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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科考

作为地球上最独特的地质—地理—资源—生

态单元，青藏高原被科学界称作“天然实验室”。

这里的冰层下封锁着千万年来气候环境变化的蛛

丝马迹，湖底则记录着沧海桑田的变迁……

他们他们，，正在破译正在破译““青藏密码青藏密码””

冰川上白茫茫一片，科考队员的红色衣服格外醒

目，一行十几人步履蹒跚，喘着粗气，回到位于海拔

5600 米的科考营地。11 月中旬，第二次青藏科考总

队长姚檀栋院士带领的科考小分队，完成了又一次在

拉萨河 1 号廓琼岗日冰川区的考察任务。高原逐渐

进入严冬，科考工作将从大量出野外转向以实验室为

主，我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也即将进

入第 5个年头。

有着“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之称

的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

储备基地，也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同时，

作为地球上最独特的地质—地理—资源—生态单元，

青藏高原被科学界称作“天然实验室”。这里的冰层

下封锁着千万年来气候环境变化的蛛丝马迹，湖底则

记录着沧海桑田的变迁……

为探寻青藏高原蕴藏的地球奥秘，在时隔近 50

年后，2017 年我国启动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

考察研究。10 大任务，260 多家单位，7000 多名科研

人员，1500 多个日日夜夜……科考队员们在高山上

爬冰卧雪，在河谷中徒步前行，在湖泊中乘风破浪。

他们是“第三极”上的探险家，却无暇欣赏风景。

他们，正在破译埋藏千万年的“青藏密码”。

“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2017 年 8 月 19 日，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牵头，第二次青藏科考在拉萨正式启动。启动式

上，一封特殊的来信令在场所有的科研人员沸腾——

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要求科考队聚焦水、生态、人

类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

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要“守护好

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青藏高原研究工作。1971 年

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制

定了基础研究八年科技发展规划（1972—1980），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是其中五个核心内容之一；

1980 年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首届青

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的中外科学家；2013 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就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多次作出重要指

示：“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

展最大的贡献”“青藏高原生态十分脆弱，开发和保

护、建设和吃饭两难问题始终存在，在这个问题上，一

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坚持生态保护第一”。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青

藏科考，全面完成了 260 万平方公里的考察，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参与科考的刘东生、叶笃正、吴征

镒等先后获国家最高科技奖，有 40 余名科考队员先

后当选为院士。

青藏高原研究之所以如此受关注，不仅因为它特

有的地质地貌和资源，还因为它对周边气候甚至全球

环境、资源等带来的巨大影响。

姚檀栋这样比较两次青藏科考：第一次是发现，

第二次是看变化。而近几十年，这种变化之快，让研

究人员始料未及。

姚檀栋从学生时代第一次出野外，到如今担任科

考总队长，已经在青藏高原上行走了近半个世纪。他

明显感觉到，青藏高原正在变暖、变湿、变绿，降水多

了，植被好了，也没那么冷了。“过去 60 年来，我们经

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气候变暖，青藏高原作为

地球‘第三极’，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地区之一，其

升温率超过全球同期平均升温率的两倍。”

