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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给出了中国第三次南极考察的线路图 、纵断面图及距离中山站 68 ～ 464km 路段的表面年积雪状况

图 ,分析了海拔高度的测定精度。同时 , 就考察剖面的雪貌及常规气象(包括大气温度 、湿度 、气压和风速等)

特征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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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横穿南极科学考察计划(ITASE)是于

1991年提出来的 ,该计划的目的在于通过有关国

家独立或联合的横穿南极冰盖考察活动 ,对南极

冰盖进行网状覆盖性的科学考察工作 ,重点研究

200年来(对应冰盖表层平均深度约 20 ～ 30m)的

冰雪环境和气候变化 ,以了解冰盖目前的动态与

全球变化的关系以及对全球变化的影响 。

Dome A是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 ,以中国

南极中山站至 Dome A为轴线的南极大扇形区是

南极冰盖研究的薄弱区域 。同时 ,以 Dome A 为

中心的南极冰盖内陆高原区不仅远离各个考察站

区 ,而且是地球上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区域 ,无法实

行空中援助。因此 ,它以往被人类称为“不可接近

地区” ,也是南极研究的空白区 。所以 ,从中山站

到Dome A 并延伸到南极点的冰川学_地学大断

面的考察研究将是填补这一空白区的关键剖面。

中国于 1996 ～ 1997 年度组织实施了首次南

极内陆冰盖考察 ,行程 288km(按 GPS 点距计 ,下

同)。1997 ～ 1998年度组织实施了第二次 ,深入

内陆冰盖 464km 。在前两次基础上 , 于 1998 ～

1999年的南极夏季 ,中国第三次南极内陆冰盖考

察队将考察路线剖面延伸到 79°16'S 、77°00'E ,海

拔3 900m(见图 1)的位置 ,该位置(折返点)距中

山站 1 128km ,到达了 Dome A 区域 。本文根据

考察获得的有关资料 ,主要就第三次内陆冰盖

考察剖面的雪貌及常规气象特征进行描述 ,同时

给出了 1998 ～ 1999年距离中山站 68 ～ 464km 路

段的表面年积雪状况 。

图 1　考察路线的平面图

Fig.1　Planime tric Map of the Expedition Route

1　考察剖面的雪貌特征

南极大陆 98%的面积是常年被冰雪所覆盖

的 , 称之 为冰盖 , 冰盖的平 均厚度 估计为

2 450m[ 1 ,2] 。由于受降雪 、极地气旋 、冰川运动

及南极大陆原始表面状况的综合影响 ,南极冰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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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并不平坦 。同时 ,由于大部分区域是人类

从未涉足的 ,冰雪表面的整体地貌如何不得而知。

另外 ,由于南极大陆特定的地理和外界环境 ,当今

人类还不可能完全采用地形测量方法进行测绘。

所以 ,在考察过程中 ,考虑到整个车队的行进需

要 ,采用了先进的 GPS 导航仪(GARM IN 的 GPS

12XL导航仪),等间距 、有规律地实时采集高程

数据。虽然该方法的测定精度较低 ,但用于描述

整个考察剖面的雪貌状况是完全可行的 。

GPS导航仪单机定位的平面位置精度(实施

SA技术)估计为±50m
[ 3]
,由于这一精度能够确

保南极内陆冰盖考察导航的安全性 ,因此 ,本文不

做实际分析。高程测定精度可通过双观测值之差

求中误差的方法来进行估计 ,其计算公式为:

