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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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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

工作会议在中科院青藏高原所召开。

会议由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主持。

丝路环境专项领导小组组长中科院副

院长张亚平、领导小组成员中科院科

发局副局长赵千钧，专项依托单位中

科院青藏高原所所长陈发虎院士、党

委书记董伟锋等相关所领导,专项总

体组、监理组、财务责任专家、以及

各项目、课题负责人共180余人参加

了会议。

丝路环境专项2019年度工作
会议召开

会上，丝路环境专项七个任务项

目和三个联合攻关项目的项目和课题

负责人就2019年度目标完成情况、主

要研究进展与亮点成果、存在问题与

改进措施、经费执行情况以及2020年
度工作计划做了详细汇报。

张亚平副院长对丝路环境专项

2019年度工作进展给予了高度肯定。

他表示，丝路环境专项取得了一系列

标志性成果，产出了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的高水平科技论文、面向国家战略

需求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智库产品与

创新技术和示范产品，产生了重要的

社会和国际影响，起到了引领示范作

用，并推动了第二次青藏科考国家专

项的成功立项。

张亚平副院长对丝路环境专项下

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一，

要加强产出“用得上”的成果，明确数

据、咨询建议等成果的服务对象和服

务范围，切实服务国家战略和决策

需求；第二，服务要“走出去”，服

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需求，

提升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影响力。

张亚平表示，如何形成合力、带

动新的发展方向，如何实现数据汇

交与共享，是未来应思考的方向。张亚平副院长作重要讲话

赵千钧副局长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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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专项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主持会议

张亚平希望，专项应摸清数据管理的

技术、平台需求，研究数据共享的政

策，实现互惠互利。发挥专项的示范

与带动作用，争取得到国家大数据平

台的支持。同时，还要做好专项之

间的协调与衔接，避免重复工作。

积极推动第三方评估，确保专项目

标实现。

赵千钧副局长对专项的预算执

行、档案管理、数据汇交与共享等

方面提出了要求。他指出，专项从项

目、课题到子课题、子子课题各层级

要不忘初心，围绕专项最初的目标开

展工作。

专项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作最

后总结，并对各项目提出了具体要

求：一是“走上去”，提高自身水平和

层次；二是“走进去”，走进构架国家

战略需求层次；三是“走出去”，提升

国际影响力；四是“走下去”，提升科

技创新和示范的社会应用。他要求，

各项目负责人要切实负起责任，认真

梳理亮点成果，做好亮点成果的融

合集成，提前规划明年预期亮点成

果，为2020年专项中期评估做好充

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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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8日，丝路环境专项

在京组织召开成果发布会，正式发

布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及应对科考

成果。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科学

传播局，丝路环境专项负责人姚檀栋

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国

青藏高原研究会有关人员，人民日报

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

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中国日报

社、科技日报社、中国新闻社、中国

青年报、北京电视台、北京晚报、大

公报、中国科学报、西藏电视台、中

国西藏网等新闻媒体记者出席发布

会。

在丝路环境专项支持下，姚

檀栋院士领衔的第二次青藏科考

队2 0 1 9年在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

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及应对
科考成果发布

及 应 对 方 向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 在

Nature、Nature Communications、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Science 
Advances、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等国际高端杂

志发表7篇系列文章；在美国旧金山

地球物理年会（AGU）举行了以“亚
洲水塔是全球最重要、最脆弱的水

塔”为主题的全球发布；在《科学通

报》（中文版与英文版）和《中国科

学院院刊》发表了专辑系列文章；出

版了亚洲水塔科考科普成果《这里是

中国》精品科普图书；发表了七篇

“第三极大本营”微信公众号系列科普

文章；建成了雅鲁藏布江色东普冰崩

堵江监测预警体系。

姚檀栋院士团队评估了全球78个

水塔单元的重要性，发现全球78个水

塔单元中，亚洲水塔占据16个，而且

是全球最重要的水塔。印度河、塔里

木河、阿姆河、锡尔河、恒河-雅鲁

藏布江是亚洲水塔中重要性排名前5
的水塔单元，印度河水塔单元则以其

丰富的水资源量和下游生活与灌溉的

超级需水量而位居全球水塔单元重要

性之冠。评估发现，亚洲水塔也是全

球最脆弱的水塔。阿姆河、印度河、

恒河-雅鲁藏布江、锡尔河、塔里木

河是亚洲水塔中脆弱性排名前5的水

塔单元。印度河水塔单元也位居全球

水塔脆弱性之冠。预计到2050年，该

流域人口将增长50%，GDP将增长近

8倍，温度将升高1.9℃，降水将增加

0.2%。这些都将导致印度河水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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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脆弱性越来越大。亚洲水塔是全

球风险最大的水塔。亚洲水塔正在以

全球2倍的升温速率变暖，并引起亚

洲水塔失衡。亚洲水塔失衡的主要

特征是冰川加速退缩、湖泊显著扩

张、冰川径流增加、冰崩等新型灾害

出现。冰崩新型灾害不但威胁亚洲水

塔，而且严重影响下游地区的社会经

济发展。亚洲水塔失衡也将引起亚洲

季风的改变，从而影响我国和亚洲地

区环境。在这一科学发现的基础上，

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采用前沿科学问题

和高新技术结合应对亚洲水塔失衡影

响的新模式，开展了亚洲水塔三维立

体观测，建立了冰崩灾害监测预警体

系，实现了成果预警，为区域防灾减

灾提供了新的有效技术保障。

赵千钧在发布会上作重要讲话。

他谈到，亚洲水塔科考成果的发布，

将为服务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提

供重要科学支撑。丝路环境专项也在

推动新的国家重大专项任务启动实施

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为第二

次青藏科考国家专项的实施打下了坚

实基础。目前，第二次青藏科考国家

专项任务正在启动实施，亚洲水塔动

态变化与影响作为科考十大任务之

一，将聚焦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及应

对，深入开展亚洲水塔变化天—空—
地立体观测研究，结合多源遥感数据

和实测资料，发展多圈层相互作用模

型，阐明亚洲水塔的总水量和水资源

量，摸清水塔各组分现状，揭示亚洲

水塔变化规律，预估未来变化情景，

评估亚洲水塔水安全风险与广域效

应，提出科学应对方案。这必将成为

21世纪地球系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研

究的新典范。   
姚檀栋在会上对亚洲水塔变化与

影响及应对进行了介绍。他指出，亚

洲水塔冰川、积雪、冻土、湖泊和河

流等关键过程的变化是水体多相态转

换与作用的过程，是一个多圈层相互

作用的地球系统科学前沿问题。亚洲

水塔变化的灾害风险不但对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也对“一带

一路”众多国家水资源规划管理和可

持续发展带来环境风险，事关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些挑战和风险的

应对，需要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来解决。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将以阐明

