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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南极实地考察始于 1980 年, 近 20 余年来有较大的进展。南极大气科学考察与研究
是南极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大气科学角度阐述了南极大气科学考察与研究的意义,
回顾了国内外南极气象及大气科学考察历史与现状, 介绍了国外南极大气科学研究概况及近年来
我国南极大气科学在全球变化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展望了南极大气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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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 ter Chinese Antarctic expedition was f ounded since 1980, a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during
this recent 20 years. A tmosphere scientif ic expedition and research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Chinese
Antarctic scientif ic research. In this paper , we show its meanings from the aspect of atmosphere science,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us of the Antarctic meteorology and atmosphere scientif ic expedi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recent science progress. We also make an expectation of the major areas in A ntarctic scientif 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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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与北极和青藏高原一起被称为地球三极。
南极地区位于地球最南端的 60bS 以南, 包括南极大
陆、
亚南极岛屿和环绕南极大陆的南大洋, 大部分地

一、南极大气科学考察与研究的科学意
义

区终年为冰雪所覆盖, 气候寒冷、暴风雪频繁、自然
环境恶劣, 是地球上唯一没有土著居民、
没有明确归

南极地区是多个国际研究计划研究全球变化的
关键地区, 对南极变化的监测和研究是全球变化研

属和尚未被开发利用的国际区域。南极洲发现时间

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气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生

距今不足 200 年, 是地球上发现最晚的大陆, 从发现
南极大陆到揭露南极奥秘, 都深受各国政府、探险家

存环境, 全球大气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统一整
体, 要了解 全球气候变化, 必须对南极 地区有所研

和科学家关注。在南极地区进行的考察和研究是维

究。南极大气科学考察与研究历来是南极科学研究

护国家权益的国家行为, 除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外, 也

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深远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战略意义。

南极是地球大气的主要冷源之一。南极洲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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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被冰盖、冰架和终年不化的积雪所覆盖, 加上

研究, 获得了近 42 万年以来南极地区温度和二氧化

周围海域的海冰, 形成了一个名副 其实的冰大陆。

碳及甲烷等痕量气体浓度变化的资料, 数据分辨率

在全球大气环流和天气气候形成, 南北两半球热量、
动量和水份的交换中起重要作用。南极大气边界层

优于 100 年( Petit et al, 1999) 。南极冰盖具有使全球
海平面上升 60m 的水量, 而每年降落在南极大陆上

与冰雪下垫面之间的动力和热力相互作用, 不仅影

积雪有相当全球海平面下降 5mm 的水量。南极冰

响着大气层结构和局地天气气候, 而且对全球大气

盖物质平衡的研究将对研究温室效应的增温作用及

环流和气候演变也有重要的作用。目前的全球气候
模式和大气环流模式对南极地区的模拟与其他地区

全球海平面变化有重要意义。目前对南极冰盖物质
平衡估算的可确定性仅为 20% , 为此继 1990 年国际

相比存在较大的偏差, 在模拟南极地区的平均大气

横穿南极考察后, SCAN 开始实施新的国际横穿南极

环流及扰动, 尤其是对南极大陆及绕大陆的海洋上
空云和降水的模拟等方面效果也很差, 尚不足以再

科学考察 ( ITASE) 计划, 在约 20000 km 的剖面上每
隔 50- 100km 进行冰盖表面采样和浅层钻探, 以获

现南极周围海洋的温度和海冰分布与季节变化。要

得近 100- 200 年以来包括积累率和温度在内的环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对南极大陆倾斜地面上空的大气

境参数分布资料( SCAR, 1992) 。

边界层动力学、南极地区的大气动力学、
热力学和化
学过程、
海- 冰- 气相互作用和边界层物理特征参

南极的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指示器。南
极是地球的/ 冷极0和/ 风极0。南极东方站实测地面

