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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搜救等议题，包括相关的换届选举、经

南极条约体系

费预算事宜。会议听取了有关国际组织的
工作情况介绍，讨论了 ATCM 与相关国际组
织的工作协调机制与相互关系问题。

第 33 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 5 月在乌拉
圭召开
2010 年 5 月 3 日至 14 日，第 33 届南
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在乌拉圭埃斯特

(第 33 届 ATCM 报告，姜梅 编译)

海洋保护委员会禁止在南极地区使用
或携带重油
国际海事组织（IMO）海洋环境保护

角城举行。来自 28 个《南极条约》协商国、
20 个《南极条约》缔约国以及相关国际组

委员会第 60 次会议（MEPC60）于 2010 年

织的 300 余名代表参会。乌拉圭外交部长

3 月 26 日通过了有关 MARPOL 公约附件

和国防部长出席会议开幕式。会间，乌拉

I 修正案的第 189 号决议。修正案添加了第

圭总统何塞·穆希卡到会致辞，阿根廷外

9 章关于在南极地区使用或携带油料的特

交部长和会议主席签署关于在阿根廷设立

殊规定。
新添加的第 9 章内容如下：

ATCM 总部的协议。
按照会议议程安排，先后举行了 ATCM

1.

除了保障其他船只安全和进行搜

全体大会、南极环境委员会（CEP）、法律

救的船只以外，禁止一切船只在南极地区

工作组、运行工作组、旅游工作组、会间

携带或使用下列油料：
z

工作组等分组会议，围绕各成员国和相关
国际组织会前提交的 69 份工作文件（WP）
、

在 15ºC 时密度高于 900kg/m³的重

油；
z

130 份信息文件（IP）
、11 份秘书处文件（SP）

除了重油以外，在 15ºC 时密度高

和相关决议进行了讨论，通过了 15 项有法

于 900kg/m³ 或 在 50ºC 时 动 粘 度 高 于

律约束力的措施，12 项不具法律约束力的

180mm²/s 的其他油料，或沥青、焦油或其

决定和决议，最终形成 ATCM 会议报告。

感光乳剂；
对上述油料的定义请见附件 I 规定

此次 ATCM 的议题非常广泛，涉及 ATCM
未来工作规划、南极环境范畴内的气候变

1.11.7。

化问题、法律体系完善、环境影响评价、
国际极地年重要成果及其应用、特别管理

2.

如果船只在以前运行时携带或使

用了上述油料，则不要求清洗油箱或管道。

区与特别保护区的建立与管理、南极旅游

根据决议，除非在 2011 年 2 月 1 日前

问题、南极与南大洋动植物保护问题、南

有至少 1/3 的协约国或占全世界商船总吨

极环境监测、水文资料搜集管理、信息系

数至少 50%的商船队拥有国向 IMO 提出对

统建设与应用、进入南极地区的船舶安全

修订案的反对意见，决定所有协约国将于

与管理、溢油污染监测管理、紧急情况下

2011 年 2 月 1 日起被认为接受此修订案；
1

在所有成员国接受此修订案的基础上，修

署领导人贝尔米诺夫会上指出，许多国家

订案将于 2011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的政府对北极地区特别关注。这是因为北

（第 33 届 ATCM 会议文件 IP94，姜梅 编）

极对于北半球国家的气候变化具有重要影
响。此外，北极周围国家甚至不邻接北极

澳大利亚通过新的南极保护法

的国家对于北极海洋大陆架自然资源的工
业开发表现出兴趣，因此对这一地区的监

澳大利亚日前通过了新的法律，以加

控越来越重要，其中包括进行空间监控。

大对南极地区动植物的保护力度。
国内法律修正案将执行《南极条约（环
境保护）2010 年修正条款》，更新《关于环
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

在当前俄联邦航天规划内，用于水文气
象的空间装置仅在 60 度以南区域工作。因
此迫切需要联合其他一些部门建立一个能
在北极地区全时段工作的空间系统。

书）附件二所规定的南极动植物保护相关
的内容。
修改内容包括，加大特别保护品种的
保护力度，更加严格限制捕捉南极本地无
脊椎动物，对于向南极引进外来物种给予

尽快保障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优先权，
首先是北极海洋大陆架新的油气资源的勘
探和开发，这是该系统的主要任务。这项
活动涉及到在保障油气安全方面和油气运
输方面的空间监控。

更好的管理。
“议定书”是《南极条约》下的一个
多边协议，要求缔约国对南极环境及其附
属的和相关的生态系统实行综合保护，
“议
定书”视南极为自然保护区，专用于促进

其次的任务是为穿越极地的民用航线提
供来自空间的保障。虽然目前跨极地飞行
航班为数不多，但是新的定期航班的推出
将为航空公司节省开支。因为从欧洲到亚
太各国的跨极地航线是最短的航程。

和平和科学的发展。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37707, 刘

“北极”系统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为北
极航运，特别是为北方海路提供服务。

杰阳 译)

“北极”系统由二个子系统构成。第一
个是由太阳同步轨道上的二个空间装置构
成的雷达监控子系统，第二个是用于公共
通信、应急通信和水文气象观测子系统，

北极事务

也是由大椭圆轨道上的二个空间装置构
成。二个子系统都具有地面综合控制和地

俄罗斯欲建“北极”多用途空间系统

面综合接收功能。相关协议确定，空间信
息同时传送到俄罗斯航天署和俄罗斯水文

2010 年 4 月 29 日俄罗斯航天署召开了

气象和环境监测署的资料接收站。

新闻发布会，主题是利用“北极”多用途
空间系统进行水文气象和气候监控。航天

在建设大椭圆轨道空间系统领域，俄
罗斯处于领先地位。
2

该项目预算约为 680 亿卢布。其中超

域，包括王湾，以及王湾所属的（包括整

过 50%是来自俄罗斯私人和国外公司的预

个 Brogger 半岛在内）陆地区域，还将应

算外投资。

用于源于新奥尔松或途经新奥尔松地区的

确定项目开发规程和必需的资金之后

其他区域的研究活动。斯瓦尔巴科学委员

将进入竞标程序。如果 2014 至 2015 年系

会负责总体协调和执行该科学计划。在此

统完全建成，2016 年起即可通过出售产品

科学计划下的统一的科学考察站将被认为

和服务获取收益。

是 KIRB 的成员。

（http://www.ec-arctic.ru/index.html?news_id=846，

2. 对计划的总体设想

毕大洪 编译）

z

KIRB 将成为重要的、开展环境研

究和监测的北极观测基地
z

斯瓦尔巴王湾国际研究基地科学计划
2010-2013 年优先项目
斯瓦尔巴王湾国际研究基地（KIRB）

KIRB 将成为一个统一的研究团

体。在此，所有国家、站点和项目都作为
一个实体并围绕共同目标开展工作，不损
害各自的特性和知识产权

科学计划 2010-2013 年优先项目于 2010 年

z

KIRB 将支持那些在这个天然实验

5 月 21 日由新奥尔松科学管理委员会审议

室的原始环境开展研究中明显获益的科学

通过，5 月 31 日被斯瓦尔巴科学论坛采纳，

领域的研究

2010 年 6 月 1 日生效。其内容分介绍、对

z

计划的总体设想、科学重点领域、教育重

环境参数的时间序列（数据）

点、KIRB 中活动的协调和科学计划的执行
等几方面内容。

KIRB 将保证、维持和扩大长期的

z

旗舰项目为 KIRB 界定核心的科学

内容

1.介绍

z

KIRB 将与斯瓦尔巴所有研究基地

《新奥尔松使命》声明中宣告了整个

进行协调与合作

王湾地区的总体目标。这个科学计划的目

KIRB 促进：

标就是要持续推进新奥尔松作为国际北极

z

研究和监测的重要能力。新奥尔松应加强

不重复的研究活动

其作为杰出的北极研究的观测点、实验室、

z

现场基地和训练场所的作用。新奥尔松正

的实验

努力成为各种项目完好协调的国际研究基

z

地，同时，保持每个站和研究小组的科学

究环境

特色和完整性。新奥尔松研究社团一直在

z

推进一项基于互信和尊重知识产权上的科

高道德标准的与动物和人类相关
开放的、免费交换科学数据的研
基于互信和尊重知识产权的研究

环境

学数据开放、免费交换的政策。
新奥尔松科学计划应用于整个研究区

新的、具有互补性且与已有研究

z
动
3

新的、由多国协作的联合研究活

z

继续重视对长期数据序列的监测

目的科学和成果。当设备和人力资源受限

和保护
z

励KIRB中活跃的科学家聚焦于发展旗舰项

使用清洁技术的研究和运行活动

时，被认可的旗舰项目的活动将优先安排。

KIRB 不支持：

旗 舰 项 目 的 详 细 资 料 可 在 网 站

z

(www.svalbardscienceforum.no/pages/baseN

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或永久伤害

的研究活动

yAa.htm#SciencePlan)查阅。在目前科学计

z

具有负面影响的、降低现有研究

划阶段，这些旗舰项目需要举各部门之力

的质量、降低当地未来环境研究区域潜力

来应对科学挑战，单靠一个部门或者小组

的活动

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

3.科学重点领域

KIRB 旗舰项目：

KIRB 是研究和监测与当代气候变化

王湾系统：王湾系统是为北极海洋研

议题相关的环境变化、长距离污染物传输、

究建立的参照点，是天然实验室的代表，

紫外线辐射及相关生物效应、生理学、生

其功能非常接近于王湾海洋实验室。作为

态毒理学、北极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以

北极区域最全面的环境监测站的 Zepplin 站

及其他学科研究的理想场所。凭借其多学

一样，王湾直接受到北极变化无常的气候

科的研究环境，KIRB 为科学协调配合提供

的影响，因此，新奥尔松是研究海洋系统、

了独特的机遇。保持长期的环境参数的时

环境污染的理想场所。
该旗舰项目阐明了未来研究的优先方

间序列应为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KIRB 的
科学和机构应对气候研究项目和国际协作

向：
z

机制，特别是对北极可持续观测网
（SAON）、全球大气观测（GAW）、全球

物中污染水平的测定
z

从生物圈到大气圈反馈机制的研

z

气温升高与紫外线增强之间的交

冰冻圈观测（GCW）、斯瓦尔巴综合观测系
统（SIOS）做出重要贡献，。

远程大气污染物的综合测定和生

究

KIRB 的研究包括各站的研究活动。这
些活动大部分都是相关和互补的。为释放

互作用调查

这些互补性的全部潜力，同时，增加 KIRB

z

王湾水体上层鱼类群落变化研究

在科学讨论中的影响力，各站点同意在此

z

有机碳矿化研究

计划期内建立和实施旗舰项目。每个旗舰

z

王湾水体交换过程和小规模紊流

项目将由一个科学小组指导，科学小组将

研究

提名一位领导者，负责召集会议，确定每

z

作为环境指示物的蛤、蚶的利用

年的目标和阶段进展以逐步实现项目的最

z

浮游植物监测项目

终目标。科学小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

两项主要设施的改造正在计划中。一

每年改进项目措施和知识上的差距。
目前，有三个旗舰项目已获通过，鼓

项是电缆海洋监测平台，该平台将实现实
时资料检索，另一项是在王湾中心岛屿上
4

的全面综合监测站点，以监测和研究大气/

分的高北极陆地实验室（HALO）。在 HALO

海洋表面界面过程。同时，强调应建立从

的支持下，长期数据序列将保持开放，以

王湾系统中获取的长期数据序列库，并可

提供长期基准数据，相关场所将被指定为

为研究人员使用，协调和推进已建立的元

监测自然变化特定场所，并集中利用以记

数据库也很重要。

录相关参数。
大气研究：在新奥尔松，对从地表到

陆地生态系统：该地区巨大的异质性，
以及沿海陆地环境，为研究海洋和陆地环

臭氧层的重要气候参数的长期监测已持续

境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同时，结合该

了数十年。这些不断输入全球网络的综合

区域长期的研究记录，使新奥尔松成为高

数据系列只能从很少的几个北极观测点获

北极陆地研究的关键区域。

得。磁层尖下的位置还使其成为观测太阳

该旗舰项目阐明了未来研究的优先方

风和磁层昼侧相互作用的独特场所。
该旗舰项目阐明了未来研究的优先方

向：
z

详细记录影响陆地系统的物理参

向：
z

数
z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重要参数的长

建立王湾区域陆地动植物参考条

期观测

形码数据库，以及新抵该区域的动植物日

z

行星边界层研究

志

z

长距离污染物输送的研究和监测

z

北极臭氧层和紫外线研究

z

电离层和磁层研究

z

卫星数据验证和协同分析

z

越冬生态学研究和淡水生态系统

综合研究
z

古环境历史研究，以了解现代动

该旗舰项目的目标是在新奥尔松目前

植物群落历史
z

土壤地球化学、微生物学和甲烷

的所有研究机构支持下，建立独特的、国

的生产研究

际性的长期大气监测和观测平台，以打造

z

地下水和永久冻土相互作用研究

可通过多学科来调查复杂的北极系统的优

z

新奥尔松周边发生的冰缘地貌活

异场所。各学科观测将开展海-雪-冰表面
和大气相互作用研究，气候变化对北极环

动研究
z

量化投入与产出，提供数值模拟

境的影响将是重点。
4.教育焦点

项目的预测价值的创新方法

KIRB 将提供高等教育与尖端研究紧密

开展该项目的基本要求是需要一个陆
地实验室设施，该实验室应由一个固定人

联系的场所。

员操控。大家也同样认识到，还需要可活

国家教育举措

动的野外实验室。为进一步综合协调斯瓦

将进一步提升 KIRB 的教育功能，将

尔巴新奥尔松和其他北极研究站的陆地研

采取与国际计划协调，激励学生们直接深

究工作，专家正提议建立作为 SIOS 组成部

入现场的方式来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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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欧盟教育计划

