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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雪天可能为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科学家称,采用云催化这种人工干预天气形成降雨的技术可能成为使地球的温度处

于平衡的关键。11 月初，北京居民便经历了 21 年来最早的冬雪，这要感谢城市人工影

响天气办公室。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如是说。面对今年中国北方城市严重的干

旱旱情，政府部门执行了人工干预。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常务主任张强对《环球时报》的记者说：“北京今年

10 月份基本没有降雨”，“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增加降雨的机会”。北京曾在 2008

年夏季奥运会上使用了云催化技术保证开幕式的顺利进行。 

 云催化是通过在云中喷撒颗粒物从

而引起降雨。碘化银是常用的催化剂，一

般从地面借助火箭或从飞机上向云中发

射，为水汽的凝结提供核子。当这些颗粒

相互结合到足够重量时，就会形成降雨。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天气影响专家

Roelof Bruintjes 指出：“实施云催化的前提

是必须有云存在”。他说：“产生降雨的

可能取决于技术和云中的水汽，有效的云中有 80%可以形成降雨，无效的云只有 20%

可以形成降雨，但通过技术手段我们很容易实现从无效的云中增加降雨”。 

 一些科学家称，云催化技术可以用于增加降雨量。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资深研究

助理 John Latham 和爱丁堡大学教授 Stephen Salter，均提倡采用云催化技术在地球的海

洋上空形成大量的云镜，这可以在实现非碳基能源能广泛利用之前，用以调节全球气

候。他们计划利用由风力驱动的海洋船只向低空云层喷射海水以增加云的反射率。当

云的水汽浓度很高时，可以将更多的太阳光在到达地球表面使地球温度升高之前反射

到太空中。Latham 称，云催化可以在短期内为全球冰雪覆盖面积的减少和温度平衡提

供一丝喘息的空间。(摘自 http://www.circleofblue.org/waternews/2009/science-tech/ 

beijing%e2%80%99s-snow-day-might-hold-solution-to-climate-problems/) 

mailto:internews@iwhr.com
http://www.circleofblue.org/waternews/2009/science-tech/%20beijing%e2%80%99s-snow-day-might-hold-solution-to-climate-problems/
http://www.circleofblue.org/waternews/2009/science-tech/%20beijing%e2%80%99s-snow-day-might-hold-solution-to-climate-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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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气候变化谈判文件之水蒸发部分 

在巴塞罗那世界水日这一天，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民间

组织的谈判代表聚集一堂，考虑水在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中的关键作用。 

与会者希望达成如下共识：由于其质量和数量的可预见的变化，水成为气候变

化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的主要媒介。一国和国家间水管理的方式将是

任何应对气候变化措施获得成功的关键环节，它还将成为许多减灾措施（包括水电、

农业和林业项目）的主要考虑因素。 

很大程度上，全球气候危机也是全球性的水危机。然而，在被采用的最新谈判

文件中，第31号非正式文件（Non-Paper 31）里，删除了把水及水管理作为应对气

候变化重要考虑因素的任何明确说法。这次谈判反映了自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对水重

要性的强烈呼吁。 

全球水伙伴执行秘书Ania Grobicki博士说：“如果我们从公正性角度来看，受

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反而最没有能力负担所需的巨额应对费用和促进社会

变革的力量。许多其他地区和国家也面临着巨大的适应成本，比如，正面临最近登

陆的台风袭击的菲律宾。水资源短缺和特大洪水事件的发生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未来温度的升高会带来更多与水有关的灾害。公正和公平的对待气候变化必须坚定

地把这些问题提上谈判日程。” 

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水框架主席 Pasquale Steduto表示：“我很清楚，没有

水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粮食安全。目前，很可能没有水也没有能源安全。水是重要

的媒介，通过它气候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地球的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的生计和福祉。

如果再不认识到水在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计划中的作用，那么我们就犯了重大错

误。” 

斯德哥尔摩国际水资源研究所（SIWI）执行理事Anders Berntell说：“即使有

最好的减灾措施，与水相关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会出现，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主要问

题在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实际上是水的变化，因为它首先也主要是通过水

的变化来实现的。” 

