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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极关系的表达与分析:
世界地图的视角

∗

何光强∗∗

内容提要 全球变暖深刻塑造着北极地缘政治,中国与北极关

系内涵随之变得更为丰富,从单一地缘关系扩展深化到更为复杂的

义利关系,体现出非北极国家、非北极沿岸国、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
益攸关方”等身份.动态关系事实和多重身份意义在国内外现行横

版世界地图投影、北极中心投影和“系列世界地图”(南北半球版)所
用投影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表达与映射.通过地图进行话语重构也应

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路径.选择合适的地图投影并进行综合

分析与运用将有助于表达中国—北极关系,借此“地图话语”推动关

系与身份的再建构,增进国内外对于中国有利“北极身份”的理解与

认同,助力中国创造性参与北极事务.
关键词 世界政治 世界地图 北极 地图投影 话语 “系

列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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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使“北极热”扩散到全球,由此而兴的北极研究正发展为综合性

“显学”.北极地区历来是制图“特区”,从古代朴素猜想、到近现代探险殖民与

战争、再到当代勘测开发,人类北极认识过程某种程度上正是一部地图学发展

史.当前,北极海洋权益划分主要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法律体系,在科学

知识、法律机制和离岸科技的这一当代争论中,不确定的环北极区域正被重

塑.① 地图不仅描绘了北极域内纷争,而且展现了北极地缘政治范围和格局变

迁.不管是进行北极研究,还是开展北极参与实践,地图都具有重要意义.
历经２０多年参与实践,②中国已成长为北极事务重要参与方.然而,近年

来,国内外对中国关注、参与北极事务仍存多种认识误区,疑虑担忧和夸张误

读频现.国外各界存在不同程度怀疑恐慌情绪,国内媒体、学界也不乏不负责

的冒进思维话语.③ 中国大众对北极和参与北极也缺乏认知.在中国北极身

份认定上,国内倾向“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而国外(尤其北极国

家)更愿限定中国为“非北极国家”,对“近北极”身份表达出高度敏感且复杂态

度,这些都影响中国正当北极参与.因此,有效表达与北极关系并增进国内外

对中国有利“北极身份”的认同已成为推进中国北极参与的题中之义.
人们对北极的空间认识长期受限于传统地图表达.２０１３年和次年,湖南

地图出版社先后出版由中科院郝晓光博士创制的竖版«世界地势图»和«世界

知识地图»,引发广泛关注.该图属郝博士“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版,该套地

图不仅被用于中国极地科考走航图(即航线图)的制作表达,而且见于国内外

极地研究.为什么“系列世界地图”引起外界尤其极地界广泛反响? 它究竟表

达了哪些异于传统地图的话语? 以上问题已非单纯地图研究,它既有国际政

治研究的学理性,又有较强现实意义.本文将基于已有研究基础,以地图投影

与全球地缘政治分析关系模式为概念框架,通过考察常用世界地图中的中

国—北极关系,揭示不同地图投影在关系表达和身份建构上的话语意义,以探

索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地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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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C．Powell,“Configuringan ‘ArcticCommons’?”PoliticalGeography,Vol．２７,No．８,
２００８,p．８２７．

此处所提的参与实践指１９９５年中国正式组队的北极考察,其实早在１９２５年中国就参加了«斯瓦尔

巴德条约»(简称«斯约»)协约签字.受困于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和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国长期未有效参与北

极事务.冷战末期国际形势缓和,北极问题渐显全球意义,中国开始实质参与.
关于国内外对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不同态度与解读,详见孙凯、王晨光:«国外对中国参与北极事

务的不同解读及其应对»,«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３１—３９页.



一、国内外研究评述

中国—北极关系发展是北极地缘政治和治理体系全球拓展的反映,离不

开地图表达.本文将针对性地从“地图学视角”检视“北极问题”和“中国—北

极关系”研究现状.

(一)地图学视角的北极问题研究

地图学视角是北极问题研究中新近“兴起”的独特方向.其实早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和冷战中,地图就被用于北极全球战略问题分析,①推动了２０世纪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授兰纳(GeorgeT．Renner)和美籍俄裔空权思想家

德塞维尔斯基(AlexanderP．DeSeversky)等人的北极中心“空权论”发展.②

当今地图视角的北极研究的“兴起”,实质是其适应国际法空间可操作化和北

极地缘政治变动下的复兴,反映了气候变暖对北极地缘政治的话语重构.地

图投影、比例尺和图示符号构成了地图三要素.根据目前北极研究现状和侧

重地图要素,地图学视角的北极研究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层(如表１):

表１　地图学视角下的北极问题研究层次划分表

层次 偏重地图要素 表达空间范围 常用地图类型 涉及主要问题

微观
图示符号(边界、
地名等)划定

北极域内单个国别、北
极域内次区域

大比例尺国别地图
和边境地图

领土主权边界问题、海
洋权益纷争等

中观
图示符号和地图
投影

环北极(次)区域
中 比 例 尺 环 北 极
(次)区域地图

海洋权益纷争、北极区
域地缘政治等

宏观
地图投影选择及
其空间认知意义

全球空间、涉北极半球
区域

小比例尺世界地图
和涉北极半球地图

涉北极战略问题、全球
北极地缘政治等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国外地图视角的北极研究较系统.美国历史地理学家德里克海耶斯

(DerekHayes)编纂的«北极历史地图集»收录近２００幅北极历史地图,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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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见美国国际战略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JohnSpykman)、制图家理查德哈里森

(RichardE．Harrison)、政治地理学者汉斯魏格特(HansW．Weigert)和斯蒂芬森(VilhjalmurStefansＧ
son)等人的相关论著.

GeorgeT．Renner,HumanGeographyintheAirAge,New York:The MacmillanCompany,
１９４２;AlexanderP．DeSeversky,AirPower:KeytoSurvival,NewYork:SimonandSchuster,１９５０．



北极探险史和人类北极空间认知变迁富有参考价值.① «自然»杂志通过重绘

环北极图展现了一新北极.②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政治学讲师耶珀斯特兰

兹比尔(JeppeStrandsbjerg)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引入“制图政治学”(cartoＧ

politics)概念,认为北极可能展现了制图政治学的舞台,而非传统地缘政治学

的舞台.③ 相比对军事经济要地进行战略关注的地缘政治学传统理解,制图政

治学是对当前北极边界实践更恰当的描述.④ 而且,德国德累斯顿理工大学塞

巴斯蒂安克内希特(SebastianKnecht)等学者在反思北极地缘政治时,肯定

斯氏制图政治学逻辑在强化北极国家北极战略和组织环北极空间化治理中的

重要性.⑤ 美国加州大学地理系学者米娅班纳特(MiaBennett)曾对２０１３年

北极前沿(ArcticFrontiers)会议宣传地图进行多角度批判性分析.⑥ 芬兰坦

佩雷大学管理学院的斯特凡诺德卢卡(StefanoDeLuca)在其硕士学位论

文中借用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探究地图在国际法领土表达中的话语意义,
论证现代性的“地图学推理”.随后作者以批判话语切入,分析挪、俄、芬三国