科学数据。KIRB 执行国际极地年

欧盟跨国访问项目 ARCFAC 第五期 2010

数据政策以确保数据对外开放和供用户访

年将结束。将进一步推动其他的欧盟教育

问。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斯瓦尔巴研究数

计划（如 Marie Curie 和其他计划）。

据库提供在线服务，其可搜索的元数据模

z

斯瓦尔巴大学中心在新奥尔松的

块为数据集、样本、地点和测量情况的查
询和下载提供便捷。

课程

后勤服务

斯瓦尔巴大学中心目前在新奥尔松开

后勤服务将优先保障 KIRB 的科学效

设了现场课程。将通过实施更多的研究项
目、设置适合 KIRB 的、阶段性的现场课程

率。王湾海洋实验室将成为未来后勤投资、

等扩展这类活动。

以及根据各站科学需求对后勤支撑资源进

z

王湾公司对年轻研究人员的资助

行协调等工作效仿的榜样。各站在可行和
有益的情况下，可将各站特有的专业科研

政策
王湾将通过提供教育设施和优惠的价

设施提供给 KIRB 所有研究团队。
z

格，继续吸引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到 KIRB

平等访问共享资源。王湾公司与

开展研究。

其研究伙伴/站点应共同寻求运用最好的

z

系统来提供住宿、办公、会议、房间等设

KIRB 科学家在斯瓦尔巴大学中心

施，以便让所有用户（无论其国籍）平等

授课
通过经常邀请 KIRB 科学家去斯瓦尔巴

地获得这些共享资源。
z

大学中心客座授课，建立起研究和教育的
紧密联系。

联合后勤服务。后勤服务应集中

协调，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后勤服务

5.KIRB 中的协调活动

及其提供者的全部清单可通过斯瓦尔巴科

信息工具

学论坛网站获得。

z

z

信息服务/网站页面。斯瓦尔巴科

科学仪器和设备。各站将提供所

学论坛为斯瓦尔巴所有研究维护着中央网

有科学仪器和设备的清单，这些清单可通

站，这个网站还提供 KIRB、项目数据库、

过登陆斯瓦尔巴科学论坛网站获得。
z

各独立站点的相关链接。
z

项目数据库。斯瓦尔巴研究数据

危险废弃物处理。王湾将组织中

央处理系统来处理危险物质和化学品。

库提供关于研究项目的信息，是由斯瓦尔

组织措施

巴科学论坛管理和维护。所有 KIRB 的研究

z

活动都需要在数据库中注册。
z

书籍与文献。各站负责给斯瓦尔

巴科学论坛提供和更新简短现场报告、计

究所将与斯瓦尔巴大学中心协作，建立和
完善现场资料库，包括新奥尔松的文件、
现场报告和其他科学参考资料。
z

划清单、完成的出版物、体会或经历的文
件。

KIRB-LIB（资料库）。挪威极地研

KIRB-SVC（科学参观者中心）。正

与王湾公司合作的新奥尔松科学管理委员
6

会将负责科学参观者中心。该中心将为参

科学成果的推广和发展方面。

观者提供优异的北极科学教育和拓展设

6.科学计划的执行

施。

所有机构应致力于促进和提高科学家
z

KIRB-SAFE（安全服务）。将建立

们遵照并实现科学计划目标的积极性。
z

一个共同的安全程序协议，以确保一个共
同的标准和相互理解。
z

斯瓦尔巴科学论坛的作用和责

任。斯瓦尔巴科学论坛是由挪威研究理事

KIRB-MAF（新奥尔松站长论坛）。

会资助的斯瓦尔巴研究的中心信息和协调

KIRB-MAF 应起到为新奥尔松所有站长们提

单位。斯瓦尔巴科学论坛还负责监督新奥

供信息的作用，每星期都将召开会议。所

尔松科学计划的执行。斯瓦尔巴科学论坛

有的日常问题，都应通过这个论坛来说明。

委员会同意了该科学计划。

z

z

KIRB-TALK（交流）。应尽力鼓励

新奥尔松考察站和研究伙伴的作

科学家通过科普讲座和其他方式将其工作

用和责任。每个站负责将该科学计划的内

和成果与新奥尔松社团交流。

容和意图通报站上人员。所有行动组负责

z

KIRB-ENV（环境）。新奥尔松环

境影响评价是科学计划重要的背景性文

报告认知中的差距，并将观测计划报入数
据库中。
z

件。希望所有站都为建立环境影响评价监

挪威极地研究所的作用和责任。

测项目现场记录重要环境影响参数的发展

挪威极地研究所的一个作用是监督科学计

变化做出贡献。

划的执行。挪威极地研究所也是斯瓦尔巴

网络

后勤支持的提供者，并对促进挪威与国际

z

研究活动，为权威机构提供研究结果，记

新奥尔松科学论坛。由新奥尔松

科学管理委员会发起的新奥尔松科学论坛

录正在进行的研究负有专责。
z

每两年举行一次，为 KIRB 研究社团及外界
其他研究机构进行科学信息交换和交流。
z

斯瓦尔巴大学中心的作用和责

任。斯瓦尔巴大学中心应促进和维护新奥

新奥尔松专题论坛。王湾公司将

尔松的教育活动。该中心将通过教育计划

定期组织高层极地主题会议，该专题论坛

和联合研究项目促进更有利的新奥尔松科

可促进 KIRB 成为国际北极研究和监测的最

学家之间的科学交流以及自身的研究活

重要的平台之一。

动。

z

z

斯瓦尔巴科学论坛研讨会。斯瓦

王湾公司的作用和责任。王湾是

尔巴将组织和资助由各国科学家参加的、

新奥尔松的拥有者和经营者，为研究活动

讨论大家特别感兴趣的科学议题，以促进

提供以便设施、交通、食宿服务，王湾维

KIRB 科学主题的提升。

护和管理海洋实验室。王湾将鼓励所有访

z

拓展教育和启迪政策制定者。将

促进新奥尔松作为召开研讨会、训练班、

问者对数据库做出贡献，并按科学计划开
展活动。
z

大会的会议地点，但限制在与 KIRB 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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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研究理事会的作用。挪威研

究理事会将通过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进

规划大会（ICARP II）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6

一步促进新奥尔松的协作。挪威研究理事

年在哥本哈根和波茨坦发起成立。经过两

会将为充分实施科学计划提供必要的资源

年努力，POENOR 于 2007 年和 2008 年向

和积极的激励措施。

赞助方提出了最终研究方案。2005 年，国

z

新奥尔松站长论坛的作用和责

际极地年联合委员会通过了 “北部地区发

任。KIRB 站长论坛是新奥尔松当地站长的

展政治经济学”国际计划，随后在 2007 年，

论坛，他们与王湾定期会晤，以确保研究

该项目又获得格陵兰科学研究委员会、北

站、项目、技术和后勤支持的顺利运行。

欧部长理事会（NCM）北极合作项目、格

(http://awww.svalbardscienceforum.no，陈丹红 译）

陵兰 HOME RULE 研究机构以 Obel-Family
基金会的经费支持。

《北部区域发展政治经济学》专著正
式出版
北极地区经济十分依赖（环北极国家）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10/3/new_book_a
bout_arctic_economies, 刘杰阳 译)

北欧国家科研走在世界前列

南方地区的母体经济。
北欧研究人员是全世界最多产的科研

最近，
“北部区域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
（POENOR）”协会出版了一部名为《北部
区域发展政治经济学》专著。2007 年，
POENOR 协会在丹麦斯卡恩的 Klitgården
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该书为本次研讨会的

人员之一，已经创造出极有影响的成果。
丹麦在担任北欧部长理事会（NCM）期间，
将加强、突出北欧国家作为共同研究区域
的特点。
我们将利用北欧核心力量，向其他国

论文集。
该书分析了北极经济，其中一位作者
说道：
“……利用北极地区经济的结构和功
能，及其经济的依赖程度作为基点，分析
了该地区的经济自给程度和相对的社会-经
济运行状况。最基本的问题仍在于北极地
区对南方经济的依赖性。
”
文中还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家展现我们的实力。我们将赢得一个更强
有力的姿态，如果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必
将可以产生更大的力量。正如美国加州的
硅谷，它以创新的计算机技术闻名于世，
我们应当竭力将北欧国家发展成为举世闻
名的先锋研究聚集中心，丹麦科技部长
Helge Sander 说。
如果以论文的引用次数来评价论文的

“……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都极大地影响
了北极社会（以往）受制于自给自足和未
来的发展潜力。传统的经济评估方法无法
捕捉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POENOR 由北极理事会可持续发展工

影响力，只要看一下过去四年发表过的科
技论文，我们就会发现北欧国家毫不逊色。
例如，丹麦研究人员就位列第二，仅次于
瑞士。
如果以每一百万人口所发表的科技论

作组（SDWG）以及第二次国际北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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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量来看，瑞士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分意识到这类火山爆发带来的直接威胁及

（OECD）成员国中得分最高；北欧国家则

其潜在影响。火山爆发不可预知，对环境

紧靠后面，囊括第 2 至第 6 位，排名甚至

影响不可估量，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有规

比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都靠前。

划的应急系统，以迅速确认每次火山爆发

科技论文数量反映了研究人员的生产

的具体风险。火山爆发在全球范围内广泛

力，而论文的引用次数则是根据其被其他

存在，但其引发的一些重要问题在北极地

研究论文引用频度来反映论文的影响力。

区尤为突出。这是“北极监测与评估计划

我们对北欧国家排名当然是满意的，同

工作组”的一个颇具价值的研究课题。

时，我们应该借助这一优势来突出北欧作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10/4/vulcanic_imp

为有实力的共同研究体，Helge Sander 说。

acts_on_arctic_environment， 刘杰阳 译)

(http://en.vtu.dk/press/2010/the-nordic-countries-area-leading-research-region/, 刘杰阳 译)

火山作用对北极环境的影响

北极理事会访问伊鲁丽塞特
自从冰湾（Icefjord）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评为“世界遗产”以来，前往伊鲁丽

北极理事会 “北极监测与评估计划

塞特参观的游客成倍增加。气候变化给人

（AMAP）” 工作组建议对冰岛（的火山

类带来了诸多挑战，冰湾即是北极所面临

爆发）给北极和全球环境带来的影响进行

挑战的一个典型。

研究。

2010年 4 月 28 –29 日，北极理事会北极高

北极理事会工作组相关科学家表示，
工作组已经启动了一项有关冰岛当前火山

级官员委员会（SAO） 2010 年第一次会议
在格陵兰伊鲁丽塞特市举行。
伊鲁丽塞特市民为冰湾被评为世界遗

爆发影响的研究。他们认为火山爆发可能
引起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产感到骄傲，Jess Svane 市长说道。
“过去五年，游客对本地的旅游兴趣
大增，游客数量成倍增长。”
“在伊鲁丽塞特举办的国际会议日益
增多，与会人员通常将参观峡湾作为会议
日程的一部分，媒体则不遗余力加以关注。
除此以外，全球各地的科学家也到峡湾来
考察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这就给伊鲁丽塞特带来大量工作机

这些科学家在一份工作文件中写道：
“虽然大型火山爆发不常发生，但却是一个

会。我真的希望这能带动格陵兰的小规模
经济，并稳定下来。”

不争的事实，且有可能复发。我们必须充

“伊鲁丽塞特也意识自己的责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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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保护好这块独一无二的世界遗产。”
伊鲁丽塞特一共有 4000 居民，是全世

“巴伦支海挪威部分及洛弗顿以外区
域综合管理计划”更新版已发布

界最大行政区—西北格陵兰区的中心城
2010 年 4 月 15 日，
“管理论坛”
（全过

市。
(http://arctic-council.org/article/2010/4/the_arctic_co
uncil_visits_ilulissat，刘杰阳 译)

沿海与大陆架生物化学会议 2010 年 5
月在维也纳举行
2010 年 5 月 2 -7 日，欧洲地球科学联
盟大会（EGU）BG3.1 专题会议在维也纳
举行。
本次会议旨在推动学界对海岸环境以

程管理机构）发表了一篇有关统一管理巴
伦支海挪威部分—洛弗顿地区的报告。该
报告由监控小组及风险管理小组共同完
成。
报告显示，该地区最重要的渔业资源
状况良好，然而，多数海鸟数量正以令人
不安的速度日趋减少。报告认为，虽然发
生海洋交通事故或石油活动事故可能性很
小，但是一旦发生此类事故，将对对环境
和社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及陆地-沿海-外海统一体交换过程在全球

(http://npweb.npolar.no/english/articles/1271336914.

生物化学循环中作用的认识。

95， 刘杰阳 译)

会议对近年来在沿海和大陆架生物化
学所取得的成就进行讨论。同时欢迎国际

冰岛实地考察在线公开征召活动

极地年（IPY）研究项目和所有其他相关研
究项目参与会议讨论。
会议还欢迎有关沿海地区、大陆架、
及大陆架断裂地区碳、营养物质及其他元
素循环的稿件。
本次会议由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BP）/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HDP）核心项目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
（LOICZ）以及加拿大 IPY 项目绕北极冰
间水道系统研究（CFL）、以及微量元素和
同位素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国际合作项
目（GEOTRACES）联合举办。
(http://www.belspo.be/belspo/BePoles/agenda/int200
9_en.stm#09，刘杰阳 译)

为促进知识和技能的交流，
“极端环境
中生物研究活动协调行动计划”（CAREX）
于 2010 年 6 月 15－18 日在冰岛组织第二
次实地考察。该活动选取了 20 名报名者，
参与实地考察，其中包括现场安装与使用
考察仪器、示范特定技术使用技巧、比较
不同方法、交流研究经验、帮助促进技术
和方法之间的协调等内容。考察地点包括
温泉区和一条冰川。
CAREX 还在网上公开征集研究仪器。
CAREX 指导委员会从征得仪器中选择所
需仪器，选取标准为仪器的实用性及是否
能满足后勤服务要求。指导委员会优先选
取了取样设备和生命探测设备。
CAREX 项目办公室在 2010 年 4 月 20
10

日之前联系被选中的参与者。项目费用包

型包租船只。科考人员下船去开展测量工

括旅费、生活费、及与受邀人员参与活动

作，然后将采集到的样本带回船上的临时

相关的后勤费用。

实验室。
采集数据的分析和解读工作尚需花费

(http://www.belspo.be/belspo/BePoles/agenda/int200
9_en.stm#09 刘杰阳 译)

几个月时间。尽管如此，在返回努克途中，
科考队成员均感欢欣，他们对考察中仪器

2 名芬兰科学家参加国际格陵兰考察

的工作状态感到满意，为能在为时不长的
考察中获取大量数据感到十分高兴。

芬兰环境研究所（SYKE）海洋研究中
心 David Thoma 教授（也是芬兰科学院的
教授）与研究员 Hermanni Kaartokallio 刚完
成一次国际科学考察从格陵兰岛首府努克
回国。本次考察就海冰在调节北极大气层
和北冰洋表层水中氧气和二氧化碳浓度的
作用进行研究。该研究与海洋研究中心进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将所有的观测
数据进行连贯性的整合和解读”托马斯说。
不过，由于此次考察采集到的数据集颇为
独特，科考队员显然迫不及待，期望尽早
解读这些数据。
(http://www.itameriportaali.fi/en/ajankohtaista/itamer
i-tiedotteet/2010/en_GB/greenland/， 刘杰阳 译)

行的有关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海洋和海冰生
态系统的研究有一定的关联。
对 气 候 变 化影 响 生 态 系统 过 程 的 认
识，十分有助于理解北冰洋如何控制主要

芬兰专家协助规划圣彼得堡溢油处理
训练中心

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转化，因而这
对于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与讨论具有重要
作用。
除芬兰外，来自格陵兰、丹麦、比利
时、德国、威尔士、苏格兰、美国的共 18
名队员参加了此次考察，考察队驻扎在努

2010 年 3 月 24 日，圣彼得堡溢油处理
训练中心的规划工作完成。该训练中心不
同于俄国本土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其他训练
中心。随着芬兰湾石油运输量日益增多，
成立这一训练中心对于圣彼得堡市具有至
关重要的意义。据该项目俄方代表，圣彼

