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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环境专项气候变化研究
工作获WCRP气候研究论坛关注

2021年4月7日，第二届世界气候

研究计划（WCRP）气候研究论坛以

“Climate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the next 
decade”为主题召开线上会议，丝路

环境专项首席科学家、“第三极环境

（TPE）”国际计划联合主席姚檀栋

院士应邀作了亚洲水塔变化的大会报

告。

亚洲水塔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脆

弱的水塔。姚院士汇报了亚洲水塔变

化和研究团队建立的长期监测网络工

作，TPE国际计划的国际合作网络和

能力建设，并提出了未来关注的科

学问题:亚洲水塔向周边国家提供了

多少水?亚洲水塔变化的影响是什么?

气-固-液-水相之间的转换如何影响亚

洲乃至全球的环境?如何改善水与生

态的功能以促进亚洲或其他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如何降低气候变化下未来

预测的不确定性?

论坛以东亚地区为重点，WCRP
气候研究项目联合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Helen Cleugh对世界气候变化研究项

目进行了概述，然后重点介绍了东亚

地区气候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合作

机会。姚院士作为两位应邀演讲者之

一，就东亚地区的气候变化发表讲

话。他还介绍了今年举办TPE国际研

讨会的计划。

论坛详情：

https://www.wcrp-climate.org/crf-
events/eastern-asia-apri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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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包容性全球化的视
角》（中英文版）

新书发布会现场

《“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
包容性全球化的视角》重磅发布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全方位对

外开放的主要旗帜，也是中国提出的

新型国际合作倡议，正在成为世界上

越来越多的国家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实践平台。七年多来，“一带

一路”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

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建设或承建了一大

批项目。这些项目进展如何、积累了

哪些经验，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丝路环

境专项资助下，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刘卫东研究团队基于包容性

全球化理论视角和大量海外调研，完

成了《“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包

容性全球化的视角》（中英文版）。

2021年6月16日，新书首发式暨

出版座谈会在商务印刷馆召开。中科

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国际

区域研究协会副主席陆大道，中国社会

科学院副院长王灵桂，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翟

东升，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

丝路环境专项办主任安宝晟等领导和专

家及本书主要作者出席了活动。

本书是丝路环境专项的重要成

果，是第一本系统且深入研究“一带

一路”建设案例的著作，由数十位中

外学者共同执笔完成。本书首先总结

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类型和建设

模式，而后从东道国治理结构背景、

发展历程、合作模式、社会经济影响

和环境影响等方面系统阐述了21个建

设案例，并进行了理论总结。这些案

例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

涵盖铁路、港口、境外经贸合作园

区、制造业、矿山开采及冶炼、清洁

能源、物流合作等不同类型的项目。

案例分析揭示了制度和文化因素对

“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总结了可供

借鉴的经验和知识，对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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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带路”手机App在各大
手机应用平台上架

APP界面

近日，“中科带路”（“一带一路”
决策支持）手机App在华为、苹果、

OPPO、小米、VIVO、百度、阿里、

三星等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成功上架。

用户可通过搜索“中科带路”下载安装

使用。同时，该App所依托的后台网

站也成功上线，可点击访问：https://
www.brisupport.cn/。

“中科带路”手机App由中科院地

理资源所刘卫东研究员牵头，在联合

攻关一资助下，在专项其他各项目的

大力支持下，由各方专业人员协同研

发完成。该App旨在为“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决策支持，其成功开发并上架

标志着该研究团队在“一带一路”建设

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功能架构上， “中科带路”App包

括风险评估、基础数据、拓展评估、

鸟瞰项目、国别概况、建设案例、信

息采集、定位采集、丝路点评等功

能。通过该App用户可直观快速了解

沿线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要概况及背

景风险。

除了上述功能外，目前研究团队

正在进一步研发其它功能，力争以丰

富翔实的科学数据为基础，以科学严

谨的研究方法为依托，竭诚助力“一带

一路”建设。（项目一和联合攻关一）

后台网站界面（https://www.brisuppor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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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沉积揭示南亚季风北缘
长江源区的古气候变化

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第三极是目

前全球变暖最强烈的地区，也是未来

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不确定的地区。

西风与印度季风两大环流是控制青藏

高原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位于两大环流的过渡区域的环境变化

对环流具有敏感响应。

长江源区处于现代南亚季风北

缘，是受西风与季风协同影响的过渡

地带和内外流区的分界地带，也是江

湖源核心区。各拉丹东冰川、多尔索

洞错-赤布张错（大型湖泊）、沱沱

河、扎加藏布（西藏最大内流河，色

林错北岸的补给河流）等重要水资源

在这里聚汇。目前，该区域尚缺乏覆

盖万年以上的连续环境记录。

针对上述问题和区域，项目二中

科院青藏高原所朱立平研究员带领

的湖泊与环境变化团队利用赤布张

错湖泊岩芯沉积物重建了长江源区过

去13000年的古气候变化记录，评估

了南亚季风与中纬度西风之间过渡带

自晚冰期以来的古气候变化特点以及

环流效应。科研人员对取自该湖的一

根548cm岩芯进行粒度、元素与碳酸

盐等多指标分析，结果表明长江源区

晚冰期末期以来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

阶段：（1）晚冰期（12.7-10.6 ka）

相对寒冷；（2）早全新世(10.6-6.6 
ka）暖湿；（3）中晚全新世（6.6-

1.9 ka）温凉偏冷和干燥；（4）最近

的2000年出现变暖变湿的趋势。 
与其他区域的记录相比，该区域

具有与季风和西风带非同步演化的过

渡特征。长江源区有效湿度整体遵从

南亚季风区的变化模式，即季风环流

驱动了晚冰期以来的古气候变化，主

要受增强的夏季太阳辐射控制，但到

中全新世，有效湿度受八月份的太阳

辐射影响，碳酸盐沉积增加。在中晚

全新世，湖泊维持了中等水位，可能

受到西风效应（冷空气与降雪）和冰

川融水叠加的影响。目前，该区域的

气候水文条件处于温和偏湿的状态，

可能接近早全新世的晚期。

该研究有助于评估长江源区这

一环境变化敏感区的水资源变化的

未来发展趋势，为中华水塔乃至三

江 源 区 生 态 环 境 评 估 及 相 关 研 究

提 供 更 多 科 学 参 考 。 研 究 成 果 以

“Paleoclimate changes over the past 
13,000 years recorded by Chibuzhang 
Co sediments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China”为题，发表

在国际地学期刊《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文

章的第一作者为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博士后陈浩，朱立平研究员为共同

通讯作者。

文 章 链 接 ： h t t p s : / / d o i .

org/10.1016/j.palaeo.2021.110433。

（项目二）

长江源区古气候变化与古气候指数

研究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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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荒漠化研究取得新进展

蒙古国位于亚欧大陆干旱带东

部，约90%的土地属于干旱和半干旱

地区。降水空间分布不均，高风速和

高蒸散的气候环境使蒙古国成为世界

上受沙漠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

一。沙漠化土地为沙尘暴等极端天气

提供大量的物质基础，严重影响蒙古

国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严重危及周

边国家。此前基于短期数据的蒙古国

沙漠化研究成果较多，但尚缺乏基于

长时间序列、高空间分辨率的蒙古国

全境的荒漠化研究。

项目三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李生宇团队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云计算平台，

使用所有可获取的Landsat系列卫星

影像数据，借助多种机器学习方法，

对蒙古国沙漠化程度进行了分类和统

计，并以5年为间隔分析了1990-2020
年土地沙漠化程度的时空变化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1）在1990-2020年

