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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主席姚檀栋院士会议发言

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王振宇（中）会议发言

冰岛前总统、北极圈论坛主席ólafur Ragnar Grímsson会议发言 会议现场

第三极环境-北极圈座谈会达成
合作新共识

2019年12月6日，冰岛前总统、

北极圈主席ólafur Ragnar Grímsson与
丝路环境专项首席科学家、第三极环

境国际计划（TPE）主席姚檀栋院士

在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举行了第

三极环境-北极圈座谈会，就加强第

三极环境与北极圈的国际合作，不断

推动冰川、气候等研究领域创新展开

讨论。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王振

宇、青藏所马耀明、邬光剑、安宝

晟、张凡、高晶、汪涛研究员等参与

此次座谈会。

会上，姚檀栋院士回顾了TPE与
北极圈论坛的合作历程，并表示南

极、北极和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第

三极地区是全球最重要的三大冰冻圈

区，在科学和经济社会上的重要意义

正日益凸显。王振宇对前期双边合作

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并期待今后第

三极地区与北极圈地区的研究与合作

能再创佳绩。

Grímsson先生在会上强调了第

三极地区对国际环境的重要性与影

响力，并盛情邀请TPE参与到北极圈

论坛的多项活动中。双方就在2020-
2021年共同举办国际会议、开展国际

学术交流等事宜达成了新共识，并希

望TPE计划与北极圈论坛能在北极、

第三极气候变化研究和政策建议方面

有更多切实合作。

“北极圈”是以北极区国家为基础，
与北极环境、经济、文化及未来发展

相关的非盈利、无党派国际组织，目

前由Grímsson先生担任主席。 TPE与北
极圈论坛的长期协作推动第三极-北极
冰川、气候等领域的联动研究。

专项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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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发现丹尼索瓦人成果入
选2019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丹尼索瓦人是一支已经消失的神

秘古人类，过去对他们的了解主要基

于仅出土于西伯利亚丹尼索瓦洞的少

量化石碎片以及保存在其中的高质量

的古基因信息。遗传学研究显示，丹

尼索瓦人对一些现代低海拔东亚人群

和高海拔现代藏族人群有基因贡献，

对现代藏族人群的高海拔环境适应有

重要意义。由于缺乏化石形态学信

息，科学家很难评估丹尼索瓦人与分

散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丰富的古人类

化石之间的联系，也很难准确理解丹

尼索瓦人与现代亚洲人群的关系。此

外，现代藏族等青藏高原人群特有的

高海拔环境适应基因来源，特别是其

是否继承自丹尼索瓦人等，是非常重

要而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丝路环境专项中国科学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陈发虎研究组、兰州大学张

东菊研究组联合德国马普学会进化人

类学研究所Jean-Jacques Hublin研究

组等合作者，报道了一个利用古蛋白

质分析方法鉴定为丹尼索瓦人的下

颌骨，该下颌骨来自于中国甘肃省夏

河县的白石崖溶洞。研究人员通过对

化石上附着的碳酸盐结核进行铀系法

测年，确定下颌骨至少有16万年的历

史。该化石标本是丹尼索瓦洞以外发

现的首件丹尼索瓦人化石证据，对标

本的全面分析也为丹尼索瓦人研究提

供了丰富的体质形态学信息，包括下

颌和牙齿形态等信息。该项研究表

明，早在现代智人到来之前，丹尼索

瓦人在中更新世晚期就已经生活在青

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并成功地适应了

高寒缺氧环境。

文章来源：https://www.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6185669

夏河下颌骨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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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跨境合作和中缅经济走廊调
研顺利开展

与园区企业座谈

深入实地考察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地理所相关专家学者和部分地方官员座谈

丝路环境专项“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科学评估与决策支持”
项目刘卫东研究员、刘志高副研究员、郑蕾博士后和张海朋五

人于2019年12月14日-19日，赴俄罗斯远东地区调研。俄罗斯

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伙伴，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中俄合

作的重点区域，中俄共同编制和公布了《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

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年）》。本次活动重点调研了乌

苏里斯克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进展情况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营商

环境。乌苏里斯克经济贸易合作是2006年经国家商务部批准建
设的八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之一。

在调研期间，研究团队多次与园区开发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进行了座谈。重点了解了园区建设开发历史、进园企业类型和

发展状况、园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俄罗斯远东地区

政策制度状况等内容。在园区开发公司的组织下，与10多家入
园企业主要负责人座谈。各负责人重点介绍了项目投资背景、

经营现状、发展中面临主要困境，与研究团队成员就远东营商

环境变化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园区负责人的陪同下，

研究团队成员深入工厂车间和厂房，了解各企业生产

现状、产品特点、面向的消费市场等具体发展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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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员工座谈 与企业负责人座谈

项目现场调研

同时，研究团队一行还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地理所同俄罗斯相关专家学者和部分地方官员就俄罗斯远东地区政策

演变，远东近年来的发展状况，营商环境变化，自由港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度调研和交流。会议期间，研

究团队还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地理所学者就共同研究中俄跨境合作研究达成了共识。

