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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气候模型模拟能够预测降水趋势吗？ 

作者：Nir Y Krakauer 

水资源科学家和管理者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气候变化的趋势对水供应和水危害的影

响是否能预料？作者通过研究气候模型模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预测以降水量变化的形式

表现出水文的不确定性。并在实际和综合数据追算试验中比较栅格观测值（GPCC 全数

据产品，1901-2010）和气候模型输出（CMIP5 历史的和 RCP8.5 模拟值，1901-2100）。

追算试验表明，与（根据水文平稳性推知的）降水无趋势的假设相比，输入基于气候模

型均值的降水趋势使得 1961-2010 年的降水趋势估值的中误差减少了 9%。在未来几十年

气候变化加速过程中，结合气候模型对降水趋势进行评估将对水资源规划提供更大帮助。

气候模型模拟的降水趋势的分布显示出大量的空间一致性偏差，这说明，气候模型的参

数化和如何在降水估算中运用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对长期降雨趋势的记录数据进行

线性外推法也许会提高精度，尤其是运用在时间周期小于 25 年的降雨预测中。研究发现，

全球气候模型模拟与持续的原地水文观测相结合，可以提供未来水文循环变化的有用信

息。摘自：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2/024009  

 

 联合国气候变化主席呼吁：清洁能源投资须提高三倍； 

 气候变化：谁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 

 2013 国际科学与工程可视化挑战赛获奖者揭晓； 

 以全球视角看英国近期风暴与洪涝灾害； 

 全球水事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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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气候变化：谁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 

谁应该为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气候变暖

的困境负责？是那些过去排放温室气体最

多的国家吗？是现在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

国家吗？还是人均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

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没正确的也

没有错误的答案，但是一项新的国家温室

气体排放量分析可能对政策制定者寻找方

法有所帮助。 

来自加拿大肯高迪亚大学的达蒙·马

修斯和他的同事使用一种新的方法，即根据每种气体的大气寿命和所能够引起的气

温变化来计算国家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这个计算包括追溯到 1750 年的历史排放量，

代表每个国家总共的来自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量，加上甲烷、一

氧化二氮和硫酸盐气溶胶的排放量。该结果是迄今为止最为准确的国家排放数据。 

当我们审视这些数据排行，美国确实是领头羊，应为 0.15
o
C 的气温上升负责（几

乎是气温升高观测值的 20%）。中国和俄罗斯各占 8%的份额，巴西和印度各占 7%，

德国和英国差不多各占 5%（《环境研究通讯》）。到 2005 年为止，这些国家对全

球气候变暖应付 63%的责任。 

深入研究数据，揭示了每个国家出现在罪恶名单上的原因。因为煤炭燃烧的历

史，英国成为第七大排放国，而中国成为第二大排放国是因为近些年大量的碳燃烧。

巴西和印度尼西亚排名靠前，是因为森林采伐和农业生产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排名靠前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生产的石油，

而大多石油被发达国家消耗。 

但是计算排放量和国家领土面积的比值，突然就会发现，巴西和中国对气候变

化的贡献就显得不那么不协调——排放量和国家面积成比例。既然这样，西欧、美

国、日本和印度是最大的排放者，排放量与面积的比值较高。 

同时，计算每个国家的人均气候贡献，呈现出另外一种画面。气候变化罪恶名

单上最高的七个位置被发达国家占据，而中国和印度跌落到名单的最低位。 

我们该如何向前发展？马修斯及其同事的论文计算出不同分担责任的方法，假

定我们以全球气温升高不多于 2
o
C 为目标。 

“平均分配的话，每个国家导致 0.01℃的温度上升，”马修斯说，“最大的 12

个排放者已经超过了这个限额，就美国而言，实际是这个限额的 15 倍。或者，如果

你按人口分配温度上升限额，那就是每十亿人 0.14℃。这样计算，美国实际上是这

个限额的 3 倍。” 

但是历史最大的排放者应付最大责任吗？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我们依然

必须把技术进步之类的计算进来；高排放的发展中国家受益于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

期间不曾拥有的高效技术，”尼可拉斯·霍纳路，他是荷兰乌特勒支能源分析处的

能源与气候政策中心的主任。 

尽管如此，他仍然相信国家排放排名可以扮演一个有用的角色。他说：“这些

计算仍然是中肯的基准，以确定不同国家提出的排放目标是否达到类似的标准。”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6019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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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2013 国际科学与工程可视化挑战赛获奖者揭晓 

