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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日，中科院2019年第

2季度两类亮点工作筛选结果发布。

丝路环境专项两项成果入选科技创新

类亮点成果。

1、系留浮空器“极目一号”驻空

高度超过7000米。该项成果由“亚洲

水塔动态变化与影响”任务中科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姚檀栋院士团队取得。

该工作实现了迄今已知同类型同量级

浮空器驻空高度的世界纪录，并首次

获得了青藏高原海拔7000米高空的大

气组分变化科学数据，为研究青藏高

原的气候环境变化提供了依据。

2、青藏高原发现丹尼索瓦古老

型智人活动证据。该项成果由“人类

活动与生存环境安全”任务中科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陈发虎院士团队取得。

该研究将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活动的

最早时间从距今4万年推早至距今16万
年，并首次从考古学上验证了此前只

发现于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的丹

尼索瓦人曾在东亚广泛分布的推测。

原文链接：http://www.cas.cn/
yw/201908/t20190801_4706009.shtml

丝路环境专项两项成果入选中科院
2019年第2季度科技创新亮点成果

系留浮空器“极目一号”

丹尼索瓦古老型智人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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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高山区是地

球上除南北极之外冰川分布最广泛的

地区，被称为“第三极”，它是亚洲十

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亦有“亚洲

水塔”之称。气候变暖背景下，“第三

极”地区气温快速升高，冰川融化加

速，储水量发生失衡。“亚洲水塔”正
面临着冰川融化的挑战，全球20多亿

人的生存用水将因此受影响。

2019年7月11日-12日，丝路环境

专项举办亚洲水塔国际研讨会，邀请

50多位相关领域国际知名科学家共同

全球科学家共商“第三极”
水问题

研讨应对亚洲水塔变化对策，从观

测、模拟和影响三个方面对亚洲水塔

的变化进行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制定

国际合作方案。

在丝路环境专项的支持下，“亚
洲水塔”的观测已经拓展到了“一带

一路”沿线的中亚地区、南亚与东南

亚。围绕“亚洲水塔”及其影响的周边

地区，已经组建了包括37个野外站的

观测网络。经过长期酝酿，初步确定

了观测研究的三个典型区域：祁连山

黑河流域，唐古拉山长江源和纳木

错、色林错流域，喜马拉雅山波曲流

域，分别位于西风模态区、西风季风

过渡模态区和季风模态区。在模式方

面，模拟的尺度已精确到2~10公里，

远高于全球模式研究的分辨率（一般

仅为50~200公里左右）。目前，“应
对亚洲水塔变化”已经在科学层面达

成共识，与世界各国科研人员的合作

也在持续展开，将深入开展亚洲水塔

变化对下游地区生态环境、水资源、

自然灾害影响研究。

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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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环境专项与WSL正式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丝路环境专项监理工作顺利开展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藏东南地区

冰崩、雪崩灾害频发，对当地居民生命安全和

财产带来很大的危害。我国藏东南地区拥有和

瑞士类似的高山气候、森林、冰川、地貌等自

然景观。瑞士在冰冻圈灾害机理研究、冰冻圈

按照“丝路环境专项”2019年

度监理工作计划，监理组专家于5-6

月通过现场监理和函评的方式对各

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监理。监理组

对项目一、联合攻关一、项目二、

项目四和联合攻关二5个项目的执行

情况进行了现场监理，听取了相关

签署协议现场

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灾害防治技术等方面具有国际先进技术

与成熟经验。

2019年6月17日，丝路环境专项与瑞士联邦森林、雪和景观

研究所（WSL）在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丝路环境专项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和WSL所长Konrad Steffen
教授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丝路环境专项办公室主任安宝晟副

所长、副主任王伟财研究员及丝路环境专项科研骨干邬光剑研究

员、余武生研究员、杨威研究员、赵华标研究员、张强弓研究员

等出席签约仪式。

通过这次合作，中瑞双方将深入推进在冰崩、雪崩、冰湖溃

决洪水、冻土灾害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探讨防灾减灾措施

和经验，进一步加强从第三极到北极联动研究，共同推动三极

环境与气候变化国际大科学计划。

项目和课题的进展汇报，并与项目

组成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项目

三、项目五、项目六和联合攻关三、

项目七5个项目也通过函评的方式进

行了监理，各项目负责人认真对待监

理组意见和建议，经与项目组成员充

分讨论完成了监理报告的回复。

监理组专家肯定了各项目取得的

阶段性进展，建议各项目在第二次青

藏科考启动之际，对如何在第二次青

藏科考国家任务执行过程中体现A类

先导专项的引领带动作用形成有价值

的经验，体现专项的“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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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0日，丝路环境专项