期间，蒙古国沙漠化土地面积呈明

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1990-2005年

呈急剧增加趋势（5,818 km2/年），

2005-2020年呈减少趋势（−1,178 
km2/年）。(2）蒙古国83%的国土面

积为沙漠化土地，其中轻度沙漠化主

要分布在东部高原和中部低山区，

而中、重和极重沙漠化依次分布于

中部、中南部和南部。(3）沙漠化主

要体现为非沙漠化土地主要转变为

轻度沙漠化，而重和极重沙漠化土

地转变不明显。(4）根据随机森林模

型的重要性评估结果，导致蒙古国

蒙古国荒漠化状况及荒漠化驱动机制研究构架

土地沙漠化发展变化的主要驱动因

子是降水量。

近日，该项研究以“Monitoring 
desertification in Mongolia based on 
Landsat images and Google Earth 
Engine from 1990 to 2020”为题发表于

期刊Ecological Indicators上。该研究

展示了全球变化背景下过去几十年来

蒙古国土地沙漠化状况，对准确因地

制宜地制定沙漠化防治策略、提高农

牧业收入和改善东亚生态环境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文章的第一作者是新疆

生地所博士研究生孟晓于，通讯作者

是高鑫研究员。

文 章 链 接 ： h t t p s : / / w w w .
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
S1470160X21005732（项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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镱锂研究员着重解释了该研究与以往

土壤侵蚀普查在调查范围上的差异，

强调了高原局部地区水土流失状况正

在持续好转的事实。课题骨干安韶山

研究员、杨勤科教授等也分别做了补

充介绍。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蒲朝勇司长、

陈琴副司长，水土保持监测中心莫

沫主任、乔殿新副主任，以及南京

水科院教授级高工鲍振鑫、陈晓燕等

领导专家，对项目研究成果给予高度

认可，与会人员就气候变化、冻融侵

蚀、水力侵蚀等方面的相关概念和定

量标准展开深入讨论。蒲朝勇司长在

研讨会的总结讲话中，希望水土保持

司相关管理部门继续加强与专项项目

的联系和对接，加快推进有效衔接项

目成果的工作部署。

本次研讨会增进“人类活动的环

境影响与调控”项目与水利部门的相

互了解，加强科学研究与政策应用的

衔接，不仅有助于项目成果精准服务

国家需求，也为今后进一步深化交流

合作打下良好基础。（项目四）

会议现场

2021年6月18日，项目四“人类活

动的环境影响与调控”负责人陈发虎

院士一行赴水利部参加“气候变化对

我国冻融侵蚀地区水土流失的影响”
研讨会。本次会议由水利部水土保持

中心主办，来自水利部水土保持司、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科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南京水科院水利

部应对气候变化中心、南京水科院农

村水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领导

参加会议。

会上，陈发虎院士首先简要介绍

了“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与调控”项目

及第二次青藏科考相关任务的基本情

况。结合研讨主题，他指出，气候变

化使青藏高原冻融侵蚀区水力侵蚀加

剧，引发新的水土流失问题，亟需深

化认识与研究。

刘宝元教授代表“土地覆被变化

与土壤侵蚀评估及其调控策略”课

题，做了题为“青藏高原水土流失监

测历史沿革及现状”的报告，系统回

顾了青藏高原土壤侵蚀调查研究的历

史过程及其存在问题，介绍了课题对

冻融区土壤侵蚀的研究新方案，交流

分享了研究成果，并提出关于高原水

土流失治理的新思考。课题负责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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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沉降加速了青藏高原高山草原
站点的温室气体排放

大气氮沉降增加可以改变生物圈

和大气之间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GHG）交换。然而氮沉降对高

山草原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尚不清

楚。因此，本研究通过在青藏高原

中部高山草原的纳木错（Namco）

地区进行了一个为期4年的多水平氮

添加（0、10、20、40、80、160 kg 
N ha−1）试验，使用静态箱和气相色

谱法测定了各处理温室气体通量，

并描述了温室气体通量与氮添加量

之间的关系。四年生长季的平均CO2

多年生态系统呼吸、CH4吸收、N2O排放的季节动态变化（2010-2013年）

7

从而对气候产生加热效应。研究成

果以“Nitrogen deposition accelerate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t an alpine 
steppe site on the Tibetan Plateau”为

题，发表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期刊上。文章通讯作

者为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旭日研究

员。

文 章 链 接 ： h t t p s : / / d o i .
org/10.1016/j.scitotenv.2020.144277
（项目五）

排放量、CH 4吸收量和N 2O排放量

分别为33.59 ± 16.41 mg C m−2 h−1、

−56.42 ± 29.20 μg C m−2 h−1和0.67 ± 
4.40 μg N m−2 h−1。氮添加后，CO2

排放量增加1.55~22.6%，CH4吸收量

减少5.96~20.1%，N2O排放量增加

37.3~133.5%。此外还观测到一个临

界阈值（即40 kg N ha−1a−1的氮添加

量），超过该阈值N2O排放量的增

加速率将减小。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未来氮沉降的背景下，氮引发的

固碳可能被温室气体平衡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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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丁新景，通讯作

者为苏培玺。

文章链接：https://www.mdpi.
com/2223-7747/10/1/141/htm（项目五）

不同沙化程度草甸围封下植物
群落及芽库变化特征

以植被盖度、流沙面积将沙化草

地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度

4个等级。围封1年后对草地进行调

查。采用单位体积挖掘取样，研究沙

化草地植物地下芽库对围封工程措施

的响应。结果表明：围封禁牧使轻

度、中度沙化草地地下芽密度有所

降低，但地上生物量提高。围封前

0-30 cm表土层芽密度在轻度和中度

沙化下分别为4327和2681 No./m2，

围封2年后分别降低了9.5%和4.3%。

极度沙化草地植物芽密度从0 No./m2

升高为433 No./m2。总体表现为轻度

沙化草地芽密度最高，极度沙化草

地最低。沙化草地40%以上的芽分布

在0‒10 cm土层，围封改变了植物地

下芽库分布格局，同时改变了植物

地下芽库构成，提高了分蘖芽的密

度、比重。综上所述，沙化草地植

物不断调整地下芽库组成、分布，

改变无性繁殖策略；轻度、中度沙

化草地依靠自有芽库通过围封禁牧

能够自然恢复，重度、极度沙化草

地宜采取人工修复措施加快恢复。

研究成果以"Responses of Plant Bud 
Bank Characteristics to the Enclosure in 
Different Desertified Grasslands on the 
Tibetan Plateau"为题，发表在Plants 
期刊上，文章第一作者是中科院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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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尺度蒸散发的通量塔观测值与模型估计值的时间序列和统计比较（MB  和RMSE  的单位为W/m2）

改进模型减小青藏高原
蒸发预估误差

蒸散发是地球多圈层相互作用中

碳循环和水热循环的关键过程，深刻

影响着青藏高原地区的天气和气候，

以及亚洲季风系统演变。青藏高原的

大部分地区属于高寒干旱和半干旱地

区，浅层土壤水状况反映了高原与大

气之间水热交换的特征，活性层的存

在从根本上影响高原的水文过程，并

影响大气与深层土壤之间水热的直接

交换。然而，浅层土壤含水量和土壤

质地对蒸发的影响通常被忽略。 
针对这一科学问题，项目六中科

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地气相互作用与气

候效应团队马耀明研究员等利用青藏

高原涡动相关和地面站点观测资料，

基于浅层土壤含水量和土壤质地，提

出改进MOD16蒸散发模型(MOD16-
STM)。研究结果表明，（1）浅层土

壤含水量是影响青藏高原蒸散的主

导因子；（2）用于草地植被蒸腾的

平均气孔导度最优值为0.0038(m/s)；
（3）不同浅层的土壤含水量和土壤

质地对土壤蒸发的影响存在很大差

异；（4）相比原始MOD16和基于土

壤水分指数的Priestley-Taylor算法，

MOD16-STM在独立站点能更准确地

估算蒸散发。该研究将有助于估算青

藏高原蒸散发和加深对青藏高原地区

气候变化的理解，并且在陆面模型改

进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以上研究成果以“An enhanced 

MOD16 evapotranspiration model for 
the Tibetan Plateau during the unfrozen 
season”为题，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中科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马耀明研究员和陈学龙研究员为

