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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第三极环境(TPE)”国际计划—
第三次尼泊尔气候环境科学考察
成功实施
2012年4月23日-5月25日，在“第三极环
境（TPE）”国际计划的资助下，中国和尼泊
尔科学家第三次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尼泊尔朗塘
（Langtang）地区开展冰川、径流和气象等方
面的野外考察。参加此次考察活动的中方科考
人员有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田立德研究员、
余武生副研究员、李生海、李久乐、朱美林等
5人，尼方科考人员有尼泊尔特尼布凡大学水
文气象系Lochan P. Devkota教授等2人。
这次考察顺利地完成了以下主要观测及试
验：Yala冰川物质平衡观测；Yala冰川表面绝
对高程和冰川边缘位置的差分GPS测量以及冰
川表面高程变化的回放监测，完成了该冰川动
态变化监测的重要一步；Yala冰川厚度探地雷
达GPR测量；维护Kyanjin Gompa (3900 m)与
Tarahara (119 m)两地的自动气象观测站，分
别架设雨量桶，并下载气象数据；沿途梯度架
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被动采样器。

另外，在考察期间，在Yala冰川上采集了
表面雪及雪坑剖面样品、在Kyanjin Gompa 和
Langtang Valley固定站点分别取回了2011年4
月-2012年4月期间的降水与河水样品，并沿途
采集了河水及土壤样品。
本次考察活动很好地实施了“第三极环境
（TPE）”国际计划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尼泊尔
境内的科研任务，为喜马拉雅山南、北坡气候
环境变化等方面的对比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
基础。