亚洲水塔各关键过程的变化特征、揭

示近50年来亚洲水塔变化的过程与机

理和预估未来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亚

洲水塔的变化趋势为基础，开展亚洲

水塔变化对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水循

环与水生态的影响研究，进行亚洲水

塔水—生态系统—人类社会系统的链

式响应评估，拓展三极（第三极、南

极、北极）气候与环境变化及其影响

的全球尺度联动研究和全球生态环境

保护研究，同时要体现“用得上、有

影响、留得下”的定位，建设自动化

监测预警平台和示范，提升区域防灾

减灾能力。   
青藏高原是除南极和北极以外冰

雪储量最大的地区，是亚洲十多条大

江大河的发源地，被称为“亚洲水

塔”，其变化影响着我国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20多亿人口的生存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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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河丹尼索瓦人成果入选
《科学》2019年十大科学突破

2019年12月16日，丝路环境专

项夏河丹尼索瓦人研究成果入选

《Science News》2019年度十大新闻

（Top 10 stories）。这项成果是由丝

路环境专项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

长陈发虎院士和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

院张东菊副教授领衔，联合国内外多

家科研院所共同完成的。此次入选反

映了夏河丹尼索瓦人成果获得了国际

学术界高度认可，彰显了陈发虎院士

领衔的古生态与人类适应团队研究成

果在青藏高原史前人类研究领域处于

国际前沿水平。    
2019年，丹尼索瓦人研究取得了

多项进展：丹尼索瓦洞发现的两块头

骨碎片和指骨（Denisova 3）远端丰

富了丹尼索瓦洞内丹尼索瓦人的体质

形态信息；丹尼索瓦洞内的考古地层

与遗存研究推动了我们对丹尼索瓦人

在洞穴内的生存年代与文化内涵的了

解；阿尔泰山丹尼索瓦人基因组研究

不仅揭示丹尼索瓦人存在不同的分支

并可能广泛分布于亚洲；而夏河人化

石的发现则将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活

动的最早时间从距今4万年推至距今

16万年。夏河人化石作为考古学证据

支持了此前只发现于阿尔泰山丹尼索

瓦洞的丹尼索瓦人曾在东亚广泛分布

的推测，并为首次重建丹尼索瓦人肖

像提供了科学依据。

近年来，陈发虎院士团队取得了

系列成果：在人类登上高原的时间、

原因方面取得原创性认识；厘清末次

盛冰期（距今2万年）以来青藏高原

水热配置格局、生态环境的变化及机

制，并揭示了人类活动对高寒生态环

境的影响；针对高寒古生态研究中生

物量低样品量少的难题，开发分子生

物学、流式细胞仪与生物分子标志物

等新技术在高寒古生态环境研究中的

应用，搭建了初具规模的古生态与人

类适应研究平台。围绕“人类定居青

藏高原的历史过程、动力机制与生存

环境变化”这一核心科学问题，团队

成员在Nature、Science、PNAS等顶

级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在人类登上高

原的时间、人类定居高原的原因、人

类活动如何影响高寒生态环境等问题

方面获得国际同行认同，保持了在这

一方向上的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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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夏河丹尼索瓦人研究成

果的第一标注项目。

内容来源：

Science News官网

(https://www.sciencenews.org/article/
top-science-news-stories-2019-yir)

专项动态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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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和联合攻关一
2019年度工作会议召开

2019年11月4日，丝路环境专项

项目一“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科学评

估与决策支持”和联合攻关一“绿色丝

绸之路建设空间路线图的综合集成研

究”2019年度工作会议在中科院地理

资源所召开。

中科院原副秘书长、中科院地理

资源所邓勇研究员，专项监理组成员

国家发改委“一带一路”研究院秦玉才

研究员，国家发改委“一带一路”建设

促进中心翟东升主任，中科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副所长朱立平研究员，商务

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张威副院

长，自然资源部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张新安院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郑

炳辉副院长，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葛咏

研究员和廖晓勇研究员，中科院科发

局孙永溪高级工程师，专项办王伟财

研究员，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地理资源

所刘卫东研究员和封志明研究员，以

及各课题、子课题负责人及骨干出席

了会议。项目负责人刘卫东研究员主

持会议。

刘卫东、封志明和梁涛研究员分

别代表课题1、课题2和课题3汇报了

2018-2019年度研究进展和亮点，以

及经费使用情况。王成金研究员、宋

周莺副研究员、刘慧研究员、杨延

昭研究员、甄霖研究员、封志明研究

员、梁涛研究员、徐新良研究员和杨

统，拓展用户范围；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成果要考虑应用到具体国别，力

争为当地服务；进一步加强与“一带

一路”建设工作需求的对接，服务于

“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特别要

重视重点建设项目研究；各课题应进

一步加强交流，特别要对接和统一基

础数据。

在认真听取与会专家的意见后，

项目负责人刘卫东研究员代表项目一

和联合攻关一感谢各位专家把脉，并

对后续工作做出了相应的安排，对各

个课题和子课题研究内容、成果产出

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且定于11月7日
召开项目内部会议，厘清问题，进一

步明确重点工作。

晓光研究员分别汇报了各子课题的研

究进展。刘卫东简要介绍了绿色丝绸

之路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建设进展，系

统开发人员演示了系统原型。

与会专家对项目一和联合攻关一

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建

议。专家认为，项目一和联合攻关

一进展良好，全面完成了年度考核指

标。特别是，《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资源环境基础与社会经济背景》为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

供了重要支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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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决策

支持系统研发需要进一步加强数据汇

交工作，并统筹子课题开发的演示系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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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30日，丝路环境专项

项目二“生态屏障动态监测与区域绿

色发展方案”2019年度工作会议在中

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召开。会议邀请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郑度院士、西藏自

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多吉院士、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刘纪远研究员、李

