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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事务

5.

创立标准的极地冰级目录，可参

考芬兰-瑞典冰级规则、被公认的各组织的
冰级规则，应将其纳入新准则；

国际海事组织推进极地水域运行船只
强制性准则的制定

6.

准要求纳入新准则；
7.

第 54 届国际海事组织（IMO）船舶设

将破冰能力要求和相关的最低水
基于固定的地理边界设置运行条

件；

计和装备小组委员会 2010 年 10 月 25 日—

8.

充分考虑环境因素；

29 日在英国伦敦 IMO 总部召开了会议。其

9.

北极和南极区域适合不同的要

中一项内容是研究如何继续制定在极地水

求。

域运行的船舶的强制性准则。

小组委员会同意由挪威牵头协调再设

这个新准则将补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立会间联络组，审议船舶设计和装备小组

（ SOLAS ）、 国 际 防 止 船 舶 污 染 公 约

第 54 次会议上提出的风险因素矩阵模型的

（MARPOL）以及其他有约束力的 IMO 的

内容，会间联络组将甄别差距，并为计划

措施，它针对极地水域独特的运行条件（如

于 2011 年 3 月召开的第 55 次小组会提供

环境恶劣、水域偏远等）提出了新要求。

关于这个矩阵更多的信息。

该小组委员会赞同采用风险评估方式，以

小组委员会鼓励《南极条约》成员及

应对极地运行条件带来的危险，这种方式

其他对船舶在极地运行感兴趣的团体积极

包括目标、功能需求等。这个准则将有两

参与该项工作，通过本国 IMO 代表提交文

部分，第一部分是强制性要求，第二部分

件和报告，表达自己的想法。小组委员会

是建议执行的指南。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准

特别邀请成员国就准则的推进、冰区证书、

则的制定仅处于初步阶段，在准则文本上

极地航行的环境要素等提供信息。

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小组委员会还讨论了以下议题，但没
有形成任何决议：
1.

建议召开极地区域运行船舶人员

培训议题的会议，包括培训、证书、监督
等标准；

强制性准则的制定是国家南极局局长
理事会（COMNAP）的一项重要议题，考
虑到 COMNAP 在此问题上的兴趣和专业，
建议 COMNAP 代表们与其 IMO 国家代表
在制定此准则时密切合作。

2.

（ http://www.imo.org/Pages/home.aspx ， 陈 丹 红

目前缺乏极地水域海图和水道测

译）

量信息；
3.

南极海域禁止携带重油的情况介

绍，这种禁令可适用于北极；
4.

俄联邦政府会议确定中长期南极战略
2010 年 10 月 21 日在俄联邦政府会议

在新准则中包含冰区航行证书条

上普京强调：作为其缔约国之一，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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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循《南极条约》宗旨，计划进一步

与大气研究所（NIWA）所长 John Morgan

扩展在南极这一冰雪大陆上的科学考察，

访问了新西兰南极斯科特站。在短暂的行

使南极站和科考船现代化，积极参与各种

程中，Peter 教授和 Morgan 所长观看了新

国际极地项目。

西兰南极局部分杰出的科研成果。除了参

该战略的目标是根据国际法准则和俄

观现场设备和看望南极现场工作的科考队

罗斯内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实现俄联邦在南

员外，他们慰问了 Craig Cary 教授带领下的

极的国家利益，以及防止在该地区可能出

生物复杂性研究团队（麦克默多干谷）。

现的对俄联邦国家利益的威胁。

此次南极之行为 Peter 教授和 Morgan 所长

该战略目标将分为三个阶段实施。制订一

深入全面了解新西兰南极考察提供难得的

个国家性规划以保障俄联邦在南极的国家

机会。Peter 教授是新西兰总理智囊团中的

利益，是实现战略的基本机制。联邦水文

首席科学顾问，而 John 则在 NIWA 南极科

气象和环境监测局和有关的联邦机构、俄

研未来规划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

罗斯科学院将对南极进行深入研究。俄罗

（http://www.scar.org/news/scarbusiness/，元培 译）

斯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局将协调联邦各机
构在实施战略方面的行动。在该战略框架
内计划总共建造 5 艘船，在伊尔-114-100T
型飞机上装轮胎-滑撬两用起落架并投入使

俄罗斯与乌拉圭签署南极合作和谅解
备忘录

用，改造 8 个南极站和季节性科考基地。

2010 年 10 月 12 日，俄罗斯与乌拉圭

该战略的实现将促进发展以自然现象为对

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南极合作和谅解备忘

象的监测系统、促进南极科研资料积累和

录。其主要内容包括：共同开展科技项目

南极自然资源的评估、提高气候变化预报

研究、建立南极环境评价专家组；在南极

的准确性、发展格洛纳斯卫星系统、发展

考察中相互提供人员和物资配送服务；为

远洋捕鱼业、保护南极独具的自然状态。

研究人类在极地极端条件下的活动，交换

该战略已被列入俄联邦基本预算项目，开

医学研究专家和经验。俄罗斯南北极研究

发海洋生物资源被列为俄目前南极科考的

所（AARI）和乌拉圭南极研究所分别承担

优先发展方向。

相关的协调工作。

（ http://www.ec-arctic.ru/index.html?news_id=1110

（ http://www.ec-arctic.ru/index.html?news_id=1091

&page=1，毕大洪 编译）

&page=5，毕大洪 译）

新西兰总理首席科学顾问等视察南极

保加利亚南极局简介

斯科特基地
2010 年 11 月底，新西兰总理首席科学
顾问 Peter Gluckman 教授和新西兰水资源

保加利亚南极局（BAI）是一个非营利
法人团体，由索非亚法庭（Tribunal of Sofia）
于 1993 年 11 月 10 日通过 14 840 号决议注
册成立。BAI 设有 42 名成员及 4 个集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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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emer 成立于 1984 年，是一个兼工兼

员，即保加利亚外交部、索菲亚大学、医
学专科学院（The Academy of Medicine）、

商的公共机构（EPIC），由法国高等教育

保加利亚大西洋俱乐部。BAI 执行委员会

和研究部，法国生态、能源、可持续发展

主席为 Christo Pimpirev 教授。

和海洋部，以及法国食品、农业和渔业部

BAI 在保加利亚总统的庇护下工作。

共同监管。

1998 年 2 月 27 日，保加利亚内阁通过第

Ifremer 与法国科学界协同合作，同时

81 号决议，确定 BAI 为保加利亚南极科研

也与其他许多国家的组织展开合作。合作

项目的国家管理机构。

内容主要集中在大型国际项目，法国海外

BAI 每年组织一次南极科学考察活动，

领土和特定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

负责管理南设得兰群岛利文斯顿岛上的 St.

中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以及欧洲和

Kliment Ohridski 科学考察基地。

南地中海沿岸国家之间的地中海政策决策

保加利亚南极科考队由来自多个不同

合作伙伴关系。

领域的专家组成，包括地质学、地球化学、
地球物理学、气象学、冰川学、生物学、

Ifremer 承担研究任务，提供专家建议，
并扮演资助机构的角色。

医学等。所有研究结果均发表在期刊或专
著中。
BAI 与西班牙、英国、俄罗斯、德国、

Ifremer 开展定向应用研究，解决社会
问题（如气候变化之影响、海洋生物多样
性、污染防治、海产品质量等等）。Ifremer

阿根廷、巴西、智利、韩国等多国南极局

的输出成果包括科学知识、技术创新、海

保持联系。

洋观测和开发系统。Ifremer 愿意同公共、

BAI 是 COMNAP、南极后勤和作业常
设委员会（SCALOP）、欧洲极地委员会

私人或二者兼有的各种组织或机构开展合
作。

（EPB）以及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
的成员。

Ifremer 对海洋和海岸水域进行监控，
以支持环境以及环境资源管理公共政策。

(http://www.bai-bg.net/index_files/page0001.htm，元
培 译）

Ifremer 通过专家建议、研究报告、评
估活动和海洋环境监测或监控网络，就其
擅长的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提供专门知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所简介

识，并与国际海事领域专业人员进行合作。
Ifremer 监督大规模研究设备如海洋研

法国海洋开发研究所（Ifremer）通过
研究工作和专家建议，提供有关海洋及其
资源的知识，监控海洋和沿海环境，并促
进海洋活动的可持续发展。Ifremer 通过设
计并使用观测、实验和监控工具，运营法

究船队、大型计算机、数据中心、实验设
备等的开发、管理和供应，为法国和欧洲
科学界服务，同时也为私人或公共研究合
作伙伴提供服务。
主要数据

国海洋科学考察船来实现上述目的，为整

z 每年预算接近 2.43 亿欧元

个科学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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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Ifremer 本部共有 1612 名雇员；

z 推动新西兰南极局与新西兰生物安

Genavir 分部有 375 个雇员（2009 年 10 月

全局正在进行的、针对非本土物种风险的

31 日的数据）

项目。
所有奖学金的申请截止日期为 2011 年

z 5 个中心：通道/北海、布列斯特、

南特、土伦、塔西提岛

3 月 1 日。
此外， 克赖斯特彻奇市议会（CCC）

z 沿法国本土以及海外领土海岸线共

有 26 个站点

为坎特伯雷大学学生提供一份每年 10000

z 8 艘研究船（包括 4 条远洋航行船

纽币的奖学金，为硕士或博士生完成南极

只）、1 艘载人潜水艇、1 辆深海机器人（可

研究提供帮助；新西兰南极局也将为这些

深入水下 6000 米深度）及 2 个自主式水下

硕士或博士提供 1 年季的南极后勤支持。

机器人（AUV）

奖学金申请人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必须与现

（http://www.ifremer.fr/anglais/，元培 译）

有的南极研究项目密切合作。申请截止日
期为 2011 年 3 月 1 日。

新西兰南极局 2011/2012 年奖学金

(http://www.antarcticanz.govt.nz/science/sc
ience-and-information-update，元培 译）

新西兰南极局 2011/2012 年度共设立 3
类奖学金：
1.新西兰南极奖学金
为 1 个年季南极现场科研活动提供后
勤支持；金额为 10000 纽币。
2. Kelly Tarlton 南极奖学金
为 1 个年季南极现场科研活动提供后
勤支持；金额为 10000 纽币。
3. Robin Irvine 爵士（新西兰南极局）
博士奖学金
为 2 个年季南极博士研究活动提供后
勤支持；每年金额为 20000 纽币。
今年新西兰南极局奖金的设立确定了
了几个特定研究主题。学生素质和所建议
的项目仍将是奖学金评选过程中的主要关
注内容，但以这些特定主题为研究对象的
申请则将优先考虑。这些主题包括：
z 专门针对罗斯海地区可以获取的气

候数据而开展的研究项目。这些数据包括
LGP 项目所收集的数据。
4

（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10/10/senior_arc
tic_officials_met_in_t_C3B3rshavn，元培 译）

北极事务
突出海洋科学的《奥斯坦德宣言》呼
北极理事会召开高官会商讨北极议题
2010 年 10 月 19-20 日，北极理事会
（AC）在法罗群岛托尔斯港举行高级北极
官员会议，就相关北极议题就行了讨论。
共有 132 个代表参与了会议，讨论了
AC 各工作组和特别工作组正在开展的项
目，如“北极雪水、冰和永冻土（SWIPA）”、
污染物、海运、搜寻与救援等。会议最后
讨论了如何改进 AC 的效率和效能，以及如
何制定新的交流和公众教育行动指南。
共有 132 个代表参与了会议，讨论了
AC 各工作组和特别工作组正在开展的项
目，如“北极雪水、冰和永冻土（SWIPA）”、
污染物、海运、搜寻与救援等。会议最后
讨论了如何改进 AC 的效率和效能，以及如
何制定新的交流和公众教育行动指南。

