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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５０年来水循环要素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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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气象台站、再分析资料分析以及过去研究成果的综合，系统总结了过去 ５０年青藏高原水文环境变化

趋势及其区域差异性。显著、同步的地表升温是青藏高原水分循环最为显著驱动特征。日照、风速的下降形成大

气驱动因子的减弱，表现为蒸发力下降。大气水汽含量与其他因子造成降水量微弱增加，但区域差异明显。随着

地表气温上升，最大积雪水当量减少、冻土活动层厚度增加。尽管蒸发力下降，地表土壤湿度的增加依然导致蒸散

发微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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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近５０年来
其变暖幅度超过北半球和同纬度的其他地区

［１］
。

气候变暖背景下，气温的升高对青藏高原水文循环

的影响，是目前急需回答的科学问题。结合所选择

的河流流域内的水文气象资料，分析青藏高原的主

要河流水文要素序列的变化，对揭示全球变暖对青

藏高原水文循环的影响具有特殊的意义。另外，由

于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日趋严重，中国许多大河发源

于青藏高原，分析青藏高原主要流域气候变化对径

流变化的影响对中国水资源演变形势的预测也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资料

依水文区划，青藏高原分属五大流域：黄河水

系、长江水系、西南水系、西北内流区和藏北高原内

流区（

书书书

图１），其中藏北高原内流区为高原特有的闭
合流域。

青藏高原水文气候学观测始于 ２０世纪 ５０年
代，常规气象台站 ７０余个。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起，高
原不同尺度的水文气候学变化的分析研究受到学术

界的重视，并已取得许多成果
［２～７］

。然而，众多研究

成果尚缺乏系统的归纳。本文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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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所示气象

台站资料、ｅｒａ４０再分析地表土壤水分资料，并结合
前期径流变化研究成果

［４］
，从水循环的驱动因子、

地表条件以及降水、蒸发以及径流变化，对高原

１９６０年以来的水文环境变化做一趋势性分析，以提
供相应水文学研究的背景材料。

２　显著、同步的地表升温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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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所示水系分布，我们分别计算了 ５０年
来五大流域年均温序列，其１９６０～２００９的气温距平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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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所示。五大流域均显示显著的升温过程，而
且时间变化几乎同步。各流域 １９６０年以来升温幅
度２～４℃，升温趋势为 ０２４～０４５℃／１０ａ。全球以
及中国的气候分析表明，全球变暖以冬季升温幅度

大为特点、且气温升降区域差异明显
［２，３］
。因此，青

藏高原区域整体显著的、时间与空间同步的升温过

程，是其水文环境变化的驱动特征。

３　大气水分与降水变化的空间不均一性

　　地表水汽压的物理意义是大气所有水汽的总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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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ｂ给出了青藏高原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水汽压变
化趋势分布。其空间分布呈不规则模式，大部分地

区大气水汽含量增加，趋势最大可达 ０１５ｈＰａ／１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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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青藏高原水文分区和气象台站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ｎｓａｎ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Ｐ）

图 ２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青藏高原五大流域年均温序列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ａｓｉｎｓｏｎｔｈｅＴＰ

东部与北部中心部分大气水汽含量降低。除大气水

汽含量外，地表降水亦受地形以及其他因素影响，因

而其变化趋势的分布与大气水汽也有所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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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ｂ）。大致是高原边缘部分降水减少，内部增
加。而且其正趋势分布中心与大气水汽含量不重

合。与气温相比，青藏高原降水变化要复杂的多，降

水变化趋势一直存在争议。马晓波和胡泽勇
［５］
认

为２００１年为止高原总体降水有所增加，最大为
１０２％。以前研究成果认为高原南北降水变化存在
明显差异，特别是高原南部和东北部降水几乎成相

反的变化
［６，７］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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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ａ所显示的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
的变化趋势表明降水减少位于高原边缘部分。

为显示大气水汽含量和降水变化的空间差异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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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分列了青藏高原不同流域大气水汽含量和
降水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代际距平平均值。结果显示
１９９０年以来高原整体大气水汽含量增加，其中较为