2019年12月23日到29日，刘卫东、刘慧、宋涛等赴缅甸的曼德勒、仰光、皎漂等城市，重点调研了“一带一路”项

目-莱比塘铜矿、皎漂经济特区的建设情况，并

与多家中资企业就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产业合

作、绿色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等重点问题进行了

座谈。

在缅甸莱比塘铜矿的调研中，项目负责人刘

卫东研究员与企业的相关领导、职工代表就莱比

塘铜矿的绿色发展模式、企业社会责任等重点问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参观了铜矿项目工地、职

工营地、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环保项目、产业园

等。此次调研为全面、深入、广泛地掌握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进展与“中缅经济走廊”的真实情况，
进一步推动“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
设”专项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项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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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村干部交谈入户调研事宜

尼泊尔可持续生计示范点完成
地面数据收集工作

丝路环境专项张林秀研究员团队依托子课题三

“环境-经济脆弱区可持续生计与绿色发展策略”的研

究工作，于2019年12月中旬到访尼泊尔博卡拉地区

的项目示范点。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在前期设计

的调研方案的基础上，组织完成国外示范点农户生

计数据实地收集与焦点小组访谈工作，并进一步推

动示范点建设与推广。

在尼泊尔当地合作方LI-BIRD的研究工作负责人

的带领下，课题组人员与LI-BIRD数十名调研员一

起，赴博卡拉地区Begnas-Rupa两湖流域的村庄开展入户调研

工作。调研收集的信息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成员

就业及福利保障、农户生计活动、家庭收支、农户对生态环

境的主观评价、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等，并在村庄

层面收集了相关信息。课题组成员与LI-BIRD相关负责人，就
问卷质量控制与数据录入操作标准、后期数据清理与分析工

作，也进行了细节讨论与确认。

此外，课题组人员与LI-BIRD 5位工作人员一起，组织了

对当地渔业合作社社员的焦点小组访谈活动。本次焦点小组

访谈共有1名主席与12名社员参加，包括管理委员会委员、销

售经理、普通社员及其家属，其中6人来自合作社的妇女小

组。小组访谈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具体事例了解当地气候变

化对生态环境和居民生计的影响，以及居民积极主动采取应

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访谈内容包括：合作社管理、合作社自

发治理当地湖水生态、合作社面临的挑战等事关合作社发展、

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及保护生态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

调研期间课题组工作人员访问了LI-BIRD博卡拉办公

室，与Balaram Thapa主任讨论了合作参加《生物多样性公

约》COP15大会的可行性，就在会议边会或相关主题活动

中，合作展示课题研究成果列出了初步计划。（项目一）

课题组成员曲清和、黄海帆与合作方一起进行入户调研 针对焦点问题进行小组访谈 调研问卷质量控制与数据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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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地区湖泊水量水质
科学考察顺利完成

为执行专项联合攻关三的亚洲水

塔变化课题任务，完成项目二研发青

藏高原湖泊水量水质产品的科学目

标，由中科院青藏高原所牵头，郑州

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

京大学、《西藏人文地理》杂志社和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6家单位参与，开展了

可可西里地区主要湖泊基础数据的野

外考察，旨在探明区域湖泊的水储量

和水质及动态变化，阐明该区域湖泊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考察队由30余人

组成，项目二负责人朱立平研究员直

接领导并参加了主要野外工作，鞠建

廷助理研究员作为执行队长，全程负

责野外考察的各项工作，并主持后期

的数据和样品处理。考察队于2019年
10月7日-11月24日对可可西里无人区

特拉什湖、乌兰乌拉湖、永红-西金

乌兰湖、勒斜武担湖、太阳湖、可可

西里湖、盐湖7个湖泊共2330平方公

里的水域，进行了总测线长达1280公
里的湖泊水深测量，在以上湖泊和卓

乃湖和错德日玛进行了10余个水质剖

面测量，采集了长度4-5米不等的活

塞钻湖芯2支、重力湖芯10支、湖泊

考察队在第一个野外营地扎营后合影

2019年秋冬可可西里湖泊考察路线图

表1 可可西里湖泊面积变化



2020年  第01期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7

项目动态

表层沉积样品7个、湖泊与河流水样

25个，表土样品100多个。
考察队于2019年10月15日在沱沱

河二道沟附近进入无人区，11月17在
盐湖索南达杰站附近出无人区。34天
时间里，考察队在海拔4800米以上和

平均零下20摄氏度的恶劣高寒环境

中，行程约1400公里，共搭建临时营

地11个，翻越大小山梁近百座，强渡

辫状宽谷河流近20条，遭遇上百次陷

车（其中严重陷车近10次，被迫3次
在零下10度5级大风情况下卸车装车

解困），发生5部车辆严重受损（不

得不2次临时派车出去购买配件进行

维修），测深过程中由于风浪太大，

不得不多次在夜间返航。全体考察队

员同心协力，克服以上前所未有的巨

大困难，在实现探明整个青藏高原湖

泊水量赋存的总体目标中，出色地完

成了最为艰苦的一个任务。

本次考察首次获取了较为全面的

可可西里地区的湖泊基础资料，发现

该区湖泊与藏南地区近似面积大小的

湖泊相比，具有水深相对较浅的特

点；近几十年湖泊面积明显扩张，水

量增加，盐度下降（表1）。可可西

里地区的湖泊水量与水质变化对区域

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可能具有重要的

影响。（联合攻关三与项目二）

利用声呐测量湖泊水深

载重车在大雪中遭遇暗冰陷车（最后不得不重新装卸才解困）

测湖船只为躲避风浪常常在夜色中返航

科考船只在已经开始结冰的湖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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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科考分队赴昆仑山-可可
西里-三江源和尼泊尔考察

