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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水塔最新研究成果入选联合
国发布的《团结于科学2020》专
题报告

专项动态

1

近期，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与联合国框架下组织的

其他科学家一起，撰写完成并在联合国发布了《团结于科

学2020》报告。此次发布的《团结于科学2020》报告，是

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指导下完成的。通过WMO、全

球碳项目（GC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UNESCO-IO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国际权威组织机构的共同努

力，报告对全球气候系统的状态进行了评估。     
姚檀栋院士是报告中“水与冰冻圈”主题的主要作者。在这

一主题中，科学家们围绕水和冰冻圈变化及其影响，就亚洲水

塔变化及其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最新科学评估。报告指

出，亚洲水塔地区的冰川径流量将在2030至2050年之间达到峰

值。由于该地区积雪、冻土和冰川产生的径流占河流总径流

量的45%，未来径流量减少影响这一地区的人类生活和社会发

展。影响人群将多达17亿人，经济影响可多达国内生产总值

（GDP）12.7万亿美元。      
姚檀栋院士领导的研究团队评估了亚洲水塔的重要性和脆

弱性，提出了亚洲水塔观测—模拟—预警一体化集成方案，已

成为WMO的经典案例。今后，研究团队还将启动亚洲水塔图

计划，估算亚洲水塔总水量，聚焦气候暖湿化背景下的冰崩、

冰湖溃决等灾害问题，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
治理体系，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治理提供系统解

决方案范例。

《团结在科学之中2020》专题报告

亚洲水塔区冰川、湖泊、河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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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获青藏高原湖泊最长岩芯

2020年8月3日下午，丝路环境专

项首次在青藏高原纳木错中心湖区近

百米水下成功获取144.79米岩芯，钻

探深度达153.44米，有望重建近15万
年连续气候环境记录。此前，我国高

原湖泊最大钻探深度为114.9米，本

次纳木错岩芯成功钻取是我国湖泊岩

芯钻探首次达到150米级别。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纳木错湖面

海拔约4730米，在此区域开展岩芯钻

取工作，天气是最大的挑战。钻探工

作自2019年7月1日正式启动，钻取近

20米岩芯，由于天气技术等多种原因

被迫暂停。

2020年7月1日，钻探工作再次启

动，湖泊与环境变化团队联合钻探公

司进行技术攻关，面对纳木错水深浪

大的环境，逐一解决了水上钻探平台

不稳定、套管难固定等关键技术难

题。通过4个200多公斤的加重锚和卷

扬机拉紧锚绳，最终将81平方米的大

型钻探平台在湖面牢牢固定。2020年
8月3日下午18点45分，本次纳木错钻

探成功完成既定目标，表明我国已经

能够利用自主研发技术在深水区域获

得长尺度、高取芯率的湖泊岩芯。

纳木错钻探项目负责人、中科院

青藏高原所湖泊与环境变化团队王君

波研究员介绍，我们以纳木错、色林

错等藏北高原的深水大湖为主要研究

区域，依托纳木错站，取得了大量第

一手湖泊观测资料，开展了亚洲水塔

水资源变化及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气候

变化背景下亚洲水塔变化趋势及古环境

变化等观测和研究，其中本次纳木错长

岩芯钻探是我们的重点攻关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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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本

次144.79米岩芯的成功获取，为实施

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积

累了成功经验，不仅从技术上提高了

钻探水平，为今后高水平研究奠定了

基础，提高了中国科学家在合作项目

中的话语权。

据介绍，本研究旨在通过湖泊岩

芯指标重建末次间冰期以来气候旋回

及特征事件，对理解长时间尺度下西

风-季风协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科院纳木错多圈层综合观测研

究站已对纳木错持续开展15年观测研

究，在此基础上，中科院青藏高原所

湖泊与环境变化团队联合德国等多

国科学家共同申请的纳木错ICDP项
目于2020年6月正式获批，该项目计

划在纳木错钻取5个点位共计2250米
长的沉积物（其中单孔设计最深为

700m），用于研究过去一百万年以

来第三极地区的气候环境状况。

8月3日，我国科学家成功在青藏高原湖泊钻取最长
岩芯（钻探深度达153.44米）

纳木错中心湖区水上钻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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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数据集成工作组与项目对接讨论

专项数据集成工作组与
各项目交流座谈

丝路环境专项在泛第三极数据集

成、数据共享和数据服务等方面取得

重大进展。自丝路环境专项启动以

来，国家青藏高原数据中心建立了

投稿式的中英文数据汇交系统和智

能化数据评审系统，为用户提供详

尽的数据信息，保障数据全生命周期

管理，并形成了规范的数据汇交流程

和元数据/数据评审流程。在数据集成
方面，已经产出540个科学数据集。

丝路环境专项数据遵循可发现

性、可公开获取性、互操作性和可重

复利用性（FAIR）数据共享原则，

采取以在线服务为主，离线服务为

辅的中英文双语数据访问方式。采

用多方位的措施保障数据作者的权

益，如为自主产权的数据赋予数据

唯一标识码DOI、采用保留作者版权

的“知识共享”分发协议、提供数据引

用和文献引用、可设置数据共享保

护期。

丝路环境专项的数据发布引起

国内外青藏高原地球科学系统科研

工作者的广泛关注，浏览量达100
多万次，下载量达5万多次，并支

持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研究，“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

盟、第三极环境（TPE）国际计划

和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冰冻圈计划，

政府决策和边界国防安全等方面。

在国际合作方面，目前丝路环境

专项分别与世界气象组织（WMO）
和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NSIDC）
签署合作备忘录，促进全球冰冻圈数

据的共享和互操作；同时丝路环境专

项依托的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

已经成为“Springer Nature”认证的亚

洲第一个数据中心和AGU信任的国

际数据仓储中心。

根据中科院的统一部署，遵循

技术的最大化应用原则，丝路环境

专项和“地球大数据”专项的数据资

源实现无缝集成，“地球大数据”专
项加强对丝路环境专项的泛第三极

大数据存储和大数据分析的支持，

提供多期第三极高分产品和可视化

分析接口；丝路环境专项把在线共

享的科研数据产出集成到“地球大数

据”平台。

为改善数据汇交、评审、共享和

服务等方面的工作，2020年7-8月期

间，专项数据集成工作组与专项4个
项目进行了一对一座谈交流，介绍了

专项实施以来数据汇交和集成的进展

以及各个项目的数据汇交进展，并就

讨论各个项目可产生哪些关键数据产

品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争取为专项研

究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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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和联合攻关一2020年度
监理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2020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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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监理会线上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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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项办中科院青藏高原所郭燕红，专项

