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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６期ＧＰＳ观测数据，获取了冰川表面监测标杆的年均运动速度。结果表明，

两条冰川物质平衡当前均处于负平衡状态。结合该地区１９３６年测量的冰面高程数据，对７３ａ以来冰川总体

物质平衡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两条冰川当前处于加速消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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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极黄河站位于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

该地区冰川主要是小型的山地冰川和冰帽，对气

候变化十分敏感，在以１０ａ和１００ａ计的气候与

海平面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１］。中国的北极冰川

科考从２００４年野外实地踏勘开始起步，选定北极

黄河站附近的 ＡｕｓｔｒｅＬｏｖéｎｂｒｅｅｎ和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ｂｒｅｅｎ（以下简称犃冰川和犘 冰川）两条典型山谷

冰川为研究对象［２］，开展了冰川气象、水文、钻孔

测温、测深和冰川运动监测等工作。本文数据来

源即为中国北极黄河站科考队的野外ＧＰＳ实测

数据。前期笔者曾就２００５年首期冰川运动监测

的成果进行整理［３］，也分析了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年度

内的冰川运动［４］，本文主要是针对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的高精度ＧＰＳ观测数据展开分析，包括５ａ内两

条冰川的水平运动速度、高程消减速度与物质平

衡分析以及冰川中线上的速度分布特征。

目前，国外学者还没有在这两条冰川开展深

入的研究工作，但是在此区域已开展过冰川气象、

水文、物质平衡、冰川进退、冰芯和人文等方面［５］

的研究，不过长期深入开展研究的冰川数量有限，

研究细致程度不一。Ｍｏｈｏｌｄｔ等根据多时段的

ＩＣＥＳａｔ数据研究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斯瓦尔巴德群

岛上冰川的高程变化，虽然没有涉及本文研究的

两条冰川，但给出了邻近的 Ｋｏｎｇｓｖｅｇｅｎ冰川高

程年均变化接近－０．８ｍ／ａ
［６］。本文研究证实了

该结论，并进一步给出了两条冰川上中下游不同

位置的运动速度和高程变化。国内也有效存德等

进行了环北极冰川物质平衡的综述性研究［７］，本

文研究结果也证实两条冰川延续了２０世纪末冰

川退缩的大趋势，而且呈现加速退缩的状态。

１　冰川运动监测现场实施

１．１　犌犘犛跟踪站基准

２００４年７月，黄河站 ＧＰＳ跟踪站建成并投

入运行，使用的是 ＬｅｉｃａＡＴ５０４扼流圈天线和

ＬｅｉｃａＳＲ５３０型接收机，２００６年７月更换为Ｌｅｉｃａ

ＧＲＸ１２００型接收机。跟踪站数据采样间隔为１５

ｓ，全天候记录观测数据。通过黄河站 ＧＰＳ跟踪

站与ＩＧＳ跟踪网中邻近的测站数据联合解算，得

到其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下的精确坐标为ＣＮＹＲ（７８°

５５′２１．３６″Ｎ，１１°５６′０７．８１″Ｅ，４６．１１６ｍ），以此作

为冰川运动监测的基准控制点。

黄河站ＧＰＳ跟踪站的天线礅是钻入永久冻

土层后浇铸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通过已有的冻土

层研究成果［８］和近５ａ来的ＧＰＳ数据分析，该观

测礅稳定可靠。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冰川

运动是冰面上埋设的监测花杆相对于冰川周边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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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物（如基准站）的位移，因此无需考虑基准站

