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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到底怎么影响物种数量及其传播呢？气候研讨中这是个关键问题，但在不

知晓物种的自然变异信息时，这个问题难以回答。目前，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的研究员通过一项发表于主流科学期刊《当代生物学》上的重大研究，首次

给自然变异绘制了详细蓝图。 
由于人类对于气候的影响可能威胁到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物种数量及其

分布这一问题是气候研讨的热点。但是，这问题至今仍没有任何的新发现。乌普萨拉大

学进化生物学中心的克里斯蒂娜（Krystyna）与汉斯•艾勒格伦（Hans Ellegren）通过分

析了大约 40 种鸟类的全部基因组，得以首次弄清楚了这一问题。通过研究鸟类的基因变

异，他们能够计算出这些物种从几百万年前开始在不同时间点表现出的共性。 
“大部分研究物种的数量出现了周期性浮动，”汉斯•艾勒格伦教授说道，“浮动周

期通常和冰期是一致的”。在更新世（第四纪早期）期间，也就是过去的 260 万年，冰

原反复增长，横跨了地球上大部分区域。物种被迫聚集，并造成了生物大量减少。当气

候回暖，冰原消退，许多物种又开始数量庞大起来。这样看来物种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似

乎是气候变异的结果。同时，汉斯•艾勒格伦对于人类影响鸟类生存环境以及气候发出了

警告。“最近的冰期跨越了从 11 万年前到 12 万年前，这一冰期对鸟类产生了尤其巨大

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许多物种在数量上出现了最为显著的缩减。”他说。 
这意味着，人类对于环境和栖息地持续的影响，当然还有气候以及那些对濒临灭绝

物种造成额外伤害的风险，都将这些物种推向无可挽回的境地，并导致其灭绝。通过对

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所列出的其中几种

受威胁物种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有些物种，例如朱鹮，东非冕鹤，褐拟鹑，啄羊鹦鹉，

在人类开始影响他们之前就已经是数量很少了。 
这项研究基于先进的数学计算，可以计算出各个物种在不同时期的存活数量，从而

给出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基因变异。该项研究是这个领域内迄今为止最为广泛的。 
摘自：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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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福伊特为德国水电添动力 
更高效地利用风电与太阳能，减少化石燃料消耗以及提供安全可靠的发电将是抽水蓄能

电站于 2050 年为德国做出的贡献。这是亚琛工业大学受福伊特水电委托，就德国抽水蓄能

电站的前景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得出的结论。 

亚琛工业大学的科学家们以能源转型为大背景，审视了两种情景下抽水蓄能电站可能扮

演的角色： 

 一种情景下，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占到发电的 60%。 

 另一种情景下，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占到发电的 80%。 

研究显示，当可再生能源占到发电量 60%时，如果抽水蓄能系统的装机容量达到 15GW，

那么可新增发电量 20 亿千瓦时。同时，抽水蓄能提供的稳定可靠的蓄能容量可高达 13GW。

如此一来对新建燃气发电厂的需求将会降低。 

第二个情景中可再生能源占到 80%，抽水蓄能系统的效益将进一步显现，预测到 2050
年总出力可达 23GW，这意味着又有 50 亿千瓦时的电力上网。抽水蓄能系统的稳定可靠蓄能

容量将达 16GW，德国需要新建和运营的燃气发电厂数目将进一步降低。抽水蓄能电站将实

现盈利，而发电成本也会降低。同时，宏观经济的效益预计也将显现。 

亚琛工业大学电厂和能源研究所专家认为，这份报告表明了抽水蓄能电站将为 2030 年

后可再生能源的市场融合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此外，抽水蓄能电站也将提供重要的系统性服

务，尤其是蓄能控制，但对提供可靠的发电同样重要。如此一来，抽水蓄能系统可为该国向

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助一臂之力。 

该份福伊特的报告指出，一旦生态友好型电力供大于求时，风电场或太阳能场就会被发

电商暂停运转。然而抽水蓄能电站可以暂时存蓄过剩的绿色能源，在日后需求上升时重新上

网。 

德国现在运营中的抽水蓄能电站其总装机量约为 7GW 。仅在巴登 - 符腾堡

（Baden-Wurttemberg）州和图灵根（Thuringia）州的开发潜力就将近 24GW。有众多项目正

在规划当中。 

巴登-符腾堡州议会的基民盟(CDU)议会小组的主席彼得•豪克（Peter Hauk）曾公开支持

将抽水蓄能电站作为德国能源转型中重要的短期蓄能设施。他在近期访问福伊特水电位于海

登海姆的总部时强调，保证德国和巴登-符腾堡州的中型企业获得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至关重

