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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驱动因素对德国洪水的影响 

最近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使德国很多区域的洪水有增加的趋势，且这一趋势在全国

不同地方各不相同。因此在规划保护措施时，管理者应该意识到区域洪水的具体特性。 

在过去几十年里，德国发生的严重洪水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和

搬迁以及巨大的经济损失，如 1993 年和 1995 年的莱茵河大洪

水，1997 年的奥得河流域大洪水，1999 年、2002 年和 2006 年

的多瑙河大洪水及 2002 年易北河大洪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

断增加的洪水灾害与气候变化有关。 

研究人员收集了德国145个测站1951~2002年的流量数据来

研究洪水在数量和量级上的变化趋势。此次研究采用了 8 个洪

水指标，其中包括年际、冬季和夏季的最大流量和洪峰流量。 

研究发现了主要流域洪水的重要变化和趋势，表明在过去 50 年里，大部分地方的

洪水风险都在增加。包括： 

 德国西部、南部和中部区域，大部分的指标在过去都有所增加，其中年最大流

量的增加最为明显； 

 德国东北部（易北河流域）的变化较小； 

 冬季洪水对莱茵河和威悉河流域影响较大； 

 多瑙河流域比莱茵河流域和威悉河流域更易受到夏季洪水的影响； 

 易北河流域和威悉河流域夏季洪水有减少的趋势； 

 洪水发生的次数增加，尤其是在多瑙河流域。 

洪水发生地点和季节性洪水的聚类分析表明这些变化是由气候驱动的，研究人员将

其研究成果与其它气候变化研究进行了对比，尤其是与大气环流模式。欧洲上空大气

环流模式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可能与其洪水有关联。 

综上所述，德国的洪水在过去 50 年里有增加的趋势，虽然可能这一变化在总体上

是由于大范围的气候变化引起的，但在不同的区域洪水的变化确实有所不同。 

（摘自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685-Climatedriven_Changes_in_German_Floods.html） 

mailto:internews@iwhr.com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685-Climatedriven_Changes_in_German_Floods.html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685-Climatedriven_Changes_in_German_Floo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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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发展中国家有望由发达国家补偿部分减排费用 

全球能源经济领域最具权威的经济学家非法提赫·比罗尔（Dr Fatih Birol）

莫属。16年来,他负责国际能源署的旗舰刊物——《世界能源展望》

的研究,这一刊物则被公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能源分析和预测的

信息来源。即将出版的《2009 世界能源展望》框架包揽四项重要

内容:气候变化-后京都协议框架;全球天然气供应展望;东南亚能

源展望;金融危机对能源投资展望。 

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又透露,今年 11 月召开的一

项国际会议上,有望达成一项协议:未来世界减排指标将主要由发

展中国家承担,但所用费用主要由发达国家支付。“具体的资金转移比例,我会在 11

月份到北京再告诉你。”  

