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变化的哨兵-冰川 

 

作者： 

西克斯·德尔菲娜（SIX Delphine），天文台物理学家，UGA-OSUG，IGE（环境地球科学研

究所） 

文森特·克里斯琴（VINCENT Christian），IGE（环境地球科学研究所）CNRS 研究工程师 

 

作为山区的真正标志，冰川是检测气候变化的主要工具。然而，冰川和气候

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有时是间接的，而且在世界不同地区有很大的差异。

对冰川表面质量平衡（每年表面质量的增减）的测量或估计，是了解过去一个世

纪或几十年波动的一个重要变量。测量结果为我们提供了过去 30 年来监测的非

常高的质量损失信息。在模型的支持下，可以预测冰川的未来及相关影响，例如

冰川起源的危害，湖泊或冰川瀑布。 

大部分山区冰川的急剧下降是 20 世纪气候变化最明显易见的自然要素之一。

因此，冰川的演变现在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的一个强相关指标。在人迹罕至的区域、

山区和极地等缺乏直接气象数据的情况下，冰川监测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气候波动

的直接信息。冰川的演变也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冰川是许多山区流域水文循

环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科学研究中，它们对上世纪和未来海平面上升的贡献也占

有重要地位。更不用说所有的冰川或可能发生在地球不同地区的冰川/水文-冰川

灾害了。 



因此，有必要对冰川进行长期监测，以正确记录冰川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检

测当前的气候变化，记录近期的气候变化并预测其演变和相关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主要关注世界上记录最详细的冰川之一：阿尔卑斯山

冰川，以准确描述冰川的演变及其相关过程。 

1. 通过质量平衡量化冰川和气候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景观中冰川的前进或后退是其进化的直观表现。事实上，冰川变化与气候波

动之间的联系因每个冰川而异。冰川由顶部流向山谷的冰组成，由于每个冰川的

几何形状（大小、坡度、高度、盆地形状等）不同，所以不同冰川的流速相差较

大。冰川的锋面会以多变的天气来应对来自气候的压力。因此要破译每条冰川记

录的气候信号，就需要测量和分析整个冰川的质量平衡。 

1.1 冰川的质量平衡 

冰川是由积累和消融这两个过程的此消彼长形成的。 

积累是指主要由于降雪导致的质量增加。在阿尔卑斯山，积雪主要是由于冬

季降雪，有利于冰川堆积。在热带地区，部分降雪在夏季形成雨季。然而积雪的

重新分布还取决于风、雪崩流等。 

地表消融是指通过融化、升华（雪的蒸发）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冰舌的解

体以冰山的形式进入湖泊或海洋（被称为冰川的 "开裂"）而造成的质量损失。消

融以辐射/“敏感”的热量的形式（见焦点）达到表面能量平衡，即冰川表面的能

量流的总和。 

因此，冰川的演变取决于质量增减之间的平衡，其差额就是冰川的质量平衡。

天气条件随海拔高度与暴露程度而变化，但总体的质量平衡掩盖了冰川水平上显

著的局部差异。这些评估是在水文年结束时进行的（在阿尔卑斯山从 n 年的 10

月到 n+1 年的 9 月底）。 

冰川顶部在夏末（消融季节）仍然被积雪覆盖，其质量增加大于损失，这称

为积累区，该区域的质量平衡为正。这就是著名的“永恒之雪”，其延伸范围从

一年到下一年是不同的。 



冰川下部的质量损失大于增加，质量平衡为负，称为消融区。在消融季节结

束时，冬天的雪消失殆尽，往年的冰崭露头角。 

 

 
图（1） 冰川示意图 

包括上部净积累区、下部净消融区和冰川的平衡线。冰川内部的箭头表示冰从上部流向下

部。[© P. Wagnon]（ligne dequilibre 平衡线 Zone daccumulation Bilan de masse positif 聚集