要。 

豪克表示，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是德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为了成功实现能源转型，

不仅需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还要扩大蓄能设施在内的网络设施。他号召德国应该充分

运用在抽水蓄能技术方面的显著优势。抽水蓄能作为多功能的电站可为成功实现能源转型做

出重要贡献，但这一作用需要纳入一个全新的电力市场设计中加以考虑。 

福伊特在德国工业奖上展现水电实力（下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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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利用气候预测干旱风险 
干旱能影响到人类众多活动，包括农业，能源生产，公共用水供给和水质等。

过去科学界并没有将既往的干旱影响与气候相联系。而如今,一个来自于德国和瑞士

的合作团队在欧洲进行了研究，将干旱影响可能性作为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的函数进行了评估。“这是首

次直接整合了干旱影响的相关信息，”来自于德国弗莱堡大学的维特•布拉胡特（Veit 
Blauhut）在接受“环境研究网站”采访时表示“它是整个全欧洲尺度下的风险分析，

研究领域明确，并且不依赖于主观判断。”以往的干旱风险分析考虑了许多易损性

因子，其权重全靠专家经验来定夺。之前很少有直接整合过去的影响作为易损性的

表征，我们依据干旱影响来定义其易损性，这是因为干旱可能造成的影响正是用户

所关心的。 
根据欧洲委员会的统计，在过去 30 年里，干旱灾害给欧盟各成员国造成了超

过 1000 亿欧元的损失，灾害影响到了欧洲近 40%区域超过 1 亿的人口。尽管很难

弄清楚气候是怎么改变降水的，但大概能肯定的是，地中海及中欧区域干旱问题将

加剧。 
为提出该计算模型，布拉胡特和他的同事采用了《欧洲干旱影响报告》提供的

1970-2012 年干旱影响数据，以及标准化降水蒸发指数（考虑了降水水量的输入和

蒸散损失水量的输出）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布拉胡特说，“这项技术是首创性的，

采用过去灾害影响来代表特定类型影响的易损性，无需依靠主观性的加权。” 
该团队发现，在欧洲，干旱风险取决于研究区域和影响类型。欧洲沿海的水质

风险最高，其次是西地中海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以及欧洲沿海的能源和工业风险。

由于没有数据，欧洲东北部区域不在研究范围内。当前研究员们正在将干旱影响资

料和一系列干旱指标以及灾害易损性因子整合到一个更复杂的模型中，并且将在今

年暑假首次展示计算结果。“此外，我们将一直跟进《欧洲干旱影响报告》，以便

获得更好的数据背景。”布拉胡特说。 
 
（上接第二版）在 2014 年德国工业创新奖评选期间，福伊特代表水电参加角逐，展示

了其研发的环境友好型、紧凑型涡轮机“the StreamDiver”。福伊特在竞赛中跻身大型企业

类前四名，成功战胜 300 多名竞争对手，但最终惜败德国宝马（BMW）。该类别中不乏空

客和拜耳等知名企业。 
在 2014 年 3 月的颁奖典礼上，福伊特水电管理局的代表表示，闯入德国创新奖的决赛

是福伊特水电的巨大成功。虽然没能拔得头筹，但在决赛中得到提名就已经是对福伊特水

电发展的嘉奖，体现了对其水电部门创新实力和“the StreamDiver”涡轮机前景的充分认可。

福伊特运用该涡轮机成功为小水电开发了涡轮发电机组，紧凑、简约且维护成本低。这样

的发电机组可用于之前不具备经济可行性或者受限于环境保护需求的地带进行水电开发，

为挖掘仍在沉睡的水电潜力——例如在现有堰、坝上建站——提供了机遇。 
摘自：《International Water Power & Dam Construction》Septem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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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发展友好型气候—确保在巴黎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英国工商业联合会，是英国最大的商业游说组织，为会员公司提供一个国内和国际层

