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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世界水日关注：能源生产与水资源供应关系  

未来几十年，对能源的需求将显著增长，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中。这可能对水资源

产生负面影响，除非两个领域的协调管理得到显著改善。这是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

2014（WWDR）》（以下简称《报告》）中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份报告于 3 月 21 日在

日本举行的世界水日相关活动中发布。水的开采、运输和处理需要相当多的能量，而化

石燃料的提取和电力生产也需要大量的水。水和能源相互依存。《报告》主题定为“水

与能源”，突出两个部门的相互依赖性。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报告》显

示出一个领域的决策对另外一个领域的影响，例如，干旱加剧能源短缺，同时能源短缺

会限制灌溉能力 

目前，全球用水量中的 15%用于能源生产，预计到 2035年这个数字会增长到 35%，

以应对人口增加、城市化和消费结构的变化等，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这也推动了对能

源的需求。世界许多地区已经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报告》预测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将严重影响剩余水资源，特别是在缺水严重的干旱地区。《报告》鼓励水、能源部门以

及相关的私营机构更多地进行协调工作，同时支持水价政策的修订，强调水普遍被认为

是“大自然的恩赐”，但它的价格很少反映它的实际成本。《报告》由组成联合国水资

源组织的 31 个成员及合作伙伴筹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世界水资源评估项目

（WWAP）编制，对世界水资源情况进行详细的回顾。截至 2012年，《报告》每三年发

行一次。从 2014年开始，《报告》将在每年的世界水日发布，重点关注世界水日主题。 

摘自：http://www.unesco.org/new/en/natural-sciences/about-us/single-view/news/energy_produc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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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筛选生物固体肥料中环境污染物的新方法 

每年，美国的污水处理设备将处理超过 800 万吨半固体污水，称为生物固体—

—其中大约一半被回收用作肥料。这种做法有助于解决存储问题，并产生收入支持

污水处理厂的运作，但生物固体肥料中还有什么物质残留在土壤中？在美国的生物

固体肥料中已发现超过 500 种不同的有机化学物品。联邦法律规定了生物固体肥料

中重金属和病原体的残留限度，但其他化学品尚未考虑入内，仅仅是整理出哪些化

学品是生态不友好类型的成本就很昂贵，杜克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的 Claudia 

Gunsch 教授说道。在近期的研究中，Gunsch 和杜克大学 Pratt 工程学院的同事采用

一种新的、节约成本的方法筛选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化学品。他们通过测试发现一

种在火灾中应用的抗菌剂，三氯苯氧氯酚，浓度高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同时，他

们对其他三种常用的抗菌产品产生怀疑。 

“我们在生物固体肥料中发现很多新兴污染物，所以想开发一种方法，能够快

速、高效地检测出它们，标识出最具危险性的成分进行更复杂的处理，”杜克大学

土木和环境工程系的研究生 Ryan Holzem 说道。给土壤施肥是为了补充硝酸盐的含

量，这对植物生长至关重要。土壤健康的一个指标是原生细菌通过反硝化过程分解

硝酸盐的速率。如果抗菌剂或其他化学试剂影响细菌完成这一过程的能力，土壤的

质量就会下降。 

新的筛选技术包括在实验室无菌环境中培养脱氮副球菌，一种在土壤中常见、

对氮循环相当重要的细菌。研究员变化加入化学物质的数量以确定影响反硝化过程

的最小用量。“我们之所以选择氮循环作为指示过程，因为它可以代表对农业至关

重要的环境过程，”Holzem 说道。为了检验新的筛选技术，Holzem和 Gunsch及其

他研究员一道，检测了 6 种商业抗菌化学品。其中两种用量巨大：三氯苯氧氯酚和

三氯卡班，常用于抗菌皂和牙膏中。其余四种是用于制造农药、除臭剂等物品的抗

菌化合物。结果显示，三氯苯氧氯酚对环境的影响应立即引起重视，因其对脱氮副

球菌具有关键影响，其他五种化学品中的三种浓度高时也应引起注意。筛选过程仅

研究了六种抗菌物品对一个环境健康指标——氮循环的影响，Gunsch 和 Holzem 说，

这项技术还可以通过多个不同的生态指标测试各种化合物的影响。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56281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5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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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电动车的智能电网 
一次性为 30 台电动车充电需要精妙的能源管理。研究人员正在综合若干类型