区，质量平衡为正 Zone dablation Bilan de masse negative 消融区，质量平衡为负） 

在水文年结束时，净积累区和净消融区的边界是冰川的平衡线（图 1）。冰块

沿斜坡的流动补偿冰川上层和下层之间的质量不平衡，从而达到上下层之间的质

量均衡，这被称为冰川的 "动态"。因此，冰川的厚度由于积累、消融和流动之间

的平衡而不断变化。 

年度地表质量平衡与当地天气条件（降水、温度、湿度、风、辐射，见焦点）

直接相关。因此从气候的角度来看，长期监测世界各地不同冰川的质量平衡参数

意义深远。 



1.2 表面质量平衡的测量 

 
图（2） 2014 年秋季的圣索林冰川 

显示了积累区（雪）和消融区（流动冰川）之间的边界。 [© D. Six]（Zone dablation 消融

区 Zone daccumulation 堆积区） 

在阿尔卑斯山的冰川上，冬季的积雪是人工测量的，而在春季则使用均匀分

布在整个冰川上的表面冰芯进行测量（图 3）。冬季沉积的雪量是通过确定前一

年的水平来测量的。通过称重获得这些积雪的密度，从而可以将这些雪的高度转

换成水的高度。使用雪探针进行额外的测量，使其有可能通过简单地测量雪深来

增加测量网络的密度。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冰川上，每年有大约 40 个测量点被

记录下来（大约 10 个以冰芯的形式，其余的使用雪探针测量）。 



 
图（3） 在阿尔卑斯山（勃朗峰山地）使用手动取样器进行深冬取样（左） 

然后对冰芯进行称重，将雪深转化为水深（右）。[© P. Ginot] 

移除量是通过以前埋在前几年的木桩或桩子（"标签"）的出现来衡量的（图

2）。 

在积累区，信标被植入用于测量堆积的钻孔中的弹簧中。这些标桩将使我们

有可能监测这一地区的夏季融雪情况。 

在消融区，使用蒸汽探针将 10 米长的信标在秋季/在冬季降雪之前放置在消

融区的几个典型位置。当这些信标在夏季出现时，可以在消融区的每个点测量冰

的损失。 



 
图（4） 在阿尔卑斯山（勃朗峰山地）使用手动取样器进行深冬取样（左） 

然后对冰芯进行称重，将雪深转化为水深（右）。[© Ch.Vincent] 

积累和消融测量用于计算冰川任何一点的质量平衡，其表示为水位（考虑到

雪和冰密度的差异）。质量平衡表现为冰川获得或损失的水量。这种全球质量平

衡是在水文年测量的。冰川的体积变化除以总表面积，以便能够比较小型和大型

冰川（归一化），这就得出了平均水深或体隙，也就是冰川表面积的年质量平衡。

例如，如果冰川的质量平衡在 1 年内是-1 米的水，这意味着冰川损失的水量相当

于 1 米的水深分布在整个表面。 

1.3 冰川的质量平衡在不同地区对不同的气象参数敏感程度不同 

冰川对气象变量的敏感性高度依赖于该区域的条件: 

