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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8-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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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丝路环境专项”）召开第二次

领导小组会议。领导小组组长、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科技发展促进

局局长严庆，发展规划局局长、党支

部书记谢鹏云等领导小组成员、总体

组、监理组成员等出席会议。

丝路环境专项负责人姚檀栋院

士、各项目、课题和子课题负责人围

绕落实专项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院领

导提出的相关意见建议的具体措施、

2018年亮点成果和2019年工作计划等

方面做了工作汇报。专项领导小组认

真研讨审议了各项报告，对专项的进

展及取得的成果给与了充分肯定，对

专项“揭示亚洲水塔变化过程”和“人

类4万年前登上青藏高原证据”两项重

大成果入选白春礼院长2019年院工作

报告总结的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14项
重大进展表示祝贺。

会议审议通过了专项2019年度实

施方案调整的建议，要求专项相关工

作要与“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

（ANSO）和中科院海外科教中心紧

密结合，共同促进中科院在科技支撑

“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对内积极对接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

相关部委，进一步推动产出用得上的

成果；对外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计划

平台，推动成果产生重大国际影响。

会议指出，专项要带动提升全院

资源环境领域相关研究所，特别是西

部研究所的人才团队建设；要做好预

算执行和资金使用绩效管理，加强财

“丝路环境”专项举行第二次
领导小组会议

务责任专家与总体组办公室及监理组

的沟通；要建立年度评估和动态调整

机制，形成内部良性竞争，促进重大

成果产出。

第二次领导小组会议前，丝路环

境专项举行了年度工作会议，各项

目、课题、子课题汇报了2018年度

亮点成果，提出了2019年工作计划。

年度工作会议上，首席科学家姚檀栋

院士从如何理解生态环境A类先导，

专项体现国家战略需求的考核指标体

系，项目进展不平衡问题及第二次青

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国家专项启

动后专项面临的挑战等方面做了总结

发言。为更好的推进专项工作，姚院

士提出进一步科学聚焦，凝练亮点国

际前沿成果，办好学术沙龙及专项的

宣传与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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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泛第三极环境变化和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先导专项中亚工作

协调会”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

理研究所举行，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

长、中科院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中亚中心）主任、新疆生

地所研究员陈曦，新疆生地所副所长

（主持工作）张元明，新疆生地所研

“丝路环境”专项中亚工作协调会
在新疆生地所召开

究员雷加强,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高级工程师孙永溪，新疆生地所科研

处处长桂东伟以及专项各课题、子课

题的负责人和代表参加了会议。 
张元明在致辞中提到，新疆生地

所高度重视“泛第三极环境变化和绿

色丝绸之路建设”先导专项，自中科

院启动该专项后，研究所会同中亚中

心于2018年9月成立了项目协调领导

小组和项目办公室，便于帮助项目成

员办理出境手续、协调在外科研考察

及相关出行和设备保障。 
中亚中心常务副主任、新疆生地

所研究员刘文江围绕中心概况、平台

建设与运行、科技合作与进展、国内

外影响等对中亚中心和三个分中心进

行了详细介绍。 
桂东伟对新疆生地所“泛第三极

环境变化和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先导

专项项目办公室的职责和管理规定进

行了介绍，项目办负责与专项办对

接、与国内外合作单位的沟通与协

调、赴中亚国家的协调与管理等。 
在对中亚中心、项目办工作流程

进行了详细了解之后，中科院昆明植

物所杨永平研究员，中科院青藏高原

所徐柏青研究员、马伟强研究员、王

君波副研究员、王磊研究员、苏凤阁

研究员、李宁博士，清华大学地球系

统科学系罗勇教授，中科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戴尔阜研究员、李发东

研究员、任周鹏助理研究员、叶尔

肯·吾扎提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

学段德忠助理研究员等分别介绍了各

自2019年赴中亚开展工作的时间、任

务、需求等，并提出了需要中亚中心

协助的方面。新疆生地所李耀明副研

究员、张新焕副研究员等介绍了各自

项目的相关情况。 
陈曦在会议总结中，根据各项目

代表提出的成员出访时间、考察需求

及路线，一一进行了规划和安排，并

给出了具体建议。本次协调会的召开

更好地促进了项目成员与专项办及新

疆生地所项目办的沟通与协调，解答

了疑惑，对“泛第三极环境变化和绿

色丝绸之路建设”先导专项的顺利实

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会议场景

参会人员合影

专项动态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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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环境专项” 2018年度科研产出数据于2018年12月25日在泛第三极大数据系统（http://ptpe.tpdc.ac.cn）开始汇