2019年12月1日-8日，丝路环境

专项项目二国家公园科考分队赴青海

省海西州和玉树州，开展了青海省国

家公园建设潜力区域的初步考察。

科考队从西宁出发，途径德令

哈-格尔木-可可西里不冻泉保护站-曲
麻莱县-玉树州结古镇-玛多县-兴海

县，返回西宁。主要考察了克鲁克湖

湿地、柴达木盆地雅丹地貌（水上雅

丹）、昆仑山（昆仑河-玉虚峰、玉

珠峰、昆仑山口）、青藏公路沿线、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不冻泉保护

站、索南达杰保护站及海丁诺尔的盐

湖、五道梁保护站）、曲麻莱管理处

（通天河七渡口、牧户入户访谈、管

理处座谈会）、隆宝自然保护区、星

星海湿地。围绕上述地区的原真性景

观、野生动植物分布、人类文化遗

产、城镇村落、社会和经济发展、基

础设施条件等方面进行了实地调研。

本次考察得到了青海省科考办、

青海省林业厅、青海省野生动植物保

护协会的大力协助。             
2019年12月26日-2020年1月3

日，国家公园科考分队赴尼泊尔开展

南亚地区尼泊尔国家公园发展经验的

交流考察。科考队从北京出发，经成

都到达加德满都，随后考察了奇特旺

国家公园地区、湿婆普尔国家公园地

区珠峰南麓纳加阔特地区，与国家公

园从业人员交流初步了解了尼泊尔国

家公园建设总况。主要考察内容包括

奇特旺和湿婆普尔国家公园建设原由

和历史、与周边城镇社区发展之间的

配合关系、国家公园游憩活动开展的

关键技术指标控制、珠峰景观利用的

方式等方面的进展。（项目二）

可可西里盐湖

尼泊尔湿婆普尔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处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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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科学院地理与地球生态研究所
表达对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祝

福与支持

在我国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关

键时刻，2020年2月20日，丝路环境

专项“中蒙俄经济走廊交通与管线建

设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对策”课题合作

单位蒙古科学院地理与地球生态研究

所发来慰问信：全所职员捐献当日工

资支持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对中国战

胜新冠肺炎疫情充满信心，并祝福中

国早日战胜疫情。地理与地球生态研

究所所长D.Battogtokh研究员代表研

究所全体人员表示：“亲爱的同事和

朋友们，蒙古科学院地理与地球生态

研究所希望表达对中国人民遭受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的慰问。而且，我们全

体研究人员和同事对中国政府和人民

在短时间内为控制疫情蔓延做出的努

力和重大国际贡献表示感谢！近年

来，国际合作对共同应对这类重大风

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蒙两国科学院

及相关研究所已经在此框架下，开

展了多年的合作。双方目前有11个合

作项目，其中蒙古地理与地球生态

研究所在社会经济地理、沙漠化、

土地利用、牧场恢复、遥感、制图、

冻土等领域承担了7个。为了支持中

国，全所职员捐献了当日工资，我们

希望这个人道主义行动能够为中国战

胜疫情做出贡献。同时，我们坚定的

绿色发展模式等多项合作研究领域取得

了丰硕成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

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课题组积极回应关切，对蒙古科

学院地理与地球生态研究所表示衷心

的感谢。相信在中蒙双方的共同努力

下，我们必将克服疫情困难，推进深

度合作，在中蒙俄经济走廊交通与管

线建设及其生态环境防控研究领域取

得更好佳绩。（项目三）

相信中国科学家和医护人员在国际团

队的支持下，一定能够想出对付疫情

的办法。我代表我和我们所全体同事

坚定的支持你们，希望你们积极、乐

观和坚强，中国和全世界必将度过难

关！”。
2017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与蒙古科学院地理与地球生

态研究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开展

中蒙俄经济走廊蒙古境内沙漠化对交

通与管线建设的影响及防控国际合作

研究。在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领导、丝路环境专项首席科学家姚檀

栋院士、“重点地区和重要工程的环

境问题与灾害风险”项目负责人雷加

强研究员、课题承担单位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领导的指导与支持下，

从2017年至今，课题负责人董锁成研

究员带领中蒙双方专家，对中蒙俄跨

境交通带二连浩特-乌兰巴托-苏赫巴

托铁路公路干线交通带连续进行三次

大型国际联合科学考察，在乌兰巴托

联合组织两次国际环境科学与技术大

会，董锁成研究员获得了蒙古科学院

颁发的国际合作突出贡献奖。课题组

在沙漠化对交通与管线建设的影响评

估、沙漠化生态观测站联合建设、关

键防控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经济走廊
蒙古科学院地理与地球生态研究所对我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慰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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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团队赴乌兹别克斯坦落实参与
咸海合作研究批示