克 北 部 约 100 公 里 的 一 个 小 型 聚 居 点

得堡市自然利用、环境保护及生态安全委

Kapisilli。本次考察为期两个星期，在格陵

员会主任 Igor Berezin 称，俄罗斯目前尚无

兰气候研究中心主任 Søren Rysgaard 教授

基地能提供针对溢油反应的实践训练。

的倡议下发起，并由 Søren Rysgaard 教授带
队。考察队同时测量了空气、冰和水的多
种参数，是一次开拓性的研究。考察期间
每天测量将近 100 个物理、化学和生物学
参数。

Berezin 估计该项目 2011 年可以启动，
2013 年投入运转。圣彼得堡市打算在完成
图纸设计、办理相关许可证后即开始建设。
市政府已经在圣彼得堡市南部预留一块土
地作为该训练中心建设之用。

考察队的基地是一只系锚在冰上的小

溢油处理训练中心隶属于科特卡海洋
11

研究中心（KMRC）主持的 SPORT 项目。

2009 年日本在北极开展系列观测活动

来 自 芬 兰 环 境 研 究 所 （ SYKE ） 及
Kymenlaakso 高等职业大学的专家参与了
溢油处理训练中心的规划工作，包括对中
心所需设施、训练和研究设备的评估工作。
此外，专家还专门为俄罗斯溢油反应需求
制定了专门的培训课程表。
该中心预计耗资约 6 亿卢布（约 1 千 5
百万欧元），其中部分经费由圣彼得堡政府
提供。同时，与石油公司和俄罗斯联邦（政

2009 年 5 月中旬到 8 月下旬，来自日
本长冈技术科学大学、北海道大学低温科
学研究所、日本国立极地研究所（NIPR）
的 5 人参加北格陵兰冰芯钻探项目 Eemain
计划在格陵兰进行的钻探工作。本年度钻
探进展顺利，从 100m 钻至 1758m，估计冰
芯年代为 38500 年前。第一季度的钻进深
度是冰盖冰芯打钻史上最大深度。本年度
钻探取得的一些冰样品已运送到日本。

府）此方面合作事宜已进入商谈之中。
圣彼得堡溢油处理训练中心将聘用 10

2009 年 6—7 月，NIPR 人员在挪威新
奥尔松王湾进行了相关研究活动。

名员工。随着中心未来业务的扩展，工作
人员人数很有可能有所扩充。
同芬兰正在规划之中的溢油反应中心
相比，圣彼得堡溢油处理训练中心具有更
强的训练针对性，所需设备也更少。中心

7 月 20 日—8 月 17 日，来自 NIPR、农
业环境技术研究所、筑波大学、统计数理
研究所、广岛大学的人员组成陆上生物区
域调查队，在新奥尔松基地进行冰川后退
地区的生态系变化的调查观测。

将注重设备管理与利用，尽量提供更多训
练和实际操作机会。

9 月 10—14 日，NIPR、气象研究所利
用新奥尔松基地进行了气溶胶观测。

SPORT 项目
SPORT 项目由欧盟、圣彼得堡市和科
特卡市共同资助。该项目始于 2008 年 3 月，
至今已执行了两年。项目合作伙伴包括科
特卡市、科特卡海洋研究中心（KMRC）、

10 月 13—15 日，NIPR、东北大学和
电通大学在冰岛乔鲁内斯、胡萨赫尔观测
基地进行极光共轭点观测；同期，名古屋
大学科学技术研究所，在新月附近进行欧
洲非相干散射光学观测。

芬兰 Kymenlaakso 高等职业大学、芬兰环
境研究所（SYKE）、圣彼得堡市及圣彼得
堡马卡洛国立海运研究院。
该项目中的芬兰专家有：来自 SYKE
的 Kari Lampela，以及来自 Kymenlaakso 高

10 月 18 日—27 日，名古屋大学太阳
地球环境所使用斯瓦尔巴德大学中心设备
进行以极冠地区热圈风变化观测为目的欧
洲非相干散射的特别实验。NIPR 同期进行
臭氧光学摄谱仪的安装及现场观测研究。

等 职 业 大 学 的 Jorma Rytkönen 。 Kari
Lampela 同时还独自负责规划中的芬兰溢
油反应中心相关的事项。

11 月 8 日—11 日，NIPR 和国立遗传
学研究所派员参加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北格
陵兰冰芯钻探项目 Eemain 计划的运营会议

(http://www.itameriportaali.fi/en/ajankohtaista/itamer

和研究团体集会。会议就有关打钻、观测

i-tiedotteet/2010/en_GB/training-centre/，刘杰阳 译)

报告、下一年度的钻探计划、冰芯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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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讨论。
深冰芯钻探预计 2010 年结束，

按职权直接产生的委员：

不过，若能获得各国的资金援助，根据对

-

英国南极局局长

冰层冰芯的需求，有对特定段的古代冰进

-

斯科特极地研究所所长

行继续打钻的计划，2012 年则有望钻到冰

-

皇家学会提名会员一名

下的基岩。

委员：

11 月 11—24 日，为了弄清夜侧在极光
带各种极光发生的机制，NIPR 在德罗穆索

-

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中任

职的英国官员

进行欧洲非相干散射、光学的同时观测。

-

SCAR 常设科学小组英国代表

另外，在朗伊尔宾同期也进行了欧洲非相

-

SCAR 英国代表及副代表

干散射斯瓦尔巴德雷达的特别实验。

选举产生的委员有：

2009 年 12 月 21 日—2010 年 3 月 22

-

在南极洲代表英国科研利益却没有

日，来自国立环境研究所、东北大学、福

得到充分表现的个人（特别是那些来自非

冈大学、名古屋大学、筑波大学、NIPR 的

英国南极局的个人）

考察队员进行了与臭氧损耗有关的平流层

按职权直接产生的委员以及英国派往

云观测。本次观测是去年同时期同地点实

SCAR 任 职的 官 员、 SCAR 英 国 代表 和

施的第二次观测。

SCAR 常设科学小组英国代表在国家南极

（资料来自日本极地研究振兴会 2010 年 3 月发行

研究委员会的任期均不受限制，分别依据

的第 90 期《极地》，刘书燕 译）

其在各自机构的任期而定。由选举产生的
委员一任三年，委员卸任后可以再次入选。
委 员 会 主 席必 须 是 非 英国 南 极 局 成
员，其任命必须经由英国皇家学会批准。

南极科学与考察

委员会主席任期不超过五年。委员会主席
同时也将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之科学联盟理
事会的一员。
国家南极研究委员会负责促进和协调

英国国家南极研究委员会简介

英国在 SCAR 及其他国际南极科研活动中
英国国家南极研究委员会由英国皇家

的相关利益。委员会责任包括：

学会赞助支持，英国皇家学会是代表英国

选举英国参加 SCAR 的代表和副代表；

参加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的国家机构。
英国国家南极研究委员会由英国南极局负

向英国代表介绍工作情况和听取英国
代表的报告；

责管理。
委员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并公开相

指定 SCAR 常设科学小组中的英国代
表，并向其介绍工作情况；

关决议的会议记录。
委员会成员应包括但不限于：

更新传播英国国内有关南极科研考察
活动的知识，特别是与国际活动相关的知
13

z

识；传播有关 SCAR 活动的信息。

探求南极科考计划之利益所在，
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合作方案并

协调英国南极科研活动，并规划英国

予以支持；

南极科研未来发展方向；
z

随时向皇家学会通报英国南极考察活

构思并推动英国南极研究的战略
发展重点；

动相关信息，并向科学联盟理事会汇报工
z

作；
在必要时成立专门工作组或组织专门

鼓励新一代南极科学家加入
SCAR、参与英国及国际社会相关
活动；

会议。
国家南极研究委员会所有委员都有责

z

提供参与 UKNCAR 的机会；

任与活跃于南极科研领域的学科同行交换

z

加强英国南极科研界的自我认知
意识。

意见，确保专业领域同行能随时了解委员

当天会议重点讨论了 SCAR 的三大科

会所做决议。委员们还有责任向英国科学
界提供有关 SCAR 活动的相关信息。
委员会将成立一个不多于六人组成的

学研究领域：物理科学、生物科学及地球
科学。会议主题多涉及这三大领域，并就

执委会，负责委员会与 SCAR 之间的互动

相关议题进行开放性讨论。

工作。董事会成员包括：委员会主席、在

(http://www.scar.org/news/scarbusiness/ ， 刘 杰 阳

SCAR 任职的英国政府官员、SCAR 常设科

译)

学小组英国首席代表、以及未设立代表的
其他委员会的英国成员。

保加利亚南极考察简介

任何对于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变更都应
早在 1967-1969 年，就曾有一名保加利

经过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南极局的同意。
(http://www.antarctica.ac.uk/UKNCAR/ ， 刘 杰 阳

亚气象学家参与苏联第八次南极科学考
察，标志着保加利亚开始介入极地考察活

译)

动。1987-1988 年的南半球夏季，六名保加

英国国家南极研究委员会商讨英国南
极未来发展重点
2010 年 4 月 20 日，英国国家南极研究
委员会（UKNCAR）在位于伦敦的皇家学
会召开了一次南极大会。会议目的是通过

利亚科学家参加了英国南极局及苏联南北
极研究所共同合作的项目，保加利亚此次
科学考察旨在为在南极展开科学研究、组
织后勤工作积累宝贵经验。此次夏考期间，
保加利亚在南湾东北侧利文斯通岛（舍得
兰群岛）上建立了一个避难所。
1993-2007 年间，保加利亚连续组织了

以下方式确定英国未来南极研究之发展重

16 次 南 极 科 学 考 察 ， 建 立 了 名 为 “ St.

点：
z

向英国社会公布有关 SCAR 活动

Kliment Ohridski”的夏季考察站。该基地

的信息

可以容纳 15 名工作人员，提供正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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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如需要，可以作为永久基地使用。

原生动物、热带线虫开展研究，并对其在

基地的运作得益于西班牙极地机构所提供

南极栖息地的地理分布方式进行了描述。

的极大的援助。保加利亚和西班牙的极地

研究组采用企鹅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手

研究人员（在南极）紧密合作，一起举行

段，以期弄清企鹅的系统适应性问题。保

开展活动。

加利亚南极生物研究成果在《保加利亚南

保加利亚南极所（BAI）是保加利亚专

极研究——生命科学》刊发。
保加利亚南极生物学研究下一步工作

门组织和协调南极考察活动的主管机构。
BAI 每年组织一次南极考察，并负责

包括通过地衣中的重金属及企鹅羽毛来研

保 加 利 亚 南 极 考 察 基 地 St. Kliment

究南极陆地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开

Ohridski 的管理、运转工作。保加利亚政府

展环境监测。同时，保加利亚将展开一个

指派外交部副部长参加 BAI 执行委员会，

特别项目，研究太阳光紫外线的生态影响，

执行委员会根据 BAI 科学委员会所提建

包括细胞致死和突变、致癌等效应，以及

议，规划保加利亚的南极考察活动。保加

多种保护机制，包括 DNA 修复系统、抗氧

利亚国家南极项目主要由外交部资助，同

化酶及相关蛋白质的研究。

时得到教育科学部、生态和水资源部的部

地质学研究项目将集中于中生代沉积

分支持。保加利亚南极考察活动受保加利

岩层序的自然演替之地层学和构造地质学

亚共和国总统的领导。

原理，以及火成岩的岩石学原理，并绘制

考察主要内容包括：地球科学（如地

新的南舍得兰群岛地壳构造-岩浆动力学演

质学、地球物理学、冰川学、气象学、制

变图。保加利亚科学家第一次在低级变质

图），生命科学（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

沉积岩“迈尔斯陡崖组”形成过程中发现

及人体医学）
。研究工作主要通过来自大学

巨体化石以及具有测年价值的晚侏罗世提

或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开展的项目来实施，

塘期的菊石化石。这一发现将改变人们一

这些项目为期 3 年，重点在于通过跨学科

直以来对南舍得兰群岛及南极半岛的中生

研究方法，深入探索主要的极地自然系统

代演化进程的认识。保加利亚的地质研究

模式、过程及其演变。

还将包括：绘制 1:5000 详细地质图，对巨

目前，生物研究项目的考察活动，重
点针对位于利文斯通岛的几个主要的生物

体化石和微体化石进行古生物学调查，并
进行古环境解释。

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已经对这些栖

冰川学和气象学的主要目标为设计用

息地的大量动植物品种及其群落特征进行

于垂直和水平钻探所需要的钻孔机和相关

了描述。已经研究的物种有：原生动物、

设备，研究与复杂地貌、冰川和近海地区

硅藻及其他藻类、土壤线虫、淡水甲壳类

相关的小气候现象，实施气象自动监测，

与间隙（水）甲壳类动物。目前已经发现

以便收集冰川学和生物学分析所需的观测

八个动植物新种，更多新种正在确认之中，

数据。此外，还将包括测定赫德半岛冰川

也将逐步公诸于世。目前已对硅藻群落、

各冰层之形成年代，并对冰芯中的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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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位素进行分析等。
保加利亚国家南极项目向所有保加利

考察与研究成果以专著、科学期刊论文等
形式发表。
BAI 与西班牙、英国、俄罗斯、德国、

亚科学家开放，任何渴望对两极地区科学
研究作出贡献的科学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

阿根廷、巴西、智利、韩国等国的南极主

项目。除了现有项目，未来的科学研究活

管机构或研究机构保持联系。

动也将力求国际合作，争取与极地强国的
科考团队开展联合研究。
保加利亚共和国于 1978 年加入《南极

BAI是COMNAP、南极后勤和作业常
设委员会（SCALOP）、EPB及SCAR的中
保加利亚的代表。

条约》，1994 年加入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 SCAR ） 和 国 家 南 极 局 局 长 理 事 会
(COMNAP)，1998 年成为《南极条约》第
27 个协商国，目前，已是欧洲极地委员会

保加利亚 St. Kliment Ohridski 南极考
察基地介绍

（EPB）的一员。保加利亚制定了长期性的

保加利亚 St. Kliment Ohridski 南极考

国家南极科研项目，表明保加利亚推行稳

察基地（BAB）地处南舍得兰群岛利文斯

定的科研政策，致力于更活跃、更有效地

通岛东部，位于保加利亚海滩易梦那港赫

参加欧洲国家在极地地区的合作项目，是

斯皮里蒂斯角的东-东北部，海拔 12-15 米，

推动（南极地区）科学、和平进程的一个

坐标为南纬 62o38'29" 、西经 60o21'53"。该

值得尊敬的合作伙伴。

地点特别适合设立南极考察站。事实上，

BAI 是一个非营利法人团体，由索非

BAB 的建立给当地野生生物带来的干扰已

亚法庭于 1993 年 11 月 10 日通过第 14840

被降低到最小程度，因为保加利亚海滩的

号决议注册成立。该所现有 42 名成员及 4

企鹅和海豹数量原本就非常有限。同时，

个集体成员，即保加利亚外交部、索菲亚

该站交通便利，可以直接通往弗里斯兰山、

大学、医学院、保加利亚大西洋俱乐部。

伯迪克山脊、豹尔斯山、南赫德半岛以及

Christo Pimpirev 教授担任 BAI 执行委员会

瓦尔纳半岛等区域。
西班牙南极考察站“胡安·卡洛斯一世

主席。
1998 年 2 月 27 日，保加利亚内阁通过

站”位于 BAB 附近。
保加利亚曾试图在亚历山大岛西北端

第 81 号决议，确定 BAI 为保加利亚南极科
研项目的国家管理机构。
BAI 每年组织一次南极科学考察活动，

的东方号角建立南极站，但以失败告终。
随后在苏联 “Mihail Somov”号舰艇的后勤

负责管理南舍得兰群岛利文斯通岛上的 St.