图 ３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青藏高原降水（ａ）

与水汽压（ｂ）变化趋势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ｅｎ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０～２００９ｏｎｔｈｅＴＰ，

　　　　　　　（ａ）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ｍ／１０ａ）ａｎｄ（ｂ）ｖａｐ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ｈＰａ／１０ａ）

干燥地区增加幅度更大（西北、高原内陆流域）。

４　大气驱动因子（日照，风速，蒸发
力）的减弱

　　对于水分循环来讲，太阳辐射是其最主要的能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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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青藏高原以及不同流域大气水汽含量

和降水年代际距平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ｅｃａｄａｌｍｅａ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ｖａｐ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ａｓｉｎｓ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平均 长江 黄河 西南 西北 高原内陆

降水／ｍｍ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１１２ －０４ －５９ －１８５ －１２６ －２３６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８２ －６８ －２２ －１４５ －６２ －１１６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６９ ２８９ １０５ －６３ １３２ ５８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２４ －２０２ －６０ ６９ －６８ －１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１６６ －０４ ２２５ １７５ １４３ ４２６

水汽压／ｈＰａ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０７ －００４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１３ －００８ －０１０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１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０１４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３０

书书书

　　表中黑体的数据显示正趋势

量驱动因子，风是其最主要的动力驱动因子。地表

蒸发力（潜在蒸发）是二者综合作用的表征参数。

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在此以气象台站观测日照时

数和蒸发皿蒸发（Ｐｅｖａ）作为参数评价太阳辐射和
地表蒸发力。

书书书

图４给出了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青藏高原

图 ４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青藏高原平均 Ｐｅｖａ（ａ）、风速（ｂ）、日照时数（ｃ）和低云量（ｄ）年均距平变化序列

Ｆｉｇ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０～２００９ｏｎｔｈｅＴＰ，（ａ）ｐａｎ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ｖａ），

（ｂ）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ＷＳ），（ｃ）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ｌｏｗｅｒｃｌｏｕｄｉｎｅｓｓ

平均 Ｐｅｖａ（ａ）、风速（ｂ）、日照时数（ｃ）和低云量
（ｄ）年均距平变化序列。１９６０年至 １９７０年间，日照
时数增加，１９８０ｓ最大，随后大致呈下降趋势；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线性趋势为－７２小时／１０ａ。这与全
球性的大气层透光性观测结果是一致的

［８］
。表征

大气动力驱动强度的平均风速自 １９７５年以来显著
下降：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线性趋势为－０１ｍ／ｓ／１０ａ，相
应Ｐｅｖａ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间以－２４５ｍ／１０ａ的线性趋
势减少。

过去的研究成果亦揭示了高原总体规模地表蒸

发力的下降趋势
［９］
，尤其 １９６６～２００１年期间，无论

蒸发皿蒸发、潜在蒸发以及参照蒸发均显示同步下

降趋势
［１０］
。而年日照时数和平均风速的显著下降，

以及年平均相对湿度的明显增加可能是年蒸发皿蒸

发量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平均气温日较差的显著

减小和降水量的增加在蒸发量减少趋势中的作用也

不可忽视。

即使平均序列的变化显示规律下降趋势，但是

日照时数、风速和 Ｐｅｖａ变化趋势依然有空间不均
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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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日照时数总体下降，但高原西部、中部
和西南部部分地区呈上升趋势；风速除零星地区外

均为负趋势；而 Ｐｅｖａ在西南部和最西部地区依然
为正趋势。

５　地表条件特征变化

青藏高原地表最重要的地表条件特征莫过于积

雪和冻土。

书书书

图６分别给出了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青藏高
原最大积雪深与最大消融（冻结）深度变化趋势分

布状况。除 ９５°～１００°Ｅ自南至北不规则的带状区
域外，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青藏高原最大积雪深均显示下
降趋势，最大线性趋势超过－２ｃｍ／１０ａ；南部喜马拉
雅山区最大积雪深变化极为复杂。而表征地表热力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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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青藏高原日照时数（ａ）、