吁为欧洲创造一个蓝色的未来
2010 年 10 月 12-13 日，欧洲各国的海
洋科学家齐聚奥斯坦德出席 2010 年欧洲海
洋大会。会上通过了《奥斯坦德宣言》。
该宣言将作为欧洲解决其未来十年所面临
的重大挑战和机遇的方针指南。
欧洲科学基金会海洋管理委员会主席
Lars Horn 在向欧盟科研创新委员 Máire
Geoghegan-Quinn 介绍《奥斯坦德宣言》时
说道，“海洋科学界已经明确了未来几年
将面临的主要挑战。整个欧洲的科学家都
在通力合作，确保我们的海洋所能够带来
的潜在健康和财富。反过来，我们也有必
要保护我们的海洋之未来健康。我们需要
观测和监控海洋环境变化，来支持未来的
工作。”
Máire Geoghegan-Quinn 对于《奥斯坦
德宣言》表示欢迎，认为它“可以促进新
思想的发展，推进海洋研究，提高创新能
力，解决我们的海洋所面临的挑战。”她
还指出，“在 2025 年之前，如果能将欧盟
GDP 的 3%用于研究，可以增加 370 万个工
作岗位和 8000 亿欧元的 GDP。”海洋和海
事研究和技术无疑将促进这一美好远景—

2011 年 5 月将在格陵兰努克举行的部
长级会议，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之中。本次

—“明日的创新始于今天的蓝天研究”的
实现。
Lars Horn 接着说道：“海洋在全球环

会议报告经过最终审核以后，将放在 AC
网站上以供下载。

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待更为全面的
了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不是任何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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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单独可以完成的，我们要在整个欧洲联

比利时弗兰德斯（州）创新、公共投

合起来，通力合作。《奥斯坦德宣言》要

资、媒体和扶贫部长 Ingrid Lieten 完全支持

求我们建立一个综合的欧洲海洋观测系

《奥斯坦德宣言》，认为海洋对于弗兰德

统，通过支持主要政策措施，满足欧洲的

斯知识社会和经济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

社会需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海洋科学

意义。

界应当分享彼此的数据、信息和知识；我

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代表、比利时联

们不仅要和我们的欧洲邻国分享，还要和

邦科学政策部长 Sabine Laruelle 对《奥斯坦

全球科学界分享我们的成果，特别是发展

德宣言》表示支持，愿意采取本宣言所倡

中国家。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将是欧洲保

议的行动。“比利时科学政策办公室

持其现有海洋科学水平和地位应做工作的

（BELSPO）一直支持海洋科学研究，也将

重中之重。”

继续支持海洋科学。40 多年以来，我们坚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里，来自各界的高

持开展海洋科学研究项目，特别是北海地

层发言人总结了主要的海洋和海事研究和

区的海洋科学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有来自

技术，并提出了欧洲建立“蓝色未来”的

比利时全国的科学家，同时也吸引了外国

建议。2010 年欧洲海洋大会所通过的《奥

科研人员的参与。BELSPO 参与 ERA-NET

斯坦德宣言》在大会讨论开始之前，已经

项目，更加突出了海洋科学领域国际合作

过全面的准备过程和公开在线咨询，故而

的重要性。这些项目将极大地促进合作项

能够在海洋和海事科学界、决策者、利益

目措施的开展。”

相关者和 430 个与会者中间达成广泛的共
识。

Sabine Laruelle 接着说道，“我国的研
究机构有着雄厚的海洋科学专业基础。比
利时皇家自然科学研究院北海数学模型管
理处（MUMM）有着三十多年的海域建模、
监控和管理经验。在海洋观测方面，这些
研究机构已经做出、且正在对这个领域的
几个国际性和欧洲系统做出贡献，例如欧
洲海洋观测和数据网络（EMODNET）、全
球环境与安全监测计划之 Myocean 项目
（Myocean/GMES）、欧洲全球海洋观测系

会 议 开 场 时， 欧 盟 渔 业和 海 事 委 员

统（EuroGOOS）等。”

Maria Damanaki 着重谈到海洋创新领域的

2010 年奥斯坦德欧洲海洋大会推进了

潜能，“新的增长可以是蓝色的增长，新

以往几次欧洲海洋大会（2007 阿伯丁，2004

的工作可以是蓝色的工作。海洋科学界只

戈尔韦）等的成果。2010 年欧洲海洋大会

有持续开展海洋测量工作，才能创造知

由比利时（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与欧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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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委员会以及欧洲科学基金会海洋管理委

的基础设施。开发大陆架需要技术资源和

员会共同主办。

资金资源的组合，需要国家和俄罗斯油气

（ http://www.eurocean2010.eu/component/content/a

大公司的合力。
近期，俄罗斯打算开发北极大陆架

rticle/18，元培 译）

Pechora 海的Prirazlomnoye油田。将有200

俄罗斯将制定开发北极大陆架的计划

人轮班在Prirazlomnoye采油平台上工作。油
田储量达4100万吨，最大年开采量约600万

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巴特卢舍夫近
日接受“俄罗斯报”采访时说，俄联邦政
府将在 2011 年年底前为勘探和开发北极大
陆架的矿产资源制定一个国家计划。该议
题已在俄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深入讨
论。俄罗斯的石油储量在世界上居第七位

吨。预计到2019年钻出36口油井。采油平
台长度和宽度为126米，油库体积为13.6万
立方米，日采量1.9万立方米，自动运转期
可达60天。
(http://www.ec-arctic.ru/index.html?news_id=1210，
毕大洪 编译)

（占 6%），天然气储量居第一位(占 24%)。
尽管在未来几十年内能保证国内的能源需
求，但是这种大家公认的潜能在慢慢减弱。

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奖章征集提名

根据联邦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部公布

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奖章是

的资料，有 75%以上的矿产资源得到开发，

褒奖那些对认识北极作出的杰出、持续性

但是平均成品率仅接近 50%。当前这方面

贡献的人。IASC 奖章每年最多颁发一枚，

的主要问题是碳烃储量的品质下降，以及

且只有当被提名者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

西西伯利亚老产地的资源正在衰竭。现今

才予以颁发。获奖人确定后，奖章通常由

俄罗斯的开采回收系数勉强超过 30%，而

IASC 在国际北极科学高峰周会议（或者在

国际上先进指标达到 40%-45%。在这种情

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在其他重大国际会议

况下大陆架的油气成为极为重要的后备能

上）颁发给获奖者。2011 年 IASC 奖章提

源资源。

名申请截止日期为 1 月 31 日。

巴特卢舍夫说，探明的北极大陆架油

（http://iasc.info/news，元培 译）

气资源评估为 1000 亿吨标准燃料。现在俄
罗斯确定了 51 个油气产地，其中包括
Shtokman 在内有 6 个无与伦比的产地，总
储量超过海上全部油气储量的一半。由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6
次缔约方大会声明

在研究开发大陆架方面缺少战略性文件，

2010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联合国气

使得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大陆架的地质特

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6 次缔约方大会声明

性尚未完全弄清，难以测算实际的油气储

中指出：

量。另外的困难是缺少现代化的钻井设备

没有一个地方比北极地区有着更为明

和专用船只，缺少油气运输和加工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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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全球变暖迹象了。过去 40 年，北极地

评估》(ASMA)中指出，北极地区运输活动

区迅速升温。北极地区升温幅度达到全球

日渐增多，可靠的通讯和监测系统变得必

升温幅度的两倍。北极地区气候变化对于

不可少。AC 内部目前正对这一建议及其他

本地、区域乃至全球范围产生深远的影响。

AMSA 建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004 年和 2005 年，AC 和 IASC 共同
出版了《北极气候影响评估》
（ACIA）。后
来的观测结果证明了该评估报告的基本结
论是正确的。尽管有些气候变化，例如夏
季海冰面积退缩，5 年前才开始出现比预期
更快、更严重的变化。
由于北极地区气候变暖，当地的海冰、
积雪、冰川和永冻土全部都在缩减。北极

作为一个额外的成果，欧洲航天局电
信系统高级研究方案（ARTES）启动了一
项名为“ArtiCom”的新研究。该研究将确
定当前通信的不足，以及 2015-2020 年及更
远的未来北极地区对于通信的需求。
（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10/12/the_arctic
_marine_shipment_assessment_%28amsa%29_report
_-_follow_up_in_many_arenas，元培 译）

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正面临威胁。气候变
化导致 400 万北极居民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狩猎、渔业和放牧活动也因为冰雪条件的
变化而受到威胁。北极土著人民的传统谋

北极理事会日前发布北极动植物资源
保护报告

生方式正处于危险之中。

在2010年10 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联合

格陵兰冰盖融化加速对全球海平面上

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0 次缔约方大会

升有所贡献。最近的预测模型显示，本世

（COP10）上，AC“北极动植物资源保护”

纪末，全球海平面将上升 1 米。海平面上

（CAFF）工作组利用会议间隙召开了一次会

升 1 米，对于地球来说，意味着十分严重

议，发表了名为“2010 年北极生物多样性趋

的后果。

势”的报告。该报告是“北极生物多样性评估

对抗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
个共同的、紧迫的挑战。全世界需要立即

计划（ABA）”的首个成果。ABA 计划将在
2013 年全部完成。

行动起来。

丹麦环境部长 Karen Ellemann 发表开

（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10/12/arctic_stat

场演说，称期待 ABA 能对北极地区的气候

es_E28099_joint_statement_to_cop_xvi，元培 译）

变化有更为全面的认知，从而为包括适应
战略在内的行政决策提供基础和动力。该

《北极海运评估报告》在多个领域引

报告的主要 7 项结论为：1）北极作为稀有

起后续的反响

动植物唯一的栖息地正在迅速消失；2）一
些对于全球和北极人民来说都十分重要的

北极地区的海运活动日渐增多，包括

物种正在减少；3）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北极

旅游和探测活动，可靠的通讯和监测已变

生物多样性的首要威胁；4）尽管北极保护

得必不可少。AC 出版的《2009 年北极海运

区域相比过去有所增加，海洋保护区域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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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够；5）北极生物多样性变化给北极人

共同的挑战使合作和联合的解决方案

民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6）需要进行长期

成为必需。与会代表用了一天时间听取来

观测，以确定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情况；7）

自北极人类卫生问题的权威专家们的报告

北极生物多样性变化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和进行圆桌讨论，北极国家都表示对于卫

会上还进行了几个发言，并展开小组

生问题有进行合作的兴趣。

讨论。讨论内容包括 AC 工作与生物多样性

北极国家间可以相互学习，在北极地

公约以及其他多边环境协议下开展的工作

区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远距离医学的应

之间的联系；需要加强能力建设以确保当

用和研究等的推广。同时，对于精神疾病、

地土著人的参与，例如通过培训教授传统

滥用药物和自杀等的治疗和救治，也是北

知识，确保他们全面参与北极动植物资源

极国家感兴趣的一个方面。

保护工作；AC 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解决海

会议签署了《北极卫生宣言》，表达了

洋保护区域不足的问题。与会者纷纷建言，

北极国家就卫生问题加强环北极合作的意

提倡国际合作，以便进一步推动 AC 工作，

愿。各国一致同意，要分享经验并进一步

提高全球对北极生物多样性认识。

加强合作，以保证更多地参与到北极土著

COP10 上通过了一项决议：邀请 AC

居民的卫生问题研究中来。
格林兰卫生部部长 Agathe Fontain 说：

提供与北极地区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信息和
评估，以供“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

“我很高兴我们能在北极地区首先采取这

机构”参考。

一行动，从而能够为了寻求联合的解决方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10/11/caff_report

案，就卫生问题进行更紧密的对话。
”
丹麦国内与卫生部部长 Bertel Haarder

_presented，元培 译）

说：
“我们可以向彼此学习到很多东西，希

北极卫生合作迈出了第一步
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一届北
极卫生问题部长级会议，迈出了朝向北极
健康问题更紧密合作的第一步。会议由来

望此次会议能够成为新传统的开始。
”
（http:// www.nanoq.gl，房丽君 译）

北极理事会 2011 年主要会议与活动
z 1 月 17-21 日，“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

自加拿大、丹麦、冰岛、挪威、俄罗斯、
瑞典、美国、法罗群岛、格陵兰、哥威迅

（AMAP）”工作组会议在挪威召开。

国际理事会和因纽特环北极理事会的代表

z 1 月 22-23 日，“北极海洋环境保护计

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共同的挑战，多样

划（PAME）”工作组组织的生态系

的解决方案”
。

统管理方法研讨会在挪威召开。
z 2 月 1-3 日，CAFF 会议在冰岛召开。

北极国家面临着很多共同的挑战，比
如易引发疾病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增加、传

(CAFF 每 两 年 召 开 一 次 大 型 会

染性疾病和精神疾病的持续，以及滥用药

议）。

物和自杀现象的持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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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2 月 15-17 日，2011 年“北极海洋环境
保护计划”（PAME-I）在挪威召开。
z 3 月 16-17 日，AC 高级北极官员会议
将在丹麦召开。
z 5 月 12 日，第七届 AC 部长级会议将
在格陵兰召开。

环北极生物多样性监测计划（Circumpolar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Program-CBMP），
可持续的北极观测网络（Sustaining Arctic
Observing Networks-SAON），另外还讨论
了国际极地十年（International Polar Decade
—IPD）的相关情况。

z 6 月 15-16 日，突发事件预防反应工作

1.

