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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水分收集器：对比综述 

 
为了在各种干燥干旱环境下生存，自然界已经衍生出多种适应策略。本篇对比综述

的重点是整合有关根据仿生学来设计水分收集装置的文献的相关信息。目前在用的多数

集水装置并不是受自然启发设计，而那些受自然启发设计的装置所依据的仿生学原理也

通常依赖某一单一物种。这篇综述引用已发表的文献来确定出一系列栖息或生长于干燥、

干旱地区，并会吸收空气中水分的物种（动物（脊椎/无脊椎）和植物）。文章概括了主

要发现，同时列出了综述评论和讨论。然后分析出了表面趋同特征，即一些六边形微观

结构，凹槽状以及圆锥状结构。这种表面特征与表面能驱动下的水流流向产生耦合作用。

据笔者了解，这种趋同进化之前并没有以该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一发现将来也可能成

为实现一种能从空气中收集水分的工程装置。 
摘自：http://iopscience.iop.org/1748-3190/9/3/031002?rel=rev&relno=1 

 三问史上 热年份； 
 NOAA 深度空间观测卫星将提供地球多色成像拍摄图景； 
 ISO14001 修订进入 后阶段； 
 加拿大的新建水电设施； 
 贝勒大学研究员发现首份证据证明中国北方气候变化可追溯于

数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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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三问史上 热年份 
据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和美国宇航局（NASA）确认，2014 年是

有记录的 135 年来 热的一年。 
一年的温度意义何在？某年气温突破纪录对气候变化有何影响？单独看，影响很小，

但 2014 年的高温却不是孤立事件，它是一个较长温暖年系列的一部分。过去 38 年的气

温均高于 20 世纪的平均值，并且有记录以来 热的十年都出现在 1998 年之后。综合考

虑，这些温暖年表明，地球气候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温暖年系列”也有力地反驳

了所谓全球变暖在过去 15 - 20 年已经停止的论调。虽然 1998 年以来,全球变暖的速度确

实比前几十年慢,但从长期看来，全球变暖毫无疑问。而且，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一样，

几年甚至十年的温度起伏不会影响（或粉饰）地球整体逐渐变暖的事实。 
2014 年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一年虽然并未受到太多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但

气温仍然破了纪录。当热带太平洋地区的大面积气温连续多月高于平均气温时，就会产

生厄尔尼诺现象。因此，当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时，就有可能拉高全球整体气温。1998，
2005,2010 年都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成为了气温记录中的 热年份。然而，2014 年的海

洋状况却是介于一般状况和真正的厄尔尼诺现象之间（见 NOAA 近关于厄尔尼诺现象

的博客）。 

图 1.1880 年以来的全球年平均气温，来自 NOAA 和 climate.gov。深红色柱条代表有

记录以来 热的十年，其中 2014 年是 热的一年 
如果你住在美国的东部，你会发现 2014 年的温暖有点奇怪。2014 年的大部分时间

里，这个地区并不是非常温暖，在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州，2014 年甚至是有记录以来排名

前十的寒冷年。但是，该地区并不能代表世界其它地方。事实上，美国东部是 2014 年世

界上为数不多的温度低于平均值的地区（或接近平均值，如图 2）。 
我们是如何测量地球温度的呢？ 

科学家将气象站、船只、浮标和卫星得到的观测数据汇总到一起，绘制出一幅连贯

的地球温度图。虽然卫星时代以前的温度估计可能比现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掌握

全球温度数据的不同独立科学团体之间对数据有很大程度的共识。如：NOAA,NASA，

英国气象局和日本气象厅的记录中，温度估计和趋势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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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图 2.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温度均高于平均值（显示为红色阴影）。美国东部是为数不多的低

于平均温度的地区（显示为蓝色阴影）。来源：NOAA 

 
图 3.不同研究小组对年均温度的估计非常相似，温度趋势几乎完全相同。来源：NASA 

 
今年创纪录的高温是全球变暖的证据之一，除此之外我们周围还有大量其他证据，如：

冰盖和冰川的迅速融化，生长季节的变化，以及动植物向更高海拔和纬度的迁徙。这些都

表明气候变化已非常明显，遏制碳排放已刻不容缓。 
摘自： 
http://www.c2es.org/blog/casolaj/answers-3-key-questions-about-hottest-year-record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深度空间观测卫星（DSCOVR）将提供地球

多色成像拍摄（EPIC）图景 
美国航空航天局为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将于 2015年 1月发射的命名为深空气候观测

站（DSCOVR）的太空天气观测卫星提供了两项地球科学仪器。其中一项称为地球多色成

像相机（EPIC）的仪器将拍摄一张完整地球的照片，而此前还没有单颗卫星完成过这一工

作。此外，地球多色成像相机（EPIC）也将提供有价值的大气资料。 
目前，为获得地球全景图，科学家不得不将轨道卫星拍摄的多幅图片进行拼接。有了

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发射的 DSCOVR 以及 EPIC，科学家能获得地球整个光照面的图片。