 在阿尔卑斯山，消融与大气温度密切相关。 

 靠近海洋的所谓“海上”冰川（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对降水的变化非常敏

感。 

 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如喜马拉雅山脉西部的帕米尔，受到季风的严重影响，

季风提供了大部分的降雨。 

 在非常干燥的地区，如安第斯山脉，升华作用（从物体的固相直接转化为气

相）在消融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强烈影响着能量平衡，因为它消耗了大量的



能量（而留给融化消耗的能量较少，参见重点）。 

 位于高山（和极地）的所谓“冷”冰川，温度非常低（通常低于-10ºC），在

开始融化前必须升温到 0°C。因此，它们的质量平衡对变暖的敏感性要小得

多。 

极地冰盖的功能各异。融化不足以清除积累在上部的冰块，冰川沉入海中，

最终通过冰山的“崩塌”失去积累的质量，南极冰盖的许多冰川就是这种情况。

这些冰川的质量平衡对流动条件非常敏感（特别是在冰川的底部），而对表面融

化过程的敏感程度要低得多。 

因此，冰川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在世界不同地区并不相同。 

1.4 冰川通过其质量平衡来适应气候 

在任何情况下，冰川流动通过改变冰川的几何形状（表面、长度和厚度）在

对气候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几何形状本身影响着总的质量平衡。事实

上，如果气候变暖，表面融化将增加，其质量平衡将减少，并且随着反应时间的

推移，其前端将后退，冰川表面也因此在其下部减少。由于这种表面积的减少位

于消融区，冰川的总融化量将减少，其总质量平衡趋向于恢复到零。因此，冰川

的表面会根据气候条件进行调整，以达到平衡的状态。由于气候条件一直不稳定，

这样的平衡只是理想状态下存在。 

因此随着整个冰川的质量平衡的调整，几何参数并不是气候条件的最佳指标。

与气候条件直接相关的是冰川上每个点的表面质量平衡，即在冰川的每个点上测

量的积累和消融的总和（见焦点）。 

2.自末次冰期结束以来，高山冰川的波动情况（全新世） 

在末次冰期期间，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占据了所有的主要山谷，并延伸到里昂

平原。在最后一次冰川运动的高峰期之后，大约 2 万年前，冰川开始了非常强烈

的退缩，导致它们变成了现在的构造，在这个被称为全新世的冰期，涵盖了过去

大约 1 万年的时间。关于过去一万年的冰川波动，我们了解多少？ 

2.1 全新世初期的零碎和间接知识 



在几千年的时间范围内，基于冰碛（冰川在其消融区留下的各种大小岩石的

堆积）的位置，泥炭地的花粉，以及对树木年轮的研究（树木气候学）我们只有

非常间接的观察到冰川的连续进退。在距今 7500 和 6500 年前的全新世时期内，

高山冰川遭受急剧下降，这很可能是过去一万年中最温暖的时期，那时的冰冻灾

害比今天要少。 

在距今 2500-1900 年前（罗马时代），冰川已经急剧下降，它们和如今一样

小，甚至比今天还小。但是全新世的后期也有几个寒冷的事件，包括 14 世纪到

19 世纪中期发生在阿尔卑斯山的“小冰河期”。 

 

 

图（5） 罗纳冰川（瑞士）在 20 世纪初（作者不详）和 2016 年的情况。[© Ch. Vincent] 

小冰河期阿尔卑斯山冰川的波动有相当多的记录，主要是通过古代故事和版

画。在这一时期，瑞士的阿莱奇冰川在 1350 年左右达到最大范围，然后在 1580-

1650 年和 1820-1850 年期间再次达到最大范围。这期间的冰川比现在长 3 至 3.5

公里。 

法国的海冰在 1590 至 1680 年和 1820 至 1850 年之间延伸显著，当时它的长

度比 2017 年的长度长了近 2.5 公里，这些冰川随后在景观中留下了冰碛沉积物，

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图 5）。 

2.2.小冰河期结束以来冰川的演变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更多的定量观测使得我们有可能详细描述冰川的演变。

特别是可以进行大量冰川长度（锋面位置）的测量。由于旧的地形图和可用的实

地调查，冰川变化告诉我们 20 世纪和 21 世纪气候特征截然不同。 



不可否认，自 1850 年和小冰河期结束以来，阿尔卑斯山的绝大多数冰川都

在减少。据估计自小冰河期结束以来，冰川表面和冰川体积平均减少了一半左右。

但平均值掩盖了显著的异质性，因为一些山丘损失了近 60%的表面积（瓦努瓦斯

和埃克林山丘），小冰川完全消失，其他冰川则支离破碎，而一些山丘只损失了

20%至 30%的表面积（勃朗峰山丘）。 

 

图（6） 自 19 世纪末以来，勃朗峰山地的三条大冰川前部的退缩（以米为单位） 

纵轴代表每条冰川随时间推移所损失的长度。可以区分出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最后

一次小的冰川洪水（锋面的重新推进）和过去 30 年剧烈的下降，并注意到冰川锋面反应时

间的变化，波松冰川对地表质量平衡的变化几乎有一个瞬间的反应。[来源：Vallot，水和

森林服务，GLACIOCLIM 观察站] 