SWIPA 进展情况

组（EPPR）会议将在加拿大召开。

项目组的报告中包括约 200 个科学家

z 10 月 4-6 日，AMAP 工作组会议将在

提供的科学综述，将上交今年 AC 部长级会

俄罗斯召开。

议。此份科学报告的主要发现包括：
1) 过去的六年(2005-2010)是北极地区

（http://arctic-council.org/section/meetings，元培译）

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时期，较高的表层气

第 24 届北极监测与评价计划工作组
会议讨论 2011/2013 工作计划
2011 年 1 月 18 日-21 日，北极监测与

温驱动了冰雪圈的变化。
2) 有证据表明北极冰雪圈的两个因素
--雪和海冰—与气候系统相互作用而加速
了升温。

评价计划（AMAP）在挪威召开了第 24 次

3) 整个北极地区雪和海冰的覆盖面积

工作组会议。会议重点审议了 AMAP 工作

和持续期都在降低。永久冻土的温度上升

进展，并讨论制定未来三年工作计划。

高达 2°C。俄罗斯和加拿大永久冻土区的最

一、

审议近期工作

南端在往北移动。
4) 北极地区最大和最稳定的冰体—多

工作组会议主要是解决 AMAP 工作中
的 事 务 性 工 作 ， AMAP 主 席 （ Russel

年海冰，山体冰川，冰帽和格陵兰冰川—
从 2000 年开始加速消失。

Sharear）主持会议，由 AMAP 执行秘书

5) 对 于 海 冰 的 最 新 观 察 表 明 ，

Lars-Otto Reiersen 介绍此次会议的背景和

IPCC2007 年报告中的模型低估了变化的速

希望得到的成果。由于 AMAP 需向 5 月份

率。

举行的北极理事会（AC）报告有关情况，

6) 到 2050 年为止，很多地区最深的雪

因此，本次会议，AMAP 各下属工作组介

的厚度会增加，最大的增加将发生在西伯

绍几个项目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北极

利亚。尽管如此，到 2050 年，平均雪覆盖

的雪，水，冰和永久冻土项目（Snow, Water,

时间将缩短 20%。

Ice and Permafrost in the Arctic--SWIPA），
短 期 存 在 的 气 候 变 化 因 子 （ Short Lived

7) 预计最早在未来 30-40 年间，北冰
洋大部分海域在夏季将成为无冰水域。

Climate –SLCFs ） , 无 人 飞 行 器 系 统

8) 冰雪圈的变化引起北极生态系统特

（Unmaned Aircraft Systems-UAS），以及

征的根本性改变，在某些情况下将失去整
10

个种群。这将对那些从北极生态系统获益

SWIPA 工作组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如下科

的人群产生影响。

学建议。这些建议由特别专家组进行了反

9) 北极冰雪圈已观察到和将要发生的

复修改，并且在会议上进行了逐字逐句的

变化在很多层次上影响到了北极社会。尤

讨论。主要科学建议包括：

其是对当地民族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将带来

适应（ADAPTATION）
z

巨大挑战，当然也将带来新的机遇。
10) 北极地区的运输方式和能源利用，

制定区域尺度的冰雪圈变化及其
相关风险的评估系统；

z

由于雪，海冰，冰和永久冻土的分布和季

根据预期变化的规模和特性，制

节变化，将产生巨大的变化。这些既对日

定和实施恰当的“北极适应战略

常生活也对商业活动产生影响。

计划”。这种战略必须考虑到其

11) 由于冰雪圈的变化，尤其是永久冻

他相关的变化驱动因素；
z

土层的消失，北极的基础设施将面临更大
的风险。

圈的变化进行调整，在必要时制

12) 北极地区失去的雪和冰加速了气

定法规；
z

候变暖的过程，因为这增加了地球表面吸
收太阳能量的能力。它也可以显著地增加

升级搜索和救援操作，以及环境
危险响应的能力；

z

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改变大尺度海流。
这些作用的联合效应尚不清楚。

增加冰、气候和海况预报的准确
性，并对所有的北极居民和组织

13) 全球海平面在 2003 到 2008 年间以
约每年 3mm 的速度上升，其中北极冰川和

确保环境管理措施可以根据冰雪

提供预报；

减灾（MITIGATION）
z

冰帽的贡献率超过 40%。到 2100 年，全球
海平面将上升 0.9 – 1.6 m，北极冰融化将对

应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列为国际
谈判紧急事项；

z

其产生持续贡献。

AC 成员国应该增加他们在谈判

14) 每个在北极生活、工作和从事商业

过程中的领导；

活动的人都需要适应冰雪圈的变化。这种

观测（OBSERVATION）
z

适应需要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引导和对基础
设施投资的增加。

提高和扩展系统的、综合性、站
基的冰雪圈监测；

z

15) 对于北极冰雪圈在未来将以多快
的速度变化和这种变化的最终影响的预测

维护和支持观测冰雪圈的遥感方
法的发展；

z

仍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冰雪圈的元素

发展和提高观测冰雪圈变化对生

与气候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确定性尤其

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连锁影响的

显著，需要有效的监测和研究来减少这种

系统；
z

不确定性。
基于以上对北极冰雪圈的认识，

将研究扩展到冰雪圈模型的重要
过程中，减少预测变化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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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别重要的是，要提高永久

点主要是：后勤困难，恶劣天气，区域巨

冻土动力学模型，雪-植物相互作

大。
美国使用全球鹰无人机进行观测，它

用模型和冰川和格陵兰冰架的质
量损失模型。

宣传（OUTREACH）
z

z

2.

领域。NOAA 在无人机方面主要关注海洋

AC 的成员和观察国应该独立地

哺乳动物的状况，而 NASA 主要关注格陵

和集体地宣传和教育北极社会和

兰岛的冰川，Fram 海峡的海冰和大气气溶

国际社会关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

胶的观测。

北极变化，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当

4.

地，区域性及全球的人类社会。

CBMP 由加拿大领导，由环北极国家

政策需求（POLICY NEEDS）
z

可以在 30 小时内，由弗罗里达州到北冰洋

CBMP 进展情况

资助，主要涉及领域包括：监测，数据管

政府和研究机构在各个层次上要

理，报告，能力建设和通讯、教育。CBMP

加强合作和协作，以应对与冰雪

的目标包括：海洋，陆地，淡水，海岸带。

圈变化相关的挑战与机遇；

并且以此分成 4 个工作组。

AC 应将北极变化的综合影响进

CBMP 现存的主要问题包括：现有的

行一次整体性评估，重点是如何

监测计划涉及的范围都比较大（范围

减少环境损害和增进人类福祉。

500km）以上，但是缺少协调和长期规划；

SLCFs 进展情况

现有的部分信息忽略或者是很难得到；项

现有的 SLCFs 主要关注对象为：碳黑

目中很少包括当地居民的参与。

（Black Carbon）。SLCFs 主席邀请中国科

5.

学家参与工作组工作—孙俊英参加该组工

SAON 建立于 2008 年，由 AC 和 IASC

作，四月份有两个人到斯瓦尔巴德群岛参

联合资助。AMAP 秘书处同时也承担 SAON

加相关工作。

的秘书工作。AC 成员、观察国和永久成员

SAON 相关情况

碳黑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内来源（对

都可以推荐 1 名 SAON 成员，由 AC 制定

应于外来源）；能源+工业+废物；运输；

监测参数，AMAP WG 可以为 SAON 工作

农业火灾；草原+森林大火。在不同的国家

提出建议。

有着不同的来源，比如在俄罗斯主要为国

6.

内来源，而美国则主要为运输。

预计在 2012 年蒙特利尔举行的 IPY 会

3.

UAS 进展情况

UAS 最大的挑战来自空域使用许可的

IPD 进展情况

议上，要确定优先领域。目前 IPD 设计的
优先领域包括：利用 IPY 时期得到的数据、

获得。2010 年工作组在圣彼得堡专门召开

信息、基础设施和伙伴关系的优势，以及

会议讨论空域使用问题，但是在所有国家

国际合作的努力，建立和发展极地预测的

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许多红外测定技术

能力。特别要关注：模型，观测（包括持

涉及国家机密。而后勤保障方面的技术难

久和站基的），过程研究，数据管理，通
12

讯和决策支持，所有这些都以发展评价、
通讯和描述环境现状和未来状况以及与人
类社会的相互作用为核心目标。
二、

2011/13 工作计划

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 AMAP 2011/13
年的工作计划及工作要点，摘录如下：
1)

北极科学考察

北极的海洋酸化、黑碳等新兴环

俄德举行北极拉普捷夫海科学研究工
作会议
俄联邦教育和科学部与德国教育和科学

境因素的监测、评估和研究
2)

综合评价方法-北极变化的评价

部签署的“在极地和海洋研究方面的合作

3)

SLCFs 科学报告的更新，将关注

协议”从 1993 年起生效。根据该框架，每

对象扩展到甲烷和臭氧

年完成一批由 10 多个德国机构和 15 个以

AMAP 监测和评价执行计划---专

上俄罗斯大学和研究所共同参与的科研项

家工作组会议 2011/12

目。其中规模最大的项目是“拉普捷夫海

SWIPA 和汞评价的后续工作—影

系统”计划。该计划包含有 3 个分项目，

片，翻译和宣传

“欧亚北极大陆架海洋的全球变化：拉

设计 AMAP 通讯和宣传战略计

普捷夫海锋区和不冻区”
“萨莫伊洛夫岛

划，更新网站

试验站”“俄罗斯-德国斯米特极地海洋

UAS-安全指南和交叉飞行试验项

研究实验室”。2010 年 8 月 23 日普京访

目

问了萨莫伊洛夫岛上的试验站（注：在

现有的和新的监测计划-污染，气

勒拿河三角洲），并强调了在那里建造一

候变化，人类健康，持久影响等

个现代化天文台的重要性。

CBMP 后续工作

鉴于拉普捷夫海北极区域大量的科研成

4)
5)
6)
7)
8)
9)

10) 斯德哥尔摩公约和 UNEP 汞评价
的相关后续工作

果和研究前景，2010 年 11 月 8 日-11 日
在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AARI）举行俄

（ http://www.arctic-council.org/ 局 监 测中 心姚 子

德拉普捷夫海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会议上

伟、极地办 编译）

主要讨论已获得的科研资料，并制订俄德
在该地区进一步共同研究的计划。这次工
作会议由AARI、俄罗斯-德国斯米特极
地海洋研究实验室和德国阿尔弗雷德·韦
格纳（AWI）极地海洋研究所共同组织。会
议议题包括：（1）甲烷和碳流；（2）在
陆海系统中海岸的侵蚀及相互作用；（3）
水下冻土；（4）生态系统；（5）大气-海
13