交并在线撰写中英文元数据。根据“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专项数据集成与汇交计划列表，丝路环境

专项2018年度需要汇交160个数据集，截止2019年1月20日，专项已经在系统里汇交了209个数据集：其中55个数据集

是2018年度专项计划外超额汇交，超额汇交率达34%；154数据集是专项2018年度计划汇交，目前尚有6个数据集未按

期汇交，汇交完成率达96%。

丝路环境专项2018年度汇交率达100%的有三个项目，计划外汇交的有四个项目，各项目数据汇交详情如下： 

“丝路环境专项”发布第一期
数据简报

专项数据集成工作组下一步将开展专项2018年度汇交的数据和元数据质量审核和编辑工作。

需汇交 已汇交 未汇交 计划外超额汇交 完成率 超额完成率

项目一 25 24 1 2 0.96 0.08

项目二 / / / 27 / ∞

项目三 31 31 / / 1.00 /

项目四 25 25 / 21 1.00 0.84

项目五 15 15 / / 1.00 /

项目六 33 32 1 / 0.97 /

项目七 9 7 2 5 0.78 0.56

联合攻关二 1 / 1 / 0.00 /

联合攻关三 21 20 1 / 0.95 /

专项 160 154 6 55 0.96 0.34

2018年总共汇交数据：154+55=209个；2018年需汇交数据160个；已经汇交了154个，汇交率达到96%；计划外汇交了

55个，超额完成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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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8日至28日，新疆生

态与地理研究所徐俊荣研究员等一行

4人赴伊朗完成了中伊荒漠生态系统

联合野外站的建设工作。此次中伊荒

漠生态系统联合野外站的建设是新疆

生地所与伊朗首次开展生态环境方面

的合作，也是新疆生地所首次在伊朗

建立的野外站。 
经过近半个月的仪器安装和调

试，在伊朗的伊斯法罕、设拉子等2
个地方野外台站已经提前进入试运行

阶段。该站主要开展伊朗的中部和南

部地区荒漠生态环境相关要素（包括

水、土、气、生）的长期定位监测、

基础数据的积累与分析和预测，其野

外站的设备可以全天候不间断的测量

风速风向、空气温湿度、土壤温湿

度、太阳辐射、降水等20多个基本要

素，这些数据可以应用于气象、生态

环境、地理研究等领域。野外站建成

后，不仅可用作内伊朗2所大学科研

和教学的平台，也可以为科学研究提

供数据支撑。 
此次建站填补国内在西亚地区的

空白，依托中国科学院中亚生态与环

境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

科技专项(A类)子课题“中亚西亚野外

观测能力提升及数据库建设”建立了2
个野外站，2个野外站分别位于伊朗

的中部和南部，建成后将与中亚及西

亚周边国家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有

机结合，有助于揭示一带一路中亚

西亚地区气候、水资源、生态环境

的时空变化规律，服务于区域可持

续发展。（项目二）

中伊荒漠生态系统联合野外观
测与研究站建成

建站合影

伊斯法罕野外站 设拉子野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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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了解塔吉克斯坦草地退化

成因，课题组成员与塔吉克斯坦科学

院科研人员开展合作研究。2019年2
月27日至3月6日，“泛第三极环境变

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先导专项下

项目二子课题“中亚西亚野外观测能

力提升及数据库建设”科研人员赴塔

吉克斯坦开展工作。

此次出访，在塔吉克斯坦Luchob
建设完成了2处生态样方，并在样方

内安装了土壤温湿盐传感器和物候监

测相机。同时开展施肥（长期养分添

加及施肥解除）、围栏禁牧、植被多

样性调查、植物养分分析等工作。

通过建设生态样地及安装生态监

测的仪器，采集土地利用数据、植被

覆盖数据、土壤样品分析数据等，形

成长期连续的生态样方数据集，为境

外遥感卫星产品验证提供服务及泛第

三极其他项目提供数据支撑。（项目

二）

塔吉克斯坦草地监测样地
建设完成

样地施肥

调试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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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3日至3月1日，由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和天

