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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山地所为巴基斯坦喀喇昆仑
公路堰塞湖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2010年1月4日，巴基斯坦北部罕

萨谷阿塔拜德山体发生滑坡。滑坡体堵

塞罕萨河形成了一个长约11公里的堰塞

湖，淹没了数个村庄和部分喀喇昆仑公

路，即中巴友谊公路。随着堰塞湖水位

不断地升高，湖水极有可能冲破大坝，

形成严重洪灾，危及下游村庄。

	 受中国路桥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派出

由崔鹏研究员、程尊兰研究员、张小刚

副研究员、陈晓清副研究员和庄建琦博

士组成的巴基斯坦KKH公路堰塞湖应急

排险专家组于3月27日赶赴巴基斯坦北

部参加罕萨谷堰塞湖应急排险考察。

	 专家组在中国路桥、巴基斯坦白

沙瓦大学相关人员和当地警察的协助下

顺利到达堰塞湖现场，对滑坡、堰塞湖

坝体、河流水文、下游河谷等进行了全

面的勘察和测量，获取宝贵的第一手数

据，并采集滑坡体土样进行室内分析，

为后续评估提供数据支撑。经过几天的

紧张工作，专家组根据勘察情况和掌握

的相关资料就堰塞湖灾害成因、危险状

况、发展趋势、上下游风险、应急处置

对策等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将初步分析

结果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中国路

桥巴基斯坦办事处进行了汇报。

	 专家组于4月4日顺利完成野外勘察

工作，安全返回成都。考察组的高效率

工作、不畏危险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

度得到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和中国

路桥巴基斯坦办事处的高度评价。

	 5月，专家组完成了巴基斯坦喀喇

昆仑公路阿塔拜德滑坡堰塞湖危险性

评估与应急处置建

议咨询报告，为中

国路桥有限责任公

司KKH项目部的堰塞

湖减灾提供了技术

支撑，为巴基斯坦

喀喇昆仑公路灾害

治理提供了决策咨

询。同时，成都山

地所专家组还将继

续为喀喇昆仑公路

堰塞湖后期处理提

供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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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河流域跨境项目”国际研
讨会在尼泊尔召开

	 2 0 1 0年4月2 2 - 2 3日，由国际

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主办

的“Koshi河流域跨界项目”国际研

讨会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

（“Koshi河流域跨界项目”是中科院

重点国际合作项目-科西河流域地表环

境变化及区域适应研究项目的姊妹项

目，由ICIMOD设立）。来自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成都山地灾害

与环境研究所、成都生物研究所、寒区

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生态环境中心

和西藏自治区科技厅，尼泊尔国家公园

和野生生物保护部、尼泊尔气象与水文

局、Tribhuvan	 University、水和能

源委员会秘书处（WECS）、尼泊尔社会

与环境变迁研究所（ISET-Nepal）、国

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IWMI）、科西河

流域办公室，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尼泊尔办公室、欧盟驻尼泊尔办事处以

及ICIMOD等机构与组织的40余位中外

专家参加了会议。开幕式由ICIMOD副

主任Mr.	 Berend	 de	 Groot主持，主任

Andreas	 Schild博士致欢迎辞，地理所

张镱锂研究员致开幕辞。会议围绕流域

冰川-冰川湖-水资源和风险、生物多样

性、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社会经

济与区域发展等4个方面进行了研讨。	

	 张 镱 锂 研 究 员 介 绍 了 我 国 在

HKKH（Hindu	 Kush-Karakoram	 -	

Himalaya	 region）国际合作项目中的

研究进展，重点阐述了我国在喜马拉雅

北坡在气候、土地利用/覆被制图、生

物多样性、数据库建设与共享等方面的

研究成果，并就下一步要开展的工作向

大会作了报告。与会中外专家对我国在

该地区所开展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同时就该地区今后的合作项目交换

了意见。ICIMOD	 的Eklabya	 Sharma博

士对喜马拉雅东部地区跨境景观的保

护研究进行了报告。成都生物所江建平

研究员就喜马拉雅山两栖类的生物多

样性情况向与会专家做了汇报。ICIMOD

的	Bishnu	Bhandari博士、WWF的Neera	

Shrestha-Pradhan	 女士和尼泊尔国家

公园和野生生物保护部Gopal	 Upadhyay

先生对Koshi河流域的湿地的重要性和

资源性进行了介绍，他们指出Koshi河

流域的湿地资源是当地资源环境保护的

一个重要方面，湿地的保护直接关系到

当地资源可持续的发展。	

	 在冰川、冰川湖、水资源和风险

研究方面，WECS联合秘书Ravi	 Ar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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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就尼泊尔境内的流域规划和水资源