冰-大洋系统相互关系。

员需要获取偏远海域的天气和海冰数据。

( http://www.aari.nw.ru/docs/press_release/2010/201

AMORA 项目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开发一个

01103_rusger.html ，毕大洪 译）

漂移平台，即所谓“光谱辐射浮标（SRB）”。
该浮标可以自动、持续地测量日照以及降

俄罗斯在北极建立新的浮冰站

雪和海冰的一些最重要的属性。这个特制
的浮标可以通过卫星把观测数据直接传输

为建立新的浮冰科考站“北极-38”
，
“俄罗
斯”号核动力破冰船搭载 15 名人员于 2010

给 AMORA 研究机构。

年 10 月 1 日从摩尔曼斯克出发前往北极。
自 2003 年开始大规模恢复北极考察以来，
“北极-38”是俄罗斯在北极建立的第 7 个
浮冰站。在世界科考同行内，建立浮冰站
的技术手段以及浮冰站的作业方式是俄罗
斯独有的秘诀。
（ http://www.ec-arctic.ru/index.html?news_id=
AMORA 参与者在特罗姆瑟合影

1046&page=7，毕大洪 译）

2010 春天， AMORA 开展了第一次现

中国科研人员访问挪威特罗姆瑟
中挪合作研究项目“北极海冰太阳辐
射观测与过程模拟改正”（AMORA）正在
开发新的测量工具，以加深对于太阳如何
影响全球变暖，以及北极海冰在其中的作
用的理解。2010 年 11 月，该项目参与人员
在特罗姆瑟进行了交流。
AMORA 集中研究北极冰雪气候，致
力于推动中挪两国间的知识交流，同时培
养研究人员。该项目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很
好的机会——在项目参与机构开展研究，
或者进行科研访问，或出席研讨会等。本
次 会 议 是 AMORA 项 目 第 二 次 会 议 。
AMORA 团队 2009 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
会议。
AMORA 项目是中挪科研人员第一次

场研究。在斯瓦尔巴德群岛的王湾，研究
人员通过测量日照辐射量，通过薄冰、降
雪以及开放水域发射的辐射量，以及穿过
海冰抵达冰下海域的辐射量，研究了不同
类型的海冰特征。
AMORA项目隶属于挪威极地研究所
冰中心。该中心是挪威的一个专门研究极
地地区冰川和气候的国家研究中心。挪威
极地研究所承担了AMORA项目，并与中国
极地研究中心 （上海）、大连理工大学（大
连）、芬兰海洋研究所（芬兰赫尔辛基）、
AWI（德国不莱梅港）、冷区研究和工程实
验室 （美国汉诺威）等机构展开合作。
AMORA项目得到挪威研究委员会的资助。
（ http://npweb.npolar.no/Artikler/2010/1290436432.
91，元培 译）

合作研究北极海冰和降雪的项目。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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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家将使

该协议在基尔的莱布尼茨海洋研究所签

用水下机器人进行冰层下海洋研究

署，Otto Schmidt 实验室的科学顾问委员会

这种被命名为 UBC-Gavia 的水下机器
人装有温盐传感器、回声探测仪、数字摄
像器和光学感应器。其重量为 50 千克，长
度 2.5 米，直径 0.5 米。
在其下水工作之前，需预先设定运动

每年在此召开工作会议。
11 年前，德国-俄罗斯极地和海洋研究
Otto Schmidt 实验室在 AARI 设立，这是俄
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与德国联邦教育和
研究部联合实施的海洋和极地研究领域研
究计划的核心内容和基础。

轨迹和传感器工作程序。完成工作之后，
能回到指定的位置。当机器人浮出水面时，
可通过无线局域网或卫星通讯与母船保持
联系。其装有功率达 1 千瓦时的锂电池供
驱动螺旋桨。水下最大速度大于 7 千米/小
时。可持续工作 6-7 小时，航程达 40 千米。
该机器人的结构可确保提供足够的浮
力，只有在螺旋桨工作时才能下潜，当发
生故障后就会浮上水面。其导航传感器能
提供其所处的精确位置。提供定位的声学
传感器能在直径约 1 千米的范围接收到母
船发出的信号。必要时还可以通过 GPS 校
正其航行路线。
在冰层下面探测海底地形是其看家本
领。借助这种水下机器人可获取大洋中某
些未曾研究过区域的宝贵资料，有助于弄
清某些现象的起因，例如，大洋中的冷水
和热水在哪里交汇。
（ http://www.ec-arctic.ru/index.html?news_id=1108
&page=1，毕大洪 译）

以俄罗斯极地研究专家 Otto Yulievich
Schmidt(1891-1956)命名的 Otto Schmidt 实
验室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气象学、海洋学、
海洋化学、生物学和地球科学领域的现代
研究实验室，配备了现代化的实验室和测
量设备，计算机中心和一个访问 1 万多种
期刊的虚拟图书馆。Otto Schmidt 实验室的
主要职能是项目协调、科学培训和培养青
年科学家。自 1990 年以来，来自俄罗斯联
邦 19 个研究机构的 280 名奖学金获得者，
已 经 成 功 参 加 了 OSL （ Optometry
Scholarship-loan）的奖学金计划。
Otto Schmidt 实验室由德国联邦教育
和研究部、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
AARI 、AWI 和德国莱布尼茨海洋研究所
联合资助。
（http://www.awi.de/en/news/press_releases/detail/it
em/deutsch_russisches_otto_schmidt_labor_in_st_pe
tersburg_wird_fuer_drei_weitere_jahre_gefoerdert/?c
Hash=d11941f66a701cdd5c01564c2987cbc7，公衍
芬 译）

德‐俄继续联合资助 Otto Schmidt 实验
室开展极地与海洋研究
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 AWI 与俄罗斯
AARI 签署了一项协议，未来 3 年继续支持
Otto Schmidt 实验室开展极地与海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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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就南极和南大洋的保护与管理提
供客观的、有独立性的科学建议；

南极科学考察

z

与其它南极条约咨询机构合作，
提供客观的、有权威性的科学建
议（例如，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2011－2016 战

护公约和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

略计划概要

会）；
z

对南极和南大洋的研究以及它们在地

将其全球议题的咨询影响范围延
伸至其它组织（例如，联合国政

球系统中的作用从未显得如此重要，因为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这个地区正在经历变化，影响及于全球。

z

就其本身而言，南极地区在科研的重要性

与有互补关系的组织紧密联系，
以应对地区和全球议题；

方面可以说是一间“天然实验室”，这在地

z

为展示最新的研究成果、交换最

球的其它地方是做不到的。SCAR 的战略愿

新的科学发现、推动跨学科和跨

景着眼于世界，在其中，所有人都受益于

领域的交流提供场合（例如，科

南极地区的科学活动，卓越的科研能力得

学大会、研讨会、工作组、评论

到重视，科研成果为则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会、评价会和综合讨论）
；

SCAR 的任务是成为具有领导地位的非政

z

促进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消除

府性质的国际促进者，南极或源自南极的

吸收不同领域内各种见解的障

研究中的倡导者，为南极条约和其它机制

碍；

提供客观的、有权威性的科学建议，提请

z

政策制定者们关注新出现的问题。

国际北极科学理事会）；

SCAR 将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她的愿景

z

和任务：
z

z

促进无限制访问南极科研数据，
将其作为一个资料库的门户；

这些项目要应对的是具有地区和

z

全球重要性的议题；

培养学生和青年职业科学家的能
力（例如，青年职业科学家协会）；

审时度势，确认南极科研中正在

z

鼓励新设立的国家南极项目；

发展变化的议题和新出现的领

z

吸收那些传统上不参与南极研究

域；
z

维护和建设 IPY2007－2008 的遗
产；

通过开展跨越性的科研项目来激
发南极和南大洋研究的先进性，

z

鼓励与北极同行的合作（例如，

的国家；

拓展研究活动，将人类因素包括

z

进来（例如，历史、社会科学和

推动和促进在各个层面上将南极
科研与教育活动相结合；

南极的价值）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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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众和媒体讲解从南极和南大

洋研究中获取知识的重要性。

澳大利亚科学家 20 年研究发现南大
洋浮游生物发生重大变化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和南极局局长理

澳大利亚南极局科学家通过 20 年的研

事会 2011－2012 年度奖学金拟设立

究发现，采样的南大洋浮游生物和磷虾样

5 个资助项目

品在组成、分布和多样性等方面发生着重

SCAR 将与 COMNAP 携手，为青年研
究人员设立奖学金，以吸引和激励有才华
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加强和
拓宽国际合作。

大变化。
自 1991 年以来，南极地区浮游生物的
连续记录项目监测了南大洋浮游生物的数
量并绘制成图。
记 录 设 备 安装 于 海 洋 科学 调 查 船 后

2011 年，这两个奖学金共有 5 个名额，
每个名额可以获得最高 15000 美元的资助。
其中 SCAR 有 4 个名额，COMNAP 有 1 个
名额。从 2005 年开始，SCAR 一直在为青

部，通过拖曳以过滤和捕捉微小生物。研
究发现，海冰区小的浮游动物数量增加，
其他浮游生物物种突然大量繁殖并大范围
蔓延。

年研究人员提供从事科研的奖学金。这些
奖学金使从事南极和南大洋研究的科学家
能参与一系列的重大研究。自 2005 年设立
以来，SCAR 共授予了 24 份奖学金。
今年，COMNAP 也参加进来，为青年
研究人员提供一到两个奖学金的机会。他
们共同宣布了这一消息，并将共同推动这
两项奖学金计划的实施。2007-2008 国际极
地年的活动吸引了一批满腔热情的青年研
究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从奖学金计划
中受益。奖学金计划对 SCAR 的科学目标
和 COMNAP 的国际合作目标来说是一种
支持，它使得青年研究人员有机会加入另
一个国家的项目小组，开辟新的机会，建

该项目覆盖南大洋 70%的面积，取样
30 000 个，确定和描绘 230 个物种，拖曳
记录达 278 000 多千米。
20 年的研究形成了第一本（南大洋）
浮游动物图集，记录了南大洋最常见的 50
种浮游动物物种的丰度和分布。该图集将
成为其他南大洋研究和监测计划的参考材
料。
（http://www.antarctica.gov.au/media/news/2010/20year-study-finds-major-changes-in-southern-ocean-pl
ankton，公衍芬 译）

俄罗斯实施第 56 次南极考察

立长期的科研合作伙伴关系。如果计划顺

2010 年 11 月 9 日“费奥多罗夫院士”号

利实施，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中，

科考船离开彼得堡，执行俄罗斯第 56 次南

COMNAP 将与 SCAR 一道，继续为年轻人

极考察航次。船上载有 108 名考察队员（72

提供奖学金。

名越冬队员和 3 名夏季工作队员）。12 月

申请的截止日期是 2011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scar.org ,

龙威 译）

初在开普敦与先前乘飞机抵达约 60 名专家
会合。船上带有和平站、东方站、进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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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拉扎列夫站的补充物资，其中包括燃

2011 年 5 月 6 日回到圣彼得堡。在国际航

料、粮食、消耗品、备件、设备和仪器，

空合作项目 DROMLAN 之内，2010 年 11

以及青年站、友谊-4 站、联盟站等夏季考

月-2011 年 2 月之间开普敦至新拉扎列夫站

察所需的设备和仪器、符拉迪沃斯托克航

冰雪机场有 11 次跨南极大陆飞行，为此俄

空企业的设备、内陆考察所需的履带式牵

罗斯英雄功勋试飞员伊萨扬于 10 月 29 日

引设备、建造进步站新越冬综合用房所需

就已经驾驶伊尔-76TD 运输机前往开普敦

建筑材料和设备。

进行组织工作。

2011 年 2 月底，“亚历山大·卡尔平
斯基院士”号科考船将加入这次考察。其

（http://www.aari.nw.ru/docs/press_release/2010/20
101103_rae.html，毕大洪 译）

任务是对威德尔海东部沉积层构造进行地
质物理研究。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将
继续对查尔斯王子山和麦克—罗伯特孙地
的深部地层进行综合考察。