津中科无人机应用研究院等9名著名

科学家组成的中国科学院“丝路环境

专项”瓜达尔港科学考察团对瓜达尔

港及自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

几天来，科学家们深入第一线，

走遍了自由区和港口的每个角落，对

土壤、生物植物物种取样分析，展现

了中国知识分子严谨务实的科研精

神。在瓜港调研成果交流会上，中科

院地理所葛咏研究员表示，本次考察

“丝路环境”专项助力瓜达尔
绿色生态发展

对瓜港及自由区的土壤、物种、荒漠

化等进行基础数据调查。科考队将基

于本次综合区域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

等考察成果，制作《瓜达尔港绿色发

展综合地图集》，为瓜达尔的宏观发

展及“绿色瓜达尔”项目提供技术理论

支持。

中国港控董事长张保中对科考团

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瓜达尔

地区气候恶劣、荒漠化严重，如何在

发展瓜达尔工商业的同时，维护其脆

弱的生态体系，急需科学家们系统的

理论指导。科考队的到来解决了这一

难题，使瓜达尔今后的整体发展有章

可循，为瓜达尔的绿色生态发展指明

了方向。”
会后，科考队向中国港控提交了

瓜达尔港及自由区基础数据调研报

告。接下来，科考队将相继开展瓜达

尔地区植被引种和试种、分析区域生

态环境变化、深入调研区域生态承载

力、水资源与生活和生产优化配置等

问题的研究。（项目三）

研讨会现场 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葛咏向中国港控董事长张保中提交调研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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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日，“丝路环境”专项

项目五“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与适应策略”课题二“物种多样性对

全球变化的响应与保护策略”子课题

四“重大工程和重点国别的旗舰物种

多样性与保护策略”在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组织了2019年度工作计

划会议，专题研讨一带一路生物多样

性科学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和旗舰物种

工作进展和2019年拟开展的重点工作

做了汇报和研讨，并针对一带一路生

物多样性科学大数据库建设、联合科

学考察、旗舰物种遴选工作、咨询报

告和高水平论文前瞻部署等议题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讨论和工作安排。

此次会议大家形成了如下共识：

（1）各参与队伍将全面落实专项的考

核要求和工作精神，凝心聚力，重点

突破，力争产出亮点工作。（2）协

力推进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科学大数

据及相关平台的持续建设，发布“一带

一路生物多样性科学大数据中心（平

台）”。（3）围绕一带一路物种保护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凝练和拓展“旗舰

物种”相关概念的科学内涵，推进其在

重大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

（4）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专题，围绕

这一重大工程做出生物多样性基础科

学大数据和旗舰物种保护分析的样板

工作。（5）明确并安排了科学考察重

点区域为三江源地区、咸海退化干涸

区域和帕米尔高原区，研讨并部署了

这些区域的工作突破点。（项目五）

“重大工程和重点国别的旗舰物种
多样性与保护策略”子课题召开一
带一路生物多样性科学大数据和旗
舰物种保护专题研讨会

保护工作的推进。

会上，专项总体组成员项目五负

责人杨永平研究员向参会代表传达了

中科院先导专项的管理要求和最新形

势，并对子课题的实施提出了目标和

要求。子课题负责人王雨华研究员、

参加单位张元明研究员、杨维康研究

员、陈世龙研究员、陈毅峰研究员、

屈延华研究员等项目骨干人员对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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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国家需求成果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全院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重大科技成果不断产出，并持续

通过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经中科院有关职能部门和专家推荐，同时参考广大网民意见，中科院2018年

年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和科技创新亮点成果已最终确定。丝路环境专项的重要成果“青藏高原发现人类适应

尼阿底遗址出土石叶图

高海拔极端环境最早证据”入选中科院2018年年度科技创

新亮点成果，完成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

2018年11月30日，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论文，公布了尼阿底遗

址这处来自青藏高原腹地的重大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中

科院古脊椎所科研人员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

经过多年调查、发掘与研究，在藏北羌塘高原发现一处具有

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尼阿底，证实古人在4至3万年前

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这一研究刷新了学术界对古

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

高原的历史推前到4万年前，书写了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

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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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8日，由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泮燕红博士