在此期间并不是持续下降。阿尔卑斯山冰川在过去的 170 年中经历了一些小

的冰川洪水，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中期的最后一次冰川推进期间（图 6）。 

最后，在过去的 30 年里，冰川已经急剧减少。布朗峰山地的冰川和阿根蒂



埃尔冰川已经后退了约 750 米，博桑斯冰川已经后退了 1 公里多。冰舌也变得相

当薄了。自 1990 年以来，冰川的下部已经失去了近 100 米的厚度（典型的是在

蒙特尼维尔火车到达站的地方）。 

这些在景观中可察觉的几何变化（缩短和变薄）是表面质量平衡变化的结果，

响应时间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因此，过去 30 年观察到的冰川的剧烈变化与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质量平衡远小于零有关。 

2.3 过去 30 年来冰川的巨大质量损失 

如上所述，表面质量平衡比其长度更准确地代表了冰川对气候的响应。但质

量平衡的测量是最近的（自 20 世纪 50 年代在法国开始），覆盖的冰川较少。世

界上仅有大约三十个连续系列的质量平衡系列超过 30 年。 

阿尔卑斯山国家（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有测量质量平衡的悠久传

统。因此根据这些观测，最近的一项详尽研究表明，1980-2010 年期间，所有瑞

士冰川的平均质量平衡为每年-0.62 米（相当于其整个表面的平均水损失）。阿尔

卑斯山的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山脉情况相似。例如，1983-2016 年间，冰海

冰川和阿根蒂尔冰川的质量平衡分别为每年-0.90 和-0.80 米。自 2003 年以来，

质量损失加速，阿尔卑斯山冰川的质量平衡损失更加严重，冰海冰川和阿根蒂尔

冰川的质量平衡分别为每年-1.70 和-1.40 米。 

在整个阿尔卑斯山脉 400 公里的范围内，每年的质量平衡的波动是非常相似

的。最近的一项研究比较了过去 50 年中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的阿尔卑斯山链上的

六个大冰川的质量平衡的演变。 

如 1.3 所述，冰川的总质量平衡不仅取决于气候条件，还取决于其表面的演

变及其不平衡性。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在 2001-2016 年同期，阿根蒂尔冰川（勃朗

峰地块，19 平方公里）和小圣索林冰川（大鲁斯山地块，3 平方公里）每年分别

流失 1.30 米和 2.00 米的水。如果将年度质量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加，这些平

衡差异就更加显着。因此在 2001-2016 期间，阿根蒂尔冰川的累积质量平衡为-

20 米的水，圣索林的累积质量平衡为-30 米的水。 

为了克服每个冰川特有的气候敏感性，研究点质量平衡的演变（在冰川的每

个点）比研究冰川的整体质量平衡更有意义。1962-1983 年冰川处于近乎平衡的



状态（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厚度变化），点质量平衡显示，在接下来的 1983-2002 年

期间，融化量每年增加 0.85 米的水，在最后的 2003-2013 年期间每年增加 1.63

米的水。 

质量平衡为负是由于夏季变暖和消融季节延长 2 至 3 周，而近几十年来高海

拔地区的雪量变化很小。 

3.超高海拔冰川：对气候变化的特殊反应 

在阿尔卑斯山，几乎所有的山谷冰川都是所谓的温带冰川，也就是说冰川的

温度接近冰的熔点。在阿尔卑斯山大约 3500 m 以上，冰被说成是“冷的”，即在

非常低的温度下（位于 4,300m 的 Dôme du Gouter 冰川底部大约为-11℃，位于勃

朗峰上的通道以及覆盖勃朗峰顶峰的小冰盖底部为-17℃）。冰川的温度取决于许

多因素，包括海拔高度、暴露程度、地表积雪和冰川流量。尤其是当冰川在很高

海拔处有一个堆积盆地时，例如波松冰川或 Taconnaz 冰川（勃朗峰地块），在高

海拔处形成的冷冰在向下流动时会缓慢升温，并使冰川保持在“冷”状态，直到

海拔远低于 3500 m。 

对这些高海拔寒冷地区的监测表明两个特点：一方面，冰的厚度在过去一个

世纪里变化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冰川内部温度变化很大。 

因此，Dôme du Gouter 冰川（4,300 米）的厚度在过去 30 年中只变化了几

米。一项研究表明，自 20 世纪初 Joseph Vallot 和他的表兄弟在勃朗峰山地进行

精确的地形测量以来，这个冰川（覆盖勃朗峰山顶的冰川）的厚度一直没有变化，

不确定度为几米。然而这些保存在极高海拔地区的冰川丘陵只代表阿尔卑斯山的

小部分地区。 



 

