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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新发现:减少糖的生产? 
Ume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以离子形式形成碳酸氢盐的二氧化碳，具有调节光合作用中水

的分解的功能。这意味着二氧化碳具有减少糖的额外作用。这一具有开拓性的成果发表在最新一

期科学杂志 PNAS 上。 

众所周知，无机碳以二氧化碳形式存在，在叶绿体的光合作用过程中，CO2含量降低形成有

机化合物。少为人知的是，无机碳也影响光合电子传递速率，由此影响光合产氧率。这一结果首

先在 50 年代末由诺贝尔奖得主 Otto Warburg 和他的合作者发现。 

他们提出了植物产生的氧来源于二氧化碳，那时他们对刺激效应的解释是合理的。多年后他

们的想法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我们现在知道水，H2O，是大气中氧气的来源。 

所观察到的由无机碳对光合电子传递的刺激效应，引起了世界各地光合作用研究人员之间的

激烈争论，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数百篇论文。 

“现在我们的结果将结束这场争论，”化学系教授 Johannes Messinger 说。 

基于一种可以在受控条件下用来测量气体生产的光合样品分析方法，“膜入口质谱法”，他

的研究小组已经开发出了一种非常灵敏的技术。 

在这一灵敏方法的帮助下，他们能够验证一个早期的假设：在光系统 II 过程中水的分解形

成的质子的受体是碳酸氢铵。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个由光驱动的生产过程里，也可以检测到氧

气和二氧化碳。 

使他们高兴的是，在质谱实验中，科学家们能够检测到相对大量的二氧化碳。 

Johannes Messinger 说：“衍生于碳酸周期中的两个不同的碳物种，好像都具备最佳的化学

性质，使它们可作为光合反应结束时的终端电子受体（CO2），同时也可以作为光合反应开始时

的质子受体（HCO3-）”。 

这一结果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可以研究二氧化碳的双重作用可能引起的生物

和生态影响。 

摘自：http://www.un.org/waterforlifedecade/waterforlifeaward.shtml   

 联合国开展促进全人类可持续能源十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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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溉会降低地下水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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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联合国开展促进全人类可持续能源十年计划 

2014 年 4 月 9 日，联合国向商业社会发起了全人类可持续能源十年计划（2014—2024），

该方案的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和能源利用效率，从今年 6 月起，每

年将举办一次论坛会议。这项计划发布于纽约彭博新能源金融峰会，主要有 3 个目标：保证

全球获得现代能源服务，提高全球能源利用效率和全球共享可再生能源。全人类可持续能源

计划秘书处特别代表 Kandeh Yumkella 表示：“由于计划完成的速度和规模要求，我们需要

改变我们目前的能源系统，并确保私营部门共同发展。”为了确保 2030 年计划的 3 个主要

目标的实现，他呼吁私营部门开展创新和投资。在他的发言中，Yumkella 先生还宣布，6 月

4至 6日联合国将在纽约总部与世界银行及其它重要合作伙伴共同举办第一届全人类可持续

能源论坛会议。 

会议将聚集政府领导人、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评价总结可持续能源上取得

的进步，展示创新点，提出新的目标，及下一步拟采取的行动。它将为 9 月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峰会打下基础，并推动如何将能源问题列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目前，五分之一的人类

生活在没有电的世界。近 40%的世界人口依靠木材、煤、木炭或动物粪便来烹饪食物，由

于毒烟引起的肺部疾病，每年导致近二百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本项计划着

重强调了寻求何种途径来解决这个能源贫困问题，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

这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性挑战。“能源把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公平和健康的环境连接为一体。

没有可持续能源就没有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这就是 2011 年我提议开

展全人类可持续能源计划的初衷。现在，十年计划和论坛会议将帮助我们达到设定的目标。”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消息，尽管 2013 年投资下降了 14%，世界可再

