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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约占 26% 以上 ；① 而石油的分布更加集中，中东地区的石油储量约占世界总
储量的 2/3。② 如此不均匀的分布导致世界石油供应风险很大，价格不断上涨，
2000-2010 年以来世界原油价格从 28.23 美元 / 桶上涨至 79.04 美元 / 桶 ；一次能源
价格的起伏对世界能源供应安全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例如，美国页岩气革命
导致全球能源供需的相对割裂状态，这一状态在亚洲以及中国尤为突出。中国在
油气领域越来越依靠西亚北非地区。供求一体化以及供求相对分离的局面，在国
际政治领域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第二，新兴大国和发达国家在能源治理格局中的位置此长彼消。2008 年金融
危机以来，以巴西、南非、俄罗斯、印度及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
速发展，反之，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遭受到了严重的经济创伤，在全球经济
格局中的地位也相对下降。到 2030 年，全球能源消费的绝大部分增量将会来自新
兴发展中大国，其中中国占 55%，印度占 18%。③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东升
西降”，发达国家在能源领域设置议程和建章立制的能力将受到一定削弱。中国等
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并加速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积极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2005 年，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量的排名仍十分靠后（见图 1）；但现在，无论是就
全球范围而言，还是在中东、拉美和非洲地区，中国、印度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
2005年中东出口结构性饼图

2011年中东出口结构性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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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5-2012年中东石油对外出口结构示意图④

①《世界煤炭资源分布特点》，国家煤炭工业网，http://www.coalchina.org.cn/page/info.
jsp?id=4536。
②《世界石油资源如何分布？》，中新网，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0/07-08/2389532.
shtml。
③ “Environment (A Special Report): Who Wants What in Copenhage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7, 2009, pp. 6-7.
④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1, 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china/
bpchina_chinese/STAGING/local_assets/downloads_pdfs/. 作者根据BP统计年鉴估算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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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进口大国。同时，中美在能源消费领域同样出现了位置互换，这带来了两
个问题 ：一是中国需要提供更多国际性的公共物品，比如在能源安全保障、能源
治理机制等方面，中国需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 ；二是在对外能源和对外资源联系
方面，页岩油气革命对美国及全球能源政治版图产生了重大影响，使美国参与能
源博弈的筹码大大增加，主动干预和影响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也大幅增强。
第三，全球能源安全的合作趋势和碎片化都在增强。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
景下，当今国际关系的主题已由“冲突和对抗”逐步让位于“对话与合作”。此外，
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使能源需求迅速增长，国际油价大幅攀升，全球环境日益
恶化，各种政治经济环境都促使传统能源安全观发生变化，由此产生非传统能源
安全观。有学者提出，“能源安全的内容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的，对于能源安全
的解释也在不断变化”。① 保罗·斯塔尔斯（ Paul B. Stares）认为，传统能源安全
关注军事和国际政治因素引发的能源供应协议中断、瓦解等现象，非传统能源安
全观最关注的是当前能源政策对于人类福利以及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② 国际能源
安全研究权威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也提出了其对能源安全的新认识，特
别强调要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这种国际能源合作不仅包括能
源消费国之间的合作，而且包括能源供应国和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合作。③ 然而，由
于能源安全问题最初引起各国决策者关注时，对各国造成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各国政府对其认知有着极大差异，此外，各国基本上都是从本国原有的能源资源
禀赋状况以及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程度来考量能源安全问题。因此，传统的能
源安全观呈现出片面性、单边性、分散性等碎片化特征，即各国完全是从本国利
益出发，强调单方的利益和决策，功利地寻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能源安全保障，
极少考虑其他各方的利益，也鲜有寻找合作伙伴的政略，带有明显的能源保护主
义色彩。甚至对于利益相对方表现出对抗意识。④
（二）乌克兰事件和全球能源市场变化
2009 年乌克兰事件发生后，美国与欧盟因与俄罗斯对抗而采取的制裁措施以
及乌克兰东部爆发的骚乱活动，使国际能源市场对石油供应产生担忧情绪，由此
抬高了原油期货价格。但从总体上看，欧洲及国际能源市场并没有呈现如 2008 年
① Douglas R. Bohi and Michael A. Toman, The Economics of Energy Security,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pp. 2-3.
② Paul B. Stares, ed., Rethinking Energy Security in East Asia, Tokyo: The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0, p.19.
③ Daniel Yergin,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March/April 2006), pp.
69-77.