是如何通过制图推理进行领土表达进而重塑其在北极划界中的角色,从微观

和中观上揭示北极问题的地图学逻辑.⑦ 另外,加拿大学者内特J．恩格勒

(NateJ．Engler)等学者还研究北极制图是如何融合原住民传统并服务多种目

的的.⑧ 在宏观层面,班纳特关注了北极地图投影的扭曲表达及背后政治考

量,⑨波罗的海国防大学政治与战略研究系主任詹姆斯罗杰斯(JamesRogＧ
ers)为论证英国在北极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位,采用正射投影(用于半球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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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并建构了“宽北极”概念.① 也有制图者讨论极区投影比较与制作.② 许多

地缘政治、政治地理和地图文献也常用极中心投影突出北极的战略地位.③

相对而言,中国的北极学界所涉地图存在“勤于用”而“疏于研”的问题,极
区地图研究多以数理技术操作为主.④ 地图常用于北极地理、探险科考、地缘

政治、法律制度和北极治理等领域空间表达.近年来,中国出版了多本极地地

图工具书,涉及极区介绍、考察和航海保障等.⑤ 同时,中国的每次北极科考报

告也附载不少科考地图.虽然所涉地图多,但地图视角北极研究却不多,散见

于极地法律和地缘政治研究,缺乏对地图空间认知和话语意义的深度思考.
国家海洋局研究员贾宇主编的“极地法律制度研究丛书”从微观和中观上图文

并茂地介绍了极地相关国家立法和划界实践,对研究极区地缘政治、权益热

点、北极航道和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⑥ 在宏观层面,国内介绍地缘政治思

想(尤其空权论)的文献常结合地图触及北极战略地位探讨,⑦鉴于极区制图特

殊性,中国海洋大学郭培清教授注意到制图在美苏南极竞争中的价值.⑧ 南京

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兼职教授陆俊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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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叶江在研究北极地缘政治时提到北极中心投影的战略直观性;华东政法大

学国际法教授李伟芳等在分析东北亚国家与北极理事会(AC)关系时,引用丹

麦官网北极理事会成员分布图,该图在北极投影上进行分层设色,透露出北极

理事会不同的话语口径;大连海事大学李振福教授基于北极中心投影提出了

“大北极(国家)”概念,呈现出大北极国家网络.① 笔者也从地图视角探索过北

极地缘政治格局和地位变迁.② “系列世界地图”问世后,国内加大对北极问题

宏观地图学研究,聚焦中国—北极(极地)关系.

(二)地图学视角的中国—北极关系研究

随着北极“中国身影”增多,中国—北极关系研究成了域外国家与北极关

系的研究重点.地图学视角虽非主流,但渗透其中,在“系列世界地图”推动

下,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有国外学者已看到“系列世界地图”在中国—北极关

系研究上的价值.２０１０年３月,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发布芬兰学者琳达
雅各布森(LindaJakobson)撰写的«中国为无冰北极做准备»报告,其中采用

“系列世界地图”北半球版表达中国视角的北极海航线.③ 随后班纳特在其评

论“北极制图与扭曲变形”中,为论证北极地图背后意识形态,列举了苏联、亚
洲国家(中、韩)和非国家实体(绿色和平组织)各自对北极地图的描述,涉及

«琳达报告»中的郝博士地图.结合图中港口和航线的颜色表达,她甚至认为,
该图对表达中国北极存在效果不亚于一场“制图颜色革命”,④而且,她在分析

中国矛盾的北极话语叙述时,谈到北极区域塑造中的“制图焦虑”(cartographic
anxiety).⑤ 在国内,围绕“系列世界地图”的中国—北极关系研究主要分布于

地图界和教育界,表现为郝晓光、徐汉卿、廖小韵等的论证应用文献,⑥涉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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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Jakobson,“ChinaPreparesforanIceＧFreeArctic,”March,２０１０,http://books．sip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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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Bennett,“MappingandDistortingtheArctic,”https://cryopolitics．com/２０１４/０７/２８/mapＧ
pingＧandＧdistortingＧtheＧarctic/,２０１５Ｇ０３Ｇ０１．

MiaM．Bennett,“HowChinaSeestheArctic:ReadingbetweenExtraregionalandIntraregional
Narratives,”Geopolitics,Vol．２０,No．３,２０１５,pp．６４５Ｇ６６８．

郝晓光等:«系列世界地图»,«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１１１—１１６页;郝晓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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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极地(科考)航线”、①“跨极空中航线(包括北向战略安全)”、②“国民海洋极

地意识、该图政治意义”、③“‘一带一路’下的北极”④和“浅海大陆架表达”⑤等

主题.另外,一些极地研究者也开始地图视角的中国—北极关系研究,涉及传

统地图对国人极地意识的影响、“系列世界地图”对北极交通和战略价值的表

达等.⑥

综上所述,国外地图视角的北极研究更为深入全面,国内“系列世界地图”
下的中国—北极关系研究发展迅速,正推动中国地图视角的北极研究.诚然,
地图视角的北极研究在北极学界占比不大,而且多建立在传统地图的“北极空

间”和“世界空间”基础上,涉北极地图仅为一种工具性存在,缺少对地图实体

性和话语功能的深度学理反思.地图视角的北极研究也整体偏重微观和中观

的内部划界法律问题,对所涉地图国际政治意涵挖掘不够.在中国—北极关

系研究上,少有学者从宏观地图投影视角进行考察,而盲目使用地图易造成关

系误判,影响中国合理(尤其有利)“北极身份”的表达与认同,不利于中国的北

极参与.对中国面临的身份困境和外界误读、质疑,学界往往建议通过明确北

极政策立场、开展北极公共外交、在参与实践中进行良性话语互动、提供公共

品等方式来应对,缺乏地图视角的审视与建议.其实,如果将地图分析视野扩

展到宏观层面,将凸显北极作为地缘政治学的大舞台.地图不仅重塑了北极

地区,而且表达并塑造了中国—北极关系和中国北极参与身份.鉴于此,本文

将从宏观地图投影路径探索中国的北极参与话语.

