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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水、能源与千年发展目标 
改善能源与水服务是实现大多数千年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例

如： 

妇女和女童常常会每天耗费几个小时去汲水和拾柴，而水与能源

服务改善后可以大大减轻她们的负担，可以使她们腾出时间来接受教

育和参加创收活动。提供更清洁的水与能源服务也可改善女性的健康

状况，促进女性在微型企业及农业生产中的工作。 

缺乏基本的水与能源服务会阻碍个人和社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使

他们无法受益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机遇，对于最贫困人口和妇女和儿

童等弱势群体而言更是如此。水与能源服务的投资将提高人类健康水

平，降低贫困，并增加教育和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

展。 

在许多贫困国家，生物质能占家庭能源消费的 90%。因此，生态

系统服务是低收入国家能源供应的保证，同时也受到这些国家能量载

体的普遍选则及总体消费水平的影响。水安全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一

种必要的互惠关系，也因此可以节约能源。 

联合国大会宣布 2014至 2024的十年为向“所有人提供可持续的能源十年”。这个十年强调

了能源问题对可持续发展以及 2015 年后的发展议程解读的重要性。它强调了提高能源效率、增

加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节能技术比例的重要性。提高能源模式的效率还可以减轻对水资源的压力。 

摘自： http://www.un.org/waterforlifedecade/water_and_energ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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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清洁与能效生产  

清洁与能效生产在英国被称为 Clean and Energy Efficient Production (CEEP)，其

目的是使制造过程更节能；耗水量更少；产生更少的废弃物，当然也包括减少有害

排放。CEEP 正逐渐起效：英国近一半的工业废弃物得到循环利用，并且只有不到

25%的废弃物需要填埋。这表明自 2002 年以来，工业废弃物下降了 43%。  

清洁与能效生产本质上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关注标准的工厂需求。标准的

工厂需求指的是可以为大多数工厂所使用的技术与服务，涵盖领域包括建筑设计、

照明、工厂供暖、制冷及空气调节。另外还包括水回收和水处理这类废弃物管理。 第

二是偏重具体行业及其生产过程。例如，陶瓷行业安装节能窑；食品加工行业安装

热回收系统；以及发电行业优化燃烧技术。  

以下两个案例表明，通过识别热点，企业可以找到节约资金的方法： 

英国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JLR)制定目标，到 2020 年，在 2007 年的排放水平基

础上减排 30%。该公司对其制造系统和递送机制做了大量的改进以提高其效率。现

在所有路虎车上 85%的部件由可循环使用材料制造。  

此外，企业在其制造工厂的屋顶安装了光伏电池，并在办公室安装了热效率系

统。这些措施使生产每辆车的能量消耗降低了 23%。在 2010-2012 年期间，捷豹路

虎削减 CO2 排放量达 2.7 万吨，在此过程中节约了 400 万英镑。该公司还致力于教

育员工和供应商，使废弃物降至最少：捷豹路虎要求供应商尽其可能提供可再利用

的包装，以便能够将其送回和再次使用。  

捷豹路虎代表了英国尖端汽车技术，而处于传统行业中的企业也已采用清洁与

能效生产技术。“Johnson 瓷砖”始创于 1901 年，是陶瓷行业制定环境标准的公认领

导者。生产的每一片瓷砖 28%的材料为回收陶瓷材料，它们来自于该企业自身的废

物回收计划。  

此外，该企业还收集周边工厂的废弃物，将其用于陶瓷制造过程。这一措施每

年可避免填埋 2 万吨陶瓷废料。该企业还在其它运营方面采用综合方法，安装节能

照明、废热回收系统以及废水回收系统。将两次烧结变为一次烧结生产，这一制造

工艺的改进使能耗降低了 30%。该企业还关注其它部分的操作以节约资源，现在该

企业尽可能地购买二手托盘并维修损坏的托盘。该企业 92%的包装为可回收材料，

所有纸板和塑料废物都得到回收。（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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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是良好的能源政策的核心。针对提升能效的投资通常会经