④ 余敏友、唐旗：《能源安全观的变迁与国际能源机制的演进》，载《中国法学会能源法研究会
2009年会论文集》，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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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危机和 2009 年乌克兰事件那样的大起大落。相反，全球油气市场反应平
稳，甚至称得上是稳中有降。也就是说，2014 年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并没
有刺激全球油气价格大幅上升。
西方国家宣布以及追加制裁措施之后，欧美股市反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幅，
欧洲的电力价格也呈现下降趋势。伴随着美国稳步退出量化宽松、欧美经济预期
疲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以及全球总体需求下降等诸多因素影响，全球油气主要
大宗商品价格开始走低。近期，荷兰 TTF 天然气交易中心价格在两个月内下降了
9.2%，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WTI）价格跌至每桶 98.51 美元，而纽约
商品交易所天然气期货价格则跌至新低。印度大宗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合同在
2014 年 4 月一度触及盘中低点每桶 6 213 卢比，但最终收于每桶 6 277 卢比，与之
前以每桶 6 270 卢比开盘，收于 6 282 卢比相比下跌了 8 个百分点。
据统计，俄罗斯的石油储量和产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13% 和 11%。俄罗斯日
产原油超过 950 万桶，出口约 700 万桶，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世界第二大石油
出口国。在天然气方面，俄罗斯的能源大国地位更为明显 ：拥有全球已探明天然
气储量的 32％，位居世界第一。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天然气出口
国，其周边邻国乃至西欧国家都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从 2005 年到 2012
年，俄罗斯出口石油继续向亚洲倾斜，然而欧洲仍是其重要方向（见图 2）。目前，
俄罗斯已成为欧盟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和铀的供应方。欧盟原有 15 个成员国从俄
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数量分别占总进口量的 25％和 40％。① 欧盟现有的能源
2005年俄罗斯出口结构图

2012年俄罗斯出口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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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俄罗斯石油出口结构变化（2005-2011年）②

① 田帆：《综述：欧盟以一体化寻求能源安全》，新华网，2005年1月14日，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05-01/14/content_2457632.htm。
②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2, 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china/
bpchina_chinese/STAGING/local_assets/downloads_pdfs/. 作者根据BP统计年鉴估算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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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状况以及未来能源需求潜力，都决定了欧盟能源市场会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事
件比较敏感。鉴于俄罗斯是重要的油气生产和出口国，乌克兰是关键的天然气通
道国，而全球油气市场并未遵循惯例，出现大幅动荡，其背后隐含着俄、欧、美
之间复杂的能源博弈。

二 俄罗斯坚持以我为主的能源政策
俄罗斯国土上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油气资源储量尤为突出。因此，
俄罗斯通常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扮演全球能源供应者（平衡者）的角色，其在国际
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十分关键，在保障欧洲能源安全和亚太地区油源多元化这
两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俄罗斯还以石油和天然气为王牌，屡打“能
源牌”。乌克兰问题久已有之，苏联时期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就发生过多
次天然气纠纷，特别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冲突，只是它们基本上算是内部矛盾，
对外界影响不大。但苏联解体后，2006 年和 2009 年的两次俄乌天然气之争则截然
不同，它们吸引了西方领导人和世界媒体足够的眼球，很多人都开始怀疑俄罗斯
能否被当做欧洲市场上的可靠的天然气供应国。在过去几年里，已有多个国家因
为与俄罗斯发生经济或者政治冲突而被其暂停或者减少能源供应，这些国家包括
拉脱维亚（2005 年）、立陶宛和格鲁吉亚（2006 年）、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2007 年）
以及捷克（2008 年）。① 2006 年和 2009 年的两次俄乌天然气之争，显现出能源与
中东欧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存在密切关联。
自 2003 年开始，俄罗斯联邦政府强力介入能源领域，强化了国家对能源工
业的控制，通过整肃“尤科斯”石油公司并叫停石油企业私有化计划，限制私营
企业联合，壮大了国有石油公司的力量，并最终在普京总统的亲自指导下制定出
能源强国战略。2008 年 5 月，普京又签署《俄罗斯联邦关于实施对保护国防和
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主体进行外国投资的程序法》。② 这项法律将 42 类
行业列为战略行业，包括核能、航空航天、武器生产和销售以及在联邦级矿产地
进行地质勘探和开采等。对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等机构进行的交易，该法律予
以严格规定。外国投资者如有意购买俄罗斯战略行业企业 25％以上的股份，必须
事先获得俄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如果有意购买俄罗斯战略行业企业 50％以上的股
份，或者购买在联邦级矿产地勘探开采企业 5％的股份，则必须事先同俄执法机
① 程春华：《俄罗斯与欧盟能源冲突的应对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
年第2期，第135-140页。
②《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外国投资具有战略意义企业的程序法》，商务部网站，http://ru.mofcom.
