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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疆哈密是资源性缺水地区， 冰川是该区主要的供给水源。 为了对该区冰川和水文水资源的现状和未来变

化做出合理评价和预估， 以榆树沟 ６ 号冰川和庙尔沟冰帽为代表， 结合野外实测资料以及近年来在冰川变化领域所

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 综合分析了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新疆哈密地区冰川近年来的变化过程及对水资源的影响。 结

果表明， １９７２—２０１１ 年， 榆树沟 ６ 号冰川厚度平均减薄 ２０ ｍ， 减薄速率约为 ０ ５１ ｍ ／ ａ， 冰川末端退缩 ２５４ ｍ， 年均

退缩约 ６ ５ ｍ。 由于强烈消融， 冰川表面径流发育明显， 且在末端有冰碛湖形成。 相比之下， 庙尔沟冰帽消融速率

相对较小， 对气候变暖的敏感度较低， 这与冰帽类型和所处海拔较高有直接关系。 综合分析发现， 流域有无冰川

覆盖及覆盖的比率大小， 直接造成哈密地区不同流域近期河川径流变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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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制约干旱区经济发展的 “瓶颈”，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冰川作为高

山区固体水库， 对于干旱区水资源的影响不容忽视， 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哈密地区位于新疆东部

极端干旱区， 包括哈密市与伊吾和巴里坤两县的范围， 总面积 １５ ３ 万 ｋｍ２， 分布有冰川 １７９ 条， 面积

１５５ ９ ｋｍ２， 冰储量约 ８ ０ ｋｍ３， 平均每年融水量达 １ ７２ 亿 ｍ３， 是哈密地区主要的供给水源［１］。 ５０ 多年来的

水文气象观测记录显示［２］， 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哈密地区气温显著上升， 降水波动增加， 直接引起冰

川强烈消融［３⁃９］。 冰川的快速退缩将对哈密及周边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

展规划和城市发展模式的确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是水利行业十分重视和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研究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曾对哈密庙

尔沟流域开展过冰川考察，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对流域内的庙尔沟冰帽和西侧的藏塔布迪冰川进行了厚度测量。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天山冰川站组织再次考察， 同时选定庙尔沟冰帽为长期定位观测冰川， 到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

的观测资料和科研成果［３⁃６］。 为进一步加强哈密地区冰川变化及对水资源影响的研究， ２０１１ 年 ８～９ 月天山冰

川站和哈密水文局共同组织了榆树沟流域冰川野外科学考察， 并对榆树沟 ６ 号冰川进行了详细监测。 该冰川

面积适中， 易于观测。 此次监测涉及物质平衡、 面积、 厚度和冰川区水文气象等方面， 积累了受气候变化敏

感的中小冰川的短期系统资料。 此外， １９７９ 年哈密水文局在榆树沟流域下游设立榆树沟水文站， 至今该站

已拥有 ３０ 年的观测资料， 因此， 对该冰川开展定位监测， 可以构成对该流域完整的冰川、 水文、 气象和水

资源变化的观测， 为研究该地区的气候—冰川消融—径流的相互关系提供系统科学依据。
冰川变化研究可以从代表性冰川观测考察与区域冰川变化遥感监测两方面开展综合分析。 鉴于此， 本文

选定榆树沟 ６ 号冰川和庙尔沟冰帽为代表， 兼顾近年来在冰川变化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综合分析在气候

变暖背景下， 哈密地区冰川近年来的变化过程及对水资源的影响， 旨在对冰川水文及水资源的监测研究积累

科学资料， 并对气候变化响应敏感的哈密地区冰川和水文水资源的现状与未来变化做出合理评价和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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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

在哈密境内（４０°５３′Ｎ～４５°０６′Ｎ， ９１°０７′Ｅ～９６°２３′Ｅ）， 天山山脉由东向西分别为哈尔里克山和巴里坤山。
哈尔里克山位于天山的最东端， 包括大白杨沟、 科托果勒、 吐尔干、 板房沟、 榆树沟、 庙尔沟、 克尔其马

