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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是全球地表能量平衡的关键环节，又是

水量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全球有超过

60%的降水会以蒸发的形式返回到大气中。

近日，我国研究人员发展了一种新的湖泊

蒸发量估算方法，估算出青藏高原湖泊蒸发总

量为每年 517 亿吨，相当于 3570 个杭州西湖的

水量。

此外，研究还发现，湖泊冬季冰面升华水量

大约占湖泊年蒸发量的 12.3%—23.5%，是湖泊

水量平衡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青藏高原南部

湖泊的非结冰期长度和湖泊蒸发量都显著高于

北部湖泊。

那么，研究人员究竟为什么要研究青藏高原

的湖泊蒸发？他们又是如何计算出湖泊蒸发量

的？这种方法适用于世界其他湖泊蒸发测量

吗？为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据了解，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近 4000 米，不仅

拥有除南北极地区之外最大的冰川储量外，也拥

有地球上海拔最高、数量最大的内陆湖泊群。青

藏高原地区的湖泊面积近 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

湖泊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它是亚洲许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包括长

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印度河、锡尔河

等，都是青藏高原孕育而生的河流。这些河流的

水资源养育着亚洲数十亿人口，因此青藏高原就

被称为‘亚洲水塔’。”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研究员马耀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丰富的水资源不断从这里流出，哺育着青藏

高原及其下游区域的森林、草地、农田等，也为下

游地区的鱼类、鸟类、动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环

境，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

“更重要的是，青藏高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水

分交换过程，不仅会通过季风系统将印度洋和西太

平洋的大量水汽带到高原地区，还可以通过大江大

河和西风作用将水和水汽从高原向中国东部地区

进行输送，影响中国东部地区的降雨过程。”马耀明

说，此外，除了青藏高原与周边区域的水分交换，青

藏高原巨大的动力和热力作用，还会通过地气相互

作用过程影响周边地区的气候变化。

作为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湖泊

对气候波动极为敏感，可以看作揭示全球气候变

化与区域响应的重要信息载体。湖泊蒸发作为

以内流湖为主的青藏高原湖泊水量的输出项，与

降水量等都是湖泊水量平衡计算方程中的重要

分量，准确测量湖泊蒸发量是研究湖泊水量和能

量平衡的关键。近年来，不少研究人员通过各种

方法对青藏高原湖泊蒸发进行了估算。

此前，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等单位

的研究人员分别进行了亚洲水塔的冰川、积

雪、径流、湖泊、降雨、陆地蒸散发等水资源储

量的评估工作，以便获得对亚洲水塔水资源储

量的初步认识。

蒸发量与周边生态及气候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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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成宽

事实上，在研究青藏高原湖泊水分循环过程

中，以往对高海拔湖泊的湖—气相互作用观测较

少。同一湖泊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得到的湖泊蒸

发量具有明显差异，且湖泊蒸发量空间分布及蒸

发总量至今没有得到确切的数据。

“计算湖泊蒸发量的方法很多，比如基于仪

器观测的方法、基于能量平衡的方法、基于水量

平衡的方法以及模型模拟的方法等。”中国科学

不同测量方法结论差异明显

那么这种方法是否适用其他湖泊蒸发量测

量呢？

对此，王宾宾表示，这一新的湖泊蒸发量估

算方法考虑到了青藏高原湖泊的具体特性，例如

这里大多数为内流湖、通常具有时间长短不一的

结冰期等。如果想用这种新方法对世界上其他

地区的湖泊年均蒸发量进行估算，通常也需要对

具体湖泊的特性进行具体分析以便应用。

但是，对于一些湖泊来说，这种估算方法可

能并不适用，比如湖泊具有水量巨大的入流和出

流，这些入流和出流通常伴随着大量的能量交

换，使得湖泊水体热量存储项可忽略的重要假设

难以成立。

“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因为青藏高原湖泊

面积相对于陆地面积来说比较小，因此湖泊蒸发

量相对于陆地蒸散发量来说是比较小的。所以

从整个青藏高原地区来看，湖泊蒸发量对于气候

环境的影响不会太大。”王宾宾在谈及湖泊蒸发

量对于气候环境研究的意义时强调。

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湖泊流域，湖泊蒸发量对

当地气候环境的影响就比较大。王宾宾举例说，

纳木错流域由于湖泊的存在，在纳木错下风向区

域就存在着湖泊效应，导致纳木错下风向区域的

降雨和降雪相对于其上风向区域更高。

“青藏高原到底有多少水？青藏高原的水

资源在气候变暖背景下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趋

势？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直都在重点关注。”