gov.cn/article/jmxw/200805/200805055168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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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协商。① 这项法律为俄联邦政府在油气产业集权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也重塑了
国内油气生产者和外国投资者的关系。②
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解体之后欧亚地区既有的油气运输管线大部分都被俄
罗斯继承了下来，从而使俄在该地区能源下游供应方面获得了先天优势。俄罗斯
与乌克兰、欧盟之间存在相当紧密的天然气供应关系。包括欧盟成员国和非欧盟
的巴尔干国家在内，欧洲 30% 的天然气消费由俄罗斯供应，芬兰、波兰、匈牙利、
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天然气供应则全部依靠俄罗斯。同时，俄
罗斯供应欧盟的天然气中又有 30% 是经由乌克兰的管道输送的。当亲西方的乌克
兰新政权成立后，俄罗斯不断向乌追讨其所欠的天然气债款。根据俄罗斯天然气
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统计，目前乌克兰对俄天然气债务高达 22 亿美元。在
乌克兰迟迟未能清偿债款的情况下，俄总统普京直言未来乌克兰只能通过预付款
方式向俄购买天然气。③ 2014 年 4 月 3 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取消对乌克兰出口天
然气的零关税优惠政策，从而使俄罗斯对乌出口天然气价格从 2013 年年底的每千
立方米由 268.5 美元大幅提高至 485 美元。
近年来，俄罗斯始终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策略，尽力维持自身垄断欧亚油气
出口通道的特殊地位，并对各种新兴的替代线路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和欧盟一度
曾打算在欧亚地区修建绕开俄罗斯油气管道设施的“南部能源走廊”，即从土库曼
斯坦出发到阿塞拜疆的“跨里海天然气管道”（Cross-Caspian Gas Pipeline），但遭
到俄罗斯的强硬反击。俄迅速有针对性地筹建了旨在将俄天然气从黑海海底输送
到土耳其的“蓝溪”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宣称依据管理里海的相关法律规定，“跨
里海天然气管道”不仅违法，而且将造成巨大环境污染。④ 与此同时，为满足土耳
其日益增加的天然气需求，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克服重重技术困难，着手修建“蓝
溪”天然气管道。与此类似，遭俄罗斯抵制的还有“哈萨克斯坦 - 里海运输体系”
（Kazakh-Caspian Transportation System，KCTS）计划。⑤ 此外，俄罗斯国有石油
巨头还筹划修建自俄罗斯经黑海到意大利的“南溪”管道，该管道绕开了原先由
①《俄出台法律规范外商在战略领域的投资活动》，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
newscenter/2008-05/07/content_8124272.htm。
② Ivan Panov, “Constrai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s to subsoil use in Russia,” Journal of World Energy
Law & Business, Vol. 1, No. 3, 2008, pp. 225-227.
③ “Putin: Gazprom to Be Forced to Switch to Pre-paid Supplies amid Ukraine not Paying for Gas,”
April 10, 2014, https://www.kyivpost.com/content/ukraine/putin-gazprom-to-be-forced-to-switch-to-pre-paidsupplies-amid-ukraine-not-paying-for-gas-342915.html.
④《里海天然气管道建设生态问题》，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2011年10月11日，http://radiovr.com.