监理部王晓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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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卫东研究员首先代表项目组向

监理会汇报了2020年上半年项目一和

联合攻关一的研究进展，并提出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项目推进存在的

困难和需要调整的研究内容。封志明

研究员、张林秀研究员分别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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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进展。在秦玉才组长的主持下，监

理专家刘纪远、王晓康等对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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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

疫情严重影响的情况下依然推进的很

好，取得了良好成果，并且在疫情期

间做了相关的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认

为项目所采取的国际合作模式可以为

其他项目提供参考。同时，提出了以

下建议。第一，进一步提升重大成果

产出。第二，进一步细化梳理问题。

第三，针对疫情提出研究任务调整方

案，落实需要增加或削减的内容并上

报专项办。第四，注意网络数据的真

实性和可靠性。

在认真听取监理专家的意见后，

刘卫东研究员感谢专家的把脉，并召

集各课题和子课题负责人进一步讨

论专家意见，对后续工作做出了相应

调整与安排，要求各课题系统梳理疫

情对研究的影响，提出研究任务和考

核指标的调整方案尽快上报，对于无

需调整的研究任务，要求加快推进。

（项目一和联合攻关一）

会议照片

项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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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2020年度监理工作
会议顺利召开

2020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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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2020年度年监理会

议，本次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邀请专项监理组中科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刘纪远研究员、李秀彬

研究员，专项监理部院重大项目监理

王晓康主管担任专家，对项目和课题

2020年上半年研究目标完成情况和重

要成果进行评议。会议由项目负责人

朱立平研究员主持，专项办公室李久

乐高级工程师受邀出席会议，项目二

各课题、子课题负责人及项目骨干共

计30余人参加了会议。
李秀彬代表专项监理组致辞，明

确年中监理会的目的是促进项目顺利

开展，为各课题年中工作的交流提供

平台，以便专项及时了解和掌握各项

目研究任务的开展情况。

朱立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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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目标及年度监理重点后，从

野外监测系统及数据采集与汇聚、数

据产品研发、气候变化响应与适应、

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建设、青藏高

原生态容量与可持续发展、科学方案

与咨询建议6个方面着重汇报了项目

上半年取得的重要工作进展及成果。

此外，对项目下半年重要活动进行了

简单介绍，同时，针对2019年度专项

整体监理报告中项目二存在的问题与

建议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课

题负责人朱立平研究员、严中伟研究

员、樊杰研究员、王小丹研究员分别

代表课题进行了详细的年中工作进展

汇报。

监理专家对项目上半年的工作进

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具

体指导意见。刘纪远研究员指出，受

到疫情和经费削减的影响，项目层面

需积极落实各课题的年度工作目标和

实际应完成的任务，年度进展和年度

目标有需要延后或调整的，项目应及

时上报专项办公室和主管业务局，及

7

时反馈调整决定和延迟安排；项目和

课题应及时了解国家对青藏高原及相

关地区的生态保护战略，为青藏高原

生态安全建设提供切实有效的科学支

撑；项目要进一步加强中亚地区的数

据观测和数据产品产出，加强项目间

的协作。李秀彬研究员指出，要进一

步加强整个项目的数据工作强度，加

快中亚地区的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如

加强与咸海流域水和生态保护试验示

范区建设的合作，为咸海流域绿色发

展与管理示范联合攻关任务、项目六

关于中亚的荒漠化防治研究提供基础

数据和支撑。王晓康主管建议做好项

目间工作的衔接，认真落实监理组本

次会议提出的各项问题。

会上，项目与各课题根据专家

组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进行讨论，对

可能进行调整的研究内容进行充分

的交流，并对专家意见进行汇总和

回应，更好地推进项目总体进展。

（项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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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三2020年度监理工作会议
顺利召开

2020年7月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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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监理工

作会议在线上召开。会议就上半年

项目工作进展及成果、下半年工作计

划、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等内容进行

审核，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专项监理部成员任贾文、常旭、

王晓康老师出席此次线上监理工作会

议。会议由项目负责人葛咏研究员主

持。项目负责人、新疆生地所雷加强

员已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科学调整方

案。同时，监理部老师分别就数据

获取、经费执行、项目组织管理等

提出指导意见，并表示将积极协助

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以保证项目

的顺利进行。

最后，项目负责人雷加强研究

员、葛咏研究员分别进行总结讲

话，并诚挚邀请监理部成员参加下

半年项目及课题的现场监理活动。

（项目三）

研究员对项目及课题的内容进行了回

顾，并对2020年上半年项目工作中所

取得的成果与进展、下半年重要活动

计划、存在问题等内容向监理部进行

汇报。各课题负责人雷加强研究员、

董锁成研究员、葛咏研究员也分别对

所负责课题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汇报。

2020上半年，项目及课题大部分

工作都有序地开展，但受全球新冠疫

情的影响，境外野外考察、数据获取

等工作暂时无法正常推进，研究人

线上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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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四和联合攻关二2020年度
监理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根据丝路环境专项监理计划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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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0年7月11日上午联合召开了2020度工作进展监理视频会

议。会议由项目负责人陈发虎院士与张镱锂研究员、康世昌研究员

和侯居峙研究员共同主持，院监理部项目主管王晓康，责任监理刘

纪远研究员、李秀彬研究员到会监理，专项办王传飞出席了会议，

项目四和联合攻关项目二骨干成员近60人参加了此次监理会议。
监理部王晓康主管和刘纪远研究员代表监理组首先介绍了专项

年度监理计划与重点内容。陈发虎院士介绍了项目四和联合攻关项

目二的整体情况，重点介绍了项目2020年主要进展。各课题汇报了

具体工作和研究进展。监理组认真听取了各级汇报，一致认为在新

冠疫情和经费调整的不利影响下，项目仍取得了许多突破性和应用

性成果：完成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科学评估》

报告修订稿，在National Science Review、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和PNAS等刊物上发表了最新成果，并为国家和地方提交

了重要咨询建议。同时，监理组强调了项目重点内容，认为《青藏

高原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科学评估》报告、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交互作用、高原史前人类扩散模型、跨境污染物排放清单等工作

是项目年度核心工作。监理组指出，在涉及泛第三极不同国别的研

究过程中，要考虑“一带一路”要素的叠加作用。要充分认识疫情和经

费调整对研究工作的影响，制定出明确具体的应对与调整方案。

视频会后，项目组针对监理意见和建议，立即组织了各课题的

深入讨论，围绕项目目标，进一步聚焦了各课题的核心任务，提出

了已有研究进展的深化建议，明确了各课题预期亮点成果，并初步

落实了相关调整方案。（项目四和联合攻关二）

项目负责人陈发虎院士主持会议

监理部王晓康主管讲话

刘纪远研究员代表监理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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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五2020年度监理工作会议
顺利召开