世界水日的参会者重点关注了以下议题： 

 气候变化对资源的作用将会影响到生计和发展 

到2050年，全球将新增人口30亿，其中90%在发展中国家，且大部分人口可能

出生在已经处于水资源短缺的地区。水土资源综合管理规划对水在竞争用户间的灵

活管理起到重要作用，它能保证人类优先使用的需求。 

 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不仅是一个国际性问题 

世界上75%的国家有国际河流，区域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对于处理其对公共水资

源的影响来说非常重要，也是避免潜在冲突的一种途径。（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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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上接第二版） 

 生态系统投资有助于保护水源 

生态系统能够应对气候变化。健康的生态系统需要水，反过来也帮助维持健康

的水循环。必须注意，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不会破坏和降低生态系统的质量，所以应

该对其优先保护。这一点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粮食安全。 

 数据、信息和治理是关键 

理解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需要加强数据的收集和共享，需要提高搜集和

使用数据的能力。然而，气候变化影响已被感知，改善水管理措施以应对未来的不

确定性和可变性将是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努力必须考虑到水 

为满足低碳能源需求而规划增加的水电和生物能源将取决于持续的水量和可

利用量。因此，必须考虑由于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水循环的变化。修建大坝必须在

理解和减缓对人类和环境潜在负面影响的前提下，考虑水的储存和能源需求。生物

能源必须在保证粮食安全和生态系统相平衡的条件下得以利用。 

世界水日是在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意识和感受到气候变化对水循环的破

坏性影响——干旱和饥荒的背景下设立的。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这可能导致与水

资源分配和可利用量有关的冲突不断增加。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干旱和洪水等极

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将会加大，最近在肯尼亚和菲律宾已经得到见证，并

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成为常态。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认为，认识水在应对气

候变化中的关键作用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提高应对能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自http://www.gwpforum.org/gwp/library/091103_WaterDay_press_release.pdf） 

 

http://www.gwpforum.org/gwp/library/091103_WaterDay_press_relea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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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佳作有约 

干预卷云以减轻全球变暖 

David L Mitchell  William Finnegan 

沙漠研究所，雷诺，美国内达华州立大学 

温室气体和卷云会调节向外长波辐射（OLR）。据预测，卷云覆盖面积受冰的

降落速度影响很大，而冰的降落速度与冰晶尺寸有关。卷云越高，它对向外长波辐

射的影响越大。因此，通过改变冰晶尺寸可能影响向外长波辐射和气候。 

幸运的是，受均匀核化影响，温度最低的卷云冰的过度饱和度最高。由于蒸汽

竞争的作用，催化卷云会产生大量的冰晶，从而增加向外长波辐射，并使地表温度

降低。目前已经出台了输送催化剂的方案，即通过航空输送。由于在对流层中喷撒

催化剂需要的时间较短，可能实现仅用几个月时间，将气候调整回更为正常的状态。

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它无法停止海洋酸化的进程。 

 

图 1 冰的降落速度较低（A图）和较高（B图）时，对流层上部全球相对湿度的变化 

 

 最近的全球气候模型研究（Sanderson et al 2008，Mitchell et al 2008）表明，对

流层云层覆盖和湿度对气候影响很大，这也增加了干预卷云从而改变气候这一设想

的合理性。卷云对向外长波辐射的影响比其它类型的云更大，它直接决定温室气候

的辐射平衡。由于均匀核化的温度在-40°C 以下，所以可以在这一温度范围通过引

入有效的冰核子减少卷云覆盖。事实上，在这一温度范围内，卷云的温室气体效应

是最严重的。 

 此项研究是由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发起。 

(摘自 http://www.iop.org/EJ/article/1748-9326/4/4/045102/erl9_4_045102.html) 

http://www.iop.org/EJ/article/1748-9326/4/4/045102/erl9_4_045102.html#erl314272bib40#erl314272bib40
http://www.iop.org/EJ/article/1748-9326/4/4/045102/erl9_4_045102.html#erl314272bib34#erl314272bib34
http://www.iop.org/EJ/article/1748-9326/4/4/045102/erl9_4_045102.html


 5 

第五版                                                                  世界之窗 

欧盟称能实现《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减排目标 

  欧盟委员会于 11 月 12 日发布了一份年度温室气体减排评估报告，表示欧盟当

初签订《京都议定书》的 15 个国家将能够按时完成议定书规定的第一承诺期的减

排目标。 

  这份报告称，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2008 年至 2012 年的第一承诺期内，欧