2019年12月26日-28日，由新疆生地所张元明所

长带队的丝路环境专项中亚团队一行6人，就落实中

央主要领导人“关于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参与咸海生

态修复和综合治理的建议”重要批示精神，赴乌兹别

克斯坦开展下一步工作对接。

工作组拜访了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向姜

岩大使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在咸海流域开展的科研工

作，特别详细地介绍了我院战略先导项目“泛第三极

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在咸海荒漠化治理和

生态修复工作进展。双方就如何进一步落实中央主要领导人

“关于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参与咸海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的

建议”重要批示精神进行了深入交流。姜岩大使高度评价了

中科院在咸海荒漠化治理和生态修复的工作，表示愿意并积

极促进中乌两国的科技合作，适时有序地组织国内防沙治沙

科研机构参与到咸海生态治理工程，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做

出中国贡献。张元明所长表示新疆生地所将积极参与咸海生

态治理工作，并代表研究所给姜岩大使赠送了《乌兹别克斯

坦土地利用图集（内部资料）》。

工作组一行还拜访了乌兹别克斯坦水利部及其下属的水

问题研究所，就下一步科技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关于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参与咸海生态修复和综合治

理的建议” 是在丝路环境专项中亚团队前期研究基础上提出

的。自项目实施以来，丝路环境专项中亚团队连续2年开展

咸海流域综合科学考察，形成了咸海荒漠化和生态修复建

设的初步设想。目前，团队已在咸海周边开展了生态修复

实验，建成穆依纳格荒漠植物繁育基地，布设水文气象和

水质自动观测站点30余处，建设了25公顷的高效节水农田

示范基地。

 “中亚-西亚地区荒漠化防治与关键因素调控”课题核心

成员、建议撰写人包安明研究员参加出访。（项目三）

张元明所长向姜岩大使赠送《乌兹别克斯坦土地利用图集（内部资料）》

姜岩大使会见团队一行 出访团队与乌兹别克斯坦水利部水问题研究所座谈 出访团队与乌兹别克斯坦水利部水问题研究所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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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干旱区荒漠化防治国际
研讨会召开

2019年12月9日-13日，在丝路环境专项资助下，由中国科学院新

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主办的中亚干旱区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在海口

市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中亚地区荒漠化防治，参会代表分别从防

沙治沙工程技术、沙化土地植被恢复重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防

沙治沙政策法规研究等方面进行讨论交流，并就未来合作进行了深

入会谈。

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埃及、伊朗、蒙古、联合国环

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一带一路”国际

科学组织联盟（ASNO）秘书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浙江工业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曲阜

师范大学、阿拉善SEE基金会等国内外相关领域科研院所及国际组织

联盟的近60名专家代表参加此次会议。
此次国际研讨会也是丝路环境专项项目三“重点地区和重要工程

的环境问题与灾害风险防控”的年度工作会议。“中亚-西亚地区荒漠

化防治与关键因素调控”课题负责人对2019年科研进展及主要成果进

行总结，并对2020年工作任务进行了讨论和部署。（项目三）

参会人员合影 年度会议现场

与会代表讨论交流

雷加强研究员致开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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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专题
讨论会召开

2019年12月2日，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专题讨

论会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顺利召开。丝路环

境专项主管部门科技促进发展局资环处孙永溪高级工

程师和生物处梁卓主管，专项监理部院重大项目监理

王晓康主管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秀

彬研究员，以及项目五课题和子课题科研骨干共计6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项目管理办公室执行主

任、科技合作处副处长李晓贤主持。

项目五负责人杨永平研究员传达了科技促进发

展局对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管理的精

神，并介绍了会议目的和有关要求。围绕气候变化与

生物多样性主题，项目五8位子课题负责人分别介绍了

2020年预期亮点成果和工作计划，与会专家提出问题

并与汇报人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

中肯意见和建议。

项目负责人杨永平研究员强调了本项目前沿成果

的科学意义以及要取得体现国家需求的预期成果，还

特别强调要合法、合规、合理使用专项经费，高质量

做好预算执行率。

本次会议举办及时、效果显著，为项目实施搭建了良

好的沟通交流平台，促进了项目内课题、子课题间学术

进展和管理经验的交流沟通，有利于专家组准确掌握项

目进展情况，为项目后续实施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项目五）

项目负责人杨永平研究员致辞

合影子课题报告现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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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水塔专题讨论会召开

2020年丝路环境专项即将迎来中期评估，为进一步加

强亚洲水塔成果的综合集成，2020年1月17日亚洲水塔专题
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丝路环境专项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

