
丹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葡萄牙（其 合作协议以加强双方的关系。SCAR 和
IASC 希望在选定的极地区域和研究活动

中后面 4 个为非正式成员）。8 个机构成员

分别是国际地理联合会、国际生物联合会、 上协力合作，目的在于提高他们在推进科
国际测地与地球物理联合会、国际地质联 学发展和决策咨询（例如气候变化的可能
合会、国际理论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国际

性和潜在影响）的影响力，同时避免工作

生理联合会、国际第四纪科学联合会与国

重复。为此，SCAR 和 IASC 双方同意：

际无线电科学联合会。SCAR 成员代表的

z

互邀出席各自的会议；

广泛性使得国际科学团体能更广泛地参与

z

鼓励在 SCAR 与 IAS 相关的科
学项目保持一定的联系；

SCAR 各项研究活动。
z

鼓励研究机构在一定领域联合开
展或提出两极研究项目与建议；

（凌晓良 译，源自
z

http://www.scar.org/news/scarbusiness/）

基于双方共有的科学兴趣来共同
组织和召开研讨会、大会和报告
会；

管理与科研

z

交流数据与信息管理经验；

z

互换时事通讯、并在各自的网站
上刊登对方的时事通讯信息与网
址；



国际极地年（IPY）媒体、教育与
科普数据库已建成

z

为更广泛地交流极地研究在解决
社会问题中的重要性搭建综合性
平台。包括各自向北极委员会

IPY 媒体、教育与科普数据库已建成

（ AC ） 和 南 极 条 约 协 商 会 议

并投入使用，用户可向其中添加相关信息。

（ATCM）提供建议。

该数据库包含 IPY 计划和 2007-2009 年期

SCAR 已正式邀请 IASC 来共同规划将

间拟举行的其他教育与超越活动的摘要信

于 2008 年 7 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下

息。

届 SCAR 科学大会中涉及两极的主题。
各类 IPY 活动信息，无论是否正式批
（凌晓良 译，源自

准，均可加入该数据库中。IPY 网站上能
较快地发布这些信息。

http://www.scar.org/news/scarbusiness/）

（凌晓良 译，源自美国冰雪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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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主要南极科研计划简介

（CAML），亚南极地区鱼类的国际联合探测
南极地质钻探计划（ANDRILL）：一

（ICEFISH），甘布尔采夫（冰下）山脉考

个多国计划，旨在通过对南极边缘沉积盆

察，国际南极协会（IAI），极地地球观测

地的地层钻探，了解南极在新生代（距今

网（POLNET）
，极区微生物和生态对全球环

6500 万年前）全球变化中所起的作用。新

境变化的响应（MERGE），气候变化条件下

西兰、美国、德国和意大利参与了 ANDRILL

极区的紫外辐射（AUVRUC）。

的计划编制。

青年指导委员会（YSC）：新西兰为IPY

ANDRILL 计划包括一个长达 7—8 年的

专门设立了该委员会，鼓励新一代极地科

麦克默多地海域的钻探计划。计划的钻探

学家参与IPY。YSC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对

点 有 ： New Harbour, Granite Harbour,

极地感兴趣的学生群体组成的，研究范围

Windless Bight, Black Island/Southern

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有

McMurdo Sound。

关 IPY 的 详 细 情 况 可 从 以 下 网 址 查 到 ：

有关ANDRILL计划的详细情况可从以

http://www.ipy.org。

下网址查到：http://andrill.org。

纬度梯度计划（LGP)：该计划将各国

罗 斯 海 生 物 多 样 性 计 划

从事南极研究的科学家集合在一起为一个

（Biodiversity of the Ross Sea）
：南极

共同的目标工作，同时科学家们可以保持

海域和南大洋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尽管

一定程度的个人研究。目的是支持科学家

极端寒冷，并有长达三个月的极夜，但这

研究生态系统。具体包括（1）了解罗斯海

个地区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

区域维多利亚地海湾的综合生态系统；
（2）

跟南极的大多数地区一样，罗斯海也承受

评估这些生态系统的环境变化。有关LGP计

着来自人类活动（特别是捕鱼作业和旅游

划的详细情况可从以下网址查到：

船只）的压力。

http://www.lgp.aq。

该计划由新西兰渔业部牵头，将创建

（赵卫权 译，源自

罗斯海区域内海洋生物群落的生物多样性

http://www.antarcticanz.govt.nz/research/237

的详细目录。罗斯海的生物多样性将在未

4）

来的四年里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将寻求与



其他国家研究计划的合作。
国际极地年计划（IPY）
： 2007—2008

为支持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
（IPY）欧空局发布数据共享公告

国际极地年将是一个充分体现国际合作的
科学研究活动，并将推动极地科学新纪元

为 了 支 持 2007-2008 国 际 极 地 年

的到来。2007—2008 国际极地年包括南北

（IPY）活动，欧空局(ESA) 宣布向全世界

两极的科学研究，让人们认识到两极地区

范围免费提供其实施的地球观测计划和第

与全球其它地区的密切关联。IPY 将涉及广

三方计划(Third Party Mission ，TPM)部

泛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科学），重点在于

分相关数据，以便利用这些数据来开展科

倡导多学科及国际间的合作。

学研究与应用开发。不过，研究区域仅限
定在南北两极与格陵兰地区，而且只向首

为了顺应 IPY 的倡导，新西兰以各种
方式参与了以下的组织和项目：ANDRILL

席研究人员免费、协议提供、有限的数据。

计划特别钻探年，南极海洋生物普查

提交数据使用申请建议的截止日期为
11

2006 年 9 月 15 日，详细信息和申请表格

英国贸易与工业部核发石油勘探与调查许

请访问其网站http://eopi.esa.int/IPY。

可证的依据文件）。
（2）美国国家研究委员
会出版的海洋哺乳动物数量与海洋噪声。

（凌晓良 译，源于
http://nsidc.org/events/ipydis/）



（凌晓良 译，源自
http://www.scar.org/news/scarbusiness/）

欧空局与欧洲委员会的《极地观
测项目》简介



南极降雪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
减缓全球海平面的上升

《极地观测项目》是欧空局与欧洲委
员会的《环境与安全全球监测计划》的组

自国际地球物理年以来南极降雪的细

成部分，主要通过卫星对地观测来获取环

微变化：南极降雪在一段时间尺度范围内

境信息并提供相应的服务。目前该计划将

显示出重要的可变性，从而对全球海平面

其服务范围延伸到南半球区域。极地观测

和冰盖的物质平衡产生影响。为了评估降

南极节点首先将重点为船只在海冰中的安

雪如何影响南极的冰盖厚度，以及提供长

全与高效航行提供近实时信息。该项服务

期预估，我们结合模型模拟和冰芯的原始

将于 2006 年 10 月开始提供。要获取更多

观测资料，获取了南极大陆 50 年的降雪积

相关信息请访问: http://www.polarview.aq/

累资料。资料显示，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

和 http://www.polarview.org/。

来南极降雪不存在显著变化，这表明南极
降雪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减缓全球海平

（凌晓良 译） 面的上升。



SCAR 声学与环境专家组总结有
关项目进展
在南极条约体系常设委员会的支持

下，SCAR 声学与鲸研究专家组不时召开
会议来讨论海洋环境中人类噪声与动物
（如鲸、海豚和海豹）间关系方面的研究
进展。会议形成了海洋声学技术对南极环
境的影响、海洋声学技术与南极环境(提交
SCAR 报告) 两份报告。第三份报告将作为
工作文件在第 29 届 ATCM 上进行分发。此
外，该工作组正研究以下的其他报告:（1）
英国自然保护联合委员会提交英国贸易与
工业部的《地震调查对英国大陆架哺乳动