“资源环境科学数据库建设与决策
支持研究”项目启动会在京召开
2012年6月5-6日，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
目“资源环境科学数据库建设与决策支持研
究”项目启动会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隆重召开。项目负责人庄大方研究员主
持了会议。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
冯仁国副局长、国土与遥感处黄铁青处长、翟
金良副处长，项目专家咨询组组长刘纪远研究
员、咨询专家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陈军研究
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郭建强研究员、黄
季焜研究员、吴炳方研究员到会致辞。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成升魁副所长代表
项目承担单位发表了讲话。出席会议的还有项
目总体组成员、课题负责人、研究骨干及研究
生等共40余人。
冯仁国副局长首先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
况，项目负责人庄大方研究员进行了项目总体
介绍。来自成都山地所李爱农研究员和地理资
源所徐增让博士做了“南方毗邻地区资源环境
关键问题及科学数据库建设”课题汇报；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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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为依
托单位，参加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项目专家组组长孙鸿烈院士、副组长郑度
院士、项目专家组成员姚檀栋院士、傅伯杰院
士、郭正堂研究员、宋长青研究员、朱立平研
究员，特邀领导和专家以及项目科研骨干等近
40人参加了会议。启动会开幕式由中科院青藏
高原所副所长马耀明研究员主持，孙鸿烈院士
主持听取讨论了项目与课题的汇报内容。
地生所王宗明研究员和新疆生地所李均力副研
究员做了“北方毗邻地区资源环境关键问题及
科学数据库建设”课题汇报；地理资源所江东
副研究员、黄耀欢博士和王黎明研究员汇报
了“全球基础地理要素体系与数据库建设”的
实施方案；杨军副研究员和袁文博士介绍了
“资源环境科学数据集成与决策支持平台”课
题的实施方案；遥感应用所李强子研究员和杜
鑫博士做了“全球粮食生产要素潜力与风险
评估”课题汇报。
项目咨询专家组在听取了项目和课题汇报
后做了重要的讲话，他们首先肯定了项目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并对项目的总体思路表示肯
定，同时指出项目研究中存在很多的难点和挑
战，要凝练研究目标，细化研究方案，确保研
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并对项目的总体设
计以及五个课题、专题的实施方案提出了具体
的指导意见与建议。国土与遥感处黄铁青处
长、翟金良副处长要求项目组认真学习和总结
专家的意见建议，落到实处，形成有针对性的
调整方案。
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吸取了领导和同行
专家的宝贵意见，深化了对项目和课题研究方
案的理解，促进了项目组成员间的学术交流与
合作，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
目—“青藏高原资料匮乏区综合科
学考察”启动会顺利召开
2012年6月25日，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
项重点项目“青藏高原资料匮乏区综合科学
考察”启动会在北京召开。
2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所长姚檀栋院士代表项
目依托单位对各位专家在百忙之中出席会议表
示热烈欢迎，并表示项目依托单位将全力为项
目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和保障。科技部
基础司彭以祺副司长在讲话中强调，对于国家
科技基础性工作，在执行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
题：一是要明确项目的定位和特点。二是要抓
紧时间完成任务，对开展工作任务的时间、进
度、人员、目标等进行细致的安排和部署。三
是要加强管理，保证项目的科学质量和经费使
用，在优质高效完成考察工作的同时，也要在
经费使用上经得起检查和评估。四是要注意开
展宣传工作，强调基础性工作的重要性，在做
好考察工作，获取数据的同时，有意识地发表
一些科普类文章和读物。
项目负责人朱立平研究员就项目的总体实
施方案进行了汇报，对项目背景、工作内容和
预期目标、实施方案及项目管理等做了详细的
阐述。之后，朱立平研究员代表第一课题“流
域水文状况基础数据调查”，刘林山副研究员
代表第二课题“土地覆被与土壤质量调查”，
郭柯研究员代表第三课题“植被多样性与植物
群落调查”分别对课题的工作内容、方案、进
度安排和预期成果等做了详细汇报。
与会专家对项目的工作目标和内容、整体
研究方案等予以充分的肯定，并对项目实施方
案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孙鸿烈院士对专家的建
议做了总结性发言。专家建议项目在执行中要
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做好三个课题之间的
结合，突出考察工作的综合性；二是根据考察
区域的自然地理特点，强调考察工作的显示
度。最好在考察区域建立一个从东到西的样
带，通过样带上资料匮乏区的重点调查和已有
资料区域的一般调查，获得考察区域水、土、
气、生等要素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并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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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方法，为利用遥感数据大面积反演符合实
际情况的地面资料建立基础；三是做好考察前
的各项准备工作，保证实现考察的工作目标。
最后，项目主要研究人员针对有关领导和专家
组提出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青藏高原“三河源”科学考察取得
初步成果
西藏阿里地区不仅是大的山脉的汇集之
地，也是几条大河的发源地。阿里地区是狮泉
河（其下游为印度河）、象泉河（向下流入印
度河）；马泉河（其下游为雅鲁藏布江，注入
印度为布拉马普特拉河）；孔雀河（流入尼泊
尔，最终注入恒河），印度河、恒河和雅鲁藏
布河源区称为“三河源”。西藏阿里地区气候
干旱，而发源于高海拔地区的河流成为当地人
赖以维持生产与生活的主要水源地。2012年7
月1日起，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对三河
源进行了综合考察。参加人员有姚檀栋、杨永
平、张寅生、苏凤阁、田立德研究员以及杨威
副研究员以及博士后才东等17人。
考察队先后考察了恒河源头之一的孔雀
河，雅鲁藏布源头之一的杰玛央宗冰川和发源
于阿里地区普兰县的更远的源头昂色洞冬冰
川，以及印度河源源头的两大支流象泉河和狮
泉河。
考察队在纳木那尼冰川下游以及孔雀河上
游仁贡村设立了水文监测站，监测水位变化；
同时在孔雀河上游设立了自动气象站与总雨量
计。在对杰玛央宗冰川考察时，设置了冰川物

质平衡观测网络，架设了自动气象站、总雨量
计和水文观测点。考察队在狮泉河源区考察后
设立了自动气象站、总雨量计和水文观测点，
并对雅鲁藏布上游的水文特征进行了考察，分
别在仲巴县霍尔巴乡和昂仁县阿布列村设立了
自动气象站、总雨量计和水文观测点。
同时，考察队对象泉河、狮泉河和雅鲁藏
布河源区的植被和植物多样性做了初步的调
查，为今后开展三河源冰川退缩区植被演替调
查与监测研究奠定了基础。考察队还对地表水
体进行了氧同位素采样。
考察期间，中共阿里地区区委书记万超
岐、秘书长任建春会见了考察队，并进行会
谈。姚檀栋院士汇报了考察的初步成果，提出
了印度河、恒河和雅鲁藏布均为双向复合补给
型河源，同时介绍了“三河源”的科学意义和
社会意义。万书记充分肯定了“三河源”科学
考察的重大意义，同时详细介绍了阿里地区历
史、人文和地理特征。