风速（ｂ）和 Ｐｅｖａ（ｃ）变化趋势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ｅｎ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０～２００９

ｏｎｔｈｅＴＰ，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ｈｒ／１０ａ），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ｂ）ａｎｄＰｅｖａ（ｃ）

图 ６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青藏高原最大积雪深（ａ）

与最大消融（冻结）深度（ｂ）变化趋势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ｅｎ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０～２００９ｏｎｔｈｅＴＰ，

（ａ）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ｂ）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ｈａｗ／ｆｒｏｚｅｎｄｅｐｔｈ

图 ７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青藏高原夏季地表蒸散发（ａ）与夏季

　　　　　　　地表土壤湿度（ｂ）变化趋势分布（序列来自 ｅｒａ４０再分析）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ｅｎ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０～２００９ｏｎｔｈｅＴＰ，

　　　　　　　（ａ）ｓｕｍｍｅｒｓｅａｓｏｎｅｖａｐｏｔ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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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的最大消融或最大冻结深度，除零星地区外基

本为负趋势，即永久（季节）冻土活动厚度增加，最

大线性趋势超过－２０ｃｍ／１０ａ。

书书书

表２分列了青藏高原不同流域最大积雪深和最
大消融（冻结）深度 １９６０～２００９年代际距平平均
值。结果显示 １９８０ｓ高原整体最大积雪深为正距
平，２０００年以来最大积雪深整体下降。而最大消融
（冻结）深度自 １９９０年以来显著增加，这与地表升
温过程有关。高荣等

［１１］
分析了青藏高原冬春积雪

日数和冻结日数的变化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认

为高原冬春积雪日数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是增加的，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则是减少的；而此 ２０年间高原
季节性冻土冻结日数呈递减趋势。其结果与

书书书

表２所
揭示最大积雪深和最大消融（冻结）深度 １９６０～
２００９年代际变化是一致的。

表 ２　青藏高原以及不同流域最大积雪深和

最大消融（冻结）深度年代际距平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２　Ｄｅｃａｄａｌｍｅａ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ｈａｗ／ｆｒｏｚｅｎｄｅｐｔｈ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ａｓｉｎｓ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平均 长江 黄河 西南 西北 高原内陆

最大积雪深／ｃｍ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０７ －０７ －０９ －１３ －０２ １３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１ ０１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０５ ０８ ０４ ０７ ０２ ０３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０１ －０７ －０３ ００ ０１ －０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３ －０８ －１１ －０５ －１１

最大消融（冻结）深度／ｃｍ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６７ ０６ ６７ １４８ －２３ －１６６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２１ ３６ ０５ １８ ４０ ９８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３６ ２６ ５６ ３７ １２ ６１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３５ －３７ －４９ －３０ －２９ －７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１２５ －１４２ －７５ －１２４ －１２６ －６８

书书书

　　表中黑体的数据显示正趋势。

图 ８　来自 ｅｒａ４０再分析的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青藏高原夏季地表蒸散发与夏季地表土壤湿度

平均序列（ａ）以及它们的相关关系（ｂ）

Ｆｉｇ．８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ｆｅｒａ４０ａｎｎｕａｌＥＴ（ｅｖａ）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０～１０ｃｍｌａｙ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０～２０００（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

多年冻土是地气热量交换长期负积累的结果，

其退化过程总体上表现出与全球气温升高的一致

性。就目前监测结果来看，全球多年冻土表现出地

温升高，活动层加厚，厚度减小乃至多年冻结层消失

等变化
［１２～１６］

。青藏高原冻土具有地温高、厚度薄、

活动层浅、稳定性差的特征，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

下，呈现持续性退化趋势，是气候变化的灵敏“指示

器”
［１７～１９］

。活动层是冻土与大气相互作用的界面，

诸多陆面过程也主要发生在该层内。普遍认为近几

十年内，随着全球变暖的持续发展，活动层厚度发生

着显著变化
［２０］
，影响地表产流、土壤含水量、地表蒸

散发、植物生长周期及工程地质稳定性。

６　相对平稳的地表含水量与蒸散发变化

　　由于资料限制，此处利用 ｅｒａ４０再分析序列探
讨地表土壤湿度和蒸散发的年际变化。

书书书

图７显示来
自 ｅｒａ４０再分析序列的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青藏高原夏
季地表蒸散发与夏季地表土壤湿度变化趋势分布。