共同通讯作者，在读博士研究生袁令

为第一作者。

文 章 链 接 ： h t t p s : / / d o i .
org/10.1029/2020JD032787。（项目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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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动态

希夏邦玛峰化石点海拔5900米采集科学标本

科研人员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流

藏高原隆升历史的先河。但由于化石产地海拔极高、气候条件恶

劣，对于化石的确切层位、地质年代等诸多问题，一直没有后续

的相关研究。

2021年5月9-23日，项目七“新生代生物环境协同演化”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新生代季风与植物

协同演化”（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古生态组）联合组建

科考队，完成了对希峰新生代化石层的考察，除了确认了当年高

山栎化石的产出层位，还采集了新的化石材料以及其他科研样

品，为进一步认识希峰新生代生态环境演变历史准备了条件。

科考完成之后，研究人员与希峰自然保护区管理站所在地

的干部群众积极交流，普及青藏科考和研究的意义及成果，并

结合当地生态保护和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的现实需求，从科研成

果转化的角度与相关负责人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聂拉木县林草

局副局长、希峰管理处主要负责人扎西多吉同志、寺龙村驻村

党委第一书记、波绒乡文化站站长琼加同志均对第三极古生物

和古生态科研成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致表示期待再次合

作，并希望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团队继续支持和帮助当地的建设

与发展。（项目七）

希夏邦玛峰化石层联合
考察工作顺利完成

希夏邦马峰位于珠穆朗玛峰西北方向120公里，

是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之一，也是青藏

考察和研究史上的一个地标。1964年，为配合国家

体委组织的希夏邦马峰首次登顶计划，中国科学院

联合国内多家科研院所成立登山科考队，在希夏邦

马峰北坡海拔5900米的野博康加勒冰川附近发现了

珍贵的高山栎叶片化石，由此开创了利用化石重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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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不同灌溉农田下有效用水与无效用水(a-c)、灌溉回归水（d-f）之间的关系

中亚灌溉节水技术对农业用水
有效性影响评估

农业灌溉用水量占全球总用水量

的约70%，减少农业灌溉用水是缓解

全球水资源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但

随着灌溉节水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

区域水资源短缺问题反而更加严重，

这种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已有研究

表明节约下来的水资源被用于种植更多

水资源密集型作物以及增加灌溉面积是

造成节水困局的重要原因。中亚灌溉农

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90%以上，是造

成该地区尤其是咸海流域下游水资源短

缺和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项目四中科院遗传所农业资源研

究中心杨永辉研究团队对中亚水资源

量进行了系统核算，利用蒸散发分割

数据（GLEAM、PML、NTSG）估

算了中亚过去40年（1980-2018）灌

溉农田的取水量、用水量以及回归水

量，并通过不同灌溉面积情景的对比

量化了区域节水量。研究结果表明在

中亚的新增灌溉农田（Svary-Sfix）

中，有效用水和无效用水之间呈现

出良好的线性相关关系（R2 = 0.69 
for GLEAM，R2 = 0.71 for PML），

在原有的老灌溉农田（Sfix）中，有

效用水和无效用水之间的关系变弱

（R2 = 0.6 for GLEAM，R2 = 0.47 for 
PML）。但是，中亚地区有效用水

与灌溉回归水之间呈现相反的关系。

在新增灌溉农田（Svary-Sfix）中，

有效用水和灌溉回归水之间的线性相

关关系较弱（R2 = 0.71 for GLEAM，

R2 = 0.65 for PML），而在原有的老

灌溉农田（Sfix）中，有效用水和无

效用水之间的关系变强（R2 = 0.98 
for GLEAM，R2 = 0.79 for PML）。

结果表明，中亚的灌溉节水技术有

效减少了土壤蒸发，但增加了灌溉

回归水。

以上结论得到了实际情况的验

证。据一项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报

道，目前滴灌技术主要用于蔬菜和水

果灌溉，小麦和棉花则利用覆膜技术

减少土壤蒸发，因为滴灌所需的器

械和技术的成本对于小麦和棉花而

言过于高昂（https://www.sohu.com/

a/379982519_100170398）。但小麦

和棉花的种植面积约占总种植面积的

90%，是灌溉用水量变化的主要驱动

因素。我们的结论阐明了中亚地区灌

溉效率悖论的机理：覆膜技术虽然可

以减少土壤蒸发，但是随着作物蒸腾

的增加，灌溉回归水也在增加，且灌

溉回归水的增加量超过了土壤蒸发的

减少量。由于咸海地区地下水矿化度

很高，大部分灌溉回归水并不能被其

他用户使用，使得区域可利用水资源

量反而减少，加剧了区域水资源短

缺。因此，建议中亚地区借鉴我国成

功经验推广棉花膜下滴灌技术，同时

对灌溉回归水进行有效利用和管理，

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项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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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a)、2000年(b)、2005年(c)和2015年(d)哈萨克斯坦水资源利用总量与GDP
的匹配度的LISA聚类分布

聚集区，表明水资源利用总量和GDP 
匹配水平较高，而周围相邻的北哈、

阿克莫拉州、阿科托别州匹配水平也

较高。科斯塔奈州作为哈萨克斯坦的

粮仓及矿产聚集地，经济实力较强。

阿特劳州由1995 年的高-高聚集区跨

越到了2000 年的低-高聚集区，说明

后期自身匹配度发展滞后于相邻区，

高-高聚集区开始由西部转向东部，

范围达到最大。而南哈萨克斯坦州、

卡拉干达州和江布尔州初期处于低-
低聚集区，但由于相邻的科斯塔奈州

匹配水平不断提高，至2000 年卡拉

干达州和江布尔州均跨出了低-低聚

集区，表现出变好趋势。哈萨克斯坦

中部、南部和东部的人口相对密集，

哈萨克斯坦水资源利用量与社会
经济发展程度的评估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水土资源

最丰富的国家，水资源可利用量和耕

地面积均是“中亚之最”，但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加，粮食

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水资源利用的强

度也持续增加，使得供需矛盾日益

突出，严重地制约着该区资源-经济-
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基于水文水资

源、土地利用、经济等基础数据，分

析自然禀赋与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机

制，是未来中亚地区水资源利用研究

的发展方向。丝路环境专项中国科学

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李兰海研究

团队之前分析了1995-2015哈萨克斯

坦水资源利用总量与GDP匹配度的时

空变化，发现哈萨克斯坦各地区水资

源利用总量和GDP 匹配水平存在一

定的空间自相关性，需进一步识别匹

配的聚集程度。

为探究匹配水平是否存在区域化

的集群特征，其分布是否与空间地

理位置相一致，研究团队利用局部

Moran’s I对其各州（市）水资源利用

总量和GDP 匹配度进行LISA聚类分

析。由LISA聚类结果可知，高-高聚

集区主要出现在哈萨克斯坦北部、西

部，而低-低聚集区主要在中部与南

部，匹配水平整体呈西优东劣、北优

南劣态势，全区发展比较稳定。科

斯塔奈州除1995 年外，始终为高-高

虽有多条河流经，且东南部经济水平

较高，但人均水资量不足且用水效率

低，加之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工农业

发展污染较大，故匹配水平低。

本研究分析了1995-2015哈萨克

斯坦16 个州（市）水资源利用量和

GDP 匹配的聚集程度，并指出存在

的问题，有利于促进水资源与农业、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保障“一

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提供一些借

鉴与指导。（项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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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前（a）及2015年后（b）锡尔达里亚灌区土壤盐度水平的动态变化(实线阈值)

