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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水和能源：威胁与机遇》——第二版已出版

《水和能源：威胁与机遇》一书已全方位改版，主要变化

有：

 全球变暖和化石燃料（包括页岩气和水力压裂法）开

始了新篇章

 墨西哥海湾深海地平线事件以及尼日利亚三角洲油漏

事故的影响

 水力发电新进展

 食物、水、能源竞争持续

《水和能源：威胁与机遇》第二版引导读者意识到水和能源的重要耦合关系, 展现
了能源如何用于各种循环用水作业以及对能源生产和发电，以及对如何用水或滥用水进

行了论证。人口增长、气候变化以及食物与燃料生产加剧了竞争，给水和能源供应产生

了巨大压力。由于水的不可替代性，水安全看起来比能源安全更为重要。不仅是发展中

国家，对于大部分发达国家来说也确是如此。例如，美国西部区域遭受水短缺，切实威

胁到了水安全。

能源-水关系领域在过去两三百年取得的飞速大发展。新版《水和能源：威胁与机遇》
适时地并将继续以水和能源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为重点，借助于技术文献的详尽总结，

从最新视角概述出水和能源关系。

作者：古斯塔夫·奥尔森教授

摘自：www.iwapublishing.com

 从澳州案例考量世界干旱规划蓝图；

 可再生能源转型背后的七个惊人故事；

 一个世纪的气候变化相当于 30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
 气候研究界展望未来情景；

 利用地震波绘制地球内部构图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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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州案例考量世界干旱规划蓝图

澳大利亚东南部千年一遇的干旱迫使墨尔本——这个拥有 430万人口的城市，依
据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和澳大利亚研究人员的发现，吸取了全世界缺水地区的经验教训，

并实现创新。

该方法既不是翻山越岭的修建新的管道，也不是上调优惠价或运行 60亿美元的海
水淡化工厂以保持每个水龙头的正常运行。相反，正如威利跨学科评论水杂志（WIREs
Water journal）上所说，公共事业和机构的整合推广需要共同努力以促成包括普通用水
户在内的文化转变。

至 2010年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严重干旱期结束时，墨尔本三分之一的居民都有一
个类似于美国那种雨桶似的雨水箱，很多人修建了蓄水池以促进城市供水——通过这

种办法他们还能够赚取他们的信用积分。高度处理的污水被用于农田灌溉并与饮用水

退水进入干旱河流以供野生动物饮用。

总之，到 2010年居民和商户削减用水量至每人每天 41加仑（155升）——仅为
1997年干旱开始时用水量的一半。
“记录显示的在千年一遇大旱期间，墨尔本发生的事情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资深

作者 UCI土木和环境工程师斯坦利·格兰特（Stanley Grant）说，“如果我们共同行动，
这就像展望加利福尼亚的未来一样”。

在美国干旱的四年，洛杉矶平均住宅用水是墨尔本的两倍——据公布的报告显示，

一月份每天用水量为 83加仑——国家平均用水量为 109加仑，棕榈泉居民每天用水量
高达 347加仑，高于墨尔本 8倍。
这项研究第一次全面的考察了在澳大利亚十多年的干旱期间什么起作用什么没有

起作用。研究小组通过记录政策实施时间并与管理者数据结合以判断用户需求是如何

减少的。

许多在干旱初期提出的严格节水方案在其他方案停止的情况下仍在执行。用于作

物灌溉的高度处理过的污水，虽然被视为安全的，但比普通的淡水略咸。关于高温或

其他因素是否能阻碍植物生长以及是否会导致作物减产并没有明确的结论。这一实践

未完成就被正常的降水中断了。墨尔本最有效的因素是一个综合的水资源管理系统，

该系统与加利福尼亚与其他地区高度分散的供水系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联邦计划

为维多利亚州提供资金，州政府则帮助墨尔本市。区域水管理者有权使用不同的水利

设施，水库管理者和城市机构在干旱期可协同合作以及合理用水。

“不能认为只要有技术创新就可以了。还需要教育，需要公共宣传，需要所有人

共同努力”通讯作者大卫·费尔德曼说，“如果你在澳大利亚干旱时期对你的草坪浇

水，你将会从你的邻居那里得到应该采取节水措施的建议。”