项目一和联合攻关一年度监理会在中

科院地理资源所召开。监理会成员国

家发改委“一带一路”研究院秦玉才院

长、中科院地理所刘纪远研究员和李

秀彬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刘小汉研究员，专项监理部王晓

康主管，项目专员中科院科发局孙永

溪高级工程师，专项办李久乐高级工

程师，以及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地理资

源所刘卫东研究员、封志明研究员、

张林秀研究员和项目主要成员出席了

会议。

项目一和联合攻关一2019年度
监理会召开

刘卫东研究员首先代表项目组向

监理会汇报了2018年以来项目一和联

合攻关一的研究进展，并提出联合攻

关目前面临的数据协调等问题。封志

明研究员、张林秀研究员、杨立副研

究分别汇报了“绿色丝绸之路资源环

境承载力国别评价与适应策略”、“绿
色丝绸之路环境变化影响评估与政策

建议”及“绿色丝绸之路智能决策支持

系统”的研究进展。在秦玉才组长的

主持下，监理专家刘纪远、刘秀彬、

刘小汉等对研究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和建议。监理组专家认为，项目一和

联合攻关一进展良好，为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供了重

要支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三方

评估工作为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了决

策支撑。同时，提出了以下建议：第

一，联合攻关一的决策支持系统研发

工作应进一步加强与课题其他研究工

作的交流与结合，将各课题的研究成

果融入系统中，同时系统要考虑用户

需求、能够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空间

路线图决策；第二，针对研究还比较

宏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不断

变动的问题，建议进一步聚焦于“一
带一路”沿线65国，甚至是聚焦于一

个区域共同开展研究；第三，各课题

的评估要能够为空间路线图提供量化

的资料支撑。

在认真听取监理专家的意见后，

项目首席刘卫东研究员代表项目一和

及联合攻关一感谢专家的把脉，并基于

监理专家的意见对2019年后续工作做出

了安排，具体包括进一步加强系统研发

与课题研究工作的对接；综合推进出国

考察工作，深入调研沿线国家；积极加

强与发改委、外交部等用户的沟通等。

（项目一和联合攻关一）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项目动态

监理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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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草地调查顺利完成

为了全面了解吉尔吉斯斯坦草地资源分布和退化

状况，2019年7月15日-28日，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

理研究所中亚研究室李耀明、李凯辉、毛洁菲等7名科

研人员赴吉尔吉斯斯坦，与中亚中心比什凯克分中心

David教授和Salamat博士、吉尔吉斯斯坦生物研究所等

专家组成12人合作考察团队，基于中国科学院战略性

先导科技专项“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项目二下属子课题“中亚西亚野外观测能力提升及数据

库建设”和专题“中亚草地生态系统退化现状及其管理对

策”，对吉尔吉斯斯坦草地资源和退化现状开展野外科

考调查。 
本次出访从比什凯克出发，环绕伊赛克湖，途经

松克尔湖、费尔干纳谷地、塔拉斯谷地、苏萨梅尔谷

地进行草原生态系统调查，对沿途的植物群落构成、

草地生产力、土壤养分等开展了系统调查和取样。结

合土壤本身理化性质（如疏水性和团聚体）与退化的

关系，采集了土壤样品和植物样品，测定了土壤含水

量指标及土壤容重等指标。研究数据将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草原生态系统稳定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访问期间，科研人员还与吉尔吉斯斯坦生物研究所科

研人员在草原生态、草原植物栽培和草原退化研究等方面进

行了现场交流与探讨，双方希望在草地退化和修复方面开展

合作，同时为后续科研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项目二）

调查样方 野外调查合影

调查样方及取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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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生态环境风险考察完成

2019年6月15日-22日，丝路环境

专项“中蒙俄经济走廊交通及管线建

设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对策”课题组，

与蒙古科学院地理与地球生态研究所

共同组成中蒙俄联合科学考察队，对

蒙古国中部及西北部经济走廊沿线区

域进行了联合科学考察。考察队由课

题负责人、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董锁成研究员与蒙古科学院地理

与地球生态研究所D.Battogtokh所长

任首席科学家，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所李生宇研究员、地理资源所李泽红

副研究员任中方队长和副队长，蒙古

科学院地理与地球生态研究所经济地

理室M.Altanbagana主任、冻土研究室

A.Dashtseren主任、对外合作办公室

Ts.Bolormaa主任分别任蒙方队长和副

队长，40余位科研人员参加了考察。

考察队针对乌兰巴托东西部地区

的防护林带建设、土地荒漠化、冻土

退化等方面开展了野外考察。沿蒙古

国中西部图拉河、鄂尔浑河、色楞格

河等主要河流和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

交通干线，对主要城镇化地区、典型

草原区、荒漠化地带及冻土地带等进

行了联合科学考察。对蒙古科学院地

理与地球生态研究所的哈拉和林荒漠

化站、古尔班布拉格生态站、达尔汗

生态站、纳来哈冻土站及宗莫德荒漠

化站进行考察。考察区包括乌兰巴托

都市区、中央省、前杭爱省、后杭爱

省、布尔干省、库苏古尔省、鄂尔浑

省、色楞格省、达尔汗乌拉省等9个
省级行政区，总行程2500多公里。

通过部门走访、入户调查、实地

踏勘和无人机现场调查等方式，科考

队获取了第一手的资源环境信息和现

场作业数据；董锁成研究员代表地理

资源所和项目组与蒙古科学院地理与

地球生态研究所、中科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日本国立环境研究院

等四大地理环境研究机构就联合建立

蒙古国沙漠化和冻土监测治理野外实

验站等签署合作研究协议，并就蒙

古国科学考察与中蒙俄绿色经济走

廊建设接受蒙古国家电视台采访。

（项目三）

合作研究签约仪式 获蒙古科学院国际合作突出贡献奖

冻胀丘和冻融湖考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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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5日-6月2日，受孟加拉国达卡科学技术大

