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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中美在能源、森林资源方面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和美国宣布多项合作倡议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在以下领域创建示范

项目：碳捕捉、利用和存储（CCUS）、智能电网、天然气用于工业锅炉的研

究，并宣布有关气候变化和森林资源的新倡议。 

该倡议于 2014 年 7 月 9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发表。在美国国务卿

约翰·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副总理汪洋共同主持的一场

会议上，启动了由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领导的四项智能电网，四项 CCUS 的示范项目。

两国也同意开展一项工业锅炉天然气使用效率的研究，同时宣布有关气候变化和森林资

源的新倡议。 

据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描述，会议阐述了两国国内现有政

策，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之间的联系，双方代表都致力于交流 2020 年后发展温

室气体排放政策和制定排放目标的过程。 

7 月 8 日，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组织了一次特别活动，庆祝 CCUS、绿色数据中心、

氢氟碳化物（HFCs）和“绿色水泥”等领域私有部门业已建立的伙伴关系。同一天，托德·斯

特恩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共同主持了一场旨在达成一项雄心勃勃的 2015 年气候

变化协议的政策对话，并重申两国将恪守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排放的承诺。 

摘自: 

http://energy-l.iisd.org/news/us-china-to-cooperate-on-energy-and-forests-to-tackle-climate-chan

ge/ 

 《天气、气候、水极端事件带来的人身和经济损失图集》； 

 未来缺水情景对当前虚拟水消耗与交易的影响； 

 资讯万花筒； 

 联合国水机制活动信息系统； 

 美国西部新建电厂何处觅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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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天气、气候、水极端事件带来的人身和经济损失图集》

—更好的灾害数据促使更好的决策 

 
《1970-2012 年天气、气候、水极端事件带来的人身和经济损失图集》描述了与

天气、气候、水相关的自然灾害的分布和影响，并强调了提高应变能力的措施。这

是一本由世界气象组织（WMO）、世界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CRED）和比利时

天主教鲁汶大学（UCL）合作出版的著作。 

根据该图集，暴风雨和洪水引发的灾害占总数的 79%，在 1970-2012 年间造成

的死亡占总数的 55%，经济损失达到 86%。干旱造成 35%的死亡，主要由非洲 1975

年及 1983-1984 年严重的干旱事件所致。 

1983 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生的干旱和 1970 年在孟加拉国发生的气旋“波拉

（Bhola）”位列人员伤亡录的首位，分别造成 30 万人丧生。1984 年发生在苏丹的

干旱夺走了 15 万人的生命，1991 年发生在孟加拉国被当地人称为戈尔基（Gorky）

的气旋夺走了 13.9 万人的生命。 

2005 年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1468.9 亿美元，其次为 2012

年的桑迪飓风，造成经济损失 500 亿美元。 

依据死亡人数排名，已公布的排名前十位的灾害主要发生在最不发达国家或发

展中国家，但依据经济损失，排名靠前的灾害主要发生在较为发达的国家。 

“与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在全球呈上升趋势。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

家都忍受着洪水、干旱、极端温度和暴风雨的反复危害，”WMO秘书长雅罗（Michel 

Jarraud）说，“完善早期预警系统和灾害管理能有效防止人员伤亡。但灾害的社会

经济影响在不断增加，因为其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在加剧，同时人类社会变得越

来越脆弱。” 

除全球数据和图表外，该图集还提供了区域层面详细的灾害信息。 

非洲：1970-2012 年，共报告 1319 场灾害，造成 69.838 万人死亡和 266 亿美元

的经济损失。尽管洪水是最普遍的灾害类型（占灾害总数的 61%），但干旱造成的

死亡率最高。 

亚洲：1970-2012 年，共报告 2681 场灾害，造成 91.5389 万人死亡和 7898 亿美

元的经济损失。主要的灾害类型为洪水（45%）和暴风雨（35%）。暴风雨造成的死

亡率最高，占总数的 76%，而洪水引发的经济损失最严重（60%）。 

南美洲：1970-2012 年，共报告 696 场灾害，造成 5.4995 万人死亡和 718 亿美

元的经济损失。洪水造成的死亡率和经济损失都位列第一，分别占总数的 80%和

64%。（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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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未来缺水情景对当前虚拟水消耗与交易的影响 

 