４４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郝晓光等:«中国第２１次南极考察雪龙船实时航迹图»,«极地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１３４—１３８页;
徐汉卿等:«雪龙船南北极考察走航图的制作»,«测绘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第９７—９８页;廖小韵等:«北极航

道在新编世界地图上的表示»,«测绘科学»２００６年增刊,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徐汉卿等:«国际航空线在北半球版世界地图上的表示»,«测绘科学»２００９年增刊,第５１—５２页;郝

晓光等:«中国二代卫星导航系统设计覆盖范围的探讨»,«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１１９—
１２２页;刘根友等:«对我国二代卫星导航系统覆盖范围向北扩展星座方案的探讨»,«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

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１１５—１１８页等.
尹航:«新编竖版地图对提升国民海洋意识的作用»,«岭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５９—６３

页;刘洪顺等:«“竖版世界地图”(南半球版)应用于中学地理教学的探究»,«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

第５期,第１４４—１４８页;白蕊:«系列世界地图的认识变革、实践应用及政治意义»,«信阳农林学院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２期,第７—１０页等.

叶长绵等:«“一带一路”在新编世界地图上的表述»,«海洋测绘»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２１—２４页.
邓吉芳等:«浅海域在新编竖版世界地势图上的表达»,«海洋测绘»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６０—６２、７０

页.
褚建勋等:«中国极地科考历史及极地政策走向»,载丁煌主编:«极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５—１９３页;张侠等:«北极航道海运货流类型及其规模研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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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图投影:全球地缘政治分析的空间表达

“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①作为地理学第二语言,地图是地缘分析

的重要工具,也被纳入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分析.制图、读图和用图

既反映自然和社会关系,也是空间认知、交流互动和关系建构的过程.总之,

地图是关系间的意义循环.② 地缘政治分析旨在系统研究地缘政治关系,即因

地理系统的整体性和权力行使的特定空间性(区域性)所形成的国家之间的政

治关系,③随着行为体种类扩展,地缘政治关系更趋丰富.地缘政治分析与纯

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特点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形势而不是静的形

势.④ 根据分析视角和对象差异,分为微观(国家)、中观(区域)和宏观(全球)

三层.宏观上,麦金德(HalfordJMackinder)正是通过改编墨卡托投影表达了

全球力量自然分布,提出枢纽区陆权论.有别于以前地缘政治思想家,他“将
地理研究置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制图想象力中”,⑤开辟了全球地缘政治分析的

新视野.恰恰在全球层面,关于制图首要的和最明显的争论是投影.⑥ 地图投

影对全球地缘政治分析的影响可见一斑.

作为地图根基,地图投影是“在平面上建立与地球曲面上相对应的经纬网

的数学法则”,⑦是地球“变身”地图的“转换器”.异于地球仪微缩路径,地图投

影采用更巧妙的平面路径,力图解决球面与平面矛盾.投影中球面景观不可

避免会变形(断裂、拉伸、扭曲、缩放等),虽然投影种类多,⑧但无完美表达球面

的投影,空间维度不足决定了“每一个地图投影都是折中的产物”.⑨ 从制图者

角度看,地图投影不仅是对地球表面的一种反映,更是其自身意识形态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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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性”表达和“创造性”选择.① 制图者将其自身视野叠映在世界上以至于他的

这种制图学是以投影的经典心理功能为条件.他所展现的也许表面上表现很

客观,但很大程度上这是他自己文化和政治倾向———甚至他自身想象的一个

产物.② 虽然新地图可能反映部分现势变化,但“制图者的选择不是基于空想

的客观性概念,而是基于投影变形支持地图背后潜在话语主张的程度”.③ 随

着制图的专业化和大众化,制图幕后赞助方、需求者和管理者成为潜在话语的

重要来源;从读图者角度看,因为地图投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唯一连续的地球

表面视野———甚至一个地球仪也必须通过旋转和人脑中的“缝合”后才能达到

这种视野———大部分人已熟悉采用投影后变形的方式所展现的地球表面大体

分布.基于此,这意味着地图投影中的变形强烈影响着个人头脑中全球规模

认知地图的形态.④ 认知地图即心像(意象)地图,是人通过多种手段获取空间

信息后,在头脑中形成的关于认知环境(空间)的“抽象替代物”.⑤ 全球心象地

图作为人脑感知的世界空间,为全球地缘政治分析提供了虚拟空间载体.据

此空间认知转化路径,不同的世界地图投影会在人脑中形成不同的关于世界

的认知意象,对世界不同意象会直接影响人们对全球层面上的地缘政治分析.
地图投影造成的客观变形在人们主观选择、观察和建构中提供了一空间认知

视角,在地图投影与地缘政治分析间搭建了一座空间认知桥梁,使投影后的

(心像)地图具有了地缘政治分析的话语意义,地图投影也由此承载了全球地

缘政治分析的空间表达.
空间认知研究既要考虑空间实体在实际空间存在的本体特征,又要考虑

认知主体在感知、辨析、识别推理不同思维过程中的心理反应.⑥ 在空间范围

上,地图投影常用于较大区域和全球表达.通常表达范围越大,变形幅度也越

大,常见投影变形涉及长度、面积、角度、形状等多个空间维度,投影变形中各

空间维度间存在不同程度“顾此失彼”.所以,变形后的世界地图会在人脑中

６４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何光强、宋秀琚:«地图投影与全球地缘政治分析:一种空间认知的视角»,第１１４页.
ArthurJayKlinghoffer,ThePowerofProjections:HowMapsReflectGlobalPoliticsandHistoＧ

ry,London:PraegerPublishers,２００６,p．６．
DenisWood,etal．,RethinkingthePowerofMaps,p．９３．
SarahE．Battersby,DanielR．Montello,“AreaEstimationofWorldRegionsandtheProjectionof

theGlobalＧSaleCognitiveMap,”AnnalsoftheAssociationofAmericanGeographers,Vol．９９,No．２,２００９,
p．２８８．

高俊:«地图的空间认知与认知地图学:地图学在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新探索»,中国测绘学会地图制

图专业委员会、中国地图出版社地图科学研究所主编:«中国地图学年鉴»(１９９１),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１３页.
艾廷华:«适宜空间认知结果表达的地图形式»,«遥感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３５２页.



产生多种空间意象认知,它们共同建构了整体世界意象.在地图投影的选择

应用中,不同空间意象认知蕴含着潜在心理寓意,这些心理寓意在(全球)地缘

政治空间表达与关系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政治话语效果.①

根据地图史学家哈雷(J．B．Harley)的地图理论:“地图的生产技术工艺”

和“地图的文化生产”各自主宰因素共同构成地图学两大规则,技术规则深受

社会规则影响,但社会规则又常被表面技术规则掩盖.两大规则互动是地图

学知识的普遍特征,它们帮助我们定义地图知识,揭示地图中的“内在(制图

者)—外在(赞助者、需求者、管理者)”权力结构.② 地图投影作为地图数理基

础,同样受社会规则影响.地图投影与全球地缘政治分析关系模式的形成,实
质是制图者及幕后力量通过投影地图作用于读图者的权力过程:制图者及幕

后力量借助地图投影的权力运作,首先将自身政治倾向的空间认知在制图中

转化成相应地图话语,然后在读图者读图中实现对读图者地缘政治空间认知

的塑造.可见,地图话语和空间认知间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双向塑造.

