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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再报 

武素功 张以菲 李炳元D 
(可 可 酉 里 蟓 合 科 学 考 察 队) 

提 要 1990年 5月 21日一8月 23日再次考察丁青海可可西里地区，在当地地质地理 

特征、白然地域的分异规律，晚新生代 来白然环境的演化和发展趋势、生物区系的组成及其 

演变．12王及高山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详实的第一性资料和重要进展． 

关键调 青海 可可西里 综台 科学考察 地质 地理 生物 

青海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国家环境保 

护局、青海省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的重大研究项日。该项目的日的、意义和具体研究内容， 

以及 】989年的考察成果 已作过报道[】1。 

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的腹地，面积约 25．0万平方公里(海拔 5000米左右)I青海 

可可西里地区只是其的东部．面积约 7．5万平方公里。 

参加 1990年考察的队员来 自全国 3d个单位．共 68人 ．其中副研究员以上 l0人 ，博 

士和博士生 6人。专业有地质构造、岩石、地层古生物 、新构造、地貌第 四纪，冰川、冻土、 

盐湖、气象、环境保护、自然地理、土壤、植物区系、动物 (鸟兽虫鱼)区系、草场、高原医学等 

20余个。队内配备有车辆 19台。 

全队于 1990年 5月21 IEI从西宁出发，8月23日返回西宁，历时 95天．各种车辆累 

计行程 12．5万公里。 

队上根据区内的 自然环境和工作条件 ，采取统一转点宿营(考察营地)，尔后分地质、 

地理、生物三个大组．以考察营地为中心，作放射状考察活动。整个考察过程中共设 l11个 

考察营地(附图)，它们的地名与海拔分别为 ①西大滩．4 400米 I@楚多曲，4880米I③ 

各拉丹冬，5080米 I④勾鲁错，4850米 I⑤ 岗齐曲，481o米I⑧乌兰乌拉湖以东约 5公 

里．4880米}⑦西金乌兰湖北侧．4900米 I⑧勒斜武担湖 西侧 ．4960米 I⑨太阳湖东南 

侧．4870米I⑩五雪峰，484 0米I⑩库赛湖南 20公里，4650米。 

全体队员集体行 动．三个月连续在海拔 5000米以上地区内进行考察活动．遇到过许 

多困难：因般度呔氧，75 I，以上的队员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或高山疾病I本区为冻土 

区，夏季融化层深度 1米以上 ，此时地表松软泥泞 ．人车行进极为不便I气候寒冷，考察期 

间测到的夜间气温均在 0℃以下．最低气温 --8℃，并常遭暴风雪袭击。 

本文是维体成果 ，掘各专业野外总皇占{仁集面成． ． 

1)三位作者分别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青海省地质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国家计划委员台地理研究 

所 。 

2)在‘青海可可西里地区综合辩学考察初报’(刊于l山地研究’．1990．a(3)．筇 161一J66页)中的勒斟武坦胡 门 

雪山 文献[J]内的J961，舟别应为轴斜武扭胡、雪月山 1981 r——山编注 

术文收确订蝴：1 99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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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考察工作 由于受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国家环境保护局、青 

海省人民政府的极大重视和关怀 ，以及青海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具体支持 ，并在项 目领导 

小组的领导下，队员们又发扬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为科学事业勇于奉献、勇于拼搏的精 

神，终于克眼了种种艰难险阻 ，圆满地完成了1990年考察任务。 

经考察获取了大量的标本、样品和数据，并在地质地理特征、自然地域的分异规律、晚 

新生代以来 自然环境的演化及发展趋势、生物区系的组成及其演变，以及高山医学等多方 

面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以下将 1990年这次考察中获得的成果，按地质 、地理、生物三个方面作一概述。 

