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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古人类的控制用火问题是人类演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周口店北京猿
人遗址在早期人类用火研究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遗
址发掘过程中, 就陆续发现了烧骨、灰烬等一系列用火遗迹, 成为当时最早的人类
控制用火证据. 然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这些证据提出了质疑, 认为它们的来源具
有不确定性, 不能作为人类用火的证据, 在学界引起了广泛争议. 对北京猿人遗址
最新一次发掘过程中新发现的疑似人类用火堆积进行详细的岩石磁学和色度分
析发现, 这些沉积物具有非常高的磁化率和红度值, 很可能经历过700℃以上的高
温加热. 这些结果很可能指示着北京猿人长期、反复用火的过程, 而不是自然火或
者自然界地质过程的产物. 详见张岩等人文 (p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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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植物响应高温胁迫的表观遗传调控
 刘军钟, 何祖华
 气候变暖对农作物的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本文系统综述了DNA 甲基化、组蛋白

修饰、染色质重塑和小分子RNAs等表观遗传修饰调控植物响应高温胁迫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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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新发现的免疫应答调节分子: IgM抗体的Fc受体(TOSO/FAIM3)
 陆青, 张伟娟, 王继扬
 抗体以其Fab段特异性结合抗原, 以其Fc段与FcR结合调节免疫应答．FcµR (TOSO/

FAIM3)是新发现的、表达于淋巴细胞表面的IgM特异性、高亲和力FcR．借助FcµR−/−

小鼠模型初步阐明FcµR能够促进外来抗原的体液免疫应答和维护自身免疫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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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医学

647 活血化瘀中药与抗血小板治疗
 刘玥, 殷惠军, 史大卓, 陈可冀
 从抑制血小板聚集、释放, 影响血小板代谢、信号转导、差异蛋白的表达及临床评价

等方面, 综述了近年来活血化瘀中药抗血小板治疗作用的重要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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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化学

656 抚仙湖近现代沉积物中长链支链烷烃和环烷烃的检出及可能的环境意义
 张永东, 苏雅玲, 刘正文, 陈向超, 于谨磊, 底晓丹, 金苗
 含季碳原子的高支链烷烃检出于多种环境, 其可能的来源也存在较大争议. 本研究在

抚仙湖现代沉积物中检出了多种类型的该系列化合物, 通过分析其剖面丰度变化特征, 
以及抚仙湖的水化学环境, 对该类化合物的来源进行了厘定. 

 地质学

668 长江中下游燕山期最新的成岩成矿事件: 来自宁镇地区的证据
 孙洋, 马昌前, 刘园园
 江苏省宁镇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沿江成矿带的最东端. 长江中下游地区中生代存在四

期(152~135, 135~127, 127~121, 109~101 Ma)成岩成矿事件, 宁镇地区燕山期中酸性侵
入岩和矿床为区域最晚期成岩成矿作用的产物.

679 周口店第1地点用火的磁化率和色度证据
 张岩, 郭正堂, 邓成龙, 张双权, 吴海斌, 张春霞, 葛俊逸, 赵得爱, 李琴, 
 宋扬, 朱日祥
 对周口店遗址第1地点第4堆积层新发现的疑似用火遗迹进行系统野外采样及磁化

率、色度等的测量. 结果显示, 部分疑似用火区沉积物的磁化率、红度均显著异常, 很
可能经历700℃以上加热, 这可能指示人类控制用火的作用. p 万玮等  p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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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国榜, 龙江平, 李团结, 肖霞云, 许冬, 陈亮, 童松梅
 对粤西琼东海域400个表层沉积物进行了孢粉分析, 结果表明表层孢粉分布与沉积物

粒度组成具有可比性, 其浓度分布的空间分异主要与海底地形及海流的动力状况密切
相关; 同时初步探讨了内波高发区孢粉再搬运、再沉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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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卫星遥感监测近30年来青藏高原湖泊变化
 万玮, 肖鹏峰, 冯学智, 李晖, 马荣华, 段洪涛, 赵利民
 基于第二次全国湖泊调查结果, 对近30年来青藏高原1 km2以上湖泊的数量、面积、区

域变化特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等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湖泊变化及其对
气候波动的响应等研究提供参考. 

 材料科学

715 刻蚀法制备具有减反增透和超疏水性质的玻璃表面
 李彤, 贺军辉
 采用简单的一步水热碱性刻蚀法, 通过调节刻蚀温度和刻蚀时间, 再经低表面能的氟

硅烷修饰, 获得了具有超疏水性质和高透光率(最大透光率达98.1%)的玻璃表面.

 工程热物理

722 泡沫金属对高温熔盐熔化过程的影响
 宗肖, 吴桂龙, 冯娟娟, 马连湘
 本文探讨了泡沫金属的孔隙率、填充体积以及在相变蓄热容器中填充位置对相变蓄

热材料的熔化过程的影响, 对于泡沫金属的应用及相变蓄热系统的优化有指导作用. 

 光学工程

727 太赫兹微测辐射热计的设计、仿真与制备
 苟君, 蒋亚东, 王军, 喻磊, 黎威志
 本文改进了太赫兹微测辐射热计探测单元的微桥结构. 对不同像元尺寸、不同桥腿宽

度的微桥结构进行了力学、热学仿真与焦平面阵列制备, 获得了优化的探测单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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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湖泊是揭示全球气候变化与区域响应的重要信息载体 . 以青海省、西藏自治区

2005~2006 年的 408 景 CBERS CCD 影像和 5 景 Landsat ETM+影像为主要数据源, 在 1975 年

前后的 1177 幅 1:10 万地形图和 82 幅 1:5 万地形图的支持下, 完成青藏高原 1 km2 以上湖泊的

卫星遥感调查, 并将其结果与20世纪60~80年代第一次全国湖泊调查进行比较, 对青藏高原湖

泊数量、面积、空间分布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确定截至 2005~2006 年, 青藏高原共有 1 km2