生能源发电持有率仍持续稳步上升。“从全世界看，可再生能源份额正在不断增加，这个事

实令人鼓舞。为了进一步表示支持，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投资重点，转换激励机制，进行能力

建设，完善治理结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秘书处执行主任 Achim Steiner 说。报告表明投

资下降 351 亿美元是由于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成本的下降，以及许多国家的不确定性政策，

这也由于化石燃料发电投资在下降。 

虽然在 2013 年投资可再生能源总额再次低于化石燃料发电投资总额，分别为 2270 亿美

元与 2700 亿美元，除去替代电厂，化石燃料净投资大约增加了一倍。在全球范围内，不包

括大型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占 2013 年新发电装机容量的 43.6%。若这部分不是可再生能

源，世界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去年高大约 1.2 亿吨。“也许有些人会指出，2013

年可再生能源整体投资的下降，会掩盖很多积极的信号，比如可再生能源这一动态市场正在

快速进化和成熟，”Steiner 先生说，他还补充说：“这更说明在 2015 年的巴黎气候变化会

议上，应打造减排力度更大的气候协议。” 

摘自：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47537&Cr=sustainable+energy&Cr1=#.U1Z7nu

fTqSp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47537&Cr=sustainable+energy&Cr1=#.U1Z7nufTqSp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47537&Cr=sustainable+energy&Cr1=#.U1Z7nufTq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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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亚太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转变路线图 

雅加达/曼谷，2014 年 5 月 2 日—上周于雅加达召开的东盟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论坛（SCP）开会期间，亚太地区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转变路线图正式产生。亚太地

区在世界上首次建立这样一个路线图，具备各项指标和全面丰富的输出，将可持续

消费和生产在不同的行业，如旅游、建筑、政府采购、产品可持续性信息、生活方

式和可持续消费的教育等方面主流化。可持续消费和生产（SCP）的十年计划框架

（10YFP），是一个全球性的加强国际合作以加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向可持

续消费和生产的转变的行动框架。 

 “10YFP 将为以后向资源有效利用和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模式转变提供一个清

晰的蓝图，”金永珠（Yong-Joo Kim）说。金永珠是韩国环境产业和技术研究所主

席及 10YFP 董事会成员。 

“韩国的公众希望落实该路线图，为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建立一个经济可行的案

例。作为 10YFP 可持续政府采购计划（SPP）的共同倡议人，我们也希望全球 SPP

计划和亚洲地区在路线图下形成合力，协同增效。”他补充说道。 

2012年里约+20国家元首会议上一致认可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是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对减轻贫困有重要的贡献，有助于向低碳和绿色经济的转变，该次会议之后，

10YFP 得到确立。 

10FYP 的秘书处设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地区的 10YFP 路线图从去年十

一月开始磋商，上周确立。一百多位政府官员、民间团体、学术界和商界人士，以

及亚太地区 25 个国家的专家，都对路线图做出了贡献。 

“印度尼西亚乐见并且庆祝今天路线图的正式发起。路线图使地区联合起来成

为一个大家庭，一起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印度尼西亚环保部技术基础开发和能

力建设部副部长以及联合国 10YFP 董事会共同主席，亨利·巴斯特曼（Henry 

Bastaman）说道。 

“2012 年里约国家首脑峰会意识到对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采取的紧急

行动是处理环境可持续和促进持久、包容与公平的全球发展的基础，” 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亚太地区办事处主任,卡维·扎和第（Kaveh Zahedi）说道。“亚太地区已

经将此美好愿景转化为明确的行动日程表，不再以资源利用和环境恶化为代价换取

经济发展，该地区的人民和国家都从中受益。” 

摘自: 

http://www.unep.org/newscentre/Default.aspx?DocumentID=2787&ArticleID=10841&l

=en 

 

 

http://www.unep.org/newscentre/Default.aspx?DocumentID=2787&ArticleID=10841&l=en
http://www.unep.org/newscentre/Default.aspx?DocumentID=2787&ArticleID=10841&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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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灌溉会降低地下水的可靠性 

