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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它影响到经济运行模式，乃至于
利益格局和地缘关系，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在国际经济社
会发展转型、世界地缘格局重组关键期，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需求。随着
气候变化对各国国内竞争力，以及重要地缘战略地区影响加大，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呈现出
复杂多元的关系，气候变化时代的地缘政治逐渐影响到各国战略和外交。本文围绕利益和博
弈来阐述气候变化带来的地缘政治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国际气候谈判
中，权衡利益，处理好复杂的大国关系；加强风险研判，积极与美国和欧盟开展能源、气候
变化方面的合作；依托“一带一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在“南
南合作”方面，创新机制，大幅增加投入力度。最后，提出地理学界在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
方面应加强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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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它影响到经济运行模式，乃
至于利益格局和地缘关系，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问题[1-2]。随着2014年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的发
布、关于“德班平台”谈判的不断推进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力度的进一步加
大，由气候变化引发的对世界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风险、国际经济和贸易
的影响也越来越大[3-4]。应对气候变化道义的理念是减缓地球的温升，而实质的措施是减少
化石能源的使用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进而影响到能源安全和经济结构调整。这一背景
下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驱动力也发生了变化，国际碳排放空间的分配和争夺、低碳
技术及新能源技术的竞争、低碳金融和碳市场体系、碳关税和低碳贸易壁垒等新因素正在
显著地影响着当今的地缘政治格局[5]。在国际政治的强力推动下，气候变化问题的利益冲
突正在演变为激烈的国际竞争，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影响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6-7]。

冷战后，随着东西方对峙的结束，全球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与
安全关系和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后冷战时期，在联合国和
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的相关框架下，国际规则不断演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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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能源、经济、政治的渗透无所不在[7-8]，如美国“页岩气革命”对全球的能源格局产
生了影响，而欧洲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同样对全球环境治理产生巨大影响。乌克兰国家动荡
背后的能源之争，俄罗斯与中国在东北地区输油管线变化，东南亚国家地位的崛起与南海
之争，都体现出全球地缘政治问题的复杂性。我国的老一辈科学家，如竺可桢、谢家荣
等[9-11]，很早就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对地理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之后的学者又从
地缘政治与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 3, 5-6, 12]。传统的地缘政治中往往以
对土地、矿产资源、油气资源和运输通道等的实体资源占有和控制为主要内容，而在气候
变化驱动下，对碳排放空间、气候金融、低碳技术及新能源技术的争夺同样重要。

中国的地理位置导致其地缘政治非常复杂，一方面，中国有14个周边国家，为世界
上周边国家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地
位不断增强，但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多，依然面临国际能源通道的安全保障等问题，同
时，中国在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需要更加重视相
关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不断变化，而
中国地缘格局复杂的情况下，必须要有明确的策略和选择。

2 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实质

2.1 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与中国地位
气候变化问题在很多方面涉及能源问题，也影响到发展道路转型的方向性问题。目

前，以“绿色能源”和“云技术”为基本标志的工业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形成，它将会深刻
影响经济的生产方式，重组产业格局和竞争格局，它也将深刻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
组织形式，带动一系列的变革[13]。面对全球范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
退化的严峻形势，绿色发展已成为必然方向，可再生能源将逐渐在能源系统中扮演主导角
色，推进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通过网络链接的新能源体系，将推动社会经济对
时间、空间重新定位，“分布式”格局将与“全球化”互动相辅相成，进而避免了传统的
垄断而造成的脆弱性，形成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形式，并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未来 20年，是世界范围内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成长、发育期，是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世界地缘格局重组关键期，也是改变国际竞争规则与产业重新洗牌的时期。积极主动应对
气候变化，将对传统的规模扩张模式产生本质性的改革，对各领域的发展产生颠覆式的影
响，对国际地位与形象进行新的定位。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需求。首先，应对
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治理问题同根、同源，即在过度消耗化石能源的同时，既排放了大量
的二氧化碳，同时也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内
需，最直接的民生问题，不可忽视。再有，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进入关键的转型
期，如2012年，中国每万美元GDP的能耗为4.74吨标准煤，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3.65吨
标准煤，是美国1.94吨标准煤的2.5倍，是日本1.15吨标准煤的4倍[14]，说明中国粗放的发
展模式和能源利用效率低问题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和障碍，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还
有，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也应有长远谋划。2012年，中国的石油进口的依赖度达58%，天
然气进口依赖度达29%。中国已从煤炭的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2012年进口量达2.7亿
吨[15]。今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依赖程度还有可能增加。中国目前处理的许多国际问
题，如东海、南海、缅甸、中亚等均与能源运输通道有关。因此，中国需要以应对气候变
化为契机，走低碳发展道路，既解决自身的能源安全问题，又作好在世界新能源技术和市
场布局的准备。与20多年前气候变化谈判时的背景不同，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及在世界
所处位置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预计到 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水平将与中等发达国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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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加公正的国际责任。应对气候变化将
是国际上长期延续的重要议题，关系到今后世界的经济、政治和能源格局。中国要以此为
契机，实现国内和国际的双重转型，在国内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和机会，在国际上增加话语
权和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
2.2 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关系

