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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冷却和绿化屋顶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有效性 
通过运用天气研究和预报（WRF）模

型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城市冠层模型

（PUCM）在城市范围内研究缓解城市热岛

效应（UHI）的措施效果究竟如何？Li 和

Bou—Zeid（2014）利用高温期（2008 年 6

月 7 日—6 月 10 日）在巴尔的摩—华盛顿

等大都市的观测数据，利用优化的 WRF—

PUCM 模型对绿色屋顶和冷却屋顶的冷却效果进行具体的说明。 

结果显示，采用缓解措施后，地表热岛效应（定义为城乡地表温度差）比近地表热

岛效应（定义为城乡地表上方 2 米的空气温度差）减少得更加显著。此外，随着绿色屋

顶、冷却屋顶面积的增加，地表和近地表热岛效应几乎呈线性减少。土壤水含量较高的

绿色屋顶和反照率为 0.7 的冷却屋顶在减少地表和近地热岛效应方面的作用相近。 

绿色屋顶、冷却屋顶存在显著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低层平流层的大气水分从乡镇

向城市地区转移，增加了城市地区的湿度。对绿色屋顶而言，灌溉使土壤含水率增加，

带来了额外的冷却效果。改变冷却屋顶的反照率影响也很大。研究也强调了 WRF—

PUCM 在详细分析热岛效应现象和不同缓解措施效果的能力。 

摘自：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5/05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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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上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最新预估的温室气体数据显示，在过去的 55 年

中，农业、林业和渔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一倍，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减排，到

2050 年，排放量还将增加 30%。这是 FAO 首次公布自行估算的农业、林业和其他

土地利用（AFOLU）温室气体全球排放量，为编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做出贡献。 

2001 年至 2010 年，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AFOLU）平均排放量如下： 

 农作物生长和畜牧业排放 50 亿吨 CO2 当量/年； 

 森林转化为其他土地利用（以森林退化为代表）排放 40 亿吨 CO2 当量/年； 

 泥炭地退化排放 10 亿 CO2 当量/年； 

 生物质取火排放 2 亿 CO2 当量/年。 

 

农业排放温室气体来源 

农业中温室气体排放最大来源为牲畜肠道发酵——牲畜经过消化过程通过打嗝

释放甲烷，这部分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农业总排放量的 39%。肠道发酵的排放量从 2001

年到 2011 年增长了 11%。 

应用合成化肥产生的温室气体占 2011 年农业排放量的 13%（725 万吨 CO2 当

量），是增长最快的农业排放源，自 2001 年以来增长了 37%。 

水稻田生物过程释放甲烷，其产生的温室气体占农业总排放量的 10%，草原燃

烧占 5%。 

根据 FAO 的数据，2011 年，亚洲与农业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 44%，

其次是美洲（25%）、非洲（15%）、欧洲（12%）和大洋洲（4%）。这个区域分

布在过去十年是相当稳定的。但在 1990 年，亚洲的全球排放比例（38%）比现在低

很多，而欧洲的排放比例要高很多（21%） 

 

能源利用 

FAO 最新发布的数据还提供了农业领域利用传统能源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详细

信息，包括发电、化石燃料燃烧、农业能源机器、灌溉泵站和渔船等方式。 

在 2010 年，通过这些方式排放的温室气体量超过 7.85 亿吨 CO2 当量，自 1990

年以来增长了 75%。 

 

更完备的数据意味着更好的响应 

制定响应措施需要对排放量数据和缓解措施进行详细的评估。FAO 已经对畜牧

业产生温室气体各环节进行分类评估，分析综合缓解措施的有效性。 

“一直以来，信息问题都困扰着科学家和决策者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和农业减排

措施。而 FAO 最新公布的数据包含了迄今为止农业对全球变暖的贡献最全面的信

息。”FAO 气候、能源部门的弗朗西斯科（Francesco Tubiello）说道，“其他土地

利用排放量数据可以支持成员国确定各自的减排措施，促使各国农民采取更快、更

有针对性的应对气候变化响应措施，同时提高食品安全水平。这也允许各国通过国

际气候融资达成各自的农村发展目标。我们也看到各国努力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也

不断进步，并通过全球层面或国家层面的措施对这些需求做出响应。”  