综合管理方面向与会专家进行了详细的

介绍。中科院寒旱所上官冬辉博士介绍

了近年来在HKH地区从事的冰湖研究，

尤其是该地区冰湖季节波动和潜在溃坝

风险评价。成都山地所陈宁生研究员从

气候变化和地震方面对于泥石流趋势的

影响方面向大家进行了汇报。IWMI的

Luna	 Bharati博士介绍了基于SWAT模型

对Koshi河流域的水文特征研究成果。	

	 在Koshi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和区域

发展方面，ISET-Nepal的Ajaya	 Dixit

先生首先就Koshi河流域地区对全球气

候变化的适应方面和与会专家进行了探

讨。Tribhuvan	 University的Narendra	

Khanal教授在Koshi河地区的社会经济

进行了多年的研究，Khanal教授以当

地的社会经济的调查数据详实地对该地

区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的脆弱性进行了评

估。ICIMOD的	Brigitte	Hoermann博士

也对Sun	 Koshi河流域地区的人口贫困

和环境的脆弱性问题进行了诠释。成都

山地所方一平研究员总结了其课题组在

河流源头地区这些年来对气候变化研究

的经验，以及这些地区畜牧业采取的适

应对策方面进行了报告，为Koshi河流

域上游和源头地区下一步开展社会经济

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关建议。	

	 与会专家们充分肯定了各个研究

机构在HKKH地区的一直以来的工作，并

对各个研究团队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建

议。各方就Koshi河流域上下游自然和

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的数据共享方面达成

了一定的共识，同时还就Koshi河流域

研究中相关资料和知识不足方面交换了

意见，确定了当前Koshi河流域研究应

该采取的工作模式以及今后合作形式。

通过各方的努力磋商，该研讨会确立了

各方长期合作关系，同时为中科院有关

研究所、ICIMOD和尼泊尔相关研究机构

与管理部门之间今后开展区域性合作奠

定了基础。会后进行了为期六天的科西

河支流-圣科西河流域的多学科综合考

察。

第三极环境（TPE）国际计划—尼
泊尔气候环境科学考察成功实施

	 南亚地区是“第三极环境”研究

的重要区域，而尼泊尔是该国际计划实

施的重要一站。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

南坡。地理上，尼泊尔是“第三极”的

南缘，海拔跨度从南部的几十米到北部

的八千米以上。尼泊尔也是印度季风输

送过程中的重要通道，是研究季风对第

三极地区气候环境变化的理想的地区。

	 2009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姚檀栋院士的带领下，中

国科学家联合尼泊尔Tribhuvan大学对

Langtang流域进行了初步探查。主要完

成了长期气候环境变化监测站的选址工

作，对流域地区冰川工作环境进行了初

步考察，以及调查其它相关的研究方向

的可行性。

	 2010年4月18日-5月15日，中国

科学院青藏所研究人员一行6人，在

姚檀栋院士的带领下，联合尼泊尔

Tribhuvan大学5名科研人员，成功实施

了尼泊尔野外考察工作，完成了包括气

象、冰川、水文、树轮、微生物、同位

素的综合考察活动，完成了定点野外台

站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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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科学考察成功完成了以下

工作：包括建立了定点野外台站，在

Kyanjin	 Gompa	 (3900m)与尼泊尔东南

部的Tarahara	 (119m)建立了两个气象

观测站；开展了Yala冰川物质平衡的观

测，在该冰川表面设立了一系列花杆；

开展了差分GPS冰川测量工作，包括冰

川表面海拔高度测量以及冰川末端位置

测量，完成了该冰川动态变化监测的重

要一步；完成了Yala冰川表面雪及雪坑

剖面微生物样品的采集工作；开展了

Langtang流域内树木年轮的样品采集工

作；开展了流域水文径流观测以及水位

长期连续监测；开始了流域内稳定同位

素水文循环研究。建立了2个同位素降

水样连续监测点以及一个河水同位素样

品连续收集点。

	 这次尼泊尔综合科学考察的成功

实施，野外台站的建立，标志着“第三

极环境(TPE)”计划正式进入实质性实

施阶段。

第三极环境（TPE）计划“帕米尔
高原构造变形与环境变化”项目
专家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地质所
开展合作研究	