从二者４０年间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看，其变化具有
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均显示东部负趋势，西部正趋

势。高原北部蒸散发正趋势中心估计是青海湖水面

蒸发的增加造成的。

书书书

图８显示整个高原平均序列亦
显示了时间上相关性。

除高原北部蒸散发正趋势中心之外，土壤湿度

和蒸散发趋势值都比较小。土壤湿度趋势多在

－１０％ ～１０％／１０ａ之间，夏季蒸散发的趋势亦在
－２～２ｍｍ／１０ａ之间。

书书书

图８显示整个高原平均序列的
趋势分别为 ０６％／１０ａ（土壤湿度）和 １０ｍｍ／１０ａ
（蒸散发）。

蒸散发的研究迄今仍然是青藏高原陆面水文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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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循环研究中的薄弱点。高原生态环境变化中，

土壤和植被的蒸散发过程是参与多年冻土区水分

循环的重要因子对高寒草甸生态水文过程的研究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环境的限制和试验

的困难性，对青藏高原尤其是极高海拔蒸散发的

研究还较为薄弱。裴超重等
［２１］
利用 ＮＯＡＡ遥感数

据，运用表面能量平衡系统（ＳＥＢＳ）模型，结合当
地气象站实际观测数据，计算了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长
江源区的蒸散量。结果显示长江源区的年蒸散量

５００～６２０ｍｍ，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间以 ６８ｍｍ／ａ的速
度增加。全球变暖引起的气温、地表温度的升高

是蒸散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７　差异明显的外流河径流变化

表３是曹建廷等［４］
对青藏高原部分外流河年

径流序列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检验计算结果。５条河流的
径流总量和各河流不同时段年径流量，进行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趋势检验，计算了反映变化趋势的 Ｚｃ值，Ｚｃ
值为正表明上升趋势，Ｚｃ值为负表明下降趋势。

表 ３　青藏高原部分外流河年径流序列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计算结果（引自文献［４］）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ｍｅａｎａｎｎｕａｌ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ａｎｄ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ｔｅｓｔ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４］）

序列名称 起始年 终结年 序列长 Ｚｃ值

径流总量 １９６８ ２０００ ３３ －０１１

澜沧江 １９６８ ２０００ ３３ ０７９

通天河 １９５６ ２０００ ４５ －００１

雅鲁藏布江 １９５６ ２０００ ４５ －０７７

黄河 １９５６ ２０００ ４５ －０３０

雅砻江 １９５６ ２０００ ４５ ０４７

径流总量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 ２１ －１２４

澜沧江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 ２１ －０４５

通天河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 ２１ －１８４

雅鲁藏布江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 ２１ １２４

黄河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 ２１ －２６９

雅砻江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 ２１ ０．５４

对比长江、黄河两大流域，通天河（长江）和黄

河在１９５６～２０００年和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间径流总量序
列的 Ｚｃ值均为负值，特别是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径流序
列呈明显的减少趋势。显示近４０年来长江、黄河源
区径流量总体上呈明显的递减趋势。谢昌卫等

［２２］

对寒区径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分析表明，长江源

区温度因子对径流年际变化影响大于黄河源区，而

降水因子影响相对较小，长江源区寒区水文环境对

径流影响较大是造成长江、黄河源区径流差异形成

的主要原因。

澜沧江在３３年和２１年的两时段的径流序列呈
现不同趋势，较长序列呈现增加趋势，较短序列呈现

减少趋势。雅鲁藏布江径流序列短序列呈增加趋

势，长序列呈减少的趋势，与偏东部澜沧江的径流量

呈现反相变化：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是一个流域径流量
较大的时期，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流域的径流开始减
少，８０年代径流减少的特征尤其明显，而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流域的径流又有所增加，流域降水对径流的影