自身在全球框架下的运动。

２００８年７月，笔者又将黄河站 ＧＰＳ跟踪站

与同在站区的一个水准点联测，该点是挪威极地

研究所设立的一个高程基准点，距离黄河站ＧＰＳ

跟踪站５４２ｍ，建于基岩之上，海拔１３．４０ｍ。根

据ＧＰＳ联测数据解算基线，得到该点大地高为

４８．５５８ｍ，由此得到该地区大地水准面差距为

３５．１５８ｍ，以备冰川监测点ＧＰＳ测量高程换算海

拔高度所用。

由于跟踪站常年运行，因此只要在冰川开展

ＧＰＳ测量的同时确保跟踪站正常运行，即可利用后

处理差分手段获取高精度的冰川点位测量结果。

１．２　冰川运动监测点布设与观测

２００５年７月，黄河站考察队员在犃冰川和犘

冰川上钻孔埋设了２２根监测标杆（见图１），并开

展了首期高精度 ＧＰＳ观测，所用设备为 Ｌｅｉｃａ

ＳＲ５３０型 ＧＰＳ接收机，配备 ＬｅｉｃａＡＴ５０２型天

线。结合黄河站ＧＰＳ跟踪站数据联合解算得到

了测量精度优于２ｃｍ 的首期北极冰川监测结

果［３］。从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考察队员又连续５ａ于

夏季在两条冰川上开展了高精度的ＧＰＳ测量工

作，所用设备为ＬｅｉｃａＧＸ１２３０接收机，配备Ｌｅｉｃａ

ＡＸ１２０２型天线，采样间隔为１５ｓ，与跟踪站采样

间隔一致。每个监测点的观测时间都持续５０

ｍｉｎ以上，即不少于２００个观测历元。从２００５年

开始至２０１０年止，共计获取了６期高精度的ＧＰＳ

测量数据。

监测标杆是统一规格的玻璃钢材质４ｍ长管，

由于钻孔深度为２ｍ，因此标杆的埋设深度都是２

ｍ。由于北极冰川消融尤其是冰川下游消融很快，

因此在标杆倾斜但未倒伏之前需要补充新的标杆。

监测点补杆一般紧贴原杆底部所在位置钻孔埋设。

因此，在标杆没有倒伏之前，补杆不会影响监测的

连续性；如果标杆完全倒伏，则该监测点的连续性

将受到影响，在数据解算中要分时段加以处理。

２　冰川运动速度的确定及特征分析

两条冰川上的监测点距离黄河站ＧＰＳ跟踪

站的距离都在１０ｋｍ 以内，通过冰川上的双频

ＧＰＳ观测数据与跟踪站观测数据联合解算基线，

得到冰川运动监测标杆的高精度位置。通过标杆

在５个年度位置的时间序列比对，即可获取冰川

监测点的年季运动速度和年均运动速度。ＧＰＳ

数据处理通过ＴＧＯ软件加以解算。鉴于标杆倾

图１　北极犃冰川和犘 冰川上的监测点位分布

Ｆｉｇ．１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Ｇｌａｃｉｅｒ

ＡｕｓｔｒｅＬｏｖéｎｂｒｅｅｎａｎｄ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ｂｒｅｅｎ

斜可能产生的测量偏差，在实际数据处理中，笔者

选取标杆与雪面的穿刺点作为每年的标杆点位，

据此该坐标既能用于研究冰川运动，也代表了测

量时刻的冰面高度。

２．１　冰面水平运动速度

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高精度ＧＰＳ观测数据

解算结果，以黄河站为中心，采用高斯投影得到北

方向、东方向和高程方向的坐标，以此分析得到冰

川监测点水平方向的运动速度，见表１，其中，犘

冰川和犃 冰川的年均速度平均值分别为６．８４４

ｍ／ａ和２．４４４ｍ／ａ。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北极冰川运动

水平方向年均速度／ｍ·ａ－１

Ｔａｂ．１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ＡｒｃｔｉｃＧｌａｃｉｅｒｓ’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１０／ｍ·ａ－１

点名 北方向 东方向 水平方向点名 北方向 东方向 水平方向

犘１ ５．０５４ １．３３４ ５．２２７ 犆１ ３．２９７ ０．３８０ ３．３１９

犘２ ５．７８１ ３．３６３ ６．６８８ 犆２ ３．８４０ ０．３１４ ３．８５３

犘３ ８．１５２ ０．４５６ ８．１６５ 犆３ ３．２５９ ０．２３９ ３．２６７

犘４ ８．１１４ －１．５２５ ８．２５６ 犇１ ２．６３９ ２．９８７ ３．９８６

犘５ ５．７９７ １．００７ ５．８８４ 犇２ ２．３３０ ２．３６０ ３．３１７

犃１ ０．３５９ －０．００１ ０．３６０ 犇３ ２．９４４ －１．６４０ ３．３７０

犃２ １．５０８ ０．４１６ １．５６４ 犇４ ０．１３０ －０．６０７ ０．６２１

犃３ １．０７０ ０．９７７ １．４４９ 犇５ －０．２０７ －０．７０３ ０．７３３

犅１ １．２３６ ０．１１６ １．２４１ 犈１ ２．０２０ ２．６０３ ３．２９５

犅２ ２．６３１ ０．６２６ ２．７０４ 犈２ ２．８０５ －１．３８０ ３．１２６

犅３ ２．３８８ ０．８０８ ２．５２１ 犉 １．７０４ －２．２４２ ２．８１６

　　据表１数据可知，从冰川后壁至冰川前缘，沿

着冰川主流线方向，依次取犘 冰川犘５、犘４、犘３、

犘２、犘１ 点，取犃 冰川的犉、犈２、犇３、犆２、犅２、犃２ 点。

可以看出，两条冰川的运动速度都是在中部最大，

向两端递减，这是典型的山谷冰川运动速度。从

垂直于冰面以及流动方向的冰川横截面来看，通

过任意横截面的冰流量，必定是从冰川源头处的

零起逐渐增加，至平衡线处达到最大值，并由此向

冰川末端逐渐减小［９］。当然，冰流速度也会受到

冰川地形和厚度的影响，从而具有冰川自身的速

８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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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布特征。与犃冰川相比，犘冰川下游出口更