cn/2011/10/11/58543072/。
⑤ KCTS计划联通已经运营的巴库-提比里希-赛和（Baku-Tbilisi-Ceyhan）石油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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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输往欧洲天然气总量约半数的必经之地乌克兰。
尽管俄罗斯手中掌握着强大的能源地缘政治工具，也完全有能力利用天然气
大做文章，但在处理此次乌克兰危机并与西方进行对抗的过程中，俄虽宣布取消
对乌天然气关税优惠，但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真正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
个中缘由耐人寻味，笔者认为俄罗斯目前仍然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不希望政治
冲突影响俄罗斯的能源利益。

三 美国主动通过能源武器遏制俄罗斯
最近五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天然气产量及其流动预期的
大幅增加削弱了俄罗斯的能源地缘政治地位。在页岩气革命助推下，美国天然气
产量激增。国际能源署（IEA）2013 年 10 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或已取
代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国，标志着国际能源格局出现重大变化。① 产
量的爆炸式增长压低了美国的天然气价格，使其在国际市场上体现出显著的价格
优势。作为天然气第一大资源国和生产国，美国对油气价格的控制能力是其他任
何国家无法比拟的。当前，全球能源生产中心逐步向美洲大陆转移，而北美又是
世界油气产量增长最快的地区，业界称之为“新中东”。“新中东”的崛起，悄然
改变了世界油气的大格局。
在传统全球能源治理环境中，美国是笃信建章立制逻辑和市场力量的玩家。
目前的国际石油市场已不再是简单的货物交易市场，而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开始着手建立石油期货交易体系，
从而最终掌握石油定价权，并导致国际油价基本上都操控在西方大国和国际资本
集团手中。国际一些大银行、投资基金和其他金融投资者通过远期商品交易，以
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来决定商品价格。目前，世界 2/3 的原油价格是在伦敦国际原
油交易市场以下赌注方式决定的。国际金融市场力量空前强大，金融资本势力坐
大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使其位于金字塔顶端，支配着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作为
一种金融产品，石油严重受到美国治下的国际金融体系影响，石油的金融化趋势
越来越明显。美元的石油地位、美元债券、期货市场以及美国对全球近 70％石油
资源及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控制决定了美国掌握全球石油定价权。
美国坚持能源资源的开发应具有开放性，主张生产国 - 过境国 - 消费国之间
相互依存来维护能源供应和消费的稳定性。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先后通过
① Russell Gold and Daniel Gilbert, “US is Overtaking Russia as Largest Oil-and-Gas Producer,” October
2, 2013,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49250457911136024527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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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操作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人为打压了国际油气价格。未来，美国或将在战
略上继续打压油价，以削弱俄罗斯的能源影响力和总体经济基础。根据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的分析，如果国际油价跌至每桶 80 美元之内，俄罗斯政治将会
重复 20 世纪 90 年代动荡不安的局面。因此，通过操纵油气价格来削弱俄罗斯的
影响，是美国充分利用现有国际规则展现自身实力的最佳途径。
美国早就对俄罗斯之前数次单方面向乌克兰“断气”的行为耿耿于怀，如今当
乌克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再度面临“断气”风险时，美国国内反响强烈。在美国石
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的引领下，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等能源
企业积极游说国会出台放松天然气出口监管的法律。在这些企业的推动下，华盛顿
K 街的游说公司通过打乌克兰危机牌，在国会推动新的油气出口立法程序。2014 年
3 月的前两周时间里，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中有不少于六个要求加速液化天然气
出口的议案被提出讨论。与此同时，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四国驻美大使
也联名致信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约翰·博纳
（John Boehner）
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
里德
（Harry Reid）
，
希望美国国会推动加快天然气的出口审批。① 博纳很快发表声明，
指责奥巴马总统未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做出及时反应，呼吁奥巴马动用
手中的行政权力加速天然气出口审批，以此制衡普京。
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支持通过出口更多的美国天然气来削弱俄罗斯的能源
主导权。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埃德·罗伊斯（Ed Royce）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不
把天然气视为回应俄罗斯行动的“软实力”。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主席、共和
党人弗雷德·厄普顿（Fred Upton）也认为，扩大液化天然气出口为美国对抗俄罗
斯的能源影响力提供了机会，而且美国本身就肩负着开展能源外交的责任，理应迅
速采取行动。② 马克·尤德尔（Mark Udall）、玛丽·兰德里欧（Mary Landrieu）、马克·
贝吉奇（Mark Begich）等民主党参议员也感到，让天然气发挥地缘战略价值的时
机已经到来，赞成通过立法加速液化天然气出口的审批进程。③
向欧洲大量出口天然气固然是美国遏制俄罗斯能源利益的手段之一，然而截
至目前，通过能源部审核的六个美国天然气项目每天可出口天然气只有约 2.43 亿
立方米，而欧洲 2013 年每天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数量就高达 4.57 亿立方米。这迫
使美国和欧盟加快《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如果美欧
① Josh Lederman, “Ukraine’s EU Neighbors See US Gas as Russian Hedge,” March 10, 2014, http://
www.downstreamtoday.com/News/ArticlePrint.aspx?aid=42538&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② Barney Jopson, “Crisis in Ukraine Reshapes US Debate on Gas Exports,” March 4, 2014.
