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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冰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战略背景实施发展的一个重要延伸，具体是贯穿北
冰洋，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的一个航海通道，对拉动周围国家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为此，
文章在阐述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可行性，
并结合当前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存在的问题，为如何更好的优化建设中俄冰上丝绸之路进
行策略分析。
关键词：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制约因素；前景分析

Research on the Sino-Russian Joint Construction of
Polar Silk Road
Lei Shuang1，2 , Pecelica Vladimir Feodorovich 2, Bai Dongpeng 3
(1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inan University, Danzhou 571737, Hainan; 2 Far
Eastern Federal University; 3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Center of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Hainan)

Abstract: Polar Silk Road is an important extens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pecifically, it is a navigation channel that runs through the Arctic
Ocean and connects North America, East Asia, and Western Europ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SinoRussian joint construction of Polar Silk Road and further analyzes its feasibility. More importantly,
by consider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article makes strategic analyses on how to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no-Russian Polar 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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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中国和北冰洋沿线国家共同建设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伙伴，在促进中俄进展方
面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中俄两国国家共同提出了“冰上丝绸之路”的思想主张，即以北
极航道合作为核心，积极开展互通互联的项目合作倡议。作为重要的蓝色经济通道，当前，
“冰上丝绸之路”已经被中国纳入到“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发展中。为了能够更好的发挥出
“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文章就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可
行性、现存问题以及优化发展问题进行探究。
一、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性
（一）满足俄方发展需要
从俄罗斯发展角度来看，北方航道是联通北极地区的重要交通，也是北极资源运输的保
障。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北冰洋退缩的情况下，北方航海道的运输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俄罗
斯北部地区和外界联系的迫切性日益凸显。在俄罗斯拓展发展背景下，北方海航道作为重要
连接枢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地区所拥有的资源潜力也逐渐被挖掘出来。
北方航海道建设不仅对俄罗斯发展具备经济作用，而且还具备很强烈的军事价值。在北
海航道的作用下，俄罗斯能够打通长期分割的东西舰队，实现对路面和水下潜艇使用力量的
统一，从而强化整个国家的边防能力。在具体发展的过程中开发和利用北方航道是一个系统
的工程，从商业船只到破冰船工具的建造，再到港口以及关联公路、铁路的建设都会涉及到
较多的工作。这些工作的完成需要国家之间的密切配合。在各个国家配合的过程中需要得到
高超技术的支持，俄罗斯发展需要各个国家的支持。中国庞大的资金储备和丰富的经验能够
为俄罗斯开发利用北海航道提供重要的支持，如黑龙江拥有发展极地装备技术的人才和深厚
的技术储备以及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特色优势。突出表现为黑龙江具备开展寒区试验、极区
精密测绘、极区电磁环境、极区海洋技术、极区高精度增强定位等研究的自然条件。黑龙江
作为老工业基地，寒地工程装备制造相关的工业基础雄厚，关联性配套设施完善。另外，在
北方航海道建设的过程中还充分应用了造船企业的技术形式，打造了专业的中俄船舶学术交
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展示了双方的科技成果。同时，中国还会中俄航空应急起降点的建建
设提供了重要技术和平台的支持，满足了北方航海道建设的应急救援需要。在北方航海建设
的过程中中国提出了环保的思想主张，力求争取两个国家提供资源来打造北方海航道技术创
新项目资金、高新技术产业转化基金和北方航海道建设资金，通过多方力量为北方航道产业
发展提供必要技术支持。在航海道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主张打造了北极污染体系，推进北极环
保技术合作，并为北方航海到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提升了两个国家的
知识互通水平。

