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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外空活动的增多和外空环境的恶化， 外空可持续性发展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

注。 对外空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研究应突破传统纵向思维， 应从横向角度进行考量， 倡导现阶段

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外空活动， 这就需要践行外空国际合作原则。 在 １９６７ 年

《外空条约》 和 １９９６ 年 《外空国际合作宣言》 语境下的外空国际合作， 应该是在相关国家意思

自治、 平等互利、 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展开的合作， 并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不断提高

他们利用外空及其资源的能力， 从而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能够享有探索和利用外空所带来的

好处。 中国实施开放的航天政策，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巴西之间的外空国际合作是横向

角度的外空可持续性发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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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 外空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之前由美国和苏联垄断的外空格局

发生了重大变化。 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外空技术， 能够自主进入外空开展活动； 原有的外空俱

乐部逐渐扩大， 成员日益增多。 这一情形无疑是 １９６７ 年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

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 Ｂｏｄｉｅｓ， 简称 《外空条

约》）① 达成时所期待的， 即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都能享有探索和利用外空所带来的利益。 但是，
随之而来的是外空环境问题。② 国际社会最初关注的是空间碎片问题，③ 但是随着外空活动的进

一步开展， 更多的问题出现了， 包括外空信号的干扰问题、 空间物体在外空的运行规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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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简称 “外空委”） 是国际层面讨论规范有关外空活动的重要机构。 在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

到外空之后， 外空委反应迅速， 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即通过了一系列联合国大会决议 （简称

“联大决议”） 和国际条约， 以规范有关的外空活动。① 这些决议和条约的通过， 确保了外空活动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以健康稳定地发展。 但是， 随着外空活动的增多， 外空商业化和私有化浪潮

的迅猛发展， 联合国外空委原有的法律框架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 在各国利益渐趋多元化的

情形下， 联大决议、 指南、 行为准则等不具约束力的文件似乎已经成为规范外空活动的主要模

式。 而即便在这种背景之下， 外空委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引领外空相关法律规范的讨论。 此

时， 外空领域的相关文件大多以软法形式出现。②

虽然外空委多年来有关空间碎片的讨论未能达成任何国际协定， 但是其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

会 （简称 “科技小组委员会”） 在 ２００７ 年通过了 《空间碎片减缓指南》 （Ｓｐａｃ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在空间碎片问题上取得了初步成果。③ 随着国际社会对外空环境的关注进一步加强，
外空委适时将外空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纳入到议程中， 希望能够就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最终达成有

关的建议。④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 本文将针对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结合外空国际合作原则的使用， 探讨如

何使更多国家能够参与到外空活动中来， 并享受外空探索和利用所能带来的利益。 本文第二部分

将阐述外空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容以及国际社会讨论该问题的进展。 第三部分将详细分析外空国际

合作原则的内涵与外延以及该原则在实现外空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第四部分将以中国外

空合作的实践为例， 从新的视角来论述外空可持续性发展。 本文认为， 应该以长远与开放的态度

看待可持续性发展议题； 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不能仅仅着眼于短期效应， 不能仅仅

着眼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合作， 而更要强调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合作， 最终实现外空

·１６·

外空可持续性发展的新视角和新途径： 以中国外空合作为例

①

②

③

④

在联合国框架下达成 ５ 项一般性多边条约， 除了 １９６７ 年 《外空条约》 外， 还有 １９６８ 年 《营救宇宙航行员、 送回宇

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ｃｕｅ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简称 《营救协定》）， １９７２ 年 《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ｐａｃ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简称 《责任公约》）， １９７５ 年 《关于登记射入

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简称 《登记公约》） 和 １９７９ 年

《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
Ｂｏｄｉｅｓ， 简称 《月球协定》）。 联合国大会决议主要包括 １９６３ 年 《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１９８２ 年 《各国

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 ｂ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１９８６ 年 《关于从外层空间遥感地球的原则》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ｆｒｏｍ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１９９２ 年 《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以及 １９９６ 年 《关于开展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促进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 并特别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宣言》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简称 《外空国际合作宣言》） 等。
聂晶晶： 《浅议外空软法及其实践》， 载 《空间法学研究年刊》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宇航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２１３—２２４
页。
联合国文件 Ａ ／ ＡＣ １０５ ／ ８９０：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３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报