合作与交流
白春礼会见巴基斯坦科学院
院长一行
2012年4月10日，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
在京会见了巴基斯坦科学院院长Atta Ur
Rahman一行。
白春礼首先对Rahman院长一行访问中科院
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对方介绍了中科院的总体
情况、职能与定位。他说，巴基斯坦是中国的
重要友好邻邦，双方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在加强
两国关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科院与巴
基斯坦科学院今后不仅能通过召开学术研讨
会、学者与学生交流、联合项目等多种形式积
极推动双边交流，还可在国际科技组织中共同
发挥积极的作用。
白春礼重点介绍了中科院与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TWAS）奖学金资助计划和巴基斯坦籍学
者通过该渠道来我院工作、学习的基本情况，
以及巴基斯坦在我院留学生的总体情况。白春
礼还欢迎Rahman院长率团参加9月在天津举行
的第二十三届TWAS院士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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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题组代表分别对湄公河流域水文与水资源
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土地利用研
究、遥感影像数据共享等研究领域的进展和合
作意向进行了介绍，双方就以下合作领域进行
了探讨并达成共识：湄公河次区域自然资源综
合科学考察、湄公河流域生态服务与生态风险
评估、遥感信息数据共享、科研项目的合作
与共同参与、博士研究生交流、举办多边国
际研讨会等。

Rahman在讲话中，向白春礼当选巴基斯坦
科学院外籍院士表示祝贺，并重点介绍了巴基
斯坦近年来在科技和高等教育特别是吸引优秀
人才回国工作等方面所采取的举措，以及该国
在科技方面所取得的总体进展情况。他还介绍
了巴基斯坦科学院的概况和基本职能，并建议
巴基斯坦的杰出研究中心与中科院下属研究所
加强机构间的合作，围绕生物医药、纳米科
学、能源、信息网络技术等重点领域开展访问
学者交流、博士生联合培养及合作研究项目。
会上双方商定，今年7月在巴基斯坦围绕
相关领域召开双边学术研讨会。
巴基斯坦驻华使馆科技参赞泽米尔·阿
万，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主任王琛、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主任黄向阳，以及国际合作局和研究生院有关
领导参加会见。

2011年3月，Royol Chitradon博士曾率团
访问地理资源所，并与该所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2011年10月，地理资源所闵庆文研究员
应邀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PAN年度工作会议暨
学术研讨会。Royol Chitradon博士一行人的
此次来访，将为双方在大湄公河次区域资源与
环境方面的合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
“澜沧江中下游与大香格里拉综合科学考察”
项目的进一步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澜沧江中下游与大香格里拉地区综合科
学考察”是地理资源所承担的国家科技部科技
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之一，成升魁研究员
为项目首席科学家。该项目旨在考察该地区的
水资源、土地、生态、社会经济、文化旅游等
背景信息与动态变化，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
李丽娟研究员、闵庆文研究员、姜鲁光副
研究员、肖玉副研究员、刘庆生副研究员、鲁
春霞副研究员、徐增让博士、白艳莹博士等参
加了交流。

泰国科技部水文与农业信息研究所
所长访问地理资源所

中国水土保持代表团访问泰国

2012年4月8日，泰国科技部水文与农业信
息研究所（HAII）所长Royol Chitradon博士
以及Kanoksri Sarinnakaorn博士一行人访问
了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理资源所
党委书记、副所长成升魁、地理资源所“澜沧
江中下游与大香格里拉地区综合科学考察”项
目组部分课题负责人和研究骨干与泰国籍专家
进行了交流，并就若干领域的进一步合作达成
了初步意向。

应泰国土地发展局（L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LDD)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 of Thailand）邀请，世界
水土保持协会（WASWAC）秘书长、国际泥沙研
究中心副主任宁堆虎为团长一行7人于2012年5
月21-26日访问了泰国。山地所所长邓伟、科
技信息与传播中心主任邱敦莲，山地灾害与地
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外事秘书谭荣志应邀随团出
访。