主持会议，专项办公室主任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安宝晟

副所长出席会议，项目六和联合攻关三各课题、子课题负

责人及研究骨干共60余人参加会议。
根据丝路环境专项中亚洲水塔的任务设计，共有9个

综合集成方向的研究主题，包括：大气、冰川、冻土、积

雪、湖泊、河流、绿色发展、模拟和三极联动。参会人员

围绕相应的综合集成方向，分别介绍了亚洲水塔任务的研

究进展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会议对青藏高原大气水塔指数、青藏高原固态水储

量、青藏高原湖泊蒸散发、亚洲水塔区大江大河出山口径

流、中亚大湖区气候再分析与气候变化情景集成预估和第

三极与南北极联动关系研究等主题进行了充分讨论，肯定

了各集成方向取得的进展，并指出了每个综合集成方向尚

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此次会议进一步聚

焦了2020年亚洲水塔任务的研究方向，为项目六和联合攻

关三的顺利推进及专项的中期评估奠定基础。（项目六和

联合攻关三）

会议现场

专题报告

专题报告专题报告专题报告



2020年  第01期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中国区域高分辨率气象驱动
数据集发布

项目动态

近日，丝路环境专项项目六阳

坤教授团队在《Scientific Data》上

发表题为“The first high-resolution 
meteorological forcing dataset for land 
process studies over China”的论文，清
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何杰博士为第

一作者，阳坤教授为通讯作者。本论

文发布了过去十年间阳坤教授团队开

发的一套服务于陆面、水文、生态等

地表过程模型的中国高时空分辨率气

象数据集。该数据采用严格的数据质

量控制，统一的站点数据、卫星数据

和再分析数据的融合方法，避免了不

同学者对同一研究区域气象数据的重

复处理。

近地面气象数据是地表模型的主

要驱动。自2004年NASA发布全球陆

面数据同化(GLDAS)气象数据以来，

北美、欧洲等区域高分辨率气象驱动

数据集也不断涌现。阳坤教授团队自

2008年起利用中国气象局数据共享的

契机，开始了中国区域高分辨率气

象驱动数据集的开发，建立了气象

数据的预处理系统和融合系统，完

成了首套相对稳定可靠的长时间序

列数据产品。该数据集覆盖了中国

陆地区域，时间跨度为 40 年（1979-

费获取。

本论文的发表标志着为期 10年
的“中国区域高分辨率气象驱动数据

集”第一版开发工作完成。自2012年
试用以来，该数据集已在国内获得了

广泛的应用。据不完全统计，该数据

集的下载次数已超过 1500次，并已

支持300余篇论文的发表。该数据集

已入选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的

30个关键数据集之一。（项目六）

2018），空间分辨率 0.1 度，时间分

辨率 3 小时，包括了近地面气温、气
压、比湿、全风速、向下短波辐射

通量、向下长波辐射通量、降水率

等 7 个变量。基于独立站点数据的评
估表明，该数据集较国际上广泛使用

的 GLDAS 数据集具有更高精度。目

前，该中国区域高分辨率气象驱动数

据集已发布在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

中心（http://data.tpdc.ac.cn），可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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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喀喇昆仑山冰芯-湖芯钻取
工作顺利完成

冰芯-湖芯样品，是重建泛第三

极地区末次冰期以来气候环境变化

（幅度、速率、周期、突变等）的时

空特征、辨识气候转型事件和特征事

件以及探索气候变化过程规律的重要

研究载体之一。丝路环境专项中“气
候转型与特征事件”课题组的主要研

究任务之一，便是获取泛第三极地区

典型冰川（冰帽）和典型湖泊的岩芯

样品，重建泛第三极地区末次冰期以

来的气候环境变化。

2019年9月30日至2020年1月18
日，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徐

柏青研究员带队，在巴基斯坦空间与

上层大气研究委员会的协助下，野外

工作分队一行10余人，前往喀喇昆仑

巴控克什米尔地区Biafo冰川和Sheo 
Sar和Saiful malook湖泊，开展了为期
108天的冰芯-湖芯钻探工作。

此次野外工作，克服恶劣天气和

极高海拔等极端环境影响，成功在

Biafo冰川的海拔5600米处共钻取了

总长超过110米的冰芯；收集了自海

拔5250米至5600米区域的多个梯度雪

坑剖面雪冰样品。顺利完成对Sheo 
Sar和Saiful malook湖泊进行了水下地
形测量和短湖芯钻取工作，在2个湖

泊中各获取了4根湖芯样品序列，为

高分辨研究该区域千年尺度的气候环

境变化提供了研究介质。后续，将对

所取的冰芯样品进行氧同位素、黑

碳、微粒、重金属等测试；所取的湖

芯样品进行210Pb和137Cs放射性活度、

粒度、元素、孢粉14C年龄等测定。
同时，此次境外野外冰川科学考

察工作中，考察队成功采用直升机，

对Biafo冰川进行了机载雷达冰川测

厚工作，获得了第一手的冰川结构和

厚度数据，为极高海拔区冰川厚度与

冰川表面结构特征自动化探测工作做

出了示范。（项目七）

15

Biafo冰川冰芯钻取营地 湖芯钻取工作现场

湖芯钻取准备工作

冰芯钻取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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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实验区进行粮食作物免耕种

植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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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需求

黑颈鹤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

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和国际鸟类红皮书确定的全球性

濒危鸟类。我国的国家级黑颈鹤自然

保护区设立在西藏自治区雅鲁藏布江

中游河谷、云南大山包和会泽三地。

近年来，随着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黑

颈鹤数量逐年增加，原保护区的范围

和功能区划已不适应保护区发展的要

求，故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均重新

划定了范围。丝路环境专项项目四中

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科研人员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调整后的自然保