2020年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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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项目监理工

作会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顺利

召开。

专项监理部院重大项目监理汪大

星主任和王晓康主管、中科院地理科

永平研究员以及课题一负责人王艳芬

教授详细汇报了本年度取得的重要进

展和亮点成果以及监理重点任务安排

部署等。监理专家对项目五的进展与

成果给予高度肯定，并强调A类先导

专项重在强调国家需求，建议项目层

面产出的高水平论文和专利等能够解

决项目和专项的重要问题，真正的实

现“用得上、有影响”。受疫情影响，

本项目的野外工作严重受阻，监理专

家要求项目组提出应对策略，制定

详细工作方案，并报给专项办及监理

部。项目五负责人杨永平研究员表

示将有效梳理并充分吸纳监理专家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执行并管理好

先导项目。      
监理制度是中科院组织实施A类

先导专项引入的一项重要管理创新探

索和有力抓手。先导专项启动后均组

建由科技、管理专家组成的监理组，

监督、检查任务执行情况，及时报告

并提出相关建议，为专项管理决策提

供重要支撑。（项目五）

学与资源研究所刘纪远和李秀彬研究

员和专项办李久乐高级工程师，以及

项目、课题和子课题科研骨干共计20
余人参加了本次视频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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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项目五和课题二负责人杨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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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六和联合攻关三2020年度监
理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2020年7月11日，项目六“西风与季风相互作用和水资

源变化”和联合攻关三“西风-季风作用与亚洲水塔变化及其

广域影响和绿色发展方案”监理工作报告会采用现场与视频

连线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主

持，专项监理部院重大项目监理王晓康主管、中科院地理

所刘纪远研究员、中科院青藏高原所刘小汉研究员、中科

学西北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院任贾文研究员、专项办主任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安宝晟副所长及各课题、子课题负责人

及科研骨干150余人参加会议。
2020年7月8日，为迎接监理工作报告会，项目六和联

合攻关三召开了准备会议。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对各课

题、子课题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表示高度认可，也指出了现

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7月11日，根据监理工作报告会议

议程，各课题、子课题负责人按照监理部发来的提纲准备

了汇报的文字材料，并就课题概况、主要进展与成果、

存在问题与计划调整、下半年重点工作等做了10分钟口头

汇报。监理组肯定了疫情影响下项目取得的进展和成果，

并提出具体要求，希望各课题系统梳理并做出应对疫情变

化的计划和方案，涉及年度任务改变的及时向科发局报

备。姚檀栋院士感谢监理的意见，针对跨课题合作研究，

提出了项目六和联合攻关三需要联合解决的重大前沿科学

问题：（1）亚洲水塔总水量;（2）青藏高原大气水塔指

数;（3）中亚大湖区与东南亚-南亚大河区气候变化模拟；

（4）青藏高原与南极、北极三极联动研究等。相关研究方
向的专家表示将在会后组织专题会议进一步讨论工作的推

进方案。（项目六和联合攻关三）

首席科学家主持会议

课题负责人现场汇报

课题负责人线上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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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七2020年度监理工作会议
顺利召开

2020年7月4日，丝路环境专项项

目七“地质演化及资源环境效应”2020
年度监理工作会议在线上顺利召开。

会议由项目负责人丁林院士主持，监

理部成员常旭、刘小汉研究员、专项

办郭燕红老师等受邀出席会议，项目

七各课题、子课题负责人及部分科研

骨干近20人参会。
根据会议议程，项目和各课题负

责人按照项目和课题概况、主要进

展与成果、存在问题与计划调整、

下半年重点工作等分别做了15分钟汇

报。丁林院士简单回顾了项目的基本

概况，并着重汇报了项目在“泛第三

极高原隆升与气候、环境、地震影

响”、“泛第三极战略资源分布”等方

面取得的7项进展4个成果。徐柏青研

究员、孙继敏研究员、丁林院士分别

代表课题进行了详细的工作进展汇

报。

听取汇报后，监理专家对项目七

的进展与成果给予高度肯定，丁林院

士对各课题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表示

高度认可，并指出了项目七现有研究

中存在的不足。最后，丁林院士提出

一点希望，望大家尽快产出高水平成

果，为专项中期评估和最终的验收评

估提供更坚实的基础。（项目七）

12

项目动态



2020年  第03期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13

服务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
取得重要进展

最近，项目一“绿色丝绸之路建

设的空间路线图及建设机制”课题的

“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取得重要进

展。该研究是本课题在2020年度的

重点研究内容。2020年6月，课题在

《地理学报》出版了“一带一路”建
设案例研究专栏，集中发表了7篇论

文。通过深入剖析6个建设案例，从

制度和文化视角系统总结了“一带一

路”建设模式。具体案例包括蒙内铁

路（肯尼亚）、亚吉铁路（埃塞俄比

亚和吉布提）、中（国）白（俄罗

斯）工业园、泰（国）中（国）罗勇

工业园、柬埔寨西港特区和TCL波兰

工厂。课题对这些案例进行了近两年

的跟踪研究，并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

研。

其中， “ ‘一带一路 ’建设模式

研究”一文提出了基于工程总承包

（EPC）、基于特许经营和企业直接

投资三大类建设模式，并借鉴制度和

文化转向的研究技巧，从“地域嵌入

的广度和深度”和“技术及项目的‘破
坏性’”两个维度，将“一带一路”建设

项目分为变革性项目、支撑性项目、

一般性项目和海外经贸合作园区四种

类型，用以识别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敏

感性。

这是丝路环境专项首批“一带一

路”建设案例研究成果，也是学术界

首次对建设案例进行的深入系统研

究，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

展和企业海外投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后续课题还将逐步推出十余个案

例研究成果。2020年底前，这些案

例研究将集结为《“一带一路”建设案

例研究》报告，交商务印书馆正式

出版。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分类图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制度文化敏感性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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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丝绸之路智能决策支持系
统”开发进展获得国家发改委肯定

