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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城市环境中不同湿地系统一个试点的性能展示 
 

新加坡亚历山德拉湿地是环境部和公共事业局（PUB）
“流动、漂亮和干净水域”（ABC 水域）项目的一部分，

该项目展示了建立在城市排水渠上一个 200 米甲板的一个

径流湿地、一个水生池塘和一个潜流湿地系统。渠水在平行

流入三个湿地之前被泵送到一个沉淀池。研究人员 2011 年

4 月到 2012 年 12 月期间每月对沉淀池进行水质监测。排除

率的顺序是：总悬浮固体量（TSS）：潜流湿地（81.3%）>
水生池塘（58.5%）>径流湿地（50.7%）；总氮量（TN）：

潜流湿地（44.9%）>径流湿地（31.9%）>水生池塘（22.0%）；

总磷量（TP）：径流湿地（56.7%）>水生池塘（39.8%）>
潜流湿地（5.4%）。这三个湿地对 TP 的去除都满足了新加坡雨水处理的目标（STO），

但只有潜流湿地满足了 STO 对 TSS 的要求，没有任何一个满足 STO 对 TN 的要求。要

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面临的挑战包括在部分监测期间内易变的供水质量，不良行为如钓

鱼、宠物排便、湿地喂养以及渠道清淤对湿地影响较为明显。亚历山德拉湿地作为一个

试点案例，为在城市环境中建设多目标湿地系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摘自：Water Science & Technology Vol 71 No 8 pp 1158–1164 © IWA Publishi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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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发明新型风力发电机-涡度增效将提高 40% 
随着地球资源日益匮乏，濒临枯竭，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已经上升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上。风能发电作为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已经在世界多个国家广泛

使用。而对于中国而言，风力发电潜力巨大，如果提高风能的利用率，将会大大减少

煤炭等污染能源的使用率。 
创立于 2010 年的西班牙公司 Vortex Bladeless 造出了一种新的风机 Vortex，完全

不需要任何可见的风机扇叶就能发电。Vortex 发电的原理其实正是建筑学家们在过去一

直想要克服的问题：涡度。 
涡度是一种流体力学原理，使得空气在流动的时候产生漩涡。在建筑学和流体力

学的领域里，涡度是建筑抗风的敌人;然而对于 Vortex 来说，这正是无尽能量的来源。

Vortex 的发电模组位于内部，在遇到旋涡状的空气流动时，由纤维玻璃和碳纤维制

成的机体将会发生振动。不同方向的震动，可以带动风机底部的发电机组产生运动，

进而将动能转化为电能。这就是涡度发电机的原理。 
涡度发电机以往的另一种发电机——垂直轴发电机（下图）不同，垂直轴发电机

依然使用的是直吹的风，只不过把旋转轴从水平变成了垂直。 
除了占地小，对环境的安全影响较低之外，Vortex 还对风吹来的方向没有限制——

这和传统的水平轴风力发电机相比是一个极大的优势。也就是说，如果这种技术在未

来得到更广泛的使用的话，任何有风的地方都可以安装发电机，不必像现在的风电场

一样，需要一年中有持续的来自某一方向的风，才能保证足够的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

Vortex 方面透露，在同样面积的地面上，Vortex 的装机量可以比常规的水平轴风电

机多一倍，这就弥补了目前 Vortex 的风能利用效率比常规风机低 30% 的劣势，而且，

一台 Vortex 风机的制造成本只有常规风机的一半。这家公司目前已经完成了 100 万美

元的融资，第一款风机 Vortex Mini 将在一年内完成研发和优化，进入量产阶段。 
这种涡度风机环保性更高——更高效地利用了占地、资金和风能，还对鸟类更加

友好。 

                
 

 摘自：http://www.xcl.net.cn/news/show.php?itemid=1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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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研究揭示河流如何调节全球碳循环 

伴随着对气候变化的担忧，人类正在想方设法从大气中捕捉并扣除超排二氧化碳。

但是大自然有自己的方法来去除并长期储存二氧化碳，其中包括世界河流系统，可以把

有机质以及溶解的岩石从陆地搬运到海洋。 
虽然河流搬运二氧化碳不能够完全解决人类面临的二氧化碳问题，我们还是不能确

定世界范围内的河流定期将多少量的二氧化碳排入海中，而这是全球碳循环的重要一环。 

5 月 14 日，一篇发布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中介绍，来自伍兹霍尔海洋学学会