 发达国家应首先对减排做出表率 

  《21 世纪》:10 多年来你主持撰写《世界能源报告》。即将出版的《2009 世界

能源展望》,关于气候变化的后京都协议框架作为第一章节,是否透露这一章节的主

要内容与核心观点？ 

  法提赫:气候变化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问题,无论石油生产大国,还是石油消费

大国,无论是富裕国家,还是贫困国家,它和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有着紧密的联

系。其中能源问题又是气候变化的首要问题,例如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所以,首先

我们必须更加高效利用能源;其次,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第三,应该更加广泛地

使用核能;第四,通过更加正确、清洁的方式使用包括煤在内的化石能源。所有的国

家,尤其是一些大国应当一起做出一些决议,今年将召开哥本哈根会议,我希望一些

世界大国,如美国、欧盟国家、中国、日本等共同达成一些协议。 

  在我们的《世界能源展望》中,阐述了这些国家应当做些什么来保持可持续发

展,回答了这需要有多大花费,以及谁来承担这些花费等等。 

  《21 世纪》:年底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是否可以达成一致的协议？世界是如

何期待中国的表现？如果中国不承诺减排目标,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将会出现什

么结果？ 

法提赫:虽然我们都有很好的期望,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要达成一致协议是很

困难的。虽然说 2007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也要看看历史,

许多 OECD国家,如美国、日本的经济发展都是依靠消耗大量能源而发展起来的,所

以我们现在不能仅仅简单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发达国家应当首先在减排方面

做出表率。当然,中国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所以,哥本哈根会议成功与否首先要

看最终达成的协议里是否有中国的参与,任何没有中国参与其中的协议都没有意

义。OECD国家正在积极地促成中国加入减排协议当中。（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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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专题报道 

（上接第二版） 

 高外汇储备并不阻碍中国获得减排补偿 

  《21世纪》: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让中国承诺减排,如同中国

所期望的,发达国家愿意拿出GDP的0.5%-1%支付适应气候变化和技术转让基金吗？

据我所知,欧盟的集体承诺,到 2013 年其援助将占到国民收入的 0.56%,英国政府则

为 0.7%用于发展援助。但是,美国已经表示不同意这一方案。 

  法提赫:今年 11月份即将召开一个会议,我们主要将有这样一个议题,那就是未

来世界减排指标将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承担,但是其中所用的费用主要由发达国家支

付。即使中国、印度等国家因减排而受到一些经济上的损失,那么也将由发达国家

来进行补偿。具体的资金转移比例,我会在 11月份再告诉你。 

  《21 世纪》:中国是世界上资金流动最大的国家之一,有很高的外汇储备,你认

为世界将如何看待“发达国家补偿中国减排损失”呢？ 

  法提赫:呵呵,我认为这是两回事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不阻碍中国从发达国家

那里获得减排补偿啊。 

 油价将会在 2010年走高 

  《21世纪》:你在欧佩克工作过六年,至今与生产国联系密切。这个问题我虽然

问过田中仲男先生（国际能源署总裁）,但是还是想也再次给你提出来。此次世界

金融危机导致资本市场的崩溃,现有油田产量大幅下滑,在过去的一年有多少石油

勘探开发项目被取消或推迟？未来 2-3年的情形是什么状况？ 

  法提赫:这次金融危机对石油生产国主要有两个影响,首先是投资方面,很多石

油生产国看到金融危机导致了石油需求量的下降,所以他们在是否继续保持投资石

油项目问题上产生了一些犹豫,所以一些勘探开发项目被搁置或者推迟了,这对中

国、印度、日本等石油消费大国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其次,受金融危机影响,石油价

格相对去年有所下降,经济增长并没有减缓。这两点都对石油生产国产生了一定的

负面影响。 

过去一年中,有超过 100个石油项目被取消或推迟,相当于每天 600万桶的产量,

这严重地影响了石油供应。我预测世界经济应当在 2010年开始复苏,这意味着石油

的需求也将于 2010 年开始恢复,油价将会在 2010 年走高,我们应当会回到 2008 年

年初的情形。 

  法提赫 1958 年出生在土耳其安卡拉,拥有维也纳科技大学的能

源经济博士学位,于 1995 年加入国际能源署,在此之前,他曾经在位

于维也纳的欧佩克(OPEC)书记处工作过六年。所以他还负责组织协调

欧佩克与国际能源署的年度高层会议。 

（摘自：21 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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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热点聚焦 