乌兹别克斯坦灌溉区土壤盐分
时空动态评估

灌溉农田盐渍化是一个全球性的

环境问题，对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负面影

响。在全球范围内，三分之一的农业

用地越来越盐碱化，覆盖了100多个

国家和所有气候条件。由于集约灌溉

农业，位于咸海盆地下游的国家，尤

其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

萨克斯坦南部的灌溉土地出现次生土

壤盐渍化。在乌兹别克斯坦，盐渍土

占灌溉土地的50%，弱盐渍土30%，

中盐渍土16%，重盐渍土4%。

在丝路环境专项资助下，乌兹别

克斯坦国立大学生物学院应用生态系

Rashid Kulmatov教授、中国科学院

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资

源研究所李发东研究员团队通过反距

的趋势线(实线)相对稳定，在该时期

结束时，略有增加，达到约9000 ha 
(占全省总灌溉面积的3%，以下简称

PTIA)。土壤盐度较弱的快速生长区

域逐渐减少，而土壤盐度较弱的区域

从阈值到2019年几乎没有变化，分

别占约22万ha (PTIA的77%)和5万ha 
(PTIA的17%)。

研究指出锡尔达里亚省非盐渍化

灌溉面积的临界值，超过该临界值可

能会导致弱盐灌区向中盐灌区转变。

研究结果对指导乌兹别克斯坦制定土

壤盐碱治理政策提供了数据和科学结

论的参考，对提高该国对土壤盐渍

度检测、作物品种的选择和种植、

以及土壤改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项目四）

离权重 (IDW) 插值明确划分了锡尔

达里亚省受盐渍土影响的地区并对土

壤盐度等级进行了区分，以更低的误

差生产了更高的盐度空间分布图。本

研究采用“PROGRESS 1T”数字电导

仪测得土壤盐度，将2000-2015年的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将2016-2019
年的数据与现场测定结果进行对比；

利用卫星图像评估灌溉区土壤盐度的

不同水平，以跟踪土壤盐度模式的时

空变化。结果表明，锡尔河州约60%
的灌区为弱盐区，历年的增长率(R2)
的显著性为0.7。2000年，中等含盐

量灌溉土壤占7万hm2(24%)，强盐渍

区面积为23000 ha(8%)，在过去15年

显著减少到5000 ha(1.5%)。而非盐碱

区和重度盐碱区达到2015年后阈值

服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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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亚洲和中华水塔积雪覆盖情况

Nature Climate Change:未来
亚洲和中华水塔融雪量可能会

大幅减少

近日，在丝路环境专项支持下，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和中科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发现，过去40年里

亚洲和中华水塔融雪量和消融时间发

生重要变化，未来气候变暖情景下融

雪量可能大幅减少，这将对区域水资

源和水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研究成果

于6月24日在Nature Climate Change杂志

上发表。

冰冻圈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冰

雪融水是下游春、夏季重要的水资

源。研究团队利用自主研发的融雪模

型量化了融雪与冰川融水对亚洲和中

华水塔径流的贡献。

科学家预测，未来亚洲和中华水

塔的融雪补给量将大幅减少。乌特勒

支大学Walter Immerzeel教授说，“按

照2015年巴黎协议，如果在本世纪末

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那么第三

极地区的融雪量仅减少6%。然而，

在中高等排放情景下，融雪量将减

少22%，某些地区甚至会减少50%以

上。春季融雪补给量的减少会对下游

灌溉和水力发电等生产和生活活动产

生影响。”
气候变化不仅会影响积雪和冰川

融水以及整个水循环过程，还影响

着社会用水的需求。乌特勒支大学

Philip Kraaijenbrink博士指出，“未来

我们的工作将量化影响亚洲和中华水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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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信息：Kraaijenbrink, P.D.A., 
Stigter, E.E., Yao, T., Immerzeel, 
W.W.(2021). Climate change decisive 
for Asia’s snow meltwater supply. 
Nature Climate Change.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38/
s41558-021-01074-x

塔水量平衡过程的所有要素，以充分

了解不断变化的地球系统及其对社会

的影响。”
丝路环境专项首席科学家姚檀栋

院士指出，“未来气候变化如何影响

亚洲和中华水塔水资源变化需要全

球科学家共同参与并协同应对。依

托“第三极环境（TPE）”国际计划平

台，国内外顶尖科学家正在联合开

展亚洲和中华水塔研究，这为推动

第三极环境大科学计划奠定了合作

前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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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Climate Chang:未来
冰川消退第三极地区冰湖溃决

洪水风险增加

第三极地区是已有记录的全球冰

湖溃决洪水灾害高发频发的热点地区

之一。过去几十年里，除喀喇昆仑和

西昆仑部分区域外，第三极大部分地

区冰川呈加速退缩趋势，很大程度上

促进了该地区冰湖的形成和扩张。冰

湖的形成和扩张为下游人们生活用水

和水力发电提供了潜在的水源，同时

也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冰

湖溃决洪水可对下游上百公里的区域

产生严重破坏，危及下游居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此外，部分冰湖溃决洪水

可跨越国界，对下游地区防灾减灾和

国际合作带来挑战。

尽管目前关于第三极地区冰湖溃

决洪水发生的频率还没有统一认识，

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进一步

消退，冰湖朝着更陡峭和不稳定的区

域发展，未来第三极地区冰湖溃决洪

水风险将可能增加。同时，随着下游

社区、旅游业和水利设施等的进一步

发展以及一些重要设施暴露在潜在的

洪水影响范围内，实质性的防灾减灾

措施对于保护这些本就脆弱的山区的

可持续发展显的尤为重要。然而，对

于整个第三极地区来说，未来冰湖如

何发展？当前及未来冰川消退背景下

面临什么样的冰湖溃决洪水风险？目

前还没有很好的解释。

针对上述问题，项目三中国科学

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荒漠与绿洲

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包安明研究员团

队与瑞士日内瓦大学、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等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合作定量评

估了第三极地区冰湖发展趋势及其当

前和未来可能面临的潜在冰湖溃决洪

水灾害和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喜马

拉雅东部地区是目前第三极冰湖溃决

洪水发生的热点地区，其风险水平是

临近其他区域的两倍多。然而，随着

冰川的进一步消退，未来第三极地区面

临的冰湖溃决洪水风险将可能接近于当

前的三倍，同时位于西部的喀喇昆仑等

地区将可能成为新的热点地区。研究同

时强调了加强国际合作、共同防范潜在

跨境洪水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研究成果以“Increasing risk of glacial 
lake outburst floods from future Third Pole 
deglaciation”为题发表于国际地学期刊

Nature Climate Change。研究成果将为

第三极地区冰湖溃决洪水防范提供基

础，同时也为未来相关国家开展防灾

减灾国际合作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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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信息：Zheng, G., Allen, S.K., 
Bao, A. et al. (2021). Increasing risk of 
glacial lake outburst floods from future 
Third Pole deglaciation. Nature Climate 
Change. 11, 411–417.