秀彬研究员、北京大学蔡运龙教授、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刘文江研究员、

北京师范大学宋金平教授、龚道溢教

授、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陈劭

锋研究员担任专家对课题和子课题年

度研究目标完成情况和亮点成果等进

行评议。会议由项目首席科学家朱立

平研究员主持，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资源环境处孙永溪高级工程师、

生物技术处梁卓主管、专项办公室

王伟财研究员受邀出席会议，项目

二各课题、子课题负责人及项目骨

干共计80余人参加了会议。

梁卓主管简要介绍专项总体层面

的管理情况以及各项目的推进情况，

专项办王伟财研究员具体介绍了专项

年度进展情况以及项目二在专项实施

中的重要意义，明确项目年会的目的是

了解各项目实施近一年来的重要成果，

以便开展专项层面的统一汇报工作。

项目负责人科学家朱立平研究员

在简短的致辞后进行项目汇报，简要

回顾了项目在专项中的作用与设计思

路、项目总体目标与研究内容、实施

方案后，着重汇报了2019年度项目任

务目标、考核目标与完成情况以及

项目取得的重要工作进展。各课题

和子课题负责人也分别做了年度工

作汇报。

专家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郑度

院士指出，要加强与中亚和西亚地域

之间的研究问题和内容的联系；要考

虑如何提升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体

系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需要充

分考虑如何加强国家公园管理，与政

府相关部门充分沟通，拿出协调方案

和整体规划；要加强各个课题之间的

沟通和交流，整合已有数据和成果，

聚焦项目研究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多

项目负责人朱立平研究员主持会议并做工作汇报

吉院士肯定了各课题取得的亮点成果

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提出在温度上

升，降水增加的区域差异背景下，水

热和时空格局要结合起来，生态工程

与川藏铁路建设要结合起来。刘纪远

研究员、李秀彬研究员、刘文江研究

员、宋金平教授、龚道溢教授、陈劭

锋研究员、蔡运龙教授分别就具体的

科学问题、数据产品及其在生态评估

中的作用、项目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

之间的关系、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的支撑、项目内部和与其他项目加

强交流等提出了富有价值的建议和

具体方案。

项目二2019年度会议现场

郑度院士发言 多吉院士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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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动态

项目三2019年度工作会议召开

2019年10月31日，丝路环境专项

项目三“重点地区和重要工程的环境

影响与灾害风险防控”2019年度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中科院科技促进发

展局赵千钧副局长、翟金良处长、赵

涛副处长，孙永溪高级工程师，专项

办王伟财研究员，以及专项监理组与

项目学术委员会8位专家特邀参加了

此次会议。来自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

资源研究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的项目、课题、子课题负责人及科研

骨干9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赵千钧在会上强调，项目参研人

员要始终不忘初心，坚持贯彻“目标

清、可考核、用得上、有影响”十二

字方针总要求，紧密围绕专项目标，

以重点地区和重要工程的环境影响

与灾害风险防控项目为依托，确保高

质量完成项目预期目标并取得丰硕成

果。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张

元明所长代表项目承担单位表示，研

究所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项目开展工

作，并希望全体研究人员能够全身心

投入，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为绿色

丝绸之路建设交付一份满意的答卷。

项目负责人雷加强研究员介绍了

项目在丝路环境专项中的定位、项目

拟解决的核心科学问题、课题设置与

整体构架，并重点介绍了取得的科研

进展及主要成果。各课题负责人与子

课题负责人也分别详细介绍了2019年
所作的工作与取得的研究进展。

特邀专家认真点评了各个课题、

子课题所作的工作与进展，并提出了

相应的意见与建议。雷加强代表项目

全体人员对各位专家表示了感谢，并

要求各课题和子课题认真研究、消化

专家组意见，深入剖析问题，精心答

复监理组意见。进一步聚焦思路、凝

练目标、展示成果，分析不足、总结

经验，为下一步产出高影响力的科研

成果筑牢基础，支撑国家绿色丝绸之

路建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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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ING

项目四和联合攻关二 2019
年度工作会议召开

2019年10月27日，丝路环境专项

项目四“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与调控”
和联合攻关二“高原人-环境相互作用

的生态环境影响与调控对策”2019年度

工作总结会在北京召开。中科院科技

促进发展局资源环境处高级工程师孙永

溪、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安宝晟、科

教处处长汪亚峰、12位特邀专家，以及

120余位项目科研骨干出席了会议。

首先，安宝晟代表项目四与联合

攻关二的承担单位中科院青藏高原

所，向出席会议的各位领导和专家表

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并表示本项

目在整个丝路环境专项中承担了非常

重要的任务，拥有别具特色、阵容强

大的科研攻关队伍，希望项目通过年

度总结会的思路凝炼、目标凝练、成

果凝练，既总结经验也分析不足，为

下一步产出更多集成性成果筑牢基

础。同时重申了青藏高原所将一如

既往贯彻落实白春礼院长在丝路环

评价，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陈发虎院士代表项目承担单位及

全体参研人员对专家们的点评和指导

表示感谢，希望项目在执行过程中，

能够继续得到各位专家的指导和支

持，同时要求各课题、各子课题认真

研究、消化专家组意见，深入剖析问

题，精心回复监理组专家意见。他指

出，项目各层级要持续聚焦科学前沿

和国家需求中的重要科学问题，以科

学问题为主线，阐明人类活动与环境

相互作用的模式。面向科学前沿，综

境专项启动会上的指示，为专项、

项目的稳步实施提供全方位的支撑

和保障。

项目负责人陈发虎院士介绍了项

目四和联合攻关二的概况，回顾了

项目在丝路环境专项中的定位，突

出了项目拟解决的核心科学问题，解

析了项目课题设置与整体架构，总结

了项目年度目标与考核指标。陈发虎

院士进一步强调项目参研人员要始终

不忘初心，坚持贯彻“目标清、可考

核、用得上、有影响”十二字方针总

要求，紧密围绕专项目标，以人类活

动研究为项目核心目标，经过联合攻

关，确保高质量完成项目预期目标并

取得丰硕成果。

各课题及其子课题与联合攻关二

负责人依次汇报了研究进展、亮点成

果以及年度指标完成情况，并逐条详

细回应了评审专家提出的问题。全体

专家对项目取得的年度成果给予高度

项目负责人陈发虎院士介绍

专家研讨 会议现场

合评估气候变化下人

类活动的环境影响，

提出调控策略。面向

国家需求，提出可行

性咨询建议，产出具

有高影响力和实用性

的科研成果，支撑绿

色丝绸之路建设。

9



2019年  第06期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项目动态

项目五2019年度工作会议召开

2019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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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工作会议在中国

