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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无孔不入，
气候变化来势汹汹，
信息空间、
碳排放空间争夺日趋激烈，
新因素正在显
著地影响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给地缘政治研究和学科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

地缘政治演变驱动力变化与地缘政治学研究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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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因子发生了显著变
化。首先，技术的进步、高速运输工具的诞生，传统的地理空间关系和地域联系都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空间距离所产生的效应在降低；其次，地缘政治博弈主体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借助
互联网，原来相对弱势的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在上升；第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
济利益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上升，地缘政治的冲突逻辑，正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的竞争逻辑；
第四，与气候变化相关联的新因素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越来越显著，碳排放权等相对虚化的
权利发展成为新的地缘政治争夺对象。在上述驱动力的作用下，地缘政治学发展和研究出现
了新的趋势：① 更加关注全球问题和从全人类视角研究问题，传统的主权国家概念受到严重挑
战；② 从对土地、能源矿产和海上战略通道等实体资源争夺，向信息权、碳排放权等相对虚拟的
资源转变；③ 重视新的能源类型和新的地域空间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④ 通过对传统地缘
政治学的批判，在研究内容上向所谓的“低政治”问题拓展，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
交叉和融合成为趋势；⑤ 地缘政治学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加多元；⑥ 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成为
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也为地缘政治研究带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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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自然和人文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信
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1,2]。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地缘环境的变化，使得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因子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其主要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空间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速运输
工具的诞生和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出现，使得空间距离所产生的效应在降低，传统的地
理空间关系和地域联系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3]；同时，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
信息空间和互联网作为新的空间形态出现[4]，并成为影响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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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其次，借助于信息空间和互联网，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等相对弱势的地缘政治博弈
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在上升。第三，碳排放权、自由民主与人权等相对虚化的权利发展成
为新的地缘政治争夺对象，或者作为地缘争夺的手段和工具[5]；第四，通过对传统地缘政
治学的批判，地缘政治学将广泛的社会、文化、性别、情感等所谓的“低政治”问题作
为研究对象[6-8]，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交叉和融合成为趋势。
随着这些新的驱动因子的出现，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方向和演进路径都会发生改
变。不同国家因对新驱动力作用下的格局演变趋势的把握能力和适应能力不同，必然导
致不同地缘政治体的实力出现消长。如何准确把握在这些新的因子作用下地缘政治格局
演变的新特点和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就成为地缘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

2 地缘政治格局演变驱动力的新变化
2.1 经济全球化与地缘经济的兴起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构成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传统地
缘政治中的政治、军事手段让位于经济和市场手段成为外交事务的重要工具，地缘政治
时代的对抗、冲突逻辑，正逐步让位于地缘经济时代的竞争逻辑[9]。地缘经济学是冷战结
束后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新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之
一 Edward Luttwak 的 《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 一文，奠定了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其主要观点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政治军事领域转移到经济领
域，在地缘经济学中，资本是火力，对市场的渗透取代了国外的基地和驻军[10,11]。未来地
缘政治博弈将从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转入经济领域，经济利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传统的国家政治利益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Joseph S Nye JR 从地缘政治手段和工
具的角度理解和阐释地缘经济，认为经济制裁和市场禁运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工具 [12]。陈
才认为地缘经济时代，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的
主轴[13]。而 Julien Mercille 则认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驱动力就是地缘经济[14]。
地缘经济学经过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发展演变，业已形成了美国、俄罗斯和意大
利三个主要学派[15]。国内地缘经济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国家及主要区域展开[16]，具有