2020年8月28日，联合攻关一在

负责人刘卫东研究员的带领下前往国

家发改委，向开放司领导汇报“绿色

丝绸之路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开发进

展情况。会议由开放司司长肖渭明主

持。国家发改委开放司丁杰一级巡视

员、张明副司长、郭旭杰副司长、袁

锋副司长、陈怀海处长、刘翔宇副处

长、费明硕副处长耳机调研员、晏世

琦处长，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刘卫东研

究员、刘慧研究员、袁文副研究、牛

方曲副研究员等项目主要成员出席。

刘卫东研究员向开放司汇报了系

统开发背景和总体研究进展。袁文副

研究进一步详细汇报了系统架构和功

能模块。系统架构分成三大模块：丝

路沿线社会经济及资源环境目录（数

据库），丝路沿线重点工程项目和社

会经济、资源环境、地缘环境等综合

评价模块，可视化表达和展示模块。

其中数据库部分包括丝路沿线国家的

基础地理要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地缘环境、治理结构等基本情况，不

同分辨率高分影像数据，以及丝路环

境专项的科学家对丝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评价值，包括：灾害风险、社会

稳定度、投资安全度、环境风险等；

综合评价模块是基于数据库中各项指

标综合评价沿线国家的安全、发展、

绿色三大方面发展状况；可视化表达

模块实现数据指标地图全域显示、统

计图显示及查询功能，同时实现点击

不同区域实施查询运算功能。

随后，在肖渭明司长的主持下，

开放司领导对系统进一步开发提出了

指导性意见和建议。认为，系统开发

很完善，数据库很庞大，肯定了系统

前期进展。同时提出改进要求：进一

步细化各个指标，能够精细化表达；

努力实现社会经济指标的实施显示

及对外来的判断；能够实施更新数

据，进一步纳入5000余个沿线工程

项目信息。之后项目组和各领导就

系统的部署方式进行了沟通，达成

共识。

在认真听取开放司领导意见

后，刘卫东研究员向大家表示了感

谢，并表示继续努力，按照领导专

家意见进一步完善系统，同时对后

续工作做出了相应安排，将积极配

合“一带一路”领导办公室要求，加快

推进研发工作。

绿色丝绸之路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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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第三极主要城市迅速扩张

泛第三极城市多位于青藏高原及

其周边的干旱-半干旱地区。2000年
以来该区域经历了迅速的城市扩张，

由于海拔较高且对环境变化敏感，泛

第三极区域更容易受到城市化造成的

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准确识别城市扩

张速率和驱动因素为城市未来发展提

供有价值信息尤为重要。目前干旱区

缺乏比较可靠的土地覆盖数据，更缺

乏关于泛第三极主要城市扩张及其驱

（达卡）、尼泊尔（加德满都）、印

度（勒克瑙、德里）、巴基斯坦（拉

合尔、伊斯兰堡）、阿富汗（喀布

尔）、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乌兹

别克斯坦（塔什干）、吉尔吉斯坦

（比什凯克）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

图）。结果表明，泛第三极城市在过

去18年经历了较快的扩张，城市面积

年均增长率接近3%，且超过90%的
城市扩张源于耕地和植被的占用。驱

动因子分析揭示人口快速增长、道路

建设与泛第三极大多数城市的扩张进

程显著正相关，由于高海拔区域转换

成建设用地比较困难，海拔则是城市

扩张的主要限制因子。     
迅速的城市扩张导致了泛第三极

主要城市耕地和植被的大量流失，给

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

影响；同时，全球变暖背景下的城市

扩张与城市人口增多也加大了泛第三

极地区未来水资源供给的压力。由于

这些城市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继续面

临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张的问题，城市

化过程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社会和生

态环境问题，因此泛第三极地区城市

化问题值得持续关注。

论文提供泛第三极主要城市30米
分辨率的土地覆盖数据，能够为泛第

三极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基础数

据支撑。该数据集已在国家青藏高原

科学数据中心共享。

动因素的完整研究。

丝路环境专项中科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李新研究员团队利用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和相关土地利用产

品，结合深度学习方法研制了泛第

三极14个主要城市2000/2010/2017年
高精度城市土地覆盖数据。所选城

市均为人口基数大且发展较快的国家

首都或者省级首府，分布在中国（乌

鲁木齐、西宁、兰州）、孟加拉国

2000-2017年泛第三极主要城市扩张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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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科考分队与西藏
林草局座谈会顺利举行

2020年7月31日，丝路环境专项

项目二国家公园科考分队与西藏自治

区林业和草原局（下称西藏林草局）

举办座谈会，就青藏高原地区国家公

园群建设方案进行交流研讨。与会人

员包括西藏林草局宗嘎副局长、吴柏

海总工程师、自然保护地管理处扎西

多吉处长和王恒颖副处长，国家公园

科考队樊杰队长、黄宝荣、陈东、王

红兵、虞虎、郭锐、孙哲、聂炎宏。

会上，樊杰队长介绍了丝路环境

专项国家公园专题对于探索青藏高原

绿色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并从国家

公园科考研究内容架构、方案设计等

方面，分析了科考成果对于支撑西藏

国家公园建设的基础理论作用，从国

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中关于国土空间复合功能的创新探

索方面，分析了国家公园建设在西藏

下一阶段发展中的重要引领作用。

要建设、建设在哪里”等一些列“卡脖

子”问题。
扎西多吉处长充分肯定国家公园

科考队的政策咨询成效，从自然保护

地优化、扶贫攻坚任务、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如何与社区发展、抵边固边相

互联系与融合等方面，希望科考队能

够加强呼吁和研究。王恒颖副处长介

绍了阿里地区自然保护地整合情况。

此次会议旨在了解西藏林草局在

国家公园建设工作的最新动态和发展

诉求，推动国家公园科考成果转化，

促进国家公园建设与十四五规划、国

土空间战略设计相融合，以更好地服

务于西藏绿色发展需求。此次会议，

西藏林草局与国家公园科考队双方交

流协商西藏国家公园建设关键议题并

达成重要共识，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宗嘎副局长代表西藏林草局对国

家公园科考队的“上门服务”表示热烈

欢迎，对近年来中科院为西藏做出的

贡献表示赞赏。他从重大生态安全屏

障建设成效出发，介绍了研究成果对

于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地

设置、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

用；分析了当前国家林草局正在组织

申报西藏国家公园建设的工作进度，

以及在此过程中遇到的体制、技术等

方面困难；并对西藏国家公园在自然

保护地体系中的定位、国家公园建设

与扶贫富民、边疆稳定等方面的情况

和难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吴柏然总工程师分析了国家

十四五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新时期

西部大开发的总体形势，希望国家公

园科考成果应尽早融合到自治区方案

制定之中，为国家公园建设方案提

供基础理论研究支撑，解决“为什么

会议现场 会议现场

服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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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与西藏土壤侵蚀状况
及防控对策座谈会召开