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顺利召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于贵瑞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施鹏研究员、北京大学唐艳

鸿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刘玲

莉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詹

祥江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刘勇勤研究员以及专项办王伟财

研究员受邀参加会议，对项目五8个
子课题2019年度进展情况进行评审。

专项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

展局资源环境处和生物技术处的领

导、专项监理组专家，以及项目、课

题和子课题科研骨干共计40余人参加

了2019年度进展报告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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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杨永平研究员介绍

了2019年度先导专项考核要求，8位
子课题负责人分别从以下7个方面介

绍了2019年度进展情况：1）科学目

标；2）2019年度任务和目标完成

度；3）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体现出

重要成果及其影响；4）亮点成果介

绍；5）经费使用情况；6）科研合作

情况；7）存在问题与建议。与会专

家提出问题并与汇报人进行了充分讨

论，对各子课题2019年度所取得的成

果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极具建设性

的中肯意见和建议。

关于后续工作，项目负责人杨永

平研究员强调：各级任务要注重过程

管理和目标管理，合法、合规、合理使

用专项经费，高质量做好预算执行率；

要在系统总结前期专项实施和管理经验

基础上，加强交流，互相借鉴，形成合

力，关注应用示范成果实效。

与会专家与参研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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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姚檀栋院士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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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动态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项目六和联合攻关三2019年度
工作会议召开

2019年10月22日，丝路环境专项

项目六“西风与季风协同作用和水资

源变化”和联合攻关三“西风-季风协

同作用与亚洲水塔变化及其广域影响

和绿色发展方案”在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召开。中科院科技促进发

展局资源环境处翟金良处长、孙永溪

高级工程师，丝路环境专项监理组刘

小汉研究员、任贾文研究员、王晓康

主管，项目六和联合攻关三负责人姚

檀栋院士、陈德亮院士以及130余位

项目骨干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姚檀栋院士和陈德亮院士

共同主持。项目六的六个课题及其

子课题负责人汇报了2019年的重点

工作、亮点成果、存在的问题和2020
年的工作计划。联合攻关三按照气候

变化影响下亚洲水塔变化及其影响与

对策、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绿色发

展示范方案、亚洲水塔变化的广域影

响三个综合集成方向进行了汇报。最

后，参会人员对如何更好的开展联合

攻关研究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四个

工作小组：青藏高原内外循环研究、

亚洲水塔指数、中亚大湖区、第三极

与南北极联动研究，分别由陈德亮院

士、姚檀栋院士、陈曦研究员、赵平

研究员牵头推动。

汇报结束后，姚檀栋院士做了总

结发言，肯定了项目六和联合攻关三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提出了以下建

议：第一，加强丝路环境专项与第二

次青藏科考专项成果的综合集成；

第二，强化联合攻关项目内部及与

其他项目的联合研究；第三，严格

按照“目标清、可考核、用得上、有

影响”方针产出成果，产出“留得下”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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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动态

项目七2019年度工作会议召开

2019年10月29日，丝路环境专项

项目七“地质演化及资源环境效应”年
度工作会议在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召开。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翟金良

处长和孙永溪高工、中科院专项监理

组常旭研究员和刘小汉研究员、丝路

环境专项办公室安宝晟主任和王伟财

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杨振宇教授、

青藏所邬光剑研究员、地质与地球物

理所李光明研究员应邀参会，对项目

七10个子课题2019年度进展情况进行

监督和评审。此外，项目、课题和子

课题负责人和科研骨干等共计50余人

参加了本次会议。

项目负责人丁林院士首先介绍了

2019年度先导专项考核要求和项目七

的基本情况，随后翟金良处长和安宝

晟主任一致阐述了本次会议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10个子课题重点从2019年
年度工作进展、亮点成果和2020年工

作计划等方面进行了20分钟的汇报，

每个子课题汇报完设置了10分钟的专

家提问环节。全体专家对项目取得的

年度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指导

性建议。

最后，丁林院士代表项目承担单

位及全体参研人员对专家们的点评和

指导表示感谢，要求各课题、子课

题深入贯彻“目标清、可考核、用得

上、有影响”指导方针，争取做到核

心成果“留得住”，并希望各课题、子

会议现场

与会专家和项目参研人员合影

课题认真研究、积极落实专家意见。

项目办汇总了专家评审意见，并统计

了综合得分情况。通过本次总结会，

全面地了解了各子课题工作进展情

况，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和研究目标，强有力地保障了本项目

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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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规划

提出高原绿色城镇化与区域发展
策略

天 山

北坡城市群是《国

家“十三五”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规划》）提出的全

国19个城市群之一，也是国家推进建

设的两个边疆城市群之一。《规划》

提出了将天山北坡城市群建成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撑、全国重

要的战略资源加工储运基地、新疆城

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边疆民

族团结和兵地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总体

思路，提出了天山北坡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的“一带一圈、两轴四区”的兵地

融合型空间格局，提出了产业协同发

展与布局体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能源资源供应保障和环境污染联防联

控的总体方案。

丝路环境专项制订天山北坡城

市群发展规划（2018-2035）》，以

新政办[2018]268号文件上报国家发

改委，2019年5月10日由国家发改委

【2019】561号文件批准实施，成为

指导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性文

件（涉密，内部发布）。

支撑成果：（1）成为国家发改

委【2019】561号文件；（2）成为新

丝路环

境专项服务于青藏

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系统分析了青藏高原城镇化进程

及生态环境效应，提出了保障对策建

议：

（1）高原绿色生态城镇化之路

的建议

系统分析了青藏高原城镇化进程

及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发现青藏高原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上

升趋势，高原城镇化对生态环境未带

来较大威胁。基于此研究基础，提出

绿色生态城镇化之路咨询建议，主要

包括依靠创新稳定推进青藏高原城镇

化高质量发展、以绿色净土产业和生

态补偿机制支撑高原走绿色生态城镇

化之路、建设特色文化小镇、构建固

边型村镇体系，推进美丽城市与美丽

高原建设等内容。共计7份咨询报告

被中办、国办采用。

（2）边疆发展与国土安全的政

策建议

通过调研发现，我国在青藏高原

国家需求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疆自治区人民政府新政办[2018]268
号文件；（3）中央办公厅采用重要