在炎热的加利福尼亚州很难复制墨尔本的成功，UCI规划、政策和设计主席教授
费德曼指出，他说，“尽管该州在在能源和技术方面不断追求创新，但水则处于完全

不同的情况。在涉及到水时，加利福尼亚州仍处于初始阶段”。

研究人员指出，虽然墨尔本在这方面也是断断续续的，但总的来说，该地区更愿

意努力解决气候变化及未来水资源短缺问题。

“他们将可以更好的面对未来的干旱”，费德曼说。“这可能是最大的经验了”。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1421

第二版 专题报道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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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可再生能源转型背后的七个惊人故事

全球正转向清洁、可再生能源，核能、化石燃料的发展也得到很好的控制，能源转

型处于日新月异中。由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珍妮特·拉森（Janet Larsen），
马特·罗尼（Matt Roney），以及埃米莉·亚当斯（Emily Adams）主编的《大转型》期
刊大范围地列出了这些能源转变进展—下面给出的其中七个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的转变

故事。

1. 太阳能现今成本低，全球推广使用势在必行
（1）太阳能光伏电板的价格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已经下降了 99%，由 1972年的每瓦

74美元下降到了 2014年的每瓦不到 70美分。（2）2009年至 2014年，太阳能电板价格
下降了四分之三，每年光伏安装增长了 50%。

2. 风能发电快速改变着全球能源组合
（1）过去十年，风电总量每年增长都超过 20%，风电有许多诱人之处，加之社会

政策支持风电推广，以及日渐下降的成本推动着风电使用量的增加。（2）到 2014年底，
全球风能发电总量将达 369000MW，这些电量足够超过 9000万个美国家庭的使用量。
目前风电已经遥遥领先于太阳能光电。相比于风电，全球太阳能光电总量大概能提供

3000万个美国家庭的用电量。
3. 国家或省市能源政策正提倡可再生能源，许多地方考虑为碳排放定价
（1）不幸的是，全球政府每年仍然资助燃料工业超过了 6000亿美元，给这个老龄

工业近乎 5倍于可再生能源的补贴。（2）但是截至 2014年初，大约有 70个国家，包
括欧洲许多国家，采用电网回购（feed-in tariffs）方式鼓励可再生能源投资。（3）大约
有 40个国家或是已经实施或是计划制定国家碳排放机制。据世界银行 2014年 5月统计，
超过了 23个州或省行政区已经为碳排放定价。例如，中国正在进行七个区域性限额交
易试点项目（cap-and-trade pilot programs）。2016年，当中国推出国家规划的限额试
点项目时，届时全球估计有 1/4的碳排放将被定价。

4. 财政部门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始反对化石燃料和核能
（1）2014年，金融服务公司巴克莱银行（Barclays）降低了对整个美国电力行业

的信用。部分原因是，在他们看来美国公共设施行业不打算迎接由分布式太阳能及蓄电

池带来的挑战。（2）2013年 1月，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开始大力支持太
阳能，他的中美能源控股公司（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 Company）宣布投资 25
亿美元用于加利福尼亚州太阳能建设，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太阳星工程”（Solar Star
project）。拥有着 580MW的功率值，这项工程在 2015年底完工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太阳能光电工程。

5. 美国正在减少煤炭使用，并且全球煤炭用量下降也将提早到一个曾被认为几乎不
可能的时间

（1）美国煤炭使用正在减少：2007年至 2014年之间下降了 21%，过去 5年，多
于 1/3的国家煤炭工厂已经关闭或是宣告将要关闭。（2）美国主要煤炭生产商，他们见
证了市场价值的下降，例如皮博迪能源公司（Peabody Energy）和阿奇煤炭公司（Arch
Coal），在 2014年 9月，他们市场价值分别下降了 61%和 94%。（3）斯托全球煤炭
指数（The Stowe Global Coal Index）一个反映全球主营煤炭业务公司情况的综合指数
——在 2011年 4月至 2014年 9月之间下降了 70%。

6. 随着电动车辆的迅速普及以及自行车和汽车共享模式的推广，交通运输将远离
石油 （1）自行车共享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世界各地。（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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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三版）如今有 56个国家超过 800多个城市全面运转着自行车共享项目，公用
自行车数量有一百多万。在美国，到 2012年底，大约有 21个城市 8500辆自行车位于
公用自行车停车架上。到 2012年底，这一数据有望攀升到超过 70个城市近 40，000
辆。（2）大部分的汽车市场汽车总量都呈现稳定状态或是已经开始下降，包括美国，
欧洲和日本。（3）彭博新能源金融集团（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规划 2014
年全球电动汽车销售总量突破 30万，尽管这不足汽车销售总额的 1%，但这一产业正处
于清扫信用障碍的过渡时期。