③ John Fund, “Counter Putin with Natural-Gas Exports: Obama Should Ignore the Green Lobby and
Expedite Exports to Europe,” March 9, 2014,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372982/counter-putinnatural-gas-exports-john-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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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短期内签署 TTIP，欧盟将可把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作为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重要
进口替代。眼下，美国正在考虑加快对非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发放液化天然气出口
许可证的审批速度，首批液化天然气项目有望在 2017-2019 年之间实现对外出口。
虽然短期之内，美国无法把大量液化天然气出口至欧洲国家以制衡俄罗斯，
但却可以在进口终端建设和开发页岩气等方面为中东欧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利用
自己掌控的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为这些国家解决能源进口项目的融资问
题，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天然气储备，并在优化监管过程与完善税收计划等领域提
供指导。①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强调，“俄罗斯违背了与乌
克兰签署的协议，该协议规定由俄方提供低价天然气，乌方作为交换提供黑海舰
队基地 25 年免费使用权。”普萨基同时称，美国正在事关能源安全、能源利用率
与能源改革的领域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乌克兰，包括提供经济财政和技术援助。此
外普萨基也证实，美国正与乌克兰和盟国在西部边界进行合作，促使它们改变管
道内的天然气流向，以保证乌克兰在需要的时候能获得足够的供应。②
就长远而言，随着美国的液化天然气通过自由贸易慢慢进入国际市场，全球天
然气市场将进一步透明化和去政治化。借助液化天然气出口这一经贸手段，美国可
以最大程度地抢占国际天然气市场份额，挤压俄罗斯天然气的市场空间。根据剑桥
能源咨询公司（IHS CERA）总裁丹尼尔·耶金的预测，美国作为天然气买方市场的
边缘化将迫使更多液化天然气前往亚洲寻找市场，但亚洲绝不可能吸纳所有的天然
气供应。因此，欧洲就成为可以争取的市场，在现货市场自由交易的液化天然气能
够夺走根据长期贸易合同签订的管道天然气的部分市场份额。③ 总之，美国液化天
然气出口无疑将推动全球天然气市场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天然
气地缘政治影响力将会不断提升，最终与俄罗斯形成真正的竞争关系。

四 欧盟被动应对乌克兰危机后的能源安全局面
对欧盟及其成员国而言，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其重要前提就是保证能
源的供应安全。④ 俄罗斯不仅是目前，也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欧盟能源进口的重
① Coral Davenport and Steven Erlanger, “U.S. Hopes Boom in Natural Gas Can Curb Putin,” March 5,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3/06/world/europe/us-seeks-to-reduce-ukraines-reliance-on-russia-fornatural-gas.html?action=click&contentCollection=Opinion&module=RelatedCoverage&region=Marginalia&
pgtype=article.
② “U.S. Accuses Russia after Putin Warning on Gas Supplies to Europe,” April 10, 2014, http://
uk.reuters.com/article/2014/04/10/uk-ukraine-crisis-idUKBREA3709O20140410.
③ [美]丹尼尔·耶金：《能源重塑世界》（上），朱玉犇等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年
版，第296页。
④ 于建华：《欧盟对外能源合作若干问题探析》，载《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春季号，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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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源地。欧盟和俄罗斯《能源合作声明》强调，“俄罗斯拥有进入欧洲能源市
场的特殊权利”。目前，欧盟市场上约 30% 的石油和 40% 的天然气依靠俄罗斯的
输送。① 随着欧盟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俄罗斯能源在欧盟市场的份额会
相应增加。2009 年乌克兰天然气危机发生以来，欧盟一直在不断调整与俄罗斯
的经济关系，努力推动能源供应尤其是天然气来源的多元化。2003 年，俄天然
气在欧盟天然气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仍高达 45%，但到 2012 年，这个数字已减
少到 31.9%。至 2020 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数量可能将减少到 450 亿
立方米，与俄罗斯目前供应量的 1/4 持平。 ②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后，欧盟讨
论了如何加速调整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欧盟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认为，欧洲需要一种能源交易的新方式，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要
重新考虑能源政策。目前，德国仍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也是俄罗斯天然
气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德国每年使用的 800 亿立方米天然气中，有 1/3 是从俄
罗斯天然气公司进口的。未来，德国将加大替代能源进口，并通过提高能源效率
减少需求量，计划由煤炭和可再生能源补足大部分需求。英国外交大臣黑格指出，
随着时间推移，欧盟会被迫重塑它们与俄罗斯的能源和经济联系方式。③
意大利埃尼集团（ENI）也认为，欧洲可以通过开发自己的页岩资源并且增加
对核能和煤炭等其他能源的使用来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④ 意大利每年使用
700 多亿立方米天然气，是欧盟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第二多的国家。乌克兰危机的发
生，使 2015 年后俄罗斯经乌克兰南部地区通往意大利的 2 400 公里天然气管道项
目陷入未知。眼下，欧盟正寻求打造另一条从阿塞拜疆经土耳其和希腊进入意大
利的天然气管道，然而这条管道在 2019 年之前都不具有可操作性。倘若没有南溪
管道的话，欧洲可能很难获得足够的天然气来满足需求。
虽然从总体上看，欧洲目前在能源供应来源方面仍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依旧
严重依赖从俄罗斯进口油气资源。但是，美国天然气流动规模的市场预期已经压低
了全球天然气价格，欧洲各国正在转向挪威、卡塔尔和美国寻求天然气供应来源的
多元化。事实上，俄罗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未来欧洲从美国及其他周边国家进口天
然气对自身利益带来的潜在冲击。俄罗斯本来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其供应欧洲的天然
① 孙晓青：《当前欧盟对俄关系中的能源因素》，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2期，第36页。
② “Report: EU Gas Imports from Russia could Drop a Quarter by 2020,” Energy Week, April 10, 2014.