(赵卫权 译，源于美国《科学》[第 313 卷，

物的影响报告》与《降低地震调查对海洋

第 5788 期]极地科学研究论文，美国，俄

哺乳动物的声学干扰实施指南》
（该指南是

亥俄州立大学，伯德极地研究中心 Andrew
12

J. Monag han 等，2006 年 8 月 11 日发表。) (Climate of Antarctica and the Southern



Ocean–Ocean Circulation Cluster，项

澳大利亚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 目号 132)。
研究项目
国 际 南 极 研 究 所 （ International
Antarctic Institute 项目号 147）。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IPY）期间，

南极侨居者 (Aliens in Antarctica，

对两极地区感兴趣的各国科研机构均会相

项目号 170)。

互协调各自的科学研究和观测活动。合作

搭车南北极-- 2007-8 国际极地年人

方将会在短期项目方面起步，共同拓展现

类生物和医药研究(Taking the Antarctic

有的极地研究（工作），开发支撑未来极

Arctic Polar Pulse-IPY 2007-8 Human

地研究的基础设施。

Biology and Medicine Research，项目号

2007-2008 极地年将在以下 6 个大主

341)。

题领域内展开 ：

澳大利亚南极局（AAD）支持诸如南极

•

确定极地环境的目前现状；

生物普查（CAML）和南极气候和南太平洋

•

对极地的变化进行量化分析，全面理

—海洋环流群（CASO）等需要大量船上作

解其变化；

业和其他后勤保障的项目。AAD 通过南极研

•

究科学委员会（SCAR）在美国 Alfred P

深化对极地地区和全球其他地区关联

的理解；
•

调查极地区域的科学前沿；

•

利用极地的独特优势从研究地球内核

Sloan 基金的资助下担任 CAML 项目的秘书
处和协调工作。

推及太阳和外层宇宙；
•

(源自澳大利亚南极局，

研究极圈人类社会的文化、历史和社

http://www.add.gov.cn, 2006 年 8 月 16

会进程。

日)

澳大利亚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将



参于国际极地年的 60 多个项目，并其中的
10 多个项目中起领头作用：

澳大利亚南极冰芯数据帮助绘制
南极降雪分布地图

南 极 海 洋 生 物 普 查 (A Census of
冰芯和观测数据用于绘制南极 50 年

Antarctic Marine Life，项目号 53)。
太 阳 变 化 和 大 气 过 程 的 关 联 (Solar

降雪变化图。一个国际研究组应用南极大

Variability Linkages to Atmospheric

陆 16 个点的冰芯数据，其中的几根冰芯是

Processes，项目号 56)。

澳大利亚在东南极钻取的，对此项研究有

两次国际极地考察：极区综合航次

所贡献。研究结果显示了整个南极大陆降

(Tw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Expedition

雪存在明显的时空变化，但并未揭示显著

Polar Inter-disciplinary Voyages，项

的变化趋势。气象模型通常预测随着气候

目号,116)。

的变暖，南极的降雪会增加，因为较暖有

极地高原上天文观测研究(Astronomy

空气带有更多的水汽。但是尽管全球在这

from the Polar Plateaus，项目号 124)。 一时期里明显地变暖，南极的降雪并没有
南极气候和南太平洋—海洋环流群

任何的增加。这一点对未来的海平面研究
13

Wilmotte 博士访问比利时科学政
策办公室（Science Poles ）

项目意义重大，因为人们期望南极降雪因
气候普通暖的增加会在其冰盖中多锁住一
些水，从而使预计的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会

“比利时科学前缘：比利时科学政策

减低 10%。

办公室于 2006 年 6 月会见了利兹大学南极
(源自澳大利亚南极局， 微 生 物 专 家 Annick Wilmotte 博 士 。
http://www.add.gov.cn, 2006 年 8 月 11 Annick Wilmotte 博士对氰基细菌（南极大
日)

陆湖泊中数量丰富的一种细菌）研究激起
了科学界和商界相当大的兴趣。 目前她是



比利时与南北极（BE-POLES）－ 极区微生物和生态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反应
氰基细菌演示活动
项目（MERGE）负责人之一。详情可在其网
站
利兹大学（ULG）蛋白质工程研究中心

（ http://www.sciencepoles.org/index.

南极氰基细菌专家 Annick Wilmotte 博士

php?s=2&rs=home&uid=720&lg=en ） 上 查

在为中学教师专门组织的科学（Congrès

阅。

Pluraliste des Sciences）年会上展示了



她在极地氰基细菌方面的研究工作。氰基

比利时计划建新的南极考察站

细菌是在数十亿年前就进行光合作用，产
生氧气的细菌，也是植物叶绿素的始祖（能

国际极地基金会（ＩＰＦ）举行了一

实现光合作用的有机体）。氰基细菌生活

次记者招待会，向媒体宣布比利时将在

在各种环境，包括像极地这样极端的环境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期间建立南极伊丽

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附有实验备忘录

莎白公主站的最新计划。

和示意图的用户手册已被接受为下一学年

2004 年比利时政府委托国际极地基金

教学辅助工具，这样一来，BE-POLES 主要

会设计和建造一个南极考察新基地，并在

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把比利时极地科学拓

国际极地年期间投入使用。政府将寻找资

展到教师中去）。Annick 在最近的一次会

助者和技术合作伙伴，拟采用先进的材料

见中解释了“极区微生物和生态对全球环

和技术来建造这一考察站。为减少新站建

境变化的反应（MERGE）项目”，该项目是

设带来的环境影响，将遵循生态建筑的原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项目，目的是调查

则来选用材料和技术。

从微生物到小型植物系列极地生命。

该站大部分的能源使用可再生能源。
通过研究确定最有效的废水处理方法以最

（源自《比利时科学政策办公室》，

小化环境污染。比利时政府根据其２００

http://www.belspo.be/belspo/BePoles/

４年的决议，在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９日宣

index_en.stm， 2006 年 8 月 23 日）

布将向比利时科学政策办公室(BELSPO)提
供３００万欧元用于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
年的考察站的管理和研究计划实施。该站