建议报告3份，新疆自治区政府雪克

来提主席实质批示3份；（4）《天

山北坡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果鉴定

为达到同领域国内领先水平；（5）
《天山北坡城市群可持续发展与决策

支持系统》专著1部，科学出版社 ，
2019年；（6）在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生态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

5篇，第1标注；（7）天山北坡城市

群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资源环境承

载力计算机软件3项。

南端主要开展生态屏障保护建设，而

印控区主要开展移民、道路建设、城

镇化扩张和军事等特殊用地等建设，

目前藏南印控区建设用地扩张速度高

于我国境内和印度东北地区，21条关

键通道13条被印方控制。针对此现

状，提出相关边疆发展与国土安全的

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加强南亚通道社

会发展与环境基础调查、加速关键通

道现代化建设、推动印度开通贸易通

道，促进边界谈判等建议。共计6份
咨询报告被中办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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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需求

开发青藏高原人类活动
可视化系统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可视化系统 大数据人类活动模式可视化系统

人类活动是引起青藏高原生态环

境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很多学者对

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和近几十年的

人口分布格局与人口流动开展了大量

研究，但有关人群时空分布的精细尺

度研究相对缺乏。丝路环境专项采用大

数据，开发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可视化

系统，提出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足迹及

生态环境效应。具体包括以下两部分：

（1）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

合可视化系统

该系统集成了青藏高原全域-城
市群-边境带等三个尺度过去30年来

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各个基础要素的

时间序列数据。包括人口、土地、社

会经济、水、植被、生态等要素。

揭示了青藏高原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的耦合关系、耦合阶段和类型。主

要通过系统收集泛第三极地区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数据，分析了青

化系统

大数据人类活动模式可视化分析

系统基于青藏高原公里格网尺度群体

定位信息和长时间序列的日迁徙大数

据等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构建。围绕

青藏高原人类数字足迹、人口动态流

动、居民生活节律及空间语义情感等

几个方面开展大数据研究工作。实现

了基于多源大数据融合的青藏高原人

类数字足迹计算，定量刻画人类活

动强度在年内尺度上的动态变化。在

2012-2018日迁徙大数据的时间序列分

析上发现了青藏高原人口流动的时空模

式及驱动机制；通过长时间序列的群体

定位请求信息发现了不同季节的高原城

市的生活节律，揭示了淡季藏族原住民

的生活模式，和旺季随着外来人口的大

量涌入居民活动节律明显的变化；并基

于上述研究结果进行了的人类活动模式

的可视化分析系统的构建。

生态环境的相关要素，还集成了青藏

高原整体尺度的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

征及未来20年的情景模拟，青藏高原

水资源的动态变化及不同尺度的用水

短缺及未来情景模拟，拉萨都市圈和

兰西城市群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

的时空演化及未来变化预测分析等，

服务青藏高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演化

分析与决策。系统内的基础底图背景

是遥感影像图，行政区边界是项目共

享的400万的青藏高原边界图。城市

群的底图是1:100万的行政区域图。

各要素的数据在全域尺度到地级市，

城市群尺度到县域尺度，边境带部分

到村镇级，时间分辨率为年尺度。

本系统的原型已经基本完成，估

计2020年6月能上线运行，可以在项目

内部共享，也可以挂在外网供政府机关

及青藏高原的相关业务部门浏览使用。  
（2）大数据人类活动模式可视

藏高原地区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变化趋

势，并利用耦合与

解耦模型判断各地

区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耦合阶段、类型

及其解耦路径。

首次系统地表

达了青藏高原长时

间序列的城镇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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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成果

Nature Climate Change：
发现全球风速变快规律并阐明
其对发展风能的影响

风能概念图

近日，丝路环境专项项目六“东
南亚-南亚国家气候与水资源变化”课
题（XDA20060402）南方科技大学

刘俊国研究团队在全球和东南亚风

速与风能变化及其物理机制研究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发表在《自

然-气候变化》上。

风能是一种迅速发展的可替代传

统化石燃料的新能源。截至2018年
底，全球安装的风力涡轮机的总容

量已达597 GW，可覆盖全球近6%的

电力需求。然而，地表观测表明，自

1960年以来，全球陆地表面风速一直

在持续下降（“全球地表风速静止”，
Global Terrestrial Stilling）。由于风

能发电与风速成三次方关系，地表风

速静止将严重影响风机发电效率，是

全球风力发电产业潜在的重大威胁。

先前研究认为，全球风速会在未来几

十年持续下降。但是，南方科技大学

课题组首次发现，在经过几十年的静

止后，全球地表风速从2010年开始快

速反弹，并在短短8年间恢复到1980
年左右的水平。最近的增长速度是

2010年以前下降速度的三倍，其中北

美、欧洲和亚洲三个区域增长最为显

著。东南亚风速提速早于全球，在

2000年以后开始显著变快。

团队还研究了全球陆地静止状态

及其逆转的潜在原因。目前，有假设

认为，植被生长活动增强或城市化引

起的地表粗糙度增加导致了全球风

速静止。但是，课题组依次否定了

植被生长变化和城市化的假设。经过

进一步的研究，作者发现地表风速变

化（包括先前的静止和最近的逆转）

是由大规模的海洋/大气振荡所驱动

的。其中，太平洋年代际涛动、北大

西洋涛动和热带北大西洋指数是造成

地表风速变化的最关键因素。

风速的变化将对风能行业产生巨

大影响。鉴于2010-2017年风速的稳

健提升以及自然界海洋/大气的长周

期震荡，风速上升的趋势至少会持续

十年。研究者预测，以目前的趋势，

风能将在2024年提高37%，这将导致

全球平均容量系数每十年提高3%，

这个增长幅度甚至比很多情景下预测

的气候变化引起的风能潜力还要大。

这些发现对电力行业在近期内的发展

是重大利好。此外，研究团队通过实

证数据揭示了风速变化是美国风力发

电容量系数（capacity factor）近年快

速攀升的主要推力，其作用甚至重要

于科技进步，后者一直被认为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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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及三大区域的风速逆转现象

全球地表风速逆转对风能产业的影响

国风力发电容量系数的提升中发挥

了主导作用。

这些研究成果对全球风能领域具

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将有利于电力行

业的蓬勃发展，将风能发展成可再生

能源的重要科技支撑。南方科技大学

曾振中副教授、刘俊国教授以及瑞典

哥德堡大学陈德亮教授等为文章的主

要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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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 Z. Z., Ziegler, 
A.D., Searchinger, T., et al. Wood, A 
reversal in global terrestrial still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wind energy 
production.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19) doi:10.1038/s41558-019-0622-6