护区在建设与管理等方面仍存在诸多

问题，具体表现在：人-鹤争地矛盾

凸显，对农牧民生活影响较大，且生

态补偿机制缺失，当地民众对于黑颈

鹤保护持消极态度；部分规划对当地

粮食耕作有严格限制，黑颈鹤越冬食

物无法保障，不利于黑颈鹤的生存繁

殖；自然保护区位于经济较为落后区

域，限制农业生产并人工投喂黑颈鹤

不利于人-鹤和谐共处和全面脱贫目

标的实现。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

补偿机制，鼓励当地居民自发保护黑

颈鹤；量化农产品原地留存的补偿方

案和经费来源，加强农业与旅游、扶

贫等政策的协调配合。该咨询建议得

到了中办采用。

黑颈鹤的生存及当地社会经济的持续

发展。针对上述问题，科研人员提出

以下建议：适当开展粮食作物免耕生

产，严格控制用肥用药、原地留存部

分农产品，供给黑颈鹤取食；控制牲

畜放牧范围，为黑颈鹤创造良好生存

环境；合理开发生态旅游，建立生态

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云南会泽和大山包黑颈鹤国家自然保护区

大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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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dvances：
利用太平洋年代际振荡信号提高
未来15-30年南亚夏季降水变化
的预测准确度

丝路环境专项项目六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周天军团队联合美国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德国马

普气象研究所3月13日发表于《科学

进展》 （Science Advances）的研究

工作发现，如果在预测未来15-30年
的南亚夏季风降水变化时充分考虑

太平洋年代际振荡（IPO）的位相变

化，则我们能够有效减少预测结果的

不确定性，提高预测结果的可信度。

南亚是全球人口分布密度最大的

地区之一，受夏季风变化的影响，旱

涝灾害对该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

活动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如果能够

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十多年的降水变

化趋势，对于决策者来说，这将帮助

他们制定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惠及

该地区超过十亿的人口。但是，目前

准确地预测未来10-30年的季风降水

变化尚是一个国际难题，表现之一是

参加“全球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的气候

模式预测的南亚夏季降水变化彼此之

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科学界将这种模

式间的结果差异称作“不确定性”。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不确定性”？

决定未来10-30年季风变化的因子包

括两类，一是人为辐射外强迫的作

用，包括人为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

放、土地利用所造成的下垫面变化

等；二是“内部变率”，指由大气、海

洋、海冰和陆面构成的气候系统内部

的振荡，它是与人类活动无关的、纯

自然的过程，时间尺度既包括年到年

的年际变率，也包括周期达几十年的

年代际振荡。在未来10-30年这个时

间段上，由于人为辐射强迫的作用还

不是特别显著，内部变率就成为造成

预估结果不确定性的主要因子。如果

能够把内部变率的影响剥离出来，充

分利用其中年代际振荡的持续性特

点，就有望提高预测的准确度。

这项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周天军研究员团队联合美国纽约州

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戴爱国教授、德

国马普研究所李红梅博士、李超博

士、Jin-Song Von Storch博士等的合

作研究，指出针对未来15-30年的气

候预测，由于内部变率的影响超过了

人为外强迫（如温室气体、气溶胶

等）的作用，使得南亚夏季风降水预

估出现偏差。通过分析由150个样本

组成的气候系统模式超级集合模拟试

验结果，他们发现太平洋年代际振荡

（IPO）是引起未来15-30年南亚夏季

风降水预估不确定性的主要内部变率

因子。IPO是指存在于太平洋海温的

一种20-30年准周期的年代际振荡现

象，在其正位相时，热带海温偏暖、

而热带外海温偏冷，冷位相时情况反

之。若我们能够准确把握未来15-30
年的IPO的位相转换，则预估的南亚

夏季风降水不确定性将会显著减小，

具体减少的幅度因模式性能而异，最

少也有13-15%，最多可达26-30%。
研究指出，尽管温室气体等人为辐射

外强迫使南亚夏季风降水增加，但如

果伴有IPO位相由负转正，则降水增

加的概率将会被降低，同时印度半岛

出现极端变干（湿）的概率将会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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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全球变暖可显著改变冰
冻圈汞的源汇关系—冰川退缩区
成为重要汞汇区

《水俣公约》自2017年8月正式

生效后，全球汞的研究进入了后公约

时代。《水俣公约》旨在控制人为源

汞的排放，但人为源汞的排放只占了

全球汞总排放的30%，而全球60%的
汞排放来自于先前沉降汞的再排放。

值得注意的是，先前沉降汞的再排放

的强度与时空分布，均受控于气候变

化-人类活动-生态系统格局改变等相

关因素。因而，人为活动-气候变化-植
被分布格局/土地利用的协同与反馈机
制研究，不仅是理清陆地生态系统中

汞循环源汇关系的基石，也是科学评

估与检验各国政府履约成效的关键。

对于广袤的偏远地区，气候变化

导致的植被分布格局与土地利用方

式的改变，可能在汞生物地球化学

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冰冻

圈是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球气候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山