南 极 微 生 物 专 家

建设预计费用达６４０万欧元，其中比利

Annick

时政府承担２００万，其余部分需通过国
14

际极地基金会公开征集私有企业赞助和个

表了南大洋底部 3 类不同大小个体种类（从

人募捐。该考察站的建设有助于比利时及

微米级到几个厘米），Ghent 大学海洋生物

其他南极考察国解决南极和气候变化相关

部 Ann Vanreusel 将负责此项目。

的关键问题，对国际极地年策划的众多国

项目 3，第六大陆行动－南极科学研究

际科学项目做出贡献。基地建成后将由比

能力建设（编号为 191）.该项目由国际极

利时科学政策办公室负责和运行，该机构

地基金会（IPF）建议，将与南极研究科学

还负责拟定科学研究规划和遴选科考队

委员会（SCAR）、比利时科学政策办公室、

员。同时国际极地基金会（ＩＰＦ）也将

南非南极规划署及联合国环境署一起，探

以第一合作伙伴的身份参与和组织公众科

讨与“极地和气候变化”课题相关科学研

学普及和教育活动。

究中科研能力构建的问题，将邀请发展中
国家的科学家参加南极研究活动并与参与

（源自《比利时科学政策办公室》，

这一项目的研究机构一起工作。
项目 4 ，伽利略-北极飘流考察，编号

http://www.belspo.be/belspo/BePoles/index_

375，也是由国际极地基金会提出的项目，

en.stm，２００６年５月３１日）

旨在设计和新建一艘加强型的破冰船，用



比利时参与国际极地年活动

于国际极地年期间在北冰洋进行测量和观
察，以支持北极考察一体化（iAOOS）这类

国际极地年规划仍在制定中，已能在

泛北极科研规划。

ＩＰＹ网站上查阅到的摘要，列出了比利

项目 5，基于可持续发展技术、高能效

时要参与的项目。由全国委员会（Hugo

和以可再生能量作为主要能源的原则设

Decleir 教授，Annick Wilmotte 博士和

计、开发和建造新的比利时南极考察站，
Celine Dessaucy）渠道提出的初步想法， 编号４１２．该站将在国际极地年结束时
保留下了３３项与比利时相关的建议，其 运作。基地建成后将由比利时科学政策办
中由５项是比利时人牵头的：

公室(BELSPO)维护和运作（参见比利时极

第一项是 SCAR-MarBIN ，项目编号为

地平台刊登的论坛）。

83。该项目将成为 SCAR 南极海洋生物普查
项目的信息库以及海洋生物地理信息系统
(OBIS)的南极节点以及全球海洋海洋生物

（源自《比利时科学政策办公室》，

普查(CoML)项目的信息组元。SCAR-MarBIN

http://www.belspo.be/belspo/BePoles/index_

项目将使大规模调查得到的大量数据能被

en.stm）

发掘利用，从而更好地了解南极海洋生物



的现状和多样性。项目负责人是比利时皇
家自然科学研究院 Claude DeBroyer。

比利时成立国际极地年青年指导
委员会

项目 2，3 个代表性南极底栖动物种群
为便于不同背景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和

的生物多样性（BIANZO2，编号 391）。主

要研究地球变暖对线虫类（nematodes）、 年轻人参与国际极地年计划，国际极地年
片脚类（amphipods）和海胆类（echinids） 成立青年指导委员会(IPY-YSC)。这意味
着，通过全球共同努力，将科研重点和公

等 3 个动物种群的影响。这些动物分别代
15

众兴趣集中到地球的极地地区和这些地区

(源自，印度国立南极与海洋研究中心，

面临的问题。这个青年指导委员会由各国

2006 年 06 月 28 日)

代表组成（有比利时、加拿大、德国、新
西兰、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等国）， 
各国的代表负责本国的青年指导委员会与

印度举行南极考察 25 周年纪念庆
典

国际青年指导委员会的联络工作。比利时
印度第 24 次南极考察队越冬队和印度

的青年指导委员会已在“比利时极地平台”
上贴出号召公众参与的公告， 委员会的工

第 25 次南极考察队度夏队工作汇报于

作包括搭建青年极地研究者网络、提供进

2006 年 5 月 24 日在果阿 Goa Dona 的国际

一步合作基础以及为更多公众分享他们研

中心举行。印度国立南极与海洋研究中心

究成果创造条件。他们将与艺术家、学生、 研究咨询委员会主席 U. R. Rao 教授作为
教师等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一起努力，把 主宾出席仪式。 为庆祝印度南极考察 25
（极地）科学知识推向社会公众。比利时

周年，特举办了主题为 “南极科学：印度

青年指导委员会已经在 2006 年８月６日召

对全球性问题研究的贡献”、为期两天的

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工作目的和拟举办

科学研讨会。 研讨会上发布了两张新出版

的活动。拟举办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方

的地图—Orwin 山地图和 Schirmacher 地

面，如结合科普会议组织极地（知识）竞

区的地貌图。研讨内容涉及南极研究的各

赛，极地主题科学和艺术展览。比利时青

个领域；从地球物理学、地质学、气象学、

年指导委员会通过电话会议与国际青年指

空间与大气学、生态学到环境科学。

导委员会保持定期联系，讨论国际的和国
(源自，印度国立南极与海洋研究中心，

内的工作和活动。该委员会和比利时与南

2006 年 05 月 27 日)

北极（BE-POLES）、国际极地基金会等组
织的合作使项目的进展更添声色。



（源自《比利时科学政策办公室》，
http://www.belspo.be/belspo/BePoles/index_

印度国立南极与海洋研究中心

en.stm）



印度在南极洪堡冰川附近成功钻
取冰芯

（NCAOR）和 印度地质调查局（GSI） 首

印度召开“印度第 26 次南极考察 次合作在南极洪堡（Humboldt ）山（位于
毛德皇后地沃尔塔特山最西部，71 °45’
科学考察工作区域”研讨会
S，11°55’ E）附近开展冰芯钻取的工作。

印度国立南极与海洋研究中心（NCAOR） 合作团队由 Arun Chaturvedi (GSI), A.
于 2006 年 6 月 29 至 30 日组织“印度第 26 Rajkumar (NCAOR) 和 P.C. George 组成,
次南极考察科学考察工作区域”研讨会，

在南极高原的极强风中奋斗 12 个昼夜，成

目的是遴选第 26 次南极考察科学项目建议

功钻得 65 米长的冰芯。钻取点位于在 71

和评审印度第 24 次南极考察队越冬队和印

° 20’ 38 S 和 11 °35’ 38 E。

度第 25 次南极考察队度夏队科考项目执行
(源自，印度国立南极与海洋研究中心，

情况。
16

召开，本次会议由 COMNAP 南极后勤与作业

2006 年 03 月 22 日)

常设委员会(SCALOP)组织，会议的核心主



新西兰 Neil Gilbert 博士当选南 题是“在国际极地年期间以及前后各国协
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席
同实施南极计划”。会议讨论的问题涉及
（1）安全：野外协作、搜寻与营救（系统、

新一届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CEP）
领导层（一名主席，两名副主席）已产生。
主席为 Neil Gilbert 博士（新西兰南极局环
境处负责人）
，任期为 2006-2008 年。副主
席分别是 Yves Frenot 博士（法国极地研究
所副所长，任期为 2005-2007 年）、Tania
Brito 博士（巴西南极局环境官员，任期为
2006-2008）。
曾担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有：Tony Press
博士（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两届主席，
2002-2004; 2004-2006），.Olav Orheim 教授
（ 挪威极地所所长, 两届主席，1998-2000,
2000-2002），Jorge Bergu 教授,（智利南极
所副所长, 1998-2000, 2000-2002），Gillian
Wratt 女士（ 新西兰南极局局长, 1998-2000,
2000-2002）
，Joyce Jatko 博士（美国科学基
金会极地办公室环境官员，2002-2003）
，Jos
Maria Acero 先生（阿根廷南极所环境官员，
2002-2004; 2004-2005），Anna Carin Thomer
女士,（瑞典南极局环境官员，2003-2005）
。

过程与技术）、应急反应、意外事故计划、
南极空中作业管理、燃料管理与相关技术。
（2）新技术：新建考察站、自动化与相关
信息技术/通讯系统、 降低能耗、无人驾
驶交通工具、废物管理与相关技术。
（凌晓良 译，源自
http://nsidc.org/events/ipydis/