等完成的题为“羽毛分子演化的化石

直接证据”的研究成果，在线刊登在

《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

为探讨早期羽毛的演化提供了分子生

物学证据。该研究显示，以近鸟龙为

代表的带毛恐龙虽然可能具备了一定

的飞行能力，但其羽毛的分子构成还

不足以支撑与鸟类类似的飞行。

现代鸟类的飞羽主要由β-角蛋白

构成，这一结构蛋白赋予其特殊的生

物力学属性（如柔韧性、弹性和强

度），从而能够适应飞行的需要。鸟

类祖先的羽毛是否也具有同样的蛋白

组成和结构呢？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

仅可以揭示早期羽毛分子演化的过

程，而且还能为研究带羽毛恐龙的飞

行能力提供新的线索。

研究人员利用多种现代超微结构

检测技术、原位元素分析和免疫学的

方法，对产自我国侏罗纪地层（距今

约1.6亿年前）的近鸟龙的羽毛化石

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对比。鉴于β-角

蛋白形成的构架纤维直径通常只有3

PNAS:化石为羽毛的分子演化提供直接证据

纳米左右，而α-角蛋白构架纤维直径

通常可达8-10纳米，他们采用高分辨

率的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分析，对多

种化石羽毛的微细结构进行了观察和

对比。此外，他们还进一步通过化学

元素和免疫学分析（包括免疫荧光和

免疫电镜）进行原位检测，用以区分

不同类型的角蛋白。

研究结果显示，近鸟龙的飞羽主

要由α-角蛋白构成，但同时还具有少量

的β-角蛋白，不同于现代鸟类的羽毛构

成。然而，我国中生代发现的鸟类如

始孔子鸟、燕鸟以及一件新生代鸟类

化石的羽毛，则主要由β-角蛋白构成，

这一点已经与现代鸟类一致。这些结

果表明，近鸟龙的羽毛在蛋白分子的

构成上，代表了早期羽毛从不适于飞

行向现生鸟类羽毛演化的过渡类型。

其中这件新生代的羽毛标本就产

自西藏伦坡拉盆地渐新世的地层，是

由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飞

翔副研究员在参加青藏科考项目过程

中采集到的一枚珍贵的标本。在本项

工作中是衔接中生代和现生鸟类羽毛

分子演化关系的重要一环。本项研究

也展示了西藏化石埋藏的良好潜力。

该项研究也进一步彰显了整合形

态学、发育学和分子生物学多学科数

据和研究对探讨重大生物演化事件的

重要性。一般认为构成生物体的有机

大分子随着降解过程的发生，原本稳

定的化学键被破坏从而不复存在。但

随着近年来各种分析技术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大分子化石被发现。角蛋白

比多数其他蛋白具有更好的埋藏潜

力，主要是由于其特殊的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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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n ,  Y. ,  Z h e n g , 

W., H. Sawyer, R., Pennington, M., 

Xiaoting, Z., Wang, X., Wang, M., 

Hu, L., O'Connor, J., Zhao, T., Li, Z., 

Schroeter, E., Wu, F., Xu, X., Zhou, 

Z., Schweitzer, M.. The molecular 

evolution of feathers with direct 

evidence from fossil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9, 116 

(8), 3018-3023.

左图：用于本次研究的西藏伦坡
拉盆地渐新世的飞羽化石。

右图：中生代恐龙和鸟类系统树
揭示羽毛分子结构的重要演化阶
段，其中“5”代表了西藏伦坡
拉渐新世地层的羽毛化石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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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6日，National Science 