为获得这种图景， EPIC 将于距地球 100 万英里的日-地第一拉格朗日点（下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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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上接第三版) （sun-Earth Lagrange point (L1)）轨道上运行。这一位置比月球轨道远四

倍，在这里太阳和地球的万有引力相互抵消，从而可为 DSCOVR 卫星提供稳定的运行轨道。

相比之下，大多数地球观测卫星都在 2 万 2300 英里内绕地运行。 

“不同于个人相机，EPIC 拍摄范围限于 10 个很窄的波段范围内，”来自于马里兰州

格林贝尔特 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 DSCOVR 项目科学家亚当•绍博（Adam Szabo）
表示，“结合这些不同波段的影像，可以确定诸如臭氧、气溶胶、沙尘和火山灰、云高、

植被覆盖等物理量的大小。这些结果将作为数据产品公开发布，能够为其他科学任务所用。” 

EPIC 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洛克希德•马丁高级技术中心制作。它是一个

长约 30 厘米（11.8 英寸）的望远镜，工作于紫外光区与可见光区。EPIC 影像分辨率在 25
公里至 35 公里之间（15.5 到 21.7 英里）。 

NOAA 发射的 DSCOVR 卫星将为预报员提供更为可靠的太阳风速，密度及温度观测，

提高监控太阳有害活动的能力，并代替当前使用的已经老化的研究卫星，预警对地球造成

的不利影响。 

DSCOVR 是 NOAA, NASA 与美国空军之间的合作项目。NOAA 将在其卫星运行设备

中心运转 DSCOVR 卫星，在太空天气预报中心处理数据并发布给美国和世界各地用户。数

据将在 NOAA 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归档。NASA 从 NOAA 获得资金用于整修 DSCOVR
航天器及太阳风仪器，研发地面部分设施以及管理卫星的发射和启动。美国空军则负责资

助和监督 DSCOVR 的发射服务，它也承担由 NASA 资助的地球与太空科学观测站之间二

次传感器的研发。传感器获得的地球科学数据将在 NASA 的 DSCOVR 科学操作中心进行

处理并且由 NASA 的大气科学数据中心负责存档与发布。 
摘自：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59794 
 

ISO14001 修订进入 后阶段 
凭借 2014 年年底投票中 92%的惊人通过率，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新草案现

已进入国际标准 终草案阶段，即 ISO 标准修订过程的下一阶段。每三到五年，所有的 ISO
标准都会接受一次评审，以确保其适用性和与时俱进。在采访中，ISO 负责评审 ISO14001
的分委员会主席安妮·玛丽·沃利斯（Anne-Marie Warris）博士对主要修改和接下来的步骤

进行了解析。 
“ISO14001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境标准”，安妮·玛丽（Anne-Marie）称，“标准将关

注所有的环境问题，包括水、大气、气候、土壤等，并要求对这些问题做出整体思考。” 
本次修订是 ISO14001 标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相较于先前版本，我们将会看到很多改

进之处。这些变化都是基于委员会进行的一个用户调查，该调查获得了 110 个国家的 5000
多份回应。新版标准将更加关注以下方面：战略环境管理、领导力、保护环境、环境绩效、

生命周期理念。 
ISO14001 现已进入国际标准 终版本(FDIS 稿)阶段。新版本预计在 2015 年年底发布。 

摘自： 
http://www.iso.org/iso/home/news_index/news_archive/news.htm?refid=Ref1928 



 

5 
 

 

 

 

 

