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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像引擎“驱动”大气云团运行

草原保护项目真成了“生态杀手”？

网围栏真的能够阻断生物链？

位置险要 影响天气的能量堪比“发动机”

在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雾、雨、风，
轻轻地问候一声：噢，你一直在这
里。

将张爱玲名篇《爱》里的这段
话，稍作修改，很能恰切地描述此刻
仍孑立或深埋于青藏高原上的科考
设备。

东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市那曲镇，
西至西藏阿里地区的狮泉河，北起海
拔 5000多米的双湖县，经过羌塘无

人区，南至海拔 2900米的中印边境
亚东县，在这块面积相当于近 12个
浙江省、平均海拔高于 4600米的高
原区域，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联合课题组部署了多个
观测点，以采集第一手数据。

“有的数据实时传回北京，有的
记录在仪器里，只能现场采，还有的
需要进行后期复杂处理。”近日，清华
大学、中科院青藏所、中科院遥感所、
四川大学联合科考队在喜马拉雅山

区、羌塘高原和川西高原等地完成半
个月的科考工作。项目负责人、清华
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阳坤表示，
青藏高原是中国观测数据最为稀缺
的区域，团队此次获取了不可多得的
连续、多地形宝贵数据，将用于开展
基础研究，揭示高原特殊气候形成的
机制，发现现有气象模型和卫星遥感
的不足，提升未来青藏高原的天气/
气候模拟和卫星监测能力，最终服务
于灾害预警。

阳坤经常被问到，偏居西南的青藏高
原究竟和现在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这个在外人看似遥不可及、难以理解
的关联，阳坤却能给出最易懂的例证。“从
气象云图看，中国东部的云团，很多时候
是从青藏高原飘出来的。”阳坤说，例如根
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徐祥德院士等的
研究，1998 年发生在长江流域的特大洪
水，从一个时间段内的云团分析后发现，
青藏高原产生的影响加强了降水。

事实上，不只中国，东亚各国都受到
青藏高原的气候影响。几十年前，日本
便发现想准确预测日本本土的天气，需
要将青藏高原的天气情况纳入到预报体
系。“就如同内蒙古降温可以预测北京的
寒潮一样，没有大陆的数据，岛国上冬天

的寒潮、夏天的梅雨都没有办法预报。
只是青藏高原对东亚天气的影响更加复
杂一些。”阳坤说。

要了解青藏高原如何影响东亚的气
候，需要先了解它的体量。相关资料显
示，青藏高原面积250多万平方公里，东西
长3000公里，跨越15个纬度，南北宽1500
公里，约占我国陆地面积的1/4，雄踞亚洲
中部，它的海拔高度使得它几乎占对流层
厚度的1/3以上。

如此庞然大物，横亘在东半球的险要
位置，就算是“静静地”不动，也势必会散
发出巨大的影响威力，也难怪青藏高原被
称为与南极地区、北极地区并列的“第三
极地区”。

“上世纪50年代，著名气象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叶笃正先生就首先提出青藏
高原能够驱动东亚的季风系统。”阳坤说，
他证明青藏高原像个引擎，可以改变大气
的运行。

当时叶笃正先生和同事首先发现围
绕青藏高原的南支急流、北支急流及它们
汇合而成的北半球最强大急流，严重地影
响着东亚天气和气候。他还指出，青藏高
原在夏季是大气的一个巨大热源，冬季是
冷源。

“有了他的研究工作，国际上才接受
了大地形热力作用的概念。”阳坤解释，之
前研究气象会忽略地气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其实大地接受太阳的辐射后，产生的巨
大热量能影响气象的变化。

几大“怪”象 现有气象科学无法完全解释或模拟

在青藏高原上，人们很可能会发现，
前一个山坡阳光明媚，转个山梁就大雨瓢
泼，又或者在明媚的阳光下接住雪花，根
本不知道哪片云是雪的源头。

但这些都不是最“怪”的，小范围地建
个局地模型，这些反常天气甚至可能预
报。更“怪”的是一些经典的气候模型怎
么调整也无法贴近现实。

第一“怪”，青藏高原地面的太阳辐射
比大气层顶的还强。“人类在青藏高原频
繁地观测到超太阳常数的现象。”阳坤
说。有科学家 1979 年对青藏高原观测发
现，在高原地区特别是海拔相对较高的地
区，会出现太阳总辐射大于太阳常数的反
常现象。

