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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冰冻圈地区， 受到积雪和冰川融水的影响， 径流表现出独特的热状况， 形成特有的冷水生态系统。 由于

大气和河流内部过程之间强烈的耦合和高敏感度， 河水温度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驱动因素在冰川流域表现得尤为

显著。 通过对冰川径流温度特征、 影响因素和热量机制响应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发现冰川径流温

度具有温度低、 时空变化显著的特征； 冰川径流温度影响因素主要有 ４ 个方面： 水⁃气界面的热量传输、 水⁃河道及

河岸界面热量传输、 径流组成、 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 冰川径流热量机制的响应在河水物理化学性质方面表现为

河流水质参数以及热量水分循环的影响， 在河流水生生态系统方面表现为水生生态系统的分布和结构随冰川径流

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且一旦超过某个阈值后， 这种变化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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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冰川在过去几十年来呈加速退缩趋势［１⁃２］。 中国第二次冰川编目数据统计显示， １９７０—２００８ 年已有

共计 ５ ７９７ 条冰川消失， 冰川面积退缩了 １４ ３％［３］。 目前由于冰川物质平衡的持续亏损（负平衡）， 在欧洲高

海拔地区甚至已经观测到冰川径流减少现象［４］。 冰川变化将会引发水资源时空分布和循环过程的变化以及

径流年内进程的变化［５］。
１９９４ 年 Ｍｉｌｎｅｒ 相继阐述了冰川径流温度特征及其对于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 引起了人们对于冰川径流

河水温度的广泛关注［４］。 冰川系统连接着大气、 冰川、 径流、 水质和生态过程， 因此对气候变化极为敏

感［６］。 受到冰川融水的影响， 冰川径流表现出独特的热状况， 形成特有的冷水生态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冰

川补给占主导地位， 水温较低， 生境的扰动性较大， 产生了特殊的低温生物群落［７］。 河水温度成为影响水

生环境中物理、 化学及生物过程的关键参数之一。 河水热量机制对于河流环境中的水质和水生物种的分布具

有重要影响， 对淡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于冰川径流温度及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日益

成为国际关注的研究热点。
目前， 对冰川温度及其响应的监测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阿尔卑斯山脉、 阿拉斯加及加拿大北部等北极地

区、 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脉、 美洲安第斯山脉等， 研究内容除了冰川径流温度特征， 还包括太阳辐射、 流

速、 冰碛湖、 地下水与地表水相互交换等影响因素以及水生生态系统的种群结构、 物种丰富度等对于冰川径

流温度的响应。 国内目前冰川径流对于水资源变化的研究成果较多， 却往往忽略了冰川径流在河水温度方面

的变化和响应机制。
本文通过综述国外冰川径流温度的相关研究， 阐述冰川径流温度特征， 总结影响冰川径流温度的主要因

素， 分析冰川径流温度变化对于河水物理化学性质和水生生态系统的响应机制， 为中国开展相关冰川水文研

究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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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冰川径流温度特征及影响因素

１ １　 冰川径流温度特征

冰川流域分布于高海拔或高纬度地区， 气候寒冷且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 因此相对于非冰川补给河流，
其温度特征因受到冰川融水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

冰川径流温度具有较大的年内温度波动， 通常水温在冬季接近或低于 ０℃， 在春季和夏季初期开始升

温， 之后在夏秋之交开始降温。 与之相反， 许多地下水或降水补给的径流则具有相对缓和的温度变化。 由于

较冷的冰川融水与其他河水温度之间的热量差异， 尤其是在夏季冰川融化最大期， 冰川径流温度更低， 水温

变化更加剧烈。 例如， Ｂｌａｅｎ 等［８］ 在北极地区 Ｓｖａｌｂａｒｄ 群岛的研究发现， 冰川末端径流温度的变化范围为

－０ ３～３ ２℃， 而非冰川补给的河流河水温度范围为 ２ ９ ～ ５ ７℃。 Ｂｒｏｗｎ 等［９］ 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冰川末端