mH =± [ dd] /2n

式中 , n 为往返重复观测的总点数;d i =Hi
往-

Hi
返 ,其中 , H往i 、H

返
i 分别为第 i 点的往 、返测高

程。本次考察采集具有往返高程数据的总点数为

565个 ,其高程测定精度为 mH=±36m 。

1.1　考察路线的纵剖面图

图2为采用GPS 导航仪按 500m 间距采集一

个高程数据所描绘的第三次内陆冰盖考察路线的

纵剖面图 ,图中的距离为至中山站的 GPS 点距。

由图 2可见 ,整个考察线路的海拔呈持续上升趋

势;在距中山站 200km以内 ,海拔上升显著 ,其数

值为 0 ～ 2 000m;在距中山站 200 ～ 940km 路段 ,

海拔上升缓慢 ,其 740km 路程的海拔抬高幅值仅

有1 000m;至 940km 之后 ,海拔又开始明显上升 ,

其 188km 路程的海拔抬高幅值为 900m 。

图 2　考察路线的纵剖面图

F ig.2　Surface Elevation of the Expedition Route

1.2　考察路线的表面起伏状况

整个考察线路的冰雪表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平

坦性 ,可抽象地描述为由无数巨大的弧形台阶组

成。图 3为距中山站 300km 、600km 、900km 位置

处 20km 路段的冰雪表面起伏状况。需说明的

是 ,由于测高仪器设备的观测误差较大 ,图 3所描

述的冰雪表面起伏状况与真实雪面有一定的偏

差 ,但根据笔者的考察经历 ,它可以大致反映冰雪

表面的真实状况 。

1.3　表面年积雪状况

冰盖物质平衡观测是冰川研究的一项重要内

容 ,南极冰盖物质平衡决定着全球海平面的波动。

由于南极内陆深处的大部分区域是人类涉足的空

白区 ,横穿南极科学考察的计划也仅始于 90年

代 ,所以 ,南极冰盖物质平衡观测资料表现出严重

的数量不足和时间短的特点 ,以致目前对南极冰

盖物质平衡与海平面变化的估计表现出不确定

性。

图 3　考察路线的表面起伏状况

Fig.3　Surface Relief of the Expedition Route

　　中国第三次南极内陆冰盖考察对第二次考察

所设立的标杆全部进行了复测 ,在南极冰盖上首

次获得了物质平衡观测的第一手资料。其有效的

复测点数为 180 个 ,分布在距离中山站 68 km

(LGB72)～ 464km(DT085)的路段(见图 1)。这

些复测资料反映了这个路段的南极冰盖 1998 ～

1999年的表面积雪状况(见图 4)。考虑到雪面不

平坦 、标杆不垂直及测尺本身和测量的误差 ,标杆

高度丈量的精度估计为 ±20mm 。图 4 中 , 在
122km 和428 ～ 430km位置处出现了两个明显的

负值区 ,其数值为-68mm 和-116 ～ -33mm ,这

种现象表现为受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极地气旋的综

合影响 ,呈现出非积雪区;整个路段的年平均积雪

量为+39.5mm 。

另外 ,本次考察在距中山站 953km 位置的路

线右侧发现有一座明显的雪峰 ,雪峰的相对高差

约150m ,该雪峰在 30km 外就能看见 ,是本次考

察全程中惟一一处最耀眼的高地。雪峰位于南纬

77°45′、东经 77°05′的位置 ,近东西方向延伸 ,东

部缓 ,向西的一端陡而地势险要 ,其上发育着数条

较大而且密集的冰裂隙。

2　考察路线的气象特征

第三次内陆冰盖考察首次采用了自动常规气

象观测设备。该自动气象站的工作电源为 12V ,

行车期间采用电瓶供电 ,宿营时用外接电源供电。

其观测时间 、数据采样率等参数可人为设置 ,观测

项目有风速(m/ s)、风向(方位角)、气温(℃)、湿

度(%)、气压(hPa)等 。虽然还准备了两个电缆

长度分别为15m 和40m 的雪温传感器 ,但由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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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原因并未使用 。该气象站为这次考察的气象数

据观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所采集的气象数据信

息量大 ,每 min一组数据 ,观测时间为 1998年 12

月 16日至 1999年 2月 1日。

图 4　1998 ～ 1999 年表面积雪状况

Fig.4　Annual Snow Accumulation States in 1998 ～ 1999

2.1　气温特征

考虑到考察队的日行程并不太长(一般为

60km),而且每天均有过半的时间在宿营位置处

停留 ,因此 ,可对整个考察路线当日位置的大气温

度作统计描述 ,如图 5所示。图中 , 1998年 12月

16日至 1999 年 1 月 14 日为考察的往程时间;

1999年 1月14日至1999年 2月 1日为考察的返

程时间 ,可用于分析的数据距中山站最远距离为

1 098km 。图 5表明:

　　1)在南极夏季 ,随着往内陆冰盖的深入 ,气

温逐渐降低。如果按日平均温度来计算 , 至

1 098km位置处 ,气温降低幅度为 25℃。

2)在 342km(1998年 12月 22日)和 820km

(1998年 12 月 31日)位置处出现了明显的气温

波动现象 ,其原因为天气变化造成的。

3)南极冰盖的夏季虽然是连续的白昼 ,但同

样有气温的日周期变化 。如图 6所示 ,气温的日

周期变化受天气状况的影响 ,气温日变化量最大

为 17.3℃, 最小为 4.0℃,平均为 8.7℃。

　　4)图 6 给出了 1 098km(1999 年 1 月 13

日)、820km(1999年 1 月 22日)和 464km(1999

年 1 月 22日)位置处的气温日变化状况。一般

地 ,日最低气温出现在当地时的 2h ～ 4h , 日最高

气温在 16h ～ 18h。

2.2　气压特征

图 7为考察往返路线的气压状况统计图 ,与

图 2相比有很好的一致性 ,即随着海拔的上升 ,气

压降低。在距中山站 200km 之内和940km 之外 ,

气压降低显著 ;距中山站 7 km ～ 1 098km的

图 5　考察路线的大气温度状况

Fig.5　Air Temperatures of the Expedition Route

图 6　冰盖气温日变化状况(当地时)