明显的区域性，如以东北地区的高校、研究机构对地缘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探讨和对东北
亚区域地缘经济合作的研究[17]，以云南学者为主体的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缘经济竞争和
合作关系的研究等[18]。
地缘经济学说的兴起，大有取代地缘政治的势头。实际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是
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地缘经济兴起之前，地缘政治争夺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也可以说就
是经济利益。领土、势力范围、战略要地、资源产地和产品市场等，最终也都是为了转
化为经济利益。中国目前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适应了新的以地缘经济合
作和竞争为主轴的世界发展大势。这一方面为中国的强大资本和产能寻找投资和市场，
另一方面也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助推力。
2.2 信息技术进步与地缘空间的嬗变
随着认识的深化和技术的进步，空间的概念也在变化，不再仅仅是土地这么狭窄[19]，尤
其是在信息革命的引领下，信息空间发展成为新的地域空间类型 （图 1）。信息、互联网
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缘政治的研究实体和内容，模糊了主权国家之间的界线，导致了
权力分散，也正在改变世界政治[20]。地缘政治权力性质和权力结构，地缘政治权力的运
行模式、力量格局、竞争态势都受到了广泛冲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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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信息空间成为地缘政治新领域，并改
变了地缘政治体之间的力量平衡 互联网
缔 造 了 一 个 全 新 的 公 共 空 间 —— 信 息 空
间。信息空间超越了传统的地理空间，改
变了地缘政治既有的空间关系，并深刻影
响着传统地理空间中的地缘政治[21]。
信息空间突破了传统的地理空间的限
制，改变了以自然地理空间为依托的传统
地缘政治思维，从而使得地缘政治具有新
的空间结构特征。先前的守住国家边界和
天空就能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思维受到挑
战。信息和网络技术使得传统的国家间地
理边界的模糊与弱化，通过网络进入一国
领土内部变得非常容易而且难以发现，国
图 1 地缘政治空间的发展与演变示意图
家主权也从领土、领空扩展到“信息边
Fig. 1 The diagram of geopolitical spac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疆”。“网络主权”成为国家主权新的重要
组成部分，信息边疆安全相应地也成为国
家安全的重要环节。
信息空间不仅自身构成了新的地缘政治空间类型，而且改变了原有的地缘政治体之
间的力量平衡，使得通过网络参与国际政治的各种力量具有地位上的相对平等性，传统
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模式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国际政治将不再是政府专有领地。
传统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作为主导的国际政治主体，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
进步和民主化浪潮的兴起，个人必将成为政府、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之后的国际政治
的“第四主体”
。
2.2.2 信息技术催生新的地缘政治争夺领域 信息技术催生了新的地缘政治工具和手段，
如信息战、网络战作为新的战争形式，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开始被广泛运用。发达国家利
用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优势，利用对发展中国家在信息领域的“单向透明”，网络政治成为
重要的政治工具和手段[22]。如借助于社交网络，西方国家在中亚、西亚和北非等地区利
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帮助反对派，发动一系列所谓的颜色革命[23]。社交媒体的巨大动员
能力和传播能力，也成为恐怖组织传播宗教极端思想、招募和网罗恐怖组织成员的主要
手段。伊斯兰国组织的许多成员，就是通过网络招募和录用。网络展现出强大的政治、
军事和文化影响力，一场场发生在互联网上的舆论民意战、文化和意识形态战、信息情
报战等真实网络战争形态，开始在信息空间这个新的地缘政治领域频频上演。
2.3 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
随着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问
题。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自然灾害增加、环境恶化、生态退化等一系列效应，导致资源争
夺加剧、跨境移民和生态难民增加等问题，增加了国家间冲突[24]。美国国防部甚至研究
突发气候变化情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25,26]。伴随着气候变化而产生的对碳排放空间的争
夺、能源技术和市场的竞争，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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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9]。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塑造未来地缘政治的新格局[30-35]。
2.3.1 地缘政治争夺领域的拓展与争夺工具的更新 在气候变化驱动下，地缘争夺领域和
地域均有明显扩展，地缘政治争夺目标的拓展，必然会导致争夺工具的更新。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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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了传统争夺工具，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新的内涵，另一方面则衍生出新的
争夺工具和手段。
（1） 碳排放空间成为新的争夺领域和新的地缘政治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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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以军事
作为主要手段。而在气候变化驱动下，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争夺则首当其冲。这是在
气候变化背景下地缘政治争夺的显著变化。不同的国际碳减排方案，意味着不同的碳减
排空间分配，也就对应着不同的利益分配[36-38]。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已经累积排放了大量的
二氧化碳，现在的总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也很高；而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和城
镇化过程中，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所需的排放空间巨大，理应得到优先满足。今后，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碳排放空间的争夺将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
也会因不同的碳排放空间分配方案展开竞争和博弈。
（2） 碳关税和低碳贸易壁垒成为地缘政治新手段。在全球减排的背景下，发达国家
利用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领域的优势，试图通过碳关税等低碳贸易壁垒，提高本国产品