以上湖泊 1055 个, 占同期全国湖泊总数量的 30%以上, 其中青海省 222 个, 西藏自治区 833 个; 

青藏高原湖泊总面积为 41831.72 km2, 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 50%以上. 发现面积大于 1 km2 的

新生湖泊共 30 个, 原面积大于 1 km2 的湖泊消失 5 个. 13 个面积大于 500 km2 的大湖中, 羊卓

雍错在调查期内萎缩严重且目前仍在继续萎缩; 青海湖在调查期内总体呈萎缩状态, 但另有研

究表明自 2004 年后呈扩张趋势. 色林错、纳木错和赤布张错的面积也有较大的扩张. 新生湖泊

按照成因可归纳为河道扩展、沼泽转化等 6 种类型, 消亡湖泊则多是由于自然条件变化导致的

干涸. 在 3 个典型的气候与生态环境敏感区中, 那曲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的湖泊总体呈扩张趋

势, 而黄河源区的湖泊则总体呈萎缩状态. 区域湖泊变化特征是近几十年来青藏高原气候变化

导致的温度升高、冰川融化、冻土消融、雪线退缩等现象的显著响应. 调查和分析结论可为青

藏高原湖泊变化及其对气候波动的响应等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青藏高原 

湖泊调查 

那曲地区 

可可西里地区  

黄河源区 

气候变化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 , 作为关注焦点区

域之一的青藏高原 , 其环境变化对全球变化具有敏

感响应和强烈影响 [1,2]. 青藏高原气候变化不仅是全

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部分 , 而且对全球气候波动也可

能起到触发器和放大器的作用 [3,4]. 根据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及相关研究, 

青藏高原近年来呈现气候变暖的整体趋势 , 表现为

气温及地表温度升高、年降水量的区域性增加或减

少、冰川融化、冻土消融以及现代雪线退缩等[5~8]. 因

此, 对于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变化的研究和评估, 正在

面临新的科学问题和挑战.  

湖泊作为陆地水圈的组成部分 , 参与自然界的

水分循环, 对气候的波动变化极为敏感, 是揭示全球

气候变化与区域响应的重要信息载体[9,10]. 青藏高原

是地球上海拔最高、湖泊数量最多、湖泊面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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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湖群区, 湖泊成因类型复杂多样, 对其湖泊数量

和面积变化进行监测 , 是研究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变

化问题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 能够为青藏高原冰冻

圈变化[1]、能量水分循环[2]、生态系统变化[11]等研究

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 由于青藏高原气候环境条件

恶劣, 受自然因素制约, 难以用常规手段获取绝大多

数湖泊变化的数据 , 借助卫星遥感监测和研究该区

湖泊状态及变化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 [12,13]. 青

藏高原湖泊遥感研究涉及湖泊信息提取 [14]、湖泊水

位变化[15]、区域性湖泊变化规律[16]、长时序湖泊变

化特征[12]、湖泊对气候变化的响应[10]等诸多方面.  

20 世纪 60~80 年代, 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

围的湖泊调查, 制成了 1:25 万全国湖泊分布图, 调

查成果编入《中国湖泊志》[9](以下简称《湖泊志》)

和《中国湖泊名称代码(SL261:98)》[17](以下简称《代

码本》)中. 根据该调查结果, 青藏高原面积在 1 km2

以上的湖泊共 1091 个, 总面积 44993.3 km2, 约占全

国湖泊总面积的 49.5%. 2006~2009 年, 国家科技基

础性工作专项“中国湖泊水质、水量与生物资源调查”

项目制订了《中国湖泊卫星遥感调查技术规程》(以

下简称《技术规程》), 以 2005~2006 年为调查基期, 

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第二次对全国湖泊进行了调查和

制图 [18,19], 青藏高原湖区湖泊调查是其中的重要组

成 部 分 , 本 文 对 该 调 查 结 果 进 行 报 道 , 给 出 截 至

2005~2006 年青藏高原湖泊的数量、面积及空间分布

情况. 并将其结果与 20 世纪 60~80 年代第一次全国

湖泊调查进行比较, 对青藏高原湖泊的数量、面积变

化情况进行研究. 参考青藏高原气候、冰川、河流、

地质等相关资料, 以及本次调查后的相关研究成果, 

对面积大于 500 km2 的大湖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对本次调查中发现的 30 个新生湖泊、5 个消亡湖泊

的空间分布、类型及其成因进行初步分析. 重点针对

那曲地区、可可西里地区、黄河源区 3 个气候与生态

环境变化的敏感区域 , 分析区域内湖泊变化规律及

其对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响应 . 本文的调查成果和

研究结论可为青藏高原的湖泊变化及其对气候波动

响应等研究提供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以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CBERS CCD 影像(空间分

辨率 19.5 m, 卫星重访周期 26 d)为主, Landsat ETM+

影像(空间分辨率 30 m, 卫星重访周期 16 d)作为补充

数据源. 同时, 考虑图像质量、云覆盖等问题, 辅以

2005~2006 年前后两年的数据, 且优先选择时间上与

调查基期最接近的数据. 对于极个别湖泊, 若仍未找

到符合条件的影像, 则将时间范围继续放宽, 但最早

不能低于 2000 年. 通过筛选, 保证每个湖泊丰水期

和枯水期各有一个时相的影像. 丰水期影像以 8, 9 月

为主, 邻近月份为辅; 枯水期影像以 4, 5 月为主, 邻

近月份为辅. 通过对影像进行初步分析, 确定有湖泊

存在的影像共 413 景, 包括 408 景 CEBERS CCD 影

像(丰水期 205 景、枯水期 203 景)、5 景 Landsat ETM+

影像(丰水期 4 景、枯水期 1 景). 丰水期、枯水期遥

感影像覆盖情况分别如图 1(a), (b)所示. 根据遥感影

像几何精校正和湖泊变化检测的需要 , 共收集整理

了 1975 年前后的 1:10 万地形图 1177 幅, 1:5 万地形

图 82 幅, 主要集中在 H45, H46 和 I47 三个 1:100 万

地形图的图幅内. 地形图覆盖情况如图 1(c). 在遥感

解译的过程中 , 还参考了第一次全国湖泊调查形成

的 1:25 万全国湖泊分布图、《湖泊志》、《代码本》、

《西藏河流与湖泊》[20]、《西藏盐湖》[21]、《青藏高

原盐湖》[22]、《西藏地貌》[23]等资料, 同时还参阅了

与青藏高原湖泊成因及特点[24,25]、湖泊变化[11,14,26]、

青藏高原水系特征[27]等相关文献资料.  