③ “William Hague: EU Discusses Need to Reduce Reliance on Russia Energy,” March 18, 2014, http://
www.kyivpost.com/content/ukraine/william-hague-eu-discusses-need-to-reduce-reliance-on-russian-energy339768.html.
④ “Eni Plays down Sanction Fears over Russian Oil and Gas,” March 19, 2014, www.bbc.co.uk/news/
business-26641452.

· 49 ·

乌克兰危机中的能源博弈及对中国的影响
气量作为反制西方制裁的杠杆，但如今却发现这一策略越来越难实施。因为它固然
可以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来有效威胁乌克兰，但这样做同样会危及欧洲市场。
由于俄欧经贸联系异常紧密，这样做反而会使俄罗斯经济特别是国家财税收入遭受
负面影响。鉴于当前俄罗斯低迷且不稳定的经济状态，只有当国际油价保持在每桶
115 美元左右时，俄财政才能维持平衡。况且一旦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出口中断，其
利润收益和分红将随之锐减，俄国家财政将蒙受巨额损失。就目前局面而言，一方
面，轻易动用能源作为武器不但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应有的政治影响力，反而将造成
巨大的声誉损失，并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体投资环境不佳，
俄能源基础设施极度缺乏投资资金，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运营也不大以市场为导向，
这些问题都使俄在能源地缘政治游戏中变得捉襟见肘。

五 俄欧美能源博弈对中国的影响
俄欧美三方激烈的能源博弈，围绕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全球治理的建章立
制逻辑而展开，由此对全球能源治理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就传统而言，俄罗斯
是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主要玩家，通常将油气资源当做施加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
具，据此开展相应的战略布局，推行资源民族主义、控制油气运输通道，从而给
相关油气消费国带来地缘政治风险。在能源外交方面，西方国家一般认为俄罗斯
利用能源出口换取政治利益。如上所述，在全球能源市场体系中，俄罗斯天然气
出口收入对欧洲的依赖大于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
是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和过境国，能源在乌克兰危机中仍可能是相关各方推进自
身内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能源利益对乌克兰危机各方都至关重要，也会深刻影响
主要大国的政治博弈。俄罗斯主要采取“以我为主”和“政经分开”的能源政策，
美国则主动进攻、利用能源价格和金融武器遏制俄罗斯，未来更可能通过对欧出
口液化天然气来打压俄罗斯的能源影响力。欧盟的能源结构决定了眼下其只能实
行被动能源安全政策。乌克兰危机后的能源博弈给中国带来了以下几方面影响。
第一，潜在的俄罗斯能源出口重心东移产生的东亚能源博弈效应。俄罗斯能
源对东亚国际关系有很大影响。近年来，中日韩和东南亚国家对俄罗斯油气的依
赖度都在上升，东亚主要经济大国日本、韩国和中国，都存在较大的能源供应缺
口，能源对外依赖严重，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能源运输也都主要依赖印度洋 马六甲一线，俄罗斯扩大出口有利于东亚能源安全。然而，东亚各国缺乏有效的
能源安全协调机制。东亚主要能源消费国之间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疏于协调的状
态。各国的能源进口来源和进口路线较为接近，互相间存在着较多的同构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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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亚地区缺乏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和对话平台，加上一些尚未解决的冲突和
潜在热点，深层次的不信任阻碍了东亚各国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特别是俄罗
斯也利用东亚国家缺乏信任的弱点，不断实现能源利益最大化。乌克兰危机的爆
发与深化，为推动俄罗斯重视并加强对华能源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国应借机主动
对俄施展能源外交，化解俄罗斯对华能源需求的警惕之心，避免中日两国在俄罗
斯能源问题上进行恶性竞争。面对乌克兰危机后可能形成的能源机遇，中日韩三
国能源合作有助于形成能源消费联盟，实现多方共赢，利用俄罗斯扩大出口机遇
减少中日韩三国的供给源风险、价格风险、运输风险和溢价冲击四大风险。
第二，务实推进中俄能源合作具有相当紧迫性。随着乌克兰事件的发展，俄
必定加大向东方向的能源出口。另外，俄罗斯为开发和复兴远东经济，主要依靠
其当地的能源输出。中国作为全球能源的战略买主，在与俄开展能源合作过程中，
应该有充足的政治信心和意愿。尽管中俄在能源合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与
中俄高水平的政治关系不相对称，两国之间在能源领域合作还存在一些现实和潜
在的问题。就俄罗斯而言，俄罗斯对华能源出口是其整体能源外交和能源战略的
组成部分，俄寻求自身能源出口安全和利益最大化。俄罗斯对华能源出口时常会
从地缘政治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出发，俄国内部分人士对中俄能源合作心存疑