摘自：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16137/icode/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216137/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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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水资源—最基本但最重要的资源 

 

世界上蕴藏着约 14 亿立方千米的水量，在这个庞大的数值中，仅有 0.003%，

约 4 万 5000 立方千米是我们所说的“淡水资源”——理论上可以用于饮用、卫生、

农业和工业的水资源。但并非所有这些水资源都可以方便地拿来使用。 

事实上，仅有 9000—14000 立方千米的水资源量可供人类使用，相比于全球蕴

藏的总水量，就像装满水的浴缸的一小勺。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些水资源还足

以维持人类的生活吗？当然，数量不是唯一的问题，供给的水资源质量也同样重要。 

一般来说，收获每吨谷物需要 1500 立方米的水。换句话说，谷物每生长 1 千

克就需要 1.5 吨的水。 

每人每天的饮用水量为 2—4 升，但每人每天的食物中蕴含了 3000 升水量。 

水对食品安全十分重要，使人们日常能够享用高品质的食物，过积极、健康的

生活。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迫切。 

干旱被列为发展中国家粮食严重短缺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对发展中国家，每年

仅用于水资源设施、卫生设施和废水处理的金额就达 1030 亿美元。 

2011 年，7.68 亿人的饮用水状况没有得到改善，25 亿人口的卫生情况没有得

到改善。享用食物的权利是无可争议的。养活增加的人口、减少饥饿只有在农业用

地显著增加并可持续发展的状况下才得以实现。 

鉴于地球上大量的水资源用于农业，很显然，完善农业水资源管理成为实现全

球食品安全的关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预测，到 2050 年，增长的人口用水量相较 2006

年将增长 60%。在过去的 30 年中，粮食产量已经翻了一倍多。 

未来的 35 年，预计 70%的谷物产量将来自灌溉土地。 

FAO 预测，到 2050 年，灌溉土地产量将增长 8%，但由于灌溉方法的改进，农

业用水量仅将增加 10%。 

摘自：http://www.fao.org/zhc/detail—events/en/c/231215/ 

 

http://www.fao.org/zhc/detail-events/en/c/2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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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可持续性 

 
 

 

国际会议 

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可持续性 

2014年 5月 19日—20 日，德国波恩 

今天，我们更加确信全球粮食、能源、水安全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存在广泛的

互联性。这需要科学家及政策制定者承担共同的责任并开展合作，协调权衡取舍和

开发协同效应。人们已经认识到，在解决系统问题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往

往得不到理想的、可持续性的结果。由此看来，政策和决策需要一个纽带式方式来

减少权衡，建立跨部门间的协同效应，与相互分离的水资源、能源、粮食和环境管

理相比，这种纽带式的管理方式有助于降低成本，并给人与自然带来更多裨益。 

 “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可持续性。协同效益与权衡取舍：在不同尺度

下的管理与工具” 会议将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20 日在德国波恩举行，会议将研

讨主要自然资源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使提高效率成为同时有利于人类发展和

环境可持续性的双赢战略。 

此次会议充分认识到，水—能源—粮食（WEF）纽带关系在很长时间内都将是

一个关键性的行动研究项目，会议将启动一个内部政策协商过程，从而告知和影响

关键部门，并促进其采取行动—包括决策者、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教育工作者

和研究人员。 

会议鼓励采取一种以生态系统为导向的纽带关系方式，因为生态系统是水—能

源—粮食纽带关系的基础，所有部门都依赖生态系统的服务。水生态系统及其相关

服务下降速度比许多其他自然系统快得多，威胁到了当代人及子孙后代的幸福。因

此将特别关注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和工具，以实现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与

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会议将汇集现有信息，确定知识和行动差距，分享关于可行工具和方法的经验

教训，促进网络建设，并就适当投资的优先领域和不同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行动

重点达成一致，推动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发展。 

摘自：http://wef—conference.gwsp.org/ 

 

 

http://wef-conference.gws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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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非洲电力合作伙伴计划蒸蒸日上 

通过汇聚和调动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伙伴的投入，“非洲电力计划”将提供一系列必要工具，