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ｏｏｓａ ｏｒｇ ／ ｐｄｆ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ｃ１０５ ／ ＡＣ１０５＿ ８９０Ｃ ｐｄｆ，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Ｇｅｒａｒｄ Ｂｒａｃｈｅ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ｔ ＵＮ ＣＯＰＵＯＳ， （２０１２）
２８ Ｓｐａ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６１， ｐｐ １６１ － １６５



为所有国家所利用， 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能从外空这一人类共同的空间获益， 实现人类社会的共

同繁荣和发展。

二　 外空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外空活动开展以来， 国际社会长期关注空间碎片问题， 担心越来越多的空间碎片给外空活动

带来极大的不便和危险。① 因此， 国际社会有关空间碎片减缓的讨论由来已久， 在不同机构的主

持下， 迄今已经达成了两份指导性文件， 从科技的角度提出了减少空间碎片产生以及移除空间碎

片等建议。② 随着外空活动日益频繁地展开， 外空环境污染以及外空活动的相互干预等问题频

繁出现， 国际社会意识到仅仅着眼于空间碎片问题并不能消除国际社会对于外空利用的顾虑，
应该更加全面地看待外空环境和利用的问题。 此时， 国际社会适时地将环境法中可持续性发展

的概念适用到外空环境中， 将一般环境法的一些原则结合空间法律地位的特殊性对外空可持续

性发展问题展开探讨。③ 联合国外空委亦将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列入其讨论的议程中， 科技小组委

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 《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工作组报告草稿》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就明确提及工作组议题包括

将可持续性发展的概念延伸到外空领域。④ 在 ２００９ 年外空委第 ５２ 届会议上， “外层空间活动的长

期可持续性” 议题列入了科技小组委员会的议程中， ２０１０ 年一个专门的工作组和 ４ 个专家组成

立。⑤ 经过 ６ 年的讨论， 外空委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通过了第一套有关促进可持续性发展的措施和建

议， 以实现外空的可持续性发展。⑥ 还有另外几项建议计划在之后的会议上继续探讨， 以寻求

共识。
这些措施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而是供各国参考的最佳行为准则。 这一做法也正显示了外空

法领域的现状， 即软法在 ２１ 世纪外空活动的规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联合国外空委

在此领域制定的有关文件又再次拓宽了软法在外空活动领域的适用范围。
不同的学者对于 “可持续性发展” 一词有不同的界定或强调不同的侧重点。⑦ 有学者认为外

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涵盖了代际公平、 代内公平、 可持续利用和外空环境与外空活动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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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虹颖： 《空间碎片引发的空间环境污染问题在国际法方面的探讨》， 载 《湘南学院学报》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８—１２
页。
外空委通过 《空间碎片减缓指南》 （Ｓｐａｃ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之前， 机构间空间协调委员会 （ 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Ｓｐａｃ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简称 ＩＡＤＣ） 也通过了 《空间碎片减缓指南》。
刘鸣： 《论人类利用外层空间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 载 《时代经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９６ 期， 第 ３—４ 页。
联合国大会，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工作组的职权范围和工

作方法， 工作组主席提交的工作文件， Ａ ／ ＡＣ １０５ ／ Ｃ １ ／ Ｌ ３０７ ／ Ｒｅｖ １，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ｏｏｓａ ｏｒｇ ／
ｐｄｆ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ｃ１ ／ ＡＣ１０５＿ Ｃ１＿ Ｌ３０７Ｒｅｖ０１Ｃ ｐｄｆ，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联合国文件 Ａ ／ ＡＣ １０５ ／ ９５８：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至 １９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 ４７ 届会议报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ｏｏｓａ ｏｒｇ ／ ｐｄｆ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ｃ１０５ ／ ＡＣ１０５＿ ９５８Ｃ ｐｄｆ，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报告， 第 ５９ 届会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至 １７ 日）， 大会正式记录第 ７１ 届会议补编第