全球变暖，青藏高原气候更宜人，难道不好吗？

但姚檀栋看到的却是风险。

果然。

2016年 7月，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东汝乡阿汝错

湖区冰川群53号冰川发生冰崩。“它几乎是飞下来的，

冰体4分钟内向下移动了5.7公里，形成冰崩扇前的速

度约每小时90公里。”姚檀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碎冰

冲入阿汝错掀起了10米高的巨大“湖啸”，在湖对岸留

下了清晰的冲刷痕迹，最远达到离岸250米处。

2个月后，53号冰川南侧的 50号冰川也崩了。阿

里地区发生这样的冰崩，在有记录以来是闻所未闻

的。姚檀栋解释，不同于藏东南冰川的周期性运动，

阿里地区的冰川是极稳定的冰川，冰崩与气候变暖直

接相关。遥感数据显示，从 2011年开始，发生冰崩的

两个冰川都出现了上部冰体向下部快速迁移的现象，

这说明冰崩的发生有一定积累过程。姚檀栋判断，这

种冰崩很可能继续发生，他将这种冰崩看作一种新出

现的冰川灾害。

气候变暖导致“亚洲水塔”功能失调，带来一系列

生态灾害，冰崩只是“冰山一角”。2018 年，雅鲁藏布

江下游加拉村附近色东普沟发生冰屑堵江；1981 年

和 2016年，西藏聂拉木县樟藏布冰湖发生溃决，对尼

泊尔境内造成重大影响……

短期看，是水患加剧，水多了。但据科研人员预

测，到本世纪中叶，冰川对河流径流的补给将在达到

最大值后逐渐减少，长远看，将面临水资源短缺。冰

川融水一旦告急，下游干旱区的绿洲将难以为继，气

候、环境、植被、资源、人的生产生活统统会发生改变。

“‘亚洲水塔’是亚洲人民的生命塔。”姚檀栋说，

以青藏高原为核心向东西南北不同方向辐散，涵盖青

藏高原、帕米尔、兴都库什、伊朗高原、高加索、喀尔巴

阡等山脉，面积约 2000 万平方公里，可以称之为泛

“第三极”地区。这一区域关系到全球 20多亿人口的

生存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指出的，保护好

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

第二次青藏科考聚焦冰川、积雪、冻土、湖泊和河

流等关键过程的变化，探索多圈层相互作用的地球系

统科学前沿问题，关系到整个泛“第三极”地区的民生

福祉。

“第三极”探险家的日常

第二次青藏科考设立了“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

高原生长与演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人类活动与

生存环境安全等 10 大任务，每个任务下还有众多专

题。近5年的时间里，7000多名科研人员都在做什么？

11 月初，在喜马拉雅北坡希夏邦马峰达索普冰

川，随着直升机运下去最后一批冰芯样品，中国科学

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徐柏青完成了今年最重要

的野外任务。

冰芯，就是从冰川顶部自上而下打钻得到的圆柱

状冰样，它们是冰川研究者的“宝贝疙瘩”。在冰川顶

部的积累区，越往下冰层形成的年代越久远。一层一

层就像树的年轮一样，可以把地球环境变化信息记录

下来。徐柏青是第二次青藏科考中冰川与环境变化

考察队的负责人，他的任务是通过不同冰川的冰芯，

揭示这一区域冰川变化和气候变化特征。

冰芯来之不易。徐柏青告诉记者，打冰芯需要在帐

篷里作业。但白天阳光一照，帐篷内温度能达到十几

度，打上来的冰芯会融化，所以只能夜里打。而冰川上

光照尤其强，帐篷不能完全遮住光，晚上工作，白天补觉

又困难，他们平均一天只能迷迷糊糊睡两三个小时。

青藏高原有数以万计的冰川，还有数以千计的就

像“高原明珠”的湖泊。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

究员朱立平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湖泊与水文气象考察

队负责人，在给这些大大小小的“高原明珠”“做体检”。

“用遥感技术可以知道湖面有多大，但湖水多深

不知道，湖水是淡还是咸也不知道。所以，就要测量

这些湖泊，进而掌握储水量、水质等数据；再通过进一

步的研究，就能够预测这些湖泊未来的变化。”朱立平

说，他也需要打湖泊钻——乘坐橡皮艇来到湖中央，

爬上用浮筒或者浮箱搭建起来的约十几平方米大、可

载重 3至 5吨的作业平台，把活塞采样器放下水，穿进

湖底的泥里，得到一个岩柱。从这个岩芯中的湖底沉

积物，可以读取气候变化信息。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邓涛行走在古遗址中寻找化石证据，来还原远古时期