，

2006-09-22 ）



南极飞行信息手册（修订版）2006
年 2 月已出版
《南极飞行信息手册》（2006 年 2 月

修订版）已于 2006 年 9 月 22 日出版，
2006/2007 年度度夏考察便可使用。所有订
户在 2006 年 9 月 30 日前均收到该手册。
相关背景：1991 年，COMNAP 整理了南
极地区飞行活动信息并出版了一份南极飞
行信息手册（AFIM）。本手册包括南极地
区的所有已建飞机场（包括固定翼飞机或

(凌晓良 译，源自http://www.cep.aq)

者旋转翼飞机），包括辅助导航信息、气
象服务和通讯频率等。1995 年，本手册经
一家专业从事制作航行器飞行手册的公司
重新设计和印刷。

后勤保障

COMNAP 各成员国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
获取本手册。(1)免费获取 3 本;(2)以每本



175 澳元（包括邮资）的价格进行购买;已

第 12 届南极后勤与作业大会主题
有的订户，可以免费获取以后的修改版。
是“高效、安全与协作”

1995 年版的《南极飞行信息手册》已

几 经 修 订 ， 修 订 版 本 包 括 修 订 版 1-96

第 12 届南极后勤与作业大会于 2006

年 7 月 13 日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市(Hobart） (1996 年 12 月 6 日) ,修订版 8-97 (1997
年 8 月 1 日) ,修订版 9-97 (1997 年 9 月
17

19 日) , 修订版 1-98 (1998 年 10 月 30

2006 年 12 月可进行首次试飞。该冰上跑道

日) ,修订版 1-99 (1999 年 9 月 24 日) ,

是去年开始修建的，长 4 千米，是澳大利

修订版 1-2000 (2000 年 9 月 22 日) ,修订

亚最大的冰上飞机跑道。这项工程是澳大

版 1-2001 (2001 年 9 月 28 日) ,修订版

利亚政府承诺的 4360 万美元南极洲际航线

1-2002 (2002 年 8 月 16 日) ,修订版 1-2003

项目的一部分。考察队员们去年以来已在

(2003 年 9 月 5 日) ,修订版 1-2005 (2005

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有时是在零下 40°C

年 1 月 14 日) ,修订版 2-2005 (2005 年 1

的严寒条件下工作的。一支跑道建筑队伍

月 28 日) ,修订版 3-2005 (2005 年 9 月 23

将在 10 月上旬开赴场地，在试飞前继续压

日) ,修订版 1-2006 (2006 年 1 月 13 日) ,

实和平整路面。5 小时直飞南极一直是研究

修订版 2-2006 (2006 年 9 月 22 日) 。

人员、支持人员，特别是那些不堪在海上

“飞行进入南极”注意事项：

化费数星期的人员长期以来的梦想。

《南极飞行信息手册》中描述的各类

新的空运服务是运送人员进出南极更

设施、设备与物资供应并不意味任何人或

为高效的途径。坎贝尔部长指出， 空运服

者机构均可使用。这些设施是由各国的南

务无疑将会增进澳大利亚和南极的联系，

极局或者其他机构管理与维护，只为本机

空中航线是专为科学研究而设计的，我确

构服务，并不提供外界使用。如果要使用

认这将推动就拓展南极旅游业未来计划开

这些设施，必须事先获得使用许可的协议。 展广泛的讨论。事实上，众所周知，每年
使用申请必须依据本手册附近 6 中的有关

有成千上万的旅游者访问了南极。据预测，

协作、批准和信息程序来操作。

未来 20 年内仅从南美出发访问南极的人员

《南极条约》通过 2004（2）号决议： 就可能超过 20 万。作为 2004-05 年澳大利
《南极鸟类聚居区飞行操作指南》。该决

亚政府环境方面预算（32 亿美元）的一部

议的文本也附在本手册中（附件 7），同时

分，南极洲际航空线将会更有力支持和增

也

强他们的南极研究能力从而确保其国际领

放

在

COMNAP

网

站

上

（ www.comnap.aq/publications/guideli

先地位。

nes）的出版物部分。

(源自澳大利亚南极局，
http://www.add.gov.cn, 2006 年 8 月 16 日)
（凌晓良 译，源于

http://nsidc.org/events/ipydis/



，

2006-09-22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共资助了 9
项国际极地年教育与科普活动

国际极地年（IPY）为世界各国人民开
展南北极考察与研究提供千载难逢的机
会。为增强公众对两极地区的认识，100
多个国家开展教师、学生和市民（教育与
科普）项目。其目的是增强下一代科学家、
工程师与教育工作者极地科学知识与科学
素养、并留下一份永久性的科学遗产。
美国白宫科学与技术办公室已指定国

澳大利亚新建的南极蓝冰飞机跑
道即将完工
澳大利亚环境和文化遗产部长、议员

坎贝尔（Ian Campbell）今天说，新“蓝
冰”飞机跑道（威金斯冰上飞机跑道）是
为开通大型飞机从澳大利亚飞往南极这一
空中航线而建设的工程，目前即将完工，
18

家科学基金会（NSF）为协调美国 IPY 活
动的主管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目前
共资助 9 个教育项目，覆盖非正规性教育
（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博物馆、电视、广播
等媒体）和正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
通过这些项目推出一系列教育节目、出版
物、多媒体、演讲报告和野外考察，使公
众在国际极地年期间增强对两极地区在全
球气候系统中的影响的认识，了解科学领
域内各方面的主要进展，同时可吸引年轻
人从事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研发。项目资
助总金额为 5 千 7 百万美元。NSF 主任
Arden Bement 指出，“这些教育基金（项
目），作为 NSF 的 IPY 科学与教育大型倡
议活动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可增强政府在
国际极地年期间资助极地研究的兴趣， 而
且有助于实现 IPY 的一个重要目标——为
下一代留下一笔科学与教育遗产”。埃尔帕
索,德克萨斯班克斯和阿拉斯加的一些研究
机构将使用这笔基金来招收大学生或者研
究生赴南极来了解极地和开展极地研究。
这不仅能帮助他们积累极地工作经验，而
且能吸引他们今后从事科学、工程和数学
的研究，引导他们参与一些北美洲科学中
心的极地研究人员主持的极地研究项目。
这些基金同时也支持电台、电视、互联网
和广告宣传、博物馆展览、从考察船只和
极地科学考察站现场直播，并为任课老师
提供赴南北极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以便将
北极和南极的真实体验传授给学校学生和
社区百姓。
本次资助的 9 个项目分三大类。第一
类为信息科学教育：（1）国际极地年：认
知南极；（2）极地万花筒；（3）两极（考
察）实况:一种多媒体教学方式；（4）从北
极到南极；第二类为正规的科学教育——
本科教育与研究生：（5）将“新公民社会
责任与素质教育””延伸到北极；
（6）极地
-漫游；（7）课题教学——极地科学；
（8）
19

激励下一代极地研究人员架设跨学科研
究；第三类为正规的科学教育——中小学
生与教师：（9）科研人员与教师共同探索
南极。
（凌晓良 译，源自
http://www.nsf.gov/，2006 年 9 月 20 日