地下水：如果没有储存在岩石下面的水，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将不再适合居住。

与在倾盆大雨和干旱之间大幅度波动的降雨不同，地下水是相对稳定的，同时也是

可靠的。但何为可靠？含水层对干旱、灌溉或过多降雨的敏感程度如何？它们应对

这些外在影响的速度怎样？最新分析表明，灌溉通过增加整个地下水系统的高频率

变异性，会降低地下水的可靠性。 

许多研究已经评估过灌溉对地下水位的影响。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研究说

明增加抽水降低了水的地下存储量，然而增加灌溉用水增强了蒸腾作用，使顺风处

降雨更多。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调查含水层的根本变化。一个贫瘠含水层与一个完整

的含水层的行为方式相同吗？抽取地下水会改变整个地下水系统的性质吗？为了

研究这些问题，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大学的 Laura Condon 和 Reed Maxwell 采

用了一种水文模型，对位于美国 Oklahoma 西南的 Washita 流域取用地下水进行农业

灌溉进行了模拟，时间尺度为 20 年。这一中等大小的流域面积约为 1600 平方公里，

具有草原、地形起伏和半干旱气候的特征。研究人员进行了两种情景下的模拟，一

种是在有灌溉的情景下和一种无灌溉的情景下。在有灌溉的模拟中，他们指定了 385

个有农场的试验场地，每个场地互相独立。在生长季节，与真正的农场做法一样，

如果表面饱和度低于一定的阈值，农场抽水灌溉作物。这不同于以前的模拟，需要

假设灌溉需求不变。 

通过对灌溉情景下与无灌溉情景的比较，能够表明抽水灌溉作物转变了变化的

主导时间尺度，增加了地下水系统内的时间持续性，使它不能够从变化中迅速反弹。

他们认为灌溉引起这种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取水的水龙头直接进入了地下水系统。先

前的研究表明，“含水层相当于一个分形滤波器，减少高频率的变化，增加噪声强

制变量长期持续性，例如降水”，Condon 解释说。“我们认为，季节性的抽取地

下水给含水层带来了额外的高频率变异性，因为在灌溉需水的变化绕过了自然渗透

的过程，直接从地表进而影响到含水层。”虽然灌溉位置是确定的（水只从包含农

场的试验场地中抽取），由此带来的变化却影响了整个流域。“引起的地下水变化

距离农场很远，并以地下水的侧向流动呈现”。而且灌溉不仅仅改变了含水层的运

动，它也在影响着土地表面的潜热通量，潜热通量代表着植物的蒸腾量，Condon

告诉环境研究网说。在一周至九个月之间的时期里，无灌溉情景下的潜热通量的上

升和下降是随机的，但当灌溉发生时，时间持续性在增加。“这意味着灌溉增加的

是灌溉场地内地表水系统的存储量。”Condon 说。直到现在我们都不是理所当然

的认为，地下水在自然变化中起到缓冲作用。然而，这项研究表明，至少在半干旱

地区，为了保持缓冲能力我们更需要谨慎的水资源管理模式。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6985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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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核废料走进虚拟领域 

德国研究者开发了一套基于计算机的新工具，能够为核废料储存找到最佳地点，赢得公众

对核能的信心。 造价三百万欧元的 VIRTUS 虚拟地下实验室帮助科学家探索高放射性材料在

特殊的岩层里面的活动，目的在于开发和建设廉价的放射性材料仓库。然而，有评论者争论说，

这个新的软件对于提高安全性没有什么助益，甚至可能破坏真实实验室对于核废料的研究。 

 

弗劳恩霍夫-IFF 研究院虚拟地下实验室 

地下处理 

许多科学家相信，处理已用过的核燃料和其它长期放射性材料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埋在几百

米深的地底下，瑞典和芬兰已经在现存的核电站附近选择了国家废料贮藏点。法国也计划在

2025 年运行自己的设施，并且仿效瑞典，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地下实验室以测试当地地质和将要