无论国产还是进口，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在消费某种商品时，都会同时购入用于

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水资源（即所谓的“虚拟水”）。因此，基于未来气候变化情

景对当前用水可持续性进行研究时，都需要考虑水资源可得性下降可能对国内水资

源以及虚拟水交易的影响。我们将“跨行业影响模型对比计划”（ISI-MIP）所使用

的“全球气候模型”和“全球影响模型”结合起来，推导 RCP2.6 和 RCP8.5（代表

性浓度路径）两种温室气体浓度情景下未来水资源可得性的变化规律。运用基于水

足迹概念的简单统计方法，我们评价了以上两种情景下水资源可得性降低对国内水

消耗及虚拟水交易的影响。 

从中可以得出，一些国家出现国内水足迹减少的现象，原因在于国内水资源可

得性的降低，这对于地中海及非洲部分国家而言尤其突出。而对于国内并不缺水的

国家（如俄罗斯），水资源消耗量可能因为这些国家从水稀缺国进口的商品出现下

降而受到影响。虽然仅考虑单一温室气体浓度影响时，气候模型预测的范围会比考

虑全部温室气体影响时产生的预测范围更大，但是我们仍然发现，温室气体浓度越

高，产生的整体影响越大。研究结果表明，根据模型预测，无论基于以上哪一种温

室气体浓度，水资源可得性都将呈现下降趋势，因而当前的水资源消耗和虚拟水交

易将无法在未来维持下去。 

 

（上接第二版）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共报告 1631 场灾害，造成 7.1 万人

死亡和 10085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该地区主要的灾害类型为暴风雨（55%）和洪水

（30%）。暴风雨造成的死亡率和经济损失均位列第一，分别占总数的 72%和 79%。 

欧洲：共报告 1352 场灾害，造成 15 万人死亡和 3757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洪

水（38%）和暴风雨（30%）是最常发生的灾害类型，但极端温度造成的死亡人数

最高（94%）。 

摘自：http://www.wmo.int/pages/mediacentre/press_releases/pr_998_en.html 

http://www.wmo.int/pages/mediacentre/press_releases/pr_998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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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资讯万花筒  

全球：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利用 MABEL 定义冰算法   

NASA 将在本周末测试一项机载设备—多高度计实验性激光雷达（MABEL）--

预览冰、云和陆地高程卫星-2（ICESat-2）的可能产出。MABEL 的工作原理为通过

向地表发射激光脉冲并计算每个光子返回的时间来测量地表高程。该项技术将提供

对全球海上浮冰和冰川冰层的准确预估。MABEL 项目使科学家能够开发可分析

ICESat-2 的数据的算法。 

中国：研究发现经济发达省份从缺水地区取水 

国际应用系统研究机构（IIASA）和马里兰大学的最新研究警告称，中国最富

裕的省份对缺水地区造成很大的环境影响。 

该项研究发表在《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上，认为中国许多发达地区不仅消耗

本地区的水资源，还通过从缺水地区引进粮食和其它水密集型产品加剧了当地的水

资源短缺。这不仅造成了环境影响，还对未来整个国家的水资源可获得性存在潜在

影响。 

这项最新的研究利用“虚拟水”概念，通过水交易来追踪水流的来龙去脉。之前

针对水流进行的研究不就水的类型做出区分，但这项新的研究则可以解释为何出现

水的短缺。 

“当产品和服务产生交换时，虚拟水也被交换，”IIASA 和马里兰大学的研究员，

该研究负责人之一孙来祥（音译）说，“例如，生产一吨小麦需要实际消耗 1600 立

方米的水。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口而不是自行生产一吨小麦时，则节约了绝大部分

的水消耗。” 

中国水资源分布不均，较富裕的南方水资源丰富，而北方大部分省市存在缺水

现象。该研究表明水短缺地区之间的贸易急剧消耗了欠发达、贫困地区的水资源。

例如，上海、山东、北京、天津等省市从新疆、内蒙古、河北等欠发达省份引入大

量的虚拟水。 

“从一个缺水地区引进水密集型产品到另一个缺水地区并没有解决水短缺问

题，只不过将压力转移了，”马里兰大学研究院、该研究负责人之一的克劳斯·哈

伯克（Klaus Hubacek）表示。 

日本：世界银行与日本联手发布超大灾难报告（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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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联合国水机制活动信息系统 