挪威环境部部长 Helen Bjrny 视
察挪威极地研究所

挪威环境部部长 Helen Bjrny 近日访问
了挪威极地研究所，重申提升从事项目研
究的人员研究素养与能力的必要性。挪威
极地研究所是挪威环境部的下属机构。她
此次访问目的是了解挪威极地研究所的各
项工作与综合实力。他指出，项目组成员
的研究能力是巴伦支海管理计划的一个重
要的基础。该研究计划将于明年春季提交
给挪威议会。他特别指出，气候、杀虫剂
和生物多样性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也
正是挪威极地研究所当前的研究重点。
(凌晓良 译，源自
http://npiweb.npolar.no/)



南极毛德皇后地 Kohnen 站附近冰
芯钻探已结束

Kohnen 站附近冰芯钻探工作 2006 年 1
月已结束，获取了 2774 米长的冰芯（已钻
到其下的基岩），估计能从中获取 90 万年
前（最近的 8 个冰期）的气候信息。挪威
极地研究所参与欧洲南极冰芯钻探计划
（EPICA）。
EPICA 计划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在冰
穹 C（Dome Concordia）附近钻取 3300 米
的冰芯，另一个在毛德皇后地附近，该冰

芯将运回欧洲进行分析。研究人员估计需
要 2 年时间来完成全部分析工作。

作是从 1995 年到 2001 年进行的，主要由
挪威极地研究所（NPI）和俄罗斯极地海洋
地质考察队（PMGRE）的地质学家共同完
成。2002 年出版该区域基本地图（电子地
图），此后进行较大的改动。该图是 2005
年出版的两幅地图（B4G 和 B5G）的南延，
覆盖 Breibogen 断裂带，及其西侧的原生代
基岩与东侧北卑尔根泥盆纪盆地。

(凌晓良 译，源自
http://npiweb.npolar.no/，2006 年 09 月 02
日)



挪威资助教师与研究生赴斯瓦尔
巴特群岛实地考察工作

(凌晓良 译，源自 http://npiweb.npolar.no/，
2006 年 10 月 3 日)

“斯瓦尔巴特群岛科学论坛”
（Svalbard Science Forum）为挪威研究机
构的教师与研究生赴斯瓦尔巴特群岛实地
考察提供资助。目的是帮助这些非当地的
师生赴该地区开展野外考察。申请的截至
日期为 2006 年 11 月 15 日。欲知详情，请
访问“斯瓦尔巴特群岛科学论坛”网站：
http://ssf.npolar.no/pages/news050.htm。



英国举办“南极溢油控制”培训
英国溢油处理有限公司与英国南极局

共同举办一次为期两天的“南极油污控制
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溢油管理与处理基
本原理、在南极地区处理此类问题时应考
察的特殊问题(极端的气候条件和隔绝的
地理位置)。这有助于与会人员管理南极地
区溢油问题并考虑将南极地区溢油管理费
用纳入预算。

(凌晓良 译，源自
http://npiweb.npolar.no/，2006 年 10 月 3 日)



（程文芳译，源自
http://nsidc.org/events/ipydis/）

挪威出版一张新斯瓦尔巴特群岛
Eidsvollfjellet1:10 万地质图

斯瓦尔巴特群岛 Eidsvollfjellet1:10 万
地质图（B6G）已出版。该区域的测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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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南北极组织与条约
名称

保存

签定

生效

国

年份

或

中国加入年份

组 织 /

秘书处

会议

地点

成员数

备注

成立
年份
南极条

美国

约

1959

1961

1983 年成为《南极条

南极条

阿根廷

45 个缔

其中，12 个为原

年

年

约》缔约国，1985 年

约协商

布宜诺

约国，

始缔约国，网址：

成为《南极条约》协

国会议

斯艾利

29 个协

http://www.ats

商国(ATCPs)

（ ATCM

斯

商国。

.aq

）；南极
条约协
商国特
别会议
（ ATSC
M）
南极海

英国

1964

1978

年

年

南极动

1964

1964

植物保

年

年

豹保护
公约

护议定
措施
南极海

澳大

1980

1982

2006 年 成 为 其 成 员

南极生

洋生物

利亚

年

年

国

物资源

资源保

保护委

护公约

员

会

（ CCAM
LR）
关于环

1991

1998

1994 年，中国政府批

1998 年

29 个成

属于南极条约协

年

年

准《关于环境保护的

成立南

员国

商国组织的下属

南极条约议定书》

极环境

组织，网址：

条约议

保护委

http://www.cep

定书

员

.aq

境保护
的南极

美国

会

（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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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保存

签定

生效

国

年份

或

中国加入年份

组 织 /

秘书处

会议

地点

成员数

备注

成立
年份
1988

1990 年成为国家南极

国际南

29 个成

http://www.com

年

局局长理事会成员

极局局

员国

nap.aq/

国。

长理事
会
（ COMN
AP）
COMNAP

网

址

：

南极后

http://www.com

勤与作

nap.aq/

业常设
委员会
(SCALO
P)
1958

1986 年成为南极研究

南极研

英国

30 个成

属于国际科联下

年

科学委员会正式成员

究科学

剑桥

员国

属组织，网址：

国，中国有 2 人 SCAR

委员会

http://www.sca

担任副主席。

（ SCAR

r.org. 。 第 27

）

次 SCAR 大 会
2002 年 7 月
15-26 日在中国
上海召开。

1991

国际南

美国的

有来自

网

年

极旅游

科罗拉

15 个国

http://www.iaa

组织协

多州的

家和地

to.org

会

Basalt

区的旅

(IAATO

。

游公司

)

址

：

加入这
一非政
府

组

织。
1999

国际极

网

址

年

地遗产

http://www.pol

委员会

arheritage.com
/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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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保存

签定

生效

国

年份

或

中国加入年份

组 织 /

秘书处

会议

地点

成员数

备注

成立
年份
1990

1996 年成为国际北极

国际北

瑞典

18 个成

属于国际科联下

年

科学委员会正式成员

极科学

斯德哥

员国

属组织，北极委

国

委员会

尔摩

员会观察员。

(IASC)
已加入

环太平

中国上

6 个成

属于国际北极科

洋北极

海

员国

学委员会(IASC)

工作组

的下属组织

(PAG)
1996

北极委

年

员会

挪威

8 个成

网

址

：

员国

http://www.arc
tic-council.or
g/

1990

国际北

格陵兰

8 个成

网

年

极社会

努

员

国

http://www.ias

科学协

（ Nuuk

（环北

sa.gl/index.ht

会

）

极

m

克

国

址

：

家）
1960
年

1960 年

政府间

总部设

136 个

属于联合国教科

海洋学

在法国

成员国

文组织(UNESCO)

委员会

巴黎

（IOC）

的下属机构
网

址

：

http://ioc.une
sco.org/iocweb
/index.php
1988

政府间

瑞士日

属于世界气候组

年

气候变

内瓦

织（WMO）的下属

化委员

机构，由世界气

会

象组织和联合国

(IPCC)

环境规划署共同
创立。
网

址

：

http://www.ipc
c.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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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保存

签定

生效

国

年份

或

中国加入年份

组 织 /

秘书处

成员数

备注

会议

地点

国际捕

英国剑

71 个成

网

鲸委员

桥

员国

http://www.iwc

成立
年份
国际捕

1946

鲸管理

年

公约

1980 年

会
(I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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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office.org