数、
极地大气与中低纬度大气的相互影响、
对流层和

最低气温为 - 89. 2 e , 比在西伯利亚测得的北半球

平流层相互作用等进行深入研究。

地面最低气温( - 71 e ) 低 18 e ; 南极迪. 迪尔维尔

海洋是驱动大气能量的主要供应者和调节器,
极地大洋环流和海冰变化与极地大气环境有密切关

站实测最大瞬时风速达 96 mPs , 是全球地面风速最
大的地方( 日本国立极地研究所, 1988) 。南极和亚

系, 在全球能量平衡中起重要作用。围绕南极洲的

南极环境的各种参数对全球变化十分敏感, 为研究

南大洋是连接世界三大洋的唯一海区, 南极海冰区
是南极底层水( AABW) 以及其它南极水团的形成源

全球变化, 需要在南极地区进行重点监测要素有: 陆
地和海洋的表面温度、大气温度、辐射和能量通量、

地, 极地冷水通过沉降从海底向较低纬度地区输送,

大气的特征和动力学; 大气组成; 冰盖物质平衡和海

对全球各大洋的热量和气体交换起重要作用。引起

平面; 海冰状况和大洋环流; 南极大陆表面水文学和

水团形成多样性的大洋深层温度、
盐度和溶解气体
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有重要的作用。海冰覆盖状态的

微环境以及南极地区的生态系统等。就气候变化而
言, 南极洲是地球上/ 惯性0最大的地区。大陆腹地

时间变化严重地影响着海冰区的能量收支和海洋-

降水少, 有/ 白色沙漠0 之称, 冰原的代谢率极慢, 与

大气之间的热交换。与南极大陆地区不同, 覆盖洋
面的海冰范围, 以及南极区域的洋面反照率都具有

其它大陆相比, 南极大陆地表反射率均匀, 且几乎没
有年变化, 地表风系也较 其它大陆上更具 持续性。

强烈的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海冰范围及冰密集度

因此南极大陆在南极区气候体系中具有控制性的、

的减少使下垫面反照率减少, 而使洋面获得更多的

稳定的特点( GARP, 1975) , 对其变化应十分关心。

太阳辐射能, 与此同时, 海洋暴露于大气范围的增加
会使从海洋进入大气的水量增加, 海洋的热量损失

南极是目前全球最少受人类活动影响和环境污
染的地区。极地大气化学特征、大气本底环境的分

也随之增加并引起云量的增加, 又导致洋面接收的

析和研究, 对了解人类活动与全球环境变化的关系

太阳辐射能减少。
极地冰盖和大洋沉积物中保留着地球大气地质

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因人类活动引起的大气中二氧
化碳和氟里昂等气体浓度的增加已经引起了人们的

时期和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详细记录, 是获取极地

忧虑, 前者能通过/ 温室效应0使全球气候增暖, 而后

气候代用资料的载体。每年沉降到终年不化冰盖表

者则通过平流层中的光化学反应破坏臭氧层, 其影

面的降雪都给冰盖增加了新的气候记录。在南极钻
探的冰岩芯和陆上的露岩包含了长达 45 亿年以上

响在极地反映最为明显。鉴于目前地球上气温、二
氧化碳等环境要素的变化强度已超出了自然界变动

的全球变化记录。目前在南极东方站已获得了深度

的界限( IGBP, 2001) , 因此, 在极地对气温、
二氧化碳

超过 2000 米的深孔冰岩芯, 前苏联、法国和美国科
学家利用对冰岩芯同位素、气泡成份及微量物质的

和大气臭氧等环境要素的监测更有意义。对极地温
度和极冰范围的监测及对冰原稳定性的研究能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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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温室效应0的影响程度提供依据; 开展大气臭氧

高空观测站 19 个) 和 64 个自动气象站列入了全球

变化规律和氟里昂等气体向两极输送过程的研究将

天气监视网( WWW) 或全球自动观测中继系统( AR-

为揭示/ 南极臭氧洞0 产生机理, 以及人类活动对臭
氧层破坏的影响程度提供线索。

GOS) 。在 2001 年 2 月 1 日- 15 日通过全球电信系
统( GTS) 获得了南极地区 67 个地面站( 包括自动站)

极地是地理和地磁极点所在地, 是研究各种大

和 13 个探空站的实时观测资料, 其中也包括我国长

气物理现象和日地关系的好场所。极区最适宜进行

城站和中山站的地面观测资料( 国际区站号分别为
89058 和 89573) 。

有关电离层、
磁层、
平流层- 对流层特性及相互作用
的探测研究, 也可进行太阳活动及其长期变化对中
低层大气活动影响和极区天气气候变化对太阳活动
变化的响应的观测研究。鉴于上述原因, 随着近百
年来极地科学 考察事业的发展, 极地大气科学考察
与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二、南极气象及大气科学考察的历史和
现状
大气科学是一门研究整个大气性质、结构和运