一

、地 质 

1．基本查清了区内不同时代地层的特点及分布规律 ，为阐明本区地质发育史搜集了 

详实的第一性资料。区内古生物化石从二叠纪至第四纪太致可分出 10个组合或层，其中 

二叠纪生物群与我国南方二叠纪生物群相似 ，三叠纪和侏罗纪生物群均属特提斯型 ，第三 

纪生物群与我国南北方第三纪生物群类似。 ． 

在乌兰乌拉湖正东找到梅造简单、出露齐全、化石丰富的海相中晚侏罗世地层剖面 。 

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少见的海相侏罗系剖面，对研究侏罗纪古生物地理区系、古地理和生 

物地层有 着重大 意义 。 

2．本区主要的岩浆岩带有 1)各拉丹冬一唐古拉山口带，以酸性侵入岩 为主}2)雀莫 

错一沱沱河南带，以基性岩为主{3)岗齐曲南为偏碱性 的酸性侵入岩带 I d)西金乌兰溯一 

岗扎日以北为黑云母花岗岩带t5)昆仑山南缘断裂带附近出露的二长斑岩、斑状花岗岩 

带。这五条岩带的出现明显受梅造控制，岩性差异很大。 

3．区内新生代火山岩分布广 泛，尤以鸟兰乌拉湖以南、西金乌兰潮以北、昆仑山南缘 

断裂带以南最为发育。岩石组食_从中基性火山岩至中酸性次火山岩，并具壳层混杂的特 
●  

点 。 

199o年考察同 1989年考寤一样，在本区也未见文献I-z]所述的最新火山活动。 

4．西金乌兰湖斯裂带上发理 了蛇绿混杂岩，其中不仅有较完整的蛇绿岩套，而且有明 

显的混杂堆积。该带与东部错仁德加以南和西藏境内的混杂堆积可以连通 ，为特提斯北 

部主缝合带的存在提供了依据，融研究特提斯的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5．本区新生代以来新构造活动频繁。1990年这次考察发现并调查了 6条活动断裂 

带，其中岗齐曲的地震断裂形变精 发震时闯为 1988年，震级不小于 7级。 

沿昆仑山南缘断裂带 ，即布：喀达坂峰南侧、太阳湖东北侧，出露一处沸泉，气温达 

92℃，水温 91℃，两者均超过当地水体沸点(低于 85_c) 沸泉出露面积三四千平方米， 

有开发利用价值 。 

6．对区内的沙金主要产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沙金富集地区的地层为三叠纪巴颜喀拉 

群砂板岩系 。中生代以来的酸性岩弥或侵人体 ，在叠加热液作用下具金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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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 理 