三、中国—北极关系的地图学表达与分析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地缘政治呈现出膨胀化、碎片化和复杂化的动态

趋势.作为北极地缘政治关系重要组成,中国—北极关系内涵也随之变得更

为丰富,展现出多重身份意义.中国—北极关系是北极地缘政治动态下中国

与北极地区间直接(含所有北极域内行为体及机制)和间接(通过各种域外和

全球因素)相互影响、作用的互动状态.根据关系性质和缘起,可分为“自然地

缘”、③“双重利缘”④和“潜在义缘”⑤的“三缘”关系.在国际关系的社会理论

中,每一种身份性质都是由于它与另一种身份关系而产生的.⑥ 中国—北极关

系的动态和复杂决定中国具备“非北极国家”“非北极沿岸国”“近北极国家”和
北极“利益攸关方”等多种“北极身份”.其中,“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

方”相对前两种身份更益于反映并拉近中国—北极关系,充实参与理据,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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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何光强、宋秀琚:«地图投影与全球地缘政治分析:一种空间认知的视角»,«人文地理»２０１４年第２
期.

J．B．Harley,“DeconstructingtheMap,”Cartographica,Vol．２６,No．２,１９８９,pp．１Ｇ２０．
中国和北极间彼此相对地理位置、距离、特征和其他地理联系,为二者关系的自然维度.
中国—北极间利害关联和中国在北极的权利存在.
中国依据国际公平正义、义务、大国责任、全球公益、道义形成的与北极的关系.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９８页.



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
地缘政治的空间属性要求从空间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北极地缘政治,考察

其存在、运动、变化中的空间形式.① 鉴于北极地区在地球空间及制图空间中

的“特区”地位,不管是北极地缘政治动态描述,还是中国—北极关系及身份意

义的表达塑造,都需地图.作为地缘政治分析的空间表达,地图投影对从全球

视角观察、分析、表达和建构中国—北极关系及身份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地图

投影多,主要有四个系统:正轴圆柱、伪圆柱、广义多圆锥和某些派生的地图投

影.② 本文将选取国内外几类常用、典型和最新的世界地图投影对中国—北极

关系进行多角度的地图学表达与分析.

(一)国内外现行横版世界地图中的中国—北极关系

目前,全球挂式和图集中世界地图多为横版矩形或椭圆框架.欧美多采

用欧洲中心墨卡托投影(图１)、米勒投影(图２)、罗宾逊投影(图３)和温克尔投

影(图４).俄罗斯多采用莫斯科附近经线(４０°E)为中央经线的俄罗斯中央测

绘研究所(ЦНИИГАиК)设计的多圆锥投影(图５),中国多采用中国近似居中

的等差分纬线多圆锥投影(图６).

图１　墨卡托投影世界地图
资料来源:JohnPSnyder,FlatteningtheEarth:TwoThousandYearsofMapProjecＧ

tions,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９３,p．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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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陆俊元:«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应对»,第１０页.
孙达、蒲英霞:«地图投影»,第１９９页.



图２　米勒投影世界地图
资料来源:JohnPSnyder,FlatteningtheEarth:TwoThousandYearsof MapProjecＧ

tions,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９３,p．１８２.

图３　罗宾逊投影世界地图
资料来源:JeremyBlack,MapsandPolitics,London:ReaktionBooksLtd,１９９７,p．３４.

图４　温克尔投影世界地图
资料来源:孙达、蒲英霞编著:«地图投影»,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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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俄罗斯中央测绘研究所多圆锥投影世界地图
资料来源:同图４,第１１７页.

图６　等差分纬线多圆锥投影世界地图
资料来源:胡毓钜,龚剑文:«地图投影图集»,北京:测绘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７页.

　　“墨卡托投影”学名为“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由荷兰制图家墨卡托(G．MerＧ
cator)于１５６９年创制.由于在圆柱面展开,投影后经线呈平行直线,无法交于

极点,两极不能全景展现,被拉成带状.该投影采用面积变形,中低纬变形较

小.早期人类航海集中于中低纬间,墨氏投影因无角度变形,等角航线成直

线,被广泛用于航海图,而且该图在西方近现代还长期被作为地理教学用图,
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观和后续地图投影技术的发展.在墨氏投影中,高纬变

形严重,极区被极大拉伸,面积被过度夸大,在整个图幅中占较大比重,难以真

实表现北极域内划界和资源分布.因为此变形缘故和欧洲中心安排,中国与

北极(尤其北冰洋)间距在图上“很远”.从中国出发走北极海上航线表达不完

整,易“折断”,而且相对中低纬度传统海上航线,北极海航线航程优势不仅在

图中难以体现,甚至“长于”传统航线,不利于表达中国与欧美间的北极航运联

系.反映最短大圆航线的中国与北美间跨北极空中联系和高纬挺极航线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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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挺极航线:挺近或跨越北极点的高纬航海线.