克、 乌拉台沟和大天生圈沟 ９ 个流域， 共分布有冰川 １２２ 条， 面积为 １２５ ９ ｋｍ２， 平均冰川面积为 １ ０３ ｋｍ２。
巴里坤山分布有冰川 ５７ 条， 面积为 ３０ ０ ｋｍ２， 平均冰川面积为 ０ ５３ ｋｍ２。 南北坡冰川分别属于东疆吐鲁番

—哈密盆地水系和准噶尔盆地水系［１］。
庙尔沟流域位于哈密哈尔里克山南坡， 流域面积为 ３７２ ｋｍ２， 分布有冰川 ７ 条， 总面积为 １８ ４３ ｋｍ２， 储

图 １　 研究区位置

Ｆｉｇ １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量为 １ ２７ ｋｍ３。 根据冰川编目［１］， 庙尔沟冰帽（４３°０３′Ｎ，
９４°１９′Ｅ）朝向西南， 面积为 ３ ４５ ｋｍ２， 总长度为 ２ ４ ｋｍ，
最高海拔 ４ ５１２ ｍ， 末端海拔 ３ ８４０ ｍ， 是哈尔里克山主山

脊南侧沿西南向山岭发育的冰川（图 １）。 榆树沟流域亦位

于哈尔里克山南坡， 哈密盆地北缘， 西与故乡河流域为

邻， 东接庙尔沟流域。 流域面积 ３０８ ｋｍ２， 有大小冰川 ９
条， 总面积约为 ２２ ８５ ｋｍ２， 冰储量为 １ ５９ ｋｍ３， 占哈密

地区冰川面积及冰储量的 １４ ７％和 １９ ９％， 是哈密地区

范围内面积最大， 冰储量最多的流域［１⁃２， １０⁃１１］。 榆树沟 ６
号冰川（４３°０５′Ｎ， ９４°１９′Ｅ）位于榆树沟流域上游（图 １），
山谷型冰川， 朝向西， 面积为 ４ ０６ ｋｍ２， 最高海拔

４ ７４４ ｍ， 末端海拔 ３ ６１０ ｍ［１］。

２　 数据及测量方法

本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包括地形图、 遥感影像、 ＧＰＳ 实测数据和雷达测厚数据及已有相关研究资料， 具体

如表 １ 所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天山冰川站和哈密水文局组织对榆树沟 ６ 号冰川进行了厚度测量。 此次测量使用

了加拿大 ＳＳＩ 公司的 ｐｕｌｓｅ ＥＫＫＯ ＰＲＯ 增强型探地雷达， 在该冰川冰舌区共均匀布设了 ５ 条测线， 包括 ２ 条

纵测线（Ａ１～Ａ２， Ｂ１～Ｂ２）和 ３ 条横测线（Ｃ１～Ｃ２， Ｄ１～Ｄ２， Ｅ１～ Ｅ２）， 总共 ４９８ 个测点。 由于冰川表面局部

区域地形较为复杂， 沿主流线方向很难连续测量， 所以布设两条纵测线， 自海拔较低处起测， 以期较为全面

揭示冰舌区的厚度分布特征。 横向探测沿自东向西方向开展。 由于冰川边缘较为陡峭且分布冰裂隙， 所以部

分测线未能到达。 测量过程中选用中心频率为 １００ ＭＨｚ 的天线， 测量方式采取剖面法， 天线距和测量点间距

均采用 ４ ｍ， 测量波速选取为 ０ １６９ ｍ ／ ｎｓ。 利用探地雷达配套的图像处理软件能够准确判读各测点的厚度

值。 通过评价， 雷达测厚的相对误差约为 １ １８％。 与此同时， 利用北京合众思壮 Ｅ６５０ 型 ＧＰＳ 对雷达测点和

冰川末端进行 ＲＴＫ（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定位， 高程测量相对精度为±２ ｃｍ， 利用该数据可以进行雷达测线