文章连接：https://www.nature.
com/articles/s41558-019-0622-6

17



2019年  第06期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前沿成果

横断山（中国西南山地）是全球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具有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尤其是高山植物多样

性极为显著。关于横断山生物多样性

成因，传统的假设是横断山的快速隆

升造成复杂的地形地貌、多样的生境

和剧烈的气候波动等因素的作用导致

物种种群的隔离和分化，进而促进物

种形成。

为验证这个假说，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孙航研究组、杨永平

研究组、陈家辉研究组联合云南师

别的高质量参考基因组，基因组组

装约340Mb，contig N50为9.5Mb，
scaffold N50为17.9Mb。以此为参考

基因组对涵盖小垫柳分布区的14个种

群的77个个体进行了全基因组重测

序，获得了约160万个高质量单核苷

酸变异位点（SNP），在此基础上进

行了小垫柳遗传多样性、遗传结构、

演化模式等群体遗传学和演化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小垫柳具有显著

的种群分化，尽管其具有长距离传播

的能力，但种群间的基因流微弱。

范大学、北京大学、法国国家农业

研究院（INRA）、英国圣安德鲁斯

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北京源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

横断山地区典型的高山冰缘带植

物 -呈天空岛分布模式的杨柳科垫

状植物小垫柳（Salix brachista，
英文名Cushion willow）-为研究对

象，使用二代（I l lumina）、三代

（PacBio+Nanopore）以及染色体

构象捕获技术（Hi-C）等手段获取

了小垫柳一个雌性个体的染色体级

小垫柳植物图片及其天空岛分布模式和取样点

Nature Communications：
小垫柳全基因组分析为横断山
高山植物多样性起源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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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垫柳自然选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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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垫柳自晚中新世以来的群体波动与剧烈的

气候波动耦合。天空岛效应、多样而异质的

生境和气候波动可能是驱动小垫柳种内群体

分化的重要因素。小垫柳的扩张基因家族和

快速演化基因家族显著的富集到DNA修复和

花青素合成等通路，这些通路可能与高海拔

地区强烈的紫外辐射导致的DNA损伤的修复

相关。小垫柳的15号染色体与其它柳属相比

具有大量的大片段重组事件，说明柳属的性

别决定区域的演化是动态的，具有物种特异

性，其性染色体的演化尚未完成。自然选择

在小垫柳高、低海拔群体中的作用区域和强

度都具有显著的差异，说明分布于横断山区

海拔高差大、生境多样而异质的物种可能在

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发生种下的种群分化。

该研究成果于 2 0 1 9 年 1 1 月 1 9 日以

“Genome-wide analysis of Cushion willow 
providesinsights into alpine plant divergence 
in  abiodivers i ty  hotspot”为题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在线发表。昆明植物研究所

陈家辉副研究员、云南师范大学黄媛副教

授、INRA的Benjamin Brachi博士、源宜基因

云权正、张仁纲为共同第一作者，昆明植物

所孙航研究员、杨永平研究员、陈家辉副研

究员和圣安德鲁斯大学Richard Abbott教授为

共同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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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J., Huang, Y., Brachi, B. 
et al. Genome-wide analysis of Cushion willow 
provides insights into alpine plant divergence in 
a biodiversity hotspot. Nat Commun 10, 5230 
(2019) doi:10.1038/s41467-019-13128-y

文章链接：https:/ /www.nature.com/
articles/s41467-019-13128-y

19



2019年  第06期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前沿成果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来自青藏高原的风影响华北干旱

全球变暖背景下，华北的夏季干

旱状况很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丝路

环境专项项目六兰州大学黄建平教

授团队与合作者在《国家科学评论》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发

表文章，提出了青藏高原影响夏季华

北干旱的一种动力学机制。

青藏高原与华北并不相邻，但

夏季副热带西风急流将它们联系在

一起。

研究发现，当夏季副热带西风急

流位置偏北时，高原上空西风减弱，

自上游向华北地区输送的水汽、云水

资源以及可作为大气冰核的沙尘粒子

减少，导致华北地区夏季降水减少，

干旱频发；相反，当副热带西风急流

位置偏南时，华北地区夏季降水增

加，干旱发生频次减少。

在夏季，青藏高原是一个抬高的

热源，通过热力和地形作用对周边地

区的天气气候起着重要作用。以往研

究中，也有学者研究过副热带急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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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Z., Li, Y.H., 
Huang, J.P., et al. Attribu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to Northern Drought.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19) 
doi:org/10.1093/nsr/nwz191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93/
nsr/nwz191

移现象，但很少与华北干旱联系起

来；另一方面，关于青藏高原对下游

降水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长

江流域，高原与华北干旱的关系研究

尚不多见。所以，这篇文章为理解华

北干旱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对于认

识青藏高原在区域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以及预测华北干旱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

青藏高原影响夏季华北干旱的动力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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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环境专项在AGU秋季会
议举办分会

2019年12月9日-13日，美国地球

物理联合会（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AGU）2019年秋季会议在美国

旧金山市举行。丝路环境专项举办展

会并分别召集“全球变化下的第三极

环境”“丝绸之路沿线及兴都库什-喜
马拉雅地区的环境变化与文明演化”
分会场。

“全球变化下的第三极环境”分会

由丝路环境专项首席科学家、TPE国
际计划联合主席姚檀栋院士、美国

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和朗尼汤姆森院士与参会者交流

参会者现场交流

参会者现场交流

俄亥俄州立大学Lonnie G. Thompson
院士和德国森肯堡自然历史博物馆

Volker Mosbrugger院士以及中科院青

藏高原所张凡研究员共同召集，共收

到来自国内外二十余家研究单位的80
多份摘要。

在 全 球 环 境 变 化 （ G l o b a l 
Environmental Change）议题下，丝

路环境专项陈发虎院士、侯居峙研究

员、董广辉教授和陈建徽教授聚焦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气候环境变化和人类

活动演化，共同召集了“丝绸之路沿

线及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环境

变化与文明演化”分会。来自青藏高

原所、兰州大学、香港大学、德国马

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

等十余所研究机构、大学的相关学

者，通过口头报告、海报以及多媒体

展示分享了最新的学术成果。其中，

陈发虎院士作的“定居于世界屋脊：

从丹尼索瓦人到现代人类”报告吸引了

众多国外学者，反映了青藏高原史前人

类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展会吸引了来自美国、德国、英

国等十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驻足，展

示了研究所发展历程、研究定位、优

秀人才及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宣传了我所在西北及中亚地区、青藏

高原和第三极周边地区气候、环境、

人类活动等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提

升了研究团队在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通过与国际同行的深入交流，

为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文明演化与环境变

化方向取得重要成果提供新机遇。

国际影响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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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环境专项推动第三极环境
德国中心成立