世界最大中微子天文台在美国南极点
站建成

第 56 次南极考察中具有原创性的、最

南极洲“冰立方”（IceCube）中微子

有意义的考察内容是：（1）借助别林斯高

天文台是有史以来最宏大的科研建设工程

晋站的轻潜水装置在乔治王岛沿岸水域进

之一。

行活体水生物的研究；（2）在新拉扎列夫

2010 年 12 月 18 日，全世界最大中微

站安装第二个格洛纳斯导航系统的卫星轨

子天文台在位于南极点的南极高原冰层中

道差分校正自动站并使其投入运行。第一

建成。该项目经过十年的规划、改进和测

个类似的装置安装在别林斯高晋站，已于

验现已完工。

2010 年 2 月开始工作；（3）利用装在“费

“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位于美国南

奥多罗夫院士”号上的多波束回声测深仪

极阿蒙森-斯科特站。86 个钻孔已经全部打

沿途进行水文地理测量；
（4）继续东方站

好。由 5160 个光学传感器组成的主探测器

的深冰芯钻探工作，钻透最后的 100 米冰

也已安装完毕。
宇宙中一些最壮观的现象由一些基本

层，以便探测其下的冰下湖。
在 航 海途 中科 学 家还 将研 究 有关 海

粒子构成。而冰立方天文台在世界之极所

洋、大气、臭氧层、电离层的各种自然现

处的位置十分有利，为这些基本粒子的属

象，并进行水文地理测量。“费奥多罗夫

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测方式。

院士”号科考船将执行两次南极水域的航

冰立方深深地植入南极洲冰层中，在

行（2010 年 12 月-2011 年 2 月，2011 年 2

极度的黑暗和静寂中，记录中微子与冰层

月-2011 年 4 月），在开普敦港短暂停留补

中水分子原子核的碰撞。中微子是一种不

充物资，接回第 55 次队的越冬人员，载送

容易捕捉的亚原子粒子，冰立方所要记录

第 56 次队越冬人员。

的碰撞也十分罕见。有些中微子来自太阳，

本航次总航程需耗时 178 天，预计在

有些则来自宇宙射线，是宇宙射线与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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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层相互作用的结果。还有一些则在奇

入 2 千米以上的深度。设备在威斯康星斯

特的天文现象中产生，例如银河系及其他

托顿的一个物理学实验室装配完成。

星系的恒星爆炸等。每时每刻，都有数以

当 热 水 钻 头干 净 利 索 地穿 透 冰 盖 以

万亿计的中微子经过人类躯体，但是，它

后，负责部署的专家即把光学传感器安装

们极少与一般物质发生作用。现在，研究

在电缆线上，并将缆线降到 1450-2450 米的

人员想要了解它们，弄明白它们来自什么

深度，在这里，冰层十分黑暗，且光学透

地方。

明度极高。
冰立方主探测器一共由 86 条缆线组
成，每条缆线上装有 60 个传感器。此外，
在冰层顶端，每条缆线上方，另外装有 4
个传感器，组成所谓的冰顶阵列。冰顶阵
列和冰立方探测器一起组成了冰立方天文
台，通过传感器记录中微子相互作用。
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成功的建成，是

“冰立方”项目建设末期，传感器深入冰洞之中

冰立方天文台规模大小是研究的一个
重要前提，只有足够大的范围才可以观测
到更多潜在碰撞，从而使中微子天体物理
学研究成为现实。
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也是迄今为止建

南极国际科研合作的一个里程碑。除了资
助天文台建设的美国、比利时、德国和瑞
典等国的大学和科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参
与外，巴巴多斯、加拿大、日本、新西兰、
瑞士和英国也广泛地参与了冰立方的数据
分析工作。
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是有史以来最艰

成的最具挑战性、最复杂的跨国科研合作
项目之一。整个项目耗资 2.79 亿美元，其

巨、最复杂的科研工程之一。
为了建造该天文台，首先，所有项目

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供 2.42
亿美元的资助。NSF 是美国南极科考活动
的管理机构，负责主持协调美国南极研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是该项
目的牵头单位，在 NSF 的资助下，管理并
主持该项目的相关工作，包括该项目所需

人员、设备、食品以及探测器组件须由全
球不同地区运往南极洲；然后，再用装有
雪橇的 C-130 货运飞机从南极海岸附近的
麦克默多站运往南极，这段空中行程超过
800 英里（约 1300 千米）。
从 2010 年 11 月到 2011 年 2 月，太阳

的复杂、而且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组件和
软件之设计和建造工作。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设计并建造
了增强型热水钻孔机。该设备极为特殊，
功率高达 480 万瓦特，可以在两天以内钻

每天 24 小时照临南极洲。这段温暖而又短
暂的时间，是南极洲的夏季，也是冰立方
工程唯一可以施工的时间。因此，每年，
为了最大程度利用短暂的暖季，钻探和安
装人员轮班在冰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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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99 年 11 月，NSF 及其在比利
时、德国和瑞典的合作伙伴收到第一份建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
会在南极洲联合发射科学气球

议书以来，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工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 NSF

师、计算机专家所组成的国际小组就开始
了探测器的建设和安装工作。
20 世纪 50 年代，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 Frederick Reines 及其他粒子物理学家就

每年举行一次科学气球研究活动。2010 年
气球科研将使用极其复杂仪表进行多种不
同实验。

意识到，中微子可以作为天文信息载体。
中微子不同于光线，它可以穿透几乎所有
物质，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探测载体，有助
于科学家探索宇宙中与中子星和黑洞相关
的一些最剧烈的天文演变过程。中微子冰
立方研究所提供的能量，远远超过了人造
加速器所能产生的能量。
与许多大型科研项目不同，冰立方在
工程完工以前，即已开始进行数据记录。
自从 2005 年完成第一期部署以来，每年新
的传感器缆线部署完以后立即开始记录数

宇宙射线能量和质量实验气球在麦克默多站升空

据。随着探测器逐年成长，从南极发往威
2010 年 12 月 20 日，NASA 和 NSF 发

斯康星大学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数据库的数
据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高。
除美国外，其他国家资助冰立方天文
台建设的机构有：
z

金会（FWO）
德国：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
（BMBF）、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
研究所（PD-DESY）
z

地球所产生的影响。这是 12 月计划在南极
发射 5 个气球之一。
宇宙射线能量和质量实验气球

比利时：比利时国家科学研究基
金会（FRS-FNRS）及科学研究基

z

射了一个科研气球，用于研究宇宙射线对

瑞典：瑞典研究理事会（VR）、

(CREAM VI)在马里兰大学设计并建设完
成。CREAM 旨在研究银河系超新星爆炸过
程中所形成、并最终抵达地球的高能量宇
宙射线粒子。目前，CREAM VI 正漂浮在
南极上空 126,000 英尺（约 3，8400 米）高
度，开展常规性科学观测。
此前，已经发射了两个尺寸较小的航

克努特和爱丽丝·华伦堡基金会。
（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
=118236&org=ANT&from=news，元培 译）

天科学飞行器，均成功操作并最终完成任
务。飞行器上载有达特茅斯大学设计并建
造的用于辐射带相对电子损失的气球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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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EL）实验气球。BARREL 的观测

使得放飞的气球经过环绕飞行，差不多可

对象是引起极光现象的范艾伦辐射带，它

以完全回到起飞的地点，而且整个飞行路

将帮助解答范艾伦辐射带在什么地方以及

径几乎全在陆地上空。在南极洲的夏季，

如何与地球的高层大气发生周期性的作

由于极昼现象，太阳不会下山，气球可以

用。这些试验飞行将为科学家计划在 2013

得到恒久照亮，从而增加观测时间，观测

年、2014 年进行的飞行实验铺路。

活动也更为稳定。相比之下，在世界的其

其次将进行的是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开

他地区，由于每日的冷热循环变化，气球

展的名为气球载亚毫米波望远镜（BLAST）

中气体含量有所增减，气球也随之升降，

实验。该实验将研究磁场如何阻止银河系

这就大大地限制了气球的飞行时间。

中恒星的形成过程。BLAST 将通过所载仪

位于弗吉尼亚州的 NASA 瓦勒普斯飞

器和望远镜收集数据，制作与地球相近的

行基地，作为在华盛顿的 NASA 科学任务

诸多恒星形成区域中的极化尘埃的高清图

理事会执行机构主持科学气球项目。哥伦

像。

比亚科学气球中心（位于德克萨斯州巴勒
同时，还将进行一次超压气球实验飞

斯坦）负责在 NASA 安全监督下，进行气

行。该气球由 NASA 制造，尺寸达 1400 万

球的发射操作。该中心由新墨西哥州大学

立方英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完全密

物理学实验室管理。

封的单体超压气球。2008 年 12 月至 2009

（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

年 2 月，南极上空曾放飞一个类似的气球，

=118226，元培 译）

飞行时间达 54 天，不过体积仅有前者的一
半。NASA 的终极目标是开发一个 2600 万

印度完成首次横穿南极点的内陆考察

立方英尺（约合 726 立方米）的超压气球，

由 8 名队员组成的印度第一支南极内

其大小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NASA 科学气球通常由一个材质较轻
的、类似于三明治包装材料的聚乙烯薄膜
组成。这些气球可以升到 25 英里（约 40
千米）高空，载重可达 6000 磅（约 2 .7 吨）。
南极夏季从 12 月延续到次年 2 月。每
年，NASA 和 NSF 都会在这个时间开展一

陆科考队在横穿南极内陆成功到达南极点
后，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返回迈特里站。
在站上他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得到印度
第 29 次和第 30 次越冬队的队长和队员们
的 热 情 接 待 。 本 次 内 陆 考 察 由 Rasik
Ravindra 博士任队长。
科考队乘坐四辆 “北极卡车”牌 专

次科学气球活动。南极独特的地理条件使
其特别适于长时间气球飞行。在南极洲，
气球可以在上空环绕南极洲连续飞行三个

用越野车，耗时 19 天完成冲刺南极点的考
察，往返总行程达 4680 千米，沿途经历了
恶劣的天气，穿越冰雪覆盖、满布冰裂缝

月。
南极洲有时从东向西刮着路径近乎圆
形的微风，持续时间可达几个星期，这就

的地形。整个行程并不十分顺利。由于极
度低温和恶劣的气候条件的影响，雪地车
冷却器和车轴在途中出现一些小问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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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问题都在途中得到解决，科考队才
得以成功完成任务。

美国瑞典合作的阿蒙森海冰间湖国际
科研考察项目（ASPIRE）取得科研与教育
双丰收。

瑞典“奥登”号与美国“帕尔默”号会合

考察队的基本行程：2010 年 11 月 3 日
抵达开普敦——11 月 8 日登陆南极洲——
11 月 13 日出发横穿南极——11 月 15 日往
内陆推进 500 公里——11 月 17 日到达南纬
80 度——11 月 18 日抵达南纬 83 度——11
月 19 日抵达南纬 85 度——11 月 20 日逼近
南极点——11 月 21 日抵达南极点。

2010 年 12 月，美国和瑞典科学家合乘
“帕尔默”号和“奥登”号科研船前往阿
蒙森海进行生态学研究。这是两国“科学
外交”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合作事例。阿蒙
森海是南极水域中目前为止考察最少，同
时又是生产力最大的一个区域。两国科研
人员此行旨在研究气候变化对南大洋可能
产生的潜在影响。

2010 年 11 月 21 日，在横穿了 2240 千
米后，科考队成功抵达南极点，那里的冰
厚达 3000 米。科考队在南极点升起了印度

美瑞联合科学考察计划由两国共同制
定，活动执行者为美 NSF 极地项目办公室
以及瑞典极地研究秘书处（SPRS）。

国旗。
科考队在南极点收集了一些冰芯、地
理和气象数据，以研究南极过去所发生的
气候变化。
沿途，科学家还使用探地雷达对覆盖
在冰层以下的基岩开展研究，同时采集冰
芯以研究冰雪化学性质以及研究冰川地
貌。

本次研究涵盖了多个学科，汇集了多
学科的科研人员，涉及持久性污染物与温
室气体、入侵物种生态学研究、海豹流行
病学研究、微生物生态学研究、海冰物理
性质及海洋学研究等多个科研领域。“帕尔
默”的主要工作区域为南极半岛沿岸开放
海域以及阿蒙森海冰间湖；“奥登”号研
究人员则重点研究海冰。