地冰川在指示气候系统的变化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冰川的动态变化也

会对气候和环境产生反作用。自小冰

期以来的全球变暖，加速了山岳冰川

消融，全球冰川退缩区的面积不断扩

大。冰川退缩区是地球表层系统中最

活跃、最富有活力的部分之一，冰

川退缩区的矿物质丰富,原生裸地近

地表环境变化迅速，土壤发育碳积

累过程明显，土壤形成速度较快。

丝路环境专项项目四中国科学院地球

化学研究所冯新斌研究员团队，系统

研究了冰川退缩-植被演替过程中土

壤汞的来源、累积过程，对研究气候

变化-植被格局-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的研究范例，

相关的成果发表以“Global warming 
accelerates uptake of atmospheric 
mercury in regions experiencing glacier 
retreat”（https://doi.org/10.1073/
pnas.1906930117）发表在《美国科学

院院刊》上。

当前关于冰冻圈汞研究工作一个

重要的论点是，全球变暖促使冰川、

冻土加速融化，使得原本冻结在冰川

(1)-(2)海螺沟冰川退宿区汞的来源解析及其不同组分汞同位素非质量分馏；(3)-(4)明永冰川退宿区汞的
来源解析及其不同组分汞同位素非质量分馏；(5)-(6)米堆冰川退宿区汞的来源解析及其不同组分汞同位
素非质量分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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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冻土中的汞重新释放到大气及下游

的水生生态系统中，产生系列的环

境汞污染，即全球变暖下，冰冻圈

将在全球汞循环中扮演重要的汞源角

色。而本研究结合汞同位素与模型技

术，研究发现青藏高原海螺沟冰川退

缩区、明永冰川退缩区及米堆冰川

退缩区演替过程中，植被扮演着“汞
泵”的角色，使得大气零价汞不断向

土壤沉降累积，即冰川退缩区存在显

著的汞汇。在冰川消融90-120年后，

大气沉降累积的汞库是冰川消融前冰

中汞库的10-16倍。根据全球其他12
个冰川退缩区的模型统计也发现冰

川消融80-150年后，大气沉降累积的

汞库比冰川消融前的汞库高一个数量

级。结合自1850年小冰期以来冰川退

缩的面积，可预估300-400 Mg汞沉降
累积在冰川退缩区。至2100年，全球

冰川向大气及下游环境中释放的汞量

为~95Mg，然而未来百年间冰川融化

形成的退缩区从大气中固定的汞高达

~300Mg。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全球变暖

下，冰川消融加速，冰川退缩区汞的

显著累积，可能使得冰川区域在全球

汞循环中不再是汞源，而是扮演着显

著汞汇的角色。本研究结果充分表明

了，未来进一步的全球变暖-植被格

局改变能显著影响全球汞的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

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性先导科

技专项“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

丝绸之路建设”为该成果的第一标

注项目。

论文信息： Wang X, Luo J, Yuan, Lin CJ, Wang FY, Liu C, Wang GX, 
Feng XB*,.Global warming accelerates uptake of atmospheric mercury in regions 
experiencing glacier retrea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DOI:10.1073/pnas.1906930117

模型评估的全球典型冰川退缩区土壤大气沉降来源汞的累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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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Communications: 
人类活动驱使夏季复合型高温风
险显著上升

归因约束下多模式多成员集合预估的北半球夏季复合型高温频次和强度变化

北半球夏季复合型高温事件的频次和强度变化及其检测与归因结果

夏季极端高温对人类健康、生态

系统和基础设施有广泛的影响。昼夜

都呈现异常高温的极端事件的影响更

大。为此，丝路环境专项项目二中国

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严中伟团队与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以及英国爱丁堡

大学合作，将夏季期间昼夜温度均高

于当日历史记录的第90百分位者定义

为复合型极端高温事件，开展了首个

此类极端事件的长期变化归因和预估

研究。

该研究首先基于观测揭示：1960
年以来北半球平均夏季复合型极端

高温频次显著增多（~1.03天每十

年），强度显著增强（~0.28℃每十

年），主要是由夏季平均气温上升所

致；结合CMIP5多模式多成员集合模

拟数据开展了检测与归因分析：人为

温室气体排放增多是造成北半球夏季

复合型高温事件增多增强的主要原

因，而人为气溶胶的效应则部分抵消

了上述变化约10%；由此结果约束模

式得到的预估结果表明：自2030年起

复合型高温将成为北半球夏季高温事

件的主导类型，而以往研究由于忽视

了高温事件类型转化而可能低估相关

气候变化的影响。研究还指出：如不

实行严格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本世

纪末北半球夏季复合型高温频次和强

度将分别增约8倍和3倍，此类极端高

温的人口暴露度将至少增加8倍。这

一定量的风险预估可为制定相应的适

应和减缓措施提供科学基础。

研究成果近日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表，第一作者为大气物理研究所王

君。文章作为亮点推荐，同时被美、

英、法、德、加等多国媒体转载报

道，还被中科院首次组织的美国科学

进展协会AAAS 2020年会的分会报告
引用。本研究受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