《技术规程》中规定了中国湖泊边界提取的基本

原则以及全国五大湖区(蒙新湖区、青藏高原湖区、

东北平原与山区湖区、东部平原湖区、云贵高原湖区)

的次级原则, 同时还规定了湖泊数量、水面面积、湖

泊面积的确定方法以及湖泊命名规则 , 具体已在文

献 [18]中有详细的描述 . 青藏高原的湖泊包括淡水

湖、咸水湖、盐湖(包括盐水湖、半干涸湖和干涸湖)

等多种类型, 它们的大小、形状、色调, 以及周围的

地形地貌和水系等宏观或微观特征在卫星遥感影像

上都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 对青藏高原湖泊进行调查

时, 还参考了各种类型湖泊的解译标志[28].  

湖泊调查的技术流程主要包括数据预处理和影

像解译两个方面, 具体阐述如下: (1) 纸质地形图扫

描图像几何校正, 按照 1:10 万标准地形图分幅设计

经纬网控制点, 并按照 2 km×2 km 设计方里网控制

点, 基于此对纸质地形图的扫描图像进行几何校正, 

每 10 km 设置一个控制点, 每幅地形图的控制点不 

少于 25 个, 校正均方根误差小于 10 m, 校正后的地

形图用于遥感影像的几何精校正; (2) 遥感影像几何

精校正, 选取道路交叉点、道路和河流的交叉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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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藏高原湖区遥感影像与地形图覆盖情况 
(a) 丰水期遥感影像; (b) 枯水期遥感影像; (c) 地形图 

 
 
形特征点等同名点 , 利用几何校正后的地形图对遥

感影像进行几何精校正, 每景影像不少于 20 个控制

点, 校正均方根误差控制在 30 m 以内, 校正后的影

像统一采用以 Krasovsky_1940 为基准面的阿尔伯斯

圆锥等面积(Albers Conical Equal Area)投影, 未做正

射校正处理; (3) 遥感影像解译及湖泊边界确定, 利

用遥感影像提取水体的方法有多种 , 如单波段阈值

法[29]、多波段指数法[30]等, 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达到较

好的精度. 但由于青藏高原湖泊种类繁多, 湖泊边界

的确定需要考虑色调、纹理、形状、地理位置、季节

变化等各种情况, 为严格控制提取精度, 直接采用人

工目视判读的方法对面积在 1 km2 以上的湖泊进行解

译. 对于湖泊边界的确定, 一般以丰水期水边线作为

湖泊边界 , 湖泊边界内的所有面积均算作湖泊面积

(包括水面面积、岛屿面积、围垦面积和滩地面积). 将

丰水期和枯水期的影像进行对照 , 对于有明显季节

性变化的湖泊或存在盐壳层的盐湖 , 需结合地形图

确定季节性被水覆盖的滩地或盐壳层是否作为湖泊

的组成部分 , 即如果滩地或盐壳层在两期影像中均

位于水边线外围, 则不作为湖泊的组成部分; 如果其

在一期影像上位于水边线外围 , 而在另一期影像上

位于水边线以内 , 则以两期水边线的中心线作为湖

泊边界.  

除调查正常湖泊外, 还确定了 2 类特殊湖泊, 即

新生湖泊和消亡湖泊, 其定义及判断标准见表 1. 具

体方法为: 完成正常湖泊的解译后, 再对卫星遥感影

像进行逐景排查, 结合 1:25 万全国湖泊分布图、《湖

泊志》和《代码本》, 记录新生湖泊和消亡湖泊的数

量, 并根据遥感影像解译确定湖泊的面积.  

2  调查结果 

2.1  湖泊数量 

根 据 本 次 调 查 结 果 ,  青 藏 高 原 湖 区 共 有 湖 泊

1055 个, 占全国湖泊总数量的 30%以上[18], 其中青

海省 222 个, 西藏自治区 833 个. 表 2 列出了《湖泊

志》、《代码本》和本次调查中湖泊数量的详细比较. 

《湖泊志》中记载的青藏高原 1 km2 以上湖泊共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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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生、消亡湖泊的定义及判断标准[18,19] 

类型 定义 判断标准 

新生湖泊 第一次全国湖泊调查时客观上不存在、后期经

地表变化而发育形成的、符合本次调查条件的

湖泊  

《湖泊志》和《代码本》中未记录, 早期地形图中原位置是陆地或湿地等

非湖泊水体 , 经多期卫星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 , 确实存在的符合本次调

查条件的湖泊 

消亡湖泊 第一次全国湖泊调查时客观存在 , 按照本次

调查的条件, 已经不存在的湖泊 

《湖泊志》或《代码本》中有记录, 早期地形图中记载原位置确实有湖泊

存在, 经多期卫星遥感影像确认已经完全干涸且无湖泊痕迹、或尚有湖泊

边界但已全部被围垦、或因其他原因而消失的湖泊 

表 2  青藏高原湖泊数量统计和比较(个) 