文章链接：https://www.nature.
com/articles/s41558-021-01028-3

第三极地区不同区域未来冰湖溃决洪水风险变化。柱状图表示当前的和预测的（2050和2100年三个
不同CO2排放情景以及冰川完全消失情景下）不同区域冰湖溃决洪水风险变化。虚线表示2050年的

预测值。右上角插图表示整个第三极地区未来冰湖溃决洪水风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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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Communications:夏季
气温升高加速第三极冰川消融

近日，丝路环境专项支持下，英

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和中科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利用美国Corona卫

星、Hexagon卫星和现代多源卫星资料

获得的20世纪60年代至今长时间序列

的影像数据，研究了第三极地区（包

括喜马拉雅及周边主要山脉，如帕米

尔高原、天山等）的冰川变化，发现

在曾经冰川前进的地区，现在普遍存

在冰川减薄与冰量减少现象。近日，

该研究成果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发
表，对第三极地区未来冰川物质亏损

研究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据介绍，第三极冰川是亚洲十多

条大江大河的源头，是下游数十亿

人依赖的水资源。近年来，夏季气

温升高，第三极地区冰川消融加快。

该文章第一作者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

Atanu Bhattacharya博士表示，“本研

究发现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三

极地区冰川减薄和退缩的事实，提供

了近60年来第三极地区包括喜马拉

雅、青藏高原、天山和帕米尔在内的

冰川多时间尺度变化记录。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三极

地区大部分冰川的物质亏损速率持续

加快，即使在近几十年来冰量亏损较

少的地区，近期冰量亏损幅度也在增

大。”该文章共同通讯作者英国圣安

德鲁斯大学Tobias Bolch教授说。

研究团队还将高海拔气象观测网

络的实测数据与气候模拟相结合，研

究了冰川物质亏损和气候变化之间的

联系，揭示出夏季气温升高是第三极

地区冰川物质亏损的主要气候驱动因

子。冰川变化将会对下游水资源变化

产生重要影响。

丝路环境专项首席科学家姚檀栋

院士指出，“近50年来，第三极地区

气温升高是全球其他地区的两倍，冰

川普遍退缩，河流径流增加，引起冰

崩堵江、冰湖溃决灾害频发。全球科

学家需联合采取行动，共同关注第三

极冰川变化。”

前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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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信息：Bhattacharya,  A. , 
Bolch, T., Mukherjee, K. et al. (2021). 
High Mountain Asian glacier response 
to climate revealed by multi-temporal 
satellite observations since the 1960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2, 4133.

文 章 链 接 ： h t t p s : / / d o i .
org/10.1038/s41467-021-24180-y

喜马拉雅中部波曲盆地的冰川，几十年前冰舌所在的
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个冰湖。（J B Pronk拍摄）

纳木错湖以南的扎当冰川，位于念青唐古拉山脉北部。（Tino Pieczonka拍摄）阿克-谢拉克山脉(吉尔吉斯斯坦天山中部)的koindy冰川（Tobias Bolch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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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数据集的热带气旋降雨率线性趋势（mm 
h–1 y–1）的径向分布。a TMPA，b GPM和c 

ERA5数据集。阴影区域表示热带气旋降雨率线性
趋势的标准误差。蓝色：热带风暴（TSs），橙

色：category 1-2（CAT12），红色：category 
3-5（CAT35）。垂直虚线表示TC降雨量的估计边

界（全球范围约为450km）。

Nature Communications：
近20年全球热带气旋内核区域

降雨率减弱

热带气旋是热带、副热带地区最

常见的天气现象之一。由于热带气旋

内部有强烈的螺旋性上升气流，气流

中的水汽在上升过程中降温凝结并形

成降雨，所以热带气旋通常伴随着强

风强降雨过程。热带气旋降雨与其本

身的强度有关，强度大的热带气旋产

生的降雨通常较强。

早期观测资料相对匮乏，大部分

有关热带气旋降雨的研究结果都是基

于陆地站点观测资料；后来随着卫星

所得的降雨率线性趋势的径向梯度有

所不同，但两者均显示了热带气旋内

核区域降雨率明显减弱的趋势。但值

得注意的是：基于ERA5数据的统计

结果显示出热带气旋内核的降雨率呈

增长趋势，与卫星观测结果相反。造成

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再分析资料在整

合、同化这些观测数据时，将热带气旋

内核区域降雨率较大的数值当作“异常

值”剔除，故使得结果产生偏差。

大气稳定度的增加会抑制热带气

旋内核区域的上升运动，从而使得降雨

率减小。另一方面，大气中水汽含量随

表面温度的升高而增加，为热带气旋外

围区域的降雨率增强提供了有利条件。

该成果以“Recent global decrease in 
the inner-core rain rate of tropical cyclones”
为题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这

一成果对研究热带气旋降水变化具有

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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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成果的第二标注项目。

文 章 信 息 ： T u ,  S . ,  X u ,  J . , 
Chan, J.C.L. et al. (2021). Recent 
global decrease in the inner-core 
rain rate of tropical cyclon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2, 1948 

文 章 链 接 ： h t t p s : / / d o i .
org/10.1038/s41467-021-22304-y

技术的飞速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数据匮乏这一重大问题。气候模式模

拟结果指出，到21世纪末，随着全球

变暖，热带气旋的降雨率可能会增加

约3％至37％。距热带气旋中心100 
km区域内的降雨率预计在2100年增

加约20％。但这一结果并没有得到直

接的观测验证热带气旋雨率是否随着

全球变而持续增加，同时，在热带气

旋不同位置降雨率变化趋势是否一致

还不清楚。总的来说，当前对于热带

气旋降雨的研究结果大多基于数值模

拟或单一的观测资料。使用不同类型

资料对全球范围内的热带气旋降雨开

展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较少。

针对上述问题，项目六广东海

洋大学南海海洋气象研究院徐建军

教授团队与香港城市大学Johnny C. 
L. Chan教授以及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Long S. Chiu教授合作，使用TMPA
（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 
(TRMM) Multi-Satellite Precipitation 
Analysis）数据集定量分析了全球6个

主要海盆的热带气旋降雨率在1999-
2018年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热带

气旋中心附近的降雨率在近20年明显

减弱，并且热带气旋强度越大，内核

区域平均降雨率减弱趋势越明显。进

一步，统计了时长相对较短的GPM
（Global Precipitation Measurement）
数据集以作验证。尽管TMPA和G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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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IP6年代际预测计划（DCPP）多模式对青藏高原腹地羌塘高原区域平均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的集合预
测，黑线为观测，红线为DCPP历史回报结果，蓝线为DCPP实时预测结果，单位：毫米/天。Cor为预测与观

测的相关系数。（摄影：张琦；http://photography.zhangqibot.com）

18

前沿成果

Science Advances:青藏高原
降水的年代际可预报性

近期气候变化预测，又称“近期

年代际气候预测”，是指对未来2-10
年的多年平均的气候异常状态进行预

测，它能够提供发展相对成熟的季节

到年际气候预测和长期气候变化预

估所未能提供的气候异常信息，是国

际气候变化研究领域面临的极具挑战

性的前沿问题，被“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列为七大科学挑战问题之一。

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山脉是除南、

北两极之外冰川分布最为集中的地

区，作为亚洲十多条重要河流的发

源地，为全球40%人口的生活和工农

业提供用水，被誉为“第三极”和“亚

洲水塔”。因其在水资源方面的重要

性，青藏高原是科学界重点关注的研

究区域，未来10年青藏高原的降水如

何变化是众所关注的问题。项目六中

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周天军研究

团队在Science Advances在线发表文

章，利用最新的多模式年代际气候预

测系统大集合样本气候预测结果，通

过剔除不可预测的气候噪音、提取可

预测的气候信号，在国际上首次揭示

了青藏高原夏季降水的年代际可预报

性。该成果对于亚洲水塔周边地区的

水资源调控、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以及科学应对青藏高原气候变化

风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利用参加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

比较计划”（CMIP6）的“年代际气候

预测计划”（DCPP）的多模式历史气

候回报数据，研究团队发现DCPP多

模式对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羌塘高原

夏季降水的年代际预测结果存在显

著的“信噪比悖论”问题，即年代际气

候预测系统中的信噪比要低于现实世

界。该问题的存在，令气候模式中的

可预测信号被较强的、不可预测的气

候噪音所掩盖，使得青藏高原夏季降

水的年代际可预报性被低估。而基于

多模式大集合气候预测试验的集合平

均预测结果，能够有效地剔除模式中

不可预测的噪音，从而成功提取到可

预测的信号。针对回报结果时间演变

位相与实际相符而振幅偏弱的问题，

他们提出了一种兼顾长期变化趋势与

年代际振荡信号的“方差订正”技术，

使得预报结果在位相和振幅上都与观

测高度吻合。进一步研究发现，羌塘

高原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的可预报性

来源是北大西洋副极区涡旋区的海温

异常，它通过激发出的大气遥相关波

列，最终影响到下游的青藏高原降水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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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信息：Hu S,  Zhou T J  . 
(2021). Skillful prediction of summer 
rainfall in the Tibetan Plateau on multi-
year timescales. Science Advances.