竞争优势[39]。近年来，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均提出将对进口的高含碳量的产品征收碳关
税，虽然其表面理由是对没有强制减排的发展中国家征收碳关税，有利于公平竞争，而
这些国家的真实意图是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出口大国，为排放的二氧化
碳支付成本。
2.3.2 地缘政治博弈主体的重组 （1）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与日俱增。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对气候变化谈判施加的影
响也越发显著，日益彰显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40]。诸如气候组织、绿色和平组织，
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行动网络、全球风能理事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气
候谈判框架的形成以及帮助贫穷人口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通
过加入或配合政府谈判影响气候变化进程；或利用组织自身的研究成果和科学数据，发
布评估报告，对相关决策产生影响；或者直接提出自己的气候谈判议题和气候治理架构
等。非政府组织还积极唤起公众的环境意识，协调受影响的公众，共同抵制大型跨国公
司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非政府组织还对国家决策者进行游说，同时对各国执行
相关的国际协议进行监督。虽然非政府组织还不能主导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但其
影响确实是与日俱增。
（2） 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不同，内部出现了分化和重组。全球气候谈判对于发达国
家来说意味着量化减排责任，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要保障发展权，但对于
特殊的小岛屿国家却意味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因各国经济发展
水平、自然条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不同，导致诉求不完全一致，内部也出现了次一
级的利益集团，如“基础四国 （巴西、南非、印度、中国） ”、“OPEC 国家”、“小岛国
联盟”、“最不发达国家联盟”、“热带雨林国家联盟”等。目前“基础四国”在气候变化
谈判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小岛国联盟”也由于生存受到威胁，其诉求也得到了
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同情，并被用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施压。虽然在对抗发达国
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方面，发展中国家尚能一致对外，但在涉及各自
国家利益方面，发展中国家联盟 （77 国集团+中国） 面临分化，内部出现了重组的端
倪。未来需要以“基础四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联盟，照顾到不同层次发展中国家的诉
求，平衡发展中国家内部利益冲突，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4 能源结构转换与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消长
由于能源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因而世界能源生产中心同时也成为各种政治、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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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争夺的焦点。能源地缘政治研究，历来是地缘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领域，能源安
全与油气管道走向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41,42]。世界能源结构的每一次转换和能源中心的每
一次迁移，都导致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相应的变化[43]。凡是在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
阶段，应对及时、适应能力强、能源结构转换快的国家迅速乘势崛起，反之则导致衰落。
2.4.1 新能源技术成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权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资源是传统地缘政治及其
制权理论演绎的逻辑起点[44]，而能源又是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在历史上，对能源的争
夺一直是引起国际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45]。核心能源消费结构的转换是大国地位
消张的重要影响因素，无论是 17 世纪的荷兰，19 世纪的英国，还是 20 世纪的美国，它
们在能源供应和控制上的优势对其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都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46]。荷
兰、英国和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拥有价格低廉的能源，这种能源优势转化成了经济
优势，进而转化为军事优势和地缘政治优势 （图 2）。新能源发现、开发利用技术变革和
创新体制的变化是一个国家能否最有效利用能源的基础，也是大国兴起的力量之源。历
史上能源的主导权，关系到权力转移和霸权更迭。获得新能源主导权的国家通常也是技
术创新和制度变革的领先国。在对未来国际体系主导权的争夺中，新能源的主导者也将
会改变全球权力格局。因此，各国新能源竞争不仅关系到能源权力转移也关乎国际体系
转型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兴衰。

图2

能源结构转换与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传导机制

Fig. 2 Energy structure change and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o the geopolitical evolution

2.4.2 新能源与低碳技术成为地缘政治战略争夺的制高点 谁引领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技术的潮流和占领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能赢得未来国际竞争的主动权。随着气候变化成
为人类面临的长期挑战，发展绿色经济、低碳技术、清洁能源、新能源成为国际社会的
共识，各国都在加快向低碳、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步伐。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
质能等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有实力的国家还在进行碳捕获、储存和利用等方面的探
索。在未来，新能源技术将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舞台，谁能在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具有
竞争优势，谁就可以在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3 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3.1 日益强调全球和全人类视角，传统的主权国家概念受到严重挑战
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许多理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