类型 省份 >1000 km2 500~1000 km2 100~500 km2 50~100 km2 10~50 km2 1~10 km2 合计 

湖
泊
志 

青海 3 5 17 13 45 189 272 

西藏 2 5 40 57 158 558 819 

合计 5 10 57 70 203 745 1091 

代
码
本 

青海 3 5 19 15 48 171 261 

西藏 2 5 38 57 151 527 780 

合计 5 10 57 72 199 698 1041 

本
次
调
查 

青海 1 5 18 13 53 132 222 

西藏 2 5 51 56 185 534 833 

合计 3 10 69 69 238 666 1055 a) 

a) 不包括 34 个在 1:25 万全国湖泊分布图上有记录且面积大于 1 km2, 但在本次调查中测得面积小于 1 km2 的湖泊 
 

 
个, 包括青海省 272 个, 西藏自治区 819 个. 《代码

本》中共 1041 个, 包括青海省 261 个, 西藏自治区

780 个. 需要说明的是: (1) 关于青海省 1000 km2 以

上的湖泊, 《湖泊志》和《代码本》中记载的均为 3

个, 而本次调查中仅为 1 个, 缺少察尔汗盐湖和昆特

依干盐湖. 这是因为《湖泊志》中将达布逊湖、涩聂

湖、北霍布逊湖、南霍布逊湖等 10 个卤水湖统称为

察尔汗盐湖, 而本次调查将这些湖泊分别进行解译. 

此外 , 昆特依干盐湖实际上为湖泊退化后形成的干

盐 滩 , 因 此 未 列 入 本 次 调 查 的 范 畴 . (2) 面 积 在

500~1000 km2 之间的湖泊中 , 对于青海省境内的 , 

《湖泊志》中记载和本次调查中虽数量均为 5 个, 但

涵盖的湖泊并不完全相同. 《湖泊志》中记载的包括

鄂陵湖、哈拉湖、乌兰乌拉湖、扎陵湖和大浪滩干盐

湖, 而本次调查结果则不包括大浪滩干盐湖, 同时却

包括了赤布张错(《湖泊志》中记载面积为 476.8 km2, 

本次调查中则扩张为 515.68 km2. 该湖跨越青海和西

藏 , 为方便叙述 , 本文统一将其归于青海省). 对于

西藏自治区境内的 5 个湖泊, 《湖泊志》中记载的与

本次调查相同, 均包括扎日楠木错、当惹雍错、羊卓

雍错、昂拉仁错和班公错(此处为全湖面积, 包括中

国境内和境外的全部面积).  

表 3 列出了本次调查中青藏高原新生、消亡湖泊

的数量.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 青藏高原共有新生湖泊

30 个, 其中青海省 8 个, 西藏自治区 22 个; 共有消

亡湖泊 5 个, 其中青海省 2 个, 西藏自治区 3 个. 此

外, 本次调查还发现了在第一次湖泊调查中未被《湖

泊志》收录, 但经 1975 年前后的地形图核实, 该位置

的确有湖泊存在且符合本次调查条件的湖泊共 73 个, 

其中青海省 6 个, 西藏自治区 67 个.  

2.2  湖泊面积与空间分布 

表 4 列出了《湖泊志》、《代码本》和本次调查中

湖泊面积的详细比较, 其中《湖泊志》对 1~10 km2

的湖泊总面积未作统计.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 青藏高

原湖泊总面积为 41831.72 km2, 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

50%以上. 其中, 10 km2 以上的湖泊 39778.59 km2, 

1~10 km2 的湖泊 2053.13 km2. 新生湖泊总面积为

202.63 km2; 对于 5 个消亡湖泊, 消亡前在早期地形

图上的总面积为 7.16 km2, 1:25 万湖泊分布图上总面

积为 5.85 km2.  

根据调查结果, 图 2 给出了青藏高原 1 km2 以上

湖泊的空间分布. 该区共有 13 个 500 km2 以上的大湖, 

包括青海省 6 个: 青海湖、鄂陵湖、哈拉湖、乌兰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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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青藏高原新生、消亡湖泊的数量(个) 

湖泊类型 省份 10~100 km2 湖泊数量 1~10 km2 湖泊数量 数量合计 

新生湖泊 
青海 2 6 

30 
西藏 3 19 

消亡湖泊 
青海 0 2 

5 
西藏 0 3 

表 4  青藏高原湖泊面积统计和比较 a)(km2) 

类型 省份 >10 km2 湖泊 1~10 km2 湖泊 合计 

湖泊志 

青海 18940.1 – – 

西藏 17583.6 – – 

合计 36523.7 – – 

代码本 

青海 19743 514 20257 

西藏 23343.6 1583.5 24927.1 

合计 43086.6 2097.5 45184.1 

本次调查 

青海 12796.97 417.90 13214.87 

西藏 26981.62 1635.23 28616.85 

合计 39778.59 2053.13 41831.72 

a) “–”表示无统计数据 
 

 

图 2  青藏高原 1 km2 以上湖泊、500 km2 以上大湖、新生湖泊和消亡湖泊的空间分布 

 
拉湖、扎陵湖和赤布张错; 西藏自治区 7 个: 色林错、

纳木错、扎日南木错、当惹雍错、羊卓雍错、班公错、

昂拉仁错. 冈底斯山北麓断陷带是大湖密集的区域, 

形成了诸如纳木错、色林错等大型构造湖. 另外, 图 2

也给出了新生、消亡湖泊的空间分布, 图中忽略其面

积, 分别用 2 种符号代表新生、消亡湖泊.  

3  分析与讨论 

3.1  大湖面积变化及其原因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 , 大湖面

积的变化在气候变化研究中最具价值 . 首先分析调

查基期内 500 km2 以上的大湖面积的变化情况,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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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次调查后至 2013 年的最新研究资料, 对大湖面

积的变化作进一步监测 , 揭示影响湖泊面积变化的

因素. 表 5 给出了 13 个 500 km2 以上大湖的空间分布

及面积变化. 湖泊面积变动率利用公式 t  (S本 次 调 查– 

S《湖泊志》)/S《湖泊志》)×100%进行计算, 若 t 为正, 将其称

为扩张率, 若为负, 则将其绝对值称为萎缩率.  

