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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阐述科学构想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承诺增加国家对研发的投入，为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创造“阿

波罗时代”驱动力。在华盛顿举行的第 146 届国家科学院（NAS）年会

上，总统奥巴马阐述了一个广泛的科技规划，包括提高学校的教学水

平和减少碳排放。 

    奥巴马是继沃克•布什、吉米•卡特、约翰•肯尼迪之后，在美国科

学院年会上致辞的第四个总统。他说，美国对科学研究的财政投资所

占 GDP 的比例在过去 25 年下降了一半。 

能源战略 

除了已经宣布用于美元回收和再投资的 787 亿美元外，奥巴马说，他保证美国将

其 GDP 的 3％用于未来的研发。相比之下，去年美国在研究方面的投入只占 GDP 的

2.7%。 

有些人说国家不能承受对科学的投资，但我根本不同意”，奥巴马说，“科学现在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奥巴马还承诺创造一个可再生能源的“阿波罗时代发展”，并且补充说， “能源是

我们这一代的伟大工程” 。他还表示，这一任务将会带来一系列的发展，包括使“太阳

能电池像涂料一样便宜”。 

奥巴马宣布资助高级研究项目署的包括在可回收和再投资方案在内的能源项目

（ARPA- E），像国防高级研究项目署（DARPA）的军事技术研究一样，它将执行高

风险和高回报的能源类研究。他还表示，到 2050 年美国将能够减少 80%的二氧化碳污

染，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能力将提高一倍。 

挑战年轻人 

在 40 分钟的讲话中，奥巴马还提到， 15 岁的美国人的科学教育在世界上排第二

十一位，而且 60％学习化学和物理的学生是在该领域没有正式资质的老师教授的。 

(下转第三版) 

mailto:internews@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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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发达世界也面临着缺水的恐惧 

气候变化引起的水资源短缺不断加剧不仅仅影响着第三世界国家，而且也已影

响到了世界上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本月初在爱尔兰举行的研讨会上，专家们说，在

今后 20 年，世界各地的更多城市将面临严重的用水短缺。 

 

     

 

 

    据都柏林国际和欧洲问题研究院组织的研讨会上的讨论，到 2030 年，世界上

多达 60%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这将极大地增加对粮食、工业发展和发电的需求，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水。 

干旱逐渐不再是“与第三世界慈善机构相关连的描述”，它已经袭击了北美地区

的北卡罗莱纳州、佐治亚州和亚特兰大，以及巴塞罗那，西班牙，南欧部分地区，

土耳其，埃及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 

专家表示，在今后几年内，水可能成为投资的主流。国际银行家已经开始看

好与河流、湖泊和地下水相关的“水权”市场。 

今年早些时候，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气泡接近爆破”的报告，还警告

说，过去50年，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区域水“气泡”正濒临“爆破”的边缘。 

世界经济论坛的高级主任以及该报告的作者Dominic Waughray在研讨会上发言

说，日益增加的能源和工业发展的需求已经导致美国许多城市逼近水危机——只要

河道有100天断流，这之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任何影响都可能成为诱因。 

Waughray 说，44%的世界人口，即大约 28 亿人已经处于缺水状态。大约有 11

亿人缺乏清洁的日常用水，更甚者，26 亿人没有冲厕用水；每天约 5000 名儿童死

于缺乏饮用水，远高于死于艾滋病毒的人数。 

该报告推测，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这种情况可能恶化。未来15年内处于

缺水状态的人口将上升到全球总人数的1/3。 

专家说，由于许多发达国家 “水足迹”的增加，就水资源而言，其中一些发

达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结束发展，将与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处于同一

水平。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过去几年中一直严重缺水。阿德莱德市是

发达国家中第一个遭受长期干旱的城市，有专家说，它不可能是最后一个。在未来

五年内，美国至少有36个州即将面临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 

（摘自Water and Sanitation Weekly，200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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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专题报道 

全球跨边界含水层地图出版 

 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第五届世界水论坛上,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价中心(IGRAC)发