Fig.6　Change of A ir Temperatures for a Day of the

Antarctic Ice Sheet(Local Time)

1 091km路段 ,气压降低数值为 348hPa 。

2.3　湿度特征

图 8为考察往返路线的大气湿度状况统计结

果。由图可见 ,大气湿度与冰盖的位置和时间没

有较明显的关系 ,但是 ,南极内陆冰盖的整体大气

湿度是偏低的 。按考察期间进行统计 ,大气湿度

均值为 61.4%。同时 ,大气湿度在一天中也有较

大的波动。例如 ,在 1998 年 12月 31日 ,图 8中

的820km位置处 ,波动数值为 31%。在整个考察

期间 ,大气湿度最大值为 80%(在 1998 年 11月

25日的 464km位置),最低值为 39%(在 1999年

1月 8日的 1 098km 位置)。

2.4　风力特征

整个考察路线的风向呈偏东风 ,最大风速为

16m/ s(时间为1999年1月 24日),日最大风速均

值为 10.2 m/ s。整个考察期间 ,风力小的天气呈

现多日 ,如 1999年 1 月 1日 ,其日平均风速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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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 s。

3　结　语

对南极内陆冰盖的雪面地貌及气象状况进行

分析 ,不仅有利于深入认识和了解南极 ,而且将有

利于今后继续实施冰盖考察时合理地制定计划 ,

为后勤保障工作提供参考 。中国南极第三次内陆

冰盖考察队所走路线的过半路段(664km)是人类

考察的第一次 ,所获得的资料虽然很有限 ,但却十

分珍贵。对南极内陆冰盖较全面和完整的认识将

是今后南极研究工作的重点 ,它需要世界各成员

国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

　　致谢:中国极地测绘研究中心及中国第三次

内陆冰盖考察队全体人员对本次考察给予了关

心 、支持和帮助 ,在此表示感谢 !

图 7　考察路线的气压特征

Fig.7　Characteristics of Air Pressure for the Expedition Route

图 8　考察路线的大气湿度状况

F ig.8　Changing Values of Air Humidity for the Expedition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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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RE(Chinese National Antarctic Research Expedit ion )org anized the thi rd in_

land profile expedi tion of the Antarctic ice sheet in the Antarctic summer of 1998 ～ 1999.Thi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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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the third Trans_Antarctic scientific expedition f rom Zhongshan station to Dome A(Dome A

is the highest site in the Antarctic inland ice sheet).The scientific team composed of ten persons

pushed forward successfully to Dome A zone on Jan.8 ,1999.The location of the farthest point is

79°16′S , 77°00′E , the elevation of w hich is 3 900m ,1 128km far away f rom Zhongshan station.

In this paper , the route location map and the snow surface profile fo r this expedition are giv-

en , the snow surface relief of w hich is described , and the actual precision of surveying surface ele-

vations is estimated by using repeating observation data to and fro along the route.At the same

time , the annual snow accumulation states of near_surface(1998 ～ 1999),distance at 68 ～ 464km

from Zhongshan station , are analyzed , which is very signif icant to study mass balance of ice

sheet.In addition , the position and situat ion of a snow peak discovered by this scient if ic team is

briefly int roduced.Finally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ventional w eather (including tempera-

ture , pressure , humidi ty ,w ind speed and wind direction , etc.)for this expedition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Key words　Antarctic ice sheet;Dome A;expedi tion profile;snow relief;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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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51页)

database of road net and get the initial position of the car on the road.At the same time , because

the car is on the road , the error in vertical road direction is eliminated automatically .As the error

of along_road_direction is concerned , it is not important for navigating.On the other hand , it

maybe be eliminated acco rding to the apparent mark along the road(e.g .cross_road , megast ruc-

ture nearby road)by hand.When navigating we can co rrect the signal of GP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oad that the car is running.It is cri tical to process the signal of GPS when the car reaches

cross_road.Under this condition ,we can quickly find several roads that the car will run acco rding

to road topology .As the posi tioning error is 100 meters ,we can not decide immediately w here the

car w ill run.Therefore , due to posi tio ning error the car maybe jump from one road to ano ther

road.Here we can add another rest ricted condition by using the data of compass installed on the

car.As compass can record the driving direction of the car , when the car come to cross_road nearly

w e can analyze the acquired data f rom compass in real_time to decide w here the car w ill go.At the

same time ,we can calculate every road direction that the car w ill choose.By road direction match-

ing w ith the result direction of analy zed compass data ,we can obtain which road the car will go.

Key words　mobile navigation;GPS posi tioning;netwo rk topology;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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