2019年11月29日-30日，在丝路

环境专项推动下，“第三极环境”国际

计划（TPE）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国

际学术研讨会，讨论亚洲水塔科研成

果，并成立了第三极环境德国中心。

此次会议是TPE第九届资深专家

研讨会，来自中国、德国、美国、瑞

典、俄罗斯、尼泊尔、秘鲁和英国等

八个国家的近40名科学家参加了讨论

和报告，会议的主题是第三极环境研究

的成果综述，旨在进一步加强各国在

“第三极环境”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高山区是地

球上除南极北极之外，冰川分布最广

泛的地区，有第三极的美誉。它还是

亚洲10多条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因此

青藏高原又被称为亚洲水塔。这一区

域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战略资源储备基地，也是“一带一路”
沿线2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的重要

水源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丝路

环境专项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表

示：“第三极的变化影响中国、亚洲

甚至全球，该地区气候变化受全球

关注。”
TPE自2009年启动以来，研究内

容越来越深入，研究群体越来越扩

大，已在中国、尼泊尔、美国、瑞

典等地建立了多个研究中心。此次在

德国法兰克福成立第三极环境研究中

心并进行项目签约启动，将有利于协

调该区域在第三极环境科学领域的研

究和行动。德国森肯博格自然科学研

究所所长安德烈表示：“与中国同仁

的合作向来也将继续是我们工作的重

点。中国的科学发展速度之快，成果

之丰硕，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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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环境专项在全球高山峰会
组织冰冻圈专题边会

2019年10月29日-31日，世界气象组织（WMO）全球高

山峰会于瑞士日内瓦召开。该会议聚焦水文气象和气候等关

键科学问题，为高山及高山下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风险防

控提供科学方案。丝路环境专项在峰会上与世界气象组织全

球冰冻圈观测项目（WMO-GCW）共同组织了专题边会，并

与WMO签署合作备忘录。

会上，丝路环境专项首席姚檀栋院士受邀作大会主旨报

告，介绍了“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TPE）的研究前沿、重

大成果及长期规划，在大会引起广泛关注。

丝路环境专项和WMO-GCW联合在峰会举办了主题

为“Roadmap to integrated mountain cryosphere observa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的边会，由姚檀栋院士和GCW A 
Snorrason主席共同主持，边会吸引了60余名国际与会专家参

加。该边会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冰冻圈观测与监控/
预测的联系，第二部分探讨了建立冰冻圈综合信息体系，第

三部分为全体讨论。边会一致认为应当推动高山地区观测模

拟工作一体化，合作建立全球冰冻圈信息体系，提供稳定和

大尺度的冰冻圈数据。

作为WMO全球高山峰会的共同主办方，TPE推动了这一

系列成果在峰会成果《行动呼吁》中的体现。此次全球高山

峰会发布了题为“避免即将到来的山区天气、气候、冰雪和水

危机:通往可持续的全球未来道路”的《行动呼吁》。该《行

动呼吁》发出倡议，应积极推进新的高山综合观测及预测工

作，以此作为一个有效工具，应对气候变化、冰川融化和与

水有关的各种灾害。《行动呼吁》强调，可持续的山区发展

战略和山区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应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要加强数据分享、预测和预报、政

策制订和跨界跨部门合作等工作。未来TPE将与WMO-GCW
在这一呼吁指导下，在高山冰冻圈、水文和气候研究等方面

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

WMO秘书长Petteri Taalas与姚檀栋院士签署合作备忘录

TPE主席姚檀栋院士在大会作主旨报告

分会现场

国际影响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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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环境专项举办“一带一路”
前景聚焦国际研讨会暨高通量条

形码国际培训班

搭建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合作平台，积极推

进各国的国际合作和资源共享，将促

进“一带一路”地区经济与社会的绿色

可持续发展。丝路环境专项立足于我

国西南和东南亚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遗

传资源，在“一带一路”地区开展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研究工作，重点围绕

“一带一路”关键区域如含青藏高原在

内的泛第三极区域进行综合考察，利

用高通量组学，特别是基因组学等思

路和手段，系统解析重点区域动物多

样性与适应性进化机制。

在丝路环境专项资助下，中科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

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动物进化与遗传前沿交叉卓越创新中

心于2019年10月13日-26日在云南省

昆明市和大理市联合主办了“‘一带一

路’前景聚焦国际研讨会暨‘一带一路’
高通量条形码国际培训班”（英文名

称：The Horizon Scanning Meeting for 
the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Metabarcoding International School for 
the “One Belt One Road”）。会议主

席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

员Douglas Yu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研究员Alice Hughes担任。

2019年10月13-15日举行的“一带

一路”前景聚焦国际研讨会规模120

人，境外代表40人，分别来自于美

国、英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

印度、新加坡、缅甸、老挝、菲律

宾、南非、墨西哥、秘鲁和澳大利亚

等国家。

会议旨在找出与“一带一路”建设

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沿问题，即

可能在最近几年产生较大影响，但决

策者和科学家们都不清楚具体影响。

厘清“一带一路”建设中未来可能产生

的问题和机会，如生物问题（生物多

样性、疾病、外来种）、境问题（气

候、水、大气、污染、自然灾害、资

源利用）、社会问题（移民、健康、

经济、文化交流）、技术问题（新技

术和新设备）、政治问题（国际关系

与冲突）。

2019年10月15-26日 “一带一路”
高通量条形码国际培训班在云南省大

理市和昆明市举办。培训班规模40
人，其中境外教师及学员约20人，中

国教师及学员约30人。

此次培训班，不仅展示了我国近

年来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取得的可喜

成绩，分享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的

宝贵经验，并传授了先进的生物多样

性研究技术和方法，同时，还建立了

与参会国的良好国际合作关系，探讨

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及保护的国际合

作和人才培养方案。

丝路专项项目5负责人杨永平在会议上发表讲话

会议现场照片

培训班照片1

培训班照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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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环境专项推进中冰
“第三极-北极”国际合作

