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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的雨水收集系统存储—可靠度—产量关系 
雨水收集系统的储水空间往往很难设计，因为集水系统必须针对当地的降雨模式而

专门设计。我们在此介绍的是一种估算所需储水空间的通用方法，采用地区回归方程来

解释全美大陆的雨水收集系统因气候原因产生的不同表现。我们对有连续日降水记录的

231 个站点进行了一系列模拟，建立了储水量—可靠度—产量关系模型（SRY 模型），模

型的可靠度分别为 0.8、0.9、0.95 和 0.98。多元对数线性回归可以得出包含需求、集

水面积和当地降水数据在内的储水量方程。仅使用两个降水参数时，大陆回归方程即表

现出卓越的拟合优度(R2 0.96 —0.99)，当考虑具有更多同类降雨参数的三个地理区域

时，符合度更高。 

基于预期产量和可靠性、集水面积和当地降雨量统计数据，SRY 模型可以对美国几

乎所有地方集雨罐的规模做出初步估计。我们的方法可以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本文提

供的方程也可用于探究雨水收集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反应。这一模型还可用在地区规划研

究中，用于评估广泛使用雨水收集系统以满足供水需求所产生的净收益。我们列出了此

项工作许多的扩展应用领域。这些广泛应用充分证明了我们的雨水收集系统初级通用

SRY 模型的价值。 

 

摘自： 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7/07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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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理解降水的变化 
随着气候变暖，我们预计全球降水量会增加。但直至 20 世纪末，许多气候模型

都没有显示出这种增长。为了理解这种不一致，来自英国气象局的研究人员开始回

归基础进行探索。 

利威亚·索普（Livia Thorpe）和蒂莫西·安德鲁（Timothy Andrews）研究了大

气层中的辐射强迫对降水的直接影响。这种强迫由于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等物质数量

的变化而导致，一般使降水量减少。温室气体和黑碳等气溶胶浮在大气层上部，改

变大气层的温度，进而使大气层的结构和动力学发生变化。与之相反，地球表面温

度的升高会使降水增加。 

“黑碳对降水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一发现令人意外，”安德鲁对环境研究网表

示，“它的影响远超表层温度升高的效果。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原理，可能与吸收

大气层的日光，改变大气稳定性和循环机制有关。” 

索普和安德鲁利用一个简单的能量守恒模型分离出表层温度升高和辐射强迫的

对立效应，并将这个简单模型计算的降水变化与更复杂的大气海洋环流模型

（AOGCMs）模拟的历史和 21 世纪情景进行比对，结果匹配度很好。 

“这样的结果支持了我们对降水改变驱动因素的理解，”索普说，“我们的方

法也显示出，在认识温度升高多少的同时，还要认识造成温度升高的原因，因为不

同的因素影响降水的方式各不相同。” 

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计算出大气层中每个强迫介质—温室气体、气溶胶等的直接

影响。索普和安德鲁不掌握更复杂模型的大气辐射强迫，所以改为对其进行独立估

算。 

“我们选取了大气顶部的辐射强迫时间序列，能够告诉我们进入和离开大气层

的能量差值，通过进一步计算我们能够估算大气层吸收了多少能量，那么其余的能

量被地球表面吸收。”索普表示。 

两位研究人员还研究了全球降水变化的规律以及表层变暖效应和大气层直接效

应的相应贡献，以确定哪一项对“一切照常”情景下预测的 21世纪末全球降水格局

的影响更大。 

“我们发现表层变暖在降水格局改变中占主要地位，大于大气层直接效应的影响，” 

（下转第三版） 



 

3 
 

第三版                                                          佳作有约

在 2025 年之前消除饥饿：非洲着眼更高的目标 
粮农组织总干事出席非盟首脑会议—零饥饿承诺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粮农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今天对前来出席非盟首脑会议的

非洲国家领导人提升抗击饥饿目标的承诺表示祝贺。 
非洲大陆重申将致力于加强区域粮食安全，包括通过社会保护体系促进“非洲

农业综合发展计划”，建立一个非洲互助南南合作粮食安全信托基金，以及最重要

的是承诺到 2025 年根除非洲长期饥饿。 
在今天举行的非盟大会期间，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非洲领导人正式承

诺将致力于实现若干宏伟目标，以反映“我们期望的农业远景”，其中包括到 2025
年消除饥饿和改善营养。“亟待采取行动，加强对当地和传统营养食品的重视，并

重新审视健康饮食问题，”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说。“我同意各位的意见，即当前

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削减粮食进口费用和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他补充说。 
作为重新关注农业对非洲发展所起催化作用的另一个标志是本周峰会的主题：