在该地点使用的技术。 

然而，废料仓库存在着严重的技术和社会问题，尤其是它们贮藏的废料能够在几百几千年

后依然有害。例如，德国拟建的国家仓库就深陷争论之中。正式的选址程序迄今还未启动，尽

管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在俄国北部的戈来本（Gorleben）盐矿开展了探索性研究。此外，

附近的阿斯（Asse）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建为研究基地，但是 1997 年一场卤水泄露事件险些

冲毁基地并导致其瓦解，阿斯基地遭到关停。 

VIRTUS 虚拟实验室由位于马格德宝市的弗劳恩霍夫—工厂操作及自动化研究所（IFF）、

德国核安全组织（GRS）、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以及废料贮存公司 DBE 科技公司一

同开发，将尝试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软件能够建立特殊的岩层或者矿井结构的详细模型，

然后进行仿真模拟，以计算一个贮藏室将随时间发生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这些计算结构将

用图标可视化，并且，公众成员未来可以在一个 360°投影系统中看到这些图标。 

热量模拟（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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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全球水事快照 

美国：环境保护局为水质和湿地恢复提供资金 

美国环境保护局为帮助旧金山流域的水质和湿地恢复提供了 500 万美元资金。这

批资金分为 50 万到 150 万美元不等，支持五个项目，包括瓜达鲁普河中去除汞项目

和在里士满市布鲁纳沼泽建立及恢复 66.4 公顷的湿地和高地栖息地的项目。后一个

项目将建立一个自我维持的湿地综合体，可以过滤受到污染的径流、供养当地的植物

和动物及防御海平面在下一个世纪的上升。 

中国：水质调查表明地下水污染呈上升趋势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由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每年水质调查情况，结果表明，不适合

饮用的地下水比例从 2012 年的 57.4%上升到了 60%。全国 203 个市的水质是“非常

差”到“较差”——后者不经处理不能饮用，前者不能作为饮用水源。 

美国：研究发现加利福利亚沙漠地下水中含有氟化物、砷和硼 

美国地质调查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加利福利亚沙漠 42%的地下水中存在高浓度的

无机微量元素，包括氟化物、砷和硼。浓度水平远高出该州其它部分的水平。这个浓

度被认为是自然形成的。在 5%的受检测地下水中检测到中等浓度分布的人类投入物

质，包括杀虫剂等。 

 

(上接第五版) 来自 GRS 的克劳斯·维乔雷科（Klaus Wieczorek）是 VIRTUS 的

主管，他表示，这个软件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模拟放射性物质在容器中衰减发出的热

量，以及温度导致的周围岩体的应力变化。他解释说，该软件可以用来更好的设计实

验室试验，以模拟潜在的贮藏地的性能——确保符合安全规范，比如允许的最高温度，

找到最优的隧洞位置，将挖掘费用最小化。 

VIRTUS 系统的原形本来计划在这个春季完成，但是在将地质模型和核废料行为

规律模型相结合方面遇到的困难超出预想，完成期限推迟了。“我们在不停地改进这

个原形，将在今年十月呈现给向资助机构，”维乔雷科说。他同时坦承，也许还要过

两三年才能供公开使用。 

不确定性的出现 

来自瑞典核贮存监察机构 MKG 的约翰·斯万（Johan Swahn）认为，新的软件

对于研究放射性废料处理贡献甚微，几乎没有。他说，地下实验室的试验一直在给人

们“许多的意外”。例如，关于瑞典的盛核废料的铜容器在低氧环境下的行为已经出

现新的不确定性，结果提议的国家废料仓库的许可证申请没有得到批准。“在我看来，

用一个美好的形象化的东西制造一个一般的安全范例，只能加强对模拟的危险的认

识，产生一个错误印象就是我们已经了解的比我们实际知道的多，”他说。 

更多信息可咨询:<info@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