的可再生能源为德国最大的充电站设计智能电网。电动车充电站的分布网络越来越

稠密。德国目前的电动车与充电站的比例是 2:1，公用事业公司正在努力推动电动

车充电设施的扩张，特别是在城市和大都市地区。 

全国已安装了超过 2000 个充电点，最大的充电设施位于斯图加特的弗劳恩霍

夫研究所中心工业区—在弗劳恩霍夫校园停车场的交流充电点一次可以给 30 台电

动车(EVs)充电。还有一个直流快速充电点，充电容量达 50 千瓦，可以在短短 20

分钟内完全充满一辆车的电瓶。当所有充电点都被使用时，将消耗高达 340千瓦的

电力，这相当于整个研究所约 1500名员工所用电量负荷的 20%。 

“为电动车充电对能源系统要求很高。建立一个这样的电动车充电设施必须具

备智能充电和负荷管理技术，”工业工程 IAO 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流动创新实验室主

任罗斯（Dipl.-Ing Hannes Rose）说道。 

罗斯和他的团队正在使用他们的生活实验室调查管理电动车所需的技术。怎样

将运作效率最大化？在峰值负荷期间怎样避免发生短路？怎样设计一个可以满足

所有这些需求的智能电网? 

联合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和斯图加特大学人类因素和技术管理协会，IAO

科学家正在一个称为 charge@work 的项目中开发充电基础设施和能源管理。 

charge@work 的目的是设计一种微型智能电网(MSG)，其能够为电动车车队提供仅

从可再生能源中生产的电量。今年将看到工业区将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和小型

风力发电系统，为电动车提供电力。 

此外，地下室将安装锂离子电池存储器，屋顶安装氧化还原流体电池来临时存

储能量。30 米高的风力涡轮机将提供 10 千瓦的电。因为它运行在垂直轴而不是水

平轴，不需要顺着风向。它的投资成本很低。微型智能电网可以独立运行，与当地

电力供应商运作的电网并行运行。“如果我们的电池没电了，可以将微型智能电网

连接到当地的电网，” 罗斯说。这个微型智能电网的特别之处是它设计成直流电网。

“光伏设备和电池存储设备都使用直流电。我们为微型智能电网选定了一个直流设

计，以避免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时发生损失，” 罗斯解释说。 

除了能源管理软件，IAO科学家也正在建立一个模拟环境，在这里铺设微型智

能电网并模拟各种场景，比如不同的天气状况。 

微型智能电网提供了一个更安全的供应 

罗斯认为分散发电有许多优势，但没有比能够安全的供应更重要的：“随着德

国继续走向一个新的能源经济国家，国家电网的需求逐渐增加（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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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从成本效益角度来看配水系统中温室气体的减排方案 

随着老化的基础设施在修复、更换和发展方面需要大量的投资，配水系统

（WDSs）正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对于公用事业管理者和政

策制定者来说，配水系统（WDSs）开发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公用事业管理者和政

策制定者来说，开发配水系统（WDSs）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相关研究运用生命周期评价（LCA）来量化常见配水系统元素的目前的温室气

体(GHG)足迹，寻找减排的最好机遇。本研究解决了相关文献的疏忽，这些文献未

能记录一些配水系统元素并提供详细的生命周期清单。美国公用事业案例研究的生

命周期清单/结果显示，81%的温室气体来自泵浦能，这些排放量的很大一部分是分

配泄漏的结果，这解释了美国每日高达 2700 亿 L 的水损失。从环境角度分析管道

替换调度并综合泄露的影响，管道的最佳更换时间不超过 20 年，而美国实际的管

道平均使用年限是 200 年。针对公用事业的若干泄露减少方案，该项研究从 130美

元到 35美元不等每吨 CO2当量中计算了碳减排成本（CACs）。评估管道材料时运

用了生命周期建模，确定了聚氯乙烯（PVC）和水泥衬里球墨铸铁（DICL）是帕累

托最优选择，然而，使用聚氯乙烯（PVC）给人们带来了健康方面的风险。为公用

事业开发的模型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得到应用，以确定使水泄漏减少到分

配水的 5%的碳减排成本。在加利福尼亚州，每年仅因减少泄露而减排的温室气体

（34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就超过了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局估测的水利基础设施

能效改善而减排的规模。 

摘自：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2/024017  

 

（上接第三版）风能和光电设施断断续续地发电，这并不总是能满足客户的需

求。电网不得不弥补这些波动，但是增加了断电的风险。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分散的