主权国家争夺世界霸权，或是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缘政治研究也多从本国利
益出发，缺少全球和全人类视角。然而随着全球环境变化、跨国犯罪、恐怖主义、信息
安全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其影响也跨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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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具有全球特征，这也意味着解决地缘政治问题的思路需要从国家视角向全球视角转
变 [47]。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日益重视，人权对主权的挑战已成为当前
国际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尊重，已成为国际社
会的基本共识[48]。
未来的研究中如何协调和把握地缘政治的“主权性”（或称“国家性”） 和“全球
性”，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由此带来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冲击，以及对地缘政
治学理论发展和方法更新的影响等，都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问题。
3.2 从对土地、能源矿产和海上战略通道等实体资源争夺，向信息权、碳排放权等相对虚拟
的资源转变
随着人类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信息技术日益成为地缘政治的核心要素，并对地缘政
治力量对比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背景下，地缘政治格局的
演变，地缘政治发展规律也将发生新的变化。随着网络地缘政治新平台的出现和制信息
权等新手段的涌现，将进一步增加信息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 [49]。因此，关注这些新
手段、新平台，将成为信息时代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地缘政治学发展演变轨迹和争夺的焦点来看，地缘政治争夺从注重硬实力 （海
权、陆权和空权） 向关注软实力和虚拟资源等方向转变。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博弈在强
调硬实力的同时，也更加强调软实力和巧实力，注意抢占道德制高点。从地缘政治争夺
的目标来看，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已经普遍关注软实力、信息技术、气候变化等对地缘
政治格局影响，这些相对“虚拟”的要素已被纳入地缘政治学研究中，并日益受到重视。
3.3 重视新的能源类型和新的地域空间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新的能源类型包括新能源和非常规能源两个方面。随着新能源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
降低，新能源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
现。新兴的新能源大国的影响和作用在显著上升，尤其是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话语
权上升，对谈判的主导作用增强。从近期发展趋势来看，非常规能源的技术突破，也使
得以传统能源为主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以页岩气、油砂和可燃冰
等为主的非常规能源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50,51]。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粮食安
全和地缘政治问题相互交织，是当前地缘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52]。
随着气候变暖，北极冰盖加速融化，北极资源开发和航道商业运营逐渐成为现实，
使得这个寒冷地区迅速成为一个热点地区[53,54]。目前，围绕北极地区的海域边界划分、资
源开采、航道开通等海洋权益的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 [55]。可以预见，北极将对未来的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将为领土、自
然资源、航路等展开激烈博弈，北极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竞争热点[56]。
3.4 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批判，在研究内容上向所谓的
“低政治”
问题拓展
传统地缘政治主要以国家间的关系为对象，主要局限于领土和空间、地缘状况和世
界政治地图的演变等，关注的是“强国之术”和“霸权之道”，而对诸如全球环境变化、
国际金融流动、非政府组织、互联网政治等对国际政治格局影响巨大的重大问题，传统
地缘政治研究不能做出很好的理论回应，这就使得批判地缘政治学应运而生[6,57]。
批判地缘政治学在对传统地缘政治学进行审视和批评的基础上，结合信息社会和经
济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拓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
不断加快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与此相对应，一些新的思潮、理念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显现，为人们对传统地缘
政治学的反思和批判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时代背景。地缘政治学已经不再仅仅把军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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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等所谓的“高政治”问题作为研究议题，也把经济、文化、种族、性别、情感等所谓
的“低政治”问题纳入研究领域[58]。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交叉和融合成为
重要趋势。
3.5 地缘政治学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多种方法引入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中
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研究以现象描述、定性分析和归纳总结为主，在方法上侧重于定
性分析和实证研究。随着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向模型化和定量化的转型，地缘政治学的研
究方法也有了新的进展，其他学科的许多研究方法被引入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等研究领
域，为深入和准确地揭示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演变规律提供了有力手段，也为学科的发
展进步提供了手段。
（1） 概念分析模型在地缘政治研究中运用渐趋普遍。近些年来，地缘政治研究中广
泛采用概念分析框架与概念模型方法，以揭示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和地缘政治
诸要素的互动关系。概念分析框架和模型的提出和运用，为地缘政治分析研究提供了新
的手段和视角[59,60]。未来的研究中除了继续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框架和模型外，还应该集中
于框架的整合，以提出更具规范性的框架和概念模型。
（2） 指标分析和计量模型逐步得以运用。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借鉴国家竞争力、
政治影响力和综合国力评价等方法，构建了地缘政治力量或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61]，
并选择典型国家进行系统评价和对比分析[62]。地缘政治学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研