图中无法体现,影响中国北向战略安全利益表达.所以,传统墨卡托投影无法

真实表达中国与北极间关系及“近北极国家”、北极“利益攸关方”等身份,只能

客观地呈现中国“非北极国家”和“非北极沿岸国”身份.米勒(O．M．Miller)
投影学名为“正轴等角切圆柱投影”,为墨氏投影改进版.该投影高纬区纬线

间距比墨氏投影小,降低了极区面积变形程度,但导致局部形状和方向发生变

化.由于它仍属圆柱投影,极区东西拉伸问题未解决,图中中国与北极(北冰

洋)直线距离相对墨氏投影更趋近真实.虽然极区南北拉伸得到一定控制,但
由于极区东西拉伸,从中国出发走北极海上航线相对于传统海上航线的距离

优势仍无法有效体现.也因为横版圆柱投影局限,中国与北美间的跨北极空

中联系同样面临表达困境.所以,该投影对中国“近北极国家”身份的表达不

全,仍不适合表达中国—北极关系动态.
罗宾逊(Robinson)投影和温克尔(Winkel)投影皆为伪圆柱投影派生,既

非等积,也非等角,试图在面积和角度变形间寻求折中.二者中央经线为直

线,其他经线投影为围绕中央经线对称的外凸曲线,这样两个投影呈一定的球

形感.前者纬线为直线,极点投影为赤道０．５３倍的直线;后者纬线为间距相

等且向赤道突出的曲线,极点投影长约为赤道０．４倍.这两个投影各地变形

较均衡,极区南北向和东西向拉伸都得到不同程度控制,极区变形相对米勒投

影更小,北半球陆块同向北极汇聚,但北极地区仍无法全景展现.图中中国与

北极地缘关系更真实,视觉感更近,北极海上航线相对传统海上航线的优势表

达较墨氏和米勒投影明显.虽然这两种横版伪圆柱投影仍无法表现跨北极最

短空中距离和挺极航线,但它已在一定程度上显出中国“近北极国家”和北极

“利益攸关方”身份.俄罗斯中央测绘研究所等分纬线多圆锥投影中央经线与

赤道投影均为直线且为其他经纬线的对称轴,两极投影为平滑曲线(未入图

廓),纬线间隔从赤道向两极增大,各纬线上经线间隔相等.变形程度从中央

经线向四周扩大,聚焦(前苏联)俄罗斯疆域跨度同时也纵向拉伸北极地区.
由于图中北极地区纬线间距拉大,中国与北极(尤其北冰洋)视觉距离较罗宾

逊投影和温克尔投影略远,中国沿海到欧美的北极海上航线航程优势显示不

明显,跨极联系也表现不出.这些都使中国“近北极国家”身份感知效果稍有

削弱.总的来说,国外通行世界地图投影都无法完全有效表达中国与北极间

变化的多重关系及对中国有利的北极参与身份.
中国古代制图传统悠久,却没发展出自己的完整世界地图,也从不采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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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网和投影法的地图.① 有一种投影法在晚明时期进入明人视野,这就是奥特

利乌斯的椭圆形投影.② 受其影响,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于明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４
年)制成中国史上首张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中国位于图极东.为迎

合中国受众,方便在华传教,利玛窦将中国修正至中间,③从此开辟了中国近似

居中世界地图的横版传统,影响深远.１９６３年,基于此传统,并结合我国当时

所处的国际形势,④中国地图出版社设计出“等差分纬线多圆锥投影”世界地

图,在我国通行至今.⑤ 此投影纬线为对称于赤道的同轴圆圆弧,圆心处于中

央经线上,极点投影为赤道一半长的圆弧.图中我国靠近中央经线,突出了中

国中心位置,而且中国变形小,照顾了除南极洲外主要陆块的完整.该图保持

了太平洋完整,可显示我国与周边的水陆联系.在表达中国与北极关系上,北
极地区面积变形幅度、东西和南北向拉伸相对墨氏投影有所改善,中国与北极

的地缘关系更真实.但这些改善仍不能有效表达北极海上航道相比传统海上

航线的距离优势,即便东北航道和西北航道能基本在图中标出.虽然该投影

经纬网有球形感,但类同国外许多横版世界地图,北极地区仍被拉成带状,无
法全景展现,不仅北冰洋内资源分布和争议划界很难清楚显示,而且中国与北

极对岸的跨北极空中航线、挺极航线和战略关系也表达不出.所以,该投影表

达的中国—北极关系不完整,虽能初步反映中国“近北极国家”身份,但更多体

现“非北极国家”和“非北极沿岸国”身份.

(二)北极中心投影世界地图中的中国—北极关系

北极中心投影指以北极为中心的正轴方位投影,经线从极点向四周辐射,

纬线为同心圆.根据纬线投影于平面的条件,可分为等距、等角、等积、正射和

球心五类.其中,北极中心等距方位投影(图７)常见.已知最早的极地等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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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１５—１７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１６１页.
郭亮:«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５５页.奥特利乌斯(AbraＧ

hamOrtelius):又译亚伯拉罕奥特柳斯,１６世纪佛兰芒地图学家和地理学家,编绘了世界上首部地图集

«寰宇图志»,又译为«地球大观»、«世界概貌».
该图(图名«舆地山海全图»)于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１５９５年)成图于南昌,已失传,但其摹本见于

章潢的«图书编»中.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地图编绘上常用墨卡

托投影突出苏联在世界的位置与强大.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中国需同时对抗苏修和

美帝,彰显独立性.原有墨卡托地图对苏联的夸大易加剧国内民众对苏恐慌,所以没有继续采用.
另外,中国地图出版社于１９７６年研制出的正切差分纬线多圆锥投影也被用来编制过我国的世界地

图,但市场份额小.



位投影见于约１５１０年瑞士人海因里希劳丽提(HeinrichLoriti)的地图手

稿.① 然而,北极投影并没被广泛应用———部分是因为北极地区大部直到２０
世纪才被勘测.② 类同南极,北极中心投影长期作为传统横版世界地图的区域

副图来补充表达主图中被拉成带状的极区.作为世界地图,该投影真正广泛

应用还是始于２０世纪上半叶制图学在美国的新发展———与新闻制图的“联
姻”.③ 基于心象地图影响,新闻地图受众广、传播快、易懂等优势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尽显:相比之前美国的历史,更多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始接

触地图,这为制图试验创造了独特机会.④ 美国新闻制图家理查德艾德哈

里森(RichardEdesHarrison)在此轮制图潮中冲破传统桎梏,其工作涉及许多

久远且相对被(流行出版物)忽视投影的试验,例如,方位等距、正射、点切、双
重等距和方位等面积投影.⑤ 出于战略分析需要,１９４１年８月,他用北极中心

投影设计了题为“一个世界,一场战争”的新闻地图,形象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形势和轴心国对美威胁,惊醒了很多美国人孤立主义的迷梦.该图受到罗

斯福等美国高层和参战派欢迎,并深入大众,间接推动了美国参战.此前,极
地地图偶现于现代美国地图集中用来描述航空线距离和北极探险的英勇事

迹,但它们并不用来描绘政治关系.⑥ 该投影后被收录到哈里森所编战略地图

册,被定为联合国会徽,表达四海一家与世界和平.冷战中北极沦为前线,在
远程投送工具和核武的双重影响下,北极投影成了美苏间的“地理恐惧”.

因为聚焦北极地区成像,北极中心投影成为国内外北极研究的“高频用

图”.该投影呈各洲绕北极的同心环区结构,北极地区一跃从传统横版地图严

重走形的边缘带状区上升为“地图中心”.北极点从传统世界地图中的直线或

弧线被还原成真实“极点”,经线从北极点向外辐射,被纬线同心圆等分,常规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方位格局被“内北外南”新方位取代.变形幅度从北极

点向外增大,南极洲被拉伸为最外围圆环.为回避、掩盖外围严重失真,该投

影变形较小部分常被截取为南北半球图和极区图,但实际上该投影属外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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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DavidGreenhood,Mapping,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６４,p．１５０．
ArthurJayKlinghoffer,ThePowerofProjections:HowMapsReflectGlobalPoliticsandHistoＧ

ry,p．１０４．
何光强:«北极地缘战略地位探析:一种地缘政治思想史的考察»,第５９页.
SusanSchulten,“RichardEdesHarrisonandtheChallengetoAmericanCartography,”Imago

Mundi,Vol．５０,No．１,１９９８,p．１７４．
WilburZelinsky,“InMemoriam:RichardEdesHarrison,１９０１—１９９４”AnnalsoftheAssociation

ofAmericanGeographers,Vol．８５,No．１,１９９５,p．１９０．
SusanSchulten,“RichardEdesHarrisonandtheChallengetoAmericanCartography,”p．１７６．



图７　北极中心等距方位投影
资料来源:N．L．Engelhart,Jr．,TowardNew FrontiersofOurGlobalWorld,１９４３,

CourtesyofRichardEdesHarrisonandNoble,Publishers,Inc．.