今年，来自 5 个领域的获奖作品通过营造引人注目的、令人身临其境的视觉效

果，传达了复杂的思想和发现。2013 国际科学与工程可视化挑战赛由《科学》杂志

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联合主办，一等奖获奖作品之一是一段揭示太阳的

粒子和能量如何影响地球气候与天气的引人注目的视频。该国际竞赛已组织了 11

年，旨在表彰那些用视觉媒体向普通大众传达科学研究及理念的作者。 

这段名为“动态地球”的 4 分钟的视频片段由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

太空飞行中心的贺拉斯·米歇尔与合作者完成。米歇尔说，这一视频“描述了太阳

风的流动粒子、日冕物质狂暴的抛射、以及太阳对大气和海洋的加热所驱动的风及

洋流等太阳对地球的巨大影响。观众通过观看这段视频可以感受到各种动态体系中

有序与无序的壮丽感觉。” 

“看不见的珊瑚流”获得了摄影领域的一等奖，展示了由造礁珊瑚形成的微小

流动的美。作品获奖者，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文森特·费南德兹解释说：“珊瑚挥

动着它们细小的毛发或纤毛，从而清除了自身表面杂物，加强了与周围的海水之间

营养物质和气体交换，形成了珊瑚流。”。 

在信息海报和图形领域，获得第一名和人气奖的是“可穿戴电源”，它描述了

可以内置到面料服装的电源产品。它可以应用在医疗、军事和运动服装等行业。来

自德雷塞尔大学的克里斯蒂·约斯特说：“它演示了这项技术最终将如何在日常生

活中使用，我们正在研究可以完全针织和能够融入储能面料的纱线，为有利于后代

的电子服装提供能源。” 

为了评选 2013 年获奖者，来自 NSF 和《科学》杂志的委员会成员观看了来自

12 个国家的 227 项参赛作品。评判标准包括视觉冲击力，有效的沟通，新鲜感和原

创性。近 2000 人通过社交媒体投票选出他们最喜爱的人气奖。“获奖者使科学数

据变得美丽，并将新想法带到生活中，与此同时令观众沉浸其中，”《科学》的执

行主编莫妮卡·布莱德福特说,“该奖项旨在表彰创造令人深思的影片和视觉效果的

非凡创想。” 

年度挑战赛的其他亮点： 

大脑地图：一个公众参与的神经科学游戏，叫做“ EyeWire ：一个绘制大脑

地图的游戏”，玩家可以将大脑神经元的三维结构绘制在地图中。“绘制整个人类

连接组一直以来都是最伟大的技术挑战之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塞巴斯蒂安说。 

团队成员艾米·罗宾逊说：“第一年，来自 135 个国家的 10 万多人加入了

EyeWire.org。”  

摘自： 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1/014001 

 

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1/0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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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联合国气候变化主席呼吁：清洁能源投资须提高三倍 

联合国气候变化主席呼吁全球的金融机构将清洁能源的投资提高到每年 1万亿

美元，是以前的三倍，这将有助于避免气候灾难。 

联合国的克里斯蒂安娜·费格蕾丝(Christiana Figueres)在接受《卫报》记者采

访时极力主张各机构扩大投资，为建设清洁能源经济奠定基础。 

费格蕾丝表示，全球在清洁技术方面上的投资目前大约为每年3000亿美元， 但

并没有用在需要的地方。 

“要想从从目前的现状实现预期目标，我们需要增加三倍清洁能源投资，最好

是在未来 5 到 10 年内实现，而 2030 年是最后的期限。”费格蕾丝说。 

国际能源机构曾在四年前表示，到 2030 年，要完成经济从以煤和石油为基础

向以有助于将温度危险阈值保持在 2℃以下的清洁燃料和技术为基础的转变，新的

基础设施项目花费将达到每年 1 万亿美元。 

但投资却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保证温度上升在控制在 2℃以内而做出的转变，

需要在能源行业和绿色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是每年 1 万亿美元，我们目前的投资远

远不够。”费格蕾丝说。 

在星期三由 Ceres 投资网络组织的一次联合国会议上，Figueres 和华尔街的领

军人物将竭力呼吁全球投资者加大清洁能源的投资。 

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最大的投资者—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基金会和投资经

理—控制着约 76 万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据菲格雷斯的估计，这些机构投资者投资在清洁能源基础设施项下的资金

不超过 2％；相比之下，10％或 15％的资金仍然投在煤炭和石油上。  

“去年清洁能源投资为 3000 亿美元，同年化石燃料的勘探和开采上的投资是

它的两倍。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恰恰是相反的投资比例。”  

这位联合国气候变化官员表示，希望通过一方面展示清洁技术投资的前景，一

方面揭示煤和石油投资的经济风险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联合国气候变化小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表示，去年九月其爆炸性的第一

次气候报告表明，为了将变暖维持在 2℃以内，碳的燃烧必须加以控制。 

而已经燃烧的碳已达到限额的一半，这意味着为了不引起气候变暖危机，剩余

的大部分煤炭和石油将不能再使用。 

“毫无疑问，为避免温度上升超过 2℃，现有的大部分化石燃料储备将不能再

继续开采”，费格蕾丝说。 

“三分之二的化石燃料将不能再开采。” 

