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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技术效率：实现清洁能源计划目标

本文在已有研究工作

基础上，综述了按照相关

规则制定的信息和通信技

术（ICT）措施所可能带来
的能源效率贡献。

能源效率是实现清洁

能源计划碳减排目标的成

本最低的方式。美国预计可以减少电力终端使用，减少各阶层消费者（包括

家庭、企业、工业和政府）成本影响的能源效率计划纳入到其实施计划中。

最近有研究表明，采用智能效率——一个基于能源效率的系统方法，它

将有效的设备和传感器联合使用，以便于更多的动态能量管理——到 2020
年可以使美国的能源使用减少 12%-20%。实施这些 ICT措施可以显著减少
许多经济部门的能源使用，而 ICT行业的直接能源使用只是略微增加。
电力供应链方面的智能效率举例：许多州和市政府已经在以下方面使用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措施，以提高效率及减少排放量：发电、传输、分
配、工业用途、商业建筑、家庭能源管理、路灯、数据中心和云计算等。

摘自：
http://www.c2es.org/publications/intelligent-efficiency-achieving-clean-power-plan-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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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三峡大坝或可锁住碳

通常，人们认为大坝对环境有不利影响，但现有事实证明，一些大坝可以起到固

碳的作用，从而抑制气候变化。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长江上的一些水坝每年可

以固定将近五百万吨碳——相当于每年海洋沿岸埋碳的 10%。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地球上大约一半的大流域都有大坝建成，其中许多大的项目

建在中国。过去 50年里，长江流域建有约 50000个大坝，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大坝——
三峡大坝。

大型水坝（坝高 15米以上或库容 3百万立方米以上）会明显改变泥沙向下游的输
移方式。通常，河流通过侵蚀土壤、植被和基岩获取有机碳，并将它带至海洋用于地

质存储。一部分碳可以沉积在海架，更大一部分碳被氧化并以二氧化碳的方式返回到

大气中。全球范围内这种通过河流传递的有机碳约有 70%释放到大气中。
然而，当大坝建成之后，沉积物可迅速在坝后累积，而且在碳被氧化之前有更大

的可能被埋藏。例如，三峡大坝坝后的有机物沉积速度比东海陆架加快了近十倍。

为了评价大坝坝后碳的快速累积带来的影响，来自中国南京大学的李根（音译，

目前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员）和同事于 2007年 10月到 2008年 9月监控
了达到长江下游的沉积物和有机碳的种类。他们分析了有机碳颗粒的元素组成，放射

性，稳定碳同位素组成和拉曼光谱。通过比较被大坝拦截的有机碳和东海陆架的有机

碳的不同，他们了解到沉积物沿着河流如何变化，以及大坝对它的影响。

该小组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地球物理学研究：生物地球科学》杂志上：认为在过

去五十年里，在长江流域建设的大坝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有机碳埋葬于东海陆架的模

式——大部分有机碳被氧化并返回于大气中，而坝后的有机碳则大部分被埋藏。在这

种情况下，该研究估计自 2003年以来，在长江流域由大坝引起的碳的固定量每年为 4.9
亿吨，相当于每年世界各地海洋沿岸埋碳的 10%。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人造的固碳水库可以存在多长时间。许多水库可以存在

几百年甚至是上千万年。但是科学家发出警告，并不是所有的大坝都可以像长江流域

的大坝那样有效固碳，而且这些人造水库的固碳很脆弱，很容易受到大坝维护，微生

物活动和地震的影响。

“我们必须强调，长江是一个独特的例子，长江陆架不能隔绝过多的碳而且大多数

碳被释放到大气中，”李解释说。在其他地区，例如台湾近海和孟加拉扇，海架能更

好的固碳，这就意味着大坝对固碳的影响没那么明显。一些大坝，特别是在热带地区，

如亚马逊，甚至被认为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来源——由沉积有机物质衰变时释放产生。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了解全球范围内大坝固碳和释放碳的程度。尽管如此，近似

缩放结果表明，全球范围内，大坝每年可以锁住高达 2亿吨的碳——相当于每年碳排
放量的 0.5％。
目前李和约书亚·韦斯特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工作，研究另一个坝后储碳的案例，

与 2008年四川地震后大量碳的涌入有关。近期刚发表的有关长江的工作是中国研究工
作组（由南京大学季峻峰领导）一个更大的关于全国碳预算研究的一部分。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1587

第二版 专题报道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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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美国大陆中部地震活动与高强度注射井有关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最新研究显示，自从 2009年，美国
中部与东部出现的地震频率增加与石油和天然气发展中用到的液体注射井有关。

根据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博士生韦因加顿起，与注射井相关的地震数量已经

井喷式增加。这其中包括了 2011年和 2012年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州布拉格、科罗拉多州
特立尼达拉岛、德克萨斯州挺普森、阿肯色州盖伊的里氏 4.7级和 5.6级之间的破坏性
地震。

“这是首个着眼于接近国家大空间尺度的注射井与地震间联系的研究，”科罗拉多

大学博尔德分校地质科学系的魏因加藤说道。“我们看见了与高强度注射井相关的地震

的可观增长，特别是自从 2009年，我们认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临近注射地点的地震是
由油气开发活动引起的。”

科学杂志 6月 18期出版了该论文。研究者们发现高强度注射井——那些每月泵入
超过 300,000桶废水到地下的注射井——比其他低强度注射井更易与地震产生联系。魏
因加藤说道，注射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油品回收，其中包括将液体泵入即将耗尽的油田来