面的声音。该联合会发布了名为《发展友好型气候》的报告。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商业迫切性  
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说，是势在必行的。科学界主流观点认

为，气候在人类干预下，正发生着变化，因此我们必须对此采取措施。气候变化是一个全

球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全球携手采取恰当的气

候措施，可以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增长和创新。  
全球协议必须引导正确的绿色发展之路  
在应对气候挑战的过程中，企业界起到重要作用。要想有效地应对气候挑战，企业界

需拥有明确的路线指引。而对此，全球协议能在国家层面上提供支持，创造良好的投资、

贸易和竞争环境。换句话说，巴黎峰会上达成的成功协议必须：  
- 构建稳固的减排法律框架 
- 为碳定价的实施和拓展提供基础 
- 促进资金流动和创新  
保持势头以维持长久的协议  
事实上，各国已展露了寻求减排途径的意愿，企业界也努力地行动起来，希望改善自

身的效率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应当再接再厉，将更多问题摆上桌面。一旦在巴黎达成

全球协议，各国应继续努力执行和实施必要举措。  
英国工业联合会会长约翰•克里兰德说：气候变化是企业界和社会各界面临的最迫切议

题之一。其背后的理论和经济学因素都已明了：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否则今后将会付

出更高昂的代价。企业界深知自身必须参与到解决方案中去，因此已经着手创造各种新的、

富有创新精神的理念、产品和工艺，从而减少碳排放，以及开创更能抵御气候变化的经济

模式。此外，我们还知道，气候问题的解决过程将伴随着丰厚的回报：全球绿色市场价值

高达 3.4 万亿英镑。  
各企业在行动前，必须拥有明确的目标、信心和机遇。他们还需要知道大家是同一条

战线上的战友。这就是为何巴黎峰会上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显得如此重要。2009 年，全

球对于在《京都议定书》之后达成新的气候变化协议寄予了厚望，但世界各国领导人从哥

本哈根的谈判桌上空手而归。这一次，各方都睁大了眼睛，翘首以盼，不曾因上次的挫败

而感到丧气。事实上，推动因素就在这儿摆着——欧洲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并且

中美两国已同意采取行动。这个势头必须保持。如果巴黎峰会上，各国都把底牌摆上了台

面，那我们就会看到“力争上游”的情形。 
随着利马气候会议的闭幕，我们现如今拥有了多年来最好的一次机会，我们应牢牢抓

住这次机会，为全球协议打下基础，打造发展友好型气候，并且确保子孙后代拥有可持续

发展的未来。 
摘自： 
http://news.cbi.org.uk/news/a-climate-for-growth-decemb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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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能够加剧飓风破坏 

科学家称，气候变化加剧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强飓风帕姆（Pam）对南太平洋的破

坏作用。然而，气候变化对热带风暴的影响仍待解决。瓦努阿图总统于周一在日本的

一次会议上说，气候变化已加剧了飓风帕姆对其国家的影响。据报道，首都维拉港 90%

的建筑在周末飓风中被摧毁或破坏，6 人在飓风中丧生。 

英国气象局哈德利气候研究中心主管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认为，人类造

成的海平面上升在过去 100 年中已有充分的记录，海平面上升使岛国面对风暴，尤其

是风暴潮变得更加脆弱。“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致使海平面上升，加剧了飓风等

风暴袭击时沿海发生洪水的风险。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洪水是人类行为所导致，但海

平面的持续上升将会进一步增加这种风险，除非加强沿海保护。” 

牛津大学的迈尔斯•艾伦教授说，虽然有迹象表明飓风活动已变得更加强烈，但是

瓦努拉图总统关于气候变化造成更多风暴的断言目前尚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事实上，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评估明确表示，目前尚无人类活动增加热带

