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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污水也能喝：解决新加坡的水问题 
污水可以循环利用以提供比自来水更干净的水源吗？能找到这样的情况的地方就是国土面

积小但高度城市化的新加坡。 

新加坡国土面积将近七百五十平方千米，居住着五百万人口。新加坡的发达经济闻名于世，

但缺乏一样必需的资产—水。长期以来水安全是新加坡重要的国家性问题，其一半的水源供给来

自邻国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的水供给协议到 2061 年期满。 

新加坡为保证水源充分供给制定了包含四方面的战略：进口、海水淡化工厂、高效的集雨和

污水循环利用。雨水通过排水沟、渠道、河流、集雨池和水库汇集，但是真正的希望在于由公共

事业局发起的发展污水处理的膜技术的“新水计划”。通过由栅栏和膜组成的四步骤处理，污水

中的固体、微生物和污染物被去除，获得可供居民生活和工业使用的水。十年之后该项技术可以

满足新加坡百分之三十的水需求，并计划在 2060 年前扩大三倍。 

工业用水需求将进一步在与为工厂提供循环工业用水的日本明电公司的合作中得到满足。每

天有一个半奥林匹克游泳池体积的水得到过滤和处理。 

终的目的是实现更加高效和经济的工业污水处理技术。 

“未来有两大挑战”，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阿西特·比斯（Asit Biswas）教

授认为，“第一是怎样使水系统耗能减少，第二是改变使用者的用水行为。” 

若能成功应对如上挑战，这个小小的岛国便能享受长久的繁荣。 

摘自：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japan/11045921/Fukushima-radioactive-water-ic

e-plug-plan-fai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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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以天然气替换煤炭未必能够减少碳排放 
研究人员发现，尽管天然气电厂单位发电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更低一些，将

美国电厂由燃煤转为天然气发电并不会显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这是因为，

以天然气替代煤炭将延缓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部署，降低其成本竞争力。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发电过程中没有任何气体外泄，无论

采取哪一种气候政策，结果都一样。在气候政策缺失的情况下，大量使用天然气

将提高整体用电量。 
目前燃煤发电厂供应了全美大约 40%的电力。美国环保局提出，到 2030 年，

主要依靠天然气代替煤炭，以减少碳排放。天然气发电厂每度电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比燃煤发电厂少了将近 60%。而随着水力压裂技术的出现，家用天然气供应量

增加了。 

2005-2055 年美国发电类型构成图。A 图为天然气高供给量，B 图为低供给量。

近来围绕天然气的讨论大多集中在生产过程中的甲烷泄漏量，以及相较于

煤，多大的泄漏量会使天然气丧失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优势。但研究发现，增加天

然气的使用并没有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因为用电量增加了，低碳电力资源

的推广速度也被延缓了。虽然能够彻底避免甲烷泄露，但使用天然气并不会大大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能够减少排放的是碳税及排放总量控制，而不是天然气

的使用量。 
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出台任何新的气候政策，假定甲烷泄漏率（逸散排放）

为 1.5%，2013-2055 年天然气高供给量情景下的累计排放量仅比低供给量情景低

2%。即使将泄露率设为 0，结果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该研究团队在《环境研究快报》（ERL）上写道：“碳税和排放总量控制虽然

能够减少天然气供应量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但仍然存在影响，因为在所有

的气候政策中，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都很低。只有《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能

够保证，无论是天然气高供给量还是低供给量的情景，可再生电力使用量都能保

持在同等的水平，因为该政策强制规定了可再生电力的使用，从而减低了天然气

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市场竞争。”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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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模型再现中国雾霾 
在 严重的雾霾记录中，其中一次发生在 2013 年 1 月，这次雾霾席卷了华北

平原，影响了近一半的中国人口。 严重的时候能见度下降到 100m 以下，PM2.5
峰值浓度超过 500µg/m3，是国内浓度限值的 6 倍以上。 

这些数据如此之高，传统空气质量模型已难以对其进行模拟，或许存在某种机

制未被考虑。中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猜测，气溶胶辐射的相互作用可能就是未被考

虑的机制，因此决定对其进行研究。 
清华大学王建东（音）认为：“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太阳辐射、温度、风速

和其他气象参数的影响上。这次我们将气溶胶辐射的相互作用考虑进来，并分析其

对 PM2.5 高浓度片区的作用。事实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我们发现，在高污染

发生期间，气溶胶辐射的相互作用能明显改变区域气象条件，并进一步提高 PM2.5
的浓度。” 