援助下，保加利亚又于 1988 年 4 月 26-29

Kliment Ohridski 科学考察基地。

日组织了一支四人考察队在利文斯通岛上

科考队由来自多个不同领域的专家组

预先建造了两个临时营房。不久以后，这

成，包括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

个居所在 1993 年 12 月 11 日被改造成永久

气象学、冰川学、生物学、医学等。所有

基地，起初命名为索菲亚大学避难所，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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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统下令更名为 St. Kliment of Ohridski

大潟湖北面有一个直升机停机坪。考察站

基地，以纪念这个杰出的保加利亚学者兼

还在保加利亚海滩上盖了一个现代式库房

主教（公元 840－916 年）
。

供放置船只。
来自保加利亚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在
考察站开展地质学、生物学、冰川学、地
貌学、地理信息等学科研究。汉纳野生动
物观测点的巡航舰曾到过 BAB。汉纳点是
南极洲著名的旅游景点，位于 BAB 以西仅
12 公里的地方。
经过几次扩建后，目前，考察站配有
一个主体建筑，一栋人员居住房屋、
（地质

1996-1998 年，保加利亚对 BAB 进行

学和生物学）科学实验室；还有一个仓库，

扩建，包括在西班牙国家南极局后勤援助

一个发电房、一个诊疗室、及一个通讯建

下，利用从阿根廷运来的材料建成的一栋

筑。2003 年，基地建立了南极洲第一个东

新房屋，其总面积达 80 平方米，可容纳两

正教教堂 St. Ivan Rilski。

个卧室、一个浴室、一个科学实验室、一

BAB 的科学家按照部长理事会所批准

个休闲区及一个厨房。基地的总容量因而

的国家南极科研项目中所规定的战略重点

增加到 15 人，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也得到

开展工作。保加利亚南极科学家为了能够

改善，必要时，还可以满足越冬需求。新

在冰封雪盖的大陆上开展各种难以单独进

房子的建设对当地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极

行的项目，与国际社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

小，可以忽略不计。

关系。

在南半球夏天，亦即从 11 月末或 12
月初到次年的三月初这段时间， 平均有 25

(http://www.bai-bg.net/index_files/page0002.htm,
刘杰阳 译)

人同时在 BAB 工作。物资和人员通过智利
南部城市彭塔阿雷纳斯及阿根廷的乌斯怀

阿根廷南极科学计划介绍

亚运往利文斯通岛，并通过小游艇和直升
飞机送上岸。废弃物品则运返南美洲接受

背景

处理。自 1994 年起，BAB 就配备了一个保

1. 基于历史、地理与地质联系、占有

加利亚邮局网点。BAB 科研活动集中于地

活动、行政管理和司法实践等因素，阿根

质学、冰川学、气象学、地形测量、生物

廷共和国声称其南极领土范围应包括从西

学及人体医学等领域。

经 25 度至 74 度，沿纬度 60 度向南延伸至

供 应 船 只 所载 之 人 员 和物 资 ， 均 用

南极点的区域。但即便撇开这项领土声明

Zodiac 船只运至保加利亚海滩西南端，离

不谈，阿根廷不仅是《南极条约》12 个原

考察站主基地约 300 米的地方。在海滩上

始缔约国之一，而且也是南极研究科学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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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SCAR）、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

表国家出席各种国际南极会议，和为国家

（COMNAP）、拉丁美洲国家南极局局长会

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有关南极事务的专业性

议（RAPAL）、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

咨询以维护国家南极利益；
6.通过推动科学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树

会（CCAMLR）的正式成员国。
2. 阿根廷南极研究所创立于 1951 年 4
月 17 日，是负责执行阿根廷在南极地区科

立起一种阿根廷拥有其南极扇区的权益意
识；
7. 通过科学技术来表明阿根廷在南极

学技术活动的组织机构，该所是世界上第
一个专门从事南极研究的研究所。
3. 阿根廷与南极洲相邻，是全球唯一

的兴趣和利益，巩固和扩大这一权力以支
持阿根廷领土声明；
8. 通过科学技术来带动阿根廷的南极

的、自 1904 年以来就拥有永久性南极科考
站的国家。目前在南极建有 6 个永久性的

考察活动并取得国际上的认可；
9.要构建一个优秀专业人才中心，包括

科考站和一些临时科考站，还有避难所、
船只、飞机以及营地建设能力用于支持南

南极领域高素质的人才；

极地区的科学研究活动。

10.通过南极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来促
进国家可持续发展。
战略重点
1. 总体来说，围绕国家科学和技术需
求和优先发展领域，特别是国家南极的政
治需求；
2. 通过努力实现阿根廷在南极的政治
诉求，特别是阿根廷南极扇区的主权要求；
3. 领导和/或协调在阿根廷南极扇区

任务

的国家和国际研究项目；

阿根廷南极研究所的工作任务包括：
1. 提供并维持阿根廷在南极进行科学

4. 组成一支从事南极事业的高素质专
业队伍；

研究和技术研发的能力；

5. 在南极科学上取得卓越的成果；

2. 开展并/或协调科研、观测和长期监

6. 维持阿根廷在南极的科学活动。

测，以及在阿根廷南极扇区的制图；

优先研究方向

3. 作为开展国际南极合作和协调南极
科学计划的国家中心；

根据国家南极政治需求和战略重点，
阿根廷确立了 2003—2010 主要研究领域：

4. 提升对阿根廷南极扇区的认识和推
动南极新技术的研发；

1. 研究全球变化过程与成因，及其对
南极系统、国家产业系统的影响；

5.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具有国际水准
的研究人员队伍和技术人员队伍，并能代

2. 南极自然资源和相关领域的认知及
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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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替代能源开发

育机构、国内外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一起，

4. 阿根廷南极扇区的地理研究

成为南极洲和南大洋研究的主导力量。

5.

NASC 还积极参与国际南极界的各种会议，

2007-2008国际极地年活动的后续

创建气象监测和臭氧层数据库，并在南极

行动

Vernadsky 站以及附近海岛开展地球物理
学、地质学、地震学、生物圈、医学生理
学、海洋学及其他领域的研究工作，NASC
还致力于减少人类对南极洲自然环境的影
响，持续关注环境保护问题。

组织架构
阿根廷南极研究所属阿根廷外交贸易
部南极委员会。
第 31 届 ATCM 主席、南极条约执行

其组成包括：

秘书和 NASC 主任

1.研究所所长
2.科研协调和数据中心，出版和印刷中心
3.科研部门
4.南极图书馆
5.博物馆
阿根廷每个南极研究项目都要通过机
构内外的同行专家评审以确保其质量、公
正性和针对性。
（http://www.dna.gov.ar/INGLES/CIENCIA/ECIEN
T.HTM，程文芳 译）

乌克兰教育和科技部和 NASC 已经与
阿根廷、保加利亚、西班牙、以色列、中
国、德国、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美国、捷克、智利、日本及其
他国家的南极科研人员建立业务联系，从
而促进了南极越冬人员以及科学家间的交
流，推动了科研项目和后勤作业的实施。
NASC 与世界气象组织（WMO）、国际信
息推广大会（ISGI）、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
护委员会（CCAMLR）、国家南极局局长理

乌克兰国家南极科研中心简介
乌克兰南极科研中心（NASC）是乌克
兰的南极管理机构，属乌克兰教育和科技

事会（COMNAP）、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SCAR）及其他国际组织之间合作也日益
增多。

部。NASC 工作人员，以及乌克兰国家科学

过去几年来，NASC 培养了大量的青年

院（NASU）各研究所、最具权威的高等教

科学家，其中成功通过 5 篇南极领域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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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博士论文；在地球物理学、海洋学、生

2010/11 科研战略。

物学等领域发表了受人关注的论文；组织

2009 年 12 月 7 日至 14 日，ASAC 先

了 3 次国际南极科研研讨会。乌克兰科学

后在悉尼、布里斯班、堪培拉、墨尔本、

家在第三次国际极地年组织了 16 个科研项

阿德莱德、霍巴特等地召开信息咨询会，

目。2008 年 6 月，第 31 届 ATCM 在乌克

并从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 月收集有关

兰首都举行，这是 NASC 当年的一个首要

“2011/12－2020/21 南极科研战略规划（草

任务。

案）”的评述意见。

在开展科研活动的同时，NASC 积极组

2010 年 3 月，ASAC 举行专门会议对

织了科普教育活动，向在校学生和社会公

收集到的意见进行讨论，然后向部长提交

众普及地球两极地区的大气过程对人类生

一份“2011/12－2020/21 南极科研战略规划

存环境条件的影响，科学家为保护地球资

（最终稿）”以供审核，并在今年迟些时候

源和独一无二的生命形式所采取的自然保

公布。

护工作。NASC 通过与大众传媒合作，采取

该战略规划内容摘要如下：

出版《乌克兰南极期刊》等刊物，组织摄

澳大利亚政府已明确地声明，南极洲

影展，与极地考察队员面对面交流，观看

对于其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已经

视频录像等方式来推进这项工作。

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政策，以支持澳大利亚

NASC 的主要任务是在 2010 年制定乌

未来的南极科考活动。其中有一条规定，

克兰在南极洲的长期科研计划，为乌克兰

澳大利亚南极科研项目（ASP）所取得的科

科技产品开发方、客户和消费者之间建立

学成果必须符合政府政策所规定的需求。
总而言之，这十年战略规划（简称规

一个最优化的关系。
(http://www.uac.gov.ua/en/， 刘杰阳 译)

划）力求鼓励、引导并集中南极和南大洋
科研力量，在我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海

澳大利亚南极科学咨询委员会制定
2011/12-2020/2021 南极科研战略规划
澳大利亚南极科学咨询委员会

洋酸化、人口增多及其相应的食品安全和
能源安全、南极大陆上人类活动日益增多
等问题时，能取得使澳大利亚和国际社会
利益最大化的研究成效。

（ASAC）通过澳大利亚南极局（AAD），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各部委则通过设定

协助环境保护、遗产和艺术部部长制定南

南极科研重点、鼓励政策等来支持和协助

极科技战略、评估南极科学质量、提供支

该规划。

持南极科研项目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能力、

南极科研战略规划响应联邦政府的鼓

以及开展国际国内南极科研项目合作等相

励政策，围绕以下三个跨学科主题展开工

关的咨询。根据其职权范围，ASAC 目前正

作：

在制定澳大利亚 2011/12－2020/21 南极科

主题一：气候过程和变化

研 战 略 规 划 ， 以 取 代 现 有 的 2004/05 －

主题二：生态系统和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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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三：海洋保护管理

考察、数据合成、成果分析等。

总的来说，重点会越来越偏重于三大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气候变化对于南

主题范围内更大型的综合科研项目，对于

极洲和南大洋所带来的影响，是澳大利亚

这类项目的援助也会越来越多。目前，已

南极科研计划所有研究主题中一项重要的

经提出一项方案，旨在大力提高对南极科

交叉课题。因此，针对这一研究主题，规

研项目的规划和管理支持，促进学科内和

划中设计了下列主题：
z

跨学科合作。
此外，对于这些满足澳大利亚国家科
学发展重点，但又不在上述主题范围内的

气候过程和气候变化主题，即通

过诸如生物化学碳循环等手段集中研究物
理系统和气候反馈机制。
z

科研项目，如果其对于澳大利亚在南极洲

生态系统和环境变化主题，即气

具有更大的利益，则考虑列入澳大利亚南

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作用，并为南

极计划内。因此，每年只有数量有限的一

极洲的政府管理工作提供数据依据。该主

部分高质量前沿科学项目会得到资助，并

题将集中探索生态系统中高度敏感的组成

视可用的资源情况。这些项目不必考虑其

部分，这些敏感部分有可能在气候变化中

是否符合鼓励政策的要求，而是根据其科

发挥重要的预警作用，换句话说，当全球

学优异性，以及是否符合澳大利亚南极计

变化引起南极洲或世界上其他地方相关的

划目标中拟定的有利于科学/人类这一标准

变化时，生态系统的敏感部分可能较早地

来评判。

放出信号。
z

由于未来的鼓励政策和科研机会可能

海洋保护管理主题，为制定海洋

发生变化，ASAC 将联合澳大利亚科学院国

物种和生态系统保护策略进行研究、监测

家南极科学委员会，在未来几年共同鼓励

和建模活动。本主题将利用另外两个主题

并促进新的南极科研主题的讨论，在 2015

所提供的数据，深入探索全球变化给渔业

年考虑将这些主题纳入规划的中期审核内

以及业已受到威胁的物种保护带来的影

容。

响。
为在未来十年及更远的将来实现上述

目标，规划中有必要考虑战略性投入，以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33927 ，
刘杰阳 译)

发展和维持广义上的南极科研能力（即人
才/技术、基础设施和重要关系）。这一任务
必须由南极科学界共同来承担。
只有认清上述远景，我们才可以实现

印度国家南极和海洋研究中心举行成
立十周年庆典
2000 年 4 月 5 日，印度海洋发展部部

以下宏伟的科研目标。
其目的就是构思出科学主题和所属研

长宣布成立了国家南极和海洋研究中心

究内容并予以资助，由此达成共识，通过

（NCAOR）。为纪念 NCAOR 十年以来为

各方共同努力实现相关研究的规划、野外

国家所作的贡献，2010 年 4 月 5 日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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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周 年 庆 典 活 动 。 果 阿 州 首 长 Shri

Shri Arun Chaturvedi （第二十七次科学考

Digambar Kamat 主持了这一庆典活动，并

察队队长）、P. Malhotra 博士（第二十八次

称赞 NCAOR 使得印度果阿得以在世界科

考察队队长）
、Shri Ajay Dhar 第二十七次

技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荣誉嘉宾、果阿

和二十八次科学考察航次领队）以及 Shri

立法大会发言人 Sri Pratap Singh Rane 回顾

Rajesh Asthana （第二十九次考察航次领

了他担任果阿州行政长官时在 Sada 海岬开

队），分别介绍了考察队队员所开展的活动

工建设研究中心。他对 NCAOR 能在如此

及取得的重要成果，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

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表示赞赏。地球

赞赏。

科 学 部 秘 书 Sailesh Nayak 博 士 祝 贺

(http://www.ncaor.gov.in/ , 刘杰阳 译)