记录连续的径流低温为 ０ ２～２ ３℃和在下游处的高温（最大值为 １５ ４℃）。 其他相关研究表明， 冰川面积增

加 １０％， 会导致美国阿拉斯加地区的冰川径流夏季平均水温降低 １ １℃； 冰川面积超过流域面积 ３０％的河流

温度将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降低， 反之则会升高［１０］。
冰川径流温度在空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尤其是纵向差异（图 １）。 阿尔卑斯山脉冰川径流的研究显示，

在 ２７ 个研究地点的夏季平均温度变化最高可达 １４ ２℃ ［１１］。 在某些时间段河水温度的最大差值甚至会大于

２０℃。 Ｕｅｈｌｉｎｇｅｒ 等［１２］在瑞士的研究发现， 冰川径流上游的水温度日因子为 １７６ ＤＤ （度日， ｄｅｇｒｅｅ ｄａｙｓ）， 下

游则高达１ ２２７ ＤＤ。

图 １　 法国比利牛斯山区 Ｔａｉｌｌｏｎ 流域夏季平均水温空间分布（根据文献［１１］修改）
Ｆｉｇ １ Ｓｕｍｍｅ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ｉｌｌｏｎ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ｙｒｅｎｅｅｓ

１ ２　 冰川径流温度的影响因素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都认为空气温度是控制水温的唯一指标， 因此在无直接观测数据的情况下， 传

统上一直使用气温来代替水温计算河流的热量交换。 这也是河水温度长期不受重视的主要原因。 但是随着最

近对于河水温度研究的日渐深入， 研究人员对于水温的影响因素逐渐有了新的认识。 如最近的研究发现， 美

国太平洋沿岸大陆的水温均呈降低趋势， 然而气温却又逐渐呈升高的趋势［１３］。 虽然仍有研究通过气温来预

测气候变化对河水温度的影响（如 ｖａｎ Ｖｌｉｅｔ 等［１４］ ）， 但是结果均显示气温和水温的拟合度很低。 Ａｒｉｓｍｅｎ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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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５］在 ２０１４ 年明确指出， 统计意义上气温并不能作为水温的代用指标。
冰川径流温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 受到多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 任何一个影响该过程的因素

都会导致冰川径流温度的变化。 这些因素或直接作用于冰川径流热量过程， 或通过其他因素间接作用于冰川

径流温度。 归纳冰川径流温度影响因素主要有 ４ 个方面： 水⁃气界面的热量传输、 水⁃河道及河岸界面热量传

输、 径流组成、 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
１ ２ １　 水⁃气界面的热量传输

水气界面的热量传输主要影响河流水温的物理过程， 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太阳辐射、 潜热与感热、 河流地

貌、 流速和冰碛湖等。
太阳辐射（主要是短波辐射）直接对水体进行加热， 同时进行能量的向下传导。 在山地冰川径流中水⁃气

界面的热量输入要小于非冰川径流。 通过对河流热通量的研究， 冰川径流短波辐射在总热量输入的比例在阿

尔卑斯和阿拉斯加冰川径流中分别为 ３７％和 ３２％［１６⁃１７］， 这一比例要远小于非冰川径流中短波辐射在总热量输

入中的比例， 如在英国西南部河流中短波辐射输入的比例高达 ７０％［１８］。 这种差异可以归结于冰川径流河流

地貌的影响。 相较于非冰川径流， 山地冰川径流多流经河谷地区， 冰川径流会产生以沉积过程为主的冰缘区

和动态变化且较深的河道， 以上因素均会导致水⁃气界面短波辐射输入的相对减少。 此外， 由于水⁃气界面中

气温和河水温度的差异， 潜热和感热占到相当的比例， 如在阿尔卑斯二者在总热量输入中分别占 １１％
和 ３％［１６］。

流速的变化对冰川径流的影响在夏季尤为明显， 流速的增加会间接降低河水温度。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和 Ｍｏｏｒｅ［１９］

认为流速对于河水温度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 由于两岸几乎没有遮蔽物， 冰川径流流速是通过改变反射率