Rev iew发表了中科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车静研究员及其合作团队题为

Natatanuran frogs used the Indian Plate 

to step-stone disperse and radiate across 

the Indian Ocean的研究论文。该论文

首次从现生生物的角度，证明印度板

块在往欧亚板块漂移的过程中为陆生

生物的洲际扩散提供了重要的“脚踏

板”作用，而并非传统观点认为的孤

立 “方舟” 的角色。该论文为地球的

演化历史，尤其是印度板块的演化历

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生物学证据。

现代生物地理学研究认为，生物

的地理分布与地球的演化历史紧密相

关，因此可以通过生物的演化历史推

测地球的演化过程，并对已有的地质

学假说进行验证，甚至提出新的地球

演化假说。从白垩纪末期到第三纪时

期，冈瓦纳古陆解体形成的印度板块

和南极-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板块对生

物在冈瓦纳古陆和劳亚古陆间的交流

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对于这两

个板块的地理位置长期存在着争议。

传统流行的观点认为，分离后的印

度板块在往北漂移的过程中充当着一

个完全隔离的“方舟”角色（约88-55 

Ma），它携带着冈瓦纳古陆的生物

类群在第三纪早期到达亚洲。但另外

一些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研究认为印度

板块在漂移过程与其它大陆之间是有

陆桥连通的，物种可以在这些大陆之

间进行自由扩散（“脚踏板”角色）。

两栖类由于其独特的生理特性以

及较弱的迁移能力为验证上述地质

学争议提供了良好材料。通过长期

的研究积累和广泛的国际合作，车静

研究组与合作者收集了各大陆蛙超科

主要代表类群物种的样品，基于探针

杂交富集的高通量测序方法，最终成

功解析了蛙超科的系统发育关系和时

空演化历史。该研究结果揭示，蛙超

科起源于非洲，并在较短的时间内

（75.6–72.8 Ma）通过印度板块扩散

至亚洲，随后（约62.4–47.2 Ma）又

经历了一次从亚洲经印度板块返回

至马达加斯加的扩散事件，显示印

度板块在蛙超科物种的扩散中扮演的

是“脚踏石”的角色，而并非传统观点

认为的隔离“方舟” 的角色。此外，

研究结果也并未发现马达加斯加与南

极-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板块之间存在

生物交流，澳大利亚现生的蛙超科物

种是在晚第三纪从亚洲经两次独立扩

散事件进入澳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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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Z Y, Zhang B L, 

Raxworthy C J, Weisrock D W, Hime 

P M, Jin J Q, Lemmon E M, Lemmon 

A R, Holland S D, Kortyna M L, Zhou 

W W, Peng M S, Che J, Prendini E. 

Natatanuran frogs used the Indian Plate 

to step-stone disperse and radiate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19, 6(1):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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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蛙超科物种在白垩纪晚期和第三纪早期大陆间的扩散路径示意图；右图：蛙超科物种在第三纪
晚期的扩散路径示意图。箭头和数字分别代表扩散方向和时间。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基础研究前沿成果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印度板块在蛙类物种洲际扩散中

扮演“脚踏板”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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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成果国际影响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13

2nd Global Session

8-10 March 2019,Nairobi,Kenya
UN Science Policy Business Forum on the Environment

丝路环境专项在第二届联合国科学-
政策-商业论坛上组织科学分会

由联合国环境署（UNEP）主办

的第二届联合国科学-政策-商业论坛

于2019年3月8日至10日在肯尼亚内罗

毕UNEP总部举行。来自全球100多

个国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知名科学

家、政界和工商界领袖、国际组织代

表，以及民间社会代表等逾2000人参

加了此次论坛。此次论坛共包括40个

聚焦科学、政策、商业创新的环境主

题分会，其中科学分会共15个。

丝路环境专项首席科学家、“第

三极环境（TPE）”国际计划主席姚

檀栋院士在论坛上组织了“从第三极

到泛第三极和广域环境变化（From 

Third Pole to Pan-Third Pole and 

Beyond）”的科学分会。这是此次论

坛上唯一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发起的科

学分会，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近

百名参会代表聆听报告并参与讨论，

引起国际各界人士广泛关注。

本次科学分会由UNEP顾问、牛

津大学Nicholas Middleton教授主持，

共邀请了来自三大洲、5个国家的科

学家、国际组织负责人和工商业代表

做大会发言。姚檀栋院士首先介绍了

第三极和泛第三极正在发生的环境

变化，以及相关的最新科研进展，并

提出了从第三极到泛第三极及地球

南北极的共同点和相关性，倡导加

强全球合作，共同应对环境变化挑

战。北极圈联盟首席执行官Dagfinnur 

Sveinbjornsson在随后的发言中回应

了第三极与北极的相关性和相似性，

提出双方合作的前景和重要性。中科

院中亚中心的陈曦研究员介绍了中亚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生态系统评估

科学分会的7位发言人和主持人姚檀栋院士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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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秘鲁ANDES协会的项目

主任Alejandro Argumedo以丽江和安

第斯山的当地居民适应气候变化的研

究为例，介绍了科学引导当地居民因

地制宜、发展农业和经济的经验。青

藏所李新研究员介绍了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导向下的第三极地区内陆河

流域决策支持系统。UNEP欧洲中心

主任Jan Dusik和世界顶级冰球运动员

和教练Slava Fetisov提出并响应了北

极和第三极加强合作和联系的建议，

进一步强调了开展不同领域全面合作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会议期间，姚檀栋院士还多次受