王建东及其同事发现，2013 年 1 月北京雾霾期间，高浓度 PM2.5 造成地面太

阳辐射减少，从而导致大气边界层（PBL）更加稳定。当考虑了气溶胶消光因素，

北京大气边界层峰值高度从 690m 下降至 590m。由此可见，大气边界层稳定性能够

抑制空气污染扩散并推高 PM2.5 浓度。 
研究团队还发现，高浓度 PM2.5 能够以两种方式影响大气边界层的温度。PM2.5

污染在地平面层减少地表太阳辐射，使地面温度降低。同时，黑碳（black carbon）
等能够吸收光线的微粒则提升了大气边界上层的温度。这一过程加强了雾霾期间的

逆温现象，使大气边界层更加稳定。 
王建东指出：“研究结果表明，在模拟雾霾事件时，不应该忽略气溶胶的反馈

作用。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气象条件和排放对重度 PM2.5 污染事件的贡献，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 PM2.5 模拟和观测之间的差距，有助于理解重度 PM2.5 污染

事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 
气溶胶与气象条件的相互作用并不限于大气边界层。湿度的变化、风场和云的

特性也对雾霾事件有深层的影响。研究人员计划在今后的工作中对这种效应进行分

析。 
亚洲开发银行一项新的报告警示称，如果继续延续化石燃料密集型的发展道

路，则到本世纪末，气候变化每年将导致南亚经济削减 9%。 
该报告警告称，如果将洪水、干旱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破坏包括在内，则人

类和金融损失可能会更高。报告预测，到 2050 年，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

代夫、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经济的年度 GDP 将平均损失 1.8%，并将在 2100 年上

升到 8.8%。该预测的前提为假定全球气温将上升 4.6ºC。 
报告发现，马尔代夫和尼泊尔所受冲击将 为严重，经济损失将分别达到 12.6%

和 9.9%。地势低洼的孟加拉国经济损失将达到 9%，印度的农业也将承受相当大的

风险。不丹面临的风险包括冰川融化和其他与气候有关的极端事件，将削减其 GDP
的 6%。斯里兰卡将面临着沿海和农业资源的普遍退化，经济损失超过其年度 GDP
的 6%。报告得出结论：如果全球温度上升不超过 2ºC，则到 2100 年南亚经济仅会

下降 2.5%。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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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变化：气候变化报告分区解读 
CNN—美国《国家气候评估报告》涌现了诸多议题，比如由于海平面上升给公共基

础设施带来的风险，温度变化给农业生产造成的利与弊等。下面将分区域解读《国

家气候评估报告》，以了解美国的生存环境或将迎来何种影响。 
西北地区—山上的积雪对西北地区至关重要。积雪在春天融化，为水力发电厂和农

作物灌溉提供水源。但是部分由于融雪水的变化，季节性水模式随之改变，该地区

的生态多样性和地理情况面临挑战。 
西北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核心区域—将会强烈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人们的生

活区、娱乐区以及公共基础设施都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与此同时，森林火灾

很有可能增加。在短时期内，一些作物将受益于较长时间的生长期，但是从长远来

看，后果很不明确。 
西南地区—西南地区，尤其是加利福利亚州已经看到了海平面上升和温度变化带来

的后果。火灾给若干社区造成了严重破坏，由于海浪的侵袭，沿海地区也遭受损害。

当地居民需要稳定的水源供应，设想融雪水和溪流量减少，将对当地生活带来何种

影响？ 
大平原—本报告将从德克萨斯州到蒙大纳州和达科他州的一大块中部的地区归为

大平原地区。整个地区的水资源和能源需求将增加，温度将上升。建筑制冷或保温

所需能量的变化将对能源使用效率有重大影响。 
气候变化不一定只有消极影响。例如，北部平原上降雨的增加或会帮助农业增产。

但是在中部和南部的平原，降雨量减少意味着作物减产。 
中西部—中西部是美国重要宝藏—五大湖区的所在地。然而，气候变化意味着生态

系统会遭遇例如入侵物种和有害藻类的增加，以及湖滩健康恶化等变化。另一方面，

湖面上的冰减少，将延长通航季节。但是在其他地区，气候变化使得生长季节延长，

但极端天气事件例如毁坏作物的冰冻灾害或许会抵消这一有益影响。 
东南部—海滩以海滩、海产品和港口著名的东南部，也是国家两个重要城市—亚特

兰大和迈阿密的所在地，将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海平面上升与飓风和热浪等

极端气候将尤其影响这一区域。由于如此多的城市、道路、能源设施和城市水供给

都位于沿岸地带，使得危险加剧。炎热天气将愈加炎热，尽管这一地区的气温变化

比其他地区的小。 
东北部—纽约、华盛顿这两个美国的政治和金融中心被归于东北地区，必须经得起

热浪和倾盆大雨的袭击以及海平面上升。东北部高度城镇化，酷热和其他气候条件

将对人口产生重大损失。已经有一些城市在城市刮花中考虑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

农业和渔业将经受考验，农民可以选择探索替代的作物，但是道路艰难且代价昂贵。 
摘自： 
http://edition.cnn.com/2014/05/06/us/climate-change-by-region/index.html?iid=article_si
de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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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土壤储藏的碳量超过科学家的估计 
降雨对平均碳周转时间—碳进入大气之前通过光合作用被固定的时间—的影响