王宾宾说。

新测量方法并非适用于所有湖泊

入 汛 以 来 ，黄 河 、太 湖 、长 江 先 后 发 生 编

号 洪 水 ，水 利 部 多 次 启 动 水 旱 灾 害 防 御 应 急

响应。

可能很多人会注意到“编号洪水”这个较为陌

生的词，那到底什么是编号洪水？在什么情况下

需要启动水旱灾害应急响应？带着这些问题，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

有助于提高防范风险意识

在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

主任杨昆看来，对洪水进行编号向社会发布，有一

个很重要的作用在于提醒大家，哪些江河目前正处

于洪水过程中，以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的意识。

“对于防汛部门来说，出现编号洪水，就意味

着江河的关键站点水位达到警戒水位或其他特定

值，堤防有发生险情的可能，需要加强巡堤查险，

做好洪水防御相关工作。”杨昆说。

如何对洪水进行编号？具体而言，洪水编号

由江河（湖泊）名称、发生洪水年份和洪水序号三

部分顺序组成。例如，7 月 2 日，三峡水库 10 时入

库流量达到 50000 立方米每秒，此次洪水是长江

2020 年第一次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于是被编号

为“长江 2020年第 1号洪水”。

视具体情况有不同编号标准

针对近年来各流域洪水情势发生的变化，

2019 年 4 月，水利部发布了修订后的《全国主要江

河洪水编号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依据《规定》，全国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

流入海的主要江河水位（流量）达到的警戒水位

（流量），以及在没有该指标的情况下出现 2—5 年

一遇洪水量级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的水位（流

量），均可定义为洪水编号标准。”杨昆指出。

随着水位逐步升高，河流、湖泊堤防可能发生

险情，需加强防守的水位被称为警戒水位。

以长江洪水编号为例，《规定》明确编号范围为

长江干流寸滩至大通江段。当长江洪水满足下列

条件之一时，需进行洪水编号：上游寸滩水文站流

量或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到 50000立方米每秒；中

游莲花塘水位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32.50米，冻结

吴淞高程）或汉口水文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27.30

米，冻结吴淞高程）；下游九江水文站水位达到警戒

水位（20.00 米，冻结吴淞高程）或大通水文站水位

达到警戒水位（14.40米，冻结吴淞高程）。

一旦长江出现复式洪水，当洪水再次达到编

号标准且时间间隔达到 48 小时，需另行编号。复

式洪水主要指较为罕见的洪水“叠加”现象，多由

上游降雨间隔较短导致，如 1998年汛期，长江上游

先后出现 8次洪峰并与中下游洪水遭遇，形成了全

流域型大洪水。

应急响应分级有助快速决断

根据水旱灾害发生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

和影响范围等因素，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

应从低到高分为四级：Ⅳ级、Ⅲ级、Ⅱ级和Ⅰ级。

“按照工作规程，每一级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

应都有相应的启动条件和程序，以及响应行动。”

杨昆介绍，以目前所处的Ⅲ级应急响应为例，启动

条件包括一个流域发生中洪水、多个流域发生小

洪水、大江大河发生超警洪水、大江大河干流堤防

出现重大险情、大中型水库出现严重险情或小型

水库发生垮坝等。

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后，水利部会向相关流域、

地区发出通知，通报启动响应情况，对防御工作作

出安排；加强会商研判，加密水情监测和滚动预报；

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赴防洪一线指导；根据汛情、

险情及地方需求等，提请应急管理部做好抗洪抢险

及险情处置等工作。同时，水利部门各有关单位进

入应急值守状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各项工作。

在杨昆看来，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主要是通知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相应