学邀请，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杨飞副研究

员带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高焕研究

员、刘庆生副研究员、黄翀副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测量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王立辉副研究员、张一行助理研究员组成

的中国科学院“丝路环境专项”关键节点科学考察团，对孟

加拉国达卡和吉大港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然社会条件和中资

公司建设项目进行实地调研。

 考察期间，科研人员深入第一线，对达卡市及周

边的灾害承载体暴露度高、脆弱性高、综合灾害风险

较高的区域进行实地考察，对达卡和吉大港中国多个

投资公司建设项目工地和所在地进行了详细调研并与

各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此时正是孟加拉国一年

中较为酷热的时期，科研人员为真实了解孟方高温热

浪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作用，选择在此极端高温的

条件下赴孟实地考察、掌握达卡和吉大港真实自然条

件和社会经济状况。

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杨

飞副研究员代表考察团队和课题组介绍了本次考察的

背景、科研任务内容及本次考察主要目的和需求等，

并赠送了本课题关于达卡高温热浪灾害风险评价及其

关键要素的高分辨率空间分布挂图，同时表示研究团

队将继续结合本次对孟加拉国达卡和吉大港地区调研

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等考察资料，制作《孟加拉国达卡

和吉大港灾害风险评估与绿色发展综合地图集》，为

孟加拉国本地区的宏观发展及中国投资公司在孟项目

建设提供理论技术支持。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工程局重庆分公

司中方项目经理何官健对考察团的科学支持表示衷心

感谢，他说“达卡地区人口密度大、区域发展落后、极

端高温风险较大，如何在促进达卡经济建设的同时，

提高居民生活安全，维护人地协同可持续发展，急需

科学家们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中国土木工

程集团祁隆总工程师也希望在未来海外投资项目中关

于海外区域环境评价、地理国情等方面得到考察团支

撑。（项目三）

 研讨座谈会现场

中资公司建设项目现场调研

中国科学院助力达卡和吉大港灾
害风险防范与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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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科学考察
顺利完成

在乌兹别克斯坦培训采样人员

乌兹别克斯坦采集土壤及水样分布图

中亚毗邻青藏高原（第三极）西部，是

高原污染物的主要输入源区之一。选取中亚

污染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科学考察，明确

其污染物的赋存水平、时空特征，将为揭示

污染物向第三极跨境传输及准确评估泛第三

极地区人类活动排放污染物的生态影响提供

数据支持。

2019年6月2日-10日，丝路环境专项“南
亚-中亚-西亚大气污染物传输及其环境影响”
课题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康世昌

研究团队在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以及新

疆生态地理研究所的协助下于乌兹别克斯坦

开展了为期九天的会议以及野外考察工作。

会议就咸海地区水资源和生态问题展开讨

论，探讨了随着咸海水位的急剧下降产生的

水资源和生态问题以及其防治、适应措施。

考察区域覆盖了乌兹别克斯坦工业区、城区、

农业区以及沙漠地区。科考队员对大气和地表

介质开展了系统调查：架设了1台大气气溶胶采

样器；采集14个水样；随机选取37个采样点收

集了土壤样品；23个树皮和树叶等环境样品。

科考小组将分析多种环境介质中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汞、黑碳等污染物的含量、

组成及时空特征，结合多种方法定量解析

各种人为源和自然源对不同污染物的相对

贡献，揭示污染物在西风环流作用下向第

三极跨境传输的环境过程，并综合评估这

些有毒有害物质对泛第三极地表生态系统

的风险。（项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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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塔联合开展塔吉克斯坦两栖
爬行动物多样性调查

2019年5月26日—6月16日，项目

五“气候环境变化对典型动物及种群

的影响” 子课题成员组，在负责人车

静研究员的统一组织下，对中亚塔吉

克斯坦（除帕米尔高原外）的两栖爬

行动物多样性开展了科考活动。此次

科考由该项目核心成员、中国蛇类

专家郭鹏教授（宜宾学院）负责带

队，参加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宜宾学院、中国科学

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以及塔吉克斯坦

科学院动物与寄生虫研究所的相关

专家和科研人员。

本次科考是该先导项目组第二次

在塔境内开展活动，考察历时20余
天，范围跨越了塔吉克斯坦南、西、

北全境，覆盖了草原、荒漠、沙漠、

农田、裸岩等多种生境类型。通过联

合考察，目前研究人员共记录塔吉

克斯坦境内两栖爬行动物近40种，其

中包括两栖类2种、龟类1种、蛇类7
种、蜥蜴类30余种，采集标本200余
号，初步摸清了除东部帕米尔高原外

塔吉克斯坦全境的两栖爬行动物的物

种组成、分布范围、生存情况等信

息，为后期进一步开展塔吉克斯坦两

栖爬行动物保护、阐明泛第三极地区

的自然条件和环境变化及其影响奠定

了坚实基础。（项目五）

考察组成员访问中亚中心（杜尚别）介绍联合科考计划和进展

中塔两栖爬行动物考察组部分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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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水问