地缘政治逻辑所关注的，是“具有明确的政权、领土和人口的国家”作为行为体，在
国际事务或面对威胁时所做出的合乎理性的行为与反应，以及这些行为和反应相互之间博
弈的最终效果，即国家的绝对或相对利益的最大化。地缘政治从地缘角度出发，强调国际
政治中地理因素对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地理虽然是国家外交的最基本因素，但是它并
非是永恒不变的，气候变化会影响地理因素。后冷战时期，全球化和非国家行为体逐渐渗
入到地缘政治理论探索中，随着气候变化对各国国内竞争力，以及中东、中亚、北极等重
要地缘战略地区影响加大，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关系，气候变化时代的
地缘政治逐渐影响到各国战略和外交。

气候变化在地缘政治逻辑的奉行者看来，其所承担和运作的主体依旧是是独立的主权
国家，其他行为体的活动，也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受主权国家的制约，因此，非国家行
为体如政府间国际组织，甚至是联合国等一般都不会进入地缘政治研究者的研究视野，而
无论其实力有多强、影响力有多大，都只是成为所属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延伸，而失去自身
存在的意义。因此，运用地缘政治逻辑分析气候变化，往往将气候变化带来的利益关系和
大国博弈至于分析的首要位置。

3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地缘政治新特征

3.1 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地缘关系
目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已逐渐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

双轨制转向“德班平台”阶段。“德班平台”预期在2015年的法国巴黎会议上达成协议，
涉及2020年之后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安排，其基本原则是具有法律约束力，并由所
有国家参与，其基本内容包括减缓、适应、资金、技术、透明度和能力建设等六个方
面[16]。2014年和 2015年的国际谈判将是关键或艰苦的。从各种迹象看，各利益集团都在
对德班平台进行不同的解读，围绕德班平台的谈判将直接影响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关系。

中国在历来的谈判中，均坚决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强调发达国家工业化起步早，
二氧化碳的历史累计排放量巨大，因此发达国家必须实现减排，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
和资金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90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
碳排放为1.8吨，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2000年时，增长到2.8吨，占世界平均水平的
1/2，2010年达到6.2吨，则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14]。从2007年起，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达到68亿吨，超过美国，为世界第一，2012年达到美国的145%。自2005年以来，中国二
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占世界的70%左右[17]。如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至2015年，中国的排放
总量会达到欧美的总合，至 2020年，则会达到OECD国家的总合。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已逐渐失去弱者的位置，面临从发展中国家集团“毕业”的巨大
压力。

在气候变化的大国地缘政治关系博弈中，一直存在欧盟、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
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G77+中国”三大集团，而中国历来的气候变化谈判均以“G77+中
国”为基础，该集团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利益，并在气候谈判中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经
济、政治背景和诉求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一致性已出现分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拉拢使得
一些国家摇摆不定，甚至于在关键时刻起到反作用。“G77+中国”在德班平台谈判中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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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其形式，但作用会复杂。2012年形成的“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集团” (Like-Minded
Developing Countries, LMDCs) 很活跃，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这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
和声誉并不能保证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2]。由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组成的基础四国
(BASIC)，均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利益相对接近，在以往的谈判中是不
可忽视的力量。西方发达国家从 18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并以殖民的方式获取资源。二
战之后，国际的经济市场和政治格局也基本确定，即世界由发达国家的 10 亿人口所左
右。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崛起，这个具有30亿人
口的集团需要冲破固化了的格局，谋求发展出路，就必然会受到传统势力的排斥和挤压。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取发展机会，争取排放空间，争取国际规则重组则成为基础四国的
共同利益所在。因此，维系基础四国的合作至关重要。谈判中则要把握矛盾与合作的平
衡，既顾及当前，又考虑长远，在欧盟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之间处理好矛盾
与合作。
3.2 气候变化地缘和美欧的大国博弈关系