为了深入了解青藏高原有关省区

对土壤侵蚀防控的需求与问题，提高

相关咨询建议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丝路环境专项“土壤侵蚀定量评价与

分区防控对策”子课题参研人员，于

2020年7月21日和31日分别与青海省

和西藏自治区水土保持相关管理部门

与科研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就“土壤

侵蚀状况与防控对策”进行了座谈。
青海省水土保持中心、青海师范

大学、中科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

院、青海省青藏科考服务和成果转化

中心等单位专家领导参加了“青海省

土壤侵蚀现状与防控对策”座谈会；

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林

草局和西藏农牧学院等单位专家领导

参加了“西藏自治区土壤侵蚀现状与防
控对策”座谈会。座谈会由刘宝元教授
和安韶山研究员主持，张镱锂研究员

到会介绍了项目与课题概况。青海省

水土保持中心党生局长和西藏自治区

水利厅赵辉副厅长分别致辞。

两次座谈会上，安韶山研究员汇

报了主要进展。刘宝元教授分别作了

“关于加强青海省土壤侵蚀防控建议”
和“关于加强西藏自治区土壤侵蚀防

西宁会议现场拉萨会议现场 易云飞局长作报告

赵辉副厅长致辞

张镱锂研究员介绍项目情况

安韶山研究员作报告

专家讨论

党生局长致辞

刘宝元教授作报告

曹江源高工作报告

控建议”的报告，分别阐释了两省区

水土流失现状与治理成效，土壤侵蚀

防控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两省区

水土流失防控对策建议。青海省水保

中心曹江源高工和西藏自治区水保局

易云飞局长分别介绍了青海省和西藏

自治区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成效和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水保工作的思

路建议。

青海师范大学史培军校长、刘峰

贵教授、葛岳静教授和青海省水土保

持中心党生局长与子课题组交流了对

青海省土壤侵蚀防控工作的认识和建

议。西藏自治区水利厅赵辉副厅长、

中科院水保中心刘国彬研究员、西藏农

牧学院潘刚教授、喻武副教授、自治

区水利厅各处室领导、水保局易云飞局

长、西藏农业农村厅刘昊博副处长等专

家领导与子课题组讨论了西藏自治区水

土保持工作的成绩与需求。双方对如何

加强青海省及西藏自治区土壤侵蚀防控

进行了深入讨论，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有

效提升了土壤侵蚀防控相关策略的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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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全球变冷促使亚洲中纬度
地区气候急剧变干

通过分析青藏高原北缘西昆仑

山前迄今世界最厚完整黄土岩芯，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方小敏研究员领

衔的新生代环境团队与中科院地球

环境研究所安芷生院士团队共同主

导的合作研究发现，北半球高纬度

冰量增加和全球变冷是驱动亚洲中

纬度地区360万年以来干旱气候和西

风环流演化的主控因素，并可能通

过粉尘输送对北太平洋和南海生物

生产力及与其相关的大气CO2浓度吸

收和全球变冷产生重要影响。

2020年9月22日，该成果在线发

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为深入

理解全球气候变化与中亚干旱区气

候环境变化和西风气候演化的关系

提供了新视角。

亚洲内陆干旱区的形成演化过

程和驱动机制是当今地学研究的重

要科学前沿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

西部和中亚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

建设，还可能对全球气候产生重要

影响。塔里木盆地位于亚洲内陆极

端干旱区中心，56万平方公里几乎

被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

沙漠占据。据观测研究，盆地内沙

尘天气频发，每年产生的粉尘占亚

洲中纬度干旱区粉尘总量的三分之

二。在西风作用下，这些粉尘被搬

运到我国中东部、太平洋、美国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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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乃至北极地区，可能对中、东亚

地区乃至全球产生深刻影响。

在塔里木盆地南缘、西昆仑

山前形成的巨厚黄土堆积在海拔

3200～3300米形成宽广平坦的黄土

高台地面，其南面西昆仑山顶就是

著名的古里雅冰帽所在，黄土的堆

积形成过程与干旱气候和西风环流

强度变化密切相关，是研究亚洲内

陆干旱化和西风环流气候历史的理

想材料。

方小敏研究员等与安芷生院士

等合作，历时多年，在西昆仑山前

海拔3300米的最高黄土台地中心成

功钻透黄土地层，获取671米黄土连

续岩芯，表明它为迄今亚洲内陆也

是世界最厚的黄土堆积。

方小敏研究员介绍，系统的古

地磁测量结果和天体轨道调谐确定

西昆仑山黄土岩芯底界年龄约360万

年。高分辨率粒度和粉尘沉积通量

分析显示，360万年来，亚洲中纬度

干旱区气候总体呈持续变干趋势，

经历了约距今270万年、110万年和

50万年的三次急剧阶段性干旱化事

件。同时，气候变化周期也由110万
年以前的4万年为主，逐步转变为以

10万年为主。上述特征与冰期变化

周期尤其是北半球高纬度冰量记录

的气候变化一致，表明全球变冷尤

其北半球高纬度冰量增加和冰盖扩

展可能是驱动亚洲中纬度地区360万
年以来西风气候变化和干旱化的主

控因素。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石正国

研究员的古气候数值模拟表明，全

球变冷是导致西风环流显著增强，

促使亚洲内陆气候急剧变干、粉尘

释放增加的驱动力。碳循环周期分

析揭示增加的大气粉尘可能对北太

平洋和南海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产生

重要影响，促进降低大气二氧化碳

浓度，导致全球气候的进一步变

冷。

该项研究首次指示了360万年北

半球西风气候变化的可能历史，为

深入理解亚洲内陆干旱化与全球气

候变化的相互作用过程和机制提供

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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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    
论文信息：Fang,  X.  M. ,  An, 

Z. S., Clemens, S. C., et al. The 3.6-
Ma aridity and westerlies history over 
midlatitude Asia linked with global 
climatic cooling. PNAS. 2020.10.1073/
pnas.1922710117.