NCAOR 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在南北极科研
取得如此快的发展。他同时对州长官、果
阿立法大会发言人、前秘书 Harsh K. Gupta
教授，NCAOR 前主任 P.C. Pandey 博士表
示祝贺。Nayak 博士则谈到 NCAOR 受到来

SCAR 执行主席应邀出席印度国家南
极与海洋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庆典并
发表演讲

自省政府的支持，对省政府在各方面的支
持和合作表示感谢。

2010 年 4 月 1 日，南极研究科学委员
会（SCAR）执行主席 Colin Summerhayes

NCAOR 主任回顾了中心创建者所做

博士发表名为“南极气候变化和环境”的

出的贡献，特别着重介绍了奠基人兼首任

演讲，掀开印度国家南极与海洋研究中心

主管 P.C. Pandey 博士以及受前海洋发展部

（NCAOR）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之序幕。

委托前来建设 NCAOR 的科学家们所做出

此次活动由位于果阿（Goa）的印度海洋研

的重要工作。这几位元勋曾出版了多篇著

究所（NIO）所长 S. Shetye 博士主持。

作，包括《印度第二十三次南极科学考察

SCAR 是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下

技术报告》、
《“河流公主”号船舰海洋测深

面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促进、协调

图》等等。庆典活动上，Pannikar 教授、印

南极科学研究活动，同时为南极条约体系

度地质学会会长 Harsh K. Gupta 教授发表

提供独立的科学咨询服务。Summerhayes

题为 “南极洲——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博士是海洋学、地质学和大陆边缘上升流

演讲。他还介绍了南极洲在全球气候中所

系统研究方面的专家，在新西兰亚南极地

扮演的角色，并说明当前全球变暖问题是

区广泛地开展了海洋地质学研究。

如何改变脆弱的地球系统平衡，从而可能

Summerhayes 博士科研成果极为丰富，其中

带来严重的问题，如海平面升高，以及海

发表有关海洋科学不同领域的 200 多篇论

洋和大气之间的互动关系。演讲结束后，

文。Summerhayes 博士的演讲主要介绍南极

与会人员听取了印度第二十七次、第二十

洲及其周边的南大洋所发生的物理和生物

八次和第二十九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报

地球化学过程，并讲解这些过程影响地球

告。这三支考察队队长以及航次领队，即

系统之机制。其重点是说明全球变暖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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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洲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全球变暖如何

关申请援助的重要内容。赞助签约方已经

导致南极洲不同地区的冰川消融，并最终

安排一些计划制定人员，他们可以解答有

导致海平面上升。

关野外考察或后勤支持方面的问题。

(http://www.ncaor.gov.in/ , 刘杰阳 译)

（ http://www.usap.gov/News/contentHandler.cfm?id
=2043， 刘杰阳 译)

美国科学基金会发布南极项目研究征
集通告
为支持 2011-2012 年度南极研究项目
或 2011 年初便启动的国内研究项目，美国

美国多部委联合征集有关“利用地球
系统模型进行十年尺度区域性气候预
测”的合作研究项目方案

科学基金会（NSF）极地项目办公室（OPP）
发 布 了 2010 年 南 极 项目 研 究 征 集通 告
（10-543）。
美国政府在南极洲主要开展科学研究
以及与研究相关的后勤支持活动，目的是
加深对南极洲的认识，促进对当前具有重
要科学意义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问题的研
究，以及利用南极洲协助研究的平台。只
有当某项工作仅能在南极洲方可进行时，
美国南极项目（USAP）才会选择在南极洲
开展野外工作（亦即当这项工作只能在南
极洲进行，或者说在南极洲开展这项工作

气候不稳定性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
响，相比之前所预测的影响，正变得日益
直接和深刻。其中的重要影响，例如旱期
的延长大大影响了几个大陆、自然和人工
生态系统压力日益增大、农业和森林生产
力渐渐丧失、生物反馈变异、海洋和永冻
土栖息地环境恶化、全球海平面上升、冰
盖和冰川消退、北冰洋海冰面积缩小、洋
流发生变化，这些现象都表明，气候不稳
定性和气候变化完全可能在十年甚至更短
的时间内发生重要的影响，给动植物、人
类和自然系统带来严重的后果。

是最好的选择）。USAP 也资助在美国本土
开展一些与南极洲有关的分析研究工作。
今 年 的 项 目建 议 提 交 的截 止 日 期 为
2010 年 5 月 25 日，比往年稍稍提前。
最近，南极旅游科学委员会提出建议，
就针对南极旅游实施准确、及时的现场援
助的需求进行评估。为响应这一号召，同
时也为了简化选择援助对象的决议过程，
USAP 对现场后勤支持的收集方式，以及某
些项目的资助方式，做了一些改变。请参
看《南极研究征集书 10-543》文件中“现
场后勤支持工作”部分，仔细阅读其中有

本次活动可以促进不同机构联手解决
未来一千年最紧迫的问题——气候变化，
共同研究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
我们又应当如何做好应对可能产生的后
果。通过本次合作机会，不同的合作伙伴
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
国农业部（USDA）、美国能源部（DOE）
将可以协力选定并赞助那些最值得资助、
影响力最大的项目，这样既可以完成各机
构各自的使命，同时也大大消除了重复投
入和资源浪费现象，促进不同机构及机构
内部研究人员之间的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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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型跨学科活动要求参与人员开
发新一代地球系统模型，其中必须包括生

量化人类系统有助于确定环境影响的反馈
圈。

态系统、农业用地和森林、城市环境、生

3. 最大化利用现有的观测数据和模型

物化学、大气化学、海洋和大气环流、水

数据，通过放大或缩微方式，进行影响和

循环、陆地冰盖、人类活动等多项元素，

脆弱性/适应性评估。

且各元素之间应具有耦合、交互关系。这

4. 将模型结果和相关不确定性有效地

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多种跨学科团队参与，

转成为人类适应气候变化及相关管理决策

采用试验、理论、建模、计算机等领域研

的科学基础。
我们一共征集两种项目方案，第一种

究人员，包括但不限于生物学家、化学家、
地球科学家、材料学家、数学家、物理学

是孵化器/能力建设项目，另一种是大型跨

家、计算机工程师、网络工程师，还有社

学科合作研究项目。意向书递交截止日期

会科学家。成功入选的项目方案，将可以

为 2010 年 5 月 24 日，最终的立项建议书

在其学科内部唤起更广泛的讨论。除此以

递交截止日期为 2010 年 6 月 25 日。

外，我们也欢迎多样化的项目，以及利用

(http://www.nsf.gov/funding/pgm_summ.jsp?pims_i

此次多学科项目机会，活动也欢迎具有广

d=503399&org=OPP&sel_org=OPP&from=fund ，

泛教育和社会影响的项目方案。

刘杰阳 译)

好的项目方案应该能够解决以下的重
大问题：在各种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相关的
地球系统过程建立关联，为已有的数据，
以及 NSF 新设立的与规划中的环境观测台

捷克 2009/2010 年度在南极半岛和詹
姆斯罗斯岛的研究活动

所获得数据建模和模拟提供理论基础。本

气候学和冰川学

次活动将特别注重那些可以很好地提高我

2010 年 1 月和 2 月，在捷克 Johann

们的预测能力，并帮助我们认识导致事件

Gregor Mendel 站（以下简称 Mendel 站）

触发的非线性小尺度过程与大尺度过程的

区域内开展了气候学和冰川学研究。该研

项目。

究活动是长期项目的一部分，主要聚焦于

本次征集活动旨在提高、扩展现有的
建模能力，以便实现以下具体目标：
1. 通过对影响气候系统的物理、化学、

以下目标：评估大气因子对紫外线的作用；
研究南极半岛周边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
评估区域大气层升温对冰川消融过程的影

生物和人类过程等几大因素之间耦合和交

响。目前的研究由捷克科学基金资助的“近

互关系的深入理解，获得对十年尺度的全

期南极詹姆斯罗斯岛北部冰川消融（项目

球性、区域性气候变化的一个全面可靠的

编号 205/09/1876）”项目提供支持。
z

预测。

紫外线监测。自 2006 年起，捷克

2. 将气候变化对生态、农业以及其他

即在 Mendel 站开展紫外线和其他气象学观

人类系统的影响用量化结果表示，确定并

测，这些观测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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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紫外线 B、紫外线 B 的红斑有效辐射、

冰川的厚度。探地雷达的数据可测定冰川

全球紫外线及光合有效辐射等。在 2010 年

体积用于物质平衡调查。此外，两个自动

南极夏季，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制订的

气象站已安置在 Davis 冰穹顶端（530m

仪器使用指南，维护和更换了气象仪器、

a.s.l）及 Whisky 冰川的顶部(356m a.s.l)。

部分传感器及其通风设备。其中步行辐射

这两站的全自动体系和长期观测设备由额

计被送至捷克水文气象学研究所的认证实

外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备用电池提供能源。

验室进行年度校准和检查。2009 年，捷克

植物生物学和生态学

水 文 气 象 学 所 购 买 了 一 台 Brewer

z

变暖实验操控。植物生理学组的

Recomatic MKⅢ臭氧光谱光度计，并于

研究涉及到使用开顶式实验舱长期调查苔

2010 年 2 月安装在阿根廷 Marambio 基地，

藓和地衣对于陆地生态系统暖化的反馈。

以监测臭氧总量和紫外线强度。数据通过

大多数开顶式实验舱安装于 2007 年，因此，

网络实时传送给捷克水文气象学所的太阳

拥有局地气候变化的较长期的数据集。开

和 臭 氧 观 测 站 ， 详 情 可 登 陆

顶式实验舱坐落在詹姆斯罗斯岛北部沿岸

http://www.antarktida-ozon.cz/。

的三个不同的植被覆盖结构的生态系统

z

局地气候监测。目前，詹姆斯罗

中：以苔藓为主的沿海植被绿洲；分布着

斯半岛的无冰区运行着 7 个自动气象站，

松萝属和脐衣属地衣的高原；分布着初始

这些气象站分布在从海岸到平顶山不同区

阶段生物群落的紧邻冰川的区域。在 2010

域中，其海拔从海平面到几百米不等。所

年南极夏季，从开顶式实验舱数据记录器

有分布区域都位于受当地地形因素和地物

中和外部对照区下载了空气、地表、土壤

建筑屏蔽影响很小或几乎不受影响的开放

和植被温度的年度资料。这些数据可以量

环境中，而且这些区域都已测定如空气温

化开顶式实验舱结构差异造成的温度差。

度、相对基本湿度、近地表深度为 5-30cm

同时，开顶式实验舱内部的植被和外部对

的地温等基础气象参数。在 Mendel 站和

照区都已被拍摄，这样，可通过图像分析

Johnson 平顶山站的延伸测量计划包括入射

鉴别有关变化（2007-2010）。还采集了土壤

和反射全球太阳辐射、风速、气压、地表

样品进一步进行微生物学分析，以评估开

温度、土壤热通量、5-150m 和 5-50m 土壤

顶式实验舱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z

温度等的测量，此外，还包括 Mendel 站附

苔藓和地衣的光合作用。现场对

近区域 5-20cm 深处的土壤体积含水量的测

南极地衣（真藓属）的光合作用研究包括

量。

两部分，一是专门研究主要光合过程的年
z

冰川调查。在 2010 年南极夏季，

度变化，二是聚焦于暴露在南极夏季暖化

开展了 Ulu 半岛 Davis 冰穹和 Whisky 冰川

环境中的真藓属的光合性能。用永久安装

调查。在这两个冰川调查时，使用雪管、

在现场的荧光计测量光合体系Ⅱ中年度

竹竿和 GPS 设备研究雪水当量和消融/积累

（2009.3-2010.1）光合流程的有效量子量。

速率。此外，还同时使用探地雷达测量了

这些数据可以评估真藓属一年里生理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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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同时也可以评判苔藓对当地极端

纪期的构造演化、南极半岛岩基的岩浆和

气候反馈的节点。此外，使用另一个荧光

火山活动间的相互作用等。现场考察集中

测定系统评估南极夏季苔藓光合性能与开

在 Trinity 半岛的三个区域：Crystal 山、Camp

顶式实验舱引发的暖化所导致的苔藓光合

山以及 Botany 湾、Pitt 角。

性能的不同。

（http://www.comnap.aq，陈丹红 译）

z

微型真菌的多样性。与此前类

似，在 2010 年南极夏季，在几个微气候和
水源供给不同的生境中（狭窄小溪、潮湿
的岩壁、鸟类聚集地等）采集了土壤结壳、

2009-2010 年瑞典南极科学考察满载
而归
2010 年 3 月 8 日，瑞典南极科学考察

岩石和其他基底样品，这些样品被运到捷
克的布尔诺实验室，用于研究丝状真菌。

队顺利完成航次任务，返回祖国。
在过去几年，瑞典的研究集中于北冰

通过 2007-2009 年收集的样品资料，捷克已
鉴定了 17 个属中 25 个物种。

洋的海洋地质学记录，通过海洋地质学记

湖泊生态系统。詹姆斯罗斯岛的

录，我们了解过去的冰期和间冰期延续的

湖泊代表了南极海洋到陆地过渡带的一组

空间和时间范围。由于高精度海洋测深技

独特的多样的生态系统。在 2009-2010 年南

术的最新发展，特别是诸如 Oden 等破冰船

极夏季，测量了 LachmanⅡ湖中的溶解氧

上安装此类设备，我们能越来越多地基于

浓度，以评估季节性的和实际天气相关的

更大的空间范围来解释这些海洋沉积记

变异。2009 年度水温的数据也从数据记录

录。

z

本次考察还非常成功出绘制正在迅速

装置中下载了。
地球科学

消退的松岛湾冰川地图并钻取冰芯，以了

捷克地质勘测局和布拉格 Charles 大学

解其冰川形成特点。考察所获结果不仅有

的研究所开展了重建南极地貌演化的地球

助于解决与当地冰盖消退速率相关的科研

科学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议题：1.詹姆

问题，同时也加深了对引起这一冰退过程

斯罗斯岛的地质填图，为后续深入的地球

的认识。这一新发现，更广泛地说，在现

科学研究奠定基础。与阿根廷南极研究所

代冰川作用形成的环境下工作所积累的经

合作的詹姆斯罗斯岛的地质填图正在制

验，对于北极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当然

作，将包括岩石学、同位素年代学、古生

不无启发意义，同时，就像所有好的科学

物学数据。2.全新世冰期和白垩纪-第三纪

研究一样，这次考察也萌发大量新的问题、

阶段古气候和古环境重建。1：25000 的地

新的研究思路。

质填图反映了詹姆斯罗斯岛冰川演化和冰

(http://www.polar.se/expeditioner/swedarp2009_10/r

边缘变化的过程。3.形成南极半岛 Trinity

apport/oso.html，刘杰阳 译)