1．自然地理特征 本区既是羌塘内流湖泊区与长江河源宽谷区的交汇地带，又是 

河流溯源侵蚀尚未到达的地域。区内地势高亢 ，海拔 5000米左右·地貌主要 由中小起伏 

山地、高海拔丘陵与宽谷湖盆、剥蚀台地、平原组成，高原面保存完整。现代地貌过程、气 

候、植被、土壤等因子都显示了寒冷、半干旱、干旱环境。区内多年冻土分布面积占全区面 

积的95 以上}据推算，冻土层厚度达 60—70米，季节性融化层深度 l一2米。现代冰 

JIl仅分布于各拉丹冬 、岗扎日、布喀达坂等少数山峰。 
． 1990年 5月 21日一8月 1 4日，各考察营地的正规天气观察结果显示，本区 日均温 

1．3__8．0℃，平 均 最 高 温 6．8- ld．6℃，平 均最 低 温 一 4．0— 2．0℃，极 端 最 高 

17．3℃，极端最低温一7．8℃·降水量 77．0毫米，超过格尔术同期降水量的 16倍 l风速 
一 般 5．0米／秒 ，实测的最大风速 l6．2米／秒。 

植被类型至少有 30个群系，以高寒草旬、高寒草原和荒漠化草原为主。草原植被中 

侵入了大量的垫状植物 ，乃至本区西北部呈现以垫状植被为主的群落景观 

土壤类型以高山草旬土、高山草原土、高山寒漠土三个地带性土壤为主，并发现碱土、 

龟裂土和火山渣土。区内的高山寒漠土比较特殊：地表冻融现象相当发育，土壤中不见红 

棕色铁质染色层和石膏聚集层，潜育化现象较为普遍。 

本区是青藏高原北部湖泊最多的一个地区，计有大小湖泊约 300个，其中面积 10平 

方公里 以上的湖泊 48个 ，最大的湖泊为鸟兰乌拉湖(面积约 800平方公里)。湖泊大多为 

咸水湖或半咸水湖和盐湖。盐湖存在多种成盐方式，成盐作用趋向强化t成盐潜力巨大。 

有些盐湖具开发价值，如西金乌兰湖西部的老盐层厚度在 50厘米以上。 

本区生态系统脆弱 ，动植物种类少而结构简单 ，再生力低下，生态平衡 自我调节能力 

亦低，水系环境承纳污染物的能力差，自然环境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轻微，基本保持原始状 

态，但正在受到采金和游牧的威胁。 

2．自然地域的分异规律 本区处于高寒草原带，由南而北、由东向西逐渐变干。南 

部(唐古拉山北坡)较湿润，发育有高山草甸·高寒荒漠草原则在西部和西北部才有分布 

有的著作 推测 本区的植被是以紫花针茅 ＆ 和莫氏曹草 c w mm  等为 

建群种的高寒草原。1990年的考察结果表明，以紫花针茅为建群种的植被主要分布在青 

藏公路沿线的狭窄地带。 

区内自然垂直带带谱结构相对简单，大部分地区仅可分出 z-一3个带 

3．第四纪以来自然环境的演化趋势 本区变干变寒趋势比较明显。湖泊演化的总 

趋势是退缩与湖水盐化。目前属羌塘内流湖泊区中的相当一部分封闭湖泊曾是外流湖，归 

长江l水系。冰川退缩也明显。 

4．第四纪冰川作用的规模和范围 有人认为t青藏高原存在着统一的大冰盖。 

1990年的考察结果显示，本区冰川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广大的高海拔丘陵、台地和中 

小起伏山l地上，井未见任何冰川遗迹，而早期的火山熔岩却保存有完好的桌状方山和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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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锥状体 ，湖泊边缘广泛分布着细颗粒物质构成的湖滨平原或洪积平原，未发现冰 川漂 

砾。这些与古冰盖地貌是完全不协调的 因而可以肯定地说，第四纪期间 本区并不存在 

统一的大冰盖。 

此外，区内有些大溯、山川尚未命名，需拟适当名称，不过还要斟酌，容日后披露。 

三、生 物 

经 1990年考察发现 ，本 区有哺乳类动物 l9种，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的：雪豹 — 