成升魁首先对Royol Chitradon博士等的到
来表示欢迎，介绍了地理资源所在澜沧江流域
开展的研究工作以及未来双方合作领域。随后

中国代表团此次访问了泰国土地发展局
（LDD），商讨了LDD将于2013年承办的第二
届世界水土保持协会学术研讨会的会议筹备
和组织安排工作，参加了LDD成立49周年的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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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考察期间，世界水土保持学会前任主
席、LDD退休官员Samran Sombatpanit和世界
水土保持学会副主席、LDD水土保持研究室主
任Chinapatena Sukvibool全程陪同代表团进
行访问、考察和交流，并悉心安排行程，使得
访问取得多方面成果，也为推动中泰双方在科
研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
典活动并参观了他们的土壤博物馆。访问期
间，中国代表团先后在LDD、泰国农业大学
（Kasetsart University）土壤系、泰国农业
与合作部水资源司（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和拉卡邦先皇理工学院农
业技术学院（Faculty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King Mongkut’s Institute of
Techonology Ladkrabang (KMITL)）等管理、
教育与科研机构做了双边学术交流与座谈。
访问期间，代表团受到了LDD等多个单位
及部门负责人的接见，并与各单位项目官员和
专家进行了座谈。在访问LDD、泰国农业大学
（Kasetsart University）土壤系、泰国农业
与合作部水资源司和座谈时，山地所的邓伟所
长介绍了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的总体概况和近期
的五年规划，并应邀介绍了山地所在汶川地震
科技救灾中所做的工作；邱敦莲主任介绍了中
国科学院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机制以及文
献情报服务模式和服务内容，并就JMS办刊宗
旨、稿件处理流程以及作者注意事项做了比较
详细的介绍。

由白春礼院长带队，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一
行17人于2012年7月15-17日访问巴基斯坦。姚
檀栋院士、张寅生研究员随团访问了巴基斯坦
科学院、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NUST）及
Atta-ur-Rahman应用生物科学中心。姚檀栋
院士会见巴基斯坦空间和上层大气研究委员会
（SUPARCO）主席 Ahmed Bilal少将，双方充
分肯定了过去三年间与SUPARCO在TPE项目框架
下开展的合作研究，并且讨论了未来合作研究
的方向与内容。
姚檀栋院士、张寅生研究员参加了在巴
基斯坦科学院举行的中巴两国科学院研讨会
（PAS-CAS Bi-national Conference），并分
别作了题为“Sino-Pakistan Cooperation
Stud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PE Program”
和“Observational Research of Land Surface
Hydrology in Upper Indus River Basin (UIB),
North Pakistan”的报告。会议期间，代表团
成员与巴基斯坦科学家在纳米科学技术、网络
安全、生态与环境科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广
泛的学术交流。

随后，代表团还参观了Khao Hin Sorn 国
王项目区（The Khao Hin Sorn Royal
Development Study Centre in Chaserngsao
Province）、Kung Krabaen Bay国王项目区
（The Kung Krabaen Bay Royal Development
Study Centre in Chanthaburi Province）和
果业与农业旅游结合的项目区（Fruit–tree
Orchards and Farm Management for Agroeco Tourism in Rayong Province），了解泰
方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
工作的进展，切身感受了他们针对实际需求非
常有特色的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培训与示范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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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
2012年EGU大会TPE水文气象专题分
会在维也纳成功举办
2012年欧洲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大会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General
Assembly）于2012年4月22-27日在奥地利维也
纳召开。本次大会上，由我国科学家发起的
“第三极环境（Third Pole Environment）”
国际计划以“高海拔地区水文气象过程观
测与模拟(Observation and modelling of
hydrometeorological processes in high
elevation areas)”为主题在此次大会上成功
申办了TPE专题分会。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主任一行访
问新疆生地所
2012年8月6日，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ICIMOD）主任David Molden 博士、世界野
生动物基金会（WWF）巴基斯坦首席技术顾问
Ashiq 博士、ICIMOD项目经理吴宁博士一行
3人赴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进行
了友好访问与科技交流。
新疆生地所所长陈曦对ICIMOD一行的来访
表示热烈欢迎。外事主管乔建芳简要介绍了研
究所的基本情况。陈曦认为，新疆生地所与
ICIMOD有着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基础，并希望双
方在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保护
与利用等方面加强合作。
新疆生地所杨维康、罗毅研究员、徐俊荣
副研究员分别就中巴跨边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合
作、新疆的积雪与水文学研究、气候变化对新
疆水资源的影响进行了交流。
David Molden表示，ICIMOD将与新疆生地
所继续保持积极有效沟通，推动双方在帕米尔
地区开展生态环境、生物资源等方面的研究与
合作。