（http://www.ncaor.nic.in/，元培 译）

阿蒙森海是对南极地区研究最少的区
域之一，此次航行提供给了一次独一无二

美国“帕尔默”科考船与瑞典“奥登”

的研究机会。众所周知，随着气候变暖，

号科考船携手探索南极半岛生态系统

南极水域冰间湖也相应增多。此次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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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于南极洲海洋生态系统之未来将有重

登”号曾经多次前往北极地区执行科研任

要的启示意义。“冰间湖”（polynya）一

务。
过去五年中，“奥登”号曾为执行美

词来自于俄罗斯语，意为被冰层包围的开
放洋面。

国-瑞典南大洋科研合作项目（OSO），驶

在双方的合作下，ASPIR 项目将使用

往南大洋南部水域。OSO 科研合作团队还

最先进的痕量金属探测系统，测量阿蒙森

帮助美国麦克默多站的南极考察队在麦克

海域的铁同位素以及铁元素总含量。铁元

默多海湾完成了一次破冰任务。在“奥

素是南大洋初级生产所需的一个重要的微

登”号的破冰帮助下，美国考察船得以进

量养料；铁同位素则有助于确定阿蒙森海

入麦克默多站，完成考察站的物资供应和

铁元素的来源，例如冰川、大陆沉积物或

燃料补给，并将废弃物运往美国。
来自美国加州一所小学和瑞典南泰利耶

者盛行洋流等。
随着西南极洲气候的变化，冰川正在

一所高中的两名教师，参加了本次考察。他

退缩。南极绕极流也越来越靠近南极大陆。

们将记录个人的体验，将研究经历和体会带

阿蒙森海是南大洋中动态变化较大、生产

回课堂。
ASPIRE 项目美方经费是依据《2009

力比较旺盛的一个地区。ASPIRE 项目团队
将收集与营养物及生态系统过程相关的基

年美国振兴与再投资法案》而获得资助的。

线信息，并据此研究气候如何影响阿蒙森

“奥登”号船上的 OSO 科考队则由 NSF、

海。

SPRS 以及瑞典研究理事会联合组织并予

科学家将使用水下机器人（ROV）大

以资助。

范围穿越阿蒙森海冰间湖，测量温度、盐

（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

度、叶绿素的数量和类型、以及浮游植物

=118189&org=ANT&from=news，元培 译）

和浮游动物的物种类型。测量结果可以帮
助科学家确定浮游植物繁殖的确切地点及

AWI 所长当选德国工程科学院院士

其与可用营养物含量、海冰覆盖面积、海
德国科学和工程研究院（ACATECH）

流及水团属性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还将
收集水体样品，以便通过实验室研究浮游
植物的生产率、浮游动物生态学特征以及
细菌的新陈代谢。
“奥登”号载有一辆直升飞机，可用
于水上运输和科研。
NSF 已经与 SPRS 在南极水域合作利
用 “奥登”号科考船开展作业已有多年。
“奥登”号是一艘能力很强的破冰船，同
时也是两极地区的一个科研平台。“奥

会员大会日前评选 AWI 所长 Karin Lochte
教授为院士。ACATECH 是德国和其他国
家科技领域的一面旗帜，为决策人员和社
会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性评估以及富有远见
的咨询建议。此外，研究院也为商界和科
学界之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ACATECH 致力于帮助青年科学家和工程
师。只有取得卓越的科研成就并享有较高
声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才可能当选为
ACATECH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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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其原所长、海洋地质学家 AJörn

光”，但是，经过多年的争论和研究，并没

Thiede 近日获得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专项

有得出结论性的成果。新的研究表明，一

资助，将前往俄罗斯工作。该资助项目旨

种被称为“鸟鸣”（chorus）的甚低频无线

在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科学家到俄罗斯

电波是漫射极光的真正的制造者；之所以

来。Jörn Thiede 教授此行将在圣彼得堡建

称之为“鸟鸣”，是因为地面设备记录到

立一个新的跨学科实验室。他将负责“极地

的信号声音，经过扬声器重放，其声音很

周边国家和世界海洋之古地理学和地貌

像清晨时的鸟叫声。

学”实验室的建设。该实验室将开展不同类

论文作者通过对卫星数据的详细分析，

型沉积物和地貌之古地理学、地质学、地

计算了捕获电子受到的影响，并确定是哪

貌学和地质年代学研究，同时也将成为上

一种无线电波引起了散射现象。“漫射极

述研究领域的一个教学中心。

光”与我们所熟悉的南极极光和北极极

（http://www.awi.de/en/news/ ，元培 译）

光，即“分立极光”（discrete aurora）不同。
“分立极光”像一团火焰般摇曳，又像飘

最新空间科研成果解决多年科学难题

动的五光十色的光幕，通过肉眼即可观看。
而“漫射极光”则暗淡得多，但范围也更

《自然》杂志 2010 年 10 月 21 日发布
了新的空间研究成果，解决了几十年来争
论不休的科学难题。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UCLA）以及英国南极局（BAS）的
研究人员发现了高层大气的漫射极光现象
与太空捕获电子之间的最终联系。该研究

广阔。夜里，高层大气中的能量输入有四
分之三是由“漫射极光”带来的。“漫射
极光”随着季节变化以及 11 年的太阳活动
周期而有所变化。
（ http://www.antarctica.ac.uk/press/press_releases/p
ress_release.php?id=1312，元培 译）

将提高我们对太空天气的认识，对卫星、
电网以及航空工业带来极大好处，同时，
该成果对于有关太空风暴如何从上到下影
响地球大气层也有更深的认识。

挪威极地研究所主办的《极地研究》
提供免费阅读

很久以来，科学家就已经知道，“漫
射极光”是由电子撞击高层大气所引起。
但是，太空中的电子从太阳出发，经过一
系列活动才抵达地球磁场，通常所达高度
比漫射极光高得多。问题就在于，电子是
如何抵达大气层的？
关于甚低频（VLF）无线电波是否可以

《极地研究》是挪威极地研究所出版
的一份很有份量的国际同行评审期刊。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该期刊将成为一份开
放获取（免费使用）的期刊。届时，全世
界的读者将可以免费获取该杂志（电子
版），了解有关两极地区的气候、生物多样
性、历史和其他方面研究的最新论文。

将捕获电子散射入大气中，自 1970 年以来
科学界一直对此有所争论。一般认为，太

《极地研究》创刊于 1982 年，以促进
南、北极地区跨学科知识交流为宗旨，主

空中有两种 VLF 电波可能引起“漫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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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向世界各地的科学工作者。作为自身

受益于本刊所提供的广为人知的高质量同

转型的一部分，《极地研究》目前加入了

行审阅，以及高质量的编辑服务。

专业开放出版商 Co-Action 出版集团。
《极

《极地研究》只提供电子版。这样一

地研究》仍将继续由主编 Helle V. Goldman

来，期刊可以做得更加“绿色”，更加环保，

（挪威极地研究所）以及由各学科编辑组

同时也符合科学家通用的阅读方式：如今

成的编委会来负责编辑，此外，有一个国

的科学家已经习惯利用互联网浏览论文的

际编辑顾问小组提供支持。

标题和摘要，再进一步确定哪些文章需要
深入阅读。
《极地研究》将继续出版“特刊”，
只不过，现在的特刊已经换成了主题群集
形式。《极地研究》期刊将放在新的期刊
网站（www.polarresearch.net）和以前出版
商的网站上。
挪威极地研究所是挪威国内负责两极
地区科研、环境监控和制图的一个核心机
构。该研究所是挪威当局的顾问，同时也

《极地研究》创刊于 1982 年，以促进
南、北极地区跨学科知识交流为宗旨，主
要面向世界各地的科学工作者。作为自身
转型的一部分，《极地研究》目前加入了

是挪威极地知识的提供者，为促进这些地
区的管理提供最好的服务。Co-Action 出版
集团是一个国际性开放学术性出版商，出
版内容跨越多个学科。

专业开放出版商 Co-Action 出版集团。
《极

（ http://npweb.npolar.no/english/articles/129173367

地研究》仍将继续由主编 Helle V. Goldman

5.1，元培 译）

（挪威极地研究所）以及由各学科编辑组
成的编委会来负责编辑，此外，有一个国

SCAR 网站上科研新闻摘要

际编辑顾问小组提供支持。
在《极地研究》发表文章没有稿费；

俄罗斯已完成南极东方湖底部地形的
绘制

而且对所提供的插图或多媒体材料也不支
付任何报酬。《极地研究》依据创意公用

俄罗斯极地探险家和科学家最近绘制
了南极东方湖（冰下湖）湖底地形图。他

授权条款（Creative Commons）-非商业性

们通过地震和雷达综合探测，获取湖底地

条款（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license）

形信息。东方湖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的最

出版，使用者可以复制、传播、张贴所出
版论文，但须提及原作者，且不得用于商
业用途。《极地研究》的这一做法便于供
稿人及其所在机构遵守有关公共资助研究

大南极冰下湖泊。该湖岸线长 1030 千米，
面积达 15500 平方千米。为了绘制该湖的
湖底地形，俄罗斯研究人员专门开发了多
种独特的技术，其中包括地震测深技术。

项目的开放获取规定。同时，撰稿人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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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通过爆破 5-6 条导爆索来实现地震

以来，已经加快将近一倍。Joughin 等人开

测深。

发了一个冰川流域模型，用以检验该冰川
面对各种环境外力的敏感程度。他们发现，
其消融最主要的原因是冰架直接与温暖的
海流接触，从而导致冰架崩塌，冰川接地
线后退，流入海洋的冰流速度加大。该模
型表明，在整个 21 世纪，派恩艾兰冰川物
质亏损可能维持、或者甚至超过目前的速
度。到 2100 年，由于该冰川物质亏损而引
起的全球海平面上上升水平很可能将达到
1.1-1.8 厘米，这个数字还只是猜测，理论

俄罗斯极地探险家和科学家最近绘制
了南极东方湖（冰下湖）湖底地形图。他
们通过地震和雷达综合探测，获取湖底地

上，派恩艾兰冰川最多可以使得海平面上
升 11-39 厘米。

形信息。东方湖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的最
大南极冰下湖泊。该湖岸线长 1030 千米，
面积达 15500 平方千米。为了绘制该湖的
湖底地形，俄罗斯研究人员专门开发了多
种独特的技术，其中包括地震测深技术。
该技术通过爆破 5-6 条导爆索来实现地震
测深。
南极冰盖冰流失是已观测到全球海平

极地探险家从 1900 年就开始研究该
湖。东方湖形似一个 310 x 100 千米的水槽，

面上升的重要原因。南极冰盖中，又以派

槽底却是丘陵起伏。湖泊平均深度 800 米，

恩艾兰冰川（the Pine Island Glacier）消融

最深处达 1050 米。尽管四周被 37 个小湖

最快，其流动速度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泊所包围，且水面在海平面以下，而湖本

以来，已经加快将近一倍。Joughin 等人开

身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水体。

发了一个冰川流域模型，用以检验该冰川
面对各种环境外力的敏感程度。他们发现，

南极派恩艾兰冰川物质损失未来可能
维持或者甚至超过目前的速度
南极冰盖冰流失是已观测到全球海平
面上升的重要原因。南极冰盖中，又以派
恩艾兰冰川（the Pine Island Glacier）消融
最快，其流动速度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其消融最主要的原因是冰架直接与温暖的
海流接触，从而导致冰架崩塌，冰川接地
线后退，流入海洋的冰流速度加大。该模
型表明，在整个 21 世纪，派恩艾兰冰川物
质亏损可能维持、或者甚至超过目前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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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到 2100 年，由于该冰川物质亏损而引