布了最新的 1: 50,000,000的全球跨边界含水层地图。 

 大部分的国家与它们的邻国共享含水层和/或含水层系统。由于这些国家在政

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其它方面的差异，致使对国际共享含水层的评价和管理与国

内的相比变得很难。对跨边界含水层认知的不够充分以及缺乏同等的管理可以导致

地下水流量、水位、体积和溶解质发生不利的改变。因此，需要对跨边界含水层进

行恰当的评价，以防止和减轻地下水问题，并提高地下水带来的整体利益。 

 2009年更新的全球跨边界含水层地图由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价中心绘制。这一地

图从全球的层次上展示了目前关于跨边界含水层的分布和范围的信息。该地图发布

的目的是向人们提供这些重要的共享水资源的全球概况，并鼓励更进一步的评价。

对于跨边界含水层

的评价和管理来

说，相关各国之间

的合作和信息共享

是必要的。 

 该地图是建立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国际共享含水

层 资 源 管 理

（ISARM）计划的最新清查成果之上的。该计划的合作者参与了区域和洲（大陆）

尺度范围的跨边界含水层评价和/或管理。地图的背面是对跨边界含水层评价方法

的说明。（摘自 http://www.igrac.net/publications/320） 

 

(上接第一版)尽管没有设置任何目标，他保证在美国中小学中增加具有科学或

数学背景的老师的数量，凡是理科学生能力提高的各州可以申请额外的财政资金。

奥巴马说，“年轻人要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 他同时说，最近的载人登月飞船——

阿波罗 17 号发射成功时，控制中心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 26 岁。 

创造“绿色就业” 

总统的科学顾问——物理学家 John•Holdren 在本周的科学杂志上撰文列出了

奥巴马政府应当优先支持的科技领域。Holdren 在文中不但介绍了奥巴马在会上的

演讲，而且强调科学和技术应该用来推动经济复苏和实现“绿色就业”。他还表示，

美国应研发替代能源以减少能源进口，关于确保国家安全的新旧军备控制和“核不

扩散协定”。（摘自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futures/38854） 

http://www.igrac.net/publications/320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futures/3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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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佳作有约  

水安全计划手册：饮用水风险管理步骤 

 最有效的可以持续保证饮用水供水安

全的方法是从流域到消费者的各个环节和

步骤中都采用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基于这

一思想的方法称为“水安全计划（WSPs）”。 

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饮用水安

全的指导方针中建议供水者建立和执行

WSPs以系统地评价和管理其中的风险。从

那时开始，各国政府、监管机构、供水单位

不断地充实这一方法，他们也期待有更进一步的导则出版。这本手册正是在这些期

待中完成的，它以清晰和可操作性的方式描述了如何建立和执行水安全计划。 

本手册的目的是为推动水安全计划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尤其针对那些由一个单位

或团体管理供水的情况。 

手册中包括了 11个模块，每一个模块都是水安全计划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关键

步骤。手册中针对每个模块都有 3部分内容：概述、例子和工具以及案例研究。概

述部分是对模块的简要概括，包括它的重要性、在整个计划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以及

将要获得的成果等；例子和工具部分是为水安全计划的制定提供一些资源；案例研

究部分展示的是在澳大利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流域的真实应用。这 11个模块

分别为： 

 建立水安全计划的团队； 

 描述整个供水系统； 

 从各个环节识别所有可能影响到供水安全的危险，包括从流域到水处理和输

送，到最后消费者对水的使用，并评价其风险大小； 

 针对每个重要的风险因素，考虑是否有控制或阻止的手段，以及这些措施是

否有效，并验证其有效性； 

 制定、执行和维护该发展计划； 

 定义控制措施的监测指标； 

 验证水安全计划的有效性； 

 准备管理程序； 

 准备水安全计划执行的辅助支持程序； 

 定期对水安全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复核； 

 修订水安全计划。 

 (摘自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9/9789241562638_eng.pdf)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9/9789241562638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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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世界之窗 