２０ 号， Ａ ／ ７１ ／ ２０， 《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 第一套》， ｆｉｌｅ： ／ ／ ／ Ｃ： ／ Ｕｓｅｒｓ ／ ｌａｗｓｔａｆｆ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Ｖ１６０３９１０ ｐｄｆ，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该套准则共包括 ２８ 项内容， 集中在空间活动的政策和监管框架， 空间业务安全，
国际合作、 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 科学和技术研究与开发等 ４ 方面的内容。
具体内容， 参见曹明德、 黄锡生主编： 《环境资源法》，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３５５—３５８ 页。



化等 ４ 方面的内容。① 也有学者提出， “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原则” 包含和平利用、 安全利

用、 自由利用、 公平利用、 效率 ／ 效益利用等方面的内容。② 还有学者认为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

性应包含和平、 安全、 平等和效率等价值。③ 但不论如何讨论 “可持续性发展” 的内涵， 不可否

认的是， 该词汇涵盖的领域比较广泛， 内容比较丰富。④ 通过分析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在 １９８７ 年发表的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
（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里所定义的 “可持续性发展” 概念以及国际环境法学者菲利浦·桑兹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Ｓａｎｄｓ） 对 “可持续性发展” 内涵的研究可知，⑤ 可持续性发展主要包括纵向和横向两

个方面， 纵向就是 《我们共同的未来》 里所说的发展 “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己需要的能

力” 以及菲利浦·桑兹所认为的 “代际公平” 和 “可持续性利用”； 横向方面就是 《我们共同

的未来》 里所说的发展 “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以及菲利浦·桑兹所认为的 “代内公平”。 当

我们把上述概念与现阶段外空法领域学者对 “空间可持续性” 的研究进行对比就可看出， 现阶

段外空法领域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可持续性发展纵向的角度展开。 他们的研究思路主要集中在

讨论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面临的技术性和物理性挑战， 如空间碎片问题、 地球静止轨道资源

问题和空间环境污染问题等危害下一代未来的外空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和外空资源的可持续性

利用。 即使他们从横向的角度讨论代内公平问题， 也只是探讨上述问题影响到潜在的空间国家

在未来是否还可以进行同样的外空活动。⑥ 换言之， 现阶段外空法领域的学者主要探讨的是现

在我们开展的外空活动应该充分考虑到后代人类开展外空活动的需要。 不论是有关空间碎片的

探讨， 还是有关外空行为准则的制定， 都主要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探讨和解决空间可持续性的问

题。
但本文认为， 对于空间可持续性的探讨， 不应局限于纵向研究， 而应从广义的角度， 以及从

“可持续性发展” 一词的本意出发， 探讨外空活动的发展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将着重探讨

空间可持续性的横向方面问题： 代内公平。 空间可持续性语境下的代内公平， 就是外空活动的开

展要考虑和 “满足当代人的需要”，⑦ 或者说一国在进行外空活动和利用外空资源以满足自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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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Ｓａｎｄ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２５２
刘惠荣主编 《国际环境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２５—２７ 页。 尹玉海、 颜永亮： 《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面

临的挑战及对策》， 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２０—２５ 页。
王国语： 《 “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 问题与我国的对策》， 载 《中国航天》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３２ 页。
Ｂｉｎ Ｌｉ， “Ｗｅ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ｏｗ：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ａ 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２） ２８ （３） Ｓｐａ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７７， ｐｐ １７７ － １７９
赵俊： 《论环境法的理论基础》， 载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９ 页。
联合国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 １９８７ 年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 定义： “可持续性发展是指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己需要的能力”。 菲利浦·桑兹在其论著 《国际环境法的原则》 里认为 “可持续性发展”
包括代际公平原则、 代内公平原则、 可持续性利用原则和环境与发展一体化原则 ４ 个方面。 这两个概念对后来的中

西方学者包括实务界的影响很大。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Ｔｈｅ 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１９８７）， ｐａｒａ ４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Ｓａｎｄ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ｐ ２５３
尹玉海、 颜永亮： 《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第 ２０—２５ 页。 Ｓｃｏｔｔ Ｐａｃ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ＵＳ ｓｐａｃ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０９） ２５ （３） Ｓｐａ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５９， ｐ １５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ＴＳＣ ５４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３０， Ａ ／ ＡＣ １０５ ／ Ｃ １ ／
Ｌ ３５４ ／ Ｒｅｖ １， ｐ １４ 《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 规定 “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 是指外空活动的进行不仅需要