	 2010年5月15日，为完成由中科院

国际合作局及资环局联合资助的第三极

环境计划“帕米尔高原构造变形与环境

变化”项目，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

长姚檀栋院士、丁林研究员、何建坤研

究员、田立德研究员等一行7人赴塔吉

克斯坦，开展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地质

所的合作研究工作，并举行了会谈。随

后，中塔科学家将进行为期40多天的帕

米尔高原联合考察，重点进行地质考

察、菲琴科冰川考察、地壳变形GPS观

测等，同时将建立杜尚别综合观测站。

	 会谈后，姚檀栋所长与塔吉克斯

坦地质所所长Abdulhak	 Faiszev宣布了

塔吉克斯坦-中国帕米尔研究中心的成

立，Abdulhak	 Faiszev所长代表塔吉克

斯坦地质所向中国科学家递交了塔吉克

斯坦-中国帕米尔研究中心的钥匙，姚

檀栋所长代表青藏所赠送了高性能笔记

本等设备。

	 随后，双方在塔吉克斯坦-中国帕

米尔研究中心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双方

科学家回顾了过去一年多的杜尚别、北

京等的合作交流、访问，总结了过去一

年的野外考察成果。双方表示将加大合

作力度和广度，未来首先在台站观测、

野外考察、研究生及年轻科学家培养与

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接着，姚檀栋所长与塔吉克斯坦

地质所副所长ILHOMJON一起选定了杜尚

别观测站的位置，在塔方工人的协助

下，清理了场地，建立了围栏。在未

来一段时间内，将陆续架设自动气象

站，GPS连续观测台，自动雨量计等仪

器，并开展稳定同位素降水样的收集。

	 在与后续队员汇合后，塔中联合

考察队将分成3组，开展为期40天的帕

米尔高原地质考察，冰川考察，湖泊浅

钻，GPS观测，塔吉克盆地古地磁采样

及冰川观测站的选址等各项任务。

第三极环境（TPE）计划专家访问
巴基斯坦空间与高层大气研究委
员会

	 2010年6月3-6日，由中科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院士率领的第三

极环境(TPE)	 计划专家一行5人(包括

张寅生研究员、阳坤研究员、粱尔源研

究员和徐柏青研究员)应邀对巴基斯坦

空间与高层大气研究委员会(SUPAR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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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istan	 Space	 &	 Upper	 Atmosphere	

Research	 Commission)卡拉奇总部进行

了短期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在第三极

环境计划(TPE)框架内详细讨论了未来5

年的合作研究内容。

	 讨论会由SUPARCO委员伊姆兰•伊

克巴尔主持，参加讨论会的巴方人员

包括空间与大气科学部负责人巴达尔•

高里博士、空间应用部负责人拉赫迈

图拉•吉拉尼及相关科研与项目管理人

员。讨论会就冰川观测、气候与冰川变

化、大气物理与环境、环境变化的影响

与适应、冰雪水文研究与模拟、古气候

环境记录、卫星与地面观测及能力建设

等8个方面的合作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讨

论，会议确定了各合作研究内容的双方

负责专家及启动的时间节点。会议提出

2010年8月初由中巴双方组织科学考察

队，对自中国境内的西昆仑慕士塔格至

巴基斯坦北部喀喇昆仑进行联合考察，

重点考察区包括巴托拉冰川、帕苏冰

川、霍珀冰川、彼亚福冰川、喜士帕尔

冰川等，考察期间将安装自动气象站、

开展冰川水文观测、冰川物质平衡观

测、第四纪冰川测量、大气-雪冰化学

采样及生态与树木年轮观测与取样研究

等。访问期间还就中方帮助巴基斯坦培

养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短期培训课程

及台站建设等事宜达成一致。

	 此次中巴合作的启动标志第三极

环境计划框架内中国与青藏高原周边国

家的合作研究的全面展开。

中外专家联合进行科西河流域跨
境考察

 根据既定计划，中科院国际合作
重点项目《气候变化影响下喜马拉雅地
区山地地表过程与区域适应对策前期研
究》于2010年7月2日至9日与国际山地
综合发展中心（ICIMOD）联合在喜马拉
雅山南北坡中国境内的波曲和朋曲河流
域组织了野外考察。