z~ica、白唇鹿 洲  曲 、野牦牛 PoeT／~ 批 、藏野驴 如唧、藏羚 舶幽 峥 

8咂，国家二级保护的l棕熊 Urns 栅毫Is、盘羊 D泌 删 、岩羊 唧瑚·、藏原羚 尸 

％ d 谢 幽 ． 

鸟类约 40种，分属 l0目20科，其中有国家一二级保护的：天鹅 sp．、金雕 

由如  驴嘣 、藏雪鸡 捃 m 叼哪幽、灰鹤 0h 啦． 

鱼类约 6种，昆虫类约 300种。 ． 

高等植物约 250种，分屑 27科 70余屑 ，并有 4个新种(初步鉴定)。 

为从不同类群染色体的倍性和核型特征，探讨高海拔地区植物染色体变异的特点，以 

及物种的多样性和系统关系，1990年考察中固定细胞学材料 360余瓶 

可可西里地 区生物区系的特点是，种类少 ，而种群数量大，且多青藏高原特有种 。 

l990年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中，生物考察还有一个重要 内容，即高山生理及 

高山疾病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包括t急进高海拔地区对人体脂质过氧化物及过氧 

化物歧化酶的影响，人体低氧通气反应性的动态变化，人体一E-肺功能变化特点，急性高原 

病预测指标韵确定，急性高原病的发病及其演变规律等。在海拔 4800米以上的高海拔 

地区，以急进高原的 60余人为试验对象，进行了 3个月的动态观察，共取得 2万余个数 

据 ，这在国内尚屑首次。 

对此野外分析结果的初步认识有：1．急性低氧对肾功能的损伤较为明显，全队 40 

以上的队员出现轻度非溶血性血尿，lD 以上的队员出现蛋白尿，两者人数均随适应时 

间的推移而递减-2．急性高原病中以消化道反应较为严重I3．高原对人体的心脏结构有明 

显影响I 4．随着人们对低氧环境适应时间的推移 ，对低氧的通气反应性有逐渐钝化的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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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CoND REP0RT ON IN’rEGRATED SCⅡ￡NTIFIC EXPEDITION 

矾 HOHXILSHAN REGION．QIN GHM  PROVIN CE 

W u Sugong 丑 略 Ylfu LI Bingyuan ’ 

(肺删 船 皿脚 to腩 黼∞) 

Ahr cr 

The Present expedition was organi~d by Stat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mission 

(ch ina)，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the Chines~Environmental Proteetion Agancy and the 

Peepl s 0dv付nm盯1t of Qinghai Provin∞．After the past expedition in l989，the Integ~tad Sci— 

entific Expedition，in this yeart Constituted b 68 pczson$of ore[20 specialiti嘴 from 34 different 

units，made a second expedition in Hohxilshan Region from May to August．The explorers， 

according their own disciplin嘴 ，geology，geography and bio10gy，have been djVided in to three 

gr oups and se t up 1l cainps along the exploring route-The prImary r~ults m  as fo1lows： 

Hohxflsh~n．1ocated at 34。0 0，一 36。00,N and 89。3 0，一 93。0 0，E， situ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hinterlandof QJnghal—Xizang  Plateau．his 250---400km ]ong(east-west)and 200km wide 

(south-north)and occupies an area of 75．O00km 

In Hohxllshan Regfon．there extst 10 groups or beds of palaebiologicaJ fossils from Trlassie； 

Period to Quaternary Pcrld and 5 be1扭 of msgmatic rocks． sectlorl of marine dI 刨 每 甜 

Jorac$~c System was found in the east toward U1an Ul Lake，and the fault ZOne嘶 rap<rod by 

ophiolite complex．oesurres in Xijir Ulan工ake，which ln~flcate there extst the sut 如B strip of 

Te廿lys．Mean while，the volcanic rocb of(~cnzo ic Era is common1y distributing血 north and east 

Hohxilsh an．but no active volcano was discovered except 6 actlye fault belts． 

王fl Hoh xilshan Re on，the altitude generally o 5tO00m high，at4 the p~teau plalnis 

preserved jnact，in which cor~lsts of 95 frozea zone and the frost reach~ about 60---70m deep． 

This region ismostly cove[ed wim alpine steppe ．butthere cocor alpinemcado~ Jtseo uthan d 

alpine desert $teppe in its west an d north because of drying from southeast tp northwest．Thig 

expedition also shows there h no united glacial sheet during Quaternary erjod． 
In HOh xiLshe n Region，thel'o ate 19 species of big an imalstd0 of brj由 ，6。of fishes，300 of 

insects an d 250 spe 嘴 of higher plants，be in8 70 genora an d 27 families，am ong which 4脚  

taxa may be  determined．The biological floristic characters ca n be  c0ncluded as l 1．fewr species， 

but eon~sting of most efidemic elements to Qinghai-X~ang Plateau I 2．great large population 

numbe强 In addition．68 explorers wcxe 甜udled for highlan d medicaI science and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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