文章链接：https://www.pnas.org/
content/early/2020/09/15/1922710117

西昆仑山前黄土深钻岩心古地磁年代（a-c）、>30m粗颗粒粒度（代表西风强度）（d）和粉尘通量（代表干旱度）（e）及其与全球深海沉
积氧同位素记录的全球气候变化在时间领域（f）和10万年、4.1万年天体轨道周期领域内的对比（g,h）。（i）为>30m粗颗粒粒度周期谱360
万年以来的阶段性转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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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Climate Change：北极海
冰减少加剧污染物向青藏高原传输

净，如果外来扰动持续增加，将引发

一系列环境风险。”该文章的共同通讯
作者，中科院青藏高原所万欣博士说。

目前，青藏高原变暖速率是全球平均变

暖速度的2倍，从全球联动角度，减少
人为排放是控制环境风险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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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
论文信息：

Li, F., Wan, X., Wang, H. et al. 
Arctic sea-ice loss intensifies aerosol 
transport to the Tibetan Plateau. Nat. 
Clim. Chang. (2020). https://doi.
org/10.1038/s41558-020-0881-2

文章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
s41558-020-0881-2

4月北极海冰偏少相关的“泛第三极”水平和垂直
环流异常，以及“北极-乌拉尔山-青藏高原遥相
关”示意图

通过综合分析青藏高原气溶胶

和气象长期观测数据、北极海冰数

据、欧洲气象中心再分析资料等，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高寒环境质量与

安全团队丛志远研究员等，与挪威卑

尔根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挪威

大气研究所、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发现，北极海冰

减少加剧气溶胶等污染物向青藏高原

输送。

2020年8月31日，该成果在线

发表于《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为理解青藏高原

污染物跨境传输提供了新视角。

青藏高原与北极都属于全球最

洁净的地区。受大气环流影响，青

气溶胶自动观测网（AERONET）全自动太阳光度计

藏高原周边南亚、中亚排放的气溶

胶等大气污染物跨境传输至青藏高

原并影响其气候环境。目前，对该

区域污染物跨境传输的具体特征和

相关机制仍缺乏深刻认识。

通过分析纳木错和珠峰地区大

气气溶胶长期观测数据，科研人员发

现，气溶胶光学厚度（AOD）大多在
每年4月呈现明显年度峰值。而这个

时间段，正是南亚地区森林大火和农

作物残留燃烧等污染事件的高发期。

该文章的第一作者，挪威卑尔根

大学李菲博士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

下，北极海冰加速融化。通过统计诊

断分析发现，2月北大西洋一侧北极

海冰减少，使得该地区海洋表面和大

气底层异常增暖，北极和中纬度大气

温度梯度减少。根据热成风原理，该

地区极地急流减弱，向高纬度欧亚大

陆内陆输送暖、湿的海洋气流减少，

导致2至4月乌拉尔山附近积雪深度

减少，进而影响4月西风带大尺度扰

动，东亚副热带西风急流增强。受青

藏高原地形影响，增强的上升气流与

青藏高原山谷风等中尺度环流系统相

结合，加速南亚污染物翻越喜马拉雅

山脉，进入青藏高原。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冬季北

极海冰融化加剧，影响大气环流，使

得西风急流增强，导致传输至高原的

污染物增多，加速青藏高原冰川融化

等。目前，青藏高原仍保持整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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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Sustainability：研究揭示
植树造林对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影响

在当前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植树

造林被普遍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

要措施之一。但科学界对于植树造林

的固碳潜力到底有多大还存在很大的

争议。尤其是，相比于植被碳储量，

土壤有机碳对植树造林的响应仍然是

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

为探究这一问题，朴世龙教授和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陈安平博士研究团

队聚焦全球植树造林的热点区域——
中国北方地区，设计了一套系统性的

对照采样方案。这一采样方案的优点

在于造林样方与对照样方受同样的气

候变化和氮沉降等因素影响，从而最

大程度地排除了这些因素对植树造林

所导致的土壤有机碳变化的影响。该

团队通过对619个造林样方、163个
对照样方，共11775个土壤样品的采

集和分析，系统研究了植树造林对土

壤有机碳库的影响。结果表明：植树

造林并不总是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

其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取决于本底土

壤碳储量。在土壤本底有机碳丰富的

区域，造林会降低土壤有机碳储量，

影响植树造林之后土壤有机碳动态的因素

前沿成果

尤其是深层土壤的有机碳含量；而在

土壤本底有机碳较为贫瘠的区域，造

林则会促进土壤碳的积累，且在土壤

表层最为显著。研究还发现，土壤和

植被碳储量对植树造林的响应并不一

致。植被碳库增加并不意味着土壤碳

积累，两者的比例受到树种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空间异质性。

考虑本底碳储量、树种等因素的影响

后，我国北方造林区域的土壤碳库增

加低于基于地上生物量估算的土壤碳

储量变化。该研究成果不仅对准确评

估植树造林的碳汇效益具有重要意

义，也为实现造林工程生态效应的最

大化提供科学依据。

该研究成果以“Divergent response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to afforestation”
为题发表在《自然—可持续发展》

(Nature Sustainability)(DOI:10.1038/
s41893-020-0557-y)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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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

论文信息：

Hong, S., Yin, G., Piao, S. et al. 
Divergent response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to afforestation. Nat Sustain 3, 
694–700 (2020). 

文章链接：

https://doi.org/10.1038/s41893-
020-0557-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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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dvances：青藏高原大型

湖泊蒸发量空间分布及其水资源总

量估算研究最新进展

2020 年6 月26日，中科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马耀明研究团队在国际著名

学术期刊《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发表了关于青藏高原

大型湖泊蒸发量空间分布及其水资

源总量估算的最新研究成果。

青藏高原被称作“亚洲水塔”，高

原面上分布着数量众多的高海拔内陆

湖泊群。由于青藏高原湖泊湖-气相

互作用观测较少，以往研究针对同一

湖泊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得到的湖泊蒸

发量结果差异明显，并且青藏高原湖

泊蒸发量的空间分布及其蒸发水资源

总量仍未可知。

研究团队结合 M O D I S 卫星

遥感资料、中国气象驱动数据集

（CMFD）资料、青藏高原观测研究

平台（TORP）观测资料得到了青藏

高原75个大型湖泊冰物候、湖泊蒸发

量空间分布以及湖泊蒸发水资源总

量。结果表明，青藏高原湖泊蒸发水

资源总量为每年51.7±2.1Gt，其中75
个大型湖泊的蒸发水资源总量为每年

29.4±1.2Gt。
该研究基于青藏高原湖泊湖气相

互作用的涡动相关观测，简化估算了

湖泊冬季冰面升华水资源量，发现

其约占湖泊年蒸发水资源量的12.3-

23.5%；研究得到的湖气界面波文比

及湖泊蒸发量与观测结果显示出较好

的一致性，并发现湖泊湖表温度、非

结冰期长度、波文比、净辐射通量和

蒸发量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布差异：青

藏高原南部湖泊（北纬31°附近）的

非结冰期长度和湖泊蒸发量显著高于

北部湖泊（北纬35°附近）。研究论

文结果不仅可以有效减小湖泊蒸发引

起的高海拔大型湖泊水量平衡研究的

不确定性，而且研究方法在世界其他

地区的双季对流湖泊的湖面蒸发估算

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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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
论文信息：

Wang,B.B., Ma,Y.M., Su,Z.B.et al. 
Quantifying the evaporation amounts of 
75 high-elevation large dimictic lak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Sci Adv, DOI: 
10.1126/sciadv.aay8558. 