图（7） 在 Dôme du Gouter 冰川（4300 m，勃朗峰地块）的钻孔中测量的垂直温度分布 

冰川的深度为 135 m，并且已经测量了从表面（深度 0 m）到岩床的温度。1994 年至

2010 年之间温度上升。年龄对应于冰的年龄。[来源：改编自 Gilbert 和 Vincent，[1]]  

尽管地表没有明显变化，但高海拔的冰川却受到大气变暖的影响，其内部温

度升高。在这些高海拔冰川虽然没有气象站，但测得的温度曲线为该海拔高度的

气候变化提供显著指标三这些措施仍然很少见。自 1994 年以来，在 Col du 

Dôme（4300 m，勃朗峰地块）从地表到 135 m 深度的冰芯钻孔中测量了温度，

岩床附近的冰温度为-11℃。观测结果表明，在 20 年内（1994、2005 和 2010 进

行测量），冰层在 50 m 深度迅速升温至 1.5℃以上（图 7）[1]。实际上冰是过去

的档案，因为温度的任何变化都会逐渐渗透到冰层中。因此垂直温度曲线使我们

有可能重建近一个世纪以来大气温度的演变。重建得到的结论是高海拔地区的变

暖与在平原地区非常相似。 

4.冰川变化的影响 



气候变暖和消融加剧会对冰川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寒冷的高海拔冰川变暖

将改变所谓的“悬浮”冰川的稳定性，这些冰川位于非常陡峭的斜坡上，其稳定

性归因于其基础温度为远低于零度（阻止了水循环与岩床接触）。当冰川底部的

温度达到熔点时，这些冰川就会变得不稳定（冰川与岩床的摩擦力将大大降低）。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 Taconnaz 冰川（勃朗峰地块）[2]的上部区域。 

冰川变化的另一个危害与湖泊有关，这些湖泊形成于冰川退缩留下的洼地，

并由冰碛坝封闭，有时是不稳定的（冰川湖）。当这些湖泊没有出口或出口不足

时，就会有突然排空的风险。这对山谷中的居民构成威胁。尼泊尔的许多冰川都

被冰碛碎石覆盖，并在退却后留下了壮观的正面冰碛，被称为 "冰河"。 

最后，在冰川中可以形成一些水（冰内湖），它是由与气候间接相关的复杂

过程形成的。这些现象是罕见的，但是非常致命。1892 年勃朗峰山地的 Tête 

Rousse 冰川内湖突然排空，造成圣热尔韦 175 人死亡。2010 年，一个冰内湖重

新形成并被及时发现：如果它破裂，可能会造成 3000 人死亡[3]。 

5.全球冰川退缩 

20 世纪国际上为更好地记录冰川的演变做出了努力。然而在全世界记录的

25 万个冰川中，只有大约 30 个有超过 30 年的质量平衡测量记录。因此冰川数

据仍然非常少。航空照片和卫星图像可以部分地填补这些空白，通过多角度观测，

准确地重建冰川的地形（这被称为摄影测量学），但该项技术始于 20 世纪 50 年

代，并不包括所有的冰川地貌。卫星图像现在是预测冰川厚度变化的重要数据来

源。但是这项技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才开始应用，2000 年以后才普遍应用，

如果要分析长时间序列还为时尚早。使用气象数据重建，以分析冰川对气候变量

的敏感性，可以完善这套观测序列。 

世界各地现有的所有观测和重建显示，山地冰川在小冰河期结束后普遍消退，

大部分是在 19 世纪中期左右，尽管对一些山丘来说，早在 18 世纪中期就开始消

退了。区域差异显著可能与气候变化的区域差异有关，但也与世界各地冰川的不

同敏感性有关（1.3 节）。例如，挪威海岸附近或新西兰西海岸附近的“海上冰川”