（０ １～０ ４）进而减少辐射输入， 从而对河水温度产生影响。 另外， 冰碛湖的存在同样会间接地延长河流受太

阳辐射的热量输入， 造成湖泊出水口相对入水口河水温度的升高， 其变化幅度则取决于湖泊表面的热量交换

和流速的大小［２０］。
１ ２ ２　 水⁃河道界面热量传输

与水⁃气界面的热量交换相比， 水⁃河道界面的重要性体现在不同特征的河道变化上， 而且热量交换性质

随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河道摩擦热是冰川径流热量输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在阿拉斯加的研究显

示河道摩擦热最高可达总热量输入的 ３８％［１７］。 相对于非冰川径流， 冰川径流河道摩擦热量比例要大得多，
这反映了冰川径流作为河流的上游， 河道较为陡峭， 河床岩石较多粗糙不平的特征。 另外在河床界面上， 地

下水 ／潜流与径流的热量交换会进一步影响热量机制特征［２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ｚ 等［２２］ 通过美国非冰川流域上下游的

对比研究得出， 由于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热量交换， 无地下水补给的河段日变化要比其他河段剧烈得多。 Ｃａｄ⁃
ｂｕｒｙ 等［２３］在冰川径流的研究发现， 河床温度要大于冰川径流水体温度， 而在流量较高的情况下， 水体温度

和河床温度则趋于一致。 这说明径流与地下水 ／潜流存在着显著的热量传输交换。
１ ２ ３　 径流组成

径流组成是影响冰川流域河水温度变化的另一个主要影响因素。 冰川径流通常包含降水、 冰川融水、 积

雪融水和地下水等部分， 其各部分的构成比例往往会随着气候变化而导致水生生态系统水量平衡的变化。 在

冰川流域中， 冰川径流越往下游， 冰川融水比例越少， 河水温度越高， 并因此呈现出纵向差异。 如在

Ｓｖａｌｂａｒｄ 群岛随着向下游距离增加而升温 ０ ７ ～ ２ ３℃ ／ ｋｍ［２４］。 阿尔卑斯山脉 Ｄａｍｍａ 冰川末端处， ２ ｋｍ 的距

离内径流温度便升高了约 １０℃ ［１６］。 新西兰冰川流域由于海洋性气候的影响特征， 随着与冰川末端距离的增

加， 每公里温度升高 ０ ６℃ ［２３］。 地下水汇流或潜水带热交换， 往往会造成冰川径流纵向温度梯度的不连续

现象［１４］。
１ ２ ４　 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

长时间尺度河水温度变化主要归因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最近的研究显示， 河水温度变化受到

气候模式的影响， 如 Ｗｅｂｂ 和 Ｎｏｂｉｌｉｓ［２５］ 在中欧的河流中发现了显著的 ＮＡＯ（北大西洋涛动）的影响。 Ｈａｒｉ
等［２６］通过瑞士 ２５ 条高山河流的高分辨率记录的分析证明， １９７５ 年以来河水温度大幅度升温， 且 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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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 年的急剧增温与 ＮＡＯ 在较高正相位的转换密切相关。 北极地区许多河流系统（如美国的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和

Ｓｎａｋｅ 河、 西伯利亚 Ｌｅｎａ 河支流）， ２０ 世纪水温呈现显著的升高趋势， 一方面由于该地区气候变暖显著， 另

一方面这些地区近几十年来的水库和大坝的建设也对河流热量造成显著的影响［２７］。
长时间尺度的河水温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它是气候与水文变化、 主要的气候模式和逐渐增多的人

类活动影响（包括水库和大坝的建设、 城市化和热废水排放）综合作用的结果［２８］。 区分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

对河水热量的具体影响目前仍是一项挑战。 冰川覆盖流域海拔高、 温度低， 严酷的环境使得人类活动极少，
是区分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影响的绝佳实验区。

２　 冰川径流热量机制的响应

全球变暖背景下， 随着气温升高， 部分冰川融水径流量呈逐年升高趋势。 冰川退缩导致冰川补给径流组

成在时间空间上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必然会使冰川径流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性质发生转变， 从而导致冰川径