电力供应来抵消这种风险，并优化我们管理能源的方式。这样做也有助于增加我们

独立于能源价格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进口电力的需求。”在他们的生活实验室

里，IAO科学家正在计划创建一个测试环境，将允许工业企业，系统供应商、公用

事业公司、社区和分销商探索微电网的潜力。在未来的两年内，微型智能电网创新

网络给相关方提供了一个创建新型智能电网配置和经营策略的机会。使用弗劳恩霍

夫微型智能电网演示设施，项目合作者可以测试他们的硬件和软件。也可以调查连

接到微型智能电网的其他消费者的选项—例如，是否供电给一个建筑的空调系统或

集成其它生产设施。“我们长期的目标是将单个的局地电网聚到一起形成大的智能

电网，”罗斯说。在 4 月 7 日-11 日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研究人员将在 2 厅的

联合弗劳恩霍夫展位 D18号，呈现一个虚拟的智能电网模型。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56472  

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2/024017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5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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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书名：同位素在人工补给地下水系统设计和监控中的应用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2013年 11 月。 

 本刊物讨论了对于理解，规划和监控人工补给地下水(AR)、含水层的储蓄和

回采(ASR)机制非常重要的若干理论方面，并精心挑选实例来说明同位素和

其它示踪剂的效用。本刊物应能引起水文学家和水管理者的兴趣，尤其在当

地的可利用水资源的集中开发导致水资源短缺，而这些地区正在考虑或正在

实施人工补给地下水。 

   

 书名：构建恢复力：在开发中综合考虑气候和灾难风险-世界银行集团的经

验 

 世界银行全球减灾和恢复设施(GFDRR)，2013 年 11月。 

 本报告展示了为什么构建气候恢复力对于结束极端贫穷和建立共同繁荣是

至关重要的。报告开启了关于气候变化的损失和破坏的国际性讨论，并呼吁

国际开发社会携手各行各业构建长期的恢复力，减少风险，遏制未来成本的

增加。报告强调了建立并授权于相关机构，为实现具备气候和灾害恢复力的

发展作出持续努力的必要性；报告还突出了最佳实践，展现出金融工具和干

预计划的成功实施，以及数十年来积累的灾害预防知识正在帮助许多国家应

对更加多变的世界。 

 摘自： 

 http://www.zaragoza.es/ciudad/medioambiente/onu/en/listadoPer_Onu?mont=11

&year=2013 

http://www.zaragoza.es/ciudad/medioambiente/onu/en/listadoPer_Onu?mont=11&year=2013
http://www.zaragoza.es/ciudad/medioambiente/onu/en/listadoPer_Onu?mont=11&yea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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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全球水事快照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宣布使用新方法 

经核实碳排放标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日前宣布批准使用新方法——解锁碳

投资，帮助恢复滨海湿地，以达到固碳效果。 

中国：上海寻找盐碱化解决方案 

上海位于长江口 ，长期遭受“盐潮”的危害。为了确保用水安全，上海采取强

制措施解决盐碱化问题。详情请点击：

http://www.iwapublishing.com/template.cfm?name=news1932 

加拿大：福岛辐射已经到达西海岸 

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日前举行的年度海洋科学会议上，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WHOI科学家）Ken Buesseler指出，在加拿大滨海水域已经检测到来自日本福岛核

电厂的辐射。温哥华的水体中检测到铯 134、铯 137两种元素，但浓度远低于加拿大

饮用水安全标准中铯的含量。沿海岸进一步测试表明辐射还未到达华盛顿、加利福尼

亚和夏威夷等地区。 

美国：华盛顿州 Wanapum坝发现大裂缝 

Wanapum 大坝是建在华盛顿哥伦比亚河上的一个水电项目，发展了一条长 65英

尺（19.8米）、宽 2英尺（610毫米）的裂缝。工作人员发现大坝上的巷道发生弯曲

后进行审查，才意识到裂缝的存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可能是由于建造混凝土溢洪道

后坝体开裂长期发展所致。目前工程师致力于稳固住大坝，临近社区也已接到通知。

发现裂缝后，坝后水位下调 6.5米。 

阿联酋：Masdar和 MIT 找到改善降雨情况的方法 

来自Masdar研究所和 MIT的研究员，长期从事气候变化及其对水资源的影响研

究。研究数据表明降雨量减少的现象并不显著，深入的分析显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总的降雨趋势是在增加，在冬季到来的时间提前。接下来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以便

完全了解区域气候变化的动态特征和长期变化。 

摘自：www.iwapublishing.com. 

 

http://iwapublishing.us1.list-manage.com/track/click?u=a578d2ab39eceebc7c8842973&id=edb1e064ed&e=257ae9bdb2
http://iwapublishing.us1.list-manage.com/track/click?u=a578d2ab39eceebc7c8842973&id=8c7995bfa9&e=257ae9bdb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