形较大的准世界地图投影.“把‘中心的’看作‘战略的’,就是地缘政治学的思

考了.”①根据距离认知,围绕北极这一“世界地中海”,环北极、近北极、外(远)
北极分层的全球北极地缘政治格局得以呈现,这在凸显北极全球环境意义的

同时,也提醒世界各国在研究和应对北极问题上应该区别对待.这对加强对

全球气候变暖威胁的认识和构建权责明确、层次分明的北极全球治理机制提

供了新思路,也能起到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② 该投影以不同的环带连接亚欧

大陆和更广外围的北极域外参与国,类似的地缘处境暗示域外国家间进行北

极合作的可能.从北极域内看,该投影能详细表达北冰洋及沿岸信息,对冰海

划界、航道设定、资源分布和航空指示有较强参考价值.
在中国—北极关系表达上,图中中国作为大国在自然地缘上近距离环绕

北极,北极作为全球冷源的“四散效应”一目了然,有利于人们更好理解北极环

境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补充说明了陆路和国际河流也是中国北极参与的可行

选择.异于横版世界地图,该投影全景展现了北冰洋,“地中海”结构突出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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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聚宝盆的资源潜力.在北极航道表达上,该投影不仅能有效显示出北极高

纬和挺极航线,而且从北极中心向外围的变形扩大趋势使从中国与欧美间经

北极海上航线的沟通在图中相对传统海上航线距离优势更为明显,中国北向

战略安全(尤其中美间)和北极国际航空线以“跨北极”方式被直观呈现,这些

都说明中国与北极利害攸关.同时,作为北极多层环区结构中近北极环区的

重要一方,环绕下的脆弱性透露出的命运共同体式心理感知预示着中国在北

极事务中需要有一定的责任担当,这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与北极间的义缘

关系.相比于以往所有横版世界地图,北极中心投影更为有效地映射出中国

“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身份,但图中南半球变形大,南极洲“面目

全非”,不利于表达中国与南极关系,影响了全球(尤其极地)地缘政治的表达.

(三)“系列世界地图”(南北半球版)中的中国—北极关系

“系列世界地图”(“新编世界地图”)是由中国科学院测绘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郝晓光博士及其团队于２０００年４月至２００２年４月在湖北编制完成.
该套地图共分东、西、南、北四个版本(表２),互为补充,多角度共同呈现世界.
其中,东半球版类同我国目前通行世界地图,西半球版类似欧美常用欧洲中心

世界地图.南北半球版为该套地图主要创新,由于前文已对国内外通行横版

世界地图中的中国—北极关系进行了空间考察,本文进一步探讨中国—北极

关系及参与身份在“系列世界地图”(南北半球版)中的表达.

表２　“系列世界地图”各版本基本信息表

版本 原理 中央经/纬线 投影类型 地理关系表达 别名

东半球版 经线分割 １５０°E
等差 分 纬 线 多 圆 锥
投影

中国与东半球,环太
平洋

太平洋版
世界地图

西半球版 经线分割 ０°经线
等差 分 纬 线 多 圆 锥
投影

中国与西半球,环大
西洋

大西洋版
世界地图

南半球版 纬线分割 １５°S
广义 等 差 分 纬 线 多
圆锥投影

中 国 与 南 半 球,环
南极

印 度 洋/南
极洲版
世界地图

北半球版 纬线分割 ６０°N
广义 等 差 分 纬 线 多
圆锥投影

中国与北半球,环北
冰洋

北冰洋版
世界地图

　　资料来源:本表参照«经纬跨越四百年:‹系列世界地图›文集»内容绘制,参见郝晓光、徐汉
卿:«经纬跨越四百年:‹系列世界地图›文集»,第１０—２２页.

“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版(图８)因呈竖式框架,又称“竖版世界地图”.该

图一改以往横版世界地图观察视野,丰富了传统地理世界观.图中太平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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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承担了主要变形,各陆块变形较均衡,印度洋成为该图中心洋,南北极

各构成了该图南北两端的两大区域次中心,在结构上呈多中心方位格局,南北

半球和水陆半球在图中几乎被一同呈现.南北极区从原来横版世界地图中的

长条带状变为全景实态:南极洲被还原成实际“孔雀”形态,面积变形小,环南

极地区(尤其南大洋区域)被完整展现,对研究南极和南大洋具有重要空间参

考价值;北冰洋在图中成了夹在欧亚大陆世界岛和美洲大陆间的北极“地中

海”,其沟通太平洋、大西洋两洋和北美洲、欧亚大陆两陆块的十字架构一目了

然,环北极、近北极分层表现明显.
在表达中国—北极关系上,异于北极中心投影的单一北极视角,该图从全

球极地视角进行表达,不仅反映了中国近北极地缘关系,突出了中美间隔北极

的战略安全形势,对北极海空航线相对传统航线的距离优势表达也非常真实,
该图基本具备北极中心投影对中国—北极关系及中国“近北极国家”和北极

“利益攸关方”身份的形象描述;而且该图还有效表达了中国南极科考站与航

迹分布,展现中国与南极的空间关系,拉近中国与极地的关系.考虑到中国在

南极洲的实际存在及南极洲在领主主权上的潜在特殊寓意,有学者指出“系列

世界地图”南半球版是唯一能够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世界地

图.① 该图在直观展现中国—北极直接关系同时,也通过南部区域中心和环南

极国家分布的全景表达暗示中国—北极间接关系.鉴于南北极气候环境等方

面的部分相似性,南极“门户国家”虽属“远(外)北极国家”,但它们地缘上邻近

南极,介入南极事务早,极地经验丰富,而且部分“近南极国家”(如巴西)对北

极事务也表达了参与兴趣.这启示着中国与南极“门户国家”在(包括北极在

内)极地事务上具有较大合作空间.总之,“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版从全球层

面表达了中国“近北极国家”、极地(北极)“利益攸关方”和海洋大国身份.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在中国第２１次南极考察中采用该图首次成

功实现“雪龙”号网上实时航迹跟踪.② 在２００９年我国新编«南北极地图集»
中,“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版被收录用来表达中国南北极考察海上航线.值

得注意的是,法国第二大全国性日报«世界报»于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８日整版刊载了

“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版),③该图不仅被用来与传统墨卡托投影和等面积的

高尔—彼得斯投影进行对比,而且标出从中国出发的北极东北航道、南极科考

和海上丝路等航线,突出了中国与极地的关系以及中国在世界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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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卿等:«‹系列世界地图›上的专题内容»,第２３页.
郝晓光等:«中国第２１次南极考察雪龙船实时航迹图»,第１３４—１３８页.
“LaChine,nombrildumonde．Révolutionnaire,cettevisiondelaplanète,quibriselarepresenta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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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外媒已看到“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版在中国—极地关系表达上的优势.