南极是目前全球气象资料最贫乏的地区之一,
在南极地区, 观测时间达百年的只有一个站( 奥卡达
斯, 1903 年建站) , 累计观测时间超过 30 年的也只有
25 个站( 陆龙骅等, 1997) 。气象台站的密度也远小
于人类居住的其它地区。在卫星遥感技术飞速发展
的现代, 虽利用高分辨率的卫星遥感资料, 可以通过
一系列计算获得大气温度、
湿度及臭氧总量的探测
结果, 并由此建立南极地区长期气候序列, 但在此过
程中必须用地面实测资料 来进行对比和 校正。目

动的学科, 包括气象、
气候、
大气物理、
大气化学等分

前, 南极地区的实地地面气象观测仍是不可取代的。

支。常规气象观测是气象工作和大气科学发展的基
础, 南极地区的气象台站也是世界天气监视网中不

南极气象观测站网为监测和研究南极地区的天气气
候变化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

除南极有人站的地面和高空的常规气象观测及

深入, 南极地区的气象科学考察也从传统的气压、温
度、
湿度和云、
能见度、
天气现象观测, 向包括大气物

架设在冰盖上的无人自动气象站( AWS) 外, 美国国
家大气研究中心( NCAR) 等还利用能在固定高度( 接

理、
大气化学和大气环境在内的更广泛的大气科学

近 200 hPa) 自由飞行的超亚、等容气球( GHOST ) 获

考察领域拓展。

取南极地区平流层大气环流资料、利用飞机和火箭
获取南极臭氧 洞期间极地上空的大气 化学环境资

南极气象观测是从南极探险开始的。在早期的
帆船探险时代, 人们只能依据探险者和在南极地区
捕猎海豹及鲸鱼的船只提供的 零星资料来认 识南
极, 对南极大陆所知更少, 为此有不少科学探险者在
南极恶劣的自然条 件下还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虽

料; 前苏联、美国和日本等在南极内陆地区利用梯度
塔和超声观测系统较系统地开展了有关地气间相互
作用物 理 过 程 的 微气 象 考 察 研 究 ( Schwerdtfeger,
1984) 。1978 - 1979 年 第 一次 全 球大 气 试 验期 间

1882- 1955 年期间在南极和亚南极地区曾有 59 个

( FGGE) 在南半球利用船舶和飞机投放了数以百计

科学考察队活动过, 也建过一些站, 但这些站大多活

的南大洋漂移浮标站和冰山浮标 站。1979 年南半
球冬季, 20bS- 65bS 的洋面上有 80% 的地区每隔 500

动时间很短, 很多站活动一次后就被关闭。真正系
统的南极气象观测始于 1957 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
在此期间, 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 有 12 个国家在南

km 就有一个浮标站。在深入南极内陆冰盖考察时
通常也在考察沿线获取气象资料并采集冰雪样品,

极和亚南极地区建立了 62 个科学考察站, 每个站都
设有气象观测, 最大限度地收集气象资料。由于受

获取气候代用资料。国际地球物理年以来, 在南极

南极气候条件恶劣和巨额耗资的限制, 国际地球物
理年后, 一些考察站相继关闭, 维持至今 的只有 18

达 30 年的只有 4 个站) 。近 30 年来, 特别是春季南
极臭氧洞发现后, 除大气臭氧总量和近地面臭氧外,

个站。七十年代以后, 由于气象卫星, 遥测和自动气
象站等现代探测技术的广泛应用, 以及参加南极考

还利用气球、
飞机、
火箭等进行了有关对流层、
平流
层和中层大气特征及气溶胶和 CO2 、
SO2 、
NOX、氟里

察的国家增多, 南极气象观测和资料获取状况有了

昂( CFCS ) 、
溴化烃( Halons) 等大气痕量成份的观测。

根本性的改善。目前在南极地区已有 20 余个国家
建立了 52 个有人气象站( 地面观测站 33 个, 地面及

随着空间遥感技术的发展, 在南极地区早期的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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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先后建立了 14 个大气臭氧总量( 累计观测时间

辨率卫星云图( APT) 接收系统已逐渐为气象卫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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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图象传输( HRPT) 接收系统所取代, 目前在南