历一段低回报期，但能从提升的经济竞争力中得到显著的收益，同时还具备一个

尚待开发的巨大潜力，即以较低甚至为零的成本减少单位输出所消耗的能量。但

也存在切实的障碍。减缓气候变化和减少贫穷日益成为提升能效的主要驱动力，

并可帮助解决阻碍能效提升的障碍。 

发展中经济体有很好的机会通过提升能效来增强其经济前景。设备整修和改

进通常只占商业能源供应成本的四分之一，远远低于新电站的建设成本。提升能

源利用效率也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减轻住户的预算压力、减少政府能源支出等方

式增强了产业竞争力。每一个在建的建筑或工业厂房如果没有达到最佳的能源利

用效率，就意味着失去了在未来几十年中落实低能源消耗的机会。 

此外，提升能源效率可以减少与能源安全相关的压力。目前，许多国家越来

越依赖进口能源燃料，对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也会越发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来抑制能源需求是个非常有力的选择。 

除了全球、国家和产业层面的益处，普通百姓也能从提升能源效率的技术中

显著获益。例如，如今依然依靠生物质获取能源的穷人，可以考虑使用节能炉灶，

这种炉灶需要较少的木材并能减少室内的空气污染。然而就现在情势而言，这些

基本的节能技术还未被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们所享用。在各个层面推动能源效率

提升，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环境影响相平衡做出贡献。联合国的能源机构及其成员，

结合专家和各界力量，将全力支持这一愿景的实现。 

来源：http://www.un.org/waterforlifedecade/water_and_energy.shtml 

 

（上接第二版）如果企业要在即将来临的挑战中生存下来，就必须重视发展

碳管理战略。我们通过这一项目想要强调的不仅是危机，更是机遇。我们对如何

使用资源（和废弃物）思考得越多，我们节约的资金也会越多。 

http://www.un.org/waterforlifedecade/water_and_energ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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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自下而上模型预测山坡新鲜基岩的深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质学家威廉姆·迪特里希（William Dietrich）率先应

用机载激光雷达进行光探测并测距，绘制出山区地形，探测植被覆盖下的地面表面。 

但这对迪特里希来说深度还不够，还是不能看到表面下土壤、底层风化岩石和

基岩的深度。 

迪特里希和地质学研究生丹妮娜·兰浦（Daniella Rempe）提出了一种无需钻

孔来了解这些地下情况的方法，或可更为精准地预测地下径流、影响植被和山体滑

坡的水分，以及水分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这项技术有助于改善目前只考局限于土壤层的气候模型，研究于上周发表在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在线版。 

兰浦说，在气候模型中考虑地下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确定风化基岩的厚度。风

化基岩可容纳山坡上大部分的水，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干旱的夏季。他们的模型

提出山坡上风化基岩的厚度是自下而上受到控制，与目前上部水驱动基岩风化的观

点相反。 

“通过了解山坡中水流淌的路线，可以改善径流对气候、土地利用变化响应的

预测，”兰浦说，“但水文、气候模型中关键输入是土壤和风化基岩的厚度。我们

的模型第一次利用基于地下排水简单理论来跨地形预测这个厚度。” 

自下而上的侵蚀 

伯克利分校的模型融入了数十年不同地区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中地表面都经

受着不断侵蚀，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莱顿维尔附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安吉洛海岸山

脉保护区和俄勒冈州库斯湾附近一个具有类似坡度的森林。模型分析结果适用于世

界各地的山区地形，包括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内华达山脉。 

有机质混合的土壤和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地形关键景观的基岩，是植物根系获

得水和营养、径流的来源，也是被侵蚀后形成滑坡的材料。近些年，地质学家们逐

渐认识到通常位于土壤层下、处于向土壤变化过程中的厚层风化基岩对植被和流域

的影响更大。植物根系通常穿过土壤到达基岩，而兰浦和迪特里希的研究也表明岩

石的蓄水能力远远高于土壤。 

“土壤通常是地表层很薄的一层，不一定是水文作用发生的地方，”兰浦说道，

并指出安吉洛出的土壤厚度不足两英寸，但风化基岩层厚度超过了 80 英寸。“100

多英寸高的冷杉所需水分不完全来源于土壤，因为土壤层太薄了。” 

迪特里希和兰浦提出，在他们的模型中风化基岩的厚度主要通过从土壤层排出

的水分除以下层饱和基岩中水分的比率来确定，水可能存在数十万年，在岩石间极

其缓慢地移动，有时可能每年只移动不到一毫米。由于基岩因构造力而上抬，水从

表面流出，使干燥的岩石受到压裂和化学风化。(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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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2014 世界防治荒漠化日 