7. 日益增加的成本以及广为传播的安全意识使得核能处于破产边缘
（1）全球整体来看，核能发电在 2006年达到了峰值，到 2014年已经下降了 14%。

（2）在美国，反应堆主要建设在农村，其核能发电在 2010年达到了峰值，如今也正处
于下降期。（3）世界各地核电站平均使用年限已经达 28年，是否对那些旧电厂进行维
修或直接关闭它们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详情请见：http://www.earth-policy.org/

一个世纪的气候变化相当于 30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
德国研究人员发现，地球生态系统在短短一个世纪受到至少是中等气候变化的影响，

相当于人类社会改造土地用于种植和放牧带来的影响。这是由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塞巴斯蒂安·奥斯博格（Sebastian

Ostberg）和他的同事所得到的发现，其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土地利用变化是高影响的局部

现象，而气候变化则是全球范围的并且其影响通常比当地的土地利用变化要更强。为使

两者有可比性，研究人员选取共同的空间尺度进行观察：提取同样大小的土地和生态系

统，模拟经历同样的气候变化影响。

塞巴斯蒂安说：“全球仍有许多远离农业区的地方，但我们相信土地利用变化对地

球影响最大，即使是在景观规模尺度”。纵观 20世纪全球各地气候变化的平均影响，

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个世纪的气候变化对地球影响相当于 30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

为了量化生物圈的变化，塞巴斯蒂安和他的同事们采用Γ来度量生物化学和植被结

构的变化。这种度量综合了大量的参数—用以量化变化，而先前只对这些参数作过分别

研究。这一度量可比较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两种作用的相对强度，尽管气候变化和

土地利用变化的作用机理、影响过程以及空间格局差异很大。

“这是首次将气候变化指标用于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研究”，塞巴斯蒂安告诉

环境研究网站，“我们利用观察的气候数据及采用 LPJmL动态全球植被模型（Dynamic

Global Vegetation Model (DGVM)）对农田和牧场重构数据。模型能模拟自然植被和农

业生态系统中植被-土壤动态过程，从而描述出有无土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化影响时的生

态系统状态。”研究人员发现，在景观尺度交互作用下，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使得

全球 55%的地表受到影响，这些地区至少处于适度的生物地球化学变化以及植被结构变

化中，这种变化幅度大致相当于不同群落间的差异。此外，通常我们认为大面积生物种

植可以缓解气候变化，但研究表明大面积种植植物并不能完全抵消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

土地利用影响。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1524

第四版 世界之窗

http://www.earth-policy.org/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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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气候研究界展望未来情景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侧重于每年不同的战略水资源问题，其每年发布一次，是

联合国关于水的主要报告。这是给出全世界淡水资源状况概览的一个全面综述，旨在为

决策者提供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工具。

通过一系列的评估，报告提供了一个机制，用以监测资源变化、资源管理以及追踪

实现诸如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目标的过程。这些报告在深

入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还提供了最佳实践用以激励水务部门实现其想法和行动的优化。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WWDR）与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WWAP）的协作，是联合国

与一些实体机构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些实体机构组成了联合国水资源体系，并与政府组

织、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或一些其他利益攸关者合作。

报告的基础：

WWDR 的基本思想起源于 1992 年的里约地球峰会和 2000 年的联合国千年宣言。该文

件中指出，国际社会承诺于 2015 年以前，通过地区、国家和地方层面上的水管理战略，

促进分配公平和供应充足，使无法取得或负担安全的饮用水和不能停止不可持续开发水

资源的人口减半。千年宣言中所概述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制定了一个 2015 年前改

善人类现状的宏伟议程，这些目标的实现主要依托于获取干净充足的水资源上；事实上，

一个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可以通过评估该国水资源的现状来进行衡量。

因此，WWDR 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全球评估项目，是联合国用来衡量实现可持续发展进

展目标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国际社会为解决世界水问题做出的承诺和努力，这一努力可

以追溯到几十年前。

WWDR 试图回答国际社会提出的问题：我们距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还有多远？我

们已经完成了多少？我们可以采取什么行动使道路更畅快？在当今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报告以过去的所作所为，目前的挑战和未来机遇，为决策者提供了最新的、最可靠的信

息，以帮助改变我们使用水的方式。

目标受众：

WWDR 针对所有参与制定和实施与水相关的政策和投资策略的专业人士。虽然它提供

了一个广泛的全球策略，它更加侧重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最

高级水资源治理方式。这份报告中，WWAP 的目标是展现系统不足的地方，并在全球范围

内提供有效信息用以实现有效且高效的能力建设。

2015 年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WWDR），主题为世界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论证了为