	 此次野外考察组包括4位中方专
家、6名尼泊尔和ICIMOD专家，他们沿
尼泊尔科西河上游进行，对位于西藏日
喀则地区的波曲河和朋曲河流域土地资
源利用、水资源和灾害、生物多样性和
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初步考察，并考察
了设在聂拉木县樟木镇的地质灾害监测
站和位于定日县扎西宗乡（北纬28.21

度,东经86.56度,	 海拔高度4276	 米）
的中国科学院珠峰大气与环境综合观测
研究站。

	 在考察中，中外专家从喜马拉雅
南坡海拔1700米的亚热带气候区直至北
坡5300米的高寒山区，克服了高山缺
氧，道路崎岖，气候剧烈变化等诸多困
难，圆满的完成了考察任务，外方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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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方的组织工作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
感谢。

	 本次考察活动得到了西藏科技厅
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并派人全程参与，
与各相关管理部门做了重要的协调工

作。

喜马拉雅地区“科西河流域跨境
项目”国际研讨会在四川召开

	 2010年8月24-27日由国际山地综合

发展中心（ICIMOD）中国委员会和《气

候变化影响下喜马拉雅山区山地地表过

程与区域适应对策前期研究》项目主办

的“科西河流域跨境项目”国际研讨会

在四川省峨眉山市举行。来自中国科学

院国际合作局、成都山地所、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成都生物研究所、寒区

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ICIMOD、尼泊

尔环境科学技术部科西河流域办公室、

尼泊尔水和能源委员会秘书处（WECS）

以及Tribhuvan	 University等机构与组

织的30余位中外专家参加了会议。项目

负责人、成都山地所所长邓伟研究员

致欢迎辞，并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了

简要的总结。ICIMOD的水、灾害与环境

部门主任欧阳华研究员致辞，项目负责

人、地理与资源所张镱锂研究员主持了

开幕式。会议围绕流域水灾害以及与气

候变化的关系、冰川-冰湖变化、土地

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

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社会经济与区域发

展等5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ICIMOD	 的科西河流域项目协调员

Garrett	 Kilroy博士评价了近来在科

西河地区所开展的适应研究工作，同时

他概要的介绍了英国资助的“生态系统

服务与扶贫效益（ESPA）”计划和联合

立项的总体设计，与会成员分4组详细

地研讨了该计划的建议案的设计框架、

科学问题、研究内容、目标、队伍、机

制，及立项日程安排等问题。

	 该项目得到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

局的大力支持和指导，ICIMOD专门立项

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并得到尼泊尔相关

机构的热烈响应，通过两次跨境的流域

考察和三次研讨会，对科西河流域的水

文气象、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社

会经济发展、冰川和冰湖以及灾害的情

况有了初步的认识，积累了初步的基

础数据，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

础。通过多方的合作研究已形成了相对

稳定的合作机制和研究团队，希望进一

步加强合作，扩大研究团队、深入研究

领域，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建议，多

方争取资源，推动喜马拉雅地区的跨境

多边合作的开展。

第二届冈仁波齐地区跨境景观保
护项目研讨会在四川召开

	 2010年9月4-6日，由国际山地综

合发展中心（ICIMOD）主办，联合国环

境开发署（UNEP）资助的第二届冈仁波

齐地区跨境景观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项目

研讨会在四川省九寨沟召开。来自中科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成都山地灾

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北京工业大学、ICIMOD、UNEP以及印度

和尼泊尔的25位中外专家参加了会议。

国际山地中心中委会秘书处和成都山地

所承办此次会议。

	 研讨会旨在通过中国、印度和尼

泊尔的地区合作伙伴之间的探讨，明

确下一步工作，并制定出该项目的区

域合作框架（Reg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	R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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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尼三国项目负责人首先