图８　“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版)
审图号:GS(２０１４)６７０号
资料 来 源:http://www．hxgmap．
com/imag３/２０１４０９s．jpg.

　　

图９　“系列世界地图”(北半球版)审图号:
GS(２０１４)６７０号
资 料 来 源:http://www．hxgmap．com/
imag３/２０１４０９n．jpg.

“系列世界地图”北半球版(图９)是另一种异于传统的世界地图.该图将

最大变形点推入海洋中,陆地距离最大变形线较远,保持了全图陆地的面积和

形状没有巨大变形,并将全世界的陆地完整绘制在一个平面上,没有产生类似

与现行世界地图上陆地被切割成两部分的情况.① 该图呈椭圆框架,较好表现

北冰洋—大西洋—南极洲沿线,反映出１９４３年麦金德所提“地中大洋”(the
MidlandOcean)②空间概念.“系列世界地图”北半球版在海陆分布结构上类

似斜轴摩尔威德投影③的环区结构,所以,有西方学者认为,“该图采用了摩尔

威德投影的变形”.④ 北极在图中已近中心,与周围相对层次关系表现明确.
南半球陆块变形幅度减小,尤其避免了北极中心等距方位投影中南极洲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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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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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徐汉卿等:«‹系列世界地图›上的专题内容»,第２３页.
“地中大洋”(theMidlandOcean)具体指北大西洋海盆,地中海、波罗的海、北冰洋和加勒比海是地

中大洋的四大附属海区.麦金德在其１９４３年«球形世界与赢得和平»一文中认为“地中大洋”是一个几乎与

心脏地带同等重要的政治权力区域.
摩尔威德投影(MollweideProjection)是一种伪圆柱投影.具有椭圆感、等面积性等特点.该投影

由德国数学家摩尔威德(K．B．Mollweide１７７４—１８２５)于１８０５年创制.斜轴摩尔威德投影椭圆长轴过两

极,较好表达了大西洋区域和两极间联系,该投影成像效果与“系列世界地图”北半球版相似.
MiaBennett,“MappingandDistortingtheArctic,”https://cryopolitics．com/２０１４/０７/２８/mapＧ

pingＧandＧdistortingＧtheＧarctic/,２０１５Ｇ０３Ｇ０１．



外层圆环的几何命运,保留了形态完整,可谓北极中心投影的升级版.
在中国—北极关系表达上,该图呈现了更完整的北极中心视角下世界,完

全具备北极中心等距方位投影的空间表达效果,对分析北极地缘政治中的全

球性因素具有重要价值.北冰洋航海线在图上清晰地表示了与周边国家和海

域的地理关系,北极航道真实地显现出其黄金水道得天独厚的优势,①有效表

现了中国在北极潜在的航运利益这一主要利缘关系.由于主要陆地和多数国

家在北半球,该图对中国国际航空线表达更直观,有助于展现中国北向战略态

势和北极气象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图中北冰洋已超越“系列世界地图”南半球

版中的区域型“北极地中海”,呈现“世界地中海”态势.从更广范围看,虽然太

平洋和印度洋变形严重,但该图仍能呈现出其他大洋围绕北冰洋的“环洋状

态”,北冰洋在图中同时是世界“洋中洋”.陆环和海环的多层环绕结构突出北

极脆弱性和全球关注度,表达了中国与北极间潜在义缘关系,突出中国“近北

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身份.该图已被广泛用于我国极地大洋科考、极
地研究、航空指示、国防等领域.郝博士在２００６年一次学术会议中基于此图

提出了北斗二代卫星设计覆盖范围的“北扩问题”,②引起我国航天界、军事战

略界高度重视并被采纳.而且,该图也被国外部分极地学者关注、研究与运

用,是近年来地图视角北极研究的重要进步.

四、话语重构: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地图路径”

地图、制图、后续推广本质上是制图者及幕后力量知识观念的空间表达与话

语叙述.地图所呈现的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并非一时犯错,也不仅是简单复制.③

批判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理并非一脱离意识形态和外界政治的先天、非话语现

象,相反,地理作为一种话语本身是一种权力/知识形式.④ 权力存在于系统当

中,知识和叙述隐含着权力,地理或空间是社会实践、知识和叙述的构建.⑤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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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小韵等:«北冰洋航海线在世界地图上的表示及相关讨论»,«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９年增

刊,第１６１页.
北扩问题指将我国二代卫星导航系统的“中国及周边地区”覆盖范围从我国最北方边界向更北的北

极方向扩展,这样充分考虑到了我国北向战略安全问题.参见郝晓光等:«中国二代卫星导航系统的设计覆

盖范围探讨»,第１１９—１２２页.
DenisWoodandJohnFels,ThePowerofMaps,NewYork:TheGuilfordPress,１９９２,p．１８．
GearidTuathail,JohnAgnew,“GeopoliticsandDiscourse:PracticalGeopoliticalReasoninginAmeriＧ

canForeignPolicy,”PoliticalGeography,Vol．１１,No．２,１９９２,p．１９２．
陈玉刚、周超、秦倩:«批判地缘政治学与南极地缘政治的发展»,第１１８页.



为地理知识话语之一,地图和视觉意象具有与文本同样功能,因此编织着叙

述.① 一张地图是一个话语功能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地图在话语中、交流中扮演

着一个塑造我们世界的常驻角色.② 同北极域内划界的微观、中观制图类似,
宏观地图投影作为全球北极地缘政治分析的空间表达也是种权力—知识复合

体,发挥着塑造北极地区及其与外界关系的话语功能.地图及相关实践充当

独特“话语权力”已成多国北极参与的重要路径.③ 当前,单纯“非北极国家”身
份已很难概括中国—北极多重关系,易导致参与“失语”.所以,通过地图重塑

有理有据的参与话语也应是中国创造性介入北极事务的路径之一.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根本目的一方面要从中国长远安全和发展角度维护