与温度的影响至少处于同水平。这个结论是研究者结合三个数据库创建的第一个针

对全球土壤的总碳储存量分析得出的，包括一米以下土壤的碳储存量。 

 
全球碳存储量 

研究团队发现，雨量增加使得碳流通速度加快。这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分解植

物的微生物新陈代谢需要水，植物的残骸在沙漠中比在雨林中分解慢许多。 

研究者发现，储存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尤其是土壤中的碳比科学家预计的多许

多。他们提出，世界上差不多有两万八千亿吨碳储，比之前的研究多了将近四千亿

吨。其他 近的研究表明，土壤储存了更多的碳，而地面以上储存的碳比之前估计

的要少。研究团队发现，碳的平均流通周期是 23 年。在热带地区，碳流通周期是

15 年，然而，在北纬 75°，碳释放到大气需要 255 年。在北方森林里，平均值是

53 年，在北极，平均值差不多是 65 年。 

正如预期的一样，暖和的温度通过加快已死生物的分解加快碳的流通速度。但

是热带草原对降雨的反应却是出人意料的，他们的碳流通周期随着降雨增加而减

少，尽管降雨增加使得树木生长茂盛。由于树木的寿命更长，预计碳在生态系统中

留存更长的时间，但是有可能在树木茂盛的地方，森林火灾更加频繁，很快将碳释

放到空气中。研究者表示，碳储存在生态系统中的时间长度对于碳平衡至关重要。 

每年，陆地生态系统吸收大约一千二百亿吨碳，但是生态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

反应是预测气候的 大的不确定因素之一。研究者相信，这个研究 终能帮助改进

全球碳模型，全球碳循环周期时间被这些全球碳模型平均低估了 36%。卡瓦海斯相

信这些模型也需要注意降雨对碳流通周期的影响。 

“我们的发现显示，未来的气候/碳循环反馈情况可能比目前预计的和地球系

统模型中考虑的要更强烈的依赖于水文循环的变化，”来自德国、葡萄牙、加拿大、

英国、意大利、瑞士和瑞典的研究成员在《自然》中如是写道。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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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全球研究报告显示清洁能源在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 
根据本周发布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Climatescope 2014 研究报告显示，发展中国

家在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中占有很大并迅速增长的份额。这表明可再生能源技术在新兴

市场与其在发达国家同样具有成本竞争力。  

Climatescope—第一个集分国别年度评估报告、指数和互动网络平台于一体的研

究工具，提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 55 个发展中国家有关清洁能源

投资的 清晰数据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清洁能源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电装机容

量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增长，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一倍多，总计新增 142 吉瓦（超

过法国目前的装机量）。  

Climatescope 的主要研究发现包括：  

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中国、巴西、南非、印度、智利、乌拉圭、肯尼亚、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乌干达；中国排名第一，但巴西紧随其后：中国排名 高，为世界上

大的风能和太阳能设备制造基地及对上述设备需求 大的市场；南非、肯尼亚和乌干

达名列前茅：此三个国家均有大型清洁能源项目和投资计划；南非在过去两年内吸引

了近 100 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额。 

泛美开发银行（IDB）、多边投资基金（MIF）、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以及

奥巴马总统提出的“非洲电力”计划执行机构之一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委

托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对太阳能、风能、小型水电、地热能、生物质能和其他

零碳排放技术（大型水电除外）在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进行深度分析和排名。

这份报告将为潜在投资者提供有关各国清洁能源 佳投资机会的宝贵信息。  

Climatescope 项目于 2012 年由泛美开发银行多边投资基金（MIF/IDB）和彭博新

能源财经（BNEF）联合发起，并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的额外帮助下，又囊括了中国的 15 个省和印度的 10 个邦。  

一个国家的排名取决于许多因素：该国的清洁能源投资政策、市场条件、电力行

业结构，在清洁能源领域运作的本地公司的数量及构成情况，以及对温室气体减排所

做的努力等。 终调研结果将为决策者了解更多有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清洁能源投资

市场条件提供 全面和一站式的资讯来源。  

 摘自：www.global-climatescop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