（WHOI）的科学家第一次直接估计了从河流中运送到海洋中的有机碳量及运输形式。这

个估计将帮助建模者预测地球气候变化下全球河流运送碳的变化情况。 

“世界的河流充当地球循环系统的角色，将碳元素从陆地冲到海洋中并且帮助削减

碳、以吸热的二氧化碳形式返回到大气中。”第一作者，地球化学家瓦力尔~格力（Valier 

Galy）说道。“其中一些碳元素-‘新’碳元素来自于被冲刷进入河流并进入海洋的腐烂

植物与土壤。而还有一些碳元素是以岩石的形式长期储存在环境中-称之为‘旧’碳-并

被气候以及河流冲刷进入河流。 

包括伯翰匹克·伊伦布林克，和提摩西·伊格立顿（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科学家

们，搜集了全球 43 条河流系统流出的沉淀物，占河流排出沉淀物总量的百分之二十。

从这些河流沉积物的流量测量中，研究团队计算了含碳植物和岩屑的颗粒量。他们估计

出世界河流每年将运输 200 兆吨（2 亿吨）的碳元素进入海中。这大约是大气中含碳总

量的百分之 0.02。这看起来似乎不多，但经过了 1000 到 10000 年，这将持续积累到（百

分之 20 到百分之 200）大气中的显著碳量。 

通常来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变为有机碳。但是这些碳中的

绝大部分通过腐烂（或动物吃植物）最终回到大气中。而其中的一小部分则进入河中。

河流将碳带入海中，其中一些沉入海床并被掩埋，与大气隔离数百万年的时间，最终以

岩石的形式回到表面。 

与此同时，河流也侵蚀含碳岩石，使之变成细小的颗粒并冲向下游。这个过程将碳

暴露于空气中，将先前固定态的碳元素氧化成二氧化碳。直到现在，科学家还无法计算

有多少来自生物圈与造岩运动（岩石）的碳元素被河流冲走。缺少了这个信息，科学家

建模并定量预测不同情景下碳隔离的能力受到了限制。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科学家找到了一种新奇的方法来区分碳的最初来源—包括溶解

岩石和分解的植物土壤。他们分析了河流粒子中的放射性同位素碳-14，碳-14 在 60000

年之内衰变，所以它们只存在于生物而不是岩石中。通过减去不含有碳-14 的颗粒的比

例，科学家计算了来自生物圈中的碳元素百分比：大约 80%。 

但是虽然生物圈碳是河流运输碳中的主要部分，科学家同时发现很多河流并没有运

送更多的植被所包含的碳进入海洋（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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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三版）相反，运输“主要是由河流组织和运输的能力所决定”。腐蚀是最

关键因素-河流沿岸的腐蚀发生的越多，被运输到海中并与大气隔绝的碳元素就越多。 

“相比于岩石、土壤、生物圈和海洋，大气是储存碳元素的小‘蓄水池’”，科学

家在《自然》中写道。“由于这个因素，它的规模对于其他更大的‘蓄水池’的交换引

起的微小失衡表现得特别敏感。” 

这个新研究让科学家们更有把握测量全球河流在行星碳循环中的重要但却难以理解

的作用，并且增强了他们预测气候变化条件下碳运输改变的能力。 

“这个研究将向地理化学建模者提供关于地球碳与水循环间重要联系的最新见解，”

国家自然基金会的海洋科学部门的计划主持人，研究的主要资助者，都恩·莱斯说道。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1184  
 

 

气候变化改变了飓风的频率与强度 

    气候变化可能是发生少、但威力更大的飓风和热带风暴的背后驱动力，一位来自佛

罗里达州地理系的教授说道。 
    在《自然气候变化》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吉米·艾斯乐（Jim Elsner）教授和他

的研究生康南勇（Namyoung Kang）发现升高的海洋温度对热带风暴和飓风每年产生的

数量有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飓风的发生数量减少，但是发生的飓风的强度变得更大，”艾斯乐

（Elsner）说。“当一个灾难来了，仿佛释放了整个地狱的力量。” 
    在此研究之前，科学家间就有一些关于海洋温度对飓风强度影响的讨论。艾斯乐和

康想更深入的研究这个议题以及风暴每年发生的数量。 
    当海洋水体温度高于 79 华氏度时，飓风就会形成。当温水蒸发，将提供一个风暴转

变为飓风所必要的能量。更高的温度表示更高的能量等级，最终将影响风速。 
    具体来讲，艾斯乐和康研究了过去 30 年的历史数据，风暴风速已经平均提高了 1.3
米每秒-或者 3 英里每小时-而且相比水温不变的情况，风暴的数量则减少了 6.1%。 
    “基本上，这是一个频率与强度的权衡取舍，”艾斯乐说。 
    根据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机构，与上世纪相比，地球上升了 1.53 华氏度。 
    艾斯乐和康说，年温度也可以成为一个已知风暴季节中风暴来临时刻的指示计。 
    “在一些更温暖的年份，更强但更少的热带气旋更可能发生，” 现在韩国国家台风

中心的副局长康说道。“相反，在一些更冷的年份，会产生更弱但更多的热带气旋。”