到了 WMO 等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1993 年, 在长

极已有 10 个 HRPT 接收站, 利用 HRPT 资料不但可

城站和中山站都建成了高分辨极轨气象卫星资料接

以获得清晰的数值化卫星图象, 还可以通过反演获
得大气臭氧总量, 海冰分布和各层大气温度分布等

收处理系统, 除为制作科考服务的站区天气预报外,
还获得了高分辨率图象传输( HRPT) 资料。此外, 还

资料。此外, 在南极沿海地区作业的科考察船和漂

进行过降水及冰雪样品化学组分测定、酸雨监测和

移浮标也可提供有关的资料。

样品采集及气溶胶和凝结核特性等大气环境特性的
观测。

我国的南极实地气象考察和研究虽起步较晚,
近二十年来却有较大进展。中国的南极考察是由国

随着中国南极考察向南极内陆的延伸, 从 1997

家南极考察委员会( 现为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

年起, 我国多次组织了对南极内陆冰盖的科学考察,

室) 归口管理的, 从 1981 年起, 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
才陆续派人赴国外的南极考察站进行气象考察, 为

在赴 DOME- A 及格鲁夫山考察时, 除进行冰雪采
样、
冰雪积 累率等冰雪考察, 地质考察 和寻找陨石

我国独立建站做准备。1984 年 国家南极考察 委员

外, 也还进行了气象观测。

会组织了中国首次南极考察, 到 2001 年止, 我国已

1984 年以来, 在/ 向阳红十号0、
/ 极地号0和/ 雪
龙号0等科学考察船执行南极考察任务赴南极考察

在南极建成了两个科学考察站, 作为国家行为组织
了十八次南极考察和一次北极考察, 有 140 余人次
的气象人员参加了这些考察。
1985 年和 1989 年, 在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组织

航渡期间, 考察船上都进行了常规的海洋气象观测
和大洋综合考察, 近年来还进行了有关地面臭氧、
紫
外 UV- B、气溶胶、海气间 CO2 交换等大气环境监

下,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与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
心及南极考察办公室合作, 完成了中国南极长城站

测。

气象站 ( 62b13cS , 58b58cW, 10m) 和中 山站 气象 台

冰上进行了大气边界层结构和湍流通量输送的试验
研究; 1999 年中国首次 北极考察时, 除 在考察航线

( 69b22cS , 76b22cW, 14. 9 m) 业务筹备和业务建设任
务。长城气象站和中山气象台建成后, 很快就列入
了世界气象组织( WMO) 站网, 其国际区站号分别为
89058 和 89573, 观测资料能及时通过全球电信系统
( GTS) 进入世界天 气监测网( WWW) 。目前这 两个
气象台站已初具规模, 地面观测、
发报和气象通讯系
统基本实现了遥测和自动化, 达到国外站同类水平。
在 2001 年第 18 次南极考察时, 我国与澳大利亚合
作, 在离我国南极中山站 250 km 的南极冰盖上设置
自动气象站, 直接通过卫星传输资料, 今后可以在北
京通过互联网直接调用该自动气象站资料。
1985 年以来, 先后在长城站和中山站进行了近
地面辐射和 微气象观测实 验。1994 年 12 月 ( 1995
年 1 月在中山站附近的大陆冰盖上进行了包括超声
风温脉动观测在内的近地面物理观测。
近年来, 为研究南极与全球气候环境相互作用

1997 年我国气象工作者与挪威合作, 在北极海

上进行海洋气象、地面臭氧、
紫外 UV- B、臭氧探空
等观测外; 还在北极联合冰站上进行了近地层大气
物理( 梯度和超声) 、
边 界层大气结构( TMT 软气象
塔) 、
高空大气探测( GPS 探空和臭氧探空) 、极区大
气化学和海水微量元素以及大气气溶胶和低层大气
温室气体采集( 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 2000) 。

三、南极大气科学与全球变化研究
国际地球物理年以来, 随着南极地区科学考察
资料的不断增多, 各国科学家对南极在全球气候变
化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科学研究和国际合
作成为和平利用南极的主旋律, 人类在南极的活动
进入了科学考察的新时代。目前很多国家都建立了
专门的极地研究机构,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美国的伯

和影响, 从 1993 年起, 中山站用气象科学研究院提

德极地研究所( 俄亥俄州立大学) 及地球物理和极地
研究中心( 威斯康星大学) , 俄罗斯的南北极研究所

供的 BREWER 臭氧探测仪器进行了大气臭氧总量、

( 圣彼得堡) , 英国的斯科特极地研究所( 剑桥) , 日本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总量及紫外 UVB 观测。我国中
山站处于臭氧洞的边缘地带, 经常可以观测到臭氧

