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士山的
“
地利

"

以宣升 机ヽ上拍摂的富士山気象姑  (静 岡新同提供)

海抜 3,776米的富士山,枚 称力日本的最高峰。住手山頭的富士山気象姑F作 カー介気象規測点,来 年以

来食拝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富士山気象姑放完了使用限制,普通研究人員也可以在此述行監測和研究活功。

人イト]期待,以 此力契机,述 一歩推効利用高地汗展新的研究活功。本期由筑波大学名誉教授兼
“
有敗利用富士

山気象llj祢会
〕
理事K浅 野推己,解 現在富士山逆行研究活動的意文。

力此,大勾 200名研究人員以及登山家成立了
“
有

攻利用富士山気象お桝会
"(以

下筒称:有 敷利用跡

会)。2007年,富 士山気象靖対用子研究性目的研究

人員牙放 (限夏季期同),利 用逮一机会,“有敗利用

折会
"向

気象庁提交了申清,状 那年夏天牙始述行規

淑J和研究活功。

研究埼規淑J

2007及2008年的7～ 8両介月期同,在 富士山

気象対分別逆行了9頓和 13頭相夫研究,内 容包括

高山医学、大気化学、生悉学、登山〕|1劣以及宇宙銭

科学等領域。在高山医学方面,我 所在的研究小狙通

遭利用針刺庁法対高山病的治庁述行了研究。毎年大

勾有 5万名日本人因登山或工作通赴海外,工 作予海

抜6,000米以上的高山,其死亡率毎年都高速2%以 上。

男外,毎 年登富士山的人大約有 40万人,因 心力衰

掲的死亡人数,毎 年都有数名。高山上的主要死因之
一是由子敬気引起的身体不適,也 就是高山病。人身

姓子海抜超通 3,000米的高地上,由 子海抜越高気圧

越低,血 液中的含気量只有平地上的60%。在逮祥的

圧力下,人 的交感神姿就会克述而済友高山病。但通

述刺激穴位,促 使副交感神盗活動,可 以起到抑制精

神圧力的取果,所 以我伺就考慮是否能彰通迂刺激穴

位来坂和高山病的各和症状。具体的倣法是対在富士

山気象芳参加実強的 12名志属者,在 他佃的大栂指

根部的
“
合谷

"穴
位上子L針,井 且毎天数次在什上通

上屯流,淑‖定血液中的気砲和度。実強結果表明,通

ぶi

富士山頭没立
“
中央気象台幅吋気象規双J

所
",即

現在的富士山気象姑,逆 行全年的

気象班弧J活功始子 193 2年。状那以后,富

士山気象姑就牙始Lrk集気温、気圧、降水量、湿度等

気象数据。1959年 9月 友生的
“
伊勢湾台風

"徐
日本

帯来了巨大欠雅,死 亡及失踪的人数述到 5,000人以

上,在 逮介事件的触功下,力 了能彰尽早探弧J日本附

近台風的功向,子 1964年投立了気象雷迷。

在 20世究末,随 着気象 13星技木的友展以及遥

控収集気象数据技本的述歩,日 本気象庁状 1999年

牙始,停 止使用気象雷込来規測天気,至 2004年 ,

富士山気象姑的常駐人員全部撤高。

現在,富 士山山頂的気象数据是通述安装在富士

山気象姑的気象班淑J装置自功述行収集的,可 以況富

士山山頓不使是一介EIF常這子朔測気象的場所,而 且

対子利用高地的特性述行各神研究活功来況,也 是一

介再道合不述的地方了。

次全球的角度来看,位 子高地山泳上的研究据点

都取得了各神各祥的研究成果,如 夏威夷的冒納夢立

朔淑1所 (海披 3,396米),是 著名的温室気体朔測点;

瑞士的少女峰高地研究姑 (海抜 3,578米)主 要状事

夫文学研究 意大利的夢茂山峰研究所(海抜 4,559米)

因高地医学研究而同名。

曽参加富士山気象姑建没的幸家況:如 果精心空

P管 理的活,富 士山気象対的建筑物在平均最低気温
-15℃ 、平均風速 15米 /秒 的汗酷気象条件下也不

会有任何同題,大 勾可以使用 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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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すし在大栂指根部
“
合谷