的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山洪灾害防御、

堤防巡查和抢险技术支撑等防御工作。对公众

而言，要及时关注相关预警信息发布，尽量避开

危险区域，必要时服从避险转移指挥，做好个人

安全防护。

洪水来了，为啥要给它编号？
本报记者 唐 婷

科技日报讯（洪恒飞 柯溢能 记者江耘）灌了水的气球，有很

好的弹性和可拉伸特性，构成气球的 PVC 材料则具有优良摩擦电

特性——在科研人员眼中，注水的气球成了制作发电机的好材料。

近日，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海洋电子与智能系统研究所纳米能源

研究团队，利用气球制成了可用于收集波浪能的多倍频高性能摩擦

纳米发电机。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先进能源材料》。

据了解，由浙江大学徐志伟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制备的这一

多倍频高性能摩擦纳米发电机，由一个方形盒和一个水气球两部

分构成：方形盒内壁上覆盖一层导电铜箔，导电铜箔表面粘一层尼

龙薄膜，将导线放入注有氯化钠水溶液的气球，再将制作好的水气

球放到方形盒中，这台发电机即可投入使用。

“根据摩擦起电原理，当气球和尼龙薄膜相互碰撞摩擦时，两

种薄膜的表面会带上等量的异种电荷。当两种薄膜做接触—分离

运动时，气球中的氯化钠溶液和导电铜箔就会感应出等量异种电

荷，这时连接两个电极的电路中就会产生交变电流。”项目执行人

夏克泉解释说。

据介绍，由于水气球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可拉伸性，因此即便受

到低频率的外力作用，也会和尼龙薄膜不断碰撞摩擦，并在表面不

断积累电荷直到达到饱和，进而产生多倍频的输出电流。根据实

验测试，在 1.5 赫兹的工作频率下，这款发电机短路电流的瞬时峰

值可以达到 147微安，开路电压的瞬时峰值可以达到 1221伏。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多倍频高性能摩擦纳米发电机可收集任意

方向的机械能，在海洋能收集方面具有广阔前景。相同条件下，它

在一个工作周期内的总转移电荷是传统摩擦纳米发电机的28倍。

气球注满水

可变身高性能发电机材料

近日，安徽省歙县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县城多处洪水“上路”、严重积水、道路受阻。
新华社发（潘成摄）