第二“怪”，青藏高原的积雪量会被大
大高估。“模型预测积雪厚度高达 100 毫
米，但实际可能只有 20毫米。”阳坤说，实
际上在青藏高原经常看到下雪，但是大多
只是在地表形成薄薄一层。目前国际领

先的欧洲天气模型对于青藏高原地区降
雪量和积雪厚度的预测，始终无法反映现
实情况，有多个参数化方案曾试图矫正积
雪模拟，但仍未获成功。

第三“怪”，色林措等高原中部的内陆
湖面积逐年增加，而羊卓雍措等高原南部
的内陆湖面积却出现减少现象，是什么造
成不同的水量变化呢？降水量、地下水量
还是冰川融化的水量？

这些现有气象科学无法完全解释或
模拟的“怪”，恰恰说明人们对青藏高原的
了解太少了。

了解少的第一个原因是获取资料
少。阳坤介绍，这里的气象观测站密度非
常稀疏，不及平原国家级观测站平均数的
1/4，更别提其他地区还会有省、市、县级
观测站的加密。

“羌塘高原数据稀缺最为突出。”阳坤
说，羌塘高原南接冈底斯山脉，北靠昆仑
山脉，东临唐古拉山，是青藏高原的主体

部分，大部分地区海拔均在 4600 米以上，
堪称“高原中的高原”，是中国气候环境最
为恶劣的地方。数据缺乏严重限制了对
高原生态环境的卫星监测和灾害预警的
能力建设。

“例如，很早以前，只知道羌塘无人区
是‘干极’，但并不知道具体数据，直到上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
才知道降水少到什么程度。”中科院青藏
所副研究员陈莹莹说，当时科考队员分析
了 1976 年 4 个月的羌塘高原科考观测的
降水数据，发现 6~8月的累积降水量超过
100 毫米，进而推断羌塘高原的年降水量
为150毫米左右。

“由于当时技术手段、支持力度等的
限制，第一次科考从现在的角度看做得还
不够透彻，解决的是填补空白、从无到有
的问题。”陈莹莹说，因此此次开始的第二
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将依托现
有更加先进的技术手段，继续探索未知。

扩展站点 获取靠得住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担负了TPE（即由中国科学院发起和主导的
‘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中的工作，首先计划在青藏高
原获得一套合理的降水量资料。”阳坤介绍，目前课题
组设立了超过71个土壤温湿度站、55个雨量站、5个
GPS水汽观测站和4个气象站，此次科考行程中下载
了全部数据，并协助同事在海拔4600~5100米的高原
腹地建立了3个GPS站和3个气象站。“未来我们会不
断地扩展数据获取站点。”

无论是数据采集的周期还是站点部署都颇有讲
究。“为了保证获得完整季风季的数据，我们一年进行
两次数据采集，一次是季风前的5月底，一次是在季风
后的9月底到10月初。”陈莹莹说，在站点部署上，雨量
筒要考虑高原地区地形复杂，山前山后、不同海拔、不
同风貌都需要兼顾到。例如选点要包含山坡、河谷，还
有涵盖不同类型的地表状况，如树林、草地、荒漠等。

“土壤温湿度站则要埋在地下，选点匹配了卫星
像元尺度和模型网格尺度，为的是验证和改进已有卫
星遥感产品和模型模拟的精度，使其能够更大范围适
用。”陈莹莹说，团队在那曲部署的土壤温湿度观测网
覆盖了10000平方公里的面积，覆盖了多个卫星像元。

“明年将在翻越冈底斯山脉进入羌塘高原的地区
加强观测，服务于第三极高时空分辨率气候再分析资
料的建立。”阳坤说，这次的考察中，他发现这块区域虽
然海拔高达5000米，但地势平坦，很适合建立降水验
证网。

虽然有很多模型在日常预报中非常准确，但是在
青藏高原这块独一无二的地区经常失灵。“要做到真的
解析，必须走进实地，用脚丈量，才能提出令学界信服
的修正意见。”阳坤说，此次研究有不少发现，如在冈底
斯山脉的一个垭口处，测得6~9月降水量高达440毫
米，本次补充的降水观测显示当前的降水分布图并不
可靠。当前先进的卫星降水产品估计的夏季降水量与
羌塘高原的地面观测值之间相关性甚低，也就是说很
难利用这些观测站数据校正卫星降水产品，这意味着
无人区水文气象研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据《中国科学报》