文 章 链 接 ： h t t p : / / d x . d o i .
org/10.1126/sciadv.abf9395



2021年  第02期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19

Q10时空格局及其对年平均气温的时空敏感性 气候变暖情境下下生态系统呼吸温度敏感性的潜在收敛性

前沿成果

Science Advances:气候变暖
使全球生态系统呼吸的温度

敏感性趋同

生 态 系 统 呼 吸 的 温 度 敏 感 性

(Q10)是气候变化-碳循环反馈关系中

的重要参数。已有研究表明，高纬度

寒冷地区温度敏感性更高，同时这些

地区的气候变暖也更加强烈，因此暗

示了高纬度寒冷地区生态系统碳排放

不断加剧的可能性。但是，Q10随温

度变化的时空模式在气候变暖的进程

中会不会改变是未知的。 
基于全球陆地生态系统长期通量

观测数据和野外增温实验数据，本研

究发现高纬度寒冷地区虽然较低纬度

温暖地区的Q10要高，但其本身应对

气候变暖后的下调也更强烈，而随着

气候变暖的持续，温度敏感性的变异

在空间上的差异也会越来越小，因此

未来持续的气候变暖很可能会使全球

陆地生态系统的Q10趋同。

但是，Q10响应气候变暖的模式

在大多数目前的地球系统模式中是被

忽略的，尤其在高纬度寒冷地区，这

会很大程度上缓和由于增温而引起

的碳排放。因此，气候变暖引起的

陆地生态系统大量的碳流失可能并没

有像之前预期的那么剧烈。研究成果

发表在国际著名综合性期刊Science 

Adv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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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成果的第二标注项目。

文 章 信 息 ： N i u ,  B . ,  Z h a n g , 
X., Pian, S. , et al. (2021). Warming 
homogenizes apparent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ecosystem respiration. 
Science Advances 7, eabc7358.

文 章 链 接 ： h t t p s : / / d x . d o i .
org/10.1126/sciadv.abc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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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微生物群落共现网络（A）和稳健性（B）分析

PNAS:青藏高原多年冻土退化下
活动层土壤的微生物稳定性

降低与碳损失紧密关联

多年冻土区储存着大量有机碳，约占

全球土壤碳库的一半以上。气候变暖背景

下，多年冻土退化导致土壤有机碳降解并

以温室气体形式释放，进一步加剧气候变

暖。作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引擎”，微生

物在调控多年冻土区土壤碳循环中发挥关

键作用。然而，有关多年冻土退化下土壤

微生物群落稳定性变化特征及其同碳损失

关联机制的系统认知依然缺乏。此外，以

往研究往往忽视了更为活跃、受气候变化

直接影响更大的活动层土壤，且对青藏高

原多年冻土区的相关研究尤其缺乏，因此

难以深入认识全球变暖背景下多年冻土退

化的生态与气候效应。 
以项目五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简称西北研究院）、中国科学

院大学为核心的联合研究团队，在疏勒河

源冰冻圈与生态环境综合监测研究站（西

北研究院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

共建站）的长期定位监测点开展研究，

通过分析不同类型多年冻土区活动层土壤

微生物的群落特征，发现多年冻土退化降

低了活动层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稳定性，表

现在重度退化多年冻土区活动层土壤微生

物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更高、微生物共现

网络更不稳定且稳健性更低。尤为重要的

是，多年冻土退化下的活动层土壤微生物

稳定性下降和碳损失紧密关联，即微生物

群落的相异性每增加10%，重度退化的多

年冻土区土壤碳损失增加0.1-1.5%。因此，

多年冻土退化下的土壤微生物响应特征很

可能介导了高寒生态系统对气候变暖的正反馈。研究成果以 Reduced 
microbial stability in the active layer is associated with carbon loss under 
alpine permafrost degradation 为题在线发表于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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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成果的第二标注项目。

文章信息：Wu, M.H., Chen, S.Y., Chen, J.W. et. al. (2021). Reduced 
microbial stability in the active layer is associated with carbon loss under 
alpine permafrost degrad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8 (25) e202532111.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73/pnas.2 0253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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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S:第三极地区河川总径流的
监测与评估

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第三极地区

是亚洲13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又被

称为“亚洲水塔”。近几十年来，随着

区域的快速增温，冰冻圈（冰川、

积雪和冻土等）的消融加剧，以及

人类活动的干扰增加，第三极地区河

川径流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不仅

对区域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产生了显著

影响，而且已威胁到区域生态环境以

及下游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经济的

发展。然而，由于高海拔河流源区环

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再加上跨境

河流受到相关各国的严格管控，导致

该地区径流实测资料颇为匮乏。因

此，监测和评估第三极地区主要河流

（如：恒河、雅鲁藏布江、印度河、

长江、黄河、怒江、澜沧江、阿姆

河、锡尔河、塔里木河、伊犁河、黑

河、疏勒河）的出山口总径流；模拟

过去和未来的出山口总径流长期变

化，定量评估降水变化、冰川退化、

积雪消融和冻土变化等不同因素对总

径流变化的影响和贡献；研究出山口

总径流变化对西风-季风相互作用的

响应机理，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针对以上问题，项目六中科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王磊研究员联合青藏高

原研究所和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

多个冰冻圈水文研究团队，在过去两

年时间里已初步构建了第三极地区主

要河流的出山口径流监测网，并获取

了宝贵的跨境河流资料，为河川径流

量的数值模拟和遥感反演等提供了有

效的验证资料；建立并逐渐完善了基

于遥感数据、适用于第三极河流日径

流反演的方法体系，并在雅鲁藏布江

干流和支流（拉萨河）得到了有效验

证；通过冰冻圈水文模型WEB-DHM
（Water and Energy Budget-based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定

量解析了长江源区、黄河源区以及雅

鲁藏布江等第三极地区主要河流的历

史径流变化。

主要研究结果可归纳为：（1）

结合地面观测、遥感反演以及数值模

拟等手段，首次计算出第三极地区13
条主要河流在出山口处的径流总量

（2018年）为6560±230亿方；不同

河流在出山口处的年径流量差异很

大，分布在18~1760亿方之间，且处

于印度季风区的河流年径流量大于位

于西风区的河流。（2）青藏高原南

部受季风主导的河流（比如：雅鲁

藏布江、恒河、怒江和澜沧江等）

占第三极地区13条河流在出山口处径

流总量（2018年）的61.9%，其中恒
发源于第三极地区的13条主要河流及其出山口径流监测站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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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雅鲁藏布江的占比最高，分别为

26.9%、25.0%；北部和西部受西风

主导的河流（印度河、阿姆河、锡尔

河、伊犁河、塔里木河、疏勒河和黑

河）占径流总量的30.6%，其中疏勒

河出山口径流量在13条河中最小，

约为18亿方；位于西风-季风过渡区

的黄河、长江仅占7.5%，两者的出

山口径流总量为490亿方。（3）通过

在长江源区流域开展高分辨率（5公

里、逐小时）的长期冰冻圈水文模

拟，发现该流域1981~2018年降水量

和蒸发量的显著增加，导致了出山口

径流（直门达水文站）的不显著增

1981 ~2018年长江源区径流变化驱动机制的数值模拟解析

加；积雪和冰川的消融量大约贡献了

径流总量的1/4，而土壤冻融过程则

主要影响径流的季节分布。

近日，该研究成果以“TP-River: 
Monitoring and quantifying total river 
runoff from the Third Pole”为题，发表