（二）满足中方发展需要
对于中国来将，北方航道不仅具备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具备十分重
要的安全价值。在发展的过程中北方航海通道是多数欧洲地区和东北亚的最短路线，在运输
时间、运输费用选择上和传统航线相比都更加具备优势。借助北方航海道，上海从北港口到
欧洲西部港口要比传统航线短 25%到 55%的距离，运输时间也会相应的缩短，具体缩短时间
在 3 天到 14.5 天的范围，运输费用减少 11.6%到 27.7%的比例。经过航行实践操作发现，取
道东北航道要比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的传统航线缩短 2800 多海里，能够减少至少十天
的航行时间，节省油气资源 270 吨。中国利用这一航线优势能够减少发展成本，提升自身对
外贸易的竞争力。在这个航线大规模建设完成之后，北方港口是北部地区经济将会迎来一个
发展机遇，北方航海道的利用和开发将会更好 利用物流、仓储等业务，并接连带动周围交通
运输的发展。
我国有九成以上的原油、铁矿石、粮食等进出口贸易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且在发
展的过程中主要依赖南部航线。在南部航线严峻的背景下中国需要积极寻求新的替代航线，
在发展的过程中减少对南部航线的依赖，从而在最大限度上确保贸易的安全。在这样背景下
需要强化对北方海航道的利用，借助这个航道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这些物质会从中东
和被飞等不安全的地区获得，无形中为我国能源安全造成威胁。
二、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可行性
第一，矿产能源和基础设施作用较强。北极圈是俄罗斯的能源集合地，在北冰洋的两边
分布多个支点港口，通过建设这些港口能够为俄罗斯沿线北冰洋的运输提供导航服务支持。
同时，冰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是打通一个联通东亚和欧洲的道路，而且通过对北极圈矿产
能源的开发还能够将更多的矿产资源运输到亚太地区。同时通过冰上丝绸之路的打造还能够
将俄罗斯远东地区港口和北冰洋沿岸港口连接在一起，打造一个成本低廉的运输通道。第二，
中俄资金和技术较强的互补性。资源、能源的开发离不开资金、技术的支持，中国和俄国在
这方面具备很强的优势作用。通过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交流能够更好的利用彼此的资金、技
术优势，从而为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重要支持。第三， 俄罗斯良好的气候条和实践经验
的结合能够更好的促进运输发展。北冰洋地处北极圈的内部，气候寒冷，对航运发展比较制
约。长期以来人类运输集中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北冰洋成为一种禁忌。俄罗斯地缘特殊，在
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对北冰洋的开发利用，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通航
时间延长，航道开发价值提升。中国作为非北极圈的国家，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为航运
发展创设了良好的支持。
三、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发展面临的制约

（一）俄美关系的博弈变化
俄美关系的对立是一种新常态，在特普朗执政的时候，俄罗斯精英和知识阶层对彼此的
发展抱有期待，俄罗斯精英希望上任的总统在做决定的时候考虑国家利益，在主权重要性认
识和对多边主义的态度上和俄罗斯保持一致，俄罗斯委员会也提出和美国关系正常化。为了
平衡国家发展需要实现建设性的俄美对话，实现彼此的平等合作。但是很多人员对俄美关系
的本质始终保持一种悲观的态度。有学者认为特普朗的对外政策完全受制于国内议题影响，
俄罗斯问题对美国发展来讲并非是优先议题，但是在当前却被放大并当做是解决美国内部的
问题工具。还有观点认为，俄罗斯精英忽略了美国不具备的垂直政治模式。
（二）法律争议的扩大化
俄罗斯将“在维护俄联邦国家利益基础下，结合国际法和双边协议来和北极国家互动，
解决俄联邦北极区域外部边界的国际法论证判定为一种海洋界线。”作为基本战略要点。除
了对基本航道的管理，俄罗斯还对多个海域发展提出了大陆架外部界定方案。按照联合国海
洋法的规定，除了沿海国家的经济区域，如果能够证明不超过一定范围的大陆架是本国大陆
架的延伸，就会拥有对这一部分大陆架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
一些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认可俄罗斯对北方航海道提出的主权主张和大陆架之外的
提案美国提出北方航道包括用于国际航行的海鲜，过镜制度适合这些航道。挪威和冰岛则是
认为北方航道适合《国际海洋公约》规定的航行自由制度，沿岸国家可以按照这个规定来制
定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三）过镜运输需求的波动性
北方航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会出现季节性无冰季，货运航线增加。在 2016 年的时候，航
道运输超过之前的运输，但是仅仅有十九次是穿越航道从亚洲到欧洲的过镜运输，其他都是
境内运输，过镜运输的需求波动性较大。
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冰上丝绸之路预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北极地区处于三个大洲中心，在通航之后北冰洋成为三个海洋交通途径，世界海洋交通
格局被打破。现有的环海洋运输险位于地球南北居住位置，串联起世界发展的重要战略要点。
在这个经济线上产生了多个交通枢纽、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也使得很多国家的战略地位提
升。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背景下新航路的开通会分散一部分的航道贸易物资，以往航线对国
家发展的影响也会降低。
（二）冰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组成
冰上丝绸之路经过俄罗斯、北欧国家，也是新亚欧大陆的重要经过区域。冰上丝绸之路