的 ＧＰＳ 高程校正。 基于雷达探测冰川厚度值， 通过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从而获取冰舌区的厚度分布。
早期冰川信息以 １９７２ 年 １ ∶５０ ０００ 地形图为基础， 进行几何校正。 ２００５ 年 ＳＰＯＴ５ 遥感影像依据纠正后的

地形图进行几何精校正， 并通过 ＧＰＳ 实地采集地面控制点进行正交化处理， 使均方根误差在 ｘ、 ｙ 方向均控

制在 １ 个像元内， 满足遥感影像几何校正的精度要求。 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０ 软件中， 使用人工目视解译进行不同

时期冰川边界确定， 通过对不同矢量图层地图代数， 分析冰川变化情况。 对于庙尔沟冰帽， 李开明等［３］、
李忠勤等［４⁃５］和 Ｗａｎｇ 等［６］曾对其开展过部分相关研究， 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 对该冰川的厚度、 面积和末

端变化开展系统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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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数据资料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冰川名称 地形图 遥感影像 ＲＴＫ⁃ＧＰＳ 实测数据 雷达测厚数据 气象水文资料

榆树沟 ６ 号冰川
１９７２ 年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气温，降水，径流

１ ∶５０ ０００ ＳＰＯＴ５
５ ｍ 分辨率

冰川末端及雷达测点定位数据
３ 条横测线
２ 条纵测线

头道沟水文站，白吉水文站，
榆树沟水文站

庙尔沟冰帽 李开明等［３］ ，李忠勤等［４⁃５］ ，Ｗａｎｇ 等［６］

３　 冰川变化过程

３ １　 榆树沟 ６ 号冰川

图 ２ 显示了榆树沟 ６ 号冰川不同剖面冰⁃岩界面的位置， 可以反映出整个剖面的冰厚分布及冰下槽谷特

征。 纵剖面 Ａ１～Ａ２， 即沿主流线方向自冰川末端到海拔 ３ ８００ ｍ， 冰体平均厚度为 ２６ ｍ， 最大冰厚 ３３ ｍ。 纵

剖面 Ｂ１～Ｂ２ 反映出沿主流线方向从海拔 ３ ８４０ ｍ 至 ４ ０００ ｍ 的冰川厚度分布特征， 平均厚度已增至 ６４ ｍ， 最

大冰厚 １０１ ｍ。 结合纵剖面 Ａ１～Ａ２ 和 Ｂ１～Ｂ２ 整体来看沿主流线方向冰厚的分布特征， 可以看出， 冰舌区下

部厚度普遍较薄， 但从海拔 ３ ９００ ｍ 起逐渐增厚， 到海拔 ３ ９７５ ｍ 附近达到最大， 该处冰床地形呈凹陷状。 榆

树沟 ６ 号冰川横剖面 Ｃ１～Ｃ２ 和 Ｄ１～Ｄ２ 均呈现出不对称 Ｕ 型槽谷形态， 最大冰厚达 １３２ ｍ。

图 ２　 榆树沟 ６ 号冰川纵剖面和横剖面冰厚分布及冰下槽谷特征（ＧＰＳ 高程校正）
Ｆｉｇ ２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ｇｌａｃｉａｌ ｖａｌｌｅｙ ｏｆ ｉ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Ｙｕｓｈｕｇｏｕ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Ｎｏ． ６ （ａｆｔ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榆树沟 ６ 号冰川冰舌厚度分布及近年来末端变化特征如图 ３ 所示， 可以看出， 在冰舌流向改变处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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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榆树沟 ６ 号冰川冰舌区雷达测线及厚度分布

Ｆｉｇ ３ Ｒａｄａ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ｎｇｕｅ ｏｆ Ｙｕｓｈｕｇｏｕ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Ｎｏ． ６