邀出席与UNEP高层以及中国气候变

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的高级别对

话，从更高的决策层推动了丝路环境

专项和其它国际计划的联动。会议期

间，还通过不同方式介绍了第二次青

藏科考的进展、阶段性成果和预期重

大产出，扩大了中国科学家科学研究

成果的国际影响，也为实现科学研究

与政策融合做出了贡献。新华社驻内

罗毕分社、CCTV内罗毕分社等对此

次科学分会进行了全程报道，并在会

后专访了姚檀栋院士。中国政府网和

环球时报等媒体也进行了相关报道。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专项成果国际影响

部分参会代表合影 论坛开幕式现场

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交流第三
极环境变化研究进展

科学分会现场

UN Science Policy Business Forum on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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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第三极水循环，除了跟踪气

温、湿度、气压，降水、风速等传统

气象要素外，还需要通过测量大气水

汽中氢和氧稳定同位素比率来获得更

多关于水循环的信息。”第二次青藏科

考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前几天刚从

西藏林芝科考现场回来，他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科考队这次用“极目一号浮

空艇”垂直上升3000米左右，抵达海拔

6204米的高空，这是世界上首次利用

浮空艇在如此高海拔测量高空水汽稳

定同位素。

15

传媒扫描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第三极立体观测布下“天罗地网”，

浮空艇观测高度将超越珠峰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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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空器等待升空  高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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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传媒扫描

青藏高原作为世界第三极，是

仅次于南极、北极的冰雪储地。亚洲

十多条大江大河发源于此，供养了世

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姚檀栋说，当

前第三极大部分冰川正在退缩，湖泊

正在扩张，气候变化加速改变着这座

“亚洲水塔”。“我们必须搞清楚该区域

雪、冰、水的变化，监测水循环，以

应对各种灾害、风险。”
“过去没有条件，靠脚步丈量冰

川，只能获取平面二维数据。现在有

了无人机、浮空艇这些装备，我们开

始以三维视角研究水循环。”中科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邬光剑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依托“第三极环境计划”
（Third Pole Environment）和中科院丝

路环境专项，从2014年开始，科考队

已经在第三极地区设置了11个水汽稳

定同位素观测站，包括地表观测和浮

空艇高空观测站。今后，浮空艇还将

到珠峰地区观测，抵达高度将超过海

拔10000米，即超过珠峰的高度。

“我们通过监测水中的稳定同位

素，来了解大气水汽如何通过西风和

季风输入第三极。”中科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副研究员高晶说，这些数据揭示

了空气中的水分是如何远距离输送，

又在大气边界层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过程。

但还有很多问题待解。高晶说，

例如不同过程在区域水循环中所发挥

的作用，还缺乏定量的理解；水在

固、液、气三相间转化对该区域水循

环有什么影响；气溶胶和冰碛物对冰

川的积累和融化有什么影响等。而这

片区域复杂多变的地形使得这些问题

更难解答。

要深入理解这些问题，必须从三

维角度追踪水循环，即监测地面和空

中的液态水、冰和水汽的变化；必须

建成系统的“星—空—地”水循环观测

网，这对于广袤、高海拔的第三极地

区来说，难度可想而知。同时，新型

地球系统科学模型也需要根据区域具

体情况构建，才能做出准确的预测。

“当前的气候模型难以复现第三

极的复杂气候，这就需要使用新的模

型和数据来优化。”瑞典皇家科学院院

士、中科院外籍院士陈德亮近几年经

常往来于中瑞之间。26日，他又来到

中科院青藏所组织的“第三极冰冻圈和

水循环观测—模拟集成研究国际研讨

会”，与来自美国、法国、瑞士等十多

个国家的科学家一同讨论气候模拟方

面的问题。

在陈德亮看来，模拟第三极气

候，先要把分辨率提上去，然后选择

某一个或几个关键区，让国际上不同

模型都参与进来探索研究。“不同模型

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通过比较，我

们可以找到改进这些模型的方法。”
为了验证这些模型并确定它们在

何时或哪些方面模拟更准确，观测数

据是关键。最重要的还是观测数据的

质量，这就涉及观测站的科学布点。

但目前，只有很少量的冰川和湖泊设

有观测站，海拔高于5000米的地区连

常规的气象站都很少，更不用说其他

数据的观测站了。陈德亮说，要为模

型提供理想的观测数据，下一步需要

在关键区域增设观测站点，要覆盖不

同海拔高度、不同气候类型地区、不

同植被区域等。当然，这些观测站的

建设和维护成本也非常高。

“这些数据可以为发展第三极地

球系统科学模型、增加我们对相关过

程的理解及预测未来服务。”陈德亮还

期待观测与模拟的有机结合将带来更

多科学发现。

2019年1月31日 来源：科技日报记者 杨雪



2019年  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