窄，而上下游平均坡度更大，导致平均流速更快。

２．２　冰面高程变化分析

相对于水平方向的运动，冰面垂直方向的变

化更加复杂。冰面垂向变化包含了冰川融化、冰

雪积累、冰体自身垂向运动以及水平位移随坡度

的升降等因素，因此垂向运动是多种因素的合成。

在５ａ的现场测量过程中，由于大多数监测标杆

倾斜和倒伏，很难找到准确的标杆顶部的运动轨

迹，但监测点冰面的高程是准确的；而监测点冰面

高程的变化蕴含了此地物质平衡波动带来的高程

变化犞１：

犞１ ＝犞犎 －犞０

式中，犞犎是监测点冰面高程的年均变化速度，由

野外ＧＰＳ测量数据计算得到；犞０是水平运动随冰

面坡度下降带来的高程下降，由坡度数据与ＧＰＳ

测量的水平运动速度可以算出。据此可以从中分

离出由于物质平衡变化引起的高程净变化犞１。

高程年均净变化即冰川表面高程总体的消减或增

长情况，可由此来分析冰川表面形态的变化或者

物质平衡的变化情况。

数据结果表明，近５ａ犃冰川除了犈１、犈２ 点

的冰雪表面略微升高外，大部分区域都在下降，而

犘冰川的物质平衡整体处于净损失状态。沿着冰

川流动的方向，越靠近冰川前缘，物质消减越快，

两条冰川表现趋势一致。与犘冰川相比较，犃冰

川前缘的物质消减更快，这在北极考察现场不断

补充花杆的工作中也得到印证。

２．３　精度分析

由于冰川监测点与黄河站ＧＰＳ跟踪站之间

的基线长度都在１０ｋｍ以内，ＧＰＳ测量数据处理

成果、平面误差都在ｍｍ级，高程误差最大不到２

ｃｍ
［３］，而北极冰川年运动速度平均为２．４ｍ／ａ（犃

冰川）和６．８ｍ／ａ（犘 冰川）。按照高斯正态分布

取最大中误差的３倍，即６ｃｍ作为可信的测量误

差，其测量误差相对于冰川年运动速度的比例为

２．５％（犃冰川）和０．９％（犘冰川），对于跨越不同

年度的同一根标杆，其运动的距离更长，因而测量

结果的精度更高，完全满足冰川研究工作通常所

需的误差５％的需要。

相对于ＧＰＳ测量误差，冰川监测标杆倾斜和

倒伏引起的误差更大。因为监测标杆一旦倾斜，

很难精确查找标杆底部的原始位置，由此带来的

对中误差可能达到ｃｍ级。当然，相对于 ｍ级以

上的冰川年均运动速度，对中误差仍然可以忽略

不计。

３　冰川形态长期变化分析

本文监测的两条冰川在挪威极地研究所

１９９０年出版的Ｓｖａｌｂａｒｄ系列地图 Ａ７图块中可

以查阅到。笔者联系挪威极地所相关人员，确认

图上两条冰川的等高线数据为１９３６年摄影测量

的成果，冰面等高距为５０ｍ。根据２００９年ＧＰＳ

监测点的平面坐标，用等高线内插的方法可从Ａ７

地图上得到１９３６年的冰面高程。冰川主流线上

监测点自１９３６～２００９年共计７３ａ来的高程变化

见表２。

表２　北极冰川主流线监测点高程变化数据表

Ｔａｂ．２　Ｇｌａｃｉ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ｌｏ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ｉｎｅ

冰川 点名
７３ａ高程变

化／ｍ

高程年均变化率／ｍ·ａ－１

５ａ ７３ａ

犘１ －３９．０ －０．７１８ －０．５３４

犘２ －１７．７ －０．５１８ －０．２４３

犘 犘３ －２１．０ －０．３６１ －０．２８８

犘４ －４．７ －０．１３１ －０．０６５

犘５ ３．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０

犃２ －５１．９ －１．０６１ －０．７１１

犅２ －４１．６ －０．７４４ －０．５７０

犃 犆２ －１６．８ －０．４６７ －０．２３１

犇３ ３．４ －０．３２０ ０．０４６

犈２ ９．１ ０．０９６ ０．１２５

犉 ４５．３ －０．１０４ ０．６２１

　　表２数据表明，７３ａ里，两条冰川前缘低海拔

区域的物质平衡处于净亏损，冰川顶端区域有物

质积累或基本趋于平衡。总体上，近５ａ冰川的

消融速度普遍大于过去的７３ａ，整体平均约为以

往７３ａ消融速度的两倍；尤其在冰川上游，以往

处于积累区，近５ａ却转为负平衡，揭示了当前冰

川物质平衡不仅整体上处于负平衡状态，而且有

加速消融的趋势。

４　结　语

根据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北极冰川高精度ＧＰＳ测

量数据，分析获取了近５ａ北极冰川运动速度场。

相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周期，冰川监测应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本文根据５ａ的实测数据来判断冰

川的动态变化，时间尺度还不够长；更长时间尺度

上的冰川运动和物质平衡也许有波动，尤其是物

质平衡年度不均带来高程变化的波动较大。后续

可以持续开展野外测量工作，并结合该冰川上气

象、水文、厚度等的研究进展［１０］，开展更为综合的

９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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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分析。

致谢：本文的实测数据来自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

北极黄河站科学考察队，感谢历次参与现场考察

的队友的协助，感谢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对现场考察以及研究项目的资助，同时感谢挪威

极地研究所在寻找冰川历史地图资料方面给予的

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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