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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澳大利亚的旱地如何带来 2011年创纪录的陆地碳汇？ 
每年，科学家都会评估海洋、陆地和大气所吸收的碳量。2011 年，陆地吸收碳量达 4.1Pg，

为 1958年有测量以来的最大值，远远高出了近十年的平均值 2.6Pg。一个国际研究组发现，这

一上升主要是由于南半球干旱地区的植物生长，尤其是澳大利亚。 

“这个结果非常令人惊讶，因为半干旱地区的生物群落生产率是很低的。”美国蒙大拿州立

大学的本•波尔特这样告诉环境研究网。“但随后我们发现，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持续很久

并带来大量降水的拉尼娜现象，日渐变成绿地的旱地系统为碳的大量吸收做出了贡献。” 

旱地约占地球表面的 45%。科学家发现，2011年 60%左右的陆地碳汇增加量是由澳大利亚半

干旱地区的植物生长带来的。拉尼娜现象连续六个季节给这些地区带来了额外的降水。南美洲温

带地区和非洲南部地区也是陆地碳汇增加的重要贡献者。 

“与热带森林和亚寒带系统相比，由于旱地系统生产率低，能在植物和土壤中储存的碳量很

低，因此在全球碳循环中，旱地的作用一直以来都被忽视了。”波尔特说。“我们的研究首次指

出大气二氧化碳增长率正越来越受到旱地系统植物活动的影响。” 

以前，热带雨林被认为是土地碳汇量年际变化的主要原因。现在看来，半干旱生态系统将起

到越来越大的作用。1981 年以来，澳大利亚的植被覆盖增加了 6%，这或许是由于降雨模式的改

变，或许是因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对树叶气孔及用水效率产生的影响，或是土地利用变化带

来的木本植物入侵。与此同时，澳洲大陆碳净吸收量对降雨的敏感性提高了四倍。 

波尔特和他的同事使用了三种不同方法来估测过去 30年的陆地碳汇量——陆地生物地球化

学模型，大气二氧化碳倒转法和全球碳预算核算法。三种方法均显示 2011年的碳汇量创历史记

录。研究者还使用了卫星数据以观测植被情况。 

“最初，根据全球碳计划，我们在对全球碳预算进行年度评估时，观测到 2011 年碳汇量的

异常大值。”波尔特说。“这个年度评估认为，陆地碳汇量为碳平衡方程的差，碳平衡方程包含

明确的碳来源、化石燃料和净土地使用变化、碳汇期以及大气和海洋。” 

目前，该研究组正在探寻导致旱地绿化的原因。可能的原因包括土地利用与放牧、消防管理、

气候变化，以及持续增加的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另外，储存在旱地系统的碳很容易被野火烧掉，

很快回到大气中。”波尔特说。“要解读全球二氧化碳的年际变化，必须更好的了解旱地碳储量

的停留时间。”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7404 

 美国里程碑式报告：气候变化影响确凿无疑； 

 降雨监测之新进展； 

 新的化石燃料过程使生物柴油实现可持续； 

 全球咨询纵览； 

 联合国水机制对全球水资源目标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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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美国里程碑式报告：气候变化影响确凿无疑 

美国公布的一项里程碑式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已经从遥远未来的威

胁转变成迫在眉睫的危险，美国将不能幸免于难。 

——《卫报》 

《国家气候变化评估》是一份长达 1300 页的报告，由 300 个顶尖的科学家和专

家编写，对气候变化给美国的影响给予了决定性的描述。报告将在白宫正式发布，

预计将主导奥巴马任期后两年的环境议程。 

这份报告预计将指导奥巴马政府 6 月推出的一项新的，也是最雄心勃勃的气候

变化应对行动——当前一代电厂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电厂是美国碳污染的最大来源。 

 “气候变化曾经被认为是一个遥远未来里的问题，现如今已经真实的摆在眼

前，”该报告草案指出。从大气层上层到海洋深处，证据无处不在，且一直在发生。 

 “美国人注意到了周围的改变。夏天更长更热，极端高温时期之长在现当代美

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冬天普遍更短更温暖。许多地区干旱期更长，但一下雨便是倾

盆大雨。” 