平衡所有国家、 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只为和平目的进行探索和利用外空的目标和保护外空环境的需要， 而且应该

考虑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１９８７）， ｐａｒａ ４３



要的同时也要考虑其他国家的需要，① 这些 “其他国家” 不应仅仅包括那些掌握空间技术的发达

国家， 而且还应包括广大的空间能力比较低甚至没有空间能力的发展中国家；② 这种 “需要”，
特别是世界贫穷落后国家及其人民的需要应该被优先考虑，③ 这才是空间可持续性语境下的代内

公平的应有之意。 换言之， 在现阶段， 国际社会所有国家， 不论其经济和科技发展程度如何， 都

应该有机会参与到外空活动。 只有部分国家有能力参与到外空活动并不是外空可持续性发展的最

理想状态。 国际社会应该努力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其探索和利用外空的能力， 确保所有国家尤其是

广大发展中国家， 能利用外空及其资源， 享受外空带来的利益， 实现代内公平， 也就是解决空间

可持续性横向方面的问题， 从而有助于促进外空长期可持续性横纵向全面发展。

三　 外空国际合作原则

联合国外空委从提出外空可持续性发展这一议题时起， 就大力强调外空国际合作在此议题上

的重要作用。 其实外空国际合作原则很早就在联合国的文件中出现， 该原则在实现和平利用外

空、 外空活动有序发展等方面都起到关键作用。 空间法律学者都充分认识到该原则的重要性并承

认其在外空法律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早在 １９５８ 年， 即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的第二年，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就已经提出外空国

际合作原则。 之后的几年时间， 联大多次通过以外空国际合作原则冠名的决议文件。 １９６３ 年联

大通过 《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正式提出， 外空国际合作

原则是各国探索和利用外空所要遵守的法律原则之一。 该文件也成为 １９６７ 年 《外空条约》 的基

础性文件， 其涵盖的所有原则也被引入该条约； 外空国际合作原则从而成为成员国的条约义务之

一， “从法律上为空间合作奠定了基础”。④

《外空条约》 对于外空国际合作原则的简短规定， 仅仅确立了外空国际合作原则的法律地

位。 该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则发生在近 ２０ 年之后： 联大于 １９９６ 年专门就外空国际合作原则通过了

一项决议， 即 《关于开展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促进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 并特

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宣言》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简称 《外空国际合作宣言》）。⑤ 该宣言就外空国际合作原则的内涵

和外延进行了详细和深入的阐述， 避免该原则流于形式， 增加了其可操作性。 《外空国际合作宣

言》 的相关内容在之后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联合国第 ３ 次外空会议通过的 《空间千年： 关于空间与人的

发展的维也纳宣言》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Ｖｉｅｎｎ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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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菲利浦·桑兹在其论著 《国际环境法的原则》 里认为代内公平就是公平地利用自然资源， 也就是一国在利用自然资

源的同时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需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Ｓａｎｄ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ｎｄ ｅｄｎ， ２００３）， ｐ ２５３
尹玉海、 颜永亮： 《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第 ２２ 页。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１９８７）， ｐａｒａ ４３
尹玉海： 《国际空间法论》，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１２３ 页。
《外空国际合作宣言》， 《大会正式记录， 第 ５１ 届会议， 补编第 ２０ 号》 附件 ４， （Ａ ／ ５１ ／ ２０）



中再次得到重申和确认。①

《外空国际合作宣言》 就 《外空条约》 的 “共同利益” 原则做出权威解释， 即各国在自由探

索和利用外空的同时， 有义务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 此外， 《外空国际合作宣言》 还针对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于建立外空新秩序问题的争论， 提出基于公平合理的国际合作。②

《外空国际合作宣言》 首先强调了国际合作的意思自治原则， 即各国均自行决定是否参与国

际合作， 与哪些国家合作， 在哪些领域合作， 在何种层面合作等等问题。③ 这也正体现了国家主

权原则。 首先， 任何国家开展的合作应该是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之后做出的独立自主的决