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王宾宾博士说。

基于仪器观测的方法，主要利用了蒸发皿和

涡动相关仪等设备，需要前往湖泊区域架设观测

仪器并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然而，“由于青藏

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条件和交通不便等因素，短

期内对大范围的湖泊蒸发直接进行观测并不现

实。”王宾宾说，同时由于蒸发皿水体大小、气象

和环境背景条件与真实湖泊存在着显著差异，导

致这种观测方式往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基于水量平衡的方法、能量平衡

的方法以及模型模拟的方法需要大量的观测资

料。“以水量平衡为例，我们需要准确知道湖泊区

域的降雨量、湖泊地表入流量和地表出流量、湖

泊地下入流量和地下出流量等，而这些观测都难

以准确获得，并且已有的观测也会存在一定的误

差。”王宾宾说。

而模型模拟的方法也需要准确地知道湖泊

的深度、透明度等参数，并且需要大量的气象

资料作为驱动数据，而模型的湖泊过程参数化

方案更需要大量的实际观测资料进行验证。传

统的基于能量平衡的方法，需要通过湖泊温度

链观测获得湖泊热量存储量，但青藏高原具有

温度链观测的湖泊目前较少，不足以支撑此类

计算方式。

“因此，我们基于非结冰期湖泊热量存储量

从整体来看接近于零的合理假设，借助于卫星遥

感资料和气象再分析资料，对湖泊蒸发量进行了

估算。”王宾宾说。相比而言，这种估算方法结合

青藏高原湖泊冬季结冰且多为内流湖的区域特

点，也具备可操作性。卫星遥感资料的引入可以

使研究方法获得区域扩展，而气象再分析资料经

过青藏高原观测研究平台资料的验证具有更为

可靠的精度保证。

“因为青藏高原的湖泊大概有 5 万平方公

里，按照每年蒸发量平均计算，每年的平均蒸发

深度为 900—1000 毫米。”王宾宾说，这属于一个

正常的蒸发量，蒸发的水汽到空气中还会形成雨

雪降落到地面，这是一个自然水循环的过程。另

外，在当前气候变暖的背景下，青藏高原水循环

过程是在加快的。

新估算方法基于卫星遥感资料得到了青藏

高原 75 个大型湖泊的湖泊蒸发量、冰物候特征

及其蒸发水资源量，这些数据对于未来准确估算

湖泊的水储量及其变化有重要意义。

金花蛇是已知唯一会“飞行”的蛇类，这种“飞蛇”能够在树木

间滑翔。近期，来自美国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可连续的三

维数学模型，并以此揭示出金花蛇“飞行”的两个关键因素。相关

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物理学》杂志上。

说它们“会飞”其实并不太准确，金花蛇只是拥有短距离滑翔

的能力。比如，有的金花蛇会在高处的树冠间弹跳穿梭，从一根树

枝滑翔到几米外的另一根树枝上。当它在半空中摆动身体时，看

起来就像是在飞行一样。

“飞蛇”竟是空气动力学高手

作为一种没有四肢的动物，这种蛇的“飞行”能力的确令人震

惊。它们是如何在树冠间穿梭，而不会失去平衡并跌落在地的呢？

2002 年，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杰克·索查在《自然》杂志发表

了一篇关于这种蛇“飞行”能力的文章，将这种蛇及其卓越的滑翔

技巧带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这项研究中，索查发现，准备“起飞”时，金花蛇会先爬到树

枝的顶端，把自己挂成“J”形，然后像个弹簧一样收缩身体，准备发

射。起跳后，为了“飞”得尽可能远，它会把身体变得扁平，宽度几

乎可达正常状态的两倍。从横截面看，它的身体腹部向上弯曲，变

成了一个横放的“C”字状。索查当时认为，这种飞盘一样的形状

可以让身体下方的气压更高，从而使空气更好地“托起”蛇的身体。

2010年，索查和研究团队专门搭建了一座 8米多高的高塔，并

在上面装了树枝，来模拟树冠。他们发现，从这座塔上跃下，金花

蛇最远能滑翔 24 米。他们让蛇反复跳下，并用 4 台照相机捕捉蛇

在滑翔过程中的动作。

通过这些图像，研究者 3D打印出一个滑翔中的扁平的金花蛇

模型，并放到水缸里，通过水流研究其流体动力学特征。同时，他

们还联系了华盛顿大学的航空工程师，在电脑中对蛇模型进行空

气动力学模拟。最终，他们发现在金花蛇的滑翔过程中，空气的

“吸力”似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金花蛇的身体变得扁平后，蛇身

上方形成了小小的涡流，这里的低气压把蛇“吸”了起来。

扭动或有助于保持平衡

但金花蛇的滑翔能力还存在着一个谜团：它们在滑翔时为何

要摆动身体呢？

在最近发表于《自然·物理学》的这项研究里，研究者采用了天堂

金花蛇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在蛇背部安放了一系列红外反射标记。这

样，就能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复原蛇在滑翔时身体的所有动作。

研究团队选择了一个剧院作为试验场地，并设置了一棵“人造

树”，这棵树的树枝是橡树，上面粘有假的叶子和藤蔓——这里就

是蛇滑翔的起点。在随后的 9 天里，研究者不断让蛇从这棵树上

跳下，并用一套由 24 台摄像机组成的动作捕捉系统，实时记录蛇

身上标记物的位置。

借助这些数据，研究者终于获得了一个“解剖学意义上准确

的”金花蛇三维模型。他们结合惯性和空气动力学的影响，在电脑

上分别模拟金花蛇在有无摆动时的滑翔能力。他们发现，在不摆

动时，金花蛇也能滑翔很远一段距离，但是在滑翔过程中极易发生

翻滚或坠落。当添加了摆动的动作后，金花蛇模型则可以稳定滑

翔很长一段距离。

然而，伦敦大学学院的吉姆·安德伍德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

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金花蛇的摆动只是为了滑翔的稳定性，并彻

底排除这种摆动只是它们正常运动习惯的可能性，“这两种观点可

能都是正确的”。

尽管未能完美回答最初的问题，这项研究仍然对相关蛇形机

器人的改进设计提供了很大帮助。研究者在论文中提出，这项研

究可以为以飞蛇为灵感的蛇形机器人的设计，提供空中摆动的运

动模板和理论基础，同时也能帮助简化现有的类似机器人。

（据《环球科学》）

虽然没有翅膀没有四肢

但金花蛇有自己的“飞行”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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