题与水能研究所Chontoev Dogdurbek 
Toktosartovich所长的邀请，中国科学

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赵华标研究员和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盛永伟教授于2019
年6月4日-15日赴吉尔吉斯斯坦开展

冰川与湖泊变化野外考察工作，参加

此次考察的还有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

沙漠气象研究所张瑞波副研究员和霍

文博士、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水问

题与水能研究所Satylkanov Rysbek主任

和Bakytbek Ermenbaev博士。      
野外考察队首先在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冰川与湖泊变化
科学考察顺利完成

备。野外考察结束后，考察队在克孜

勒苏天山高山研究中心和吉尔吉斯斯

坦水问题和水能研究所就冰川和湖泊

变化观测研究开展了学术交流。

本次吉尔吉斯斯坦野外考察任

务，将丝路环境专项冰川观测研究向

“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国家拓展，

促进青藏高原和中亚地区冰川变化及

冰川-湖泊相互作用的对比研究，为

揭示亚洲水塔变化增补重要资料；同

时，本次野外考察建立了丝路环境专

项与中亚国家冰川观测的合作基础。

（项目六和联合攻关三）

国家科学院水问题与水能研究所与相

关研究人员开展座谈，商谈冰川观测

合作意向和野外考察具体工作事宜。

野外考察期间，考察队选取了位于锡

尔河右侧支流纳伦河流域有过观测

工作的Grigoriev小冰帽进行物质平衡

观测，从冰川末端至顶部沿海拔100
米的梯度布设了物质平衡测杆；对

Kara-Batkak冰川末端的自动气象站

进行了电力维护和仪器升级改造；结

合卫星遥感资料，考察了伊塞克湖的

古湖岸线；同时，调查了湖泊阶地的

沉积剖面，为采样工作做好调研准

冰川考察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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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流域“五源流”地区野外
科考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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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攻关项目子

课题“塔里木河五源流与干流的水力联系及连通性

研究”课题组自2019年7月21日起，开展了塔里木河

五源流（迪那河、渭干-库车河、喀什噶尔河、克

里雅河、车尔臣河流域）地区野外科考工作。工作

计划系统调查、收集五源流地区植被、水、土样品

以及社会经济资料。此次野外科考工作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工作重点进行植被调查与土壤样品采

集；第二阶段工作重点开展水样的采集。截至7月
30日，已完成了第一阶段渭干-库车河流域、喀什噶

尔河流域植被样地调查与土壤样品采集工作。此次

调查，依托2018年在这两条源流布设的20眼地下水

观测井，完成了50个植被样地与土壤剖面的系统调

查与采样，累计取得土样350多个。这些数据的获

取，将为解读干旱区内陆河断流河道下游的植被退

化演替过程，揭示荒漠河岸植物水分关系提供第一

手资料。

    目前，五源流地区地下、地表水水样的采集

与研究区社会经济及相关水文资料收集工作仍在继

续当中，第二阶段工作预计将于8月15日结束。第

二阶段水样采集工作以迪那河流域、渭干-库车河

流域和喀什噶尔河流域为重点工作区，在源流出山

口以上区域采集了地表水样，绿洲区采集了地表与

地下水样，在河流尾闾荒漠区则依托观测井获取了

地下水样和土壤水样品。以上工作预计将获取水样

450个，基于所获取水样的水化学与氢氧稳定同位

素特征，可为内陆河流域水循环规律的解读，源、

干流地下水系统间水力联系的辨识以及断流河道生

态退化过程的研究奠定基础。（联合攻关三）

样地调查工作组现场集体合影

样地调查工作

塔里木河流域地表、地下水样采集

土壤剖面挖掘与土壤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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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1日，National Science 
Review发表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孔庆鹏研究员团队与兰州大学董

广辉教授团队合作的研究论文。该论

文综合遗传学和考古学证据，证实了

距今3600年前（BP）大麦农业向青

藏高原的扩散主要是由中国北方粟黍

农业人群的迁徙所介导，且来自粟黍

农业人群的遗传贡献显著影响了现今

藏族人群基因库的形成。

耐寒农作物大麦向青藏高原的传

播与利用被认为是促进史前人群大规

模永久定居高原高海拔地区的关键因

素，但大麦农业向青藏高原传播是人

群扩散模式，还是技术交流模式却仍

不清楚。根据考古学证据，在大麦农

业人群向高海拔地区大规模扩张之

前，粟黍农业人群已在青藏高原东北

河谷低海拔地区大规模定居（5200-
3600 BP）。而在这一阶段后期，低

海拔地区出现了粟黍-大麦混作的现

象。据此团队推测，很可能是粟黍农

青藏高原时，藏族人群可能以粟黍农

业人群组分为主体。有趣的是，研究

还发现藏族人群与其他东亚人群有着

明显的遗传分化，而对该分化贡献最

大的恰好是粟黍农业人群遗传组份

（M9a1a1c1b1a），表明粟黍农业人

群的遗传输入对现代藏族人群基因库

产生了重要的贡献。       
该项工作不但证实了藏族人群中

存在大量的源自中国北方粟黍农业人

群的遗传组份，还提示粟黍农业人群

在到达青藏高原低海拔地区后，采用

了耐寒的大麦农业并进一步向高海拔

迁徙，最终大规模永久定居青藏高

原。该研究对深入理解大麦农业向高

原扩散的模式及高原藏族人群的起源

演化历史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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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U.C., Tian J.Y., Liu 
F.W., Yang B.Y. Gu K.S.Y., Rahman 
Z.U., Yang L.Q., Chen F.H., Dong G.H., 
Kong Q.P., Neolithic millet farmers 
contributed to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the Tibetan Plateau by adopting 
barley agriculture,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19, doi:10.1093/nsr/nwz080