(1) 美国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地缘关系
当前美国能源政策的地缘政治含义逐渐增加，一是从气候变化的大国互动来看，奥巴

马2013年发布的《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中所隐含的气候外交理念，即以相对较为积
极的气候政策或表态来消解欧盟等国家的批评，并进一步逼迫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做出
让步，同时还可换取其他外交领域的利益。然而从全球地缘政治变化角度来看，奥巴马
《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对于新兴大国的地缘影响不可小视，一方面，促进新能源及相
关领域基础设施的发展，逼迫中国、俄罗斯等国进行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
造成传统化石能源的过剩，促使价格走低。这既可以打击传统能源及其附属领域，同时又
令电力等其他部门无法摆脱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从而造成节能减排上的更大压力，
这两点都极有可能波及中俄的某一方，并令美国在世界的战略位置得以提升。

二是从产业能源基础变化来看，奥巴马政府《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借助能源革命
带来的优势，整合能源和气候，并推动世界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技术标准等领域出现新
变化。对仍高度依赖煤炭的中国和印度，以及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俄罗斯等国，奥巴
马“能源型气候政策”或将影响其产业的能源基础，削弱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优势。目前
美国和欧盟共同推动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全球自由贸易，以及欧美自贸区建设对发展中国家
低碳产业可能造成影响。三是从减排责任分担来看，美国政策的调整客观上将使中印等发
展中大国面临的压力有所增大。奥巴马政府希望使发展中大国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推
手，从而削弱他们的国家竞争力。奥巴马认为中国、印度等排放量增长太快，现在重要的
是需要新兴发展中大国采取行动，奥巴马政府未来将会继续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更高的减排
要求。

(2) 欧盟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地缘关系
欧洲在气候变化地缘政治方面既有优势，也有挑战。当前欧洲经济债务危机取代气候

变化和低碳问题，成为最突出的问题，欧盟在20%中期减排目标上止步不前，欧洲民众和
舆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大幅度下降，因此欧洲的政治层面气候变化推动力相对弱
化。但是欧盟希望在气候谈判和极地治理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在金融危机期间依旧着力推
动清洁能源发展计划。

欧盟将金融竞争力和气候政策挂钩，通过欧元定价的碳交易，带动欧盟相关的金融服
务业发展，并向全球渗透，挑战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优势地位，进而谋求地缘经济优
势[18]。欧盟2008年后密集出台北极政策文件，加紧对极地资源的竞争，欧盟不仅从北极国
家进口原油和天然气，而且欧盟88%的铁矿石也产自巴伦支海地区，欧盟已经把北极地区
作为欧盟能源多元化和安全战略的重要保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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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气候变化地缘的区域新热点
(1) 北极能源开发
北冰洋的海冰显著减少，甚至会最终消失，气候变化使得极地的油气和矿藏资源开发

成本下降，使得开辟通过西北航道和北海航线的商业海运的前景大增，海冰消融打通北冰
洋冰封航道，引发北极水域主权争夺。气候变化对极地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影响，改变
了相关油气和矿藏资源分布版图，进而改变了全球贸易版图。北极地区能源资源的潜力巨
大，是地球上可与中东相媲美的油气资源战略储备仓库。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08年完
成的评估报告[20]，北极地区未探明的石油储量达到900亿桶，占世界石油储量的13%；天
然气47万亿m3，占世界储量的30%；可燃冰440亿桶。北极地区的煤炭资源储量达1万亿
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地区已探明煤炭资源总量。

随着气候变暖和油气资源开采技术的提升，北极已经进入大规模开发的准备期。美
国、挪威、俄罗斯、加拿大和格陵兰 (丹麦) 等国在各自海域进行油气资源勘探，不断有
新的发现。美国已在北极海域钻探了86口油气井，其中 31口在波弗特海，6口在楚克奇
海。挪威是欧洲最大的油气生产国，在北极油气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储量而言，根据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估计，挪威巴伦支海拥有可开采的110亿桶的石油和11万亿m3的天然
气储量[21]。而挪威自己的估计是巴伦支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其全国的总储量的
30%和43%。能源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在其国家发展战略和北极发展战略中都占有重要
地位。2013年2月，俄联邦政府公布了普京总统批准的《2020年前俄属北极地区发展和国
家安全保障战略》 , 明确提出了保障俄北极领土军事安全的系列措施，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是建立俄属北极地区资源储备基地。俄罗斯选择其北极地区资源丰富、开采条件较好的西
部海域，以若干重点油气田为突破口。