增加原油产量，或者是为了处理生产油气产生的含盐液体。

共同作者包括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分校地质科学系的教授葛社民（Shemin Ge）和来
自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乔纳森·哥特（Jonathan Godt），芭芭拉·贝金斯（Barbara
Bekins）以及贾斯汀·鲁宾斯坦（Justin Rubinstein）。哥特驻扎在丹佛，而贝金斯和鲁
宾斯坦驻扎在加利福尼亚门罗帕克。

据作者们所说，研究团队集合了从科罗拉多到东海岸的研究区域内大约 180,000口
注射井的数据库。超过 18,000口井与地震有关——主要在俄克拉荷马和德克萨斯州—
—而且有 77%的有关注射井仍然处于工作状态。
葛先生（Ge）说道，在与地震有关的井中，有 66%是油回收井。但是与地震有关

的正在工作的盐水处理井数量是油回收井的 1.5倍。“油回收井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
将水注入，另一部分将油压出；而废水注入井只是将液体注入到系统中，故在地下水库

中产生了更大的压力。

加强型油回收井注射的注射期可以达到几年甚至几十年，并且与传统产油井串联工

作，这点与水力压裂井不同，后者一般只注射几小时或者几天，魏因加藤说道。团队强

调，在美国中部与东部，几千口注射井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连续工作，却并没有引起地震

活动的上升。魏因加藤表示：“正是那些工作时间尚短但注射强度很高的注射井与地震

有很强的联系。”

除了关注研究区域内每口注射井的注射强度，团队也关注了注射井工作的其他方

面，包括一定时间内注射井的累积注射量，每个井口的月注射压力，注射深度以及与可

能处于地震断裂带的基岩的靠近程度。但研究表明，这些其他指标与地震活动都没有显

著的统计学关系。魏因加藤表示，在所有的州中，俄克拉荷马州的地震活动与废水注射

井的关系最密切。但是科罗拉多州，西德克萨斯，阿肯色州中部以及伊利诺伊州南部等

部分地区也集中表现出地震与注射井的关联性。

在科罗拉多，注射井与地震关系最密切的地带当属州南部与丹佛北部格里利市靠近

的拉顿盆地。“人们无法控制地区地质或者地震强度，但可以通过管理注射井注射强度，

来帮助降低未来地震发生的风险。”魏因加藤说道。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1664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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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化学专家开发太阳能存储新技术

现如今大多数使用的太阳能电池的蓄电时间一次只有几微秒。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的化学专家开发出一项新技术，可一次蓄电长达数周时间——前提是必须改
变科学家设计太阳能电池的方式。

该研究结果 6月 19日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新的设计方法是受到了植物通过
光合作用产生能量的启发。“生物学原理可在利用太阳能产生能量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化学教授，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莎拉·托尔伯特（Sarah Tolbert）表
示，“植物的光合作用的能源效率非常惊人。”

“在光合作用中，暴露在阳光中的植物利用细胞内排列有序的纳米级结构迅速分离电

荷。将电子从带电正电荷的分子中剥离出来，进而实现正负电荷的完全分离，而这就是

光合作用高效的秘密所在。”托尔伯特表示。

为从太阳中获取能量，传统的屋顶太阳能电池采用硅原料，这是一种相当昂贵的材

料。当前为了降低太阳能电池的成本，强力推荐利用塑料取代硅。但是，当今的塑料的

太阳能电池效率相对较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分离的正负电荷往往需要重组才能成为

电能。“新型塑料太阳能电池没有明确定义出类似植物的结构，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

定义，”托尔伯特说，“但是，这个新的系统可以将电荷分开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

一旦做出正确的结构，可以极大的提高能源的保存时间。”

UCLA开发的这项技术有两个基本元素，分别是聚合物供体和纳米级富勒烯受体。
聚合物供体吸收阳光并将电子传递给富勒烯受体，进而产生电能。这种新型的塑料材质

被称为有机太阳能电池，其工作原理就像是一碗面——一碟又长又细的堆起来的聚合物

供体（意大利面），其中混杂着一些富勒烯（肉丸）。但是这种结构很难从电池中获得

电流，因为一些电子有时会跳到（意大利面）里并消失殆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采用

了一种新的结构，使元素排列更加整齐——将一小撮未煮熟的意大利面条和肉丸精确地

摆放在一起，有些富勒烯（肉丸）被放在（意大利面）里面，有的则置于意大利面外面。

结构内的富勒烯（肉丸）从聚合物供体中获得电子并将这些电子抛给外面的富勒烯（肉

丸），这样就能确保长达数周之久高效蓄电能力。

“当正负电荷分离后不再聚合，该系统的工作状态会更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化学教授，另一位高级研究员本杰明·施瓦茨说。“在使用现代合成有机光伏材料时首

次显示了这项原理。”

在新的系统中，只是将自组装材料放置的非常接近。“我们努力工作研究以使我们

可以不用再那么努力的工作，”托尔伯特说。新的技术比现有技术更加环保，因为这些

材料在水中组装，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在毒性更强的有机溶液中组装。

“一旦做成新的材料，就可以将它们转储入水，这些材料会根据其设计方式组装成相

应的结构，”施瓦茨说。“所以没有额外的工作。”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将

这项技术转化为实际的太阳能电池。

伊夫·鲁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化学教授，是另一位高级研究员领导研究小组

创建了设计独特的分子。“我们还没有将这些材料应用于真实的设备中，这些都是在不

断变化的，”他说。“当我们可以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封闭的回路，就可以实

际应用于设备中。”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已经研究证明，廉价的光伏材料可以极

大提高它们存储太阳能的能力。托尔伯特和施瓦茨都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加州纳米

技术研究院的成员。（下转第五版）

第四版 世界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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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四版）该报告其他的共同撰稿人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生瑞秋·胡

伯和艾米·费雷拉。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子成像中心在周鸿的领导下，利用纳米

机器组装结构成像。该研究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 CHE-1112