的 130 年以来最暖和的一年。从 2009 年 12

起的全球海平面上上升水平很可能将达到

月开始的一整年时间，全球平均气温（合

1.1-1.8 厘米，这个数字还只是猜测，理论

计海洋和陆地）为 14.65˚C，比 1951-1980

上，派恩艾兰冰川最多可以使得海平面上

年之间的全球平均温高出 0.65˚C，后者是

升 11-39 厘米。

进行温度比较时的通用参考标准。2010 气
象年气温超过以往的最暖和年份——2005

研究发现史前的企鹅羽毛呈灰色或棕

年（年均气温为 14.53˚C）。
2010 年，陆地上观测到的温度也是有

色
企 鹅 十 分 适应 它 们 周 围酷 寒 的 水 环
境。企鹅的鳍状肢和羽毛的形状，使他们
拥有快速游泳能力，并可以免受接近冰冻
的冷水伤害。近期《科学》发表了一篇由
考古学家Clarke 等人撰写的文章。文中描
述了生活在大约 3500 万年前的一种史前企
鹅，他们的羽毛保护得很好。这些企鹅虽
然翅膀和羽毛结构已经发生改变，其羽毛
的毛色以及色素体（对企鹅体力有影响）
很像其他海鸟，却不同于今天我们所看到
的企鹅。就是说，企鹅羽毛的形状和结构
在其中的微结构发生变化之前就已经进行
了进化。通过分析化石中羽毛的色素体，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史前企鹅应该呈灰色或
棕色。

史以来最高的一年。仪表测量表明，从 2009
年 12 月到 2010 年 11 月，陆地平均 2010
年 11 月，欧洲一些地区迎来大冷天。尽管
如此，NASA 戈达德空间研究所收集的数
据表明，2010 年 11 月份是全球有记录以来
历年该月份最暖和的月份，比 1951-1980
年间 11 月平均温度高出将近 0.96˚C。
NASA 气候学家、戈达德研究所主任
James Hansen 认为，全球升温的主要驱动
因素在北极，北极哈德逊湾 11 月的温度
“超出正常水平 10˚C 以上”。Hansen 说，
“正常情况下当地水体应当被海冰所覆
盖，但是今年当地没有海冰”。由于海冰
可以将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没有海冰覆
盖的海水，比有海冰覆盖的海水吸收更多
的太阳辐射。

秘鲁近日发现了 3600 万年前的史前巨
型企鹅化石。这种企鹅身上发现灰色和棕
色的羽毛，这和现代企鹅以黑色为主体的
特征明显不同。这种史前企鹅体型几乎是
现存最大的企鹅品种——帝企鹅的两倍。

2010 年是拉尼娜年。拉尼娜现象的发
生意味着太平洋海面温度会降低，从而影
响全球平均气温。而今年的温度记录却是
在有拉尼娜现象的情况下创造的。
（http://www.scar.org/news/scarbusiness/，元培 译）

该 企 鹅 被 命 名 为 “ 水 中 王 者 ” （ Inkayacu
paracasensis），大约生活在始新世晚期。
2010 气象年为有记录以来最暖年份
据美国 NASA 称，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结束的 2010 年气象年，是 NASA 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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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 CEP 网站上开设专门论坛，供 ICG 成
员在线讨论。ICG 召集人应将审议结果写

环境保护

成一份工作文件提交 CEP 会议讨论，该文
件中将包含意见一致的部分和有不同观点

2011 年已有两份全面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提交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审议
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CEP）主席伊夫

的部分。ICG 小组的成立不影响任何缔约
国继续在 CEP 或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就这
两个草案发表意见。
（http://www.ats.aq/e/cep.htm，陈丹红 译）

斯（Yves）2011 年 2 月 15 日发出通告称，
他已收到两份全面环境影响评价（CEE）报

南极东方湖钻探的许可机制

告草案，分别是英国提交的“拟开展埃尔
斯沃斯（Ellworth）冰下湖考察（全文在
http://www.antarctica.ac.uk/ellsworthcee可
查”和韩国提交的“南极特拉诺瓦湾（Terra
Nova）张保皋（Jang Bogo）考察站的建立
与运行”（全文在http://www.kopri.re.kr/
english/eng_news/userBbs/bbsView.do?bbs_
cd_n=36&bbs_seq_n=10 上可查）。
根据 CEP 会间讨论 CEE 草案的程序，
CEP 将建立两个开放联络组（ICG）来讨论
这两个草案。ICG 的职责是：
（1）评议 CEE
草案遵守议定书附件一第 3 条有关规定的
程度；（2）评议 CEE 草案中的信息是否充
分支持了其结论；（3）评议 CEE 草案的清
晰度、格式和陈述情况。CEP 主席提议挪
威的波吉特（Birgit）和澳大利亚的尤恩
（Ewan）分别担任英、韩草案 ICG 的召集
人。
如有任何 CEP 成员国对以上提议有不
同意见，需在 3 月 3 日前向主席提出。
南极条约秘书处将把这两份英文版的
CEE 草案的“非技术摘要”部分翻译成会
议使用的其他三种语言——法语、俄语和
西班牙语，并在 CEP 网上登出。秘书处还

2011 年 1 月 21 日，俄罗斯 AARI 副所
长、第 57 次南极科考队领队 Lukin 就南极
东方湖钻探问题撰文公布相关信息。
近 年 来 在 国内 外 媒 体 上多 次 出 现 报
导，指责俄罗斯南极考察队在钻探东方湖
活动中没有与国际南极条约组织协调，并
且未考虑其意见。因此，必须对于这些不
负责任的言论做出反应。
1991 年 10 月 1 日《南极条约》各缔约
国在马德里签署了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
约议定书(又称《马德里议定书》)。根据《南
极条约》公认的规则，类似的国际法律文
件只有在国家正式批准后方能生效。1997
年 5 月 24 日，在俄罗斯，按照联邦法律《关
于批准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该
议定书获得俄罗斯国内批准。这个文件于
1998 年春天在挪威特罗姆瑟第 22 届南极条
约协商会议（ATCM）上生效。根据议定书
的基本章程，南极被指定为专用于和平和
科学目的的自然保护区。该国际性法律文
件对于所有条约签署国在南极进行活动中
加以严格的限制，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保
护南极环境。《议定书》第 8 条明确规定，
在南极地区任何形式的政府或非政府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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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只有在预先评估其产生的环境影响之后

CEP 会议上表示意见。按照国际社会的要

方能进行。

求，最初的 CEE 由申报方作出补充和扩展，

《议定书》附件 1 的第一条“初始阶

随后该评估报告以修订的形式再次呈报。

段”规定，本议定书第八条所提及的拟议

收到委员会成员对此文件的回复意见之

中的（南极）活动应在活动开始之前按照

后，申报方应该对相关意见作对应的详尽

有关的国内程序加以考虑。为了落实“议

答复，形成最终的 CEE。

定书”这些条款，俄联邦制订并颁布了两

按照俄联邦审核程序的规则，对于在

个政府决议， “有关履行关于环境保护的

南极进行任何形式的活动，只有该拟议的

南极条约议定书章程的决议” （1997 年

活动形式通过特别详尽的环境影响评估之

12 月 18 日 1580 号）和 “俄罗斯个人和法

后才能颁发许可。由于俄方详尽回复了国

人在南极条约相关地区活动的审核和颁发

际社会根据修订的 CEE 有关选采东方湖水

许可的程序” （1998 年 12 月 11 日 1476

样的所有意见，于 2010 年形成了上述活动

号）。第一个决议指出，俄罗斯个人和法人

规划的最终 CEE。这个文件连同 ATCM 的

在南极的任何活动必须在获得授权机关俄

答复副本和在几次 ATCM 上呈报俄联邦政

联邦水文气象与环境监测局签署的许可证

府的工作文件交与跨部门委员会审核，待

基础上才能进行。第二个决议确定了提交

其验证该活动的申请和颁布结论。由于该

活动申请书的程序和必要文件的清单，其

申请严格遵守俄罗斯的法律条款，且完全

中最重要的是拟议活动对南极环境影响的

符合南极条约体系中相关国际法法规，俄

评估，并确定了审核这些文件的程序。为

罗斯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局与 2010 年

了实现这个目标，俄罗斯成立了审核南极

11 月 23 日颁发了№067 许可证，准予在东

地区活动申请书和发布结论的跨部门委员

方冰下湖采集水样。该许可证在 2012 年 3

会。任何新形式的活动，其中无疑包括着

月 1 日之前有效。议定书附件 1 第 3 条第 6

钻探冰下湖，都应有全面南极环境影响评

点规定，最终 CEE 应至少在拟议的活动的

估报告（CEE）。这种评估报告推测新形式

60 天之前将其予以公开。在东方冰下湖采

活动产生的影响将大于一般活动产生的影

集表层水样的最终 CEE 的英译本已于 2010

响。这种评估报告应包括最全面环境参数

年 11 月 30 日已交送 CEP 的各成员。2011

的详尽描述，该活动所采用的技术，该活

年 2 月初，有关通过 5G 深孔钻探到达湖水

动对于环境的影响、进行此活动的必需性、

层最合适的方案出台后才真正实现，那时

可选择方案等等。

候才可能完全符合议定书的要求。这样的

从 2001 年起，俄方已撰写了相关信息

话，俄罗斯在最严格地符合国际社会要求

材料报告和有关通过 5G 深孔钻取东方冰

基础上进行本国的南极活动，对于俄罗斯

下湖表层水样的 CEE（多语种版本）提交

方案的评论最好能够仔细按照南极条约体

ATCM。ATCM 各方应按“议定书”章程以

系中公认的各项准则而有所规范。

规定的程序在仅于本届 ATCM 同期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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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12-19 日期间，俄罗斯第

的能量来源。我们要在受污染的土壤中注

56 次南极度夏队继续在东方站通过 5G-2

入氧气，添加养料，促进微生物吸收更多

冰盖深孔钻杆获取冰芯进行湖泊起源计划

燃油，让燃油更快地分解，”Spedding 先

性钻探工作。完成了 25 回次钻程，获取到

生说。

11 米新的冰芯。至 1 月 19 日早晨，钻孔底
部到达 3696 米。随后平均日钻进速度显著
减小，从 3.5 米减小到 1.6 米。按照钻探项
目负责人瓦西里耶夫教授的说法，这种现
象与钻进面上注入的液体粘性变大，钻杆
工作压力不足有关。现在操作人员正在采
取一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如
何必须知道这点，如此深度的冰层钻探世
界上谁也没有做过，所有产生的技术问题

凯西站附近正在安装一个可渗透反应墙

必须由操作人员立即就地解决，没有任何

“同时，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先进的技

人的经验和其他的参考意见可以利用。
(注：根据 AARI2011 年 2 月 8 日消息，
东方湖钻探将于 2011 年开始的第 57 次南

术，例如我们与来自墨尔本大学合作者开
发的可渗透反应墙，就可以用来阻止污染
扩散到周边环境。”

极考察活动中继续进行。相关人员已经从

该团队还将帮助清理凯西站的一个位

东方站撤至进步站等待回国)

于 Thala 山谷的老垃圾站。科研人员将收集

(http://www.aari.nw.ru/docs/press_release/2011/2011

当地受污染的土壤样品并运回澳大利亚。

0121_rae.html ，毕大洪 译）

（ http://www.antarctica.gov.au/media/news/2010/fue
l-for-food-cleaning-up-contamination，元培 译）

吃油微生物帮助清理南极洲
今年，南极洲以及位于亚南极地区的
麦夸里岛将迎来一批科学家，他们将在微

新西兰南极局在二月份地震中无人员
伤亡

生物的帮助下，清理所到区域的环境污染
物。
此次环境修复工作的重点是凯西站和
麦夸里岛上遗留下来的溢油场所。
现场作业经理 Tim Spedding 表示，科
研人员将利用自然微生物吸收泄露的燃
油，从而加速环境修复过程。
“燃油对于微生物来说，是一个天然

当地时间 2 月 22 日午时，新西兰南岛
最大城市基督城发生里氏 6.3 级地震，震源
离地面仅 6 公里，造成该市不少人员伤亡，
大量房屋坍塌受损，特别是该市东区利特
尔顿房屋受损严重。
新西兰南极局办公建筑完好无损，水
电供应未断，全体工作人员平安。三位工
作人员家中房屋受损严重，一位工作人员
30