文章链接：

https://doi.org/10.1126/sciadv.
aay8558 

青藏高原75个大型湖泊 (A)湖泊面积； (B)湖表温度；（C）非结冰期长度；（D）波
文比；（E）净辐射通量；（F）蒸发量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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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成果

专项论文荣获《环境科学与
技术》年度最佳论文

2020年6月16日，美国化学学

会（ACS）旗下的国际环境领域顶

级期刊《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环境科学与技术，简

称ES&T)公布了2019年度最佳论文名

单。丝路环境专项丛志远研究员与合

作者完成的论文“Nitrogen Speciation 
and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Aerosols 
Collected at Himalayan Forest (3326 
m a.s.l.) Seasonality, Sources, and 
Implications ”从1500多篇论文中脱颖

而出，被评为环境科学类最佳论文，排名第一。ES&T主编

Julie Beth Zimmerman教授特意发来贺信。
氮是大气气溶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生物地球化

学循环以及气候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青藏高原生态环

境敏感而脆弱，但对于大气气溶胶的氮组分认识非常匮

乏。该论文深入研究了青藏高原森林区含氮气溶胶的化学

形态、来源传输和沉降通量，揭示了南亚冬季生物质燃烧

通过长距离输送对高原的影响，探讨了潜在的生态效应。

该研究为评估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影响提供了新认识，为

优化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国家环境外交

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

此次入选ES&T年度最佳论文，充分体现了国际学术界

对南亚大气污染物向青藏高原跨境传输这一科学问题的关

注，也说明对该研究结果创新性和可靠性的高度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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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DA20040501）是本研究的第一项目资助。

ES&T是环境领域的顶级期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

优秀论文评选活动旨在向全球学者推荐本年度最具影响力

的论文。本次最佳论文评选分为环境科学、环境技术、环

境政策和专题论文四类。

含氮气溶胶及其同位素特征的季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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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成果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减贫经验

2020年9月16日，“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减贫经验”线
上研讨会成功举行。39个国家和地区

的140余位前政要、国际组织和智库

代表，结合全球减贫实践经验，交

流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

路径与方法。丝路环境专项“绿色丝

绸之路环境变化影响评估与政策建

议”课题负责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
IEMP）主任、中国扶贫专委会成员

张林秀研究员应邀参加本次研讨会，

介绍了基于前期研究成果得出的在减

贫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方面的

中国经验。

与会人士认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危

机，如何成功应对此次危机已然成为

全球减贫事业最现实、最紧迫的挑

战。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面对疫

情等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应坚持多

边主义，加大国际合作力度，共同捍

卫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守护人类生命

健康；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国际

组织在减贫事业中的作用，持续加大

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深化减贫领域的

国际合作，共创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未来。

张林秀分享了其多年来包括减贫

在内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相

关工作经验。她表示，在众多成功扶

贫措施中，至关重要的工作之一是人

力资本的提升，而这项工作要从个体

出发，对儿童早期发展期就加以科学

的关注。对婴幼儿早期教育的忽视是

导致贫困地区陷入贫困陷阱无法挣脱

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目前很多发展中

国家对此领域的关注远不够。对贫困

地区来说，只有保证婴幼儿的充足营

养、科学的家庭抚养及教育，才有可

能促进婴幼儿的健康发育与成长，为

其未来适应经济社会对人力资本的要

求打下基础，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

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并保证效果的可

持续性。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特

别的实现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可持

续发展目标之间都存在的相互关联，

将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

标，其实现与否与其他16个目标的实

现高度相关，需要特别强调综合措

施。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对

经济环境脆弱的贫困地区更为显著，

面对多种风险因素叠加的不利情况，

更需要平衡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本次研讨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智库主办，美国卡特中心、德

国席勒研究所、比利时中欧数字协

会、法国桥智库、南非国际事务研究

所、俄罗斯文明对话研究所、罗高寿

俄中关系分析中心联合举办。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CCTV新闻联播节目、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CGTN及新华网国际栏目
等多家主流媒体对会议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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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海湖盆荒漠化区划与综合治理方
案》获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
坦共和国部长会议和乌总统直属咸海
国际创新中心的高度认可

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乌兹

别克斯坦访问时提出：我们要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

路”，但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可避免地

需要面对咸海的生态安全问题，也是

中国提倡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不可回避

的问题。目前，德国、法国、日本等

国家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咸海基金

会等支持下，在咸海湖盆周边轻度盐

渍化区域实施了人工造林试点项目，

但咸海生态恢复缺乏针对整个湖盆的

土壤-植被-水文综合统筹方案。鉴于

此，丝路环境专项项目三“中亚-西亚

地区荒漠化时空格局与风险评估”子
课题联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直属国际

创新中心、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植物

所等单位，开展了咸海湖盆荒漠化区

划与综合治理方案研究。

在咸海干涸湖生态环境现状评

估、植被状况时空变化评估等工作

的基础上，利用国产高分遥感影像，

以地形地貌、植被指数、土壤类型、

盐渍化程度、地下水埋深等为主要指

标，构建了咸海荒漠化区划指标体

系，将咸海湖盆划分为6个一级生态

区和13个二级生态区，编制了咸海湖

盆荒漠化区划图，提出适宜于不同区

域的分区治理方案。未来将进一步优

化和完善，继续开展咸海湖盆水土支

撑能力评估，最终进行三级生态区的

划分和技术示范，最终为咸海湖盆荒

漠化防治提供科学支撑。

围绕《咸海湖盆荒漠化区划与综

合治理方案》，子课题于2019年9月

24-28日在青岛市召开了“咸海荒漠化防
治区划研讨会”，邀请了乌兹别克斯坦
总统直属咸海国际创新中心和乌兹别

克斯坦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负责人和相

关合作专家参加会议，集中研讨了咸

海湖盆荒漠化区划与综合治理方案，

并提交乌兹别克斯坦相关政府部门。

2020年8月，《咸海湖盆荒漠化

区划与综合治理方案》获得乌兹别克

斯坦总统直属咸海国际创新中心和乌

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

部长会议的高度肯定，乌兹别克斯坦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

席萨利耶夫指出，部长会议高度赞赏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的规划方案，认为

这一方案具有实施的可能。

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部
长会议主席签署的关于高度赞善咸海湖盆
荒漠化区划方案的函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直属咸海国际创新中心
至雷加强研究员的函