半岛古生代中生代地质过程。该研究主要
包括弧后盆构造的演化、威德尔海盆侏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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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空间局成功发射 CryoSat-2 号冰

高仪（SIRAL），由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

川监测卫星

司开发，用于测量洋面上漂流的海冰厚度，
并监测陆地冰盖的变化，特别是那些冰山

欧洲首个专门研究地球冰层的卫星，

崩裂的边缘地带冰盖变化。

2010 年 4 月 7 日从哈萨克斯坦发射升空。
该卫星名为 CryoSat-2，将在极轨上运行，
并向地球发送数据，为科学家认识冰盖和
海冰如何对气候变化做出响应，以及它们
在“地球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新的
认识。
2005 年 ， 由 于 发 射 失 败 ， 损 失 了
CryoSat 号卫星，此次 CryoSat-2 号卫星正
是 CryoSat 号的替代品，其目的同 CryoSat

CryoSat 卫星在测量海冰

号卫星一样，是为了测量南极洲和格陵兰
上巨大冰盖的厚度变化，以及两极洋面上
所漂流的相对较薄的海冰的厚度变化。
成功发射 CryoSat-2 号卫星是欧洲航天

CryoSat-2 号卫星由 EADS Astrium 公
司带领的一支队伍共同开发。该卫星可覆
盖到纬度 88°，比早先发射的地球观测卫星

局（ESA）地球观测活动的一个重大成就，

更接近极地，因此多覆盖了大约 460 万平

目前，ESA 发射升空的“地球探索”卫星

方千米的面积。这个多出的面积比所有 27

共三颗，且在一年稍多的时间内全部发射

个欧盟成员国加起来的面积还要大。将机

完毕。CryoSat-2 之前的两颗卫星分别为：

载技术和极地轨道结合起来，可以帮助我

2009 年 3 月发射升空的重力场与稳态洋流

们加深对冰和气候之间关系的认识。

观测卫星（GOCE），以及 2009 年 11 月发

现在，CryoSat-2 已然安全升入轨道，

射升空的土壤湿度与海洋盐度观测卫星

位于德国达姆施塔特的 ESA 欧洲空间站控

（SMOS）。

制中心的卫星控制团队正忙着进行卫星发

这几颗地球观测卫星是为解决科学界

射中最关键的步骤，即“发射和早期控制

提出的新问题而发射的，目的是帮助我们

阶段”。

认识地球系统的运作方式，以及人类活动

(http://www.esa.int/SPECIALS/Cryosat/SEMH5ZZN

如何影响自然过程。

K7G_0.html， 刘杰阳 译)

为达到这一目的，CryoSat-2 号卫星携
带了一个雷达测高仪（在同类卫星中第一
个携带此种仪器），以克服冰面测量中所遇
到的困难。卫星所运载的一个主要设备，

日本在昭和基地设置南极最大的大气
观测雷达
在南极昭和基地新设的大型大气观测

尖端的合成孔径雷达（SAR）/干涉雷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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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目前是南极最大的大气观测雷达。新

境，并选取从雪地车运输望远镜时的路线

雷达能观测到 500m 上空的大气风，并有望

和地点。在下一年度执行第 52 次南极考察

提高预测精度和弄清气候变暖的机制。该

期间，计划运载 30cm 的望远镜，将来考虑

雷达由日本 52 次南极考察队建造，天线、

装配 10m 的大型望远镜。东北大学计划装

发电机、观测小屋等正在建设中，建成后

配红外线望远镜。

将计划试运行。1045 根的小型雷达天线沿

（资料来自日本极地研究振兴会 2010 年 3 月发行

直径 160m 的圆上环状分布。该雷达仅次于

的第 90 期《极地》，刘书燕 译）

美国佩鲁的大气雷达（长宽均为 300m 的四
方形），是世界第二大大气观测雷达，
澳 大 利 亚 也在 南 极 进 行大 气 雷 达 观
测，雷达是长宽均为 50m 的四方形，电波

德国在北海中部的黑尔戈兰新建水下
试验场
2010 年 2 月 8 日，黑尔戈兰生物所科

强度是日本的 1/5。
（资料来自日本极地研究振兴会 2010 年 3 月发行

研潜水中心的科学家启动了一项北海前所

的第 90 期《极地》，刘书燕 译）

未有的项目—“MarGate”。这是一个具有
创新性的水下试验场地。今后，科学家将

日本将在冰穹富士基地安装无人观测
气象站

在这里通过尖端的感应技术获取高精度海
洋生物学时间和空间数据。届时，所获数
据将公布在互联网上。例如，由于气候原

2009 年 11 月 25 日，中国发表了中国

因和人类原因引起了北海的水文变化和生

南极考察队无人气象观测站从 2008 年底开

态变化为其观测对象之一，目的是为了更

始观测以来，成功地进行了 315 天的连续

好地理解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变化，

观测。观测站设有由直径 14.5cm 的小型望

并为之建模。

远镜组成的望远镜群、亚毫米波望远镜、

“MarGate”是“北部与北极海域沿岸

电力供应、通信系统等，在低于-80℃的气

观测系统（COSYNA）”项目海洋学研究基

温也能顺利运转进行观测。

础建设的一部分。COSYNA 海洋学研究部

日本南极考察队计划在冰穹富士基地

分由位于 Geesthacht 的 GDSS 研究中心协

设置无人天文观测设备，在日本第 51 次南

调，受德国亥姆霍兹协会“地球和环境”

极考察期间，1 名筑波大学的研究人员参加

研究计划赞助。除阿尔弗雷德·韦格纳极地

了前期调查。冰穹富士基地附近一带海拔

与海洋研究所（AWI），德国的一些近海研

高度为 3800m，年平均气温-50℃以下，干

究中心和大学也参加了该项目。为此，沿

扰电波望远镜观测的氧气和水蒸气非常

海地区架设不少现代观测设施，以便开展

少。该区域晴朗的天气居多，可以说是地

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球上能见度最高的无人天文观测站。科研

“由于其远离德国海岸且位于北海中

人员实地考察和确认了拟选站址的观测环

部，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黑尔戈兰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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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强烈影响。我们认为黑尔戈兰

介绍了在南极洲利用新测量方法所得到的

岛是海洋研究的一个战略性‘热点’地区”，

最初结果。

AWI 科研潜水中心主任、黑尔戈兰生物所

2010 年 5 月，欧洲地学联盟在奥地利

鱼类生态学家 Philipp Fischer 博士说。“有

维也纳举行 2010 年度大会。来自 AWI 的

了这个项目，我们不仅可以在实验室里做

Olaf Eisen 博士会上介绍了 2010 年初他和

实验，还可以在北海水下直接开展长期的

同事们第一次在南极冰架使用的一种环保

实验，这在以前，必须依靠昂贵的大型研

测量方法的结果。将这种测量所获得的数

究船只才能够实现”这位致力于科研潜水

据应用到冰物质平衡模式，从而可以更好

的工作人者说道。
“选择黑尔戈兰作为实验

地预测未来海平面变化。

场地，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AWI 下属的

通常，科学模型的可靠性极大地取决

黑尔戈兰生物所所长 Karen Wiltshire 教授

于可用的数据库。因此，在德国研究基金

说道。

会（DFG）的资助下，一个青年调查组现

为满足科学家研究需求，“MarGate”

在第一次运用振动地震（vibroseismics）这

试验场地将采用最先进的技术。项目组通

种特殊的地球物理测量方法在南极进行数

过与 GKSS 合作，在水下搭设高速数据连

据收集。
“通过振动地震方法，我们能更多

接线，即所谓的“数据节点”。和实验室一

地了解冰的结构，从而更多地了解南极冰

样， “数据节点”可以连接测量设备和感

盖的流动特性”，Olaf Eisen 博士解释到。

应器或探测器，通过互联网实现较长时间

Olaf Eisen 博士是 “使用地球物理技术研

的远程控制。实验场地观测内容包括：通

究冰盖微物理学属性和宏观特征的关系

过浮游动物摄像机自动记录小型甲壳类在

（LIMPICS）”项目组组长。

其栖息地内的活动，同时获取与水温、盐

Eisen 博士在本次国际会议上展示了在

度以及营养物质分布等相关信息。这种连

南极开展地球物理测量工作的最初成果。

续观测结合进行的方式，开辟了新的海洋

这一考察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地球物理方法

物质流记录方法，以及新的食物链分析方

从表面来确定冰盖的内部结构。参与本项

法。

工作的合作机构包括挪威的卑尔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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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斯旺西大学、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

m/new_underwater_experimental_field_off_coast_of

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以及巴伐利亚科

_helgoland/?cHash=2b9f0a9566e95a5a680fe689fdb3

学和人文研究院冰川学委员会。为了测试，

31c7，刘杰阳 译)

首次在（南极）冰盖上同时采用振动地震、
爆破地震两种方法。
多孔积雪层是在冰盖上应用地震方法

德国在南极使用新的冰流测量方法

所面临的问题之一。积雪层厚度为 50～
冰是如何流动的？德国阿尔弗雷德·韦
格纳尔极地与海洋研究所（AWI）的科学家

100m。进行爆破地震需在积雪层钻一个约
10～20m 深的钻孔，以便炸药与周围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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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冰块能更紧密结合。钻探需要花费大量

遗产与艺术部部长 Peter Garrett 先生对

时间，且必须沿地震剖面缓慢推进。振动

Phillip Law 博士的贡献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地震需要直接在地表上产生地震波。为此，

Phillip Law 博士以其深谋远虑和不懈努力，

卑尔根大学研制一个重达 16 吨的震动系

为澳大利亚南极科考活动成功开展奠定了

统，将其震动垫压入事先压实的积雪层，

基础，并巩固了澳大利亚的南极利益。
Law 博士于 3 月 1 日晚在墨尔本逝世，

然后设定一定的振动速度投入运行。相对
于爆破地震方法，激发地震信号是已知的，

享年 97 岁。

可根据需要反复产生，因此最终能改善数

Law 博士曾为澳大利亚建立了三个南

据质量。但是，其缺点是多孔积雪层地震

极大陆考察站，并广泛考察了澳大利亚在

能量会损失。因此，科学家们定量地比较

南极的领土，为此奠定澳大利亚在南极存

爆破地震和振动地震所获得的数据，由此

在。

确定多少能量从表面穿过冰层，多少能量

1949 年，联邦外交部设立澳大利亚南

反射回冰表面。第一批数据的分析表明，

极局，Law 博士被委以重任，担任南极局

使用振动地震和经典的爆破地震勘探方

首任局长。
Law 博士在其 17 年任期期间，不辞辛

法，所进入更深的冰雪层地震波的振幅是
同等的。振动地震明显的优点是投入较少，

劳，致力于扩大澳大利亚的南极利益，当

地震剖面测量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少。

时澳大利亚进行的南极活动有很大一部分

提供这一振动地震设备的卑尔根大学

便是在 Law 博士的推动下才得以完成。

地球物理学教授 Yngve Kristoffersen 解释

“Douglas Mawson 爵士直接促成了澳

说：“这次成功的试验研究为获取冰层和其

大利亚南极领土的建立；而 Law 博士则一

下基岩内部结构的地震信息开辟了一个更

手筹建了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是今天成

有效和更环保的地球物理测量方法。这将

绩斐然的澳大利亚南极科学考察队的先

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冰盖如何沿下覆的基岩

驱”，Garrett 部长说。

运动和基岩的地质构造。”此外，未来几年

“大家常常亲切地称 Law 博士为‘南

内，这种方法将应用在冰架钻探前的现场

极先生’，他是名副其实的南极先驱和探险

调查，这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气候历史。

家。”
Law 博士一直坚信南极洲潜在宝贵的

（ http://www.awi.de/en/news/press_releases/detail/it
em/how_does_ice_flow/?cHash=0d44d148cd35b716

科研机会。1954 年，他带队登上“Kista Dan”

38977465765c0c89，公衍芬 译）

号破冰船，在南极大陆建立了澳大利亚第
一个南极考察站——莫森站。
随后，Law 博士又于 1957 年在西福尔

澳大利亚南极科考元勋 Phillip Law 博
士逝世
2010 年 3 月 1 日，澳大利亚环境保护、

丘陵建立了戴维斯站，并带队与美国谈判，
于 1959 年将美国人建立的威尔克斯站转入
澳大利亚手中。之后，Law 博士又发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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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澳大利亚第三个南极考察站凯西站，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37594,

以替代废弃的威尔克斯站。

刘杰阳 译)

在 19 年南极考察生涯中，Law 博士曾
经 23 次亲自带队前往南极及亚南极地区。
在沿岸考察过程中，他曾 28 次登陆前人未
曾涉足的地方。在他的带领下，澳大利亚

德国极地科学家 Peter Lemke 教授荣
获 2010 年拜耳气候奖

南极领土增添了 5000 公里的海岸线，还有

德国阿尔弗雷德·韦格纳极地与海洋研

幅员广阔的内陆领土也划入澳大利亚版图

究所（AWI）的 Peter Lemke 教授今年 4 月

之中。

获得拜耳科学教育基金会颁发的“2010 年
拜耳气候奖”
，奖金五万欧元。Lemke 教授
因其在“海冰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方面
的创新性研究和开拓性贡献而获得该奖
项。
拜耳气候奖的评选首先由有影响力的
欧洲研究协会会长提名选出 16 名候选人，
然后再由一个独立的国际专家组甄选出最

Law 博士在奥茨地奥茨地阿瑟森陡崖风雪之中

后得奖人。
“我所 Peter Lemke 教授被授予拜耳
气候奖，我感到非常骄傲，”AWI 所长、教
授 Karin Lochte 博士说道，“Peter Lemke
在气候研究方面成就斐然，还积极参加诸
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这
样的国际机构。作为气候学专家， Peter

Lemke 所做的贡献十分重要，是政治、经
1963 年，Law 博士考察赫德岛长滩

1966 年， 55 岁的 Law 博士从澳大利
亚南极局退休后在维多利亚州教育系统从
事职业教育，直到 1977 年退休。
1961 年，Law 博士因其对澳大利亚南
极考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被授予英国最
高级巴思爵士（CBE）。1975 年，又被授予
澳大利亚官佐勋章，1995 年，又获得澳大
利亚最高荣誉 AC 勋章。

济方面决策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
础。”

Peter Lemke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一直致力于大气层、海冰以及海洋气候过
程观测与研究，特别是大气层、海冰和海
洋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海冰的形成
和融化主要受空气和水温的影响，海冰可
以很好地反映大气层和海洋中的自然变化
状况和长期发展趋势。尽管如此，由于海
冰反过来会影响大气和海洋，因而，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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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对其驱动源具有反馈作用。这样一来，