 

联合国水机制活动信息系统（UNW-AIS）是联合国水机制（UN-Water）及其

成员、合作伙伴展示并分享涉水项目及学习计划的在线平台，由联合国水机制能力

建设部门（UNW-DPC）进行开发和维护。 

该系统的目标受众涵盖水机制及其成员、合作伙伴以及包括政策制定者、水利

专业人员、研究人员和高知识分子等在内的广大人群，旨在全球及本地范围内共享

信息与知识。该系统包含项目和学习两个核心组件，可进行面对面及远程交流活动，

同时还包含来自联合国水机制工作组、主题优先领域、以及全球环境基金（GEF）

国际水域科学计划赞助下的多个项目制图成果。该系统展示了为实现“同一个联合

国”（One-UN）所做的努力，覆盖了从全球到地方水与卫生相关的领域。 

联合国水机制活动信息系统提供： 

 包含 600 多个水利项目和 3,500 份项目相关文档的全球性、可检索的数据库 

 学习资料库和学习平台，目前有联合水机制成员及合作伙伴所开展的近 20

个培训活动 

 用户友好的界面，用于显示、更新和导出数据 

 开源的模块化 IT 架构 

摘自：http://www.unwater.org/other-resources/activity-information-system/en/ 

 

（上接第四版）世行与日本联手发布了名为“超大灾难的启示”报告，聚焦于 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带给人类的经验教训。报告得出结论，有效规划与未雨绸缪可以帮

助减轻灾难的影响，并主张在极端天气事件愈演愈烈的趋势之下人类必须改变被动

应对的传统，建造提前预防和增强抵抗力的文化。此外，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世行

集团负责学习和创新的副总裁将推出“从危机中学习”的新计划，在此份报告的基

础上继往开来，在涵盖自然灾害的同时，也将研究金融危机、犯罪、安全等其它类

型的危机。摘自：@Water21magazine. 

http://www.unwater.org/other-resources/activity-information-system/en/
http://iwapublishing.us1.list-manage1.com/track/click?u=a578d2ab39eceebc7c8842973&id=25036554bd&e=257ae9bd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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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美国西部新建电厂何处觅水源 

在美国西部大部分地区修建电厂时，淡水资源都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挑战。研

究人员首次在区域尺度上对可用水资源量进行评估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该研究考察了美国西部的1,200个流域，研究对象不仅包含地表淡水和地下淡水，

还包括其他水源类型，如市政污水、地下苦咸水和转为他用的水资源——即原本为其

他人（通常是农民）持有使用权的淡水资源，在转为他用的过程中将产生相关成本。 

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文森特·泰德威尔（Vincent 

Tidwell）指出：“如果考虑全部五种水源，大多数流域都有办法满足未来需求，但

需要为额外的水源付出代价——污水和地下苦咸水需要处理，因此利用成本比未被转

用的淡水和地下水更加昂贵。我们的研究表明，未来能源公司将更加倚重这类额外的

水资源，因此在长期规划中将不得不考虑这部分额外费用。” 

研究人员为这五种不同水源开发了新的可得性评价指标体系，因为现有的评价体

系并未考虑水源获取过程中往往受到制度管制的限制，比如州际合同、条约、水权分

配方案等。 

制定这些评价指标并不容易，因为研究人员所能利用的是各个州和联邦机构收集

的原始数据。必须综合考虑系统的复杂性，如物理水文条件、气候和水资源管理体制

等，同时还需要维持与整个美国西部一贯可用的数据之间的平衡。由于数据存在多种

来源，因此需要对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前的情况。 

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指标进行评价之后发现，如果仅考虑未被转用的地表和地下淡

水资源，在所有考察的 1,200 个流域中，61%的地区会因为淡水资源的限制而难以继

续发展。而当考虑所有五种水源类型时，这一比例则下降到 8%，这 8%通常是已经

完成城镇化的地区。 

文森特·泰德威尔认为，“这项研究为能源产业提供了在制定计划的同时减少对

水资源的影响的大好机会。我们的预测并不是为地方尺度上的选址决策提供支撑，也

无法评估现有水资源供应是否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而是为评价特定流域内水资

源开发难度和成本提供一个连贯、可进行比较的度量工具。”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7714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7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