美国高度重视固碳技术 

近期，美国能源部对不同的固碳方法进行了调查研究。固碳过程包括对大气中

二氧化碳的收集和储存两个方面。在二氧化碳从某一固定排放点排出

时就进行碳的分离和捕捉，之后储存在地下深层的地质构造中，这种

方法称为地质构造固碳；通过植物在光合作用期间吸收大气中的二氧

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物体内和土壤中，这种方法称为陆地生态固碳。 

     一、地质构造固碳 

储存二氧化碳的大多数地质构造是由一层或多层无孔岩石覆盖的地下有孔岩

石层，如混有饱和盐水的多孔岩石层、油气藏等。具体的固碳方法是：工作人员通

过打一个直达多孔岩石层的井，将加压的二氧化碳注入其中。在高压下，二氧化碳

会变成液体，能以流体的形式通过该构造。一旦被注入后，液态的二氧化碳就会趋

于活跃，并会向上流动，直到遇到无孔岩石层的阻碍，无孔岩石层可捕获二氧化碳

并防止其进一步向上迁移。煤层是另外一种可考虑用做地质构造的选择，其固碳过

程略有不同：当被注入构造中后，二氧化碳会被吸附在煤层表面，在邻近的井中产

生并释放甲烷。其它捕集二氧化碳的机制包括：二氧化碳分子可以溶解在盐水中；

可与矿物反应形成固体碳酸盐；或吸附在多孔岩石的毛孔上。 

目前可以用于储存二氧化碳的地质构造主要有三种主要类型:深盐构造、不可

开采的煤层、油气藏。未来可能的选择还包括：有机页岩和玄武岩。  

 深盐构造 

深盐构造是盐水达到饱和的多孔岩石层。它比煤层或者油气藏更广泛，代表着

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巨大潜力。然而，目前对深盐构造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因此，

用深盐构造来存储二氧化碳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深盐构造的渗透率往往比碳氢化合物构造低，其主要工作是针对水力压裂和其

它相关实践提高二氧化碳的注入水平。深盐构造包含有矿物质，可与注入的二氧化

碳发生反应生成固态盐酸盐。该反应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既可以提高构造的耐久

性，但同时也可能堵塞邻近的注入井。研究人员正在寻求能促进有利的矿化反应二

氧化碳注入技术。 

 不可开采的煤层 

不可开采的煤层是指由于煤层太深或太薄而在经济上不予开采的煤层。所有的

煤层孔隙表面都吸附着不同数量的甲烷，因此可以直接打井到煤层以开采煤层甲

烷。最初的煤层甲烷开采方法如脱水或减压等，都会在构造中遗留一定量的甲烷。

使用二氧化碳来清扫煤层表面，可以得到不同量的甲烷，从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二

氧化碳储存库，同时还能额外获得开采煤层甲烷的收益。和较成熟的油藏类似，不

可开采煤层是二氧化碳储存的一个较好的选择。（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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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热点聚焦 

（上接第四版） 

煤层膨胀是影响这种选择的一个潜在的障碍。据观察，当煤层吸附二氧化碳时，

它的体积会膨胀。在地下构造中，这种膨胀会导致渗透的急剧下降，不仅限制了二

氧化碳流入到构造中，而且还阻碍了煤层甲烷的开采。转角压裂钻井技术是有可能

克服膨胀负面影响的一种手段。 

 油气藏 

成熟的油气藏已经在原油和天然气储存方面有着数百万年的历史。它由两层组

成：下层能渗透的岩层和覆盖其上的不可渗透岩层。油气藏有许多特性可以使其成

为储存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最佳选择。 

作为增值效益，在油藏中注入二氧化碳氧可以提高石油采收率。当二氧化碳注

入油藏中后，少量的二氧化碳会溶解在石油中，这样会增加石油的体积，同时降低

石油的粘度，从而促进石油向油井的流动，提高石油采收率。一般来说，二氧化碳

的注入可以增采 10-15%左右的石油。 

 有机页岩 

页岩是最常见的沉积岩，特点是横向岩层较薄，纵向的渗透性比较弱。许多页

岩包含有 1-2%的有机物，往往以碳氢化合物形式存在，和煤层类似，这就为二氧化

碳的储存提供了吸附底层。目前的研究重点在于：页岩的渗透性较低，该如何经济

地提高二氧化碳的注入率。 

 玄武岩 

玄武岩是由凝固的火山熔岩构成的，具有独特的化学构成，可以将注入的二氧

化碳转变为固态的矿物形式，从而永远地将它从大气中孤立。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加