WCRP 是国际性上有关气候研究方面最高

区分何者是作用力，何者是反作用力，便

级别的委员会，Peter Lemke 曾担任该委员

成了一个难题。Peter Lemke 教授曾经乘坐

会主席长达 6 年之久，成为第一个担任该

德国“极星”号破冰船参加了 7 次极地科

职位的德国人。Peter Lemke 任此职期间，

学考察航次，每次长达 1 个月，其中 5 次

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在热带地区季节性

担任首席科学家。除上述的这些科研成果，

气候预测（能力）大为改善取得先期成功

Peter Lemke 教授也取得了一些实用成果：

的基础上，WCRP 重新调整较长时间段的

由于两极地区监测设施贫乏，Peter Lemke

气候预测，进而部分实现了厄尔尼诺气候

在参加欧洲空间局“CryoSat”号卫星科学

现象的监控。
目前，Peter Lemke 正在研究区域性气

项目时，大力研究新的测量技术，特别是

候变化的分析和预测模型。此项研究具有

遥感技术。

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认识了特定地
区未来的气候变化情况，才有可能针对可
能产生的结果作好适当的准备并予以适
应。德国亥姆霍兹协会组织的“区域性气
候变化（REKLIM）”项目目前正在从事这
项研究，该协会所属的 8 个研究中心合作
参与该项目，Peter Lemke 教授担任项目负
责人。
Peter Lemke 教授还参与编写“IPCC 世

Peter Lemke 教授

界气候报告”
，该报告在 2007 年被授予诺
Peter Lemke 教授现年 63 岁，从 2001

贝尔和平奖。1991 年，Peter Lemke 教授被

年起，他一直在 AWI 工作，目前他是环境

阿尔弗雷德·韦格纳基金会（现为

科学研究室主任。同时，他还在不莱梅大

Geo-Union）授予“乔治极地气象奖”。2005

学环境物理学学院担任大气物理学和海洋

年，被中国气象局聘为荣誉教授。

物理学教授。此前，Peter Lemke 教授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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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所大学从事科研工作：基尔大学、普林

m/bayer_climate_award_2010_for_professor_peter_l

斯顿大学、新泽西大学（美国）、汉堡普朗

emke/?cHash=524ec90b0627fb144e0bc2be4a1b0203

克气象学院、汉堡大学（物理学学位、气

， 刘杰阳 译)

象学博士及德国特许任教资格）、柏林自由
大学（研究物理和数学）
。
Peter Lemke 教授是多个委员会的委
员。1995 年至 2006 年间，他曾活跃于“世
界气候研究项目科学委员会”（W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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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设立南极海洋科学博士后奖学

俄罗斯科考队准备首次涉足南极湖泊

金

从南极冰盖下的（湖泊）水体中获取
新西兰航空公司联合新西兰南极局、

新西兰水与大气研究院（NIWA）以及“世

样品，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独特、罕见
的生命形式。
2011 年，南极冰盖下漆黑的湖泊中所

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新西兰”，
宣布成立南极海洋科学博士后奖学金。
在惠灵顿举行的一个庆祝夏季南极考
察圆满结束的庆典仪式上，新西兰航空公
司首席行政官 Rob Fyfe 宣布成立一个奖金
为十万美金的南极海洋科学奖学金，他说：

隐藏的秘密将得以揭晓。在上周举行的一
次会议上，来自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科
学家说，他们计划通过钻取这些南极冰下
湖中获取三个完全不同的样品来探索地球
上最后一个未知的生态系统。
过去 40 年，
科学家利用雷达图像发现，

“新西兰航空公司去年在斯科特基地举行
埃里伯斯空难 30 周年纪念活动中，得到新
西兰南极局很大的支持。从那以后，我们
一直希望能够予以回报，希望能够帮助在
南极洲这个独特环境中所进行的研究。这
个奖学金就是要表彰新西兰在南极洲开展
的独特的科研工作，表彰从事这类研究的、
杰出的研究人员，并借此告诉世人，在当

南极冰盖分布了 150 个大小不同、形成年
代各异的淡水湖。其中有些湖泊与外部世
界隔绝已经有数百万年的时间，这就意味
着其中可能蕴藏独特的生命形式。这些湖
泊漆黑、营养缺失，与木卫二环境条件有
些相似。科学家猜测木卫二冰封的表面下
也藏着一大片海洋。

今变幻的世界，对南极洲的研究和认识具
有重要的意义。”
新西兰南极局为科学家提供从事高级
的、新兴的岗位，但对于从事南极研究博
士后的支持却不常见。本次由新西兰航空
公司、新西兰南极局、NIWA、WWF-新西
兰提供的 10 万美元赞助，将促进新西兰对
南极独特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
科学家希望从这些湖泊中提取样品，

被选中的学者将在未来一年与 NIWA
海洋科学团队共同工作，并接受 NIWA 具
有丰富经验的科学家的指导和帮助。
(http://www.antarcticanz.govt.nz/images/downloads/
mediarelease/pr_airnzscholarship22april2010.pdf,
刘杰阳 译)

但是由于技术因素和环境方面的考虑，研
究不得不放慢进度。目前，俄罗斯科学家
们已经计划在 2011 年 2 月之前前往目的地
—东方湖（Lake Vostok）。美国人和英国
人也将在未来几年相续对南极冰下湖进行
水文学和地质学探索。
东方湖是南极洲最著名、也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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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冰下湖，面积约略相当于北美洲的安

的对，这是很重要的，”贝尔说。

大略湖。东方湖位于东南极洲，其上覆的

会上，美国和英国的研究人员各自介

冰盖厚度约 4000 米。科学家认为该湖已有

绍了探索西南极冰下湖的长期计划。英国

三千五百万年历史，其中可能蕴含古老的

南极局的考察对象是埃尔斯沃斯湖泊

微生物生命形式。

（Lake Ellsworth），是西南极相对较小的

“这个研究感觉像要取埃弗格来兹沼

一个湖泊。而美国科学家未来将进行两次

泽，去落基山，或者去加拿大北部钓鱼一

实地考察，进行地面雷达探测来研究南极

样刺激。”

罗斯冰架附近的惠兰斯湖（Lake Whillans），

俄罗斯科考人员曾计划在 2008-2009

来自 DeKalb 的北伊利诺斯大学地质学家

年度进行钻探取样，但是钻机离湖面 80m

Ross Powell 说道。美国将投入两千万美元

的地方却钻不下去了。经过过去一年的考

开展 Whillans 冰流下覆冰下湖研究钻探项

察，科学家解决了所有的技术问题，俄罗

目 (WISSARD)。该项目由 Powell 教授负责

斯南北极研究所南极考察队长 Valery Lukin

组织，预计在 2012-2013 年度钻穿冰层提取

在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湖水样品。
Whillans 湖与冰架下方的海洋之间在

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道。
有些研究人员担心，如果俄罗斯科学

次表层相互连通，因此比隔离的东方湖更

家成功钻透冰下湖，可能给这一质朴、洁

具动态性。
“我们知道，湖泊表面总是处于

净的水域带来生物和化学污染。
“但愿他们

不断涨落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设想，湖

不 要 破 坏 湖 泊 ，” 马 里 兰 州 格 林 贝 尔 特

泊偶尔会出现完全排空，然后又完全充满

NASA 戈 达 德 空 间 飞 行 中 心 冰 川 学 家

的情况，” Powell 说。
诸如 Whillans 这样的湖泊的涨落，对

Robert Bindschadler 说道。
但 Lukin 认为， 俄罗斯科考队已经制

于覆盖湖面的冰盖运动会发生一定的影

定了保护东方湖的计划。科考队将使用加

响。WISSARD 研究团队将研究冰盖和湖水

热钻头钻冰，以无毒性的硅油作润滑剂。

之间界面的作用过程，观察其如何影响冰

湖泊考察活动也将分阶段进行。第一步，

盖运动。

是在钻孔底部重新结冰以前吸取一份水的

(http://www.nature.com/news/2010/100323/full/4644

样品。而深入湖泊底部研究湖底沉积物的

72b.html，刘杰阳 译)

工作将往后推迟，在完成另外一次环境评
估以后才可以进行。
《南极条约》所属的环境保护委员会
预计在 10 月份通过俄罗斯的考察计划。当

“失踪的热量”可能影响未来气候变
化
卫星传感器和海洋探测器无法很好地

然，也没有任何政府官文，要求科考队必
须到 10 月以后才可以开展行动。“俄罗斯

测量地球热量积聚（数据）。
当前的观测仪器无法测定到大约一般

科学家非常认真，他们希望每一步都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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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球热量。根据本周《科学》杂志上一

他们举例说，实施任何人为企图抵抗

篇展望类的文章，这些热量是在最近几年

全球变暖，改变全球气候的地球工程计划

才聚集在地球上。

都有可能造成预料不到的结果。这些结果

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美国国家

难以分析，除非科学家能够追踪全球热量。
提高大气和海洋能量分析水平，也有

大气研究中心（NCAR）的科学家警告说，
卫星探测器、海洋浮标探测器及其他一些

助于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甚至可以预测

设备都监测不到这些“失踪”的热量，据

异常的天气状态，例如去年冬天美国、欧

猜测，这些热量可能是在深海或气候系统

洲、亚洲大部分地区所发生的寒潮天气。
随着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累积，卫星探

的其他部分积聚起来。
文章作者认为，去年厄尔尼诺爆发可

测数据表明，地球所吸收的太阳热量以及

能就是太阳能重新出现的一种形式。厄尔

地表释放到太空的能量之间具有越来越明

尼诺这一周期性事件，是太平洋热带地区

显的不平衡现象。这便是长期全球升温的

表层洋面水温明显升高的现象。

根源所在。
但是，追踪地球上逐渐增多的热量远

该研究由 NCAR 赞助机构—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NSF）以及 NASA 共同赞助。

非易事，比测量地表温度要困难得多。

Trenberth 及其合著者、NCAR 科学家

温 室 气 体 所截 留 的 太 阳能 中 大 约 有

John Fasullo 把研究重心放在气候变化的一

90％为海洋所吸收。其余热量则被用于融

个主要因素上。

化冰川和海冰，加热地表以及部分大气层。

卫星观测数据表明温室气体正继续拦
截更多的太阳能或热量。但是，从 2003 年

只有一小部分热量被用于加热地球的表层
空气。

起，科学家们已经无法确认，这些被拦截
的热量有一大部分究竟去往何处。
Trenberth 说，要么说卫星观测数据不
准确，或者，也是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
大量的热量渗透到一些不被观测到的地
区，例如海洋的深处。
奇怪的是，近年来地球的表面温度降
低了不少，这使得原本复杂的问题看起来

地球能量处于失衡状态：从太阳吸收的热量多于地

更加棘手。可是，另一方面，冰川和北极

球释放到太空的热量

海冰的融化，以及海平面上升，却一直在
进行，这说明热量继续对地球产生着十分
深刻的影响。
Trenberth 和 Fasullo 认为，必须通过整

卫星观测数据表明温室气体截留太阳
能在过去几年不断增加，而在海洋表层
3000 英尺深度以上的海水，其热量却没有
增加。

个地球气候系统才能更好地测量能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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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 我 们 很难 对 太 阳 能进 行 准 确 定

读取一次数据。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计划安设更多浮

量，但是 Trenberth 和 Fasullo 仍然指出，
根据卫星观测数据，能量增加积聚数量大

标，以测量更深的水域。

约为 1.0 瓦/平方米或更多；海洋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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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表明，能量积聚效率大约为 0.5 瓦/平方

116766&org=NSF&from=news， 刘杰阳 译)

米。
这就是说，有一半的能量不知去向。
文章作者认为，这些失踪的热量中，
有一部分可能是不可靠的，可能是由于卫

印度学者就“Argo 项目及南极海洋环
流研究”发表言论

星和地球表面不精确的观测结果，或者是
探测器的数据处理出现错误所引起。
在 2003 年以前，仪器测得的热量增加

2010 年 4 月 12 日，在印度地球科学部
国家南极与海洋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会议
上，Stephen Riser 教授发表了有关“南极

与计算机模型所预测的数值仍是一致。但

Argo 项目及海洋环流研究”的非正式演讲。

是 2003 年以后，海洋探测器数据表明海洋

谈话引起了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

热量正呈稳定下降的趋势，而卫星数据却

（OSSG）、专属经济区（EEZ）及南大洋科

显示，地球吸收的热量仍比释放的热量多，

研团队的科学家的广泛兴趣，这从研讨会

且呈不断增长的趋势。

时间延长就可以看出来。

部分失踪的热量似乎消耗于业已观测
Riser 教授说，“过去十年，Argo 项目

到的格陵兰和南极冰盖以及北冰洋海冰的
融化过程。
失踪热量中有一大部分可能隐藏在海
洋深处。在大约 3000 英尺到 6500 英尺（约
1000 米到 2000 米）深度的水域，可以观测
到热量增加现象，但在海洋探测器所能到
达的深度以下的水域，可能藏有更大一部
分热量。
Trenberth 和 Fasullo 呼吁增加海洋探
测器，同时进行更多的系统数据分析，并
采取新方法校正卫星仪器，以便解决这一
神秘的热量失踪现象。
研究人员从 2000 年起，已开始布置用
于测量海洋温度的 Argo 温盐剖面浮标，互
相之间间隔 185 英里（300 公里），测量深
度约为 6500 英尺（约合 2000 米）
，每十天

组在全球各地的洋面上设立了一系列的温
盐剖面浮标，
目前已经有超过 3000 个浮标。
这些仪器主要收集水深在 2000 米以内的海
洋上层水域的温度、盐度、压力等数据，
每十天收集一次数据。根据仪器收集到的
全球洋面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多数海
洋上层水域出现明显的升温，海水盐度也
随之发生变化，这在南半球高纬度地区尤
为明显。近年来，项目组又在南极季节性
海冰区域安置了大约 100 个专门设计的原
型浮标。这些仪器在冬天继续收集、存储
数据，并在来年春天海冰融化的时候，通
过卫星传送在冬天所观测到的所有数据。
尽管环境恶劣，这些浮标仍然能够适应冰
水环境，其损失率与其他纬度地区的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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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率相差无几。经过初步观测，这些浮

用，可以说明生态系统是如何维持数量如

标将可以提供有关海冰季节性融化和结冰

此众多的捕食动物和被捕食动物之生存。

的循环过程，同时提供相关的海洋盐度起

研究表明，未来的须鲸和磷虾数量将

伏变化。Argo 领导小组建议，项目组在未

会增加，对整个南大洋生态系统的生产力

来几年向高纬度地区扩展，并希望此类工

具有正面影响，并可以提高海洋吸收 CO2

作在未来可以得到更广泛的普及。”

的能力。

(http://www.ncaor.gov.in/, 刘杰阳 译)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37724
刘杰阳 译 )

新的研究表明鲸为南大洋生态系统提
供大量的营养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鲸在南大洋生产

后勤保障

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澳大利亚南极局（AAD）”和“南极
气 候 与 生 态 系 统 合 作 研 究 中 心 ”（ ACE
CRC）的科学家正在研究磷虾和鲸如何影