动物和人类的生活场景。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杨永平

穿梭在森林和草原之间观察花花草草，给高原珍稀植

物建立档案……

科考启动近 5 年来，来自 260 多家单位的科研人

员在野外和实验室来回切换，中秋节、国庆节甚至春

节都经常是在野外的帐篷里过的。

科考队估算了青藏高原储水量——包括冰川水

储量、湖泊水储量、主要河流径流量，总和超过 9万亿

立方米。并预估 21 世纪末，如果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青藏高原将升温 2.1 摄氏度，冰川将

消融三分之一。

科考队发现，横断山区—祁连山森林分布区过去

100 年树线位置平均上升了 29 米，最大上升幅度 80

米。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朴世龙说，高山

树线上升增加了森林生物量，但压缩了高寒灌丛、草

甸的生存空间，增加了高海拔特有物种消失的风险。

同时受青藏高原增温影响的还有藏族人民的主要食

物青稞，2000年以来，温度每升高 1℃，每公顷青稞产

量降低 0.2吨。

科考队在青藏高原白石崖溶洞土壤沉积物中，

获得一系列有关生活在上一个冰河时代的人类

种群——丹尼索瓦人长期在青藏高原活动的证

据，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最早活动历史推至距

今 19 万年。

……

近 5年来，科考队还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利用

系留浮空艇、无人机、水下机器人、直升机等，初步

建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系统化治

理地球系统科考平台。“这是我们目前最先进的科

考平台，大气圈、冰冻圈、水圈、生态圈、岩石圈、人

类圈所有这些圈层的变化过程，可以通过这一平

台在同一时间完整记录下来。”姚檀栋说。

传承“青藏科学精神”

守护这方净土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应该说，

太难了。

直升机运输，是近两年才在希夏邦马达索普

冰川和阿尼玛卿唯格勒当雄冰川用上的。此前打

冰芯，全靠人力运输。徐柏青说，他们通常要往返

于海拔 5000 多米的前进营地和海拔 7000 多米的

冰芯钻探营地之间，送上去物资，带下来冰芯。

静谧的高原湖泊也不是想象的那般风平浪

静。朱立平说，打湖泊钻，如果遇上大浪一起，人

在作业平台上就站不住了，遇上风浪最大的一次，

回程时船是呈 45 度角“切”着浪走的，“学生在船

头拿盆不停往外舀水，我在船尾开船，最怕发动机

熄火，给油要恰到好处，油加太多会‘憋死’，油不

够就会熄火”。回到岸边营地时，他们的冲锋衣、

抓绒衣、秋裤等里里外外的衣服全部都湿透，就像

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针对 2018 年雅鲁藏布江下游加拉村附近色

东普沟发生的冰崩堵江事件，2019 年 10 月，中国

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杨威和同事徒步进

入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原始森林，在堵江事发地安

装了 10 米高的监测塔，前后在野外住了十多天。

“西藏东南部地区很潮湿，虫子很多。夜里睡觉

时，要在帐篷外再罩一层塑料布，但还是总被蜱虫

咬。”杨威说，蜱虫跟蚂蟥一样，往肉里钻，得拿烟

头烫一下才能把整只蜱虫拔出来，否则头留在肉

里不好办。

……

尽管新时代的青藏科考有一系列新科技装备

加持，但高原反应、极端的野外环境、种种危险等

客观困难是必须靠人来克服的，而进入冰川、湖

泊、森林开展考察工作，人力始终是不可替代的。最

令人恼火的是，仪器也有“高原反应”。受高原特殊的

气压、湿度、温差等气候环境影响，很多仪器上了高原

就会失灵，有时候，科考队员辛辛苦苦采集的数据，说

没就没了。

记者采访过的每一位在青藏高原做研究的科研人

员，身上都有一种相通的气质：乐观、豁达、热爱野外、

特别能吃苦。他们脚踏实地，勇于探索，协力攻坚，勇

攀高峰，这是我国老一辈行走在青藏高原上的科学家

开创的、并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的青藏科学精神。

新中国成立伊始，青藏高原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当时对青藏高原地区的科学研究，只有极少数的外国