文章链接：https://academic.oup.
com/nsr/advance-article/doi/10.1093/
nsr/nwz080/5521923

National Science Review：粟黍

农业人群将大麦农业带到青藏高原

业人群在低海拔地区采纳了大麦农业

后，进一步将其引入到高海拔地区。

为了验证该假设，研究人员深入

分析了大量的现代藏族（8277份）

及其周边人群（58514份）的线粒

体DNA（mtDNA）遗传变异数据，

结合不同海拔农作物遗存的碳十四

测年数据和人骨碳同位素值数据，

最终鉴定出两个单倍群（A11a1a和
M9a1a1c1b1a），其起源迁徙与粟黍

农业的起源、强化以及向西的传播均

很好吻合。同时，这两种遗传组份在

以往报道的以粟黍种植为主的考古文

化遗址中（如仰韶、马家窑等文化遗

址）出土人骨样本中也有发现，进一

步支持其很可能代表了藏族人群中尚

存的源于粟黍农业人群的遗传组份。

该研究还显示，这两个单倍群

广布于现代藏族不同地理人群中，

平均分布频率达20.86%，并且在约

3300 BP达到最高比例（~50%）。这

些证据提示在大麦农业人群永久定居

中国北方粟黍农业人群向青藏高原的迁徙模式图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前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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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dvances：影响喜马
拉雅地震破裂的关键因素

2019年6月26日，Science Advances
发表了中科院青藏所白玲研究员为

第一和联合通讯作者题为“Lateral 
variation of the Main Himalayan Thrust 
controls the rupture length of the 2015 
Gorkha earthquake in Nepal”的研究论

文。该论文首次系统评估了影响喜马

拉雅地震破裂的关键因素。

喜马拉雅山脉位于青藏高原南

缘，是全球典型的碰撞造山带，大地

震的发生影响着长达2500公里的人口

密集地区。2015年4月25日在造山带中

部尼泊尔地区发生的7.8级地震，造成

主喜马拉雅逆冲断裂发生长120公里、

宽80公里的断层破裂。自1984年地震

学家Ni和Barazangi首次发现主喜马拉

雅逆冲断裂以来，印度大陆向喜马拉

雅山底部俯冲的几何形态及其相关的

地质灾害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

注，主喜马拉雅逆冲断裂的起伏程度

被认为是影响地震破裂的关键因素。

然而，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下，虽然地

震多发，近场观测资料非常匮乏。

为此，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地球

科学卓越创新中心、青藏高原研究所

白玲研究员的团队利用几种不同的近

场观测资料，包括团队自2014年起陆

续在平均海拔4.5公里的中-尼边界和

震源区加德满都架设的宽频带地震台

站波形数据，重新审视了2015年尼泊

尔7.8级地震序列的空间位置、断层

面几何形态以及震源区速度结构。结

果表明，印度大陆在喜马拉雅山底部

不仅沿着5度的平均倾角向北北东俯

冲，并且在加德满都盆地附近约100
公里范围内沿着同样的倾角自西向东

逐渐加深。同时，在加德满都盆地两

侧呈现显著的结构差异，在盆地以西

沿着俯冲方向存在

长30公里、倾角约

10度的断坡构造，

盆地以东俯冲角度

更加平滑，并且在

盆地以东约100公
里的裂谷底部存在

着与印度板块基底

隆起有关的障碍

体，表明主喜马拉

雅逆冲断裂的三

维结构变化控制建于震源区中科院加德满都科教中心主观测场的宽频带测震与气象仪器

沿MHT界面的平面图和穿过7.8级主震的剖面图

了2015年尼泊尔7.8级地震的破裂长

度，为所在的2500公里造山带印度大

陆俯冲结构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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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 L., Klemperer 
S., Mori J., Karplus M., Ding L., Liu 
H., Li G., Song B., Dhakal S., Lateral 
variation of the Main Himalayan Thrust 
controls the rupture length of the 2015 
Gorkha earthquake in Nepal, Science 
Advances, 2019, 5: eaav0723.