虑。他们担心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担心中国对俄实行“人
口扩张”和“经济扩张”。俄罗斯甚至还存在一种与中国能源合作的“吃亏论”，
认为拿作为战略物资的石油来兑换中国的日用品对俄罗斯不利，这将使俄罗斯成
为中国的“原料附庸”。这些错误观点严重影响了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进程。
此外，两国能源合作还受到俄罗斯能源开采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俄两国能
源上存在互补关系，能源合作应当建立在能源充足供应的基础之上。但是，中俄
能源合作可能会受制于俄罗斯实际的能源开采量。由于俄罗斯能源储量一直对外
保密，其最终能源储量和探明的增加量都不得而知，因此，即使远东输油管道建
成之后，能否满足每年 8 000 万吨的输油能力很难保证。就连俄罗斯专家也担心，
俄若无力履行两国的能源合同，可能最终会影响到中俄关系。① 中俄能源合作的形
式应更加多元化，改变传统的单纯油气供需关系。中俄两国之间的能源合作通常
指的是双方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的买卖关系，这不利于俄罗斯改变单纯的原料供
应国的地位。因此，中国在开展能源合作过程中，应当注重合作形式的多元化，
既可以包括原油、原材料、化工产品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参与油气的勘探、开采、
管道铺设等基础设施的合作，甚至在电能、水能和新型替代能源等方面也有很大
① “RUSSIA/CHINA: Energy Ties Yield Mutual Benefits,” Oxford Analytica Daily Brief Service,
September 2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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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中的能源博弈及对中国的影响
的合作空间。
第三，中国应重视能源合作的机制和第三方因素。中国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
依托，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能源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能源战略多元化
的实现，而且可以对中俄能源合作起推动作用。中哈石油管道建成后，不仅中亚
国家可以加大对华石油出口，俄罗斯也会向这个管道注入石油，以弥补铁路运输
对华能源出口的不足。将来这条管道还可以延长至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
甚至与俄罗斯、伊朗的石油管道连接在一起，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网络，有利于上
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能源合作。由于能源丰富的中亚地区一直被俄罗斯视为自己
的“战略范围”，因此，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合作应当充分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努力
寻找和扩大两国在中亚能源合作过程中的利益交集。若中俄两国在中亚能源上出
现摩擦和争执，势必给外部力量介入中亚提供可乘之机。
第四，美国为了在能源领域继续遏制俄罗斯，势必进一步推动开放对中国的
经济和能源贸易合作。美国和中国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的能源消费国，在维护国
际能源价格稳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存在共同利益。美国在天然气、核能、
煤炭、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具有技术和资源优势，中国近年在这些领域对美国的依
存度逐渐上升。争取美国的认同与合作，避免与美国冲突，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极
为重要。未来美国或考虑对华出口液化天然气，以阻遏中俄形成能源供需同盟。
第五，中国作为世界能源领域的需求大国，也有必要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治理，不仅可以保证充足的外部能源供应，也有助于中国国内
能源问题的解决。乌克兰危机之后，中国更应该推动在能源地缘政治上维护产油
和输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在国际能源市场的有序运作上引导石油价格 ；分享石
油勘探技术、开展节能增效以及与能源相关的环境保护治理 ；在能源合作机制领
域不断融入和参与，加强与国际能源署的合作。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和
消费国，参与国际能源署紧急共享体系，在石油供应不稳定时期同国际能源署成
员一起采取行动，可以有效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平衡能
源合作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确定中国国家利益和现有国际能源机制的交汇点，通
过妥善运用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来实现有利于中国能源利益的国际环境。
【收稿日期 ：2014-05-10】
【修回日期 ：2014-05-22】
【实习编辑 ：谢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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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战略

【编者按】 全球公域是美国为北约量身定做的战略新概念，是这一概念从经济、环
境领域上升到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标志。研究北约的全球公域战略，有助于我们认识北约