性先导科技专项“泛第三极环境变化

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资助。
论文信息：Wang J,  Chen Y*, 

Tett S, Yan Z, Zhai P, Feng J, Xia J. 
Anthropogenically-driven increases in 
the risks of summertime compound hot 
extrem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 
11：528, doi: 10.1038/s41467-019-14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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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雪芹）中科院大

气物理研究所联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奥尔巴尼分校、德国马普气象研究所

发现，如果在预测未来15~30年的南

亚夏季风降水变化时充分考虑太平洋

年代际振荡（IPO）的位相变化，即

可有效减少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提

高预测结果的可信度。该研究成果近

日发表于《科学进展》。

这项研究指出，针对未来15~30
年的气候预测，由于内部变率的影响

超过了人为外强迫（如温室气体、气

溶胶等）的作用，使得南亚夏季风降

水预估出现偏差。

通过分析由150个样本组成的气

候系统模式超级集合模拟试验结果，

研究人员发现IPO是引起未来15~30
年南亚夏季风降水预估不确定性的

主要内部变率因子。IPO是指存在于

太平洋海温的一种20~30年准周期的

年代际振荡现象，在其正位相时，热

带海温偏暖而热带外海温偏冷，冷位

相时情况反之。若能够准确把握未来

15~30年的IPO的位相转换，则预估

的南亚夏季风降水不确定性将会显著

减小，具体减少的幅度因模式性能而

异，最少也有13%~15%，最多可达

26%~30%。
研究指出，尽管温室气体等人为

辐射外强迫使南亚夏季风降水增加，

但如果伴有IPO位相由负转正，则降

水增加的概率将会被降低，同时印度

半岛出现极端变干（湿）的概率将

会增大（减小）；反之，若IPO位相

由正转负，则IPO引起的降水增加趋

势叠加在温室气体等外强迫的影响之

上，将增加南亚季风降水增多的概

率，印度半岛出现极端变湿（干）的

可能性也将会增大（减小）。

【中国科学报】未来南亚夏季风降水
预估水平有望提高

媒体扫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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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中国科学家首次系统完成
可可西里主要湖泊水深测量

中新网北京3月30日电 (记者 孙
自法)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30
日发布消息说，由该所牵头的湖泊演

变及气候变化响应科考分队，对可可

西里地区的主要湖泊进行系统科学考

察，首次获得该区域大中型湖泊水下

地形、水质剖面等数据，并钻取多支

湖泊岩芯。

这些重要科考成果，既填补了可

可西里区域湖泊基础地理信息空白，

也为有“亚洲水塔”之誉的青藏高原湖

泊变化、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区域

水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

基础数据。

湖泊演变及气候变化响应科考分

队队长、中科院青藏高原所湖泊与环

境变化团队负责人朱立平研究员介绍

说，可可西里地区是目前青藏高原湖

泊考察中的空白区，本次科考是对该

区域湖泊的全景式扫描：首次全面测

量特拉什湖、乌兰乌拉湖、永红-西
金乌兰湖、勒斜武担湖、太阳湖、

可可西里湖、盐湖7个主要湖泊的水

下地形，并获取这些湖泊的水质剖面

数据；通过走航式测量湖泊水深，总

测线长1280公里，涵盖湖面面积共计

2330平方公里；科考队还采集湖泊沉

积样品7个、湖泊与河流水样25个、

表土样品102个，并在10至40米不等

水深处钻取湖泊岩芯10支。其中，可

可西里湖和乌拉乌拉湖的湖泊岩芯是
科考队员在太阳湖合影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 供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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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该区域主湖区的最长样本，有望

反映过去1万年以来该区域气候变化

和湖泊环境演化过程。

本次科考结果显示，可可西里区

域湖泊与西藏南部地区近似面积大

小的湖泊相比，具有水深相对较小

的特点，其中，特拉什湖最深处仅为

9.7米、西金乌兰湖平均深度只有5.4
米。近几十年来，随着降水增多和冰

川退缩，该区域湖泊面积明显扩张，

水量增加，多数湖泊扩张20%以上，

其中，永红-西金乌兰湖扩张最为明

显，面积由第一次科考时的416.1平
方公里，扩张到615平方公里。随着

面积的扩张，不少湖泊盐度也随之下

降。

朱立平表示，青藏高原第二次科

学考察启动以来，湖泊演变及气候变

化响应科考分队已获取70多个湖泊

超过2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实测资料。

2020年，科考分队将继续在青藏高

原进行湖泊实地考察，最终将获取近

100个湖泊的实测水深数据。
未来，科考分队将在这些数据的

基础上，通过数字地面高程数据和已

测湖泊的面积-水量模型，估算整个

青藏高原的湖泊水量及其变化，并分

析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为“亚洲水塔”
的动态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

理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据了解，青藏高原是中国最主要

的三大湖泊区之一，其湖泊面积近5
万平方公里，分别占中国湖泊总面积

50%以上、占整个青藏高原面积2%
左右。此次科考分队由中科院青藏高

原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5家单

位28人组成，2019年10月15日由青海

省境内沱沱河以北的二道沟进入可可

西里自然保护区，科考历时32天全程

1400公里，路线覆盖可可西里自然保

护区全境。

科考队员开展工作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 供图 摄

科考途中车辆陷入泥泞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 供图 摄

科考途中航拍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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