她认为这些现实最终将削弱石油和煤炭的持有价值。气候专家已将例如碳存储

之类的资产称为“搁浅资产”。（下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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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以全球视角看英国近期风暴与洪涝灾害 

2014 年 2 月——这个冬天英国遭受了一系列冬季风暴的严重影响，导致海岸地

区损失严重，持续发生大范围洪涝灾害。本文记录了这一前所未有的天气状况及洪

涝灾害，考虑其潜在因素，并探讨气候变化是否促成了这一严重气候灾害以及气候

变化带来的影响。 

 
这一系列冬季风暴持续时间尤其长，导致本次英国在 12 月到 1 月期间比有记

录以来同期任何时段都更为潮湿。强烈降雨以及强风巨浪带来了大范围洪涝，造成

海岸地区的灾害，给个人、企业以及基础设施带来重大损失。  

与英国的恶劣天气同时发生的还有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寒天气。大西洋两岸的这

些极端天气状况与太平洋以及北美上方的高速气流持续扰动相关。  

印度尼西亚以及西太平洋热带地区海洋温度高于正常值，使该地区降水持续增

加，引发太平洋地区高速气流剧烈变化。北大西洋高速气流也异常强烈，这可能与

强烈的极地涡旋带来的平流层风流模式异常有关。  

目前，对于气候变化多大程度上引起了近期的强烈风暴、降雨以及洪涝这一问

题，还没有确切答案。因为英国天气和气候本身十分多变。  

然而，近期研究显示，大西洋地区风暴轨迹更偏南，符合本次冬季极端天气的

一般特征，且风暴强度增加。越来越多的证据还表明，极端的每日降水强度也有增

加，这与全球变暖带来的基本物理状况一致。  

目前亟需更多研究以可靠地检测风暴强度和每日/每小时降水强度，英国气象

局也在积极研究这一领域。需要高精确度的气候模型才能记录风暴以及相关降雨数

据，只有这样才能判断以上这些气候变化是否源于人为导致的全球变暖。目前已有

此类模型，应该尽快利用这些模型，为未来抗击洪灾和海岸地区保护领域的投资提

供可靠的依据。 

摘自：http://www.metoffice.gov.uk/research/news/2014/uk-storms-and-floods    

http://www.metoffice.gov.uk/research/news/2014/uk-storms-and-fl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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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全球水事快照 

全球：在线地图服务提供淡水生物多样性数据 

已经建立起一个在线地图知识库，为科学家、非政府组织、自然资源保护者和决

策者提供淡水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数据。这个地图集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介绍一个地

方的研究结果和数据，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达到生物多样性目标。这个地图集包括以下

主题：淡水生物在全球的分布情况，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入侵物种对

本地物种的影响。 

 

全球：国际资源可持续流域管理奖 2015 年启动 

瑞士再保险集团宣布启动“2015 资源奖”。该奖致力于积极支持提高节水意识

和鼓励高效用水项目的计划、评估和实施。每年为创新流域管理项目评奖一次，奖励

金额为 150000 美元。详情请咨询：www.resourceaward.org 

 

美国：军团考虑改变临时大坝蓄水规则 

据称，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正在考虑紧急措施，以增加位于加利福利亚的普拉多大

坝后面的临时蓄水量。在极端情况下，允许陆军工程兵团脱离指定最大蓄水水位的大

坝控制手册。这一行动有望将水库水位提高 2m，增加 370 万 m³的水。 

摘自：Water 21 杂志  

 

（上接第四版）“研究表明，我们要慎重对待那些在已经失去和将很快失去价值

的资产上的投资，” 外交官们希望本周的投资者峰会将促进 2015 年全球碳排放削

减计划的完成。这次峰会是 2014 年以气候为主题的一系列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末次

会议将在九月召开，届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共商计划草案的

达成。 

与此同时，在美国，如果奥巴马政府要实现在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17 ％

的承诺，就必须拟定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最新限制，这是关键的一步。但是，全球

投资依然滞后。彭博新能源经济资讯认为，2012年全球清洁技术方面的投资仅为 2810

亿美元，而周三投资者峰会上将会发布的 2013 年数据预计会更低。  

这意味着清洁技术投资需要翻两番，而不是格蕾丝预计的原投资的三倍。组织本

次峰会的 Ceres 总裁明迪·郎波说：“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具有吸引

力的投资机会都已具备，不过清洁能源的现有部署还没有发展到我们对缓解气候变化

的需求规模。”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使更多的机构投资者资本进入这个领域。” 

摘自：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4/jan/14/ 

http://iwapublishing.us1.list-manage.com/track/click?u=a578d2ab39eceebc7c8842973&id=f1bd5cc5a5&e=257ae9bdb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