在 2015 年 6 月 1 日开始的太平洋风暴季节，天气频道共记录到 9 次已命名的风暴，其中

有 5 次飓风和 1 次强飓风。而 30 年平均情况则是 12 次命名风暴，6 次飓风和 3 次强飓

风。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1284  

第四版                                                            世界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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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专家会议： 

气候研究界展望未来情景 

    2015 年 5 月 18—20 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专家会议将在奥地利维

也纳举办，参加本次会议的气候专家将讨论进一步开发社会经济新情景作为气候研究的

共享工具。 
    气候变化研究界的专家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代表将在奥地利拉

克森堡会面，参加由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举办的会议。 
    “我们使用的情景就像是测试探针，探讨未来社会的发展及其对气候和环境的影

响，”正在召开专家会议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能源计划领导人柯伊万·里亚希

（Keywan Riahi）说。他也是 IPCC 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第五次评估报告（AR5）的第一作

者。“IPCC 在第五次评估报告中评价这些情景是至关重要的。本次专家会议将会详细研

究新一代情景和框架，气候变化研究界用来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适应和减

缓进行综合分析，”里亚希说。 
在综合评估模型研究中应用的情景，是关于未来可能发展的潜在方式的情况。这些

情景以明确量化元素以及各分区（如经济，气候和能源）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为重点。研

究人员通过观察情景模式，来了解可能实现具体目标的路径和情形。 
   “研究界的情景是我们分析潜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缓解与适应方案的支柱，”德国

气候影响波茨坦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IPCC 第三工作小组（研究气候变化减缓）联合

主席的奥特玛·埃登霍费尔说（Ottmar Edenhofer）。IPCC 推动了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新

情景的发展并评估了报告中的结果，而这个过程由研究界协调。 
    召开专家会议以继续和研究界对话，评估第五次报告中取得的成就，跨学科共享可

用信息，讨论新情景在今后 IPCC 评估中的作用。 
    会议期间，IPCC 将各科学团体多元化的专业知识和背景融合，分享关于情景共同体

活动的经验和展望，以此促进气候变化研究中的普通情景模式进一步发展。通过 IPCC
未来的全面工作，将会形成一个对减缓、适应和气候变化影响更加完整的评估模式。 
    经济新情景的发展，被称为“共享的社会经济途径”（SSPs），在 AR5 中已经对典

型浓度路径进行了补充，这些情景预示了未来温室气体含量的发展轨迹，正在由气候模

拟团体进行实验探究。 
    SSPs 使研究人员在广泛的议题范围内开展相关研究。在 IPCC 会议之前，研究界对

新一代的 SSP 情景进行了公开审查。研究界将继续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发展对地方、地区、

或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一系列可能政策的成本、风险和收益。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1208  
 



 

6 
 

第六版                                                            资讯快递

全球资讯纵览 

荷兰水展-中国展 

荷兰水展中国展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到 12 日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CDP 首席运营官

将在开幕式上推出它在中国的第一份企业水的业务案例报告。本次水展将汇聚 1400 家展商，组

织 者 预 计 会 有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超 过 45000 人 参 加 。 欲 了 解 更 多 信 息 ， 请 访 问 ：

www.aquatechtrade.com 

美国：政府宣布抗旱项目资金 

美国内政部长莎莉·朱厄尔（Sally Jewell）宣布，政府将在美国西部受到旱灾影响的 12 个州

投资近 5000 万美元用于水资源保护和再利用项目。在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包括涉及新建输水管

道和升级现有水处理厂方面的研究和项目，有超过 60 个项目将得到这笔资金作为部分经费。该

消息得到了水资源再利用协会的盛赞。这笔资金由垦务局的水智能计划提供，该计划自 2010 年

以来已经提供了 2.5 亿美元资金。水资源再利用协会执行董事梅丽莎·米克（Melissa Meeker）

说：“美国西部正面临着严重干旱，加上水利基础设施计划存在 28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因此，

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有充足的资金。” 

http://www.iwapublishing.com/news/us-watereuse-association-praises-reuse-and-conservation-an

nouncement?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成功去除锶 

东京电力公司宣布，几乎所有储存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厂址中被污染的水已去除了锶元素

及某些其他核素。公司原计划在 3 月底处理完受污染的水，但是在一月宣布，完成这项工作将需

要更多的时间。 

http://www.iwapublishing.com/news/us-watereuse-association 

世界水科技北美峰会 

由 WaterTAP 支持，今年 10 月 6 日到 8 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世界水科技北美峰会将重

点关注城市的适应性和先进科技加强城市水网的未来。50 多位发言人将解决当今水行业面临的

紧迫问题，如：成为一个智能水城市的涵义是什么？水利项目最创新的融资模式是什么？能源生

产和营养恢复方面最大的商机在哪里？如要成为重新创造更有适应性的城市，其关键是什么？请

访问：www.worldwatertechnorthameric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