咸海湖盆荒漠化区划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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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亚洲水塔最新研究成

果入选联合国专题报告

近期，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与

联合国框架下组织的其他科学家一

起，撰写完成并在联合国发布了《团

结于科学2020》报告。此次发布的

《团结于科学2020》报告，是在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指导下完成的。

通 过 W M O 、 全 球 碳 项 目

（G C 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

府间海洋学委员会（U N E S C O -
IO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 IPC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等国际权威组织机构的共

同努力，报告对全球气候系统的状态

进行了评估。

姚檀栋是报告中“水与冰冻圈”主
题的主要作者。在这一主题中，科学

家们围绕水和冰冻圈变化及其影响，

就亚洲水塔变化及其未来可能产生的

影响进行了最新科学评估。

报告指出，基于中国科学院“泛
第三极环境变化与丝绸之路建设”A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第二次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亚洲水塔地

区的冰川径流量将在2030至2050年之

间达到峰值。

由于该地区积雪、冻土和冰川产

生的径流占河流总径流量的45%，未

来径流量减少影响这一地区的人类生

活和社会发展。影响人群将多达17亿
人，经济影响可多达国内生产总值

（GDP）12.7万亿美元。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丝绸之路

建设”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第

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对这

一报告贡献的前期基础，是姚檀栋领

导的研究团队评估了亚洲水塔的重要

性和脆弱性，提出了亚洲水塔观测—
模拟—预警一体化集成方案，已成为

WMO的经典案例。
据悉，今后，研究团队还将启

动亚洲水塔图计划，估算亚洲水塔

总水量，聚焦气候暖湿化背景下的

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问题，构建

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
治理体系，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和治理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范例。（崔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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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全球变冷促使360万年来

亚洲内陆气候变干

亚洲内陆干旱区的形成演化过程和驱

动机制是当今地学研究的重要科学前沿问

题。“塔里木盆地南缘、西昆仑山前的巨厚

黄土堆积，是研究亚洲内陆干旱化和西风

环流气候历史的理想材料。”中科院地球环

境研究所安芷生院士说。

研究人员历时多年在西昆仑山前海拔

3300米的最高黄土台地中心成功钻透黄土

地层，获取671米黄土连续岩芯。系统的

古地磁测量结果和天体轨道调谐确定西昆

仑山黄土岩芯底界年龄约360万年，这是

迄今亚洲内陆也是世界最厚的黄土堆积。

高分辨率粒度和粉尘沉积通量分析显

示，360万年来，亚洲中纬度干旱区气候

总体呈持续变干趋势。结合冰期变化研究

表明，全球变冷尤其北半球高纬度冰量增

加和冰盖扩展可能是驱动亚洲中纬度地区

360万年以来西风气候变化和干旱化的主

控因素。

同时，古气候数值模拟表明，全球变

冷是导致西风环流显著增强，促使亚洲内

陆气候急剧变干、粉尘释放增加的驱动

力。碳循环周期分析揭示增加的大气粉尘

可能对北太平洋和南海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产生重要影响，促进降低大气二氧化碳浓

度，导致全球气候的进一步变冷。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研究员方小敏表

示，研究首次揭示了360万年北半球西风

气候变化的可能历史，为深入理解亚洲内

陆干旱化与全球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过程

和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陆成宽）

2020年9月23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获悉，来自该

所和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通过分析青藏高原北缘西

昆仑山前的黄土岩芯发现，北半球高纬度冰量增加和全球变冷是驱动亚

洲中纬度地区360万年以来干旱气候和西风环流演化的主控因素。相关成
果在线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            

塔里木南缘、西昆仑山前黄土堆积高台地地貌与黄土深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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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中国青藏科考首次获取喀喇

昆仑山脉境外深冰芯和湖芯

天的冰芯-湖芯钻探工作。科考队克

服恶劣天气和极高海拔等极端环境影

响，在Biafo冰川海拔5600米处共钻

取总长超过110米的冰芯，收集自海

拔5250-5600米区域的多个梯度雪坑

剖面样品。同时，顺利完成Sheo Sar
和Saiful malook湖泊的水下地形测量

和短湖芯钻取工作，在2个湖泊中各

获取4根湖芯样品，为高分辨研究该

区域千年尺度的气候环境变化提供研

究介质。     
徐柏青表示，科考队后续将对钻

取的冰芯、湖芯样本进行氧同位素、

黑碳、粒度、元素等数据测定，建

立南北向跨境观测大断面和垂直梯度

观测体系，填补西风-季风交汇区温

度、降水与积雪观测空白。以期重建

该地区末次冰期以来的气候环境变

化，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环境评

估、灾害风险防范、气候变化应对和

绿色发展等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据了解，“气候转型与特征事件

的冰川记录”是中科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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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之一。此次境

外冰川科学考察工作中，科考队还首

次采用直升机，对Biafo冰川进行机

载雷达冰川测厚工作，获得第一手的

冰川结构和厚度数据，也为极高海拔

区采用机载雷达探测冰川结构与冰川

厚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孙自法)

2020年5月16日，中科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发布消息说，该所徐柏青研

究员率领的“气候转型与特征事件的

冰川记录”项目组科考队，近期利用

自主设计的冰芯热钻系统和湖芯重力

钻系统，首次获得喀喇昆仑山脉境外

的深冰芯和湖芯样本，可用于重建泛

第三极地区末次冰期以来的气候环境

变化历史。    
徐柏青介绍，西风与季风环流是

控制青藏高原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决定

性因素，深刻影响青藏高原地表多圈

层相互作用过程。本次科考区域位于

中巴经济走廊北段，地势高峻、河谷

深切的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系交

汇区，也是西风与季风交汇区。受山

体抬升影响，该区域汇集来自北大西

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水汽，为发育

大规模冰川、河流、湖泊提供丰富的

降水补给。而已有研究表明，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该区域气候发生重

大转型，最突出表现是降水量大幅增

加。在第三极冰川总体加速退缩背景

下，其冰川相对稳定甚至部分冰川前

进，这一异常现象，也是国际学术界

持续关注的焦点。

在巴基斯坦空间与上层大气研究

委员会的协助下，中科院青藏高原科

考队一行10余人，前往喀喇昆仑巴

控克什米尔地区Biafo冰川、Sheo Sar
和Saiful malook湖泊，展开为期108

科考队使用机载雷达探测Biafo冰川结构和厚度。科
考队 供图

科考队进行Biafo冰川冰芯钻取。科考队 供图

科考队成功钻取Biafo冰芯样品。科考队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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