(1) 面积萎缩的湖泊及原因分析: 30 年间所有大

湖中萎缩较为严重的为羊卓雍错和青海湖 , 二者面

积分别减少了 184.82 和 85.10 km2, 萎缩率分别为

22.13%和 1.96%. 此外哈拉湖和扎日南木错也存在较

小的萎缩. 羊卓雍错是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

北麓最大的内陆湖泊, 为自成流域的封闭湖泊, 主要

靠地面径流和冰川融水补给 . 不少研究与本次调查

基期基本一致 , 能够从不同侧面对该湖泊的变化给

出佐证 . 文献[31~33]利用早期地形图、卫星遥感资

料、气象资料以及湖泊水文资料等 , 对羊卓雍错水

位、面积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做了详细分析, 

根据其研究结论, 在降水增加、气温上升的情况下, 

气温引起的湖泊蒸发效应超过降水增加导致的补给

影响 , 是湖泊面积下降的主要原因 . 在本次调查之 

后 , 又 有 一 些 研 究 给 出 了 羊 卓 雍 错 的 最 新 变 化 情

况[15,34~36], 指出该湖目前仍在不断萎缩, 2010 年年平

均水位达历史最低值 16.25 m, 截至 2010 年 4 月, 湖

泊面积已降至 600.26 km2. 青海湖位于青海省东北部

的青海湖盆地内 , 主要依赖地表径流和湖面降水补

给 , 祁连山冰川是布哈河等其入湖河流的重要补给

源. 同期研究证实了本次调查的结果, 青海湖在调查

基期内湖泊面积呈萎缩趋势, 须指出的是, 这些研究

还证实自 2004 年后, 青海湖水位和面积均呈现缓慢

增加的趋势[37,38]. 另有研究利用 2003 和 2009 年的

ICESat 高程数据, 也证实了青海湖的水位正以平均

0.11 m a1 的速率上升[12]. 文献[39]则从气象学的角

度分析指出了青海湖流域夏季季风导致的降雨量增

加、蒸发量减少, 是青海湖水位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2) 面积扩张的湖泊及原因分析: 从表 5 可以看

出, 大湖中面积扩张的共有 7 个, 且分布于不同的区

域. 位于西藏那曲地区的色林错、纳木错和赤布张错

扩张十分明显, 扩张面积分别达 501.02, 79.40, 38.88 

km2, 其中色林错扩张率高达 30.78%, 是 13 个大湖

中扩张最为显著的一个, 其面积已超过纳木错, 成为

西藏第一大湖 ,  另有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40 ] . 

色林错位于冈底斯山北麓 , 其最长的补给河流扎加

藏布发源于藏北的冰川山脉唐古拉、各拉丹冬等, 因

此冰川变化与该湖面积变化存在密切关系 . 对色林

错扩张原因的探究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 多数

研究认为, 气温、地表温度升高导致冰雪融化和冻土

层变浅是湖泊扩张的主要原因[41,42]. 此外, 湖泊北部

扩张最为显著 , 这与湖泊北部各拉丹冬冰川面积萎

缩有直接关系 [16], 对各拉丹冬地区冰川变化的研究

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结论[43,44]. 截至 2010 年 10 月, 

色林错湖泊面积已达 2323.6 km2, 较本次调查的

2129.02 km2 又有了进一步扩张[41]. 对纳木错流域冰 

 

表 5  青藏高原 500 km2 以上大湖的面积变化 

湖泊 

名称 

湖泊 

代码 
经度(E) 纬度(N) 

《湖泊志》记

载面积(km2) 

本次调查 

丰水期水面面积
(km2) 

本次调查 

枯水期水面面积
(km2) 

本次调查 

湖泊面积(km2) 

变动 

面积 

(km2) 

面积 

变动率 

(%) 
青海湖 R63B002 100.19° 36.89° 4340.00 4232.32 4206.41 4254.90 −85.10 −1.96 

鄂陵湖 D63A101 97.7° 34.9° 610.70 628.47 587.9 629.75 19.05 3.12 

哈拉湖 R63F101 97.59° 38.29° 601.70 596.39 591.06     596.39 −5.31 −0.88 

乌兰乌拉湖 S63B101 90.48° 34.81° 544.50 566.96 566.89 566.96 22.46 4.12 

扎陵湖 D63A102 97.26° 34.93° 526.00 523.89 510.57 526.62 0.62 0.12 

赤布张错 T63F201 90.26° 33.46° 476.80 515.68 514.33 515.68 38.88 8.15 

色林错 T54B002 88.99° 31.81° 1628.00 2129.02 1965.26 2129.02 501.02 30.78 

纳木错 T54B001 90.61° 30.74° 1961.50 2086.86 2023.38 2040.90 79.40 4.05 

扎日南木错 T54B101 85.15° 30.99° 996.90 990.26 987.08 990.26 −6.64 −0.67 

当惹雍错 T54B102 85.89° 31.23° 835.30 840.82 409.53 840.82 5.52 0.66 

羊卓雍错 U54B101 90.71° 28.96° 835.30 620.78 620.98 650.48 −184.82 −22.13 

班公错 T54B103 79.25° 33.68° 604.00 626.01 641.75 627.19 23.19 3.84 

昂拉仁错 T54B104 81.24° 31.29° 512.70 507.53 556.86 542.89 30.19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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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湖泊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表明, 流域

东南部的念青唐古拉山现代冰川发育、气候变暖引起

的冰川融水增加是引起近年纳木错迅速扩张的主要

原因[45,46]. 赤布张错原与西部的吐错连通, 后解体成

几个串珠状的湖泊 [47], 湖水依赖冰川融水补给 . 本

次调查中的湖泊扩张主要发生在与吐错相邻的位置, 

这一结论与文献[8]一致, 扩张的因素主要归结于该

区冰川的萎缩. 色林错、纳木错和赤布张错的扩张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曲地区湖泊的整体变化趋势 , 

下文将对该区湖泊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作进一步

分析. 本次调查发现, 黄河源头姊妹湖之一的鄂陵湖

面积扩张了 19.05 km2, 与扎陵湖相比扩张更为明显. 