的侄子在余震中丧生。
地震当天，该市约有 500 名美国南极
项目的工作人员，部分人员丢失了护照和

力工作。即将结束任期的美麦克默多站消
防队员也自愿参加了救援工作。
（http://www.antarcticanz.govt.nz/，陈丹红 译）

个人财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空
军和新西兰皇家空军协同工作，将人员从
麦克默多站运送到奥克兰。韩国破冰船
ARAON 当天也在利特尔顿，为将开展的另
一航次的南大洋考察做准备，地震发生后，
该船迅速转移到新西兰南岛岸边的港口城
市达尼丁。

美国南极项目和意大利南极项目在震
后立即将美、意在基督城机场的办公场所
清腾出来，供新西兰政府安置在城市中心
工作的 800 名政府工作人员，由于市中心
2000 栋建筑物中的近三分之一受损严重，
因此，新西兰政府需要数月才能修复这些
办公场所。

很多国家对新西兰政府的请求作出快
速反应，澳、美、英、日、中、新加坡、
韩都派出了救援队，与当地救援队一同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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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科学和造船工作组
编制了这些性能需求。

后勤保障

人文科学理事会在其建议中也提出，
延长“极地”号的服役时间，以便能够更

德国人文科学理事会建议建造“极地
II 号”考察船
AWI 对德国人文科学理事会提出的建

多地研究受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的极地地
区。因此 AWI 将对“极地”号进行紧急检
修，以便其如预期的一样、再多执行几个
年度极地考察航次。

立一个新的破冰船“极地 II 号”的建议表

根据建议，作为“海神”号的替代船

示欢迎。该理事会宣布了在柏林召开的最

只，四艘中型科考船的建造也列入计划中，

后一次会议的结果。新的破冰船将于 2016

其中包括“海因克”号在内。
“海神”号是

年投入运行，由此替代现在的“极地”号

仍在服役中最老的中型船。为了进一步推

调查船（此时“极地号”服役 30 年）。建

动欧洲项目“北极光”，更多的合作伙伴将

造预算大约为 4.5 亿欧元。

不得不同意融资。

“我们很高兴，该计划的评估结果是

关于其他事项，德国人文科学理事会

积极的” ，AWI 所长 Karin Lochte 教授说。

于 2010 年 11 月 10-12 日在吕贝克召开的会

“‘极地’号是 AWI 最重要的考察设施。我

议讨论了德国研究船队的发展。其目的是

们需要一个可靠的调查平台，以便继续我

为未来船只建造提供总体战略建议，同时

们在极地的工作。建造新破冰船的建议刚

为融资和研究船队的运行管理提供指导方

好在合适的时间提出，因为气候变化在南

针。

北极地区有异常显著的影响。”Lochte 补充

（ http://www.awi.de/en/news/press_releases/detail/it

道。

em/german_council_of_science_and_humanities_rec

“ 极 地 ” 号 的 科 学 协 调 员 Eberhard
Fahrbach 博士描述了南北极研究对船舶的

ommends_construction_of_rv_polarstern_ii/?cHash=
d892edd93b9778450310161ad4326924，公衍芬 译）

极大需求：
“很多调查航次，有目前船只载
人量 2-3 倍以上研究人员申请参加考察。”

俄罗斯开展破冰船建造招标

另外，为了供应诺迈伊尔 III 站和德国的其
2010 年 10 月底，俄罗斯海运代理处（联

他南极站的物资，每个航次中“极地”号
还需承担了许多重要后勤任务。
随后，AWI 将向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提

邦国家单一制企业）为 2 亿 6 千万美元造
价的柴油-电力破冰船开展招标。联合造船

交申请以便能够起草新船建造招标文件。

公司、波罗的海工厂和"Nordic Yard"造船厂

“我们已开展了极地 II 号船后勤和科学方

都希望得到这项合同。中标者还将得到另

面的设计研究。” AWI 后勤处处长 Uwe

两艘同类型船舶的建造订单。破冰船的功

Nixdorf 博士说。由 AWI 的研究人员、航海

率是 25 兆瓦（以前的船是 16 兆瓦）
，建造
时间是 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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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进行过类似的竞标，波罗的海工厂
中标并获得 2 艘船的建造任务（5 年内完成
了建造）。那是苏联解体后第一份国家发出
的破冰船订单。
（http://www.ec-arctic.ru/index.html?news_id=1117
&page=1 ，毕大洪 译）

澳大利亚一架飞机在南极作业时受损
Bunger 丘陵

去年 11 月 15 日，澳大利亚南极局
（AAD）夏季科考队一架飞机在南极洲着
陆时不幸受损。为此，科考队将租用一架
装有雪橇的双水獭式飞机继续开展工作。
该飞机将与 AAD 另一架 CASA 212-400 飞
机共同完成受损飞机的修复工作。
这 架 受 损 的 飞 机 型 号 为 CASA
212-400，是在凯西站附近降落时不幸撞上
Bunger 丘陵雪脊而受损。飞机一侧的主起
落架发生移位，机身略微变形。所幸船上
四名人员，包括两名飞行员和两名工程师
均安然无恙。

戴维斯营地
（ http://www.antarctica.gov.au/media/news/2010/ne
w-plane-for-antarctic-recovery-mission，元培 译）

“飞机当时打算在凯西站以西 430 千
米的邦杰丘陵（Bunger Hills）作短暂停
留，没想到会发生意外，”Rob Wooding
说。
“机组人员已在邦杰丘陵搭建营房，
目前住宿条件比较舒适，食物燃料都很充
足，可以用上一个月或更长时间。”
“工程师正在评估飞机损伤程度，以
确定具体的维修计划。飞机将有一段时间
不 能 使 用 ， 具 体 多 久 尚 无 法 确
定，”Wooding 博士说。
目前正在评估此次事故对于本年度澳
大利亚南极考察活动后续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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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对气候科学的理解，并提供愉快、迷
人、难忘的体验方式。该展览通过大量展

科普教育

品和互动方式，说明了气候系统的工作方
式，展示了科学家研究气候系统的方法，

英国科学博物馆展出《大气：探索气
候科学》大型展览

并概括了目前与气候有关的知识。而且还
将展出气候科学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告
诉我们，地球气候处于不断变迁之中；人

从 2010 年 12 月 4 日起，科学博物馆

类活动是引起气候变化的最有可能的一个

将成为英国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展示

主要原因；人类已经到了做出响应的时候

南极冰芯的博物馆。这些冰芯是研究气候

了，人类必须降低具有破坏性的活动的可

科学的材料，由英国南极局（BAS）捐助。

能性，同时努力适应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

12 月该博物馆将推出一个主题为“大气

此外，还展示了科学技术如何帮助人类减

——探索气候科学”的大型展览，届时，

少未来的碳排放，如何帮助人类社会更好

南极冰芯将在该展览廊展出。
冰芯是从南极冰盖中钻取的圆柱状冰

地适应气候变化。展览的目的在于引起不

体，包含几千年前地球大气的成分以及地

以来所积累的科学成果传播知识和经验，

球气候系统的相关信息。每根冰芯中都包

为不同层次的游客提供全面的气候科学信

括极小的气泡，可以用来分析并确定其中

息。

同游客的兴趣。科学博物馆将利用其长期

的空气被捕获时“痕量气体”的数量级
别，其中包括二氧化碳。
此次展览中展出的冰芯有 700 年以上
历史，其中包括公元 1410 年捕获的气体。
该冰芯是 BAS 与一支美国研究团队共同完
成的钻探计划的一部分，于 1989 年采集于
海拔 2002 米的南极 Dyer 高原。进行冰芯
采集时，当地的平均温度为零下 21℃。冰
芯采集后被放在一个隔热箱中，由双水獭

早在 19 世纪，科学家就已经意识到，

式飞机从钻取地运往位于南极半岛的

气候对于温室效应十分敏感。本次展览通

Rothera 站。随后，冰芯被放在制冷容器中，

过收集各种资料，包括肖像和个人笔记本，

并运往 BAS 剑桥总部。此次展出的冰芯放

证明了这一事实，并着重介绍了 19 世纪气

在一个经过专门改造的医用制冷器中。

候科学领域的四名先驱科学家的工作，他

“大气——探索气候科学”展览将为

们分别是 Guy Callendar、 Jean Baptiste

博物馆开辟一个专门的展出空间，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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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Fourier 、 John Tyndall 和 Svante

蒙森年”诸多活动中的一个。所谓“南森-

Arrhenius。

阿蒙森年”是挪威举办的一个全国性庆祝

英国司令勋章获得者（CBE）、科学

活动，旨在纪念探险家阿蒙森第一个到达

博物馆馆长 Chris Rapley 教授说，“我们的

南极 100 周年，以及弗里德约夫·南森诞

目标是通过该展览提供有关气候变化这个

辰 150 周年。此次活动由挪威极地研究所

重大课题的最新、准确信息，并介绍通过

（ NPI ） 组 织 ， 并 由 北 挪 威 储 蓄 银 行

科学、技术和工业改善未来气候状况的方

（Sparebank1 Nord-Norge）和Troms Kraft

法。”整个展览有着 “画廊世界”的气氛

企业赞助。这两家企业希望通过赞助此次

和景观，十分诱人，同时又结合了优美、

探险活动，帮助NPI提高公众对于NPI在极

动态的元素，很好地展现了复杂的地球气

地地区的研究和知识的兴趣。

候系统。游客在参观展览过程中可通过动

此次纪念性探险活动的主要目标在于

手操作来欣赏各种物体，从而对气候变化

彰显挪威极地活动的重要历史，并向公众

背后的科学和技术有一个生动的认识。

展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和气候挑战。

（http://www.antarctica.ac.uk/about_bas/new
s/news_story.php?id=1349，元培 译）

挪威探险队重走阿蒙森南极之路以纪
念阿蒙森抵达南极点一百周年
2011 年 10 月 19 日，是罗尔德·阿蒙森
踏上南极之旅的百周年纪念日。这一天，

4 位探险队员合影

Vegard Ulvang、Jan-Gunnar Winther、Stein P.
Aasheim 和 Harald Dag Jølle 将动身前往
南极。
他们将沿着阿蒙森所走过的南极路线
前行，在 12 月 14 日抵达地球最南端，恰

探险队将通过多种方式分享他们的路
途见闻。同时，TV 2电视台将制作一部纪
录片。此外，在整个行程中，探险队还将
使用互联网和其他传媒提供每日新闻。旅
程结束之后，将编书出版。

好距离阿蒙森及其探险队抵达南极点整整
100 年。
探险队的四名成员来自挪威传统探险
项目（滑雪、科研、探索发现）中的佼佼
者。他们将新的方法和新的知识用于这次
探险考察，展现挪威极地考察的重要历史

2010 年 12 月，探险队及其赞助商在挪
威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高中生知识竞
赛。
（http://npweb.npolar.no/english/articles/2010/12874
77773.81，元培 译）

和活动。
此次探险活动不过是挪威“南森-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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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酸化问答录》出版
5500 万年前，许多海洋物种灭绝了；
当今海洋酸化速度，却比物种大灭绝时代
快 10 倍以上。按照这种酸化速度发展下去，
到不了 2050 年，像珊瑚礁这样一些含有丰
富的海洋生物却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将
会受到极大的损害。一份新的指南《海洋
酸化问答录》介绍了二氧化碳排放对海洋
和人类影响的规模和速度。该指南由海洋
酸化资源共享联盟（RUG）编纂，全世界
30 多个顶尖海洋科学家参与这些工作。日
前，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在 RUG 与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举办的一个会
议上举行首发仪式。“随着大型研究项目
日渐开展，新的科学数据越来越多，数据
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将这些研究成果发布
给终端用户，包括政策决策人员和公众，
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我们今天正在
做的工作，”欧洲海洋酸化计划（EPOCA）
科学协调员 Jean-Pierre Gattuso 说。AWI
生物化学家 Jelle Bijma 是 EPOCA 主题项目
负责人之一，也是本指南的撰稿人之一。
（http://www.awi.de/en/news/ ，元培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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