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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
海洋政治概论

Introduction to Ocean Politics 课程代码 030302201349

课程属性 专业知识 课时/学分 32/2

课程性质 选修 实践学时 0

责任教师 宋宁而 课外学时 0

课程属性：公共基础/通识教育/学科基础/专业知识/工作技能，课程性质：必修、

选修

一、 课程介绍

1.课程描述（中英文）：

海洋政治概论课程，主要讲述世界海洋政治基本概念与中国海洋战略及相关政策

与形势。海洋政治既包括政治学特别是国际政治领域的海洋知识，也包括国际法特别是

国际海洋法领域的知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法律、地理等诸多学科领域，

是一门既专业又综合的专业知识课程。该课程的设置结合当今世界与中国的海洋政治形

势和热点，拓宽政治学专业本科生的学术与思维视野，还能锻炼学生的思考和实践能力，

提高其认识世界的能力，培养其热爱祖国，服务祖国的意识。

英文：The lecture of Introduction to Ocean Politics is set by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or the under-graduated students majored i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The goal of the lecture is to let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 of world ocean politics science and ocean strategy and concerned policy

of China, so as to have students train for a wider view to recognize the world

and for the consciousness to serve for our country.

2.设计思路：

本课程将从当前中国面临的海洋形势与海洋战略为开端，以中国的海洋意识与权

益教育为切入点，逐步向学生介绍和讲授世界海洋政治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案例的引用

与分析是概念与理论介绍的依托，同时指导学生参与海洋事务案例的模拟实践，锻炼和

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丰富其海洋政治知识，为认识当今世界和中国的海

洋形势奠定理论基础。

3. 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史

并行或后置课程：中国/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政治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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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能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当代世界海洋政治的基

本概念和理论；基本上掌握国际海洋法的相关基本知识；了解中国面临的海洋形势和当

前中国的海洋战略现状；学会联系当前国际形势，对当前中国的海上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和评判；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进对当代中国海洋外交与经贸

关系的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海洋战略特征，拓宽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本

科生的知识视野，丰富其知识底蕴，提高自身政治理论素养和水平，能够依据所学知识

认识和分析中国崛起与海洋政策的关系。

三、学习要求

要完成所有的课程任务，学生必须：

（1）掌握海洋政治相关基础知识，包括涉海国际法知识。学生应初步具备国际关系与

国际政治以及国际法的基本知识，明确一些世界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的事实、预先大体了

解中国的海洋状况，在此基础上从细节上把握中国在海洋政治中的问题。

（2）完成教师布置的一定量的阅读文献和背景资料等作业，其中大部分内容要求以小

组合作形式完成。这些作业能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促进同学间的相互学习、并能引

导对某些问题和理论的更深入探讨，具体体现于课堂讨论。

四、教学进度

序

号

专题

或主题

计划

课时
主要内容概述

实验实践内容

或课外练习等

1
海洋政治研究的

意义

2 1.现实意义

2.学理意义
阅读指定参考书

2
海洋政治的核心

概念

2 1.海权、海洋权益、海上力量

2.世界各国的海权、海军、海洋法研究
阅读指定参考书

3

从马汉的“海权”

论到斯皮克曼的

“边缘地带”论

2 1.马汉的“海权”论与世界政治

2.麦金德的陆权理论与海权问题

3.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与海权问题

阅读指定参考书

4

自由主义国际关

系论中的海洋政

治研究

2 1.概念：相互依赖与复合依赖

2.“海洋问题”与相互依赖

3.海洋政治与复合相互依赖

阅读指定参考书

5

海权角逐的历史

动力

2 1.资本扩张：世界海权发展最根本的动力

2.海军实力与制度创新力：海权存续的保障机

制

阅读指定参考书

6

《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及其引发

的矛盾

2 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

2. 引发矛盾与凸显争端 阅读指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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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权角逐与海洋

战略争夺

2 1.“冷战后”与海权角逐

2.大西洋与欧洲沿海

3.太平洋与东亚沿海

阅读指定参考书

8
日本海洋政策发

展的新动向

2 1.《海洋基本法》的出台

2.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及其特征
阅读指定参考书

9
中日海洋权益争

端

2 1. 钓鱼岛问题的发展

2. 钓鱼岛“国有化”与中日关系
阅读指定参考书

10

海权与中美关系 2 1. 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发展：从近代到冷战

2.海权问题与冷战后中美关系

3.海权问题的两国间认知矛盾及其应对

阅读指定参考书

11

南海问题 2 1.菲律宾的“南海仲裁”

2.岛礁建设与“改变现状”

3.人类学视角下的南海问题解决思路

阅读指定参考书

12

世界海战 2 1.雷班托海战、加莱海战与英荷海战

2.日德兰海战、太平洋战争

3.冷战时期的美苏海洋争霸

阅读指定参考书

13

新兴海权与既有

海洋霸权的关系

2 1.“修昔底德陷阱”

2.德国与日本的教训

3.美国经验

阅读指定参考书

14
日本“海洋国家”

论

2 1.高坂正尧与《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

2.日本国际论坛的“海洋国家”论
阅读指定参考书

15

“海洋文明”论 2 1.川胜平太的“海洋文明”

2.滨下武志：东亚与海洋文明

3.网野善彦：海民、社会与国家

阅读指定参考书

16
“中国海洋威

胁”论

2 1.“海洋强国”与“中国海洋威胁”论

2.“异质论”、贸易摩擦与海洋政治
阅读指定参考书

五、参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一）参考教材

1. 胡波：《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18 年。

2. 马汉：《海权论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 年

（二）主要参考书

1. 郑永年：《中国通往海洋文明之路》，东方出版社，2018 年。

2.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3. 胡波著：《中国海权策：外交、海洋经济及海上力量 》，新华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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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C ：A.闭卷考试 B.开卷考试 C.论文 D.考查 E.其他

（二）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比例%

1.课下作业、课堂讨论及平常表现

2.平时测验成绩 50%

3.期末考试成绩 50%

总计 100%

七、学术诚信

学习成果不能造假，如考试作弊、盗取他人学习成果、一份报告用于不同的课程

等，均属造假行为。他人的想法、说法和意见如不注明出处按盗用论处。本课程如有发

现上述不良行为，将按学校有关规定取消本课程的学习成绩。

八、大纲审核

教学院长： 院学术委员会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