：

俄罗斯、中国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在

媒体新闻

该地区都建有考察基地，2006 年 6 月举
行的 29 届南极条约会议（英国爱丁堡）曾



各国关注印度在南极拉斯曼丘陵
新建基地

极力建议印度不要在该地区建立新的考察
基地，并提到该地区已经遭受了“人类影
响”。

环境保护者担忧，印度拟在拉斯曼丘
（徐佩敏

陵新建南极研究基地将给这封闭的区域增

摘译，源自：卫报新闻报道，

http://www.hindu.com/thehindu/holnus/00

加人为（环境）压力。

8200608122290.htm，2006

拉斯曼丘陵位于东南极普里兹湾周围

年 8 月 12 日印

度新德里讯）

罕见的无冰露岩区，而普里兹湾区域分布
着几十个淡水湖泊和岛屿，是“研究南极



大陆和南极冰盖历史为数不多的几个地质

南极可能面临石油勘探风险

区域之一”。
印度正计划在普里兹湾中部沿岸兴建

一位资深专家警告说，在全球石油供

一个常年科学考察站。这不仅让环境保护

应减少的情况下，南极洲处于可能进行石

者感到失望，同时使国际社会准备将该区

油开发的风险。

域设为保护区的设想搁浅。该基地将是印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前资深顾问 Ali

度在南极建立的第三个考察站，南极大陆

Samsam Bakhtiari 博士在今年召开的 29 届

上的第 60 个考察站。

SCAR 大会（澳大利亚霍巴特）上呼吁，
需进一步加强对南极保护，防止石油日益

美国已建成由沿海基地麦可默多站到
南极点间长达 1000 英里的公路、澳大利

紧缺的国家在南极开采石油。他提到，“为

亚正计划开通澳大利亚本土往返南极的空

确保延续的石油供应，国内石油资源枯竭

中航班。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一系列打破

的石油生产国可能将目光投向南极洲"。他

了南极洲宁静与隔绝环境的行动的迹象。

希望不要发生此类事情，因为这将带来巨

南极——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已不再

大的环境问题。但是可以预见随着石油价

是英雄探险家的专用地，现在每年有成千

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与公司试图在世界

上万的游客到南极游览，和几千位科学家

各个角落寻找石油。他同时指出，北极曾

到南极工作。

认为是一块不会进行矿产开采的区域，但

印度争辩说，拉斯曼丘陵新建的考察

12 年前北极便开始资源勘探。《关于环境

站提供了独特的科学条件：该基地紧挨海

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严格禁止在南极

洋，特别适合开展海洋和海冰区生物学的

地区禁止矿产资源活动。这样，南极成为

研究，而且该区域有助于解决“印度板块

地球上唯一一个未进行石油开发的空白

如何从南极洲板块分离出来”这一地理学

区。如果该议定书的 28 个签字国一致同意，

难题。科学家相信澳大利亚、非洲、南美

随时均可以改变这一禁止条款”。他最后

和印度曾经是“冈瓦那”超级大陆的一部

指出，“如果正如我预言的那样，未来 14

分。印度科学家明确指出，印度东海岸曾

年内，全球现有石油供应将用掉三分之一。

和南极洲东海岸“相连”。

一旦这种压力降临时，在南极进行石油开
25

采这一天真会来到。”

重为 142.2 克，呈黑色，比高尔夫球稍大
一些。这块新陨石是由美国南极陨石搜寻

（徐佩敏 译，源自： 计划(ANSMET) 野外小组于 2005 年 12 月

http://finance.news.com.au/story/0,10166,19

11 日在南极横断山脉的米勒山附近的冰原

775956-31037,00.html）

上发现的，离南极点约 750 公里。
该陨石标本表面纹理十分粗糙、属于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南极
陨石收集计划”通告

辉长岩，类似月球表面阴暗区的玄武火山
岩大部分成分，但含有大量结晶，这表明
它在月球的表面缓慢冷却下来，在强烈撞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依据《南极保护

击下斜长岩中的长石完全被转换成玻璃。

法案（1978 年修订）》发布南极陨石收集计

很像另一块类似的南极陨石标本，编号为

划通告并就其可操作性征求各方意见。

“Asuka 881757”，是已发现最古老的玄武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 2003 年

岩月球陨石之一。

3 月 31 日公布“用于科学目的进行南极陨

科学家将在实验室对这块陨石进行进

石收集审批”条例（最终稿）。本条例是遵

一步的分析研究，它将成为美国“阿波罗”

照《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第 7

采集月球标本外的又一个重要的月球标

条款，并依据《南极保护法案》第 6 部分

本。许多科学家认为，“阿波罗”带回的月

（1996 年经修订形成《南极科学、旅游和

球样本非常珍贵，在南极洲发现的这块陨
保护法案【1996】
》）的相关规定而制定的。 石也同样稀奇，它们可以为我们更加全面
本条例要求合理地收集、处理、保存南极 的了解月球提供更多的证据。
陨石以保护其科学价值。国家南极考察计
（徐佩敏 摘译，源自：

划搜集的南极陨石须向美国家科学基金会
提交收集、处理、保存陨石的计划，NSF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提出收集陨石计划的意见，并对该计划作

http://www.spaceref.com/news/viewpr.rss.sp

解释。

acewire.html?pid=20807，2006 年 9 月 13 日
讯）

（徐佩敏 译，源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韩国科学家拟前往南极寻找陨石

http://www.spaceref.com/news/viewsr.html?
韩国海洋研究所附属的极地研究所

pid=21705，2006 年 8 月 14 日）

（仁川松岛国际城市）将首次为采集陨石



美国在南极发现罕见的月球陨石

而对南极大陆进行勘察。
极地研究所表示，预定在 2006 年 12

虽然 2005-2006 年度南极气候恶劣

月末至 2007 年 1 月末将派遣由研究所的李

使美国科学家该年度搜集到的南极陨石比

钟益（音译）博士、首尔大学教授崔辩觉

往年偏少，只收集到 238 块陨石，但他们

等 7 人组成的陨石勘察队前往南极。

最近发现了其中的一块属于是罕见的月球

勘察队将乘坐 skidoo（滑雪汽车）在

陨石，其矿物学与结构特征与众不同。它

南极的埃尔斯沃思山脉一带驰骋约 1 个月，
26

寻找可以研究太阳系的生成和进化阶段的

察船也同样如此。
“船只通过多种方式从各地将有害物

陨石。
在 70 年代初，发现在南极可以寻找大

带到南极，其中，以船体污垢最为常见。”

量陨石之后，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开始

吉尔伯特博士说。
“空中运输增多产生了新

了南极勘察，意大利和中国也分别从 1990

的问题。速度的提高意味生物体在途中有

年和 1998 年开始展开勘察活动。

更大的生存机会”。 “过去 50 年来气温

在南极采集的陨石达 3 万多件，是在

上升 2.5 度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特别在

整个地球上发现的陨石总数的 80%以上。

南极半岛。由于升温引起冰川退却，南极

极地研究所的企划组长陈东民表示：

无冰区域扩大、其环境更适合外来物种生

“在人们无法到达的南极的雪地，陨石以

存”。
吉尔伯特博士最后指出，对亚南极周

坠入地球的状态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因而

围岛屿的广泛研究显示，人类已将 200 多

被用作探究基础科学的珍贵的材料。”
极地研究所计划于 2008 年将破冰船派

种非本土物种带到那里，这表明南极这一

遣到南极，并于 2011 年在南极大陆建设科

辽阔的区域也会受到外来物种入侵。需不

学基地。

断评估和加强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南极的方

（徐佩敏摘译，源自：东亚日报

法和措施。
（徐佩敏 译 源自：

http://china.donga.com/gb/srv/service.php3?b
iid=2006082621768&path_dir=20060826,