究方法，将计量经济模型[63,64]、人工鱼群和能量地形仿真[65,66]、欧氏距离[67]、尺度分析[68]等
方法引入到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中。
3.6 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外交转型，正在深刻地影响当前和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并给
地缘政治学研究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的发展，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
济体，与经济实力上升相对应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已经超越周边，辐射全球。中国的崛
起和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壮大，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空前。2013 年以来，中国新一
届领导集体改变了近年来以大国外交为重点的战略，提出了以周边外交为重点的转型。
在此战略基础上，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及配套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 等后续行动计划。围绕“亚投行”成立和创始成
员国席位的明争暗斗，已经对现有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显示了中
国的强大影响力和改变世界格局的巨大推动力。随着连接亚、欧、非的“一带一路”战
略的实施，亚洲的互联互通和“命运共同体”建设，都必将对未来世界的力量平衡和格
局演变产生巨大影响。伟大的实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符合时代潮流需求的理
论，将会引领时代的社会实践。由中国实力增长所引发的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和格局变
动，将对地缘政治战略研究提出新的挑战，同时也为地缘政治学科发展带来新的机遇[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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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driving forces of geopolitical evolution and
the new trends in geopolitics studies
WANG Limao1, MOU Chufu1,2, LU Dadao1
(1.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driv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geopolitical situation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Firstly,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birth of high- speed
transportation means have changed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relations and regional connection.
Distance influence is less than before. Secondly, individuals,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relatively weak geopolitical gamer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by means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Thirdly, on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status has a higher position in national strategies, geopolitical
conflict logic is being replaced with geo- economic competition logic; Fourthly, new factor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new energy and low-carbon economy, impact on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re increasing significantly; Fifthly, carbon emission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so called virtual
resources, have become a new geopolitical competitive object. Geopolitical studies have
expanded to social, cultural, emotional and gender issues. Under the action of the driving
forces, some new trends of geo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emerged: (1) Geopolitical
stud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global issue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is shifting from the view of
nation to the view of humanity.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tate sovereignty is seriously being
challenged. (2) Competition objects expand from physical resources of land, energy, mineral
resources and offshore strategic channels to the information rights, carbon emission rights and
other relative virtual resources. (3) Renewable and unconventional energy, like liquid bio-fuels
and shale gas wi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future geopolitical evolution, and the Arctic is
the new focus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4) By criticizing traditional geopolitics, the research
content expands to the so- called "low politics" issues, such as culture, gender and emotion.
Integration of geopolitics and geo- economy, geo- culture is becoming a trend. (5) Research
methods of geopolitics are from qualitative analysis, semi- quantitative model to quantitative
model. (6) With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change the global geopolitical pattern, which brings opportunities for the geopolitical
study, especially for the Chinese studies.
Keywords: geopolitics; geo-economics; evolution; driving force; new tre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