流水生生态系统在冰川退缩下的响应。
２ １　 河水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

河水温度可通过多个物理参数来影响河流的物理化学性质并起到决定作用， 这些参数包括河流呼吸、 有

机质分解、 溶解氧含量、 溶解氮和磷含量等。 水温升高可导致河流呼吸增加、 加速有机物的分解速率和提升

水中氮磷含量等。 水温可以通过控制水中溶解氧含量来影响河水中光合作用、 呼吸作用和复氧作用［２９］。 例

如， 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冰川径流的研究发现， 河水温度增加 ２ ５℃， 将会造成河流的呼吸作用平均增加

２５％±１ ６％［３０］。 冰岛径流的研究发现， 河水温度在不同生态系统的营养级与水中溶解性氮、 磷含量、 溶解

氧含量和有机物的分解存在显著相关［３１］。 水温也通过溶解氧含量、 重金属元素的生物有效性、 寄生虫和传

染病的传播速率间接地作用于河流生态系统［３１］。 随着河水温度的增加， 水中的病原体和寄生菌也会相应增

加， 从而增大传染病的风险［３２］。
河水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会影响到全球水分热量循环。 对环北冰洋地区河流热通量的研究显示， 河流向

北冰洋传输了大量的热量， 对于北极地区水热循环具有重要的意义。 Ｙａｎｇ 等［２７］估算了北美地区的河流热通

量变化， Ｌａｍｍｅｒｓ 等［３３］则估算出整个俄罗斯环北极向北冰洋输送的热量高达 ８２ ＥＪ ／ ａ。 从长期变化来看， 环

北极地区的热量输送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趋势变化， 这主要是受到了人类活动（如水库和大坝调蓄）和气候变

化双重作用的结果。
为了更好地评估水温与河水物理化学性质的联系， Ｂｒｏｗｎ 等［３４］ 提出了一个新的评估指标 ＡＲＩＳＥ（Ａｌｐｉｎ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ａ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该评估指标主要通过量化冰川融水、 积雪融水和地下水的比例来

预测河水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生物多样性。 在冰川径流温度的一系列影响因素中， 冰川径流的组成与河水物理

化学性质存在更为显著的相关性。
２ ２　 河流水生生态系统的响应

冰川末端河流是自然界中最为严酷的环境之一， 河水温度过低会影响水生生物生产力， 限制许多生物的

生存， 因此， 冰川径流河水热量机制成为水生生态系统过程的决定性因素。 水生生态系统对冰川径流温度的

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水生生态系统（如物种密度、 物种多样性和群落建构等）的分布往往会随着冰川径流温度的空间

变化而变化， 并且在冰川补给河流环境中拥有许多独特的珍稀物种（图 ２） ［３５⁃３６］。 冰川补给河流的物种数量和

种类丰富度与非冰川补给径流存在较大差异。 对比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冰川补给径流和地下水补给径流发

现， 地下水补给径流拥有更多的无脊椎动物种类， 其中摇蚊类的数量是冰川补给径流的 ２ ～ ８ 倍， 种类丰富

度是冰川补给径流的 ２～３ 倍［３７］。 冰川补给径流的藻类、 底栖无脊椎动物物种组合会出现与冰川径流温度特

征相一致的纵向梯度差异［３８］。 例如， 对厄瓜多尔安第斯山区冰川补给河流的研究发现， 随着冰川温度在各

河段的变化其对应的水生物种密度、 种群丰富度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群落的组成都有显著不同［３９］。 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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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淡水鱼类的数量和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相关性， 与大型无脊椎动物的均匀度和物种重叠度呈正相关［４０］。
在冰川径流的水生生态环境中， 距离冰川末端越远， 生境的稳定性越强， 冰川径流温度变化导致的扰动性成