报告草案指出，自 1895 以来，美国的平均气温上升了约 1.5 华氏度（0.8 摄氏

度），1980 以后的温度上升占 80%以上。过去的十年是有记录以来美国的最热时期。 

报告预计，未来的几十年内气温会再上升 2 华氏度。在阿拉斯加等北半球高纬

地区气温会上升得更快。 

 “毫无疑问，我们的气候正在发生变化，”伊利诺伊大学的气候学家，评估报告

的一位主要作者瑭·为布里斯（Don Wuebbles）说，“改变速度是自然情况下的 10

倍以上。”  

报告表示，破纪录的高温—甚至出现在夜晚—预计将在美国西南部引发更频繁

的干旱，和更大更频繁的山火。而在东北部，中西部和大平原地区暴雨将会增加，

洪水风险加大。 

生活在大西洋海岸、墨西哥湾与阿拉斯加的人已遭受到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的

影响，这种变化只增不减。沿海城市的居民，尤其是像佛罗里达州这种在暴雨期间

已经遭受频繁洪水的地区，以后只会遭受更多灾害。生活在河滨内陆城市的居民也

一样深受其害。 

报告还表示，有些变化已经对食品生产和公众健康带来了确凿的影响。 

美国国家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的高级顾问，该份报告的首席作者约翰·鲍巴斯

（John Balbus）表示，上升的气温增加了中暑和与高温相关的死亡风险。 

该份报告农业章节的首席作者，爱荷华州立大学气候科学计划的负责人尤金·塔

克尔（Eugene Takle）说：“热浪和降水的变化导致了小麦和玉米产量停滞不前，最

终产量会下降。” 

在加利福尼亚，温暖的冬天不适宜种植樱桃。在中西部地区，愈加潮湿的春天

已经使得播种时间推迟。侵袭性藤蔓，如葛藤，从南部向北蔓延到加拿大的边境。 

这份评估报告对于美国的意义相当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报告。今年的报告首次将视角放在美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后代免

受不良后果而采取的行动上。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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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降雨监测之新进展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气候灾害研究组开发了一个基于卫星降雨监

测的数据集用于全球干旱的早期识别。 

现代气象卫星监测降雨已成为一项成熟且应用广泛的技术。然而，如何在气象

卫星的观测数据与当前和历史的降雨数据之间建立可靠的关联性并非易事。 

加州大学圣巴拉拉分校和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合作开发了一个新的数据

集用于环境监测和干旱早期预警。气候灾害研究组红外降雨观测站（CHIRPS），

UCSB 的气候灾害研究组和 USGS 的地球资源观察与科学（EROS）将气象卫星观

测数据与全球范围内地面观测站三十多年的降雨数据进行了耦合。 

UCSB 的地理系气候灾害研究组助理研究员格雷戈里·J·胡萨克（Gregory J. 

Husak）称： “该数据集力图将质量最好的雨量站观测值与卫星温度数据及降雨的

独特空间特性相结合，为气候和农业监测提供可得的最好降雨信息。” 

这个新的数据集使得干旱和饥荒早期预警的专家可以近实时高精度地对全球

大部分地区的降雨进行监测。CHIRPS 数据可纳入气候模型中，与其他气象和环境

数据联合使用，以预测将来的农业和植被条件。 

CHIRPS 乃为干旱监测专门设计，已用于识别可能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的热点地