定， 而非外力干涉下的产物。 其次， 外空国际合作是在平等基础上展开的合作。 国家无论大小均

是平等的， 在有关合作的谈判过程中， 需要强调双方对等的谈判地位， 这样才能确保有关国家能

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参与到谈判中。
在意思自治原则的指引之下， 《外空国际合作宣言》 专门从形式和实质内涵两方面论述了外

空国际合作原则。 从形式来看， 国际合作采取开放模式， 鼓励多种形式的合作， 包括全球、 多

边、 区域或双边的合作； 包括政府间、 非政府间、 抑或政府与非政府间的合作； 包括商业性合作

或非商业性合作。④ 合作也可以在外空活动的任何领域展开， 涵盖外空技术、 卫星发射、 人员培

训等广泛领域。 此外， 必须注意的是， 国际合作不应仅仅在发达国家或具有航天能力的国家之间

开展， 还需要强调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合作。⑤ 而这一点也正是本文重点谈及的事项： 正是

因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能够开展合作， 才有助于共同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 如前所述， 采

取何种形式合作， 由相关国家自行决定， 由相关国家决定采取自己认为最适合和有效的合作

形式。⑥

从实质内涵来看， 外空国际合作应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展开，⑦ 而这也正是前面有关平等

合作的进一步延伸。 不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在合作的议题上均是平等的。 但是在谈及平

等问题的时候， 还要注意实质平等与形式平等的问题。 《外空国际合作宣言》 专门提及， 在国际

合作中要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求， 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对技术援助的需求。⑧ 因此， 决议

强调的是实质性平等。 首先， 国际合作应该充分保护合作各方的合法权益和利益。⑨ 这是合作的

立足点， 否则无从谈起合作。 此种权益和利益， 包括商业利益、 知识产权等。 其次， 也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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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我们必须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此种权益和利益： 此种权益和利益的保护和对等不仅仅着眼于

合作的谈判期间或具体合作开展的初期， 而要看到合作的整体过程， 看合作的最终效果是否能够

确保此种权益和利益的对等。 第三， 要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合理有效分配财政和技

术资源， 以 “ （ａ） 促进空间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 （ｂ） 推动有关国家的实用和适当空间

能力的发展； （ｃ） 促进各国在可以相互接受的基础上交流专业知识和技术。”① 这三个目标的实

现， 也有利于实现 《外空条约》 第一条的规定： “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 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在

内， 应本着为所有国家谋福利与利益的精神， 不论其经济或科学发展的程度如何， 这种探索和利

用应是全人类的事情。”② 也就是说， 发达国家或航天国家应该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在

具体合作的谈判中， 不能坚持简单的对等； 在必要的时候， 应该采取有关措施， 帮助发展中国家

实现进入外空、 利用外空或享受外空的利益。 通过此种合作， 虽然在短期内， 该发达国家或航天

国家或许不能从合作一开始即获取相关利益， 但是从长远来看， 此种合作有利于合作各方。 一方

面， 外空技术获得了推广和应用， 发展中国家能够受益； 另一方面， 更多国家利用外空能够给发

达国家或航天国家开辟更广大的市场， 在外空商业化和私有化浪潮之下尤其如此。
以上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外空国际合作的规定正是 “外空可持续性发展” 横向角度所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是实现满足包括发达国家、 航天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甚至落后国家在内的当代人的需

要， 也即实现代内公平的有效途径。 探索和利用外空是全人类的事情。 发达国家和航天国家基于

其拥有的航天科技， 可以进入外层空间， 利用外空开展相关活动，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由于缺乏

或没有掌握必需的航天技术， 进入和利用外空的能力受到限制， 这并不是 《外空条约》 最初达

成的初衷， 而且不利于外空的可持续性发展。 所以， 包括 《外空条约》 在内的一些外空法律文

件大力提倡外空国际合作， 就是希望通过开展自愿平等的国际合作， 使国际社会大多数乃至全部

成员都能参与外空活动。③

四　 中国的外空国际合作实践

中国自开始外空活动以来， 一直强调外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并采取开放的态度， 积极开展

全方位、 多层次、 多形式的外空国际合作活动。④ 中国政府迄今发布的 ４ 份航天白皮书都专章阐

述中国开展外空合作的原则和已经开展的具体合作项目。 《２０１１ 年中国的航天》 明确列明中国开

展国际合作遵循的基本原则： “ （１） 支持联合国系统内开展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各项活动， 支持