的国立极地研究所( 东京) , 澳大利亚的南极洲和南
大洋环境研究中心( 塔斯马尼亚) , 法国极地研究所

洞的进退和伸缩, 对研究南极臭氧洞及相关过程十

( 巴黎) , 加拿大的北极研究中心( 渥太华) 、
中国极地

分有利。中山站的大气臭氧监测为完成南极/ 八五0
和/ 九五0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提供了基础数据, 也得

研究所 ( 上海) , 阿根廷 南极研究所( 布宜诺斯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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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亚哥) 和乌拉圭南极研究所( 蒙得维的亚) 等, 此

系能越过赤道影响另一半球。1957 年 著名气象学

外, 在不少国家的高等院校、
科学院和政府机构的研

家、
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指出: / 中国是一个大

究所中也展开了有关南极气候变化和全球气候变化
的研究。

国, 要研究研究极地。地球是一个整体, 中国自然环
境的形成和演化是地球环境的一部分, 极地的存在

在关于南极气象和大气科学研究方面, 近年来

和演化与中国有密切关系0, 并专门派出了赴前苏联

有很多国家的科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中较为系

专修/ 极地冰川0的留学生。也有气象工作者在出国

统的有: 南非气象出版社出版的5南极气象学6、
前苏
联南极考察队编制的5南极图集6、
美国科学家编写

学习和访问期间参加了所在国的北极考察和研究。
我国的 南极 实地 气象 考察 和研 究起 步较 晚。

的5南半球气象学6、
5南极的天气与气候6、
前苏联学

1985 年和 1989 年, 我国建成了中国南极长城站气象

者编著的5南极地区的大气状况6、
美国国家大气研
究中心给出的包括南半球在内的51000- 1 hPa 全球

站和中山站气象台, 为开展南极实地气象考察和研
究创造了条件。在进行极地考察的同时, 开展了有

大气环流统计图集6和日本极地所编撰的5南极的科

关极地气象和全球变化、
地- 气相互作用物理过程

学- 3 气象6等, 此外在 / 南 半球气象学和海洋学0

的考察和研究工作。这方面的研究主要由中国气象

等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也发表了不
少有关南极气象和大气科学的研究论文( 周秀骥主

局、
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的有关研究机构承担:
在中国气象局系统, 主要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极

编, 1995) 。在 1979 年开始执行的全球大气研 究计

地气象研究室; 在中国科学院系统, 主要是大气物理

划 ( GARP) 子 计划 第一 次全 球大 气试 验 ( FGGE ) ,

研究所和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在国家海洋

1980 年实施的世界气候计划( WCP) 及其子计划世界
气候研究计划( WCRP) 和从 1990 年开始执行的国际

局系统, 主要是中国极地研究所、
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和第三海洋研究所。1990 年前, 有关南极的研究主

岩石圈一生物圈计划, 即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IGBP) ,

要是由各单位分散进行的( 周秀骥主编, 1995) , 其中

都把南极作为重点研究地区, 南极区域计划是 IGBP
要求设立的 14 个区域性计划之一。近年来, 国际南

有极地气象研究室承担的国家气象局5南极气象考
察与研究( 1984- 1990) 6 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变化研究( SCAR- IGBP)

5南极地区近地面层物理学的观测分析研究6等; 南

指导委员会, 研究了南极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 制定

极中山站建立后, 我国南极考察和研究的重点由以

了在 南 极地 区 进行 区 域性 国际 合 作 的行 动 计 划
( GLOCHANT ) , 提出了对在南极地区进行全 球变化

考察站建 设为主 转向以 开展 极地 科学 研究为 主。
/ 八五0 期间, 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组织了国家科技

研究的区域核心计划建议, 其要点为: / 在南极海冰

攻关5中国南极考察科学研究6 ( 85- 905- 2) 项目,

区研究地圈和生物圈系统 中的相互作用和 反馈0;
/ 南极冰盖、海洋和陆地沉积物 中的全球古环 境记

其第五部分/ 南极与全球气候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0
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牵头承担, 课题总负责人为