文献[48]通过细致分析认为该湖泊在近 30 年实际上

经历了先萎缩后扩张的趋势 , 另有文献则认为这种

转折是以 2000 年作为转折点, 2000 年后鄂陵湖水面

再次扩大的原因是鄂陵湖出水口处水电站建设导致

的 湖 泊 水 位 抬 升 [49]. 根 据 文 献 [8], 乌 兰 乌 拉 湖 在

1976~2000 年间面积缩小了 59.8 km2, 文献[50]中推

测湖盆周围山地的降雪融水和泉水是该湖泊的主要

补给源 , 因气候干燥导致的降水量小于湖盆蒸发量

是该湖萎缩的主要原因. 而截至本次调查的 2005 年

前后, 乌兰乌拉湖面积却扩张了 22.46 km2. 此外, 根

据本次调查结果 , 班公错和昂拉仁错的面积也存在

一定程度的扩张, 且枯水期面积大于丰水期, 但这与

现有的相关研究结论不一致 . 因本研究未对调查时

段进行更细致的划分, 且未掌握 2005 年至今的湖泊

变化资料, 故暂不作讨论.  

3.2  新生、消亡湖泊类型及其成因 

湖泊的新生和消亡是青藏高原湖泊变化特征的

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 能够直观地反映特定区域内的

气候、河流、冰川、湖水盐分等的变化情况. 结合地

形、地貌、植被、河流、冰川等背景资料, 将本次调

查发现的 30 个新生湖泊按照成因分为 6 种类型, 即

(1) 类型一, 由河道扩展、河漫滩填充水体形成; (2) 

类型二, 由沼泽转化形成; (3) 类型三, 由沙地、盐碱

地转化形成; (4) 类型四, 由戈壁转化形成; (5) 类型

五, 冰川融水汇流于低地形成; (6) 类型六, 季节性

湖泊, 丰水期水量较多, 枯水期则退化为盐壳.  

各类型新生湖泊的空间分布如图 3 所示, 青海、

西藏的新生湖分别编号为 Q01~Q08 和 X01~X22. 新

生湖泊一般面积较小 , 面积最大的是位于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的 Q05, 其面积为 38.93 km2. 因此, 为

便于观察, 图 3 中忽略新生湖泊的形状和面积, 用不

同符号代表不同类型的新生湖泊. 图 4 分别给出了 6

种类型的新生湖泊示例 , 早期地形图和调查期间的 

 

 

图 3  新生、消亡湖泊的空间分布 
类型一 , 河道扩展、河漫滩填充水体; 类型二 , 沼泽转化; 类型三 , 沙地、盐碱地转化; 类型四 , 戈壁转化; 类型五 , 冰川融水汇流;  

类型六, 季节性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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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类型的新生湖泊 
(a) 河道扩展、河漫滩填充水体; (b) 沼泽转化; (c) 沙地、盐碱地转化; (d) 戈壁转化; (e) 冰川融水汇流; (f) 季节性湖泊 

 
 

丰水期遥感影像直观地反映了新生湖泊的形成过程. 

新生湖泊类型一多出现在大型江河及其支流的流经

途中; 类型二、五、六的湖泊成因也比较直观, 散落

分布于青藏高原各处, 但总体数量较少. 另需特别指

出的是, 若按常理推断, 由沙地、盐碱地或戈壁转化

成湖泊的可能性极小, 但根据本次调查结论, 在藏北

地区 , 却发现了不少这类新生湖泊(即类型三、四), 

这种现象目前较难给出合理的解释 , 初步判断可能

是早期地形图记录不准确所致.  

图 3 同时也给出了调查发现的 5 个消亡湖泊的空

间分布情况, 包括青海省的盐湖、达连海湖, 西藏自

治区的日阿只错、卡裂错和一个无名湖泊. 根据遥感

影像和早期地形图判断(图 5), 除达连海湖是人为开

发导致的湖泊消失外, 其余 4 个湖泊均为湖水中盐分

蒸发导致的湖泊干涸. 总体来说, 青藏高原的湖泊人

为因素干预较少 , 多是自然条件变化引起的湖泊自

然消亡.  

3.3  区域湖泊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ⅰ) 那曲地区湖泊变化特征. 那曲地区是藏北

高原的主体部分, 位于可可西里、唐古拉山和冈底斯- 

念青唐古拉山之间, 包括 11 个县, 平均海拔 4500 m

以上, 整体地势西高东低, 现代冰川发育, 是世界上

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内流区. 该区大多数湖泊变化

主要受自然因素控制 , 湖泊变化趋势能够很好地反

映气候变化 , 也是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研究广泛关注

的区域之一.  

图 6 给出了那曲地区 61 个 30 km2 以上湖泊的分

布及面积变化情况 , 可以看出 , 湖泊主要分布在尼

玛、班戈、申扎、安多和那曲县境内. 按照扩张率将

湖泊分为大于 50%, 10%~50%和小于 10%三个级别. 

发现除有 3 个湖泊萎缩(班戈错(−2.62%)、昂孜错

(−3.47%)和戈木错(−8.68%))外, 其余湖泊均呈现不

同程度地扩张. 表 6 给出了扩张率大于 50%的湖泊情

况, 其中雅个冬错的扩张率高达 179.93%, 国加轮

曲、依布茶卡的扩张率也分别达到了 90%以上. 图 7

进一步给出了这 3 个湖泊在 1975 年地形图和 2005

年左右 CBERS 丰水期卫星影像上的对比情况. 雅个

冬错在 2005 年 9 月 7 日影像上显示湖泊西侧增加了

一大片水体, 这在早期地形图上是不存在的, 且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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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5 个消亡湖泊 
(a)~(d)均为湖水中盐分蒸发导致的湖泊干涸; (e)为人为开发导致的湖泊消失 

 

 

图 6  那曲地区 30 km2 以上湖泊的分布及其面积变化 

东侧面积较地形图扩大了近 1 倍. 国加轮曲在早期地

形图上由几个小湖组成 , 总面积不到 2 km2, 但经

2005 年 9 月 7 日的卫星影像核实, 现在的国加轮曲面

积已扩大到 69.26 km2, 地形图上原为沼泽的大面积

区域已经转化为湖泊. 与早期的地形图相比, 依布茶

卡则是南部扩张较大, 面积约扩大为原来的 2 倍.  