政府间、 非政府间空间组织为促进航天事业发展所开展的各项活动。 （２） 重视亚太地区的区域

性空间合作， 支持世界其他区域性空间合作。 （３） 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合作， 重视与发达

国家的空间合作。 （４） 鼓励和支持国内科研机构、 工业企业、 高等院校和社会团体， 在国家有

关政策和法规的指导下， 开展多层次、 多形式的国际空间交流与合作。 （５） 合理利用国内外两

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开展积极、 务实的国际空间合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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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一份航天白皮书 《２０１６ 中国的航天》，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 “中国与 ２９
个国家、 空间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４３ 项空间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① 这些合作包括双边和

多边合作， 商业性和非商业性合作； 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包括一般性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作

协议以及具体项目合作协议；② 具体内容包括深空探测、 载人航天、 对地观测、 卫星导航、 电子

元器件、 测控服务、 空间碎片、 教育培训、 空间科学、 遥感卫星数据与应用、 全球气候变化治

理、 灾害管理等等。③

中国在开展外空合作的时候， 严格遵守 《外空条约》 以及 １９９６ 年联大有关外空国际合作的

决议。 从外空可持续性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看， 即在外空环境保护和空间碎片减缓等问题上， 中国

已经采取多项措施， 包括通过一项专门的空间碎片减缓的行政条例。④ 该条例在充分参考和借鉴

外空委不具约束力的 《空间碎片减缓指南》 之外， 更赋予其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
而中国开展的外空合作活动， 尤其是中国与巴西的外空合作项目， 正是实践了外空可持续性

发展的横向要求。⑤ 中国与巴西的外空国际合作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１９８８ 年双方签署了合

作议定书， 就合作发射中巴资源卫星达成协议。⑥ １９９９ 年第一颗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在中国太原卫

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 双方的合作取得了成果。⑦ ２００２ 年双方再签订一份新的议定书， 就发射新

的地球资源卫星做出安排。⑧

按照上述几份议定书的规定， 前面 ３ 颗地球资源卫星的发射都在中国进行， 有关费用的承担

则是三七开， 即中国承担 ７０％的费用， 巴西承担 ３０％的费用。 ２００２ 年的议定书则对以上的安排

做出重新修订。 第 ４ 颗地球资源卫星改在巴西的发射中心发射， 而且有关费用的承担改为五五

开， 即双方平等分摊有关的发射费用。⑨

应该说， 中巴双方最初决定开展合作正是为了满足双方自身的需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中

国在双方谈判合作的时候已经拥有航天技术， 中国最初希望与欧洲国家合作研制新一代对地传输

性地球资源探测卫星， 但是没有成功。 在经过多次接触和磋商之后， 中国与巴西达成合作的共识。

巴西则希望尽快提升航天能力， 降低在卫星遥感方面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在此种大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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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专门就合作发射地球资源卫星达成了协议。 但实际上， 为了该发射合作项目的实施， 双方的

合作还涵盖了资料、 器械进出国境的便利化等领域。①

从中巴合作的历史来看， 初期双方从本国国情出发均有开展合作的强烈需求， 因此双方自愿

展开合作的谈判并达成了符合本国利益的议定书。 从合作的内容和形式看， 最初的议定书并没有

强调双方绝对的对等。 从投资的比例以及卫星发射地点等事实来看， 中国在初期承担了更大部分

的责任， 这也是与中国本身已经是航天国家的事实相关。 及至 ２００２ 年新一份议定书修改了投资

比例和卫星发射地点， 说明双方着眼于长期合作。 最初一些看似不平等的安排， 实际上只是合作

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合作最终目的还是实现双方从合作项目中共同及平等受益。 而更为重要的成

果就是， 巴西通过这样的合作在其自身卫星发射能力方面也得到了质的提升和飞跃， 可以在合作

后期在本土组装卫星并进行发射。 尽管第 ４ 颗地球资源卫星最终并没有在巴西发射，② 但是从议

定书的安排来看， 这是原有的意图， 后续的合作也会朝着这个大的方向前进。 基于以上几点， 中

巴合作被称为非常成功的南南合作典范， 突破了原有合作的思维， 确实难能可贵。③

此外， 中巴合作还突破了合作双方获利的传统思维模式， 还惠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双方于卫