“抓住机遇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通过非洲农业转型促进共同繁荣和改善

民生”—而且非盟还指定 2014 年为非洲农业和粮食安全年。 
联合国指定 2014 年为国际家庭农业年，重点关注小农在支持粮食安全方面的

关键作用，并推动政策与实践变革，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潜力。 
非洲的潜力尤其明显，今天这里仍以农村为主，60％以上的农田由小规模和家

庭农民耕种。 
与此同时，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十个经济体中有七个在非洲；其城市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国家和区域市场对食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而目前满足市场需求主要靠进口。 
粮农组织认为，鉴于非洲以年轻人和农村人口为主，而且在未来十年里将有超过

1100 万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非洲的农业部门可以在区域的包容性增长、共同繁荣

和改善生计方面发挥催化剂作用。 
 
（上接第二版）索普说，“了解影响降水改变的区域特征对评估潜在影响和制定缓

解措施十分重要。” 
今后的工作重点在理解未来干旱和洪水可能的变化，或将把简单的能量守恒模

型拓宽成区域尺度，这样降水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也能更强烈地体现。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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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气候变化的人类动力学 

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会独立存在，也将影响人类

生活的方式。 
“气候变化的人类动力学”图表旨在展示一个

全球化的世界里气候和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该图中包含两种类型的信息——当今的人类

动力学，和以现在（1981—2010）为基线预计未来

21 世纪末（2071—2100）气候和人口的变化。 
图上显示的气候预测不包含任何关于适应或

适应能力的假设。它们代表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潜

在的长期影响，也可能被认为是变化的驱动力。该图显示了“一切照常”情景下的温室气体浓

度（RCP8.5），不包含明确的温室气体减排，和“中等”社会经济情景（SSP2）下的人口变化。 
为了帮助读者解读图中信息，在补充信息中包含了全球情况的概述，另外，图上还标注了若干

区域案例研究。然而，不同的影响（正面的和负面的）以及这些影响发生的不同背景以多种复

杂的方式相互关联。我们邀请您与我们共同探索，发现对您最重要的关联。 
区域案例研究 
欧洲 

在欧洲，预计干旱和暖日气温升高，对灌溉水量的需求也将增加，而径流可用的水量将减

少。预计许多主要作物的平均产量将增加，尽管对作物产量的预计充满不确定性，而且前提是

灌溉用水充足。欧洲主要出口小麦和玉米，进口四种主要作物；这将美洲、亚洲的气候影响与

欧洲联系起来。预计一些地区的河流洪水频率将下降，而其他地区，例如英国，将有所增加。 
中东和北非 

北非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缺水现象，预计地中海周边地区干旱天数将大幅增加，年平均径

流量将减少。此外，在已然如此炎热的地区，最热时期的气温预计仍将升高。中东和北非是小

麦、玉米和水稻的主要进口地区，与这些作物主要生产地区气候变化的影响紧密相连。生产地

主要为北美，还有南美、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北欧。 
撒哈拉以南非洲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数量会有大幅增长，伴随着年平均径流量的减少。在大多数地区

已经遭受严峻的食品安全和水资源短缺压力时，这将进一步增加食物和用水需求的压力。根据

2005 年到 2013 年间脆弱国家指数，该地区众多国家的指数都很高，国家治理的沉珂重疾可见

一斑。该地区最热时期的气温、干旱的天数以及洪水发生的频率预计都将增加。 
南亚 

南亚地区人口密度非常高，在这个已经出现水资源短缺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地区，持续的人

口增长将增加对粮食和水资源的需求。小麦和玉米的平均产量预计都会下降，但该地区的主要

出口作物水稻预计会有小幅的增长，不过预计平均产量变化的范围在减少 16%到增加 19%之间。

内陆洪水事件发生的频率预计会增加，由于该地区遭受热带气旋的影响，加之海平面上升，这

意味着沿海地区又有数百万人每年遭受洪水侵袭。 
东亚 

东亚地区进口的小麦、玉米和大豆比例很高。中国进口大豆的份额超过世界总量 40%，以

满足日益增长的动物饲料的需求。这将进口地区与主产和主销地区的气候影响联系起来，主要

是美洲地区。洪水事件发生的概率预计会增加。该地区也遭受热带气旋的影响，沿海高密度的

人口意味着海平面上升很可能会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海水温度上升、海水酸化也可能会威胁

该地区重要的渔业发展。（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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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 
    2014 年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的主题是“能源与水”。这与前两届的主题“水与粮食安全”

和“水合作”的主题一脉相承。水是发展的关键资源，水领域要与关键的涉水社会部门联合协

调，才能妥善管理这项资源。我们需要与粮食安全和能源领域进行实际的积极互动，而不仅仅

是口头空谈。因此，本次世界水周仍会将 “水、能源与粮食安全的纽带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