于国际水文气象学著名期刊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BAMS）。该研究成果不仅为第三

极地区水循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地面

观测数据和先进的径流模拟技术，而

且提高了我们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第三

极地区地表水资源的认知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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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信息：Wang, L., Yao, T.D., 
Chai, C.H., et, al. (2021). TP-River: 
Monitoring and quantifying total river 
runoff from the Third Pol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102(5), E948-E965

文 章 链 接 ： h t t p s : / / d o i .
org/10.1175/BAMS-D-20-0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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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平行活动科学
论坛线上会议第三场分会成功召开

2021年4月13-23日，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平行活动之第五届科学论

坛线上会议成功率先召开。来自各国

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及国际组织等相

关方的一千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论

坛，围绕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简称“2020后生多框架”）的制定

与实施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就多项提

议达成初步共识。

项目一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

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主

任张林秀研究员领导团队成员，与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共同牵头承办了本

次科学论坛的第三场分会“以科学、

技术和创新支撑2020年后生多框架的

制定与实施”。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自然基

金会、麻省理工学院、阿姆斯特丹大

学等8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做报告，从

科学理论、实验与行动实践等角度，

围绕科学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中的

定位、驱动力、制定与实施等方面的

作用进行分享。报告结束后，各位专

家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互动讨论并对参

会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张林秀研究员作为分会主席主

持分会并作题为“通过综合途径加强

2020年后生多框架的生计适应性”的

报告。通过介绍中心在“气候-生态系

统-生计”旗舰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的经

验，以及丝路环境专项支持下在云南

开展的一系列传统种子保育和社区生

态适应与环境治理等项目，分享了

UNEP-IEMP在增强社区生计适应性

方面的实践经验，并提出对2020年后

张林秀主任作为分会主席主持分会并作报告

生多框架制定的关键启示。

本次科学论坛是COP15的首场平

行活动，旨在为科学家、决策者和

其他相关方提供交流平台，研讨和

分享有关制定2020后生多框架的经验

和建议，为框架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与决策参考。论坛中形成的结论和

建议将递交给《公约》科学、技术

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四次会

议（SBSTTA24）和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第三次会议（WG2020-3），用于在

COP15大会举办前形成框架草案，作

为各缔约方形成其谈判立场的重要基

础及依据。

本次会议同第八届国际可持续发

展科学大会联合举办，由《生物多样

性公约》秘书处（SCBD）、中华人

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MEE）、国

际生物科学联盟（IUBS）、生物多

样性科学伙伴联盟（CSP）、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UNEP）等单位共同举

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CSES）、

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

计划（UNEP-IEMP）、东京大学未

来倡议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大学全球

环境战略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科学院、波恩

大学等单位共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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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秀研究员主持开幕仪式

联合国机构代表为本次对话致辞

“女性赋能、可持续食物系统
管理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亚太区域对话”在线召开

2021年4月30日，“女性赋能、可持续食物系统管理和农

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亚太区域对话”成功在线召开，本次会议受

专项与“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共同支持。本

次活动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妇女署、国际山地综合

发展中心和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共同主办，并由项目一张林

秀研究员领导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

划（UNEP-IEMP）协办。来自多个联合国机构、区域中心、

各国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及非政府组织的一百余位专家、学

者、专业人士及官员参加了本次论坛。

本对话包含两场分会，张林秀研究员主持会议开幕仪式及

第一场分会。在开幕仪式上，张林秀研究员对演讲嘉宾和与会

者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本次对话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包括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主任Elizabeth Maruma Mrema、联合

国环境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主任Dechen Tsering、联合

国妇女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区域主任Mohammad Naciri
和联合国环境署生态司部门负责人Kerstin Stendahl在内的四位

联合国机构代表作为嘉宾为本次对话致辞。在第一场分会中，来

自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工作小组、联合国妇女署、国际山地综合

发展中心和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的代表分享了他们关于将性别、

生物多样性和将可持续粮食系统纳入主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倡议

和行动，并强调了妇女赋能的重要性。

在对话第二场分会中，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研究机构和本

地社区代表分享了他们在性别平等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方面的

工作经验和想法。在该场分会，宋一青研究员作题为“通过妇

女赋能增强适应性和可持续性：青海项目及相关案例分享”
的报告。通过展示有关小农家庭、农业劳动力性别比和粮食

系统声明的数据，她指出了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妇女赋能的

紧迫性，分享了子课题团队、农民种子网络和其他非政府组

织联合开展的“从种子到餐桌”的实践经验，强调了妇女在应对

COVID-19和气候变化、促进社区发展、保持食物系统健康和实

现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次对话是对2020年11月30日-12月2日召开的

南南合作论坛成果的回应和延续，旨在汇集亚太

地区性别平等、食物安全、及农业生物多样性等

领域的主要机构、专家和实践者，展示从实地行动

到决策过程的最佳实践，并探讨在可持续食物系统

相关话题上进一步合作的机会。本次对话中形成的

结论和建议将为即将到来的三场重大国际峰会提供

支持，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发展以及

其他重大政策议程做出贡献。具体包括2021年联

合国食物系统峰会、将于10月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CBD COP15），以

及将于11月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FCCC COP26）缔约方大会。



2021年  第02期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25

国际影响

第十五届中亚地理信息研讨会召开

为了提高丝路环境专项中亚合作

伙伴的地理信息系统（GIS）专业知

识，加深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深度和

广度，2021年5月30日至6月2日，项

目六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中亚生态与环境研

究中心与奥地利萨尔斯堡大学，奥地

利科学院，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工程、

交通与建筑大学，哈萨克斯坦国立大

学，塔吉克斯坦科学院水问题、水力

和生态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灌溉与土壤改良研究所和乌兹别克

斯坦国立大学共同举办 “第十五届中

亚地理信息研讨会”，会议在乌鲁木

齐、比什凯克、阿拉木图、塔什干、

杜尚别设立分会场。乌鲁木齐分会场

的会议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

研究所举行。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地所所长张元

明在致辞中指出，气候变化给生态、

环境带来挑战，进一步凸显了区域国

家间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性，希

望与会各国科研人员能够团结一致，

共同应对挑战，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

与创新。

中科院新疆分院分党组书记、新

疆生地所研究员、中科院中亚生态与

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陈曦介绍了中国科

学院在智慧城市、智慧流域、智慧农

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地理信息系

统集成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与哈萨

克斯坦建立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

中心、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的咸海监

测中心和与塔吉克斯坦共建的基于无

人机应用与冰川监测研究中心等双边

共建科技合作平台，希望与周边国家

和关注中亚生态与环境领域的国际科

学家进行学术交流，共同应对气候变

化带来的生态与环境问题。

在丝路环境专项的资助下，本届

研讨会以“从空间数据到空间基础设

施”为主题，邀请了来自比利时、德

国、奥地利、俄罗斯、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

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中国香

港浸会大学、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

学、西南科技大学、曲阜师范大学、

新疆大学等国内高校以及中科院所属

研究所的80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

加会议。乌鲁木齐分会场共有9位专

家围绕着水与生态协同管理、区域可

持续发展、空间基础设施发展与生态

系统、环境保护、防灾减灾与公共健

康、农业、水资源管理、大地测量、

制图、地籍和土地管理新技术发展趋

势、文化与自然遗产、地理信息学的

相关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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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未来第三极地区
冰湖溃决洪水风险增加

本报乌鲁木齐5月7日电 多少年

来，许多科幻作家都在想象一场大洪

水在地球上暴发的情景。由中国科学

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荒漠与绿洲

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包安明研究员团

队与瑞士日内瓦大学、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等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合作，定量