http://www.stuff.co.nz/stuff/0,2106,3805907a

2006 年 8 月 26 日讯）

7693,00.html）





游客增多与气候变化使南极洲面
临外来物种威胁

南极条约成员国就采取更严格的
南极旅游环保措施未达成一致

新西兰南极局环境管理处 Neil Gilbert

南极条约成员国没有就针对快速发展

处长说，北大西洋蜘蛛蟹（North Atlantic

的南极旅游业而采取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措

spider crabs）和 Poa Annua 草（the grass

施这一问题达成一致。
越来越多的游客（主要通过船基方式）

Poa Annua）等非南极本土物种已在南极大
陆发现。曾认为外来物种无法在南极这种

登陆南极大陆，可能已对脆弱的南极生态

恶劣的气候和遥远环境生存下来。

环境产生的影响，这引起人们的担忧。另

由于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包括 2.8

一个问题是，在险恶的南大洋海域中航行

万个游客和 7000 名科学家和探险家）去南

的或者作业的船只类型和大小，以及大型

极。这就意味着南极需要进一步加强保护

船只在南极海域沉没时具备的环境事故和

以免受外来物种入侵。

人员事故处理能力。

通过对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的调查，发

29 届 ATCM 会议期间（10 天）就此展

现船只是最大的威胁来源，他告诉《生物

开了激烈的辩论，但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安全》杂志说。旅游者悠关此事的原因在

鉴于未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情况下一直不愿

于运送游客到南极大陆的游船通常在世界

采取环保新措施。法国外交官 Michel

各地航行，在夏季才前往南极。各国的考

Trinquier 先生（法国旅游委员会主席）告
27

诉路透社，本次会议临近结束时，这一环

10 个国家的 50 多个科学家参加的多学科

境问题才突然提出，会前并没有相关文件。 研究项目，主要监测全球变化和研究人类
他期待这个问题将在明年新德里的条约会

在北极海岛的活动。该项目在斯瓦尔巴群

议上进行讨论，并指出"他个人认为，这不

岛西北部的 nordauslandet 开展。

是缺乏政治意愿,或是因为一些代表支持而
（徐佩敏 译，源自

一些代表反对,而是因为没有事先准备，这

http://www.sciencepoles.org/index.php?news

个问题是个新问题"。

/further_funding_for_finnish_international_p

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人 Tony Press 指
出，过去八年来，南极旅游人数已增加四

olar_year_research_projects&s=3&rs=home

倍（每年到 32,000 人次）。多数旅行社是

&uid=772&lg=en&category=42，2006 年 10

设在美国的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

月 2 日）

(IAATO)的成员，IAATO 遵守南极条约规



定来严格管理其成员。
Michel Trinquier 先生说，目前所关注

新西兰拟在南极罗斯冰架钻取 2
根海底岩芯

的是究竟多大数量的旅游者和科学家才可
能影响南极大陆的脆弱环境，以及如何控

新西兰牵头组织的、50 位科学家组成

制和管理非条约成员国船只在南极水域的

的一个国际小组正在实施一个南极研究计

航行。

划，目的是为了测定过去冰架对气候驱动
的反应，包括一定时间系列上的可变性。

此外，海洋灾难也一个重大的、愈来

南极地质钻探计划 (ANDRILL)拟采用一

愈令人担忧的问题。
一些代表对本届会议未就采取更严密

套新西兰惠灵顿开发的钻孔机来钻到位于

的环保措施达成一直表示失望，但他们表

厚达 100 米的罗斯冰架下的海底，获得一

示这一问题至少已公开进行了讨论、今后

个 1000 米长的沉积物与岩石的岩芯。其目

将采取行动。

的是了解过去气候变化有多快，这些变化
哪些是自然因素引起以及他们在什么温度
（徐佩敏 译 路透社，

希望重建 500 万年至 1000 万年前冰的历史

http://www.alertnet.org/thenews/newsdesk/L

以及过去百万年更详细的结果。

23176279.htm，2006 年 6 月 23 日）



条件下发生的。新西兰科学家 Tim Naish

首个钻探地点选在新西兰南极斯科特

芬兰为国际极地年研究计划拨款 站以西 15 公里处，预计于 2006 年 12 月底
完成钻探任务。而第二个钻探地点选定在
76 万多欧元
斯科特站以东 25 公里处，计划在 2007/2008
年年夏季进行钻探。

2006 年 9 月芬兰宣布为国际极地年期
间开展冰和气候研究（活动）提供 76 万多

（徐佩敏 译，源自：

欧元的资助，该项研究活动是拉普兰大学
北极中心主持的 kinnvika 计划的组成部

http://www.sciencepoles.org/index.php?news

分，基于芬兰所承担的各项 IPY 计划活动

/andrill_s_new_ice_shelf_project&s=3&rs=h

的基础上。 Kinnvika 计划是一个由来自
28

ome&uid=793&lg=en&category=9，2006 年

指出，南极夏季风速变化最大。在今年举

10 月 10 日讯）

行的 29 届 SCAR 大会上他提到，“冰架上
的冰在夏季时融化最多，那时风速正好出



南极空中航线将带来新的问题

现加快”。南极洲的气温和气压通常要比
纬度较北的地区（如澳大利亚）更低，正

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员从南极乘飞机

是这种差异形成风暴，使南部冷空气（南

回国比坐船能更快地返回国内，但队员（生

极上空）与北部暖空气发生（空间）互换。

理与心理）从南极极端条件下调整到正常

特纳说，“过去 50 年来，这种差异在

生活状态的时间会更短。

加大，使得南大洋上空的风速平均每年提

Ayton 博士和塔斯马尼亚大学的研究

高几节。风速的加快意味现在西行风直接

人员正在研究从澳大利亚乘坐飞机往返南

吹过南极半岛而不是只吹到其附近一带，

极对队员的影响。该项工作是一项科考队

将破坏性的暖空气带到位于南极半岛东部

员考察结束回国后体能恢复影响因素研究

的拉森冰架”。西风带的加速驱使南极绕

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为期三年。他们将

极流更快运行、从而影响地球其他地区的

利用 2007/2008 年度首次开通的空中航

气候。南极绕极流带动了数量巨大的水体，

线来对比船基旅行和空基旅行对队员往返

在全球热传递中起到重要作用。

南极的影响。

地区的气压和气温差异存在自然周期

Ayton 博士指出，
“随着后勤运输由船

性的上下波动。但特纳说，气候模型显示，

只转变为飞机，有必要了解这是否会对队

与过去的 1000 年相比，近来的变化是"异

员体能恢复产生变化”。Ayton 博士和同事

常"的。

们尝试发现科考人员和家属在队员考察回

（徐佩敏 译，源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科学

国后是否具有特殊心理恢复特征，这些特

在线栏目：
征（研究）可能有助于更好、更快的恢复。 http://www.abc.net.au/science/news/stories/s
1686723.htm，2006 年 7 月 14 日报道）
（徐佩敏 译，源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07/s1692151.htm）