议题，并积极号召粮食安全与能源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参会。 

在任何社会中，能源与水都具有密切联系。然而，我们发现两个领域在制度、技术和经济

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对称。能源行业大部分已市场化，通常由大型私有企业在国际、地区或国家

市场上运营。而水行业大部分由小型公共事业单位运行，市场由地方市政管理。能源效率是能

源行业发展的驱动力。为了延缓未来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正不断降低单位能耗，提高能源效

率。而相反，水行业仍然存在广泛的低效用水或过度用水，尽管情况已有所变化。促进科技进

步的动力不足。与水不同，在制造业中能源是生产成本的一个主要部分。能源有市场定价，而

且消费者对能源价格也有很强的意识。而在水行业，多以边际成本或成本回收定价，消费者对

水价的意识不高。2015 年，水周的活动将继续针对 “水与发展”这一主题。这一年，国际社

会将在针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制定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并将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变

化会议(COP21)上对新的气候变化协议进行协商。 

 

（上接第四版）东南亚—东南亚属于人口稠密地区，预计人口增长、海平面上升的同时，沿海

洪水和风暴会更频繁地发生，内陆洪水事件发生的频率也会增加。表层海水变暖、海水酸化可

能威胁到这个主要渔业地区的鱼群数量。预期水稻平均产量会有小幅上升，而玉米产量会下降。

这还没有考虑灌溉用水需求增加、径流量减少、干旱天数增加、受风暴影响严重等因素。 

北美—北美是全球小麦、玉米和大豆的主要出口地，是仅次于亚洲的第二大水稻出口地。尽管

小麦、大豆和水稻的产量预计有所增加，但玉米产量下降，因此作物产量的变化预期很不明确。

这些预期变化以假设灌溉用水供给充足为前提。干旱天数、最热时期的气温预期都会增加，但

洪水事件的变化预期并不明确。 

南美—南美是重要的作物生产地，特别是玉米和大豆。在巴西和南美洲北部，玉米、大豆和小

麦的产量预期会下降，而更多的南部地区预期会有小幅的上升。然而，该地区径流量预计会减

少，干旱天数、气温都会增加，同时对灌溉用水的需求也会增长。 

摘自：http://www.metoffice.gov.uk/climate-guide/climate-change/impacts/human-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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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全球会议纵览 

 
2014 年 8 月 31 日—9 月 5 日   斯德哥尔摩水周 

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上世界水理事会谈水与能源的相互依赖、机遇与制约因素。 
    斯德哥尔摩国际水研究院举办的世界水周将于 2014 年 8 月 31 日—9 月 5 日在斯

德哥尔摩进行。今年的水周将重点关注水与能源之间应建立的联系与协调。 
2014 年世界水周期间，世界水理事会将主要参与下列活动： 
“可持续水电：寻找共同点”分会 
时间：9 月 2 日（周二）上午 9 点 
地点：K11 房间 
主旨报告人：世界水理事会主席贝内迪托•布拉加(Benedito Braga) 

 何种机制和激励能促使水电开发过程中考虑其他的用水部门如供水、灌溉、航运

和生态流量？ 
 如何在不同地缘政治下的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妥协，以确保储水足以保证水

安全? 
“绿色增长背景下的水与能源纽带关系”分会 
时间：9 月 2 日（周二）下午 2 时 
地点：T4 房间 
出席人员与单位：世界水理事会主席贝内迪托·布拉加(Benedito Braga)、副主席

多根•埃尔金比莱克(Dogan Altinbilek)及其他会员单位：亚行(ADB)、丹麦水力研究所

(DHI)、法国电力公司(EDF)、国际水电协会(IHA)、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韩国

水资源公社(K-Water)、世界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有何绿色增长的实际案例，用以说明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城市扩张、水资源短

缺等背景下水与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协调水与能源政策，以促进两个领域的绿色增长? 
 
“第七届世界水论坛：举办地韩国大邱市-庆尚北道省(Daegu-Gyeongbuk)” 

时间：8 月 31 日（周日）12:45（待定） 
地点：K16/17 房间 
出席单位：世界水理事会和第七届世界水论坛国家委员会。 

 世界水论坛是为多方利益相关者搭建的平台，旨在聚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寻找

应对当今水挑战的新思路和解决方案。 
 由世界水理事会、韩国政府和大邱市—尚庆北道省组织的第七届世界水论坛将于

2015 年 4 月 12 日至 17 日举行，此次会议是基于此前水论坛制定的解决方案及 2013
年和 2014 年利益相关者磋商会议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