响十分显著
［２３，２４］

。最东部的雅砻江 １９５６～２０００年
和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径流序列均呈现增加趋势；安全
等

［２５］
发现雅砻江流域上游（雅江站）径流 １９７０～

２００４年间总体呈增长趋势，但近期增长速度已经变
缓；中游（洼里站）径流在 １９９３年前呈稳定增长趋
势，但在１９９３年后径流减少趋势越来越明显；而雅
江至洼里区间径流量一直呈减少趋势。

８　结语

本文结合气象台站资料、ｅｒａ４０再分析资料和
前期研究成果，对高原１９６０年以来的水文环境变化
做了趋势性分析，初步结论如下：

（１）显著、同步的地表升温是青藏高原水分循
环最为显著驱动特征。

（２）日照、风速的下降形成大气驱动因子的减
弱，表现为蒸发力下降。

（３）大气水汽含量与其他因子造成降水量微弱
增加，但区域不均一性明显的特点。

（４）随着地表升温，积雪减少、冻土活动层厚度
增加。

（５）尽管蒸发力下降，地表土壤湿度的增加依
然导致蒸散发微弱增加。

（６）由于资料限制，观测不足，外流区径流变化
特征尚未发现规律。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未涉及青藏高原冰冻圈

变化的水文学效应。在青藏高原，冰冻圈的变化对

水分循环的影响应该是水文学家更加瞩目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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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１１２，Ｄ１２１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０６ＪＤ００８１６１

１０　ＺｈａｎｇＸ，ＲｅｎＹ，ＹｉｎＺＹ 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７１～２００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

１１４，Ｄ１５１０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９ＪＤ０１１７５３

１１　高　荣，韦志刚，董文杰等．２０世纪后期青藏高原积雪和冻土变

化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高原气象，２００３，２２（２）：１９１～１９６

ＧａｏＲｏｎｇ，ＷｅｉＺｈｉｇａｎｇ，ＤｏｎｇＷｅｎｊｉｅｅ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ｎｏｗ

ａｎｄｆｒｏｚｅｎｓｏｉｌｏｖｅｒＱｉｎｇｈａｉＸｉｚａｎｇ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２２（２）：１９１～１９６

１２　ＯｓｔｅｒｋａｍｐＴ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ｗａｒｍ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ｉｎＡｌａｓｋ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１１２，Ｆ０２Ｓ０２，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６ＪＦ０００５７８

１３　ＰａｖｌｏｖＡＶ．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ｆｉｅｌｄｄａｔａａ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Ｐｏｌａ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９６，２０（１）：４４～６４

１４　ＷｕＱＢ，ＺｈａｎｇＴＪ．Ｒｅｃｅｎｔ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ｗａｒｍ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１１３，

Ｄ１３１０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７ＪＤ００９５３９

１５　ＳｈａｒｋｈｕｕＮ．Ｒｅｃ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ｏｆ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Ｉｎ：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Ｍ，ＳｐｒｉｎｇｍａｎＳＭ，ＡｒｅｎｓｏｎＬＵｅｄ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２１～２５Ｊｕｌｙ２００３，Ｚｕｒｉｃｈ，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Ａ．Ａ．Ｂａｌｋｅｍａ，Ｌｉｓｓｅ，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０３１０２９～

１０３４

１６　ＨａｒｒｉｓＣ，ＭüｈｌｌＤ Ｖ，ＩｓａｋｓｅｎＫ ｅｔ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ＧｌｏｂａｌＰｌａｎｅｔ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３，３９（３）：２１５～２２５

１７　ＡｌｌｉｓｏｎＩ，ＢａｒｒｙＲＧ，ＧｏｏｄｉｓｏｎＢ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Ｃｒｙ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ｌ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ＷＣＲＰ１１４／ＷＭＯ／ＴＤ，