强和利用矿化反应和增加玄武岩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二、陆地生态系统固碳 

陆地生态系统固碳是通过陆地和水生环境（如湿地和沼泽等）中的土壤和植物

对二氧化碳的吸收来实现的。陆地生态系统固碳为低成本削减大

气中的二氧化碳提供了可能，并且经常会带来额外的收益，比如

环境的改善等。加强陆地生态系统对二氧化碳吸收方面的工作包

括：植树，免耕农业，湿地的恢复，草原和牧场的土地管理、消

防管理，以及森林的保护等。最新的研究包括开发快速增长的树木和草，破译土壤

中碳储存微生物的基因组等。 

美国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在陆地生态系统固碳方面进行的努力包括：增加已开

采土地的碳吸收量和量化固碳带来的生物发电效益。美国农业部领导的植树造林和

农业活动是对该研究的补充，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美国环保局和内政部也参与

了该项工作，起到了支持和补充作用。 

（摘自 http://www.netl.doe.gov/technologies/carbon_seq/core_rd/ storage.html） 

http://www.netl.doe.gov/technologies/carbon_seq/core_rd/%20stor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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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水框架指令——分享经验，与未来挑战对话 

瑞典，斯德哥尔摩，2009年 8月 19日-8月 21日 

2009 年欧洲流域地区管理局（EUROPE-INBO）国际会议由欧洲流域组织的

《水框架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WFD）执行机构

举办，受瑞典流域管理地区管理局的邀请，它将在今年斯德哥尔

摩世界水周期间举行。 

瑞典流域地区管理局把此次会议作为契机，以反映和吸取各

成员之间的相互经验，并共同展望未来，商讨如何面对挑战。这

次会议由国际流域组织机构、欧共体供水协会（EUREAU）和瑞

典水和废水协会共同举办。 

这是瑞典担任欧盟主席国期间的机构间会议，会议大部分时间将分组讨论，给

每一个人提供与他人分享经验的机会。对于瑞典政府来说，气候变化和海洋环境是

其主要的议题，而水框架指令将这两个问题紧密相连。同样重要的是会议将在每年

一度的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期间举办，主题为应对全球水问题。会议将安排3天的

议程，其中一部分—8月19日下午的议程被列入世界水周会议计划中，是对公众开

放的；8月20日-8月21日是专为流域地区管理局设置的，同时也希望与会者借此机会

参加8月16日-22日的世界水周，具体安排如下： 

 8 月 19 日（周三） 

14:00-17:30：有害物质排放量控制研讨会（在管理计划的基础上介绍欧洲的研

究案例）； 

17.45-18.45：分会场：《GWP/INBO 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手册建议》（地区

管理局的责任、融资等）。 

 8 月 20 日（周四）和 21 日（周五） 

这两天专门留给了地区管理局负责实施河流流域《水框架指令》的机构：INBO

目的是让欧洲流域组织定期会晤，用非正式的方式分享他们在此方面的实践经验。

2009 年，地区管理局需要汇报他们的第一个流域管理计划和项目措施。为便于交

流，大部分时间用来分组和圆桌讨论，共分为三个研讨会： 

1. 管理计划—关注公众参与和跨界河流相关挑战 

2. 气候变化—水管理方面的挑战 

3. 方案措施—经济方面 

此次会议将于 8 月 21 日下午伴随欧洲 INBO 区域网络（EUROPE-INBO，

CEENBO 和 MENBO）主席团会议的结束而落幕。 

（摘自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events/id201-EuropeINBO.html 

http://www.vattenmyndigheterna.se/NR/rdonlyres/747B1C10-F5C9-4036-923B-6F2157C01E37/0/wf

d_meeting_aug09_new.pdf）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events/id201-EuropeINBO.html
http://www.vattenmyndigheterna.se/NR/rdonlyres/747B1C10-F5C9-4036-923B-6F2157C01E37/0/wfd_meeting_aug09_new.pdf
http://www.vattenmyndigheterna.se/NR/rdonlyres/747B1C10-F5C9-4036-923B-6F2157C01E37/0/wfd_meeting_aug09_new.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