存在一处明显的深色闭合区域， 该区冰川厚度最大。 相

应地， 冰床呈凹陷地形， 冰川动力过程对基岩产生了强

烈侵蚀。 通过插值计算得出， ２０１１ 年榆树沟 ６ 号冰川冰

舌平均厚度约为 ５０ ｍ。 野外实地考察发现， 冰川上部区

域地势相对平坦， 整体坡度较为均一， 由此可以推断，
整条冰川的平均厚度应在 ５０ ｍ 以上。 结合冰川编目资

料［１］对比发现， 从 １９７２—２０１１ 年， 榆树沟 ６ 号冰川厚度

平均减薄了约 ２０ ｍ， 年均减薄约 ０ ５１ ｍ。 同时段内， 冰

川末端共退缩 ２５４ ｍ， 退缩速率为 ６ ５ ｍ ／ ａ。 其中，
１９７２—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冰川末端退缩速率分别为

６ ４ ｍ ／ ａ 和 ７ ０ ｍ ／ ａ， 呈现出加速趋势。 由于冰川表面发

生强烈消融， 冰面径流发育明显， 在冰川末端形成了一

个规模较大的冰碛湖（图 ４）。 野外考察发现， 冰舌下部区

域局部受表碛覆盖， 且裸露部分呈现大量粉尘颗粒沉积。
据 Ｌｉ 等［１２］研究显示， 大量矿物粉尘的存在会造成冰川反

照率的降低， 从而引起冰川表面消融强度的增加， 这是

造成冰川加速退缩的一个重要方面。

图 ４　 榆树沟 ６ 号冰川表面消融强烈

Ｆｉｇ 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ｕｓｈｕｇｏｕ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Ｎｏ． ６

已有研究对榆树沟流域冰川过去 ４０ 年来的变化进行了详细分析［７］， 结果显示，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１—１９７２ 年和

１９７２—１９９２ 年榆树沟流域冰川面积分别缩小了 ３ ６％和 ２ １％， 到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冰川出现加速退缩， 退缩率

已增至 ４ ６％。 从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１—２００１ 年， 流域冰川面积共减少了 ２ ５ ｋｍ２， 占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１ 年面积的 １１ ３％， 冰

川储量约减少 １０ ３％。 其中， 未来数年间冰川变化将以减薄为主， 冰川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 冰舌退缩殆尽

之后气温的微弱增加亦将造成冰川消融的显著增加。
３ ２　 庙尔沟冰帽

庙尔沟冰帽的厚度在 １９８１—２００７ 年间减薄了 ０～２０ ｍ， 上部减薄幅度小于中下部， 减薄最大部位在冰川

横断面最窄处海拔 ４ ３００ ｍ 附近， 这可能与此处冰川比较狭窄， 两边都是悬崖， 受局部地形影响有关［５］。 已

有研究根据 １９８１ 年和 ２００５ 年相应冰川测厚点对比分析显示， １９８１—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５ 年间， 冰川厚度在海拔

４ ２９５～４ ３５７ ｍ处减薄了 ５ ｍ 左右［４］。 从钻取的冰芯资料来看， 冰川在最近的 ２０ ～ ３０ 年消融加快。 物质平衡

观测结果显示冰帽顶部的消融微弱［５⁃６］。 李开明等［３］结合 １９７２ 年地形图和 ２００５ 年 ＳＰＯＴ５ 遥感影像对比分析

显示， １９７２—２００５ 年间， 冰帽面积由 ３ ６４ ｋｍ２缩小到 ３ ２８ ｋｍ２， 缩小了 ０ ３６ ｋｍ２（９ ９％）， 末端最大退缩速

率平均为 ２ ３ ｍ ／ ａ。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 冰帽末端最大退缩速率平均增至２ ７ ｍ ／ ａ［５］， 如表 ２ 所示。 相比榆树沟 ６
号冰川， 庙儿沟冰帽消融速率相对较小， 这与冰川类型有直接关系， 且由于该冰帽所处海拔较高， 对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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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的敏感度较低。
表 ２　 榆树沟 ６ 号冰川和庙尔沟冰帽变化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Ｙｕｓｈｕｇｏｕ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Ｎｏ． ６ ａｎｄ Ｍｉａｏｅｒｇｏｕ ｉｃｅ ｃａｐ