 

每年 6 月 17 日为世界防治荒漠化日（WDCD）。今年的 WDCD 的主题是基于生态系统的适

应。 

此次的口号为“土地属于未来，请让土地免受气候影响”。2014 年 WDCD 强调，将可持续的

土地管理政策与实践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方案中将大有裨益。 

土地的可持续管理会提高社区和生态系统的弹性，同时改善人类环境，尤其是在干旱地区。 

2014 年 WDCD 的目标有： 

 提高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中对土地和土壤的关注 

 动员对土地可持续管理的支持 

 呼吁将土地与土壤及其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纳入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中 

2014 年 WDCD 纪念活动于 3 月 3 日在莱索托举行，这一天也是非洲环境日——旺加里•马塔

伊日。活动还结合了联合国荒漠与防治荒漠化十年(2010 - 2020)活动 。 

计划在全球进行的纪念活动包括: 

 各种展览 

 宣布 2014 年生命之土地奖获奖者 

 宣布 2014 年全国旱地斗士 

 发布视频和信息图 

 

（上接第四版）基岩并不排水，除非河道切入基岩，提供了可以排水的地方。为了预测风化基

岩的厚度，伯克利分校的模型只需要了解河道切割的速率和基岩排水速率，由岩石的孔隙率和渗透

率确定。 

重点关注岩石水分 

“这个模型是跨越地形计算风化岩层厚度的第一步，是我们证明‘岩石水分’的地方，也是我

们认为当下气候模型缺乏的部分”，迪特里希说道，“岩石水分可被树木利用，也可能在缓慢排水

时维持河道基流，除此之外我们对它知之甚少。” 

该模型其中一个预测结果与观测结果一致，即风化基岩沿着山脊逐渐变厚。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5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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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中国西南部是否正在经历更加频繁的极端降水? 

 

极端气候已经并将继续对世界各地的建筑和自然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全面了解

极端气候发生的可能性对于管理和减轻自然灾害非常重要。基于 Mann–Kendall

的趋势测试及函数，本研究调查了在中国西南部极端降水的特点以及其影响 （云

南、广西、贵州），通过分析六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和概率特征，包括连续无雨的天

数，连续降雨的天数，年度降雨天数，暴雨天数（R25），5日最大降水量（Rx5）

和降雨天数（RDs）。结果表明，本研究覆盖的地区总体已变得更加干燥（地区年

平均降雨量每十年减少 11.4毫米），并在过去的 60年里经历了更加极端的降水。

研究观测到云南和广西分别面临着相对更高的干旱和洪水风险。然而，各地极端降

水的变化趋势并不统一：广西和贵州面临着更高的极端降雨风险，而在云南，极端

降雨和干旱同时出现的几率则有所增加。同时，所选指标的 10年重现水平趋势分

析暗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云南的干旱有所减轻但广西、贵州、云南的干旱却显

著加重，与此同时，云南和广西的洪水更加严重。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注意极端

降水的不同特征和空间分布差异。 

陆地卫星数据与网格单元分析相结合 

分析全球 50 个城市的土地覆盖变化 
全球城市扩张促使绿地转换为城市/建筑区域。因此，掌握城市覆盖的分布规

律和动态变化对于更好地了解城市的基本特征、变化过程以及土地覆盖变化对潜在

碳储存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提出一个网格方法，采用 1985 - 2010 年的多时相遥

测陆地卫星数据监测全球 50 个城市土地覆盖的时空动态变化。对陆地卫星数据应

用最大似然分类方法来定义不同的时间点的城市化地区。然后，采用带有各自不同

编号的 1 平方公里的网格方块来分析土地覆盖地图及时空覆盖变化之间的联系。我

们计算了不同类型的覆盖在每个 1 平方公里网格中的比例。统计并比较网格的变化

的结果表明，全球 50 个城市的城区扩张与森林、农田和草地的变化呈严重负相关。

研究得出的 1 平方公里网格内的覆盖比例及土地覆盖类型变化之间的空间关系，对

于理解城市发展的以往模式及其后果至关重要，对未来的城市规划、风险管理和保

护策略也有借鉴意义。 

摘自：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6/064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