并拓展中国合法合理的北极利益,另一方面要从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度在促

进北极地区(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治理中做出中国贡献.中国参与北

极事务“地图路径”的话语重构也应围绕此展开,重构的话语内容至少包括两

部分:一是事实性话语.即所涉地图能如实反映中国—北极关系动态,尤其彼

此真实的地缘邻近关系、利害关联和北极在世界的地缘特殊性;二是建设性话

语.它是基于事实性话语上更高层的中国北极身份和参与理念的话语建构.
即所涉地图应有助于中国正当北极诉求表达、有利“北极身份”的建构释疑和

北极参与理念的表达.这有赖于地图解释运用上的互动沟通.
近年来,我国出台的多项战略规划、倡议和政策对推动中国北极参与“地

图路径”的构建提供了机遇.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既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

要求,也是“一带一路”北向蓝图的重要探索.２０１５年７月,中国政府颁布的

«国家安全法»将极地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战略布局.④ ２０１６年３月发布的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继续加大极地参与投入同时,提出参与极地国际规

则、标准制定等更高要求.⑤ ２０１６年元旦,我国实行新«地图管理条例»,在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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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Muller,“ReconsidertheConceptofDiscoursefortheFieldofCriticalGeopolitics:Towards
DiscourseasLanguageandPractice,”PoliticalGeography,Vol．２７,No．３,２００８,p．３２９．

DenisWood,etal．,RethinkingthePowerofMaps,p．２．
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于２００７年成立极地地理空间中心(PGC),旨

在为极地科学界的研究者和后勤团体提供空间信息支持、制图和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服务解决方案.详见

PolarGeospatialCenter,“OurPurpose,”http://www．pgc．umn．edu/about/purpose,２０１６Ｇ０２Ｇ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坚持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增

强安全进出、科学考察、开发利用的能力,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我国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活

动、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eＧ
gal/２０１５Ｇ０７/０１/c_１１１５７８７８０１．htm,２０１５Ｇ０８Ｇ２０.

«“十三五”规划纲要»规定:“加强海洋资源勘探与开发,深入开展极地大洋科学考察”.“积极参与

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２０１６lh/２０１６Ｇ０３/１７/c_
１１１８３６６３２２．htm,２０１６Ｇ０３Ｇ２０.



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前提下,条例明文规定:“国家鼓励编制和出版符合标

准和规定的各类地图产品,支持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①另外,
“系列世界地图”的推出推动了我国地图视角的北极研究,相对传统世界地图

展现了更好的北极空间表达效果.在此多重背景下,地图在中国北极参与中

的安全意义和实用价值更加凸显.
作为北极地缘政治分析的空间表达,地图投影是中国北极参与“地图路

径”的主要方向,是塑造中国—北极关系和有利“北极身份”的重要话语.一个

投影的适合问题取决于它所要描绘的信息性质.② 每种投影法均是如此,对某

样事务合适,却未必适合另一种.任何地图投影的选择总是在竞争性的

利益中进行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去树立一种观点,在地图上进行宣传和表达.③

利益交织下的复杂问题空间表达甚至需综合多个投影下的意象认知才能将

“扭曲”影响降到最低.地图投影变形在主观上表现为认知“扭曲”,对地图投

影“扭曲”的认识,既是一个认知错觉问题,更关系到地图投影的选择.④ 中

国—北极关系已超越传统地缘关系,对其进行空间表达研究既要根据具体关

系性质和领域探索合适的投影(包括半球/区域投影,本文仅涉部分世界地图

投影),更要将这些投影进行综合认知分析,紧密结合地图发展前沿,以此形成

并丰富中国北极参与的“地图话语”.借助“地图话语”进行北极事务交流互动

与实践应用,助推中国—北极关系的深度阐释与再建构.这将有利于争取国

内外对中国有利“北极身份”的认同,提高中国北极研究与行动能力,提升中国

北极参与话语权,推动中国北极参与和北极治理发展.
具体来说,首先,要鼓励支持极地地图创新.努力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完

善创新审查体制机制,加大资源投入,提高制图工作者积极性,打破传统地图

北极成像思维;其次,要推动地图成果在极地考察研究中的应用.地图不仅充

当着科考实践话语,而且作为研究性话语丰富了我国极地研究的空间视野.
应协同国内相关部门深化对极地地图创新成果的价值论证和综合分析,推动

其市场转化应用;再次,要积极开展极地地图国际交流合作.不仅要推动地图

成果融入我国极地政策话语,而且应借助地图的交流桥梁作用,促进外界对中

０６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地图管理条例»,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２０１５Ｇ１２/１４/content_５０２３５９１．htm,
２０１６Ｇ０１Ｇ０３.

PeterVujakovic,“WhatHappenedtothe‘NewCartography’?theWorldMapandDevelopment
MisＧeducation,”JournalofGeographyinHigherEducation,Vol．２６,No．３,２００２,p．３７３．

DenisWoodandJohnFels,ThePowerofMaps,pp．５８Ｇ６０．
何光强、宋秀琚:«地图投影与全球地缘政治分析:一种空间认知的视角»,第１２１页.



国—北极关系全面认知和身份认可,推动对中国北极利益的认可,增强中国北

极参与合法性,争取主动参与话语.在增信释疑同时,促进地图创新成果在国

外运用以惠及北极;最后,要推动地图创新成果的大众宣传推广.地图是开展

海洋极地教育的话语教具,应积极推动极地地图创新成果进校园/课堂/教材,
丰富学生的海洋极地地理空间观念,同时规范并促进地图创新成果的社会运

用,提升国民海洋极地意识,拉近彼此距离,强化国人对中国有利“北极身份”
的自我认同,扩大极地参与的国内基础.

结　　语

如果说地图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那么,它们也反映了人们对地理和

空间关系的普遍构想.人们反复绘制地图,以便把某一时期人们认为重要的

地理因素考虑进去.① 作为当今国内地图投影重要创新的“系列世界地图”之
所以引起国内外(尤其极地界)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它从地图空间的角度

认真考虑到气候变暖这一复杂的地理因素对于未来极地乃至全球所将造成的

深刻地缘政治影响.在中国—北极关系的空间表达和身份认定上,有别于东

西方常用的传统世界地图和北极中心等距方位投影世界地图,“系列世界地

图”(南北半球版)一方面真实反映了中国—北极关系发展的动态事实,另一方

面从中国视角重构表达出中国特色的北极参与话语.而且,由于“系列世界地

图”一套四式组合呈现世界,其东西半球版类似东西方通行的世界地图,所以,
“系列世界地图”也有效考虑到南北半球版的创新与传统世界地图在中国—北

极关系空间表达上的兼容性问题,即在承认中国作为北极域外国家前提下,注
意到中国与北极间逐渐拉近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甚至避免了地图投

影创新给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带来的“话语反弹”和新的猜忌,有利于国内外全

面综合认识中国—北极(极地)关系,推动对中国有利“北极身份”的认同.因

此,“系列世界地图”是地图投影在中国—北极(极地)关系空间表达上的重要

创新性探索,必将深远影响中国的北极参与进程.

１６

中国—北极关系的表达与分析:世界地图的视角

①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
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９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