2019年10月9日-12日，2019年北

极圈大会（Arctic Circle Assembly）
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会

前，冰岛前总统、北极圈主席Olafur 
Ragnar Grimsson先生与丝路环境专项

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就TPE计划与

北极圈的深入合作和2020年重点合作

主题进行了亲切会谈。他详细询问了

TPE计划与Arctic Circle最新的工作进

展，建议TPE计划与Arctic Circle合作

在2020年贵阳Eco Forum Global大会

组织分会，并希望TPE计划与Arctic 
Circle今后能在两极气候变化研究和

政策建议方面有更多切实合作。

应 2 0 1 9 年 北 极 圈 大 会 主 席

Dagfinnur Sveinbjornsson先生的邀

请，姚檀栋院士在大会上做了“第三

极环境”主旨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

TPE国际计划的背景、研究目标、发

展历程和主要研究进展，并简要介绍

了由TPE计划拓展的Pan-TPE计划和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会后，冰岛当地电视台针对第三极冰

冻圈研究与北极变化研究的关系对姚

檀栋院士进行了专访。

此外，应大会邀请，TPE组织

和主办了题为“第三极和北极冰冻圈

变化”分会。该分会上，中科院青藏

所、卑尔根大学和冰岛大学研究人

TPE与Arctic Circle在冰岛会谈 姚檀栋院士在北极圈论坛上发表演讲 “第三极与北极冰冻圈变化”分会

TPE在冰岛建立第一个北极地区的地表水汽稳定同位
素实时观测点

员分别做了关于第三极冰冻圈变化、

第三极和北极协同水体稳定同位素观

测、北极大气水汽稳定同位素研究和

大气水汽稳定同位素变化过程模拟的

4个口头报告；来自8个国家12个研究

机构的30余名研究人员参加了分会现

场讨论。多国研究人员对目前正在第

三极和北极开展的水汽稳定同位素三

维观测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

此行中，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高晶研究员牵头与冰岛大学Arny 
Erla Sveinbjornsdóttir博士（Research 
S c i e n t i s t ）及卑尔根大学 H a n s 
Christian Steen-Larsen博士（Research 
Scientist）合作，在冰岛建立了TPE
第一个北极地区的地表水汽稳定同位

素实时观测点。目前，该站点已开始

连续实时大气水汽稳定同位素观测。

该合作的开展是三极联动和广域影响

研究的开篇之举，为第三极与北极

冰冻圈研究的长期合作打下了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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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世界气象组织高山
峰会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山

区气候变化及冰川加速融化

由世界气象组织携手众多合作伙

伴共同举行的“高山峰会”10月31日在

日内瓦闭幕。面对冰川加速融化对人

类安全、生态系统、环境和经济的严

重威胁及后果，会议呼吁各方应立即

采取相关行动，支持高山地区和下

游地区可持续发展、减灾和应对气

候变化。

峰会发布了题为“避免即将到来

的山区天气、气候、冰雪和水危机:
通往可持续的全球未来道路”《行动

呼吁》。该呼吁指出，冰川和积雪融

化短期会导致山体滑坡和洪水等自然

灾害增加，长期将对数十亿人的供水

安全构成威胁。高山地区是冰冻圈发

源地，也是全球淡水来源。保护这些

地区的生态系统功能对全球水资源、

粮食和能源安全至关重要。气候变化

给高山地区生态系统造成了前所未有

的危机，已威胁到地球的可持续性。

当务之急是立即采取以综合观察和预

测等跨学科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全球行

动，包括加大对相关基础设施的投

资，使山区和下游地区更安全、更可

持续。《行动呼吁》发出倡议，应积

极推进新的高山综合观测及预测工

作，以此作为一个有效工具，应对气

候变化、冰川融化和与水有关的各种

危害。《行动呼吁》强调，可持续的

山区发展战略和山区生态系统保护工

作应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要加强数据分

享、预测和预报、政策制订和跨界跨

部门合作等工作。

瑞士联邦议员兼内政部长阿

兰·贝塞尔在峰会演讲中指出，瑞士

冰川体积在过去5年里减少了10%，

仅去年就减少了2%；500个较小的冰

川已经消失，到本世纪末，剩下的

4000个冰川90%可能会融化。在今年

夏季高温热浪期间，相当于瑞士全国

全年饮用水消费量的冰川在短短15天
内融化。

此次峰会汇聚了150多名与会

者，他们来自全球各地的气象、水

文、环境和大气部门，以及相关科研

学术机构、合作伙伴组织和社区。
图片选自世界气象组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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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小垫柳全基因组分析 
为高山植物多样性起源提供证据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雅丽）近

日，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孙航等人以横

断山地区典型的高山冰缘带植物——
呈天空岛分布模式的杨柳科柳属垫状

植物小垫柳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小垫

柳全基因组分析，为横断山高山植物

多样性起源提供了证据。相关研究成

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

横断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

区之一，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尤

其是高山植物多样性极为显著。横断

山生物多样性成因假说之一是横断山

的快速隆升造成复杂的地形地貌、多

样的生境和剧烈的气候波动，这些因

素导致物种种群的隔离和分化，进而

促进物种形成。

为验证该假说，昆明植物所研究

人员联合云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

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英国圣安德鲁

斯大学、北京源宜基因科技有限公

司，使用二代、三代以及染色体构象

捕获技术，获取了小垫柳一个雌性

个体的染色体级别的高质量参考基因

组。并以此为参考基因组，对涵盖小

垫柳分布区的14个种群的77个个体进

行了全基因组重测序，获得约160万
个高质量单核苷酸变异位点，并在此

基础上进行了小垫柳遗传多样性、遗

传结构、演化模式等群体遗传学和演

化分析。

结果表明，小垫柳具有显著的种

群分化，尽管具有长距离传播的能

力，但种群间的基因流微弱。小垫

柳自晚中新世以来的群体波动与剧烈

的气候波动耦合，多样而异质的生境

和气候波动可能是驱动小垫柳种内群

体分化的重要因素。小垫柳的扩张基

因家族和快速演化基因家族显著地

富集到DNA修复和花青素合成等通

路，这些通路可能与高海拔地区强

烈的紫外辐射导致的DNA损伤的修

复相关。

自然选择在小垫柳高、低海拔群

体中的作用区域和强度都具有显著的

差异，这说明分布于横断山区海拔

高差大、生境多样而异质的物种可

能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发生种下的

种群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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