这一专题分会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
马耀明研究员、张凡研究员、荷兰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Twente）Bob Su教授、以
及全球能量和水份循环计划（GEWEX）办公室
负责人Peter van Oevelen联合召集；来自中
国、德国、美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
耳其的11位专家做了口头报告，16位学者在展
板会场与大会上万名参会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
成果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次会议在EGU与
TPE的共同主办下取得了圆满成功，进一步推
进了第三极环境相关科学问题的研究与交流。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国际
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由云南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保护中心、云南
省林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生物与文化多样
性保护国际研讨会于2012年5月27-31日在中国
云南昆明和西双版纳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
来自中国、印度、尼泊尔、缅甸、老挝、泰国
以及台湾地区从事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
护的学者、专家、保护工作者、社区代表、研
究生等共70人。应会议组委会邀请，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裴盛基研究员担任大会主
席。
会议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共识：
1.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
财富，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同时必须加强文化多样性保护。加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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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传统技术实践的调查，研究和在社区发
展中的应用，是保护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保护的
关键，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会议以《西双版纳
宣言》的形式，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支持
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2.亚洲是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的摇篮，不仅
历史文化悠久，生物多样性丰富，同时处于经
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生物资源受到巨大压力，
文化多样性流失严重，为了加强交流与合作，
与会代表共同发起建立《亚洲生物与文化多样
性保护网络》，促使保护工作常态化，形成社
会力量共同促进生物与文化多样性在亚洲各国
的保护工作。
3.为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与会代表一
致同意每年在亚洲国家轮流举办一次生物与文
化多样性保护研讨会。下一次会议订于2013年
11月在泰国举办，泰国生物多样性经济发展办
公室（BEDO）将承办下次会议。
4.会议将出版《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保护论
文集》，以扩大交流面和影响力，促进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学术交流与提高。
国际生物科学联盟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
亚洲绿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顾问汪松研究
员，台湾中央研究院周昌弘院士等著名专家考
察了西双版纳州傣医院、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保
护项目点傣族村寨，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傣医波彦诊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
植物园等，进一步加深了对云南省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了
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一届陆面卫星遥感算法与产品国
际研讨会在成都成功召开
2012年5月29-31日，由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
究院、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成都成功举
办了第一届陆面卫星遥感算法与产品国际研讨
会。
山地所所长邓伟研究员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科技部国家卫星遥感中心主任廖小罕教
授、美国波士顿大学Ranga Myneni教授、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Philip Lewis教授、美国马里
兰大学Eric Vermote教授、法国气象局Jean-

Louis Roujean教授等中外著名专家出席了大
会开幕式并做特邀报告。国家“千人计划”
获得者美国马里兰大学梁顺林教授、山地所数
字山地与遥感应用中心主任李爱农研究员以及
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千人计划”
入选者施建成研究员担任了本次大会的共同主
席。李爱农研究员还担任了“山地遥感”分会
主席。
在为期3天的会议上，来自中国、美国、
法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韩
国、丹麦、荷兰、瑞士等10多个国家、国际机
构与区域组织的150多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和
研究生出席了本届大会，并围绕地表反照率、
地表温度与发射率、叶面积指数、生物量、太
阳辐射、土壤水分与地表能量平衡、物候等参
量的定量反演方法与产品进行了广泛研讨。
在闭幕式上，科技信息与传播中心邱敦
莲主任向与会学者介绍和宣传了山地所期刊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的相关情况。
大会主席梁顺林教授对山地所为本次会议的成
功举办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会议在成都的成功举行，获得了国内
外学者的一致好评，促进了山地所与国内外遥
感研究前沿领域的交流，提升了研究所在相关
研究领域的知名度。

“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与大气环
流异常关系研究”2012年研讨会在
太原召开
2012年6月4-7日，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
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青藏高原气候系统变化及
其对东亚区域的影响与机制研究》第一课题
“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与大气环流异常关系
研究”2012年研讨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特邀专
家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吕世
华研究员，王介民研究员出席了会议。第一课
题负责人马耀明研究员、胡泽勇研究员，以及
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对地观测与
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
所的各专题负责人、科研骨干和研究生30余人
参加此次研讨会。
会议由马耀明研究员主持。作为项目的首
席科学家，他回顾了项目的研究内容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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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第一课题在整个项目中的作用。随后，
胡泽勇研究员作为课题负责人介绍了课题在综
合观测试验和科研工作中的进展。然后刘良云
研究员、王成研究员分别就羌塘高原青藏高原
腹地和藏东南生态过程与东亚水汽通道关键区
地表过程的航空遥感和加密地面观测研究工作
进行了汇报，张寅生研究员、马晓波副研究员
就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过程对东亚大气环流
异常的影响和响应研究方面分别汇报了各自工
作开展情况。
最后，课题负责人与各专题负责人进一步
讨论和落实专家意见和建议，强调各专题应紧
密围绕本课题的主要科学问题开展研究，加
强协作，并参照研讨会上的建议，进行工作调
整，做好接下来的研究工作。