第五版                                                         异域传真 

加拿大的新建水电设施 
加拿大正在加大其大型水电工程的长期投资，在建和兴建了更多水电项目，并将持续关注

小水电项目。在这些大项目中， 迫切开始的是 BC 水电公司的约翰哈特（John Hart）水电站

重建计划。同时，BC 公司还购入了 1.1GW 的 C 点工程新建计划，使得公司的实力大大增强。

此外，BC 水电公司的宏大规划中还有一些其他项目，如和平河（Peace River）上的主要工程

以及拉斯金（Ruskin）大坝和电站的升级改造。 

加拿大的另一个大型新建项目是马尼托巴（Manitoba）水电公司承建的克亚斯克（Keeyask）

发电站，装机容量 695MW，项目主体工程将于今年中期动工。 

特加米河下游（Lower Mattagami）水电站扩建项目第一批新增发电机组开始发电，这是

安大略水电公司（OPG）一项投资 26 亿加元的里程碑项目。OPG 还对推迟竣工的尼亚拉加

（Niagara）电力隧道进行了后续分析，结果表明后期赶工的速度不仅更快，而且工程比预期

更便宜。 

魁北克水电公司的大型工程近年来都取得很大进展，目前该公司的建设重点集中在总装机

为 1570MW 的罗曼（Romaine）计划的四个项目上。 

纳尔科能源公司（ Nalcor Energy）正在努力推动其下邱吉尔水电工程（Lower Churchill）

计划第一阶段的建设，该工程主体结构的混凝土浇筑已经开始。 

BC 水电公司已开始了约翰哈特（John Hart）水电站重建项目主体工程的建设，该项目投

资 1.1 亿加元，该公司的计划中还包括一系列其他改进和新建工程，如 C 点工程，已接近入场

工作。 

约翰哈特工程 

今年年中，合资公司 InPower BC 的约翰哈特电站重建工程主体工程破土动工，该工程位

于坎贝尔河（Campbell River）上。2014 年底前，地下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按计划顺利进行，

施工部分计划于 2018 年竣工。完工后，约翰哈特水电站的装机容量将从 126MW（实际运行装

机只有 121MW）提高到 132.2MW，年平均发电量将增长 7%，达到 835GWh。 

约翰哈特电站坐落在温哥华岛，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运行至今。这次重建将拆除部分关键

结构，如厂房和压力钢管（3 x1.8km），取而代之以一条 2.1km 长的引水隧洞。其他还有一些

基础设施的改建，包括更换一个进水口以及新建过水设施。 

C 点工程 

C 点工程是 BC 水电公司新增的一大笔资产，从 2023 年起，设计年均发电量为 5100GWh。

共同审查专家组判定，C 点工程是一项大大促进地区能源供应的高效益工程。基于这样的判断，

BC 水电公司就工程的土建部分发布了申请资格（RfQ）。该项目位于 BC 省东北部的和平河上，

主体结构包括两个混凝土衬砌的引水隧洞（2 x 10.8m i.d.）和两座大坝，一座堆石坝（长

1050 米，高于河水位 60 米），另一座为碾压混凝土坝（长 800 米，高 70 米）。土建工程还

包括厂房和溢洪道的混凝土施工。通过环评等审批后，根据采购计划，工程建设将从 2015 年

的第三季度开始。 

贝内特/施勒姆工程 

和平河上还有 BC 公司号称“其电力系统基石”的两个主要资产，即威廉·安德鲁·塞西

尔·贝内特坝（WAC Bennett）工程及它附近的 2730MW 的戈登·M·施勒姆（Gordon M Shrum）

电厂。该电厂的发电量约占 BC 水电公司的四分之一。贝内特大坝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目前

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其厂房也正在进行 19 个升级项目。2010 年，BC 水电公司关于大坝升级改

造的申请就获得批准，其中，厂房改善的关键是替换五个旧机组，这将使每年的发电量增加

177GWh。公司称，已投入 1.986 亿加元对三个涡轮机组进行翻新升级。由于第一台更新机组在

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空化问题，随后又对所有机组实施了减缓空化措施， 后的两台机组也将

翻新升级并于 2017 年重新投入运行。 

摘自： 
http://www.waterpowermagazine.com/features/featurecanadian-constructions-4462675/ 



 

6 
 

第六版                                                         资讯快递

贝勒大学研究员发现首份证据证明中国北方气候变化可追溯于数千年前 
贝勒大学一名地质学家与一个国际研究团队采用一项相对较新的科学测定技术

首次证实了中国北方地区 4200 年前发生了一次显著气候变化，影响到该地区的植被

并导致该地区发生人口大规模迁离。 

 

该大学文理学院地质学教授史蒂夫·福尔曼（Steve Forman）博士与合作研究人员

采用了一项称作光释光法（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的年代测定技术发现

了关于中国浑善达克沙地（Hunshandake Sandy Lands）淡水湖系统降水锐减的首份证

据。这一极端气候变化影响造成了区域干旱，土地荒漠化，并导致了中国北方地区新

石器文化大规模迁移。该研究发现发表在 2015 年 1 月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上，可在线阅读。 

“凭借我们独特的科研实力，我们敢断言，急剧的气候变化显著改变了该地区的

降水，虽然要了解这种改变所发生的原因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福尔曼表示。 

在 2001 至 2014 年间，研究人员调查了整个浑善达克沙地的沉积剖面，得出的结

论是季风系统所发生的一次不可逆转的突变造成了浑善达克沙地的陡然干旱，并对人

口造成了一系列影响。水流的中断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人类活动并且限制了该地区的

用水。气候突变可能对浑善达克沙地畜牧和农业文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次气候变化以及浑善达克沙地的干旱如今仍在对当地人群造带来不利影响。浑

善达克沙地至今依然干旱，即使投入大规模的修复工作也不可能使其重新长出茂密的

植被。“这项研究对于了解人类如何响应并且适应显著气候变化具有深远意义，”福

尔曼表示。 

摘自： 
http://www.baylor.edu/mediacommunications/news.php?action=story&story=152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