从地域向公域的战略转型，从地区向全球的战略扩张，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制定中国的全球
公域战略以及探讨中美、中欧在全球公域治理的合作，乃至未来就全球公域的和平、安
全、开放问题展开与北约的对话，奠定理论与思想基础。为此，本刊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欧
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教授主持“北约与全球公域”专栏，在此特向王义桅教授和参与本
专栏研究的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全球公域战略与北约
安全新理念*
韩雪晴
【内容提要】 “全球公域”系指主权国家管辖之外的人类共有资源、区域与
领域。全球公域战略是北约为顺应国际安全形势变化所推出的重要举措，也是其
为促进自身转型所采取的关键步骤。在全球公域战略新语境下，北约在继承后冷
战时期以“进攻性防御”、“全球性防御”和“预防性防御”为逻辑主线的理念
前提下，进一步扬弃创新，继而形成以“综合安全”、“相对安全”与“合作安
全”为思想内核的安全新理念。在新战略、新理念的指导下，北约充分动员一切
可用的军事和民用资源，审慎而有选择地将有限的力量部署在国际海洋、国际空
域、外太空与网络空间等不为任何主权国家所有而全人类安全与繁荣所系之域，
以保障其成员国的安全利益与战略优势。面对北约“合作加防范”双轨制全球公
域战略，中国宜积极回应、力促合作，同时树立防范意识、加快自身能力建设，
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与北约携手为全球公域安全治理贡献力量。
【关键词】 北约；全球公域；综合安全；相对安全；合作安全
【作者简介】 韩雪晴，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邮
编：200092）。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4）
04-0053-27
* 本文为王义桅教授主持的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公共领域理论研究”
（项目编号：12BGJ038）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的建设性意
见，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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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是发端于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学术概念。1968
年，英国经济学家加勒特 • 哈丁（Garrett Hardin）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
表了《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哈丁设想古老英国村庄
存在一片向所有牧民开放的“公地”，每个牧民都可以在其中自由放牧，但过度放
牧会超越牧草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牧场收益下降。“所谓悲剧就在这里，每个人
都被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无节制地放牧，牧场的毁坏将是所有人的结局。公地的
自由使用为所有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① 哈丁的“公地理论”被应用到全球资源、
环境问题的分析中，由此拉开了“全球公地”研究的序幕。
“全球公域”系指主权国家管辖之外的人类共有资源、区域与领域。最早引
发对“公域”概念安全内涵关注的是美国著名地缘战略学家、海权论之父阿尔弗
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他在论及霸权国控制海洋时所产生的
战时商业利益时谈到，“海洋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所能提供的第一个和最明显的重要
性是一个广阔的公域，由此人们驶向四面八方”
。② 此后，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中，
国际海洋、国际空域等人类公共空间一直被许多国家视作“安全堡垒”与“战略
高边疆”。2003 年，美国学者巴里·波森（Barry Posen）在《国际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杂志上发表《主导公域：美国霸权的军事基础》一文，文章明确使用“全
球公域”概念，并指出“对全球公域的主导是确保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关键军事
动力。它允许美国更加充分地动员其他资源，包括其本身与盟国的经济、军事资
源”，“对全球公域的主导使得美国能够在短期内进行作战，即便是在美国没有永
久驻军的地方”。③ 由此，掀起西方世界全球公域安全研究的高潮。此后，美国学
者斯科特·贾斯珀（Scott Jasper）、亚伯拉罕·M. 登马克（Abraham M. Denmark）
等相继从安全视域出发，为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寻求新增长点，以应对新兴国家

①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No. 3859 (December 13, 1968),
pp. 1243-1258.
②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7, p. 25.
③ Barry R. Posen,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1 (Summer 2003), pp.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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