入侵植物与全球变化国际学术研讨
会召开
2012年6月13-18日，入侵植物与全球变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本次研讨会
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美国内
华达大学、中科院干旱区生物地理与生物资源
重点实验室、新疆农业大学、新疆植物学会共
同主办。
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外来植物
入侵生物学及综合管理研究越来越受到广泛关
注。大量的研究关注生物与非生物因子对促进
外来植物迁移与入侵的影响，如影响种群动态
的生物因素、天气和气候变化、土地利用模式
等。本次国际学术会议旨在通过研究植物入侵
机制、评价全球气候变化对植物入侵机制的影
响，并基于此提出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有效管
理入侵植物的对策。会议尤其关注脆弱敏感的
干旱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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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0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分别来
自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
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中国。
各国代表围绕干旱区植物入侵机制、全球气候
保护对植物入侵的影响、植物入侵的有效管理
等主题，通过大会报告、自由讨论、展板交流
等形式，就植物入侵机制、过程及其与全球变
化的关系展开深入研讨，为具体实施入侵植物
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奠定了坚实基础。
研讨会召开后，与会代表赴卡拉麦里有蹄
类自然保护区、南山谢家沟低山带植被开展野
外考察，对新疆荒漠及山地主要植被的分布和
生境特征进行了详细调研。
本次会议得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NSFC）、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共同资助。中
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局邹立尧
副局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中国办公室主任
Emily Y. Ashworth女士、新疆生地所所长陈
曦、美国内华达大学Bob Nowak教授、中国植
物学会副理事长马克平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草原生态产品与服务补偿机制国际
研讨会在雅安召开
2012年6月18-20日，由国际山地综合发展
中心(ICIMOD)和中科院成都生物所主办，四川
农业大学与四川省草学会承办的草原生态产品
与服务补偿机制国际研讨会在四川省雅安市召
开。国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
远、四川农业大学副校长朱庆等出席会议。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生态项目部主任吴
宁在开幕式上指出，作为亚洲水塔的喜马拉雅
山区具有特殊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该地区的
生态环境状况与经济水平对区域社会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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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国际山地综合
发展中心致力于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八
个成员国在泛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补
偿机制方面进行合作与探索，从而增强该地区
在国际社会相关领域的实质性话语权。
成都生物所所长赵新全介绍了该所的研究
领域及野外工作站点情况，回顾了近30年来该
所与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在山区生态环境保
护与发展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成果，并对未来
合作方向进行了展望。
该所生态中心罗鹏研究员、孙庚博士等分
别在研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
此次会议旨在交流总结中国在草原生态补
偿方面的经验，并为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下
一步在相关主题领域的行动方向提供支撑。来
自中国、阿富汗、不丹、印度、尼泊尔、巴基
斯坦、英国和美国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
次研讨会。

2012年区域研究协会国际学术年会
在京隆重举行
2012年6月24-26日，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承办的“2012年区域研究协
会国际学术年会”（The 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Global Conference 2012）在北
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会议主题为
“Sustaining Regional Futures”。该会议
是区域研究协会（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RSA）首次在欧洲以外举办的
国际学术年会。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刘毅所长和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Andrew Beer 教授联合担
任组委会主席，刘卫东研究员担任组委会秘书
长。会议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区
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以及北京
大学—林肯土地研究所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
究中心的资助。
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陆大道院士，国
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刘苏社副司长，中国科
学院资环局冯仁国副局长，地理资源所周成
虎副所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一处
冷疏影处长，RSA主席、英文考文垂大学David
Bailey教授，以及RSA秘书长Sally Hardy女
士出席了24日上午举办的会议开幕式。来自英