(ⅱ) 可可西里地区湖泊变化特征. 可可西里位

于青藏高原北部, 唐古拉山与昆仑山之间, 是羌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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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那曲地区面积扩张率大于 50%的湖泊 

湖泊名称 湖泊代码 经度(E) 纬度(N) 
《湖泊志》记载面积 

(km2) 

本次调查面积 

(km2) 

变动面积 

(km2) 

面积变动率 

(%) 
雅个冬错 T54D378 89.01° 31.56° 34.80 97.41 62.61 179.93 

国加轮曲 T54F834 88.69° 31.99° 34.65 69.26 34.61 99.88 

依布茶卡 T54D310 86.71° 32.93° 88.00 171.71 83.71 95.13 

玛尔盖茶卡 T54D315 86.75° 35.12° 80.00 144.04 64.04 80.05 

雅根错 T54D231 89.79° 33.01° 108.00 174.04 66.04 61.15 

多格错仁强错 T54F215 89.24° 35.32° 207.50 328.84 121.34 58.48 

玉液湖 S54F302 88.78° 36.01° 82.30 126.36 44.06 53.54 

振泉湖 S54B306 86.96° 35.92° 42.40 64.75 22.35 52.72 

马而下错 T54F328 84.52° 30.53° 63.80 96.46 32.66 51.19 

布若错 T54F313 85.77° 34.40° 59.70 89.91 30.21 50.60 

 

 

图 7  雅个冬错(a)、国加轮曲(b)、依布茶卡(c)湖泊扩张情况 
其面积变动率分别高达 179.93%, 99.88%和 95.13% 

 

 
原内流湖区和长江北源水系交汇地区 , 可可西里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89.25°~94.05°E, 34.19°~36.16°N)是

目前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之一 .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 对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10 km2

以上湖泊的面积变化进行分析. 图 8 给出了这 35 个

湖泊的空间分布及面积变化情况 , 因上文对那曲地

区的讨论已涉及班戈县境内的湖泊 , 故此处不包括

这些湖泊. 与那曲地区相同, 仍按扩张率将湖泊分为

3 个级别. 可以看出, 区域内除有 5 个湖泊呈萎缩趋

势 ( 明 镜 湖 (0.37%) 、 移 山 湖 (2.89%) 、 可 考 湖

(3.63%)、特拉什湖(5.46%)和错达日玛(5.90%))外, 

其余 30 个湖泊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扩张. 表 7 列出了

扩张率在 10%以上的湖泊, 其中无名称的湖泊以《代

码本》中的编码表示 . 马鞍湖、小库赛湖、S63005

和涟湖的扩张率超过 50%.  

(ⅲ) 黄河源区湖泊变化特征.  黄河发源于巴颜

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 [51], 是我国重要的水源

涵养区, 黄河源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 也是生态环

境 极 其 敏 感 的 区 域 . 基 于 本 次 调 查 结 果 , 分 析

99.40°~99.85°E, 34.20°~35.40°N 范围内面积大于 10 

km2 湖泊的变化情况. 如图 9 所示, 该区湖泊的整体

特点是面积小、数量多 , 两个面积较大的湖泊扎陵

湖、鄂陵湖在前文已给出分析讨论, 此处不再涉及. 

在调查年段内, 黄河源区的湖泊整体上呈萎缩趋势, 

萎缩率从 1%~40%不等. 表 8 列出了黄河源区萎缩率

大于 10%的湖泊.  

(ⅳ)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分析.  根据 IPCC 第二、

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 , 青藏高原温度和降水存在

不稳定的增加趋势, 青藏高原在过去 50 年里升高了

1.5℃[52,53].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 青藏高原年

均温的升高速率为每 10 年 0.16℃, 降水量的增加主

要发生在高原东北部[6]. 同时, 相关研究结论表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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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10 km2 以上湖泊的分布及其面积变化 

表 7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面积扩张率大于 10%的湖泊 

湖泊名称 湖泊代码 经度(E) 纬度(N) 
《湖泊志》记载面积 

(km2) 

本次调查面积 

(km2) 

变动面积 

(km2) 

面积变动率 

(%) 
马鞍湖 S63F510 89.51° 35.23° 8.08 17.17 9.09 112.54 

S63005 S63F509 90.83° 35.95° 7.00 12.80 5.80 82.84 

小库赛湖 R63F503 92.80° 36.09° 9.20 16.70 7.50 81.56 

涟湖 S63B310 90.22° 35.56° 26.30 39.82 13.52 51.39 

S63004 S63F508 90.33° 35.60° 7.50 11.01 3.51 46.86 

叶鲁苏湖 F63A201 92.13° 35.22° 144.10 204.92 60.82 42.21 

S63022 S63F534 91.21° 35.23° 12.57 16.83 4.26 33.90 

雅西错 F63A303 92.68° 34.25° 19.30 25.02 5.72 29.65 

盐湖 S63D308 93.41° 35.53° 32.80 41.55 8.75 26.67 

玛章错钦 F63B301 91.59° 34.34° 58.80 73.44 14.64 24.90 

月亮湖 S63F315 90.38° 35.61° 15.00 17.25 2.25 15.03 

高台湖 S63F502 90.96° 35.41° 9.60 10.74 1.14 11.92 
 

 
原中部、东部和北部的气温和降水在近几十年来整体

呈增加趋势 , 且降水增加多为气温升高所致 [1,54,55]. 