录0; / 南极冰盖物质平衡与海平面0; / 南极平流层臭

周秀骥院士。该课题有六个分课题, 开展了有关/ 南

氧、
对流层化学和紫外辐射对生物圈的作用0; / 南极

极气候特征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0、/ 南大洋海洋

地区大气和海洋在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交换中
的作用0; 及/ 在南极地区监测和探测全球环境变化0

环流通量特征及其对气候的影响0、
/ 南极冰雪圈特
征及其与全球天气气候0、
/ 南极海冰气相互作用与

( weller , 1993) 。

边界层大气物理0、
/ 南极臭氧等大气环境特征的变

我国对南极气象的认识至少可追溯到上世纪的
30 年代, 已故北京大学教授李宪之先生在留德时,

化及对气候的影响0和/ 南极天气及海冰监测和预报
方法0的研究( 周秀骥, 陆龙骅主编, 1996) 。5中国南

利用当时极为稀少的气象资料, 作出了/ 侵袭东亚的

极考察科学研究6先后获国家海洋局海洋科技进步

强冷空气可以穿过赤道到达印尼和澳大利亚, 并在

特等奖( 1997 年) 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8 年) 。

那里形成特大暴雨0( 李宪之, 1935) 及/ 北半球西太
平洋台风的生成与南半球 强寒潮侵袭有关0 ( 李宪

在/ 九五0期间,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组织的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98- 927 项目( 南极地区对全球

之, 1936) 的大胆论断, 这一些结论已被近代气象观

变化的响应和反馈作用研究) 的是继/ 八五0国家科

测资料和数值模拟结果所证实, 特别是利用气象卫
星资料可清楚地看到, 源自南、
北半球中高纬度的云

技攻关/ 中国南极考察科学研究0 ( 85- 905- 2) 计
划的后续项目,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和中国极地研

24 卷 4 期

53

极地研究
究所等承担了有关气象和大气科学的/ 南极大气和

这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直接原因。除氟里昂外, 大

空间物理过程及其对全球变化 响应0 专题的研究。

气中氮氧化物等污染物也对南极臭氧洞形成有重要

通过/ 八五0和/ 九五0 国家科技攻 关研究, 我 国在
/ 南极与全球气候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0及/ 南极大

影响。秋季南极臭氧相对低值的产生主要与天文日
照减少有关( 周秀骥, 陆龙骅主编, 1996) 。

气和空间物理过程及其对全球变化响应0等方面取

除大气臭氧总量外, 在/ 雪龙号0 赴极地考察航

得了长足进展。近年来我国在南极大气科学与全球

线上也进行了紫外 UV- B 辐射和地面臭氧的变化

变化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有:
揭示了南极地区气候变化在时间、空间上的多

特征的研究, 提出了一些新的结果和认识。北半球
的平均紫外 UV- B 辐射小于南半球, 地面臭氧浓度

样性。近 40 余年来南极和邻近地区温度与全球平

大于南半球, 东亚地区是考察航线上地面臭氧日变

均温度的变化并不一致。南极地区的增暖主要发生
在南极半岛地区, 在南极大陆主体并不明显, 近十余

幅最大的地区, 两极地区平均日变化幅度很小( 陆龙
骅等, 2001a, b) 。

年来还有降温趋势( 陆龙骅等, 1997) 。我国南极长

用现代化的边界层及湍流观测仪器进行海冰、

城站和中山站正好处于南极半岛和东南极两个不同

冰盖及南极大陆上大气边界层观测, 取得了边界层

的气候区, 中国南极长城气象站和中山气象台常规
气象观测及与气象有关的科学考察资料也证实了上

动力和热力通量结构参数及大气湍流特征的宝贵资
料; 分析研究了南极不同下垫面大气边界层结构特

述观点( 陆龙骅等, 2002) 。在南极半岛和罗斯海地

征( 卞林根等, 1992; 卞林根等, 1997) ; 用逆梯度输送

区存在着有/ 翘翘板0 特征的海冰涛动, 也反映了南

的多尺度理论, 解释了南极中山站附近冰盖上观测

极海冰变化的区域差异。南极气候变化区域性差异
的提出, 为进一步研究南极地区对全球变化的响应

到的近地层热量逆输送过程( 朱蓉等, 2000) 。
研究了南极对东亚环流和天气的影响。南极冰

提供了重要线索。

异常能激发一串涡列通过遥相关机制影响中国地区

对南极冰川学实测资料和由雪坑、冰芯获得的
气候代用资料的研究表明: 东南极地区冰盖物质的

的天气气候( 周秀骥, 陆龙骅主编, 1996) ; 南极海冰
场存在与 ENSO 有紧密联系的两个 关键区, 可用南

补充大于消融( 正平衡) , 冰盖是稳定的; 而在西南极

极海冰涛动指数来讨论海冰状况和南极海冰关键区

地区冰盖物质的补充小于消融( 负平衡) , 冰盖是不

的活动; 南极海冰涛动指数的建立, 将为进一步认识

稳定的。全球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南极冰
盖, 而在于海水增温后的热膨胀效应和北极格陵兰