北极国家还明确提高非北极国家进入北极能源资源勘探开发的政治要价，试图将北极
能源资源变为环北极国家财产。2011年5月12日，北极理事会第七届外长会议公布的《努
克宣言》就公开声称，只有承认北极八国对北极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其他国家才
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北极圈内拥有领土的五个主要国家挪威、丹麦、美国、加拿
大和俄罗斯希望通过“内部协商，外部排他”来处理北极领土和权益问题，以及进行北极
治理。各国在北极地区争夺资源和能源，不仅对环北极国家有影响，而且直接改变了全球
的地缘格局和能源格局。

(2)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非洲水资源与粮食安全
2014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暖给

非洲带来的灾害将超过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大陆气温上升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全
球变暖对于非洲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气候变化主要对非洲的水和粮食安全产生严重影响，
并导致出现地缘政治紧张和冲突。非洲的东部地区淡水资源占整个非洲的 4.7%，但该区
域人口占整个非洲19%。东非水资源尚未充分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85%的人口仍不能得
到清洁和安全用水[22]。农业生产占了撒哈拉以南地区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30%，而气候变
化加剧了非洲干旱缺水的现状，导致了以灌溉为主的耕地持续退化，非洲的粮食安全受到
威胁愈加严重。在非洲地区大量的农业地带也遭到破坏，31%的土地受到了沙漠化的威
胁。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每年有1374平方英里的土地变为荒漠。世界上40%的旱
地养育了超过 2亿人。土地荒漠化导致耕地减少，引起粮食的短缺甚至是相关的冲突，
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营养不良率达到了30%。2009年肯尼亚遭受了20年以来最严重
的干旱，这次干旱使得约 1 000万人受灾并造成农业歉收[23]。随着非洲经济的稳步增长，
其人口迅速膨胀，城市化进程加快，粮食和居民用水之间存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由此产生
的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问题的矛盾加大，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了非洲民众的生活水平，还
对非洲的发展与进步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并间接影响到了非洲的国家关系和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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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的中国策略

4.1 国际气候谈判中，权衡利益，处理好复杂的大国关系
实践表明，解决气候变化主要靠大国的行动。基础四国、欧盟和以美国为首的“伞形

集团”起到至关重要作用。运筹大国关系关乎成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始终坚持
在联合国框架公约下的多边机制，不采取任何的单边“站队”。要借助美国希望与中国加
强气候变化合作的新动向，为德班平台定下“自主承诺+审评”基调，但要防止严格评
审；与欧盟加强技术和低碳发展机制方面的对话、交流合作，避免其过激的要求；与巴
西、南非、印度紧密协调，捆绑立场，推动德班平台绝对量化减排、相对强度减排、行业
减排、项目减排等多种行动，体现根据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和各自能力为基础的“共同但
有区别责任”原则，建立全球气候治理公平的政策、经济秩序。同时，中国需要对大国加
强研究，适当时机还可利用“二轨”对话，加强与欧美大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沟通。
4.2 加强风险研判，积极与美国和欧盟开展能源、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面对地缘政治和能源环境的种种风险，中国一方面需要从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出发，
防范欧美通过气候变化维系全球政治经济霸权的企图，以及美国遏制中俄的能源布局，维
护中国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从现实供需来看，全球能源生产轴心向北美转
移，消费中心则朝东亚发展，中美合作是能源供需平衡的必然选择。从产业来看，美方新
能源产业利益的政治诉求逐渐压过化石燃料的产业利益，中美低碳合作的国内支持日益增
大。因此中美应共同营造“能源互补互利的合作者”的关系定位，推动中美合作创造能源
共同利益、提供全球能源公共物品。从未来低碳发展来看，必须承认气候变化已经带来了
新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变化，传统的联合国“自上而下”治理已经很难把各国碳排放控制在
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中美欧等大国竞争不仅仅是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你之所得
即是我之所失的零和关系”中，低碳和新能源竞争可以有效推动全球作为新能源发展的整
体性和相互依存性。
4.3 依托“一带一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我国当前能源消费量大，需要着力建设长期可靠、安全稳定的海外能源基地，着力拓
展西北、东北、西南、海上四大进口战略通道，着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积极支持能源技术、装备和工程队伍走出
去，加强相关能源通道建设，提高陆上通道运输能力。此外，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深
化对全球能源治理格局调整变革的跟踪分析，参与和引导国际能源事务和规则制定。同
时，中国和东盟可以加强清洁能源合作，与周边国家实现能源环境领域的利益相互包容和
合作共赢。
4.4 在“南南合作”方面，创新机制，并大幅增加投入力度