探险家和传教士收集过一些零星资料。从那时起，青

藏高原研究就成为我国国家战略层面的科研任务。科

学考察工作也从20世纪50年代起陆续展开，对局部地

区自然条件、地质、农牧等进行了一些专题性科考。

1973 年，第一次青藏科考大幕拉开，由著名地理

学家、土地资源学家孙鸿烈主持。基础条件差、物资

匮乏的岁月，400 多人毅然投身科考事业，啃压缩饼

干，喝水壶里已经凉掉的水，就是一顿午饭；最好的投

宿地是部队的兵站或地方的运输站，住双层大通铺；

无数次前方无路，无数次下河推车……4 年时间，从

喜马拉雅山脉到藏北无人区，从横断山脉到阿里高

原，科考队员几乎用脚步丈量了青藏高原全境。

这支特别能吃苦的青藏科考国家队，开拓了青藏

高原的科学大发现，也为尔后的青藏高原研究打下坚

实基础。这种基础不仅是科研工作本身，还包括工作

方式和精神面貌。

“第三极”研究看中国

青藏高原这块土地的神秘曾被瑞典探险家斯文·
赫定在他的著作《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这样形容：“到

1907 年 1 月为止，我们对行星面上的这部分（青藏高

原）与对月球背面同样一无所知。”100 多年后的今

天，在科学家们的探寻和仪器设备的测量下，青藏高

原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无力组织大规模科

考，到如今组织数千人、预计长达 10年的第二次大规

模青藏科考。今天，中国的青藏高原研究走上了世界

舞台，并敞开怀抱，与全球各国科研机构携手。

改革开放后，一大批受益于各项中外联培计划的

科研人员，为青藏高原各研究领域带来新的研究思路

和方法。面向国际研究的前沿领域，我国青藏高原研

究开始从以定性为主转向定量、定性相结合，从静态

转向动态、过程和机制，从单一学科转向综合集成，从

区域转向与全球环境变化相联系。

随着我国科研人员对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及其在

全球生态环境中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入，2009 年，姚

檀栋联合国内外“第三极”研究科学家共同发起“第三

极环境”国际计划，致力于推动“第三极”地球系统多

圈层研究，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

美国伯德极地研究中心朗尼·汤普森教授是“第

三极环境”的联合主席之一。这位“第三极”的“好朋

友”，疫情之前几乎每年都要上青藏高原野外考察，尽

管已经 70 多岁，还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另外两位联

合主席是德国国家自然博物馆馆长、古生物学家福

克·莫斯布鲁格教授和姚檀栋。

“第三极环境”每年开一次例会，约定往后在尼泊

尔、印度、美国、德国开，各国轮流做东。但 2011的年

度例会竟然是在冰岛开的。原来，冰岛总统听说了这

一计划，希望与北极研究结合起来，特发出邀请。

这种跨国家、跨地域、跨学科联合研究的方式，把

欧美研究者擅长的模型、方法引入“第三极”地区，同

时共享更多野外一手数据，推动研究领域整体发展。

近年来，中国科学家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论文数量

和引用率稳居世界第一。世界极地科学圈中，由中国

科学家主导的“第三极”研究作为一支崛起的力量备

受关注。

全球都在关心气候变化，科学共同体期待来自

“第三极”的声音。接下来，第二次青藏科考将继续聚

焦“变化”，回答一系列问题：如何整合各类观测与模

型，预测气候变暖下亚洲水塔未来的命运？青藏高原

环境变化给周边地区带来什么影响，如何应对？青藏

高原是怎样响应全球变化的？高原生态演化与人类

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青藏科

考数据共享平台、青藏科考地球系统多圈层综合观测

平台等也都在建设中。

科研人员们还将继续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探索，

努力解开藏在这里千万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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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队员采集湖水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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