南极海冰变化对大气环流及中国天气气候影响的研
究提供新的思路, 为中国短期气候预测提供新的线

冰盖 及 高山 冰 川 的消 融 ( 秦大 河, 任 贾 文 主编,

索( 程彦杰等, 2002) 。

2001) 。
1957~ 1992 年在南极地区, 与全球大气臭氧总

利用高分辩率卫星数值资料接收站, 建立了南
极长城站和中山站海冰监测与中短期天气预报业务

量变化总趋势相同, 大气臭氧总量有一个较明显的

系统, 对中国长城站和中山站的气象工作和天气服

- 2. 9%P10a 减少趋势, 大气臭氧显著的损耗现象主

务进行了总结( 卞林根等, 2000) 。

要是臭氧洞形成的( 周秀骥, 陆龙骅等, 1997) 。1993
年起在中山站用 Brewer 臭氧光 谱仪进行臭氧 总量

四

和 UV- B 的观测, 中 山站 Brewer 和气象 卫星 Toms

无论是国外的南极大气科学考察与研究, 还是

观测的臭氧变化趋势一致。( 郑向东等, 1999) , 与全
球一样, 近八年来中山站地区的大气臭氧也有减少

我国的南极大气科学考察与研究, 从一开始都是在
全球变化的框 架内进行的。IGBP 从 20 世纪 80 年

趋势( 陆龙骅, 2002) 。在南极除春季臭氧洞外, 秋季

代就强调对地球进行系统研究, 设置了 11 个核心计

也出现臭氧低值。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臭氧洞的产

划和 14 个区域性计划, 跨学科地进行地球大气圈、

生与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 CFCs、
Halons
、
NOx 等) 在平流层低温条件下气溶胶冰晶云( PSC)

陆地圈、
水圈、
冰雪圈和生物圈自身变化规律及相互
作用的研究。在未来 10 年来, 全球变化研究将进入

表面的光化学反应密切相关。在南极春季, 极地平

一个全面认识地板球系统科学的新阶段。IGBP 打

流层冰晶云的形成增加了氯化物浓度, 降低了臭氧
的生成速率, 使奇氯成份对臭氧的损耗占主导地位,

破了原先按学科领域设计的核心计划界限, 重新设
计 6 个研究计划, 重点研究地球系统中大气、
海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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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 等 三 个 圈 层 及 其 界面、地 球 系 统 分 析 模 拟
( GAIM) 和过 去全球变化 ( PAGES) 。在 全球变化 领
域内,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BP) 和国际全球环境
变化在人类方面的计划( IHD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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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CHANT ) 等国际合作计划相衔 接的/ 南 极地区
地球环境监测与关键过程研究0。继续在极地监测
和探测环境变化, 特别是监测极地大气环境参数变
化, 研究极地臭氧和二氧化碳等特征变化规律及其
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对极地地区的温室气体及其
海气交换、大气污染物的转化和远程传输等进行研

[ 8] 李宪之. 东亚寒潮 侵袭的研 究. 见: 中国近 代科学论 著丛刊 气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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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林海. 中国全球变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地学前缘, 2002, 9( 1) : 19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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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 1997, D 辑. 27( 3) . 284- 288

究, 加深对有关全球变化的认识。研究极地气候及

[ 15] 陆龙骅、卞林根、程彦杰、逯昌贵、汤洁. 南 北极考察 航线地面 臭

环境变化对全球变化影响的时空分布模型, 揭示极
地各环境因子对全球变化耦合影响的气候过程; 研

[ 16] 陆龙骅、卞林根、逯昌贵、程彦杰. 75bN~ 70bS 紫外 UV- B 辐射 变

究南北极近代气候变化规律, 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

[ 17] 陆龙骅、卞林根、程彦杰. 中国南极气象考察与全球变化研究. 地

和区划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从极地气候变化信
息中发现和提取能用于我国旱涝、汛期降水、台风活
动、
东北低温冷害等重大气候灾害短期气候预测的

氧的观测研究. 5科学通报6 , 2001a, 46( 15) , 1311- 1316
化特征的观测研究. 5自然科学进展6 , 2001b, 11( 8) : 835- 839
学前缘, 2002, 9( 2) : 255- 262
[ 18] 秦大河, 任贾文主编. 南极冰川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19] 周秀骥、卞林根、贾朋群、陆龙骅. 南极长城站夏季热状况的初 步
分析, 科学通报, 1989, 34( 17) , 1323- 1325.