关注山洪：网格和计算机基础设施全民防护实施程序 

本周在澳大利亚维也纳举办的欧洲地球科学年会上，利用网格技术的研究者们

将展示他们减轻山洪灾害的成果。 

欧洲在 2002年经历了极端的洪水灾害，这场灾害对法国南部造成了严重的影

响，在这之后，法国政府改革和整理了他们的洪水预报系统。现在，欧洲的计算机

基础设施全民防护实施程序工程（CYCLOPS）利用启动信息化科学网格计划的网格

基础设施来模拟山洪运动以帮助预报者和权威部门在紧急情况下作出决策。 

由 CYCLOPS提供的框架已经被用于建立一个由网格驱动的洪水预报平台，并命

名为 G-ALHTAIR。通过将许多种类和不同来源

的数据组合，这一软件允许研究者们模拟未来

可能的洪水灾害。与以往在各自的计算机上模

拟每个情景不同，研究者们可以利用网格提供

的资源同时模拟 500个不同的情景并查看这些

山洪可能造成的影响。 

目前，这项工程主要用在大的三角洲区域

——法国南部的隆河附近区域。然而，来自

CYCLOPS的 Vincent Thierion很自信这项技术可以用于受洪水威胁的任何区域。他

也将在此次会议上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 

Thierion称：“我们希望在 2009年底之前，这一平台可以在大的三角洲区域的

洪水预报中试运行，随后，扩展到法国其它洪水预报服务中，并用于预报其它类型

的洪水，如平原洪水”，“将来有可能将复杂的气象预报集成到模型中，使这一系统

成为完整的综合决策支持系统”。 

启动信息化科学网格计划是欧洲委员会资助的网格项目。集合超过 27个国家的

专家学者，运用当今最先进的网格技术，研制一个可以供科学家全天 24小时使用

的服务网格基础设施。EGEE项目组被分成 12个伙伴同盟，有 70多个合约商及 30

多个独立合伙人，覆盖各种科学研究及工业应用。EGEE的三个核心领域为： 

 建造一个兼容、牢固、安全的网格网络，它将吸引到更多附加的计算资源

不停改进和维护中间件，向用户提供可靠的服务； 

 吸引科学领域及工业界新用户，并确保用户得到； 

 所需的高标准的培训和支持。 

（摘自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9/04/090422085343.htm）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9/04/0904220853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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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一些主要河流水位不断下降 

 一项新的针对全球河流径流量的研究表明，世界上一些人口密集区域的河流中

的水量正在不断减少。该研究是由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的科学家们开展

的，他们指出，在许多情况下，河流流量的减小与气候变化有关，并可能威胁到未

来食物和水资源的供给。这项研究由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其成果将发表在

5月 15日的美国气象学会的《气候》杂志上。 

  

 

 

 

 

 

 

 

 

 

图中展示的是 1948年到 2004年全球各地河流流量的改变情况。蓝色表示流量增加的区域，

红色表示流量减少的区域，白色表示由于缺乏数据很难确定其径流量趋势的内陆流域或地区，

内陆河流或缺乏数据区域。 

科学家们调查了 1948年到 2004年的河流流量，发现世界上 1/3的主要河流有

重大的改变。在这些河流中，那些流量减少的河流数量超过了流量增加的河流，两

者的比例是 2.5：1。一些河道以较少的水量供应大量的人口，包括中国的黄河，印

度的恒河，非洲西部的尼日尔河以及美国西南部的科罗拉多河。相反地，科学家们

发现在人烟稀少的北冰洋附近，由于冰雪迅速融化，河流流量在不断增大。 

 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到河流的流量，包括大坝和服务于农业和工业的调水工程。

但是，研究者们发现：流量的减少更多的情况下是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气

候变化正在改变降雨过程、使蒸发率增大。 

研究者们分析了 925条主要河流的流量，利用计算机模拟填补了实际测量的空

白。其研究覆盖了占世界上总流量 73%的河流面积。研究发现，从 1948年到 2004

年，每年流入太平洋的淡水量降低了 6%，即 526km³——约为密西西比河每年流出

的水量。每年流入印度洋的水量减少了 3%，即 14 km³。相反地，每年流入北冰洋

的水量增加了 10%，即 460 km³。 

一些河流表现出了稳定或增加的流量，如雅鲁藏布江和长江。但在未来几十年

里，它们还是会减少，因为它们是由喜马拉雅冰川补给的，但随着气候的变化，冰

川将会不断地减少。(摘自 http://www.ucar.edu/news/releases/2009/flow.jsp) 

http://www.ucar.edu/news/releases/2009/flow.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