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要继续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团结，但也应正视发展中国
家阵营不断分化的事实。“南南合作”是团结发展中国家有效、实惠的“利器”。在2011-
2013年的三年间，中国已经投入了2亿元人民币向发展中国家赠送节能低碳产品[24]，以及
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尽管范围有限，但反映良好。从长远计议，中国要大幅增加“南南
合作”的强度，以基金管理的方式加强南南合作的针对性，如支持会议、活动、设施以及
人员参与国际活动的费用，同时，也可以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等国际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展应对气
候变化的“南南合作”，并逐步扩展社会资金的参与。
4.5 中国结构调整、转型就是打造未来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传统资源禀赋不足，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中下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1264



9期 王文涛 等：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

还未完成。面对世界范围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的选择就是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充
分洞察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风险、新技术与市场、新的金融体系、新的贸易标准制定、新
的国家能源安全系统，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在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的整体考虑中，把握
能源安全、成本和环境这三个目标，把中国自己的环境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问题做
好、做扎实，就有底气。中国定会抓住新的机遇，造福于百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5 地理学界在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方面应加强的研究方向

有学者曾经撰文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与全球变化研究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25-26]，
本文结合最新进展，提出未来地理学界在全球气候治理与能源安全方面应加强如下方面
研究：

(1) 环境、经济和政治三个目标的平衡研究。地理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科学之
间的交叉学科，对于气候变化这样的涉及到环境、经济和政治目标的综合性问题，更需要
地理科学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当前，地理科学研究中正不断融入文化和认同等因素，

“近北极国家”、“高亚洲” (High Asia) 等地理名词既反映了地理的变化，也反映了新的区
域认同观念，这里的环境、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平衡融合尤为重要。

(2) 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与防灾减灾。2014年陆续发布的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是从
气候变化科学基础、影响适应和减缓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而当前的德班平台谈判包括减
缓、适应、资金、技术、透明度和能力建设等六个方面，地理科学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防灾减灾和预警研究的基础，未来需要重点加强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防灾减
灾方面的研究。

(3) 气候变化与能源、资源、水、粮食安全的纽带关系和多重安全研究。中国提出了
国家安全的“新安全观”，而气候变化问题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目前气候变化推动安全
问题从孤立的环境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等朝向纽带安全 (nexus security) 和多重安
全发展，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日益紧密。由于水、粮食和能源所形成的纽带挑战
不能通过单个领域的治理来解决，也很难通过一个学科独自解决，地理科学在这方面可以
发挥更大作用。

(4) 气候变化对地缘政治格局和全球治理的影响路径研究。地理科学是人类提高对气
候变化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的认知基础。通过未来的地理科学研究，考虑地理区域格局、
能源通道等因素，并建立相关的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全球治理和地缘影响模型，对气候
变化现象背后规律进行认识和把握，使不断变化的地理环境因素成为全球治理的议题。

(5) 加强对碳排放空间等无形资源的研究。全球的无形资源包括 IP地址、空间轨道、
通讯频率、排放空间、功能基因的注册等，这些资源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
都非常重要，目前对这些资源的抢占也日趋紧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焦点是在CO2排放
权的分配上，根据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为控制全球气温上升不超过2度，2010年之后
剩下的排放空间将相当有限，分配今后有限的排放空间已经成为各利益集团的争论焦点，
同时，这也将是未来地理科学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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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problem of climate change is already far beyond the categor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t affects the economic operation mode, interests pattern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 and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ritic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the world geopolitical pattern reorganization, China’ s
industrialization is still at the mid- stage, and tack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is also China's
internal demand under this development stage. With more infl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on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Middle East, central Asia, north important geo- strategic
region, climate change and geopolitics present complex multiple relations,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era of geopolitics gradually has affected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diplomacy. This
report illustrates the new geopolitics characteristics of climate change from the interests and
the game,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1) Weigh the interests, handle the
complex relations of power, and negotiate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group and the
umbrella group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2) Strengthen risk assessments, actively carry out
cooperation on energy, climate chang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3)
Rely on the "One Belt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One Roa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to ensure our energy securit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4) Innovate the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5)
Promote economic and energy restructuring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o buil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uture. Finally,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ecurity issues are proposed for Geography, whi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energy; geopolitics; global governanc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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