Ⅲ
穴位上的針通上電流,

淑」定血液中気砲和度的変化。国片右側力作者。

(故受新向 提 供)

避刺激穴位,具 有坂和高山病症状的敗

用。

男外,我 伺述対高地り1家的敗果遊

行了実始。近年来,在 体育逃手中同流行

高地り|1努,由 〒 日本国内没有合道的地

方,所 以有役多逃手者卜逃拝去海外り|1察。

前年和去年,我 伺先后両次対 11名実強

対象述行了淑J拭,世 他↑1在富士山気象琳

住了両令晩上,測 定頓目包括生理反庄以

及体力変化等。其結果豆示,与 登山前相

比,登 山后毘示吸収気能力的功泳血気砲

和度有所上升。除此之外,最 示脈常数以

及疲労程度的血中乳酸値等指杯也得到

了改善。通述上述実強表明:在 富士山

逆行〕1祭,完 全有可能在短吋同内荻得高

地〕1察的枚果,那 些需要在高地逆行〕1察

的人,或 是在淑J拭高山不境的適庄性吋,

完全可以将富士山作力其候逃之一。

在大気化学的研究領域,早 稲田大

学以及末京理工大学的研究小空,対 富士

山頓大気中含有的甲本、本等友探性有机

化合物 (VOC)、患浮空粒等物辰逆行了規

淑J。据況逮些物辰与大気汚染以及気候交

功有役採的取系,但 是究克是什ム物辰、

在明卜里、友生了什ム祥的作用和影的等

等,尚 未探明的問題述有イR多。在富士山

上対逮些物辰述行規双J的仇勢在子:富 士

山近高大都市,収 集到的数据不会受到汽

年以及工戸調:放疲気的宜接影噛。男外,

富士山頭述姓〒自由対流属中。自由対流

属是状距地面 1千 米到平流屋的大気圏,

在自由対流屋中,物 辰可以不受地表的摩

擦氏距高移功。迄今力止,友 生予西伯利

立的火欠声生的決黒,状 中国大附ヽ来的

黄沙,都 在富士山販班!只1到了。声生子立

欧大帖的物辰,在 北半球中奔度地区形成

的偏西風作用下,次 西向末漂移,所 以位

子並欧大帖末面的富士山是最合遣的規

淑J地点。

基子上述情況,富 士山也受到海外

研究人員的)上乏夫注。前年和去年,台 湾

中央大学的研究人員来 日本対水銀的な

度逆行了規淑J;没 在喜島位雅山泳上的

組C Pyramid大気現淑J所 (海披 5,079米)

也定子今年到日本対思浮全粒逆行規双|。

此外,諏 定及今年牙始,台 湾的虎林規測

姑 (海 披 2,862米),ABC Pyranid大気

規双J所、夏威夷的冒納夕立規測所及
“
有

敗利用防会
"携

手,将 実吋規淑J到的気象

数据通述数据通信達接,実 施峡同班双J。

其七述有対遭受宇宙銭放射吋的情

況逆行規淑‖的研究。因力海抜高度越高大

気的厚度就越小,所 以逮吋宇宙銭的眠度

有可能会対K机 乗多員的健康造成傷害。

除此之外,一 些均全球交暖相夫的研究

也在逆行,例 如:二 気化祓な度的双J定、

永久弥土的凋査等等。

如上所述,在 富士山代象姑遊行的

規測研究是与人英生命有宜接取系的活

動。2007年 7月 ,在 末京召牙了
“
世界

生悉及科学合作会波
",包

括
“
有放利用

桝会
"在

内,全 世界具有代表性的高地研

究所的相夫人員都出席了会波。会波通

週了 《建立地球弥境規双1合作空須宣吉》,

核宣吉以保伊地球的未来、芥心粉力相互

桝作力主題。今后,我 伺希望在加張国

際合作的同対,充分活用富士山逮令
“
地

利
",将

力下一代創造一介更加美而地球

的研究活功従袋逆行下去。     Ell

筑宅:浅野性己 (筑波大学名誉教授兼
“
有敷利用富

士山気象姑祢会
Ⅲ
理事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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