国、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
德国、墨西哥等37个国家的共200多位学者参
加了会议，包括欧盟区域发展署前主任、英
国卡迪夫大学教授Graham eadows，联合国人
居署Elkin Velasquez博士，英国曼彻斯特
大学商学院教授Philip Shapira，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Stephen Cohen、
香港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林初升教授、
新加坡大学杨伟聪教授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
专家学者。
在三天的会期中，Elkin Velasquez、
Graham Meadows、Mick Dunford、Jessie
Poon、Keni Yamamoto、林初升、刘卫东
等著名学者和专家应邀做了精彩的大会报
告。与会的200多位参会学者分别讨论了
“Environmental sustaina b i l i t y ” 、
“Migration and labour markets”、
“Social justice and civil society”、
“Rural challenges”、“Territorial
politics and policy”、“City-regions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s”、“Spatial
econometrics”、“Borders, border
regions and peripherality”、“Industries,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economies”、“Creativity,
identities, and branding”、“Tour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Spatial
planning and practice”等学术议题。
6月25日晚，地理资源所为与会代表举办
了招待会。周成虎副所长代表地理所出席招待
会并致辞，介绍研究所相关情况以及在区域研
究方面的相关工作，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好评，
并表达了合作意向。RSA主席David Bailey出
席招待会并致辞，对中科院地理资源所为此次
会议做出的支持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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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部分与会学者访问了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中关村软件园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展示中心、首钢工业遗迹公园。
RSA是区域发展研究领域国际上最活跃、
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会员遍及世界主要
国家，出版Regional Studies等著名期刊。本
次会议的举办既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了中国科学
院在区域发展研究领域的成绩和特色以及在国
家重大决策中的作用，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
也使中国学者在北京就可以了解区域发展研究
领域的前沿议题和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提
高科学院的区域发展研究的水平。

“山地-多样资源与服务功能的重
要领地”学术研讨会在满洲里召开
2012年7月9日，中国地理学会山地分会、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山地资源专业委员会2012年
学术研讨会在满洲里成功召开。来自中国地理
学会、中科院成都山地所、东北地理与农业生
态研究所、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南京地
理与湖泊研究所、遥感应用研究所、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所、中科院成
都分院、北京林业大学、云南大学、华南师范
大学、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河南大
学、青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乐山师范学
院、四川省教科所和西南科技大学等近二十个
单位从事山地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代表50余
人参加了会议。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崔鹏研
究员、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张国友研究员、中
国自然资源学会山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邓伟研究员和副主任委员张树文研究员作
为召集人共同主持了会议。

开幕式上，邓伟研究员对各位参会代表表
示欢迎，对会议主办方、协办方表示诚挚的感
谢。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张国友研究员宣读了
山地分会科学顾问郑度院士专门为本次会议召
开而写的贺信。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崔鹏研
究员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此次会议召开的重要
性。
此次研讨会以“山地—多样资源与服务功
能的重要领地”为会议主题进行交流和讨论，
学术交流围绕山地资源环境安全、变化环境下
山区河流动态、极端天气下山地灾害、喀斯特
土壤生态、青藏高原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区域
LUCC、山区聚落、山区农户生计策略、遥感技
术与应用等重要内容，参会代表积极发言，会
场气氛非常活跃，讨论十分热烈。
本次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山地分会和中国
自然资源学会山地资源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
由中科院成都山地所、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
究所、国际山地中心中国委员会和云南大学国
际河流中心等单位共同协办。

2012中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
发展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
员会、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
委员会主办，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
究院和贵州省地理学会承办，贵州师范大学地
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州省有机农业协会、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国土资源部
退化及未利用土地整治工程重点实验室协办
的“2012中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学
术研讨会”，于2012年7月16- 20日在贵阳市
隆重召开。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的代表共150余人，大会交流论文105篇。
中国地理学会原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佘之祥研究员，中国地理
学会原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蔡运龙教授等应邀
出席了此次学术盛会。会议开幕式由贵州师范
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院长熊康宁教授主
持，贵州师范大学副校长刘肇军教授致欢迎
词，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农业地理与乡
村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
研究所刘彦随研究员致开幕词。特邀嘉宾蔡运
龙教授、杜培术部长对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表示
祝贺并作了重要讲话。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

10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 第六卷/第二期 2012年10月

业委员会副主任、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
学学院但文红教授代表会议组委会，宣读了由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
山大学、广州大学等国内10多个学术团体、高
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向大会发来的贺信。
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创建于1986年，
是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最早设立的专业委员会
之一。为方便更多代表参加土地资源与乡村
领域的学术交流，错开中国地理学会相关分会
同年召开的会议，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决
定将“两年一次”学术研讨会改为逢单年份举
行。在本次研讨会闭幕式上，青海民族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院长卓玛措教授代表校方提出申办
2013年的“全国土地资源学术研讨会”，并从
青海地域特点、学科特色和申办会议优势等方
面陈述了充分理由，专业委员会经研究同意了
申办申请。