文章链接：ht tps : / / advances .
sciencemag.org/content/advances/5/6/
eaav0723.full.pdf

前沿成果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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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cience Review：
第三极地区大气污染与冰冻圈
退缩的关联

大气污染与冰冻圈退缩存在关

联。大气污染物，特别是具有吸光性

的黑碳气溶胶等沉降到冰川、积雪

后，可降低雪冰表面反照率，进而促

进冰冻圈的消融；同时，冰冻圈贮存

的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可随

冰冻圈消融而释放，对区域生态环境

造成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展大

气污染物和冰冻圈变化（Atmospheric 
Pollution and Cryospheric Change - 
APCC）的协同研究。

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第三极地区

是全球中低纬度地区中冰冻圈最为发

育的区域。当前，第三极冰川快速退

缩、冻土显著退化，对其变化机理和

后续影响的研究备受关注。过去10多年

中，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

究院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康世

昌团队与青藏高原研究所科研人员合

作，基于野外考察和长期定位观测，

建立了覆盖第三极及周边高山区的大

气污染物和冰冻圈变化协同观测研究

网络(The Coordinated APCC Network)。

该网络特别关注吸光性气溶胶（黑

碳、有机碳和粉尘等）和持久性有毒

污染物（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等），

集成多种方法以研究大气污染物的跨

境传输及其对冰冻圈环境的影响。

最新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的综述

文章全面介绍了APCC协同观测研究网

络的构架和运行，并系统总结了相关研

究取得的近期成果，包括第三极和周边

地区大气污染物的时空分布和来源、跨

境传输的路径机制和规模、吸光性气溶

胶的气候环境效应（特别是对冰冻圈消

融的影响），以及冰冻圈退缩的区域环

境效应等。经综合分析，研究者认为南

亚等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物可通过高空

和山谷输入青藏高原并加速冰冻圈消

融，进而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潜在影

响。

文章还提出了APCC的未来重点研

究方向，包括量化外源大气污染物对青

藏高原的贡献、同步开展大气与雪冰污

染物组分对比观测研究、关注污染物在

冰冻圈中的迁移归宿等，并以全球视

野提出了未来在“三极”和高山冰冻圈地

区深化APCC研究的远景规划和国际计

划。

这项工作对推动冰冻圈科学的交

叉创新作出了有益探索，是由我国科学

家主导开展“三极”气候环境研究的重要

科学研究计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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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 S.C., Zhang Q.G., 
Qian Y., Ji Z.M., Li C.L., Cong Z.Y., Zhang 
Y.L., Guo J.M., Du W.T., Huang J., You Q.L., 
Panday A.L., Rupakheti M., Chen D.L., 
Gustafsson O., Thiemens M.H., Qin D.H.，
Linking atmospheric pollution to cryospheric 
change in the Third Pole region: current 
progress and future prospects，2019，doi: 
10.1093/nsr/nwz031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93/nsr/
nwz031

第三极地区大气污染物和冰冻圈变化（APCC）协
同观测研究网络

“三极”和高山冰冻圈地区APCC研究的远景规划和国际计划
（青藏高原、南北极地区已设立观测站点）

基于APCC协同观测研究网络的阶段性新认识

前沿成果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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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影响

2019年5月27日，在丝路环境支持下，“喜马

拉雅-高加索地区植物多样性与保护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功召开。会议

由中科院国际合作局、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省植物学会、全国科学院联盟生物多样性分

会联合主办，中科院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

学重点实验室承办，来自格鲁吉亚、瑞士、乌兹

别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50余人

参加了研讨会。

丝路环境专项项目五负责人中科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杨永平研究员为研讨会

致辞。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孙航研究员、

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研究员，云南大学欧晓昆

教授，格鲁吉亚伊利亚州立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

Shalva Sikharulidze教授、副所长David Kikodze博
士，著名植物学家George Nakhutsrishvili教授，

格鲁吉亚巴统植物园主任Irakli Archaia教授、副

主任Davit Kharazishvili博士，以及著名植被生

态学家、瑞士巴塞尔大学植物研究所Christian 
Körner教授等作了精彩学术报告并参加了讨论。

研讨会上，参会人员还围绕喜马拉雅和高加索等

两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植物多样性调查

和比较生物地理学研究、植物园和植物多样性大数据共建等方面

展开讨论并达成合作研究共识。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积极依托“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不断加强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深化交流，拓展科技合作空间，

寻求互利共赢局面。格鲁吉亚位于古丝绸之路和欧亚交通走廊的

重要枢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全球生物多样

性热点地区“高加索” 的核心。中国与格鲁吉亚是“一带一路”沿线

重要友好邻邦，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与格鲁吉亚伊利亚州立大

学植物所、巴统植物园等作为两国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重要力

量，在多个科研领域具有高度互补性，致力于建设优势互补、友

好共赢、共同发展的长期稳定合作关系。

巴塞尔大学植物研究所Christian Körner教授作学
术报告

格 鲁 吉 亚 伊 利 亚 州 立 大 学 植 物 研 究 所 G e o r g e 
Nakhutsrishvili教授作报告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孙航所长作报告

研讨会合影

喜马拉雅-高加索地区植物多样
性与保护国家学术研讨会在昆明
召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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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海水与生态相互关系与协同
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9年6月3日-5日，在丝路环境

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中亚生态与环

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亚中心）主

办，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所、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卡拉卡尔帕克