区。东非大部分地区 2008、2009、2011 和 2012 年经历了连续的少雨季节，目前仍

在恢复中。因此粮食价格依然很高，特别是南苏丹，该国的内战导致一百万多人流

离失所。 

肯尼亚高度依赖位于维多利亚湖旁大裂谷中的高产农场。通常，丰沛的春季降

雨能够保障作物的高产，满足千百万人的粮食需求。然而，今年，CHIRPS 数据集

表明，本生长季的开端情况不容乐观。CHIRPS 数据集的长期历史记录显示四月的

降水总量为 34 年来最低（整个月的降水仅为约两英寸）。此信息已传达至美国国

际开发署（USAID）的饥荒早期预警系统网络，同时也促进了对作物歉收的实地评

估。 

除提供高精度、近实时的信息以支持早期预警之外，UCSB 和 USGS 的科学家

们还将 CHIRPS 数据用于探索降雨的最近趋势。例如，长期降雨美国西南部和东非

最东部地区的长期降水量都在减少。科学家们与 USAID 一起，将这些信息纳入了

非洲开发与应对策略中。 

“我们的最新研究表明，这些地区降水量的减少可能与太平洋西部和印度洋东

部的升温有关。” USGS 的 EROS 里的研究科学家克里斯·芬克说。 

CHIRPS 数据可以帮助指导气候智能型的开发工作，还可以帮助水资源管理者、

水力发电公司、自然资源管理者和减灾机构为气候变化做好准备。 

摘自：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5/054003 

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5/05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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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新的无化石燃料过程使生物柴油实现可持续 

一种由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开发的新的燃料电池可以让生物柴油厂消除

生产过程中对化石燃料的依靠，同时杜绝有害废物的产生。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和研究人员之一吉玛·雷格拉（Gemma Reguera）

表示，这一平台采用微生物从甘油里提取乙醇，增加了废水净化的额外好处，允许

生产商再次将乙醇和水共同投入到燃料生产过程中。 

“在一个饱和甘油市场里，传统方法要求生产者将有毒废水运送到处理厂，产

生了高额的支付费用，”她说。“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微生物直接在源头清

洁水，让生产者生产生物乙醇代替石化甲醇。同时也有效地处理有害废物的问题。” 

这一发表在《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上的文章表明，雷格拉开发的平台的关键

是她获得专利的自适应工程细菌——硫还原地杆菌。 

地杆菌是天然产生的微生物，在清理核废料和改善其它生物燃料过程上已被证

实前景光明。雷格拉对这些细菌的研究重点放在它们的导电菌毛或纳米工程上。在

清洁的生物燃料生产中这些毛状附属物管理着电活动。 

首先，雷格拉与主要研究人员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生艾莉森·斯皮尔斯

（Allison Speers）和詹娜·杨（Jenna Young），改变地杆菌的特性使之能够抵抗大

量有毒的甘油。下一步，该团队寻找可以发酵成乙醇的合作性细菌，从而产生可以

“喂养”地杆菌的副产品。 

 “中间需要一些调整，但我们最终找出了一个强大的细菌与地杆菌配对，”

雷格拉说。“我们将它们像舞伴一样配对，对每一方都进行改造直至协同工作，消

除所有废物。” 

如此配对之后，该种细菌可以无穷无尽地消灭毒副产品。 “细菌发酵带有甘

油的废水生产生物乙醇，可在石油原料生产生物柴油中重复使用。地杆菌在甘油发

酵过程中去除所有废物来发电，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这个前景光明的过程已经被经济开发商看在眼里，他们帮助扩大研究规模。通

过密歇根翻译研究和商业化的批准，雷格拉和她的团队正在开发可以处理大批量废

物的原型。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57421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5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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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全球咨询纵览 

全球：美国宇航局和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同意开展地表水调查 

美国宇航局（NASA）和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NES）准备共同建造、发射并运行一颗卫星，

这颗卫星将首次对地球地表水的进行全球尺度的调查，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绘制海洋表面高程地

图。地表水和海洋地形（SWOT）任务计划的开展时间定在 2020年。 

湄公河：由于老挝的建坝计划，峰会尽显紧张情绪 

在近期举行的第二次湄公河委员会峰会上，老挝提出的在其南部的湄公河上建造一个新大坝的

计划引发紧张情绪，大坝拟建地点距离与柬埔寨的共同边界只有一英里。 

老挝计划在今年年底开始建设 Don Sahong水坝，柬埔寨和越南据称都表示反对，两国认为老

挝应该遵守 1995年签订的湄公河委员会条约。 

包括泰国在内的其它三个湄公河沿岸国家认为出于对水坝带来影响的关注，需要对此项目展开

磋商。但老挝声称受此大坝影响的水量很小，因此不必要进行磋商。 

越南已经表示了对流入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泥沙不断减少的担忧，这可能会引起关键水稻种植

区遭受海水侵蚀。 

柬埔寨也认为大坝会影响鱼类的迁徙和繁殖方式，对鱼类种群是一个威胁。东南亚国际河流项

目主任 Ame Trandem说：“这是对区域合作的考验，但考验正滑向失败。老挝无视 1995年条约的

做法树立了极其恶劣的先例。” 