印度将于 2010/2011 年度在南极拉斯
曼丘陵新建考察站

响南大洋的铁循环。

经印度政府地球科学部批准，国家南

众所周知，铁是海洋中的一种核心元

极与海洋研究中心（NCAOR）于 2006 年

素，可以帮助水生植物即海藻繁殖，而海

12 月 29 日向所有相关成员国和 CEP 主席

藻可以吸收 CO2。

分发了有关印度新建站的全面环境影响评

海藻死亡以后便会沉降，铁元素也随

估报告草案（CEE）。之后，印度收到了澳

之被带离洋面。但是，大部分海藻为磷虾

大利亚、德国、英国和新西兰的书面意见。

所食，而磷虾是海豹、企鹅和鲸等大型动

印度向第 30 届 ATCM 提交了３份有关 CEE

物的食物。

的文件，一些国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

澳大利亚南极局科学家 Steve Nicol 博
士说，该研究分析了四种须鲸的粪便和组

CEP 认为印度提交的 CEE 草案符合《议定
书》附件一第三款的要求。

织样品以及七种磷虾的组织样品。

2007/2008，NCAOR、地球科学部、德

科学界对南大洋磷虾生物量最新估计

国 IMS 公司（新站设计中标者）就新建考

为三亿七千九百万吨，其中包含大约一万

察站的设计等问题召开多次会议，NCAOR

五千吨铁元素。

与德国 IMS 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14 日签订

上个世纪早期商业捕鲸开始之前，鲸

协议。

通常需要消耗大约一亿九千万吨磷虾，并
排放大约七千六百吨富含铁元素的粪便。
海 洋 中 的 磷虾 和 鲸 所 起到 的 循 环 作

2008/2009，印度在拉斯曼丘陵继续开
展科学研究，收集空气、水、生物和陆地
环境等基础数据。为支持科研设备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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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拟建站地点安装了 6kw 的风力发电

海冰图将每周编辑一次。目前，该图

机，为此，印度向第 32 届 ATCM 提交了初

覆盖了从跨越威德尔海的芬布尔冰架

步环境影响评估报告（IEE）。2009 年 2 月，
一名 IMS 公司的建筑师到拉斯曼拟建站地
点进行了考察。
2009/2010，为继续监测环境数据，印
度考察队在拉斯曼丘陵拟建站地区收集了

（Fimbul Ice Shelf），一直延伸到南极半岛
西部。这些海冰图绘图使用了最新的
AMSR-E 被动微波冰密集度数据，以及 ESA
Envisat ASAR 图像编制而成。

水样和生物样。2009 年 12 月底，基础建筑
设备通过直升机运到了拟建站地点，关于
此活动的 IEE 已经提交给第 33 届 ATCM。
根据研究结果，并为进一步减少人类
影响，对建站计划中油料平台、污水处理
管道、取水管道等进行了修改。新站第一
建筑阶段的招标程序预计在 2010 年 8 月完
成，新站将在 2010/2011 夏季开始建造。
最终的CEE（final CEE）将包括综合研

(http://blog.antarctica.ac.uk/eo/2010/03/25/antarcticsea-ice-charts/， 刘杰阳 译)

究、技术细节和考察站的最终设计，还将
包括各国提出的有价值的建议、累积影响

日本南极昭和基地发生火灾

和减缓措施。印度将按照CEP的相关规定向
所有成员国分发最终的CEE，届时，最终的
CEE也将在网站（www.ncanr.gov.in）上公
布。

2009 年 11 月 23 日，在昭和基地发生
小火灾。位于基地西南、离基地主区 600m
处的第一废弃物存储库着火，仓库内准备
带回国的废弃物燃烧。工作人员在使用气

（第 33 届 ATCM 会议文件 IP6，姜梅 编译）

割燃烧器解体这一破旧建筑物过程中，因
滑倒失手致气割燃烧器掉落，当时正是强

挪威气象局网站提供最新的海冰图
“极地勘察-南极”网站已提供由挪威
气象局制作的注释版海冰图。该图覆盖面

风时刻，火势漫延到附近仓库的膜材料和
废弃物。基地 25 名越冬队员采用喷水等消
防手段将火扑灭。

广，用户点击“按气象编号分类海冰图”

这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对基地观

键，可以观看最新海冰图。在浏览器的右

测也无大的影响。这是继日本 25 次南极考

方有大量内容可供下载，包括与 OGC 兼容

察队工作栋因火灾烧毁以来（日本南极考

的网络地图服务浏览器。最简单的办法是

察站）发生的第二次火灾。

点击永久链接，观看 JPEG 格式的最新海冰

（资料来自日本极地研究振兴会 2010 年 3 月发行

图。

的第 90 期《极地》，刘书燕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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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凯西站打破原有降雪纪录
澳大利亚南极考察站凯西站不久前刷
新了该站自 1969 年以来的最大日降雪纪

出现时，南极哈雷站的臭氧观测站观测到
总臭氧含量出现稳步下降。一些平流层(距
地球约 20 公里处)的物质正在破坏臭氧层。
臭氧层空洞的发现向世人警告地球环

录。

境正遭到巨大的破坏。据证实一种名为氟
碳化合物(含氯氟烃)逐渐吞噬了地球的臭
氧层，这种物质通常用于制冷、空调系统
以及工业溶剂。世界各国政府采取有效行
动，于 1987 年出台了《蒙特利尔议定书》
及其附件，该议定书规定到 2000 年，分阶
段停止生产和使用含氯氟烃、哈龙和四氯
大雪过后的凯西站

化碳,到 2005 年停止使用甲基氯仿成分。联
合国各成员国已经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

2010 年 4 月 22 日，凯西站突然在一

书》。目前,科学家们预测至少到 2080 年，

夜之间降雪 34.2 毫米，打破先前保持的 20.6

南极臭氧层才能恢复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以

毫米的 4 月日降雪纪录。

前水平。
为了纪念臭氧空洞发现 25 周年, BAS

凯西站四月平均降雪量为 18.9 毫米。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37751,

出版了一份新的宣传册。
2010 年 5 月第一周出版的《自然》杂

刘杰阳 译)

志,刊登了早期研究臭氧的系列论文。在澳
大利亚南极局网站上可浏览更多关于臭氧
研究的论文。

科普教育

（ http://www.aad.gov.au/default.asp?casid=37774 ，
吴荣荣 译）

英南极局纪念臭氧空洞发现 25 周年
日本气象情报会社买下退役的“白濑”
1985 年 5 月, 英国南极局(BAS)几位科

号考察船用于公众参观

学家在权威期刊《自然》发表文章，指出
在南极上空发现巨大臭氧空洞。

2009 年 11 月 9 日，在南极地域观测综

在 1957-1958 年国际物理年期间，科学

合推进本部大会上，日本气象情报会社买

家已经开始监测臭氧变化。1985 年, 《自

下了已退役的老“白濑”号考察船，计划

然》杂志刊出了他们的文章，正式阐述了

于 2010 年 3 月进行移交，卖价尚未最终议

南极上空春季臭氧空洞存在的问题：自 20

定。该公司会继续将“白濑”号停靠在千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 每年春季当太阳再度

叶港，对社会公众开放，开展南极观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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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所展示国家和文明的精神财富贯

地球环境方面的科普教育。
2009 年，虽有 7 家公司报名有兴趣购
买老“白濑”号，但其改装修理费需 10 亿

穿 2007-2008 年度 IPY 活动，在整个合作
中让我们彼此感到十分愉快。

日元（1100 万美元），而且每年的港口停放

(http://www.ncaor.gov.in/, 刘杰阳 译)

费高达 1 亿日元（110 万美元），专家分析
认为这不合算，建议解体该船。但因钢材
价格下降，多数人要求予以保存。第二次
报名时，仅有四家有意向购买，最后决定

新西兰小说家欧文·马歇尔出版南极
主题诗集
新 西 兰 小 说 家 欧 文 · 马 歇 尔 （ Owen

卖给日本气象情报会社。
（资料来自日本极地研究振兴会 2010 年 3 月发行

Marshall）通过坎特伯雷大学出版社发表了

的第 90 期《极地》，刘书燕 译）

他个人第二部诗集。该诗集取名《梦游南
极洲》。作者曾于今年 1 月以南极艺术奖学

IPY 项目办公室致谢印度年轻艺术家

金获得者身份到访南极洲，并写下不少诗
篇，均收入本部诗集。此外，诗集还收入

一位印度年轻的艺术家收到来自国际
极地年国际项目办公室的致谢信，其主要
内容如下：
为庆祝 2007-2008 国际极地年大规模
的国际合作项目，国际极地年（IPY）国际
项目办公室向我们的特别朋友发送这一份
贺卡。你们在整个 IPY 活动中精神饱满、
斗志昂扬，提出了许多想法并予以实践，
分享了诸多信息，推动了各种活动的开展，
没有你们，IPY 不可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

作 者 自 2004 年 发 表 第 一 部 诗 集
《Occasional》以来所创作的作品，主题丰
富，内容精彩，堪与马歇尔的短篇和长篇
小说相媲美。马歇尔说，自己主要还是一
名小说家，但是他本人喜爱读诗，他写的
诗篇常常是在进行长期项目的过程中灵感
乍现，“迸发”出来的。
(http://www.antarcticanz.govt.nz/home/latest-news-a
rchive/245-owen-marshall-sleepwalking-in-antarctica,
刘杰阳 译)

不可能收获如此让人兴奋的项目成果。
这一贺卡画作的创作者是年仅 16 岁的
印 度 艺 术 家 Philip Ashevak Hanson
Comeau，他出生于 Iqualuit, Nunavut。2007

新西兰南极斯科特基地举办澳新军团
纪念日活动

年，Philip 参加一次 IPY 学生冰川科学考察
活动，他是从那时起开始画画的。他最钟
爱的创作主题是北方，特别是北方的土地、
北方的动物和北方的环境。
这 些 精 美 的数 字 美 术 作品 乃 上 乘 之
作，由 Peter Mennim 打印在水彩画纸上。

虽然远离新西兰，斯科特站一直延续
着举行“澳新军团纪念日”的黎明纪念活
动的习俗。今年也不例外。在黎明到来之
际进行纪念活动的传统仪式也保留下来
了。对于生活在罗斯岛斯科特基地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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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来说，整个冬天都漆黑如夜，在冬天之
前有太阳的日子，太阳也是迟迟升起。2010
年 4 月 26 日，斯科特的纪念活动正是在
12:30 分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进行。

.
本次活动在国旗下举行，一共有 35 人
参加。活动内容包括对 ANZAC 历史的简
短介绍，诵读诗歌《For the Fallen》，然后
通过基地上的扩音装置（PA）发出回荡在
建筑四周的声音，举行军队夜间点名仪式，
最后是一分钟默哀。
(http://www.antarcticanz.govt.nz/home/latest-news-a
rchive/248-anzac-day-service-at-scott-base, 刘 杰 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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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英文缩略语

KIRB — Kongsfjorde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Base，
斯瓦尔巴王湾国际研究基地

AAD — Australian Antarctic Division，澳大利亚南

LOICZ — Land-Ocean Interactions in the Coastal

极局

Zone，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

AMAP — Arct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NASC — National Antarctic Scientific Center，乌克

Programme，北极监测与评估计划

兰南极科研中心

ANARE — Australia's National Antarctic Research

NCAOR — National Centre for Antarctic & Ocean

Expeditions，澳大利亚国家南极考察

Research，印度国家南极和海洋研究中心

ANZAC —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rmy

NCAR — Scientists at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orps，澳新军团

Atmospheric Research，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ASAC — Antarctic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澳

NSF — National Scientific Foundation，美国科学基

大利亚南极科学咨询委员会

金会

ATCM — Antarctic Treaty Consultative Meeting，南

SAO — Committee of Senior Arctic Officials，北极

极条约协商会议

高级官员委员会

BAI — Bulgarian Antarctic Institute，保加利亚南极

SCALOP — Standing Committee on Antarctic

所

Logistics and Operations，南极后勤和作业常设委员

BAS — British Antarctic Survey，英国南极局

会

COSYN — Coastal Observing System for Northern

SCAR —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Antarctic

and Arctic Seas，北部与北极海域沿岸观测系统

Research，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

COMNAP — Council of Managers of National

SDWG — Arctic Council working group on

Antarctic Programs，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北极理事会可持续发展工

EPB — European Polar Board，欧洲极地委员会

作组

ESA — European Space Agency，欧洲空间局

SYKE — Finnish Environment Institute，芬兰环境

ICARP II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ctic

局

research Planning II，第二次国际北极研究规划大

UKNCAR — UK National Committee on Antarctic

会

Research，英国国家南极研究委员会

IGBP —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WMO — World Meteorology Organization，世界气

Program，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象组织

IHDP —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OSSG —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国际

Secretary-General，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

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EEZ — exclusive economic zone，专属经济区

IPY —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国际极地年
ISGI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eneralization of Information，国际信息推广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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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极地考察信息汇编》译文征稿
《国外极地考察信息汇编》由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对外联络处与中国极地研究
中心极地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的一份内部编译性刊物，为季刊（暂定），每年 1 月、4 月、7
月、10 月印发。该刊物定期汇编国外极地考察的最新信息，为极地考察决策部门、极地
考察管理机构、极地研究机构提供此方面的权威信息。目前设置主要栏目有：
《南极条约体系》（国际极地组织与会议、重要措施、提案等）
《环境保护》
（保护区、监测计划等）
《后勤保障》
（船、站管理业务，平台更新等）
《南极科学与考察》（重要研究与观测计划、学术会议、重要成果等）
《探险旅游》
（非政府组织活动，IAATO 等）
《资源勘探》
（各国可能的勘探动向，南大洋鱼类商业捕捞等）
《领土主权》
（各国动向）
《北极事务》
（8 国集团，IASC，观测系统等）
欢迎投稿，选用的译文稿件将给予相应的报酬。要求所选取的信息必须来源于极地国
际组织、《南极条约》协商国主管机构、研究机构等官方网站或者正式出版物。投稿时，
请务必提供电子版的原文信息（包括其标题、内容、来源或者网站地址、发布日期）
、翻
译或编译者、拟投栏目、完成日期以及个人详细联系信息。稿件一律采用 WORD 格式，
要求文字简洁、通俗易懂，每篇稿件原则上不得超过 800 字。为了避免出现选材重复，同
时也为提高稿件的录用率，请事先将拟编译资料的中文标题和原文信息发给本刊编辑部。
详细信息请访问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pric.gov.cn/）。另外，可通过极
地网站导航(http://bprc.osu.edu/polar_pointers/)来检索相关单位的网站。
已印制的《国外极地考察信息汇编》均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网站的“期刊信息//极地
科技”栏目（http://www.pric.gov.cn/news.asp?sortid=9&subid=32）内发布，欢迎下载。
《国外极地考察信息汇编》编辑部
201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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