分院、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联合承办的“咸海水与生态相互关系与

协同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乌兹别克

斯坦努库斯市召开，来自中国、乌兹别

克斯坦、尼泊尔等国的科研院所与高校

相关领域专家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旨在分享过去几十年在咸海

生态安全方面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促

进水资源管理与生态系统恢复研究成

果的共享，建立与中亚国家专家合作

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咸海生态

危机实施方案，致力于合作建设绿色

丝绸之路经济带。 
开幕式上，卡拉卡尔帕克分院院

长Amibetov Nagmet对来自中国和乌

兹别克斯坦相关单位的代表表示热烈

欢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

新疆生地所研究员、中亚中心主任

陈曦，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副院长

Ibragimov Bakhtyer，乌兹别克斯坦卡

拉卡尔帕克共和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主席Kazbekov Jusipbek等，分别代表

大会举办单位致欢迎辞。 
陈曦表示，咸海危机是中亚生态

环境领域的重大问题，也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需要面对且需予以切实解

野外站揭牌

合影

决的问题，亟须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框架下寻找治理咸海的新途径。

希望未来三年双方通过推广高效节水

灌溉技术，开展耐盐植物种植试验示

范，开展咸海盐尘暴-沙尘暴监测，

并结合我国先进的生态系统恢复理念

与技术，共同提出解决咸海生态系

统恢复与水资源管理方案，为上合

组织和“一带一路”基金会提供科学

的可持续发展路线图和拯救咸海计

划，为咸海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与改

善做出应有贡献。 

会议期间，共有22位专家分别围

绕水资源综合管理、咸海动植物生物

多样化、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

咸海水资源可利用量预测与模拟、

区域生态与环境、盐尘暴与人类健康

安全等内容作了主题报告，展示了各

自在咸海生态与环境领域的研究思路

和成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

流，实现了贯穿基础研究和应用领域

相关科研问题的深入探讨。 
会上，陈曦与Ibragimov Bakhtyer、

Amibetov Nagmet及乌兹别克斯坦科

学院植物所所长Tojibaev Komil共同

为穆依纳克咸海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研

究站揭牌。该站为中亚中心在乌兹别

克斯坦成立的第三个研究站，将纳入

“中亚地区生态系统野外站网络”观测体

系，并积极将其打造成为具备野外实时

观测、室内基础实验分析与技术试验示

范一体化的国际先进观测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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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高山地区是

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冰川分布最广

泛的地区，又被称为“第三极”，它也

是亚洲十大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因此

亦有“亚洲水塔”之称。

如今，“亚洲水塔”正面临着全球

变化带来的挑战。

7月11日-12日，来自世界各地的

50位相关领域知名科学家出席在京举

行的亚洲水塔国际研讨会。“我们邀

请全球科学家，共同研讨应对亚洲水

塔变化对策。”会议结束时，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名誉所长姚檀栋如是说，“我们将

在三个典型代表区域开展国际合作，

从观测、模拟和影响三个方面对亚洲

水塔的变化进行研究，并以此为基础

制定国际合作方案。”
“亚洲水塔变化与应对方案”呼

之欲出

最近的研究发现，“第三极”地区

气温快速升高，冰川融化加速，储水

量不平衡。

“亚洲水塔”在变化，全球20多亿

人的生存用水将因此受到影响。

实际上，“第三极环境（TPE）”
国际计划在2016年就提出要聚焦第三

极水问题，中国科学院支持的第二次

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和中国科学院

A类战略先导专项“泛第三极环境变

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将“亚洲水

科学网：事关30多亿人用水 
中国科学家发起第三极水塔计划

塔变化应对方案”放到核心位置。

姚檀栋介绍说，“亚洲水塔变化

应对方案”经过长期酝酿，已经初步

确定了观测研究的典型区域以及领衔

专家。“祁连山黑河流域，唐古拉山长

江源和纳木错、色林错流域，喜马拉

雅山波曲这三个区域，分别是西风模态

区、西风季风过渡模态区和季风模态

区，这三个区域的研究对于研究亚洲水

塔变化的关键过程具有示范效应。”
据了解，河海大学教授余钟

波、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研究员王晓明、德国科

学院院士沃克·莫斯布鲁格（Volker 
Mosbrugger）、冰川遥感专家托比

亚斯·博奇（Tobias Bolch）、荷兰

乌得勒支大学教授沃尔特·艾马泽尔

（Walter Immerzeel）等科研人员都

将成为项目组中的核心人员，在三个

区域开展研究合作。

目前，“亚洲水塔变化应对方案”
已经在科学层面达成共识，与世界各

国科研人员的合作也在持续展开。

鉴于亚洲水塔的变化直接影响第

三极区域及周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亚洲水塔变化应对方案”的项目意义

不言而喻。“关注亚洲水塔变化我们

义不容辞。”姚檀栋说。

已有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陈德亮一直

是青藏高原研究的深度参与者。

他指出，“亚洲水塔变化应对方

案”的阶段性成果，可以用计划实施

框架的三个方面去总结，即观测、模

拟和影响。

从观测的角度，这几年地面观测

增加了很多点及剖面，之前中部和西

部观测点很少。另外，遥感研究的深

入提高了对湖泊、冰川变化的认识。

较以往依赖低位观测而言，高空观测

大大加强，如“极目”系留浮空器可以

达到7003米的高度，以及无人机等技

术的应用和进步，均在青藏高原第二

次科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科学家们也加强了地面观

测研究。多个站点已取得阶段性的成

果，例如对青藏高原降水时空变化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模式这方面，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阶段性成果。之