中国：部长承诺贯彻农村水源安全计划 

中国水利部部长在一次全国性视频会议上提出国家必须努力确保农村地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

他指出，到 2015年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农村居民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并补充说：“我们必须保证

这一目标的完成。” 

美国：环保署设立基金保证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环保署向 14个社区发放总额 86万美元的资助金，旨在推动绿色基础设施的使用，以减少

水污染、提高社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抵抗力。项目包括缅因州一个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和概念设计，该项目预计将缓解洪水和雨污合排溢流问题；还包括为丹佛的超城市环境和交通运输

项目设计绿色基础设施标准。 

美国：科罗拉多州水保护计划启动 

一个新的跨州水保护计划—科罗拉多河川系统保护计划—已经开始启动，项目获得了 2百万美

元的种子基金，分别来自南内华达水资源管理局、亚利桑那州中部水源涵养区以及南加利福尼亚大

都市水源区和丹佛水利局。垦务局还将提供 3百万美元。资金将帮助农民和企业支付用于提高用水

效率和保护措施的花费，减少其对科罗拉多河水的使用量。 

美国：加利福尼亚考虑将州引水渠流向转向 

加利福尼亚州水资源部门正在考虑州引水渠的反向流动，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意在减轻干旱对

州北部的影响。这一复杂的、几百万美元的艰难挑战需要动用泵。（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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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联合国水机制对全球水资源目标提出建议 

  

联合国水协调机制开展了一项专家咨询工作，旗下的 31 个联合国成员国与其 36 个国际合作

伙伴相聚一起，分享经验和知识，共同分析 2015 后发展议程中水资源的角色和地位。 

讨论形成了一个联合国系统的明确技术建议，希望成员国在 2015 后发展议程中优先考虑水

资源问题。这个宽泛的目标将凸显水资源对人类与环境的根本重要性。 

提出的这一目标是基于千年发展目标以及里约+20 峰会上认可的重点领域等已有承诺，并进

行了扩展。该目标提供了一个普遍适用但又与具体国情相适应的总体框架，考虑了核算成本、利

益与实施手段等问题。该框架拥有一整套清晰的目标与参数，可因地制宜地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

与重点目标进行调整。 

 

2015 年联合国水机制萨拉戈萨国际年会 时间：2015 年 1 月 15-17 日 

2015 年后国际水议程将于 2015 年确定。2015 年联合国水机制萨拉戈萨国际年会“水资源和

可持续发展：从愿景到行动”将致力于如何将议程化为实际行动，是一个关于实施工具的务实会

议。 

联合国水机制会议将为世界水日做准备，2015 年世界水日的主题为“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来自联合国各机构与项目、工商业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专家等共计 300 余人将出

席 201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在西班牙萨拉戈萨召开的会议，探讨 2015 后水资源日程的实施方案。

2015 年是千年水发展目标的最后一年，也是生命之水十年的最后一年，因此总结成绩并规划未来

至关重要。 

此次会议将成为水资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将汇总全世界近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总结

水与卫生方面的进展，并将对如何制定未来目标有更好的理解。回顾里约+20 峰会等以往水事活

动，并展望 2015 年世界水日及未来。 

 

（上接第五版）当地受水区也要承担估计 150 万美元到 950 万美元之间的费用。计划允许州

中央受水区从克恩县的地下水库里紧急取水，将水引入引水渠的小的封闭过水面，然后输送到上

游灌溉区。计划的输水总量达到 3 万英亩—英尺（3700 万立方米）。 

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推出新型工业膜生物反应器（07 / 05 / 14） 

通用电气公司推出了一个配置 MACarrier 膜容纳载体的新型膜生物反应器（MBR），旨在帮

助工业企业达到满足严格排放要求的水质，并使更多的水再利用，以及节约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

以上声明发表在 2014 年慕尼黑国际环博会上。 

新型膜生物反应器由通用电气公司中国技术中心开发，将有效的膜容纳载体 MACarrier 与通

用电气公司的 ZeeWeed 500D 膜结合在一起，为难治理的水提供了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