评估了第三极地区冰湖发展趋势及其

当前和未来可能面临的潜在冰湖溃决

洪水灾害和风险，第一次揭示了这场

可能发生的风险。

研究结果表明，喜马拉雅东部地

区是目前第三极冰湖溃决洪水发生的

热点地区，其风险水平是临近其他区

域的两倍多。然而，随着冰川的进一

步消退，未来第三极地区面临的冰湖

溃决洪水风险将可能接近于当前的三

倍，同时位于西部的喀喇昆仑等地区

将可能成为新的热点地区。研究同时

强调了加强国际合作、共同防范潜在

跨境洪水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第三极地区是已有记录的全球冰

湖溃决洪水灾害高发频发的热点地区

之一。过去几十年里，除喀喇昆仑和

西昆仑部分区域外，第三极大部分地

区冰川呈加速退缩趋势，很大程度上

促进了该地区冰湖的形成和扩张。冰

湖的形成和扩张为下游人们生活用水

和水力发电提供了潜在的水源，同时

也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冰

湖溃决洪水可对下游上百公里的区域

产生严重破坏，危及下游居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此外，部分冰湖溃决洪水

可跨越国界，对下游地区防灾减灾和

国际合作带来挑战。

尽管目前关于第三极地区冰湖溃

决洪水发生的频率还没有统一认识，

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进一步

消退，冰湖朝着更陡峭和不稳定的区

域发展，未来第三极地区冰湖溃决洪

水风险将可能增加。同时，随着下游

社区、旅游业和水利设施等的进一步

发展以及一些重要设施暴露在潜在的

洪水影响范围内，实质性的防灾减灾

措施对于保护这些本就脆弱的山区的

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5月6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

际地学期刊Nature Climate Change。

研究成果将为第三极地区冰湖溃决洪

水防范提供基础，同时也为未来相关

国家开展防灾减灾国际合作提供科技

支撑。(记者王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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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第三极地区河川径流
如何变化？中国科学家成功

构建监测网

中新网北京6月1日电以青藏高原

为核心的第三极地区是亚洲13条大江

大河的发源地，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

下有何变化？对区域及下游地区有何

影响？

为解决这些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

问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环境变化与多圈

层过程团队王磊研究员联合中科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所等多个冰冻圈水文研

究团队，最近已成功构建第三极地区

主要河流径流监测网。

王磊研究员6月1日向媒体介绍

说，合作团队成功构建的第三极地区

主要河流径流监测网，已获取到宝贵

的跨境河流资料，为河川径流量的数

值模拟和遥感反演等提供有效的验证

资料；建立并逐渐完善了基于遥感数

据、适用于第三极河流日径流反演的

方法体系，并在雅鲁藏布江干流和支

流(拉萨河)得到了有效验证；通过研

发冰冻圈水文模型，定量解析出长江

源区、黄河源区以及雅鲁藏布江等第

三极地区主要河流的历史径流变化。

第三极地区主要河流径流监测网

所获这些成果的研究论文，近日由国

际水文气象学著名期刊《美国气象学

会通报》发表。该成果不仅为第三极

地区水循环研究提供宝贵的地面观测

数据和先进的径流模拟技术，而且提

高了学界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第三极地

区地表水资源的认知与理解。

王磊指出，第三极地区又被称为

“亚洲水塔”，近几十年来，随着区域

的快速增温，冰冻圈(冰川、积雪和

冻土等)的消融加剧，以及人类活动

的干扰增加，第三极地区河川径流正

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不仅对区域水

资源的时空分布产生显著影响，而且

已威胁到区域生态环境以及下游居民

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然而，由于高海拔河流源区环境

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再加上跨境河

流受到相关各国严格管控，导致该地

区径流实测资料颇为匮乏。因此，监

测和评估第三极地区恒河、雅鲁藏布

江、印度河、长江、黄河、怒江、澜

沧江、阿姆河、锡尔河、塔里木河、

伊犁河、黑河、疏勒河等13条主要河

流的出山口总径流；模拟过去和未来

的出山口总径流长期变化，定量评估

降水变化、冰川退化、积雪消融和冻

土变化等不同因素对总径流变化的影

响和贡献；研究出山口总径流变化对

西风-季风相互作用的响应机理，具

有重要科学意义。

王磊表示，基于此，在中科院

“丝路环境”专项支持下，合作团队利

用地面观测、遥感反演以及数值模拟

等手段，首次计算出第三极地区13条

主要河流2018年在出山口处的径流总

量为6560±230亿方(立方米)，不同河

流在出山口处的年径流量差异很大，

分布在18亿-1760亿方之间，且处于

印度季风区的河流年径流量大于位于

西风区的河流。

其中，青藏高原南部受季风主导

的河流包括雅鲁藏布江、恒河、怒江

和澜沧江，2018年占第三极地区13条

河流在出山口处径流总量的61.9%，

恒河、雅鲁藏布江的占比最高，分别

为26.9%、25%；北部和西部受西风

主导的河流包括印度河、阿姆河、锡

尔河、伊犁河、塔里木河、疏勒河和

黑河等占径流总量的30.6%，疏勒河

出山口径流量在13条河中最小，约为

18亿方；位于西风-季风过渡区的黄

河、长江仅占7.5%，两者的出山口

径流总量为490亿方。

王磊说，合作团队通过在长江源

区流域开展5公里、逐小时高分辨率

的长期冰冻圈水文模拟，发现该流域

1981-2018年的降水量和蒸发量显著

增加，导致出山口径流的不显著增

加。此外，积雪和冰川的消融量大约

贡献长江源区径流总量的1/4，而土

壤冻融过程则主要影响径流的季节分

布。（记者 孙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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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
次揭示青藏高原夏季降水的

年代际可预报性

记者6月10日从中国科学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大气所）获悉，

该所周天军研究团队利用最新的多模

式年代际气候预测系统大集合样本气

候预测结果，通过剔除不可预测的气

候噪音、提取可预测的气候信号，在

国际上首次揭示了青藏高原夏季降水

的年代际可预报性。

研究团队利用实时年代际预测

试验数据，定量估算了青藏高原腹

地——羌塘高原夏季降水在2020-
2027年间的变化。结果表明，相对于

1986年-2005年的气候平均态，羌塘

高原夏季降水将增加约0.27毫米/天，

这意味在可见的未来羌塘高原将处于

偏湿状态、夏季降水量较之气候平均

状况偏多约12.8%。

中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降水预测

研究领域这一重要研究成果，对于

“亚洲水塔”周边地区的水资源调控、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科学

应对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风险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其科研论文已在最新一

期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在线发

表。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大气所博

士研究生胡帅介绍，近期气候变化

预测，又称“近期年代际气候预测”，

是指对未来2-10年的多年平均的气候

异常状态进行预测，它被“世界气候

研究计划”列为七大科学挑战问题之

一。青藏高原被誉为“地球第三极”和

“亚洲水塔”，因其在水资源方面的重

要性，其未来10年降水如何变化备受

关注。

他说，“我们的工作表明，只要

多模式集合样本的大数据足够，再辅

以有效的‘方差订正’技术，我们有能

力对青藏高原这一气候敏感区未来

近10年的气候异常进行较为可靠的

预测”。

周天军研究员表示，近期年代际

气候变化预测具有迫切的应用需求，

世界气象组织已开始筹划准业务化试

验。中国科研团队最新研究揭示青藏

高原夏季降水的年代际可预报性，是

该领域的一个可喜进展。

不过，周天军也提醒指出，针对

年代际气候变化预报问题，在科学

和技术上仍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

难题。提升年代际气候变化预报的能

力，尚需要国际科学界的携手努力。

（记者 孙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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