Ｎｏ１０５３２００１

１８　程国栋．冰冻圈变化研究专辑序言．冰川冻土，１９９６，１８（增刊）：

１～３

ＣｈｅｎｇＧｕｏｄｏｎｇ．Ｐｒｅｆａｃｅ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ｏｆｃｒｙ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１８（Ｓ１）：１～３

１９　王绍令．青藏高原冻土退化的研究．地球科学进展，１９９７，１２

（２）：１６４～１６７

ＷａｎｇＳｈａｏｌ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ｒｅｔｒｅａｔ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１２（２）：１６４～１６７

２０　ＡｎｉｓｉｍｏｖＯＡ，ＳｈｉｋｌｏｍａｎｏｖＮＩ，ＮｅｌｓｏｎＦＥ．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ＧｌｏｂａｌＰｌａｎｅｔ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９７，１５（３～４）：６１～７８

２１　裴超重，钱开铸，吕京京等．长江源区蒸散量变化规律及其影响

因素．现代地质，２０１０，２４（２）：３６２～３６８

ＰｅｉＣ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Ｋａｉｚｈｕ，Ｌü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ｎｉ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４（２）；３６２～３６８

２２　谢昌卫，丁永建，刘时银等．长江、黄河源寒区径流时空变化特征

对比．冰川冻土，２００３，２５（４）：４１５～４２２

ＸｉｅＣｈａｎｇｗｅｉ，ＤｉｎｇＹｏｎｇｊｉａｎ，ＬｉｕＳｈｉｙｉｎ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ｒｕｎｏｆｆ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ａｎｄ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２５（４）：４１５～

４２２

２３　高　冰，杨大文，刘志雨等．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分布式水文模拟

及径流变化分析．水文，２００８，２８（３）：４０～４４

ＧａｏＢｉｎｇ，ＹａｎｇＤａｗｅｎ，ＬｉｕＺｈｉｙｕ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ＹａｒｌｕｎｇＺａｎｇｂｏ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ｒｕｎｏｆ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８（３）：４０～４４

２４　高志友，王小丹，尹　观．雅鲁藏布江径流水文规律及水体同位

素组成．地理学报，２００７，６２（９）：１００２～１００７

ＧａｏＺｈｉｙｏｕ，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ｄａｎ，Ｙｉｎ Ｇｕａ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ｕｌｅａ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ＹａｒｌｕｎｇＺａｎｇｂｏＲｉｖｅｒ．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７，６２（９）：１００２～１００７

２５　安　全，梁　川，刘　政，雅砻江中上游径流变化特性的小波分

析．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２００８，４１（３）：２０～２８

ＡｎＱｕａｎ，Ｌｉ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ＬｉｕＺｈｅｎｇ．Ｗａｖｅｌｅ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ｕｎｏｆ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ｕｐｐｅｒｍｉｄｄｌ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ＹａｌｏｎｇＲｉｖ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４１（３）：２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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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纪　　研　　究 ２０１２年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５０ＹＥＡＲＳ
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ｓｈｅｎｇ　　ＭａＹｉｎｇｚｈａｏ　　ＧｕｏＹａｎｈｏｎｇ　　ＳｕｈａｉｂＢ．Ｆａｒｈａｎ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ｒａ４０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ｗｏｒｋｓｏｎ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５０ｙｅａｒｓ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Ｐ）ａ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ｃｙｃ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ｅｄｂｙ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ｃａｌｅｆｒｏｍｉｔｅｍ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ｃ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ｕｎｏｆ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ａｔｒｏｂｕｓｔａｎｄ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ｗａｒｍｉｎｇｏｖｅｒ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ｅｖｉｄｅｎｔ，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ｎ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ａｎｄａｌｓｏ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ｌｏｗｅｒｃｌｏｕｄｉｎｅｓｓｃａｕｓｅｄ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
ｐａｎ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ｒｉｓｉｎｇａｉｒｔｍｅ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ｌａｙｅｒｄｅｐ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ｉｌｌ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ｓｉｎ
ｒｉｖｅｒ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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