前全球模式研究的分辨率低，一般仅

为50~200公里左右，我们模拟的尺度

已精确到2~10公里。”陈德亮表示。

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及生

态系统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全

球变化对青藏高原的影响，另一方面

是青藏高原对区域和全球气候的影

响。陈德亮说，阶段性成果显示，南

亚等地区烧荒产生的气溶胶及高原西

部产生的沙尘，通过大气环流被传输

迁移到青藏高原。这些物质沉降到冰

雪面，导致界面反照率下降，太阳辐

射吸收增加，冰雪面温度上升，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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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化加速。

“当前我们的研究已对气溶胶和沙

尘的起源、传输路径、迁移量有了更

清晰的认识。第二个方面目前有了初

步成果，未来我们将进一步研究亚洲

水塔变化对下游地区生态环境、水资

源、自然灾害的影响。”陈德亮表示。

3 7 个 野 外 站 关 注 着 “ 亚 洲 水

塔”

“所谓亚洲水塔，关键性的问题

有两个，首先是水的储量，其次就是

有多少水可以流出或进行循环。”中
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朱立平告

诉《中国科学报》。

朱立平一直在做湖泊的研究工

作，他表示，青藏高原的冰川是亚洲

水塔的核心组成，而青藏高原湖泊面

积占了中国湖泊面积的50%左右。从

亚洲水塔的储水量角度看，青藏高原

的湖泊变化在亚洲水塔中的地位不容

忽视。

“我们希望通过观测和模拟，了

解青藏高原的湖泊有多少水量储存。

现在我们已测量获得一半以上湖泊面

积的水量，下一步重要的是建立反演

模型，估算整个青藏高原的湖泊水

量。”他说。

据朱立平介绍，中科院高寒区地

表过程与环境观测研究网络覆盖了青

藏高原不同地表和气候类型的17个野

外台站。在中科院“丝路环境”A类专

项的支持下，观测已经拓展到了“一
带一路”沿线的中亚地区、南亚与东

南亚。围绕“亚洲水塔”及其影响的周

边地区，已经组建了包括37个野外站

的观测网络。

“较面上观测，对水循环全要素

的观测能够更好地理解水循环机制，

这是建立这一观测网络的动因。”朱
立平介绍说。弄清降水、蒸发、冰川

融水、冻土退化等对湖泊水量平衡的

影响，以及湖泊面积、水位变化对气

候变化（比如降水变化）的反馈，才

能认识亚洲水塔中不同相态水体（冰

川、湖泊、降水）的数量及相互联

系，才能预测它未来的命运。

此外，中科院青藏高原所研究员

李新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正在

致力于国家青藏高原数据中心的建

设，以期将来可以更好地服务于青藏

高原的科考。

雅隆冰川末端  王永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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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

究院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

究员康世昌及其团队的一项研究证

实了大气污染物与冰冻圈退缩存在

重要关联。

这项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权威

期刊《国家科学评论》上。该研究

是由我国科学家主导开展“三极”气候

环境研究方面重要的国际科学研究

计划之一。

康世昌介绍，以青藏高原为主体

的第三极地区是全球中低纬度地区冰

冻圈最为发育的区域。当前，第三极

冰川快速退缩、冻土显著退化，对其

变化机理及其影响的研究广受关注。

过去10多年中，康世昌团队与中

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国际山地综合

发展中心、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等科

研人员合作，基于野外考察和长期定

位观测，建立了覆盖第三极及周边高

山区的大气污染物和冰冻圈变化协同

新华网：研究证实：大气污染物
加速冰川消融

观测研究网络。“该网络特别关注吸

光性气溶胶比如黑碳和棕碳、粉尘以

及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等，集成多种方

法以研究大气污染物的跨境传输及其

对冰冻圈环境的影响。”康世昌说。

研究显示，大气污染物特别是具

有吸光性的黑碳气溶胶等沉降到冰

川、积雪后，可降低雪冰表面反照

率，进而促进冰冻圈的消融；同时，

冰冻圈贮存的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等可随冰冻圈消融而释放，对区

域生态环境造成潜在影响。

相关监测和分析数据可有力支撑

这一结论。根据研究团队2015年得

到的数据，黑碳和粉尘对地处青藏

高原东南部的仁龙巴冰川等4条冰川

消融的影响量可达15%。同时，通过

对祁连山老虎沟12号冰川的监测和

模拟研究，研究人员发现，黑碳和

粉尘分别可以贡献冰川消融的22.3%
和19.5%，而新疆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1号冰川自1984 年之后，受黑碳、粉

尘等吸光性物质影响，冰川消融加剧

了约26%。

研究团队经综合分析认为，南亚

等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物通过高空

和山谷输入青藏高原并加速了冰冻

圈消融，进而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

潜在影响。

康世昌表示：“看似‘污染物近在

身边，冰冻圈远在天边’，但实际上

我们身边的大气污染物对遥远的冰冻

圈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有

必要开展并高度关注大气污染物和冰

冻圈变化的协同研究。”
这项研究得到了来自中科院A类

先导专项“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

丝绸之路建设”、第二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方面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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