为冰川径流中大型无脊椎动物种群数量和物种丰富度的主要限制性因素。

图 ２　 冰川覆盖面积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α 多样性和 β 多样性）（根据文献 ［３６］ 修改）
Ｆｉｇ ２ Ｌｏｃａｌ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α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 ｔａｘｏｎ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β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ｃｏｖｅｒ

另一方面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随着冰川径流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水生生态系统的这些变化包括生物物

种多样性（α 多样性和 β 多样性）、 功能多样性变化、 物种消失和替换等。 阿拉斯加南部连续 ２７ 年的冰川和

生态监测得出， 随着冰川覆盖面积比例从 ７０％减少至 ０， 生物功能多样性伴随着冰川面积的减少和分类丰富

度的增加而增加［６］。 冰川径流温度变化幅度及季节变化会显著影响鱼类的分布和产卵数量［４１］， 从而导致鱼

类资源的变化给当地经济造成显著影响。 阿拉斯加冰川补给河口地区对大马哈鱼影响的研究显示， 径流深度

和河水温度的升温对渔业资源量呈负相关［４２］。 美国华盛顿州 Ｎｏｏｋｓａｃｋ 河的研究发现， 由于冰川加速退缩导

致河流冰川补给比例大大减少， 夏季径流减少和水温增加， 所有 ９ 种太平洋鲑鱼生境和鱼类生存模式受到显

著的负面影响［４３］。 如果冰川径流温度的变化达到某个阈值之后， 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且这种变化过程不可逆。 起初生态位筛选过程由冰川覆盖占绝大多数时主导， 生物群落朝向随机共同出现和

确定性的建构模式方向转换［４４］。 阿尔卑斯地区的研究显示， 冰川覆盖面积小于 ５ １％、 冰川融水比例小于

６６ ６％是一个关键性的阈值， 此时一些冷水狭温性的物种消失， 而诸如双翅目摇蚊科的物种则会出现［４５］。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等［３６］通过对阿拉斯加、 安第斯山脉及阿尔卑斯山冰川流域物种多样性的长期研究发现， 若流域冰

川覆盖面积小于 ５％～３０％， 随着冰川退缩， 冰川前缘河流及下游物种丰富度、 β⁃多样性（群落物种组成随环

境梯度的变化程度）会显著减少， 如果冰川补给消失， 将会导致包括一些特有种在内的 １１％～３８％物种消失。

３　 研究展望

中国是全球中低纬度地区冰川最为发育的国家， 气温较低且具有强烈的季节变化， 对气候和环境变化较

为敏感。 全球变暖背景下， 中国冰川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呈全面、 加速退缩趋势。 由于中国冰川中 ８０％以

上都是面积小于 １ ｋｍ２的小冰川， 因此， 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冰川条数减少将会更多。 随着气温升高， 冰川

融水径流量呈逐年升高趋势， 但是更远的未来必将导致融水供水量减少， 冰川消融加速， 而在短期内会增大

冰川融水量， 从而增加径流热通量， 但是冰川融水在河水组成的比例升高， 则会降低径流热通量。 从长期

看， 尤其是小冰川（面积小于 １ ｋｍ２）分布的流域必然会出现冰川融水减少甚至消失现象。 这对流域水资源的

调控和利用带来新的问题， 且对于流域生态系统的稳定、 物种多样性的影响都将是巨大且不可逆的。
冰川径流热量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明晰气候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的影响， 但目前该研究主要集中于

欧洲、 北极及新西兰等区域。 在冰川径流的温度特征及其响应机制、 青藏高原及亚洲高海拔地区的研究处于

空白状态。 中国冰川分布广泛， 且在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呈现全面、 加速退缩之势， 是研究冰川径流热量机

制及其生态效应的理想地区。 然而， 中国仅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零星报道了西藏地区冰川补给径流的温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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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在这之后关于冰川径流热量机制及其响应则少有系统性的研究。 然而， 随着中国冰川的急剧变化， 亟需

重新了解冰川径流的热量机制和影响因素， 并评估生态环境对于河水温度变化的响应。 因此， 在未来研究中

需要投入更多的科研力量， 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将中国冰川径流热量研究提升到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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