2012年国际泥石流学术会议在成都
举行
2012国际泥石流学术会议（2012
International Debris Flow Workshop）于
2012年8月11-16日在成都成功举行。本次会议
是International Debris Flow Workshop系
列会议的第二届（第一届会议于2010年11月在
中国成都举办），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
与环境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和地表过
程重点实验室共同主办，来自中国、日本、泰
国、韩国、美国、意大利6个国家、20多个
单位100余名科学家参加了本次会议。大会特
邀泥石流研究领域的5名知名专家做大会邀请
报告，另外有30个分主题报告，会议组织了为
期四天的针对泥石流防治工程的野外考察。

8月11日上午，来自泰国土地发展局
（L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现任世
界水土保持学会副主席的Chinapatana
Sukvibool先生、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的宁
堆虎主任和山地所邓伟所长分别代表世界水土
保持学会、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和山地所致
欢迎辞，随后来自香港的李焯芬教授和来自日
本的Mizuyama Takahisa教授、中国大陆的王
兆印教授分别对香港、日本和大陆滑坡泥石流
防治措施进行了介绍，来自台湾的Ko-fei Liu
教授和山地所的崔鹏研究员分别对泥石流数值
模拟和起动机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
研讨会中，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
日本、泰国、韩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
区的30名科学家分别从泥石流案例分析、防治
预警、流体运动、起动机理、风险评价以及泥
石流的危害等方面做了精彩报告，会议期间参
会人员积极分享科研成果，交流经验，增进新
的友谊，寻求新的合作，共同探索山地减灾与
防灾及其管理问题。
在会议期间，各国科学家也对亚洲范围内
泥石流研究与减灾对策的国际合作进行了讨
论，并由李焯芬院士宣布Asian Network on
Debris Flow的正式成立。
山地所韦方强副所长对本次会议做了总
结，充分肯定了Asian Network on Debris
Flow的前期工作，并对泥石流研究领域的国际
合作前景做了展望。
会议期间，还进行了为期四天的野外科学
考察。参会人员对清平乡、都汶公路沿岸和九
寨沟的泥石流防治工程进行了实地勘察和详细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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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聚焦
《自然—气候变化》杂志刊发姚檀
栋院士领衔研究团队成果：青藏高
原与周边地区冰川变化及其与大气
环流关系
2012年7月15日，国际著名科学杂志《自
然—气候变化》（Nature-Climate Change），
以《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冰川变化及其与大
气环流关系》为题刊发了姚檀栋院士领衔研究
团队的LETTERS文章，《中国科学报》在第一
时间报道了这一成果，如下：
本报讯（记者朱广清）7月15日，《自然—
气候变化》杂志刊发的《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
冰川变化及其与大气环流关系》一文中，揭示
了引起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冰川变化系统性地
区差异最可能的原因：两大环流（减弱的印度
季风和加强的西风）导致的喜马拉雅地区降水
减少和帕米尔地区降水增加。该成果由中国科
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姚檀栋院士领衔的研究团
队完成。
据介绍，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冰川状态
存在系统性地区差异。喜马拉雅地区冰川在长
度和面积上萎缩最为剧烈，冰川物质亏损最为
严重；而帕米尔地区冰川长度和面积萎缩都最
小，且呈现正物质平衡。

姚檀栋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强调，在全球持续变暖条件下，喜马拉雅地区
冰川萎缩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而帕米尔地区冰
川扩展会进一步出现。冰川变化的潜在影响，
将使大河水源补给不可持续和地质灾害加剧，
譬如冰湖扩张、冰湖溃决和洪涝等，这将影响
其下游地区人类的生存福祉。
姚檀栋进一步指出，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
拥有极地地区之外最多数量的冰川，这些冰川
位于许多著名亚洲河流的源头，并正经历大规
模萎缩，其对该区域大江大河的河流流量产生
巨大影响。
根据地形图、卫星资料和实地观测，姚檀
栋团队对82条冰川长度退缩、7090条冰川面积
减少及15条冰川物质平衡变化的情况进行了研
究，阐述了过去30年来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
的冰川变化。冰川状态的系统性差异，在地域
上显而易见。喜马拉雅山脉呈最强烈冰川萎
缩，其特点是冰川长度强烈退缩、冰川面积急
剧缩小、冰川物质平衡呈强烈负平衡。冰川萎
缩程度一般是从喜马拉雅山向高原内部递减，
在帕米尔高原萎缩程度最小，其特点是冰川长
度退缩较少、冰川面积减少不大、冰川物质呈
正平衡。
科学家认为，青藏高原气候与环境变化影
响全球变化，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反演古代气
候与环境，还可预测未来全球变化。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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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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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icim 0d@imde.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