帮助非洲克服限制电力行业及经济发展的障碍。 

    “非洲电力计划”将与非洲开发银行(AfDB)紧密合作。在过去的五年中，非洲开发银行为参

与这项计划的六个国家提供了超过 16 亿美元的能源基础设施资金。其中包括来自于非洲发展基金

(ADF)的 14 亿美元，这是为低收入国家提供银行优惠贷款的窗口。美国是非洲发展基金（ADF）

一个重要的捐赠国。预计未来 5 年里，非洲开发银行预计将向“非洲电力计划”的六个伙伴国家分

拨高达 30 亿美元的贷款，这将调动能源部门至少 4 倍以上的投资。 

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要实现全民供电所需要的投资规模每年大约是 150—200 亿美元，

直到 2030 年。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公共资金调动私人投资。最终，“非洲电力计划”

的成功取决于能否顺利争取到私营部门的参与，来解决非洲的能源需求。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私营部门创始合伙人承诺在非洲的 5 个重点国家，开发近 1000 万千瓦的

一批关键发电项目，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电力行业投资将超过 147 亿美元。作为重点国家之一的

利比里亚，在经历了 2003 年结束的暴乱之后，也刚刚开始重建其电力生产设备。在此，请观看关

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帮助利比里亚重建电网的视频。 

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也关注微型电网和分布式的电力服务以及基础设施，这些设施能给非洲农

村人口提供清洁、可靠的能源。将会有 70 万户家庭和企业获得供电服务，总计投资将超过 11 亿美

元。 

金融合作伙伴已承诺，将通过项目贷款、新的融资设施/平台和筹资，为能源项目提供超过 80

亿美元的资金。 

 

缔造电力非洲合作伙伴关系 

“非洲电力计划”有六个非洲合作伙伴—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加纳和

利比里亚。这些国家制订了远大的发电目标，并已同意在公用事业和能源领域进行重要改革。“非

洲电力计划”也与非洲开发银行密切合作，后者通过参与非洲可持续能源(SEFA)基金及其对部分风

险担保的额外支持参与“非洲电力计划”。（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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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最新图书纵览 

反思多用途水服务的基础设施设计 

基于蓝绿理念，讨论新的城市规划及现有城市改建或重新设计时

可用的措施及选择。 

探讨实现城市设计与管理中设想的蓝绿统筹的主要概念和技术，

通过展示案例研究，说明基于蓝绿理念的城市规划的创新方法。 

这本书从环境可持续性、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角度，探讨了新城建设及现有

城市改建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创新方法。重点关注所谓蓝绿解决方案中城市水系统(蓝

色部分)和城市绿化带（绿色资产）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

的相互作用。一直以来，人们对“绿色”基础设施以及“蓝色”基础设施已有相当的

了解，但对于它们的整合协同效应却了解不多，应用则更少。现在正应该重新思考这

种整合的各种裨益，将它们纳入到统一的城市规划新理念中。欧盟气候变化—知识与

创新体的“蓝绿梦想项目”就是旨在鼓励和加强这一理念。 

构建包容性的绿色经济：南南合作成功的事例 

关掉暖气：极端气候，地区影响，抗灾弹性案例 

更多图书信息： 

http://www.springer.com/environ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book/978—3—3

19—06274—7 

 

(上接第五版) 在埃塞俄比亚，23%的人可获得电力供应，所用净能量中 5.3%来自进

口，该国的发电装机达 1961 兆瓦。 

在加纳，72%的人能够获得供电，所用净能量中 27.8%来自进口，该国的发电装机

达 2450 兆瓦。 

在肯尼亚，18.1%的人能够获得供电，目前有 6 个独立的电力项目，所用净能量中 19.3%

来自进口，该国的发电装机达 1700 兆瓦。 

在利比里亚，没有关于供电率或能源进口的数据，该国的发电装机达 197 兆瓦。 

在尼日利亚，40%—51%的人能够获得供电，所用净能量中 128.5%来自进口，该

国的发电装机达 6000 兆瓦。 

在坦桑尼亚，18%的人能够获得供电，所用净能量中 13.9%来自进口，该国的发

电装机达 1501 兆瓦。 

http://www.springer.com/environ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book/978-3-319-06274-7
http://www.springer.com/environ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book/978-3-319-062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