科考队在帕里高原收集雨量站数据。王铁铮摄

近日，一篇题为《内蒙古部分
草原保护项目竟变“生态杀手”，生
物多样性减少》的报道指出，内蒙
古牧区日益增多的高产饲料地逐
步蚕食当地草原，过度的网围栏建
设阻断了生物链，致使草原的生物
多样性减少。报道中指出的问题
在当地是否存在？多个草原保护
项目是否真的已经演变为“生态杀
手”？记者就此问题在内蒙古多地
进行走访调查。

在内蒙古草原上，很多地方可
以见到由十几公分见方，高 0.9—
1.2 米左右的水泥柱或角钢、木桩
与铁丝共同构成的“丝状墙”，将
草原划分成区，即网围栏。

内蒙古农业大学李青丰教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网围栏建
设在草原的某些点上对生物链产
生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仅是个

别现象，事实上，它的存在，功大
于过，且必不可少。”

1984 年，内蒙古在全国率先
实行了草畜双承包责任制。自治
区农牧业厅草原处副处长王坚强
调说：“草场承包到户之初并没有
网围栏，但是牲畜随处走动、草场
有界，放牧无界，牲畜吃草场大锅
饭，养殖大户吃小户，有畜户吃无
畜户的现象随处可见，任由发展，
承包责任制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我国综合国内草原牧区
实际、总结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经
验，于本世纪初开始推行牧区网
围栏建设，并将此确定为国家政
策。王坚说，内蒙古近十几年来
生态的恢复与网围栏的作用密不
可分：“草畜平衡，划区轮牧、休
牧、禁牧是我们恢复草原生态的
重要手段，而开展这些工作，都要
由网围栏作为基础，也就是说，网
围栏不仅是每户牧民家庭财产的

分界线，也是划分生态保护区的
重要标界，不可或缺。”

数据显示，内蒙古确权草原面
积 11.4 亿亩，其中建有网围栏的
草原面积 4.6 亿亩，占草原面积的
41％。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
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专家表示，
网围栏建设不仅不会严重影响生
物多样性，相反会在草原生态保
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网围
栏并非网状而是条状，它对植物
花粉传播等生物现象的影响微乎
其微，它就像农田的垄沟，而不是
生态杀手，围栏建设还要根据实
际需要进一步加大。

随后，记者专门针对报道指出
的“高产饲料地正在蚕食草原”问
题走访了内蒙古东部几个旗县。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草原面积
1560 万亩，获国家审批的人工草

地面积仅 60 万亩，旗政府副旗长
裴焕斌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以 5 亩
人工草场产出的青储饲料养活一
头育肥牛计算，全旗仅人工草场
就可育肥 10 万头牛，而这是天然
草场远远达不到的效率和产出。

裴焕斌说：“我国《草原法》有
明确规定，为了提升草原畜牧业
产出，各地可在具备水源条件的
草场上发展高效人工草场，正因
为有如此的小投入、大产出，国家
才会出台此政策。”

王坚向记者着重说明了“高产
饲料地”这一概念：“首先我们要
站在科学的角度明确这一概念，
高产饲料地并不是农田，而是人
工草地，本质上是草原，人工草地
也会形成自己的生态系统，并逐
步融入草原的大生态。”

“至于私自开荒草原种植经济
作物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远远
没有发展到大面积蚕食草原的程

度。”王坚说，“近几年，我们各级
草原监管部门通过普法宣传教育
和加强草原执法监管工作，这种
现象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对于
破坏草原生态的行为政府是零容
忍的。”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一项数据
统计显示：2017 年，全区草原植被
平均覆盖度为 44％，比 2000 年提
高 14 个百分点；重度退化草原面
积减少 2200 多万亩，多年生牧草
比例较 2000 年平均增加 13％。目
前，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趋势得
到有效遏制，半数以上草原生态
明显好转，恢复至上世纪 80 年代
中期水平。

李青丰告诉记者：“各类草原
保护项目都是国家以‘人与自然
高度和谐’为根本制定出的战略
性举措，内蒙古的生态建设成就
足以说明，各项保护措施的功远
远大于过。” 据《科技日报》

高产饲料地也是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