飓风频率的任何明确证据。 

三月份在南太平洋上空形成四个气旋是正常现象。但是，正如朗斯代尔（Lonsdale）

周一所说，2015 年度情况特别糟糕。今年年初以来，有六个气旋袭击了该地区。 

英国雷丁大学的皮特•英尼斯（Pete Inness）博士认为仅从一个季度就做出任何推

理是不可能的。“2015 年是一个活跃年，但一个活跃年本身并不能表明一种趋势，这里

显然没有一个长期的趋势。”模型预测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南太平洋上的飓风将向

南转移，且频率将在本世纪末降低 20-30%。“气旋的数量是由其他因素控制的，如大

气不同分层中的风速。”他说：“南太平洋的风速将发生非常复杂的变化，这一变化与

海洋温度变化一致。这实际上似乎表明，在未来的 50 年到 100 年，这一地区的气旋将

减少。” 

雷丁大学热带风暴专家——克里斯·霍洛韦博士（Dr Chris Holloway）认为，风暴

的总数可能会减少，但是像帕姆一样的剧烈风暴数目有可能略有增加。热带气旋帕姆

打破了南太平洋热带气旋最强风力的记录，并和南半球热带气旋的最强风力记录并列。 

从全球来看，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随着气候变化，热带气旋的总数将减少，但如

帕姆一样强劲的风暴数目则将增加。 

就读于伦敦大学风险专业的伊兰·凯尔曼博士（Dr. Ilan Kelman）说，海平面上升使

海岛国家必须提高其强韧性（resilience）。“在飓风袭击瓦努阿图以前，我们可以开展

更多工作以减少其灾难风险。这是本周在日本召开的降低灾害风险会议的目的所在。

飓风本身并不是灾难，我们准备不足才会造成灾害。”他说。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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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抬高库水位或能削减福岛核事故污染 

2011 年 3 月 11 号，日本东北海岸地区发生九级地震并伴随有海啸发生，这引发

了日本福岛核事故，导致大约有 12 万的民众撤离了福岛县。如今，辐射水平正在下

降—从 2013 年以来，市民已被允许在白天返回东海岸浪江町区域。尽管如此，浪江

町上游的沉积物质仍然污染严重，人类健康和经济复苏存在风险。科学家们正在努力

研究如何确保这些污染沉积物不会向下游迁移。一项新研究表明，当地水库的运行控

制方式对污染物迁移起到关键作用。 

该次核事故中释放到空中并落回地面的放射性铯-137 对粘土矿物具有很强的亲

和力，能迅速附着到当地土壤粘土颗粒中。此后，降雨和融雪冲刷一部分沉积物质到

河道和当地的水库中。位于福岛东部区域的大垣大坝就遭受了严重的铯-137 污染，

而这一污染物质具有 30 年的半衰期。现今，科学家正努力找寻遏制这一污染的方式。 

在此背景下，来自于日本原子能机构（Japan Atomic Energy Agency）的山田进

（Susumu Yamada）和他同事一起模拟了典型洪水期间沉积物入库和出库的运动过

程。沙粒和淤泥沉积物进入水库后快速沉降，但是粘土颗粒在冲入水库后会悬浮几周

时间。其结果是，受污染的粘土物质很轻易就被冲向下游。而新的模拟结果表明，如

果水库水位抬高就能阻止这一情况发生。 

山田说：“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如果库水位抬高 30m，从水库最终排出的粘土

量能减少三分之二”。他的这一发现发表在《环境研究快报（ERL）》上。模拟结果

表明更高的库水位增加了洪水在流向下游前，在水库里的停留时间。将库水位抬高三

个月给了粘土颗粒足够的时间进行沉降，让颗粒物锁定在大坝底部沉积物当中，从而

避免其随水流运移到下游，污染已有居民重新入住的下游海岸区域。 

尽管山田和他同事仅针对大垣大坝进行了模拟，但他们相信这项技术也能被其他

区域的大坝用来阻止放射污染物质的扩散传播；在福岛县东部区域有 10 余座大坝邻

近电厂。 

“许多这些水库大坝都与大垣情况类似，因此也存在流域上游区域相对污染严重

而下游沿海岸区域则污染较轻的问题，”山田说，“所以通过恰当运行这些水库限制

污染物向其他区域迁移应该是可行的。” 

当前，为更好地获知放射材料物质的迁移模式，以对模型模拟结果进行校正，日

本原子能机构正在对大垣水库污染情况实行监控。现在这项工作还刚起步，但对于福

田核电厂附近大坝的谨慎管理或许会有助于加快下游地区居民迁回的过程。 
摘自：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0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