对降水变化特别敏感。在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的冰川似乎对来自东南亚的季风

非常敏感。安第斯山脉的热带冰川（玻利维亚、秘鲁）对厄尔尼诺现象非常敏感

等。 



除了少数罕见的情况，冰川目前正处于普遍消退。与阿尔卑斯山一样，阿拉

斯加、热带安第斯山脉和巴塔哥尼亚的冰川正在遭受很大的质量损失。阿拉斯加

的冰川在过去 10 年中每年损失约 0.6 米的冰层，而加拿大的北极冰川则损失了

0.3 至 0.7 米的冰层。热带安第斯冰川（特别是玻利维亚、秘鲁）40 年来年平均

损失 60 厘米至 1 米的冰层。非洲的冰川很快就会消失：乞力马扎罗山顶的冰川

表面在 1912 年至 2012 年间从 11.4km²缩减至 1.8 km²，而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

完全消失。 

喜马拉雅冰川遭受的损失相对较小，在整个喜马拉雅山弧上平均每年冰层减

少约 20 厘米。但这个地区通过卫星获得的精确数据不超过 20 年[4]。平均值掩

盖了巨大的空间异质性：在喜马拉雅山脉以东（尼泊尔、不丹），2000-2016 年期

间质量平衡在每年 -0.4 到-0.7 m 之间，而在山脉以西（帕米尔），质量平衡为负

（每年约-0.1 m）。昆仑山脉（喀喇昆仑山以北）2000-2016 年期间的质量平衡甚

至略微为正（+0.15 m/年），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由于降雨量增加。 

关于全世界范围内冰川的演变概况，可以参考 Francou和Vincent 的书（2015）

[5]。此外，世界冰川监测服务网站（http://wgms.ch）上也提供了世界各地观测到

的冰川的详细数据。 

6.冰川的未来：未来几十年将大幅下降 

由于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冰川进行了长时间序列测量，现在已经可以模拟冰川

的演变以重建其历史或确定其未来的演变，这些都是预测山区水资源或冰川对海

平面影响的主要问题。 

这些对未来的模拟基于气候背景，可以预测至 21 世纪末（有些甚至更久）

温度和降水等参数的不同轨迹。但降水变化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冰川

变化的预测。从这些气候情景中，我们很好地了解了气候控制质量平衡，从而能

够预测每个冰川的质量平衡，结合模拟冰川流动的动态模型来预测冰川未来的退

缩和体积损失。 

所有的模拟均表明，无论未来 20 年的气候情景如何，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在

未来几十年都将急剧下降。事实上，冰川与目前的条件相比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

其表面积与过去 30 年的气候条件相比太大了。即使气候条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

里保持不变，冰川的表面积在恢复到稳定状态之前也会大幅减少。例如，在过去 



20 年的平均气候条件下，阿尔卑斯山最大的冰川阿莱奇在恢复稳定状态之前会

损失 40%的体积。 

然而，高精度建模需要所研究冰川的非常精确的信息（冰层厚度、基岩地形），

这严重限制了对世界上少数冰川的研究。到 2100 年，在+2℃的相对乐观的情况

下，阿莱奇冰川（现在长 22 公里）的前部预计将后退 10 公里，并可能失去 90%

的体积。 

据估计，在阿尔卑斯山范围内，到 21 世纪末，现有冰川表面的 80% 至 95% 

可能会消失，具体取决于所遵循的气候方案。这将影响欧洲部分地区的水资源（参

见：“气候变化对积雪和高山冰川的影响：对水资源的影响”） 

 

图（8） 基于简单的冰川动力学模型和几种气候情景：无温度变化（绿色轮廓）、+0.02℃/

年（黄线）和+0.04℃/年（红线），模拟 2020 年（a）、2030 年（b）和 2040 年（c）的冰舌

的收缩和厚度损失（颜色）。 

在阿尔卑斯山，海拔 3500 米以上没有积累区的冰川可能在 2100 年之前全部

消失。尽管积累区的冰舌急剧缩短，但超过 4000 米的冰川远未消失。例如，预

计未来 30 年冰海前沿将下降 1 至 1.2 公里（取决于所考虑的气候情景）（图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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