是中国通往欧洲国家的第二个通道，伴随俄罗斯北部地区的规模化建设，冰上丝绸之路开始
位于俄罗斯以北的地区。在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建设下，冰上丝绸之路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重
要补充。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和技术进行发展，借助北极航道来将其发
展和一带一路连接在一起。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冰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发展意义重大，现阶段的海运承担了中国九成以
上的国际贸易运输，北极航线的顺利开通不仅会减少海上运输成本，降低和分担经过马六甲
海鲜、巴拿马运河所带来的风险，而且还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开辟出新的中国海外资源、能源
采购地，从而在其中获得更多的发展利益，全面提升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影响。从发展实际情
况来看，整个航线的开通和运行会使得中国成为俄罗斯在这个航线的最大客户，中国在这个
航线所拥有的存货量会确保俄罗斯的基本航线发展收益，中国对俄罗斯的能源输出会帮助自
身发展获得更多的外汇收益，进而实现俄罗斯和中国的共赢发展。在发展冰上丝绸之路的过
程中要注重强化北极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北极地区的一体化发展程度，并着重处理好期间
的政治问题，减少影响冰上丝绸之路的各个因素，提升冰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稳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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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章总体评价 这篇论文作者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俄冰上丝绸之路
建设为切入点，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及中俄两国各自优势出发，提出中俄共建冰上
丝绸之路对两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者从冰上丝绸之
路的地理位置、能源储备及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合作的互补性方面，通过详实的信
息论证了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作者客观的分析了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所面临的制约性因素，如俄美关系的博弈变化、法律争议
的扩大化、过境运输需求的波动性等，论述严谨。作者对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研究，思路清晰。
文章的现实意义 文章对当前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文章的创新点与适用性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问题的研究是中俄合作问题
研究的组成部分。在当前国际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快速变化时期，新时代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扎实推进阶段，作者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对中俄共建冰上丝绸
之路问题开展细致研究，选题新颖，一定程度上可丰富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
理论研究，同时可为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实践的开展提供参考。

语言表达与专业术语的使用 作者语言表达清晰、易于理解，专业术语阐释清
楚。
现代研究方法的运用 文章对现有信息进行了科学分析，运用了对比研究等
方法。结论可靠。可适时增加一定数据作为佐证。
文章论述的逻辑性 文章逻辑清晰、脉络清楚。
科学语体运用 文章选题科学、方法可靠。
参考文献的引用 论文中引用了较高水平的中文参考文献。
文章设计是否符合杂志要求 文章已按《跨境经济杂志》中文发表要求进行排
版、设计，符合杂志发表要求。
2.建议 没其他修改建议。
3.结论 论文达到杂志发表要求，可发表。

审稿人–李德丽，东北农业大学讲师，管理学硕士，黑龙江哈尔
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