挪威一家旅行公司拟设南极旅游
航线



挪威航海旅行公司（Norwegian Coastal

http://www.abc.net.au/news/newsitems/2006

西风带风速加大威胁西南极半岛
的拉森冰架

Voyage）南美区域部将新设 2006 年-2007
年南极航线。新增的旅游目的地是南美最

科学家们指出，近 50 年来，热力驱

著名和最迷人的景点之一，包括 Iguazu 瀑

动的西风带风速一直在加快，极可能引起

布 , Machu Picchu, Atacama 沙 漠 and

南极拉森冰架（Larsen ice shelf）融

Easter 岛屿。这次推出的南极探险旅游将游

化。《气候》杂志不久将发表西风带风速

览白色的大陆与南安第斯山脉、圣地亚哥、

加速及其对拉森冰架融化的影响作用这一

布宜诺斯艾利斯融为一体。.高级的挪威游

研究成果。

轮一次可搭载 350 位乘客，这种游轮不仅

英国南极局气象学家约翰·特纳教授

感觉舒适，而且能靠近冰山，乘客可乘坐
29

292925-2297630.php，2006 年 10 月 19 日)

充气船上岸观光。从纽约出发参加本次旅
游的全程费用为 5495 美元至 9800 美元。


（徐佩敏 译，源自挪威航海旅行公司，

印度军方派人参加第 26 次南极
考察

www.norwegiancoastalvoyage.us）



印度军方正准备派遣一支考察队（由
一名军官、4 名下级军官和 5 名其他人员组
成）远征南极，参加印度第 26 次南极考察
队。陆军上校 Suresh Kumar 任领队，预定
11 月 7 日离开孟买开往开普敦，11 月 10
日离开开普敦赴南极。自 1982 年以来，印
度军方在执行南极考察任务中一直起到主
导作用，参与考察站的新建、维修和扩建，
负责站区保障系统运行以及人员与物资的
陆上运输工作。
(徐佩敏 译，源自
http://，2006 年 10 月 27 日)

美国空军 LC-130 大力神飞机为南
极考察站提供物资补给

美国空军 19 日宣布，纽约空军国民护
卫队的一架 LC-130 大力神飞机于 2006 年
10 月 17 日从夏威夷的 Hickam 空军基地出
发，飞往南极麦克默多站为南极基地与野
外营地提供人员与物资补给。LC-130 型飞
机是已经改造过、并配有滑雪撬，能够在
冰面和雪面上进行起降。
自 1955 年以来，“南极内陆后勤支持
Operation Deep Freeze”一直是空军支持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南极计划的一项
行动。2006-2007 年度的此项后勤工作从
2006 年 8 月 开 始 实 施 。 先 由 C-17
Globemaster III 型飞机从新西兰克赖斯特
彻奇飞往南极的麦克默多站，将研究人员
和装备运往冰上飞机跑道，然后由 C-17 和
LC-130 飞机运送到目的地。美国南极空中
补给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先由 C-17 飞机从
新西兰的克赖斯特彻奇运送到南极麦克默
多站，再由 LC-130 飞机从麦克默站运送到
南极点阿蒙森考察站或者南极大陆其它野
外营地。
需要时，C-17 飞机每周从克赖斯特彻
奇基地出发执行一次飞行任务，同时九架
LC-130s 飞机根据需要每天从麦克默多站
起飞执行多重飞行任务。所有飞机预计
2007 年 1 月底前将返回纽约基地，这取决
于该项任务执行情况。
(徐佩敏 译，源自
http://www.airforcetimes.com/story.php?f=1-



今年 8 月南极洲附近斯科舍海海
域发生 6.9 级地震
日本与和美国官员说，在南美洲和南

极洲之间的斯科舍海（Scotia Sea）海域
发生一次强烈地震。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国家地震
信息中心的地质学家 Dale Grant 说，位于
夏威夷的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并没有发布
海啸警报。USGS 宣布，当地时间 20 日凌
晨 1 点 41 分（格林尼治时间 3 时 41 分），
南极洲附近的斯科舍海海域发生了里氏
6．9 级的强烈地震，而日本气象厅初步测
定为里氏 7．2 级。此次地震的震中在斯科
舍海海域，深度约六英里，离南三威治群
岛布里斯托尔海岛西南大约 305 英里。
（徐佩敏 译，源自：
http://freeinternetpress.com/story.php?sid=80
84，2006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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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破冰船老化 加拿大拟造新 需对该地区进行监视一个的重要原因。 加
拿大的北极地区可能成为国际性贸易竞争
船

的竞技场，这极可能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加拿大海岸警卫队官员 Gary Sidock 不能加以监测和实施防务的北极区域可能
说，计划在 10 年内新建一艘破冰船来取代 会丢掉” 。
加拿大军方宣布去年花费将近$6000
正趋老化的“北极号”破冰船。
加拿大海岸警卫队副舰长说，目前舰 万美元利用 Radarsat-2 监测北部以及沿海
队的七艘破冰船和三艘江河船（river-class 地区的情报。该项目将在加拿大的东西海
vessels）每年从 6 月下旬到 10 月上旬定期 岸建设地面接收站,利用来自 Radarsat -2 和
航行在北方水域，主要用来开设航道、进 其他卫星的图像信息为国防服务。
总理 Stephen Harper 说,确保国家北极
行科学研究以及提供科考支持与援救服
务。这些船绝大部分目前已接近退役期限。 地区的领土主权是政府的一项要务。目前
根据设计方案，新破冰船造价高达 5 已提议将军事扩张北极地区。国防部长
亿美元,需要 10 年才能建造完成。 因此， Gordon O'Connor 说,“他已经责成相关人员
"监视北部地区
加拿大应该尽快定造，"也许不会马上，但 在制定各种具体方案。”.
也在短期内"。"破冰船必须更换,可逐步进 和捍卫北部地区领土主权的是我们国防政
行替换，这是加拿大海岸警卫队的一贯主 策的核心内容。"
张”。
（徐佩敏 译，源自：
（徐佩敏 译，源自：加拿大广播公司，
http://www.cbc.ca/canada/north/story/2006/1 http://www.canada.com/ottawacitizen/news/s
0/02/icebreakers-new.html，2006 年 10 月 2 tory.html?id=0050b330-e021-482e-b6f4-39d
日）
43537ad50，2006 年 7 月 13 日讯：）



加拿大军方敦促政府发射小型卫
星来巡视北极



俄罗斯扩大北极科考活动

俄罗斯北极考察队负责人报告说，俄
罗斯将扩大在北极的科学活动，新建的第
35 号北极浮冰站将分为两个阶段完成，而
且同先前的站相比，该站可容纳的研究人
员能增加一倍。
俄罗斯极地科学考察旗杆船
“Academic Fedorov”号计划在夏季搭载科
学家、专家以及必备装备和野营设施前往
预定的冰站"。这个项目是俄罗斯对国际极
地年的贡献，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计划将
2007/2008 年度实施。

根据一项报告，小型卫星能助于支持
加拿大对（北极）北方领土的主权要求。
发射一颗微型卫星只需 1 千万美元，而一
枚大型的卫星则需耗资约 1 亿美元。. "发
射微型卫星是达到对加拿大本土和领空进
行持续性、全面性覆盖唯一的有效方法"，
加拿大国防部科技咨询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指出。
由于微型卫星较小，重量不到 100 公
斤，因此，加拿大可以自行研制和发射,，
而且几年内便可完成。发射此种航天器费
用为 300 万——1000 万美元。
这份报告同时警告说，其他国家一直
十分关注这块资源富饶的北极领土，这是

（徐佩敏 译，源自：俄罗斯之声，
http://www.russia-ic.com/news/show/2591/，
2006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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