盟签订《京都议定书》的 15 个成员国将可以实现将其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上减少 8％这一目标。除上述 15 国外，欧盟其余 12 个成员国中的 10 个国家

预计将实现减排 6％或者 8％的目标。目前只有塞浦路斯和马耳他没有具体的减排

目标。 

  欧盟委员会负责环境事务的委员季马斯表示，根据今年年初采取的一揽子气候

和能源方案，欧盟争取到 202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上至少减少 20%，

并表示愿意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将减排目标提高到 30%。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工业化国家必须到 2020 年前，

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排 25％至 40％才能使全球避免遭受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中

国、印度、巴西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也敦促发达国家到 2020 年减排 25%到 40%，

并切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 

  今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目前发达国家的中期

减排目标问题和资金问题可能成为阻碍大会达

成全面的全球减排新协议的障碍。在西班牙巴

塞罗那刚刚结束的联合国第五次气候变化谈判

会议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

行秘书德博埃尔指出，发达国家提出的 2012 年

第一承诺期之后的减排目标还远远不够，他敦

促发达国家提出更高的减排目标。 

（摘自 http://cdm.ccchina.gov.cn/web/main.asp?ColumnId=2） 

 

 

（接第六版）在上一届节水灌溉会议（WSI）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本次会议组

织者将围绕水资源保护创新方面的主题，希望创造更多的机会来扩大水资源保护创

新方面（包括产品、计划和推广）的知识。可能的议题包括：保护和激励计划管理、

干旱管理规划、雨水/污水收集、可持续建设和发展、（青少年、成人）水教育和水

流失管理。会议将通过邮件的方式于 2010 年 3 月 14 日之前通知被选为发言人的论

文作者，会议详细议题和提交论文的要求可参见如下网页：www.WaterSmart 

Innovations.com. 

              

http://cdm.ccchina.gov.cn/web/main.asp?Column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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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欧洲水卫星升空 

一颗欧洲卫星的升空将为地球水循环研究提供新的重要见解。土壤湿度和海洋

盐度航天器（SMOS）将绘出第一张全球土壤含水量和海洋含盐量的分布图。这些

数据除了在加强气象预报和洪水等极端事件的预警方面有应用前景之外，还将有更

广泛的用途。 

SMOS 将在监测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

方面起到关键作用。这是第一颗既能够绘制全

球范围内的海水表面盐度，也能够监测全球范

围土壤湿度的卫星。它具有一个独特的干涉辐

射计（MIRAS），能够从侧面测量海洋、大气

和大地之间的水循环。MIRAS 通过地球表面

的自然微波辐射的变化来衡量土壤湿度和海

水盐度的变化。 

从 SMOS 获得的信息将有助于提高短期和中期天气预报精度，在农业和水资源

管理等领域也将有实际的应用。此外，由于 SMOS 能够提供更精确的图像和水分在

水循环各个组成部分中的运动速度，气候模型也将因此得到改进。 

装载 SMOS 卫星的火箭于 2009 年 11 月 2 日从俄罗斯普列谢茨克卫星发射基地

0450（0150 格林尼治）发射升空。大约 70 分钟后，第一截火箭释放出航天器，同

时将卫星运行状况良好的信息传回了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哈特比斯特胡克

（Hartebeesthoek）地面站。 

SMOS 卫星只是欧洲未来几年内送入地球轨道的航天器舰队中的一员。 “这

是一次漂亮的发射”，欧洲空间局（ESA）局长 Jean-Jacques Dordain 表示，“这不仅

仅是一颗卫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这是我们对地球的第二次探索，这也体

现了欧洲空间局为地球科学和重新认识气候变化所做最大的努力”。 

（摘自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834-Liftoff_for_European_Water_ 

Mission.html） 

 

Water Smart 创新会议预告 

第三届Water Smart创新展览会将于2010年 10月6日—8日在拉斯维加斯举办，

大会现面向用水效率研究方面的专家征集论文摘要，摘要提交截止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29 日。专家、学者、行政人员、相关组织、私有和非营利性研究所、政策制定

者、学生和其他从事用水效率研究的学者都可提交论文摘要并参与口头发言、小组

讨论或研讨。（下转第五版）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834-Liftoff_for_European_Water_%20Mission.html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834-Liftoff_for_European_Water_%20Missio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