强预测信号。揭示极地冰雪与大气相互作用的辐射
平衡过程、
能量平衡过程, 对极地地- 气相互作用的

[ 20] 周秀骥主编. 南极与全球气候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研究进展. 北

物理过程和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及参数化研究, 进一

[ 21] 周秀骥、陆龙骅主编. 南极与全球气候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的 研

步认识南北极地区地气相互作用特征差异对大气环
流的影响。通过对南北极地区进行的多学科科学考
察、
综合分析和集成研究, 环绕极地海- 冰- 气环境
变化和相互作用过程的科学问题, 进一步认识极地
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 及其对我国天气气候环境和
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针对国民经济迫近需
要, 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背景和依据, 为政府
决策者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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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新闻

日本电子厂家合纵联横抢占制高点
日本东芝公司和富士通公司最近联合宣布, 今后将
在系统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方面实行全面合作两家公司

半导体部门另起炉灶, 建立新的专业公司。这样, 日本的
半导体领域将形成三足立之势, 而它们都盯住了系统大规

已商定, 将于今年 9 月前制定出详细的合作规划。东芝许
诺将扣供动态图像处理等软件技术, 富士通则答应将贡献

模集成电路这个目标而展开激烈角逐。
系统大规模集成电路虽然看上去是一块高地, 但是要

高速处理信号等技术。东芝公司总经理冈村正在记者招
待会上不无自豪地说, 这将是一种优势互补的理想结合。

攻克它, 难度和风险都很大。首先, 开发的成本相当高。
这一点也正是日本半导体厂家合纵横进行重组的原因之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半导体厂家在以动态随机存取存
储器为主的世界半导体市场上占有 50% 的份额, 但其后
受到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省的企业的夹击, 日本所占

一, 即共同负担巨额的设备投资。下一代系统大规模集成
电路的导线直径为 100 纳米( 一纳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

份额下路下滑。2001 年日本半导体产业萧条, 亏损 1000
亿日元的厂家相继出现。有鉴于此, 日本半导体行业正式
展开了合纵联横。
系统大规模集成电路是当今不景气半导体沼泽地中
的一块高地。这种集成电路是指可以把信息处理器和存
储器等各种电路装在同一只芯片上的半导体元件, 具有性
能好、体积小和电耗低等优点。因此它不仅可以在宽带通

以下, 用直径 100 纳米以下的铜线连接的电路制造技术与
迄今用的曝光方法不同, 它采用电镀方法, 并且需要在芯
片上载有处理动态图像的高性能软件, 其生产设备开发费
用之高昂可想而知。
其次, 市场需求量难以掌握。系统大规模集成电路的
用途千差万别, 因而其构造区别也大。就拿采用这种集成
电路的下一代手机和数码相机来说, 产品的型号、功能百
花齐放, 用户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性况下, 各种产

信领域大显身手, 而且可以使数码家用电器、车载通信机
器等需要短时间处理大量动态图像和声音的数据的电子

品的市场需求量极不稳定, 很难把握, 有可能瞬间便发生
很大变化。

设备性能/ 更上一层楼0。从这一意义上说, 这种集成电路
芯片的市场规模很大, 有 3 万亿日元之多。

此间媒体指出, 东芝 ) 富士通联盟和日本电气公司的
产品处理图像和志声音的数码性能较好, 而日立 ) 三菱盟

为了抢占这一制高点, 今年 3 月中旬, 日立制作所和
三菱电机公司已经率先联合宣布, 它们的半导体部门将于
明年 4 月合并。日本电气公司也于今年 5 月宣布将让其

的技术长于广泛使用于机器探制的个人使用电脑, 发果它
们今后能以此为契机, 长短互补, 可以 保获得更多的利
润。( 新华社供本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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