冰川名称
冰川末端变化 冰川厚度变化

时间段 年均变化 ／ （ｍ ａ－１） 时间段 年均变化 ／ （ｍ·ａ－１）
资料来源

１９７２—２００５ ６ ４

榆树沟 ６ 号冰川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７ ０ １９７２—２０１１ ０ ５１ 本研究

１９７２—２０１１ ６ ５

庙尔沟冰帽
１９７２—２００５ ２ ３ １９８１—２００５ ０ ２１

（海拔 ４ ２９５～４ ３５７ ｍ）
李开明等［３］ ，
李忠勤等［４⁃５］ ，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２ ７ １９８１—２００７ ０～０ ７７ Ｗａｎｇ 等［６］

　 　 王叶堂等［７］通过对不同时期地形图、 航片和遥感影像的对比研究显示， 庙尔沟流域冰川面积在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１—１９７２ 年、 １９７２—１９９２ 年和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分别缩小了 １ ８２ ｋｍ２（８ ８％）、 ０ ７８ ｋｍ２（３ ８％）和 ０ ５０ ｋｍ２

（２ ４％）。 近 ４０ 年来， 该流域冰川面积共缩小了 ３ １０ ｋｍ２， 缩小比率（１５ ０％）和冰川储量亏损率（１８ ３％）均
较榆树沟流域（１１ ３％， １０ ３％）明显要大。 造成这一结果可能缘于， 庙尔沟流域冰川平均面积相对榆树沟流

域要大， 较大比率的冰川面积萎缩将会造成相对较大的冰川储量亏损。

４　 冰川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４ １　 冰川变化对径流影响的时间变化特征

高山冰川可以调节河川径流， 使水循环保持平衡。 普遍认为， 冰川能够通过对降水的储存， 从而延迟河

川径流， 主要以降雪积累和消融的形式， 因此， 水以雪和冰的形式储存在冰川中， 其消融主要依赖于气

候［１３⁃１４］。 在湿润低温的年份， 由于热量不足， 冰川的消融微弱， 冰川积累增加， 造成冰川融水径流减少；
在干旱少雨年份， 晴朗天气增多， 冰川的消融加剧， 从而释放出大量的冰川融水。 因此， 冰川对流域水资源

的年内分配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在干旱少雨的季节， 有冰川融水补给的河流不至于断流； 在降水量丰沛的

季节， 降水以固态形式保存在冰川上， 不至于发生洪灾［５］。 已有研究显示［１５⁃１６］， 冰川退缩可以分为 ３ 个阶

段， 当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时， 冰川消融面积为增加与稳定状态， 相应地， 冰川融水量增加和稳定， 而处于

第三阶段时， 由于冰川消融面积逐渐减少， 冰川融水量也将开始逐渐减少。 也就是说，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

下， 冰川退缩引起冰川融水径流增大， 而径流增加是以消耗冰川固体冰为代价， 随着冰川储量的迅速减少，
冰川融水径流也会急剧减少， 冰川水资源及其对河流的调节作用也随之消失。
４ ２　 冰川变化对径流影响的空间变化特征

已有研究显示， 哈密地区气温呈升高趋势， 倾向率为 ０ ３４４℃ ／ １０ ａ［１７］， 在此背景下， 对头道沟、 白吉

以及榆树沟水文站径流资料分析（具体位置如图 １ 所示）， 可以看出， 白吉和榆树沟降水几乎保持不变， 相

比之下， 头道沟降水有所增加， 相应地， 由于白吉和榆树沟流域具有冰川覆盖， 其径流变化不大， 而头道沟

没有冰川覆盖， 以致径流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且逐年增加（图 ５）。 从 １０ 年尺度可以看出， 对于冰川覆盖

