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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China Antarctic expedition exhibition in Hong Kong 1985年8月在香港之『南極展覽』

藝術與極地



南極洲平均海拔 2350 公尺，是全球最高的洲，
也是全球最冷的洲
98% 的面積常年被冰雪覆蓋，冰蓋平均厚度達 2000 公尺，
最厚的有 4800 公尺。

冰蓋的總體積為 2450 萬立方公里，儲存了全球冰雪總量的 90% 以上，
是世界最大的天然冰庫。

極地專家指出，如果南極冰蓋一旦全部消融，全球平均海平面將升高 60 米，
地球的陸地面積將有 2000 萬平方公里被海水淹沒.，





一言不發、臉發黃
二眼無神、面無光
三退難進、床難離
四支無力、心發慌
五臟翻騰、吐不禁
六親不認、神志恍
七進八退、站不住
九死一生、無希望
十在想死、進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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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磷蝦蘊藏量可達十至五十億噸，相當於目前全世界一年水產量的兩倍。

磷蝦是南露脊鯨的主食，磷蝦
的主食則是海藻，較高的海水
温度和南極區海冰的融化，將
導致海藻及磷蝦大量死亡
對南露脊鯨的生存構成威脅



長城站
1984年11月20日起航
1984年12月26日扺達南極洲
1985年 2月20日落成
位置
62。12‘59“S      58。75‘52“W

距北京：
17501.949千米



中山站建於：
1989年 2月26日

位置：
69。22‘ 24“ S
76。22‘ 40“ E

距北京：

12553.160千米

中國科學家在南極長城站和中山站的工作
包括了冰川，氣象學，生物學，環境科學，地質
地球物理學及海洋科學,等等.



崑崙站
建於 2009  年1月
地理座標 南緯 80˚ 25’ 01”

東經 77˚ 06’ 58”
距中山站 1,258千米
平均溫度 -58.4℃

常年科學考察站
夏季科學考察站
無人自動觀測站



国家海洋局宣布，我国南极泰山站 2014 年 2月 8日正式建成开站。
这是我国在南极建设的第四个科学考察站，
位于中山站与昆仑站之间的伊丽莎白公主地。





南極的連續寒冷長夜使得
空氣中水汽近乎完全凝結,

為天文觀測提供強有力的條件。

適合監測地球衛星、空間碎片和小行星。人工光源干擾最少。
大氣中塵埃少,散射光少,大氣透過率亦高。

南極天文觀測----優勢



極光是太陽噴發
出來的高速帶
電粒子流—太陽風
（solar wind）
與地球高層大氣
和地球磁場相互作用产生的。



地球系統中無可替代的白色力量。控制大氣和海洋的運動







南极地区的飞鸟，全部是海鸟，除雪海燕外，
其余均为候鸟，种类有三四十种，
约 6500 万只。

这些海鸟主要分布在大陆的沿岸及其岛屿上，
以磷虾等海洋生物为食，
估计每年要吃掉 4000 万吨海洋生物。



全世界有海豹 30 多种，约 3 500 万只，
南极虽只有 6 种，却有 3200 万只，
占世界海豹总数的 90% ，
有锯齿、威德尔、罗斯、象、豹和海狮等 6 种海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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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型最大的皇帝企鵝
身高約1.2米，
體重約40公斤。





北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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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时间：75天，2008年7月11日—2008年9月25日；
航行路线：上海-经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楚科奇海-加拿大海盆，总航程:约15000万海里
调查区域：白令海、楚科奇海、加拿大海盆
考察内容：海冰动力学、物理海洋学、大气科学、生态与生物地球化学、地质地球物理、古海洋学

航次概况

诺姆港

白令海侧区





研究内容 极区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变异
针对海冰变化对海洋和海冰生态系统的影响，
分析冰芯、和水柱中微小型藻类、细菌、浮游动物、底栖生物等主要生物群落，
揭示主要生物群落与海冰区物理化学要素的变化和受控关系。

















北极熊从冰窟窿里把海豹抓出 ,先是静静的守在已经被它发现的冰下海豹 , 
北极熊留在浮冰上的呼息孔旁，为了不被冰下的海豹发现，

北极熊用前爪捂住黑色的鼻子，等到海豹换气来到冰下的呼吸孔前时，
等候多时的北极熊快速站起用两只强有力的前掌迅猛扑下，
在打碎厚浮冰的同时，一下用嘴叼出体重达几十公斤的海豹。



北極熊大部份時間在冰凍
的海上度過，獵食海豹

冰層融化，裂解 , 
北極熊無法獵食海豹
全球目前僅存的北極熊，
不超過兩萬 五 千隻，
為瀕臨絶種動物

專家預測，未來 35 年至 50 年間，
北極熊總數可能減少 30％ 以上









青藏高原 位置近喜瑪拉雅山脈



2005 年 5 月 22 日 11 時 08 分登上珠峰頂
2005 年 10 月 9 日，珠峰頂岩石面海拔高程為 8844.43 米

測量精度 + 0.2 米；頂冰雪深度 3.5 米。降低 3.7 米



雅魯藏布江來自印度洋上空潮濕的西南季風
海洋性冰川得益於水汽通道前往

青藏高原
發源三條河：瀾滄江、怒江、金沙江,上游在中國下游南流成國際河：湄公河、恆河

雅魯藏布江來自印度洋上空潮濕的西南季風海洋性冰川得益於水汽通道前往 . 
雅魯藏布大峽谷是目前地球上一塊最後，也是最全面的原始寶地，

三條水汽通道：
雅魯藏布江 – 布拉馬普特拉河、恩梅開江 – 伊洛瓦底江
和怒江 – 薩爾溫江、瀾滄江 – 湄公河水汽通道



塔中四井



珠峰

南極北極

2/3在南極洲和北極格陵蘭的冰蓋中，人類利用的總量2%

地球表層面積：5.1億平方公里
海水覆蓋面積：3.6億平方公里 (71%)
陸地面積 ：1.5億平方公里 (29%)
3分陸地7分水
97%鹹水
3%淡水



地球的傷痕



長江：東低西高，遇到特大暴雨，便會從山地湧向平原，造成水災。
珠江：是狹窄的谷地和盆地，廣西中部在群山中，

排水不及，造成水災。





誰之過？



• 地球之巔，當屬珠峰，會同
北極冰雪、南極古陸── 
人稱 “地球三極”

• 三極是地球無可代替的白色
力量， 控制了大氣和海洋
運動， 調節四季變化和雨
雪風霜

• 人類過度索取自然資源，
只顧眼前利益而污染環境，
自以為能征服一切

• 征服自然最終將被自然征服，
破壞環境就是破壞自己的今
天和未來

• 為了下一代， 人類應以科
學與理性， 創造與自然和
諧共處的美好家園





凝聚力量，照亮未來

香港科技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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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ic P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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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人與自然界應和諧

愛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