星遥感领域展开合作， 所获取的遥感资料能服务于两国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 这些遥感资料属于

国家所有， 但是可供用户免费使用。④ 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 两国国内相关用户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有

关遥感资料。⑤

有关遥感资料还可以用作商业用途。 在国际市场中， 中巴两国共同决定他国使用有关资料的

费用和相关条件， 并且平均分配获得的收益。⑥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 中巴两国于 ２００８ 年做出重要

决定， 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可以免费使用相关影像资料；⑦ 两国更于 ２０１０ 年开始，
宣布有关遥感资料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开放， 免费使用。⑧ 从这层意思看， 中巴合作已经超出了原

有两国共同发展的范畴， 真正体现了 《外空条约》 中有关探索和利用外空为所有国家所用、 使

所有国家获益的目标； 充分体现了两国合作对于实现外空可持续性发展的推动作用。
中国与巴西双边合作的例子生动地体现了国际合作与可持续性发展的紧密互动关系。 这仅仅

是国际合作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中国与其他国家、 地区或国际组织的合作形式灵活多样， 除了前

面提到的典型的通过协议确定合作框架模式， 还有财政援助和非财政援助等广义的合作模式。 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遵循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守信和双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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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① 这种援助形式包括无偿捐助、 免息贷款、 低息贷款等金钱

援助以及提供技术物资援助、 提供人员培训等非金钱援助。 例如， 在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与东

南亚国家联盟论坛的框架下， 中国帮助相关区域的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 气象卫星监测能力，
帮助建设气象站， 开展人员培训和交流等。 这些援助活动虽然从短期效应上看属于单方的行为，
但是正如中国在开展援助活动中强调的 “平等互利和双赢原则”， 实际上也正如以上中巴合作的

模式， 最终双方都能获益。 从外空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出发， 此种援助活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

其利用空间的能力， 享受到外空活动所带来的利益。

五　 结论

外空可持续性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之前提到的空间碎片

减缓、② 外空行为准则、③ 和平利用外空等许多独立议题都完全可以纳入该领域。 有学者认为，
影响外空可持续性发展主要有两个因素： 其一为空间资源的有限， 难以满足人类社会日益增长的

空间应用需求； 其二为空间环境的持续恶化， 导致空间资源的日益枯竭。④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 外空可持续性发展的探讨都集中在这些传统的与环境相关、⑤ 与国家外空活动相关的问题

上。⑥ 也有学者探讨其可能成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可能性。⑦

本文则另辟蹊径， 探讨了外空可持续性发展的另一方面问题： 即外空国际合作， 实现国际社

会共同利用外空， 共同享受外空资源和相关利益， 最终实现横向的外空可持续性发展。 以前传统

的领域涉及到较多的技术性问题， 例如在外空委科技小组的框架下达成的 《空间碎片减缓指南》
就是从技术层面探讨可能减缓空间碎片的措施。⑧ 而本文探讨的横向发展问题， 则涉及到更多的

人文社会政策导向问题， 可能更加适合通过法律政策的途径加以解决。
原有纵向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加上本文横向的发展问题， 使外空法律领域可持续性发展的内

涵更加丰富完满。 《外空条约》 规定了人类探索和利用外空的权利， 而本文的探讨则强调可持续

性发展就包含了确保国际社会各个成员平等进入和使用外空权利的实现。 外空及其资源极其丰

富， 但同时也是有限的， 必须采取措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利用外空的能力， 从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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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空条约》 中 “为全人类造福” 的核心理念。① 而实现该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的形式多种多样， 各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合适的合作形式。 金钱援助和非金钱援助

这一国际合作模式在外空可持续性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有助于可持续性发展目

标的实现。 当然在提供和接受金钱和非金钱援助的时候， 相关国家应极为谨慎， 应坚持平等互利

和双赢的原则； 相关国家应当清楚认识到各国本身的利益和实际需求。 援助国和接受援助国都必

须有责任意识， 合理提供和使用相关援助， 确保援助行为最终服务于外空可持续性发展这一终极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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