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合理使用水资源和服务措施是必不可少的。“水是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水资源，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广泛的服务，包括巩固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维护

环境的可持续性。从粮食和能源安全对人类和环境健康的影响来看，水已被证明有助于

提高社会福祉，影响着数十亿人的生计。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取得进展，就需要在

全球范围内显著提高水资源管理水平。

2015 年是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千年发展目标告一段落，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新周期（SDGs）正准备引导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WWDR 的这个最新版本清楚地表明水是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扮演

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如何对水资源进行特殊规划将会影响社会，经济，金融和其他方面

的效益并将延伸至扶贫，卫生，教育，食品，能源生产，和环境等方方面面。关注 WWDR

的最新动态，请关注其连接：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detail/en/c/281166/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detail/en/c/28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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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利用地震波绘制地球内部构图的新技术

斯坦福大学开发出一种利用人类每天活动发出的嗡嗡声来绘制地球内部构图的新技

术。“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利用它来绘制整个美国大陆的地下部分”，斯坦福大学地球物

理学博士后研究员紫菜中田（Nori Nakata）说。

由中田所带领的一个团队利用汽车和卡车穿过高速公路，人在办公室和家里的活动，

行人过街甚至飞机从头顶飞过时所产生的微小的地面颤动，绘制出了加州港口城市长滩

的详细的三维地下地图。这些地图在最近一期的《地球物理学研究杂志》上有详细描述，

这标志着环境噪声体波成像这一难以捉摸的地球成像技术的第一次成功示范。“科学家

在近 15 年来一直试图研发这一技术”，地球能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的汤普森博士后说。

地球内部构图是通过利用新的信号处理技术对特定类型的地震波进行处理来绘制

的，该能量波能够穿越地球表面并穿过其内部。地震波可通过地震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现

象产生，也可通过爆炸等人工方式产生。地震波主要有两种类型：表面波和体波。顾名

思义，表面波沿着地球表面移动。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利用表面波研究地壳上层结构，最

近他们甚至能从所谓的环境地震现场中提取表面波。如同环境噪声一样，这些微弱而连

续的地震波都是由连续海浪式碰撞等产生的。

相比之下，体波能够穿过地球内部，因此相比于表面波，体波能够提供更高的地球

内部分辨率。“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利用地震和爆炸等信号研究体波层

析成像”，该研究的共同作者—斯坦福大学地球物理学助理教授杰西·劳伦斯说。“但

是你不能控制地震让它何时何地发生，并且炸药一般是比较昂贵和危险的”。

出于这个原因，地球物理学家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不依赖地震和炸药的体波层析成

像方法。事实证明，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因为相比于表面波，体波的振幅更低更难于

观察。

“通常你需要结合很多数据并求得平均值，甚至将它们可视化”劳伦斯说。在新的研

究中，斯坦福大学应用了一个被称为体波过滤的新的软件处理技术。中田研发出利用过

滤器来分析环境噪声数据，这些数据从安装在长滩的成千上万的用于监测该城市地下油

藏的传感器网络得到。

与用不同类型的过滤器解析和分析环境噪声试验不同，中田提出一个想法，即让他

的过滤器专门研究体波。“当我看到长滩的数据时，我意识到我能够将体波从环境噪声

中隔离出来”，中田说。中田研发的过滤器在他斯坦福大学同事的帮助下进行了进一步

的细化，实现了增强体波信号且同时降低噪声，并可将不同观察值进行对比的新的噪声

处理方式。

使用该滤波器，中田和他的团队——包括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皮埃尔·布埃

（Pierre Boué）和研究生贾森昌（Jason Chang），能够绘制显示长滩地下超过半英里

（1.1 公里）深度的详细构图。在某些方面，体波绘图优于现有的成像技术。

以一张图为例，该图清楚地显示了新港——英格尔伍德断层，该活动断层穿过长滩。

该断层也在表面波图上有所显示，但在体波速度图上该断层分辨率更高，并揭示关于穿

过断层围岩的地震波的速度信息，这反过来为其组成和组织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诺里的研究是首开先河的，在地球影像学中具有圣杯的地位”未参与该研究的斯坦

福大学物理学家格雷格（Greg Beroza）说。现在，环境噪声体波层析成像技术已经初见

成效，中田说，他打算将他的技术应用到更大的测试区域。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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