度较小的流域， 比如白吉水文站所显示的， 由于过去 ３０ 年小冰川的强烈消融， 其径流释放呈逐渐减小。 对

于榆树沟流域， 径流主要来自高山冰雪消融水和山区直接降水， 逐月径流量的丰枯， 是流域内地面温度、 高

空温度、 前期降水和降水过程（即温度和降水）的综合反映。 由于大冰川的存在， 径流呈逐渐增加。 然而，
径流增加也非常有限。 强烈的冰川消融使得河川径流增加， 当达到临界冰川规模时转而减小［１８］。 由此可以

看出， 冰川覆盖可能直接控制着径流的逐年变化。 当冰川覆盖达到适中程度（约 ４０％左右）， 径流的年际变

化最小。 而当冰川覆盖度增加或减小时， 径流均会增加［１９］。 有无冰川覆盖的流域， 其主要差别是无冰川覆

盖区的径流主要受降水的控制， 而冰川覆盖区是受能量的控制。 冰川之所以具有如此的重要性， 主要是其能

在降水缺少的干热年份释放出最多的水量。 近年来冰川融水径流的持续增加是对气候变暖的直接响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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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代表站点近 ４０ 年来降水量及径流距平变化

Ｆｉｇ ５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ｏｕｒ ｄｅｃａｄｅｓ

４ ３　 冰川变化对冰湖水储量及其溃决的影响

冰川变化不仅对河川径流具有重大影响， 而且与冰湖水储量及其溃决有着直接关系。 如图 ５ 显示， 气温

的上升直接导致近期冰川萎缩， 而强烈的物质损失会直接引起径流变化， 造成冰湖水储量增加， 溃决风险也

在不断增大， 使冰湖溃决事件近年来频发。 当冰湖溃决洪水洪峰增大， 从而导致洪水量增多［２１］。 尤其对于

像榆树沟 ６ 号冰川末端形成的距离母冰川很近的冰湖， 当冰川融水量突然增加， 常导致这些湖泊溃堤而引发

洪水、 泥石流等灾害， 与人类生产和生活日益密切， 需要特别关注和防范。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研究中心（ＩＣ⁃
ＩＭＯＤ）已于近几年启动了 “喜马拉雅山冰川与冰湖编目以及全球变暖导致的潜在冰湖溃决洪水识别” 研究

计划， 旨在监测和防治未来冰川灾害， 保护人民生命， 减少灾害损失， 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５　 结　 　 论

（１） 雷达探测结果显示， ２０１１ 年榆树沟 ６ 号冰川冰舌区平均厚度约为 ５０ ｍ， 在冰舌流向改变处冰厚最

大。 １９７２—２０１１ 年， 冰川厚度平均减薄 ２０ ｍ， 减薄速率约为 ０ ５１ ｍ ／ ａ。 冰川末端退缩 ２５４ ｍ， 年均退缩约

６ ５ ｍ。 由于强烈消融， 冰川表面径流发育明显， 且在末端形成冰碛湖。
（２） 庙尔沟冰帽在 １９７２—２００５ 年间， 面积由 ３ ６４ ｋｍ２缩小到 ３ ２８ ｋｍ２， 缩小了 ０ ３６ ｋｍ２（９ ９％）。 冰

帽末端平均退缩速率为 ２ ３ ｍ ／ ａ。
（３） 榆树沟流域和庙儿沟流域冰川在过去 ４０ 年均发生了强烈消融， 直接影响河川径流变化。 哈密地区

近期冰川径流呈现明显不一致。 对于无冰川覆盖流域， 比如头道沟水文站显示的径流年际变化非常大。 但对

于有冰川覆盖流域， 比如白吉和榆树沟， 尽管冰川退缩引起了径流的变化， 但其影响非常有限。 从 １０ 年尺

度来看， 冰川覆盖较小的流域， 比如白吉， 其径流量减小主要是由于过去 ３０ 年小冰川的强烈消融。 对于榆

树沟流域， 径流量趋于增加主要缘于大冰川的存在。 为获得长期连续的观测资料， 更有效地评估气候变暖影

响下冰川退缩对区域水资源的影响， 开展研究区系统监测非常必要， 一方面可以为预测冰川水文水资源变化

提供科学数据， 另一方面对区域发展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出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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