文献[7]通过分析 1965~2000 年间多个气象站的降水

数据 , 得出在这期间高原年降水量在西北部和中部

区域整体呈增加趋势 , 而在东北部则呈现减少的规

律 , 本次调查期内青海湖面积减少是东北部降水减

少的直接响应 , 而后湖泊面积的增加也响应了该区

降水又呈增加趋势这一规律. 另外, 从遥感观测的角

度, 气候变化的响应可以通过地表温度、冰川、雪线

等的变化来反映 , 相关研究结论已经反映了近几十

年来青藏高原地表温度升高、冰川消融、雪线退缩等

趋势[7,56,57].  

通过前述分析可知, 调查期内 3 个典型气候变化

敏感区域中, 那曲地区、可可西里地区的湖泊整体呈

扩张趋势, 而黄河源区的湖泊则整体呈萎缩状态. 从

宏观来说 , 这些现象充分揭示了湖泊变化对上述气

候变化特征的显著响应; 从微观来说, 其响应特征存

在区域和时间的差异. 具体分析如下: (1) 那曲地区, 

与本次调查同期, 文献[58]利用 1975~2005 年间的气

候资料 , 对那曲地区东南部湖泊扩张及其对气候变

化的响应进行了分析 , 认为湖群面积扩张是对该区

气温上升、降水量增加、蒸发量减少、冰雪融水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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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黄河源区 10 km2 以上湖泊的分布及其面积变化 

表 8  黄河源区面积萎缩率大于 10%的湖泊 

湖泊名称 湖泊代码 经度(E) 纬度(N) 
《湖泊志》记载面积 

(km2) 

本次调查面积 

(km2) 

变动面积 

(km2) 

面积变动率 

(%) 
坎巴卡东错 R63F315 95.13° 35.21° 11.72 19.50  −7.78 −39.89 

阿涌尕马错 D63A305 98.29° 34.78° 14.38 22.70  −8.32 −36.65 

章江头木错 D63B306 95.61° 35.33° 13.72 20.00  −6.28 −31.38 

阿涌吾尔马错 D63A301 98.20° 34.79° 27.17 37.60 −10.43 −27.73 

星星海 D63A303 98.10° 34.83° 26.28 29.30  −3.02 −10.31 
 

 
加以及冻土退化等暖湿化气候变化特征的直接响应. 

继本次调查之后, 一些最新的研究资料对截至 2010~ 

2011 年那曲地区的湖泊变化进行了进一步探究, 得

到该区湖泊面积整体上仍呈现继续扩张的趋势 , 这

一现象也很好地响应了高原中部和北部气温、降水、

冰川等的变化规律 [13,59,60]. (2) 可可西里地区 , 大多

数依靠冰川融水、降水、河流补给的湖泊(如玛章错

钦、雅西错等)近 30 年来整体呈扩张趋势, 这是对青

藏高原北部降水量增多、昆仑山冰川融水增加的响

应[12]. 同时, 处于封闭湖盆内的咸水湖(如特拉什湖、

可考湖等)则由于气温的持续升高, 湖泊蒸发量大于

补给量, 造成湖泊萎缩 [50]. (3) 黄河源区, 近年来黄

河源区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呈现蒸发量增加、径流

量减少、冰川后退、草地退化等现象[61,62]. 本次调查

得出该区湖泊整体呈萎缩趋势 , 是对该区气候和生

态环境恶化的有力指示 , 另有同期研究也从不同侧

面揭示了该区湖泊对气候变化区域特征的响应[63,64].  

4  结论 

以 2005~2006 年的 CBERSCCD 和 Landsat ETM+

卫星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 并在 1975 年前后 1:10

万、1:5 万地形图等资料的支持下, 对近 30 年来青藏

高原 1 km2 以上湖泊的数量、面积变化进行调查, 并

对湖泊变化规律、成因、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等进行较

深入地分析和讨论. 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 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能够成功地进行大范围

的湖泊现状调查和变化监测. 与实地调查相比, 利用

该手段开展调查研究既省时省力又不易遗漏湖泊的

细微变化 . 特别对于青藏高原这类实地观测非常困

难, 难以获得有效资料的区域, 卫星遥感技术更体现

出独特的优势.  

(2) 截至 2005 年左右, 青藏高原共有 1 km2 以上

湖泊 1055 个, 包括青海省的 222 个和西藏自治区的

833 个, 占同期全国湖泊总数量的 30%以上; 青藏高

原湖泊总面积为 41831.72 km2, 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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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 发现面积大于 1 km2 的新生湖泊共 30 个, 

原面积大于 1 km2 的湖泊消失 5 个.  

(3) 面积在 500 km2 以上的大湖中, 调查期年段

内羊卓雍错和青海湖萎缩严重 , 目前羊卓雍错仍在

继续萎缩 , 主要原因是气温升高引起的湖泊蒸发效

应超过降水补给(另有研究表明, 由于祁连山冰川融

化、降水增加等的影响, 自 2004 年后青海湖呈扩张

趋势). 那曲地区的色林错、纳木错和赤布张错面积

扩张较大 , 气温和地表温度升高导致的冰川融水增

加是湖泊扩张的主要原因.  

(4) 新生湖泊按照成因可以归纳为 6 种类型, 即

河道扩展、沼泽转化、沙地或盐碱地转化、戈壁转化、

冰川融水汇流以及季节性湖泊. 新生湖泊一般较小, 

面积最大的不超过 40 km2. 与新生湖泊相比, 消亡湖

泊数目相对较少 , 且多是由于自然条件变化导致的

湖泊干涸.  

(5) 在调查期内, 3 个典型气候与生态环境敏感

区域中 , 那曲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的湖泊总体呈扩

张趋势, 是高原中北部因气候变暖导致的气温升高、

降水量增加、冰川融水增加等的直接响应. 黄河源区

的湖泊则总体呈萎缩状态 , 与该区气温升高导致蒸

发量持续增加、入湖河流的径流量减少等密切相关.  

致谢 感谢清华大学宫鹏教授对本文研究工作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提供的多期 CBERS CCD

遥感影像以及参与青藏高原湖泊卫星遥感调查工作的全体研究人员为本文提供的大量数据资料和成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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