介绍了该项目在启动阶段的执行情况，

分别汇报了针对冈仁波齐地区所制定的

综合保护对策和环境监测计划。尼泊

尔林业和土壤保持部副部长Mr.	 Surya	

Prasad	 Joshi提出，冈仁波齐项目的顺

利开展应得益于尼泊尔分别与中国和印

度签署的双边合作协议。UNEP环境政策

执行部门主任Dr	 Elizabeth	 Migongo-

Bake强调了在项目发展过程中，建立生

态系统保护策略和景观保护战略的重要

性。中科院地理所石培礼教授提出了各

国之间进行有效技术合作的必要性。印

度G.B.	Pant	喜马拉雅环境发展研究所

(GBPIHED)主任Dr.	LMS	Palni强调了参

与性和以人为本的做法在目前区域合作

框架建设中的作用。ICIMOD环境变化和

生态服务部主任Dr.	Eklabya	Sharma概

要的介绍了该项目的总体设计，各阶段

目标任务等。随后，中外专家共同研讨

了区域合作框架草案的内容、目标、队

伍、机制，及立项日程安排等问题。

	 冈仁波齐地区跨境景观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项目在UNEP的资助下，

于2009年7月启动，分为四期。第一

期将历时18个月。2010年4月在印度

阿尔莫拉（Almora）乌塔拉卡汉德

（Uttarakhand）成功召开了第一届项

目研讨会。第三届项目研讨会将于今年

12月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召开。

	 会议期间，参会专家前往九寨沟

国家公园考察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

保护状况。

国际山地中心评估专家Othmar	
SchwanK访问中国合作伙伴单位

	 2010年4月，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

心（ICIMOD）评估专家、瑞士INFRAS执

行委员Othmar	 Schwank博士到中国相关

研究所开展调研，对ICIMOD在中国的活

动进行中期评估。

			 	 SchwanK博士于4月7日访问了中科

院北京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理所

周成虎所长对Schwank博士的到访表示

热烈的欢迎，同时对ICIMOD	 与地理所

未来的科技合作表示了由衷的希望。吕

昌河研究员、石培礼研究员、诸云强博

士和刘林山博士分别介绍了各自课题组

同ICIMOD项目合作的开展情况，并就

合作成果和未来方向提出了建议。作

为ICIMOD独立领事，张林秀研究员向

Schwank博士介绍了自己对ICIMOD发展

战略规划的认识和感受，提出ICIMOD应

当重视区别对待其与不同发展中国家科

技合作的战略构想，以及提升其山地综

合可持续发展中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水

平等。Schwank博士随后同参会人员就

未来合作构想和建议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最后，Schwank博士对地理所的热



8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 第四卷 第一期 2010年04月

情接待表达了真诚的谢意，也期冀地理

所同ICIMOD能建立更加广泛的科技合作

关系。	

	 随后，Schwank博士于4月12日访

问了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和国际山地中

心中国委员会（CNICIMOD）。韦方强

副所长出席了座谈会并代表邓伟所长对

SchwanK博士的来访表示欢迎，并表示

很高兴地看到ICIMOD在发展战略方面的

改变，着力于3个重点发展领域，并且

更加注重加强政府间合作与交流，更为

广泛地在成员国中发展合作伙伴，为地

区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桥梁

和平台的作用。希望ICIMOD更加关注气

候变化情况下的区域多边合作，加强基

础性研究，在区域多边合作中起到协调

和保障的作用。CNICIMOD办公室主任胡

平华介绍了中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进

展，并希望ICIMOD能在能力建设方面为

成员国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更多的机

会。

	 在CNICIMOD的安排下，SchwanK博

士在四川还访问了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和

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

中科院寒旱所与国际山地综合发
展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0年6月7日，中科院寒区旱区环

境与工程研究所与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

心（ICIMOD）就共同合作以有效推进区

域冰冻圈和水文水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其

相关的研究工作在兰州签署了一项为期3

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由中科

院寒旱所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

务副主任任贾文研究员主持，寒旱所副

所长丁永建代表中方在备忘录上签字。

	 据悉，双方将长期携手开展喜马

拉雅山区域冰冻圈（包括雪盖、冻土和

冰川）和水文水资源的监测与制图、数

据库建设与共享、人员交流与学生培养

等方面的深入合作。双方将定期进行交

流和沟通，密切有效地进行合作。

国 际 山 地 综 合 发 展 中 心 主 任
Andreas	 Schild访问中科院昆明
植物所

	 2010年6月13日，国际山地综合发

展中心（ICIMOD）主任Andreas	 Schild

访问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

明植物所书记、副所长孙航研究员会见

了Schild主任，并对其此次到访表示热

烈欢迎。

	 会晤期间，双方回顾了ICIMOD与

昆明植物所的合作历史，并就未来双方

进行研究生的联合培养、共同举办研讨

会或培训班、促成昆明植物所与周边国

家开展区域性项目合作等话题进行了讨

论。

	 会面结束后，Schild主任参观

了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以及

由昆明植物所与世界混农林业中心

（ICRAF）共建的山地生态系统研究中

心。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秘书处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九号

电话：86－28－85237507

传真：86－28－85222258

邮编：610041

电子邮箱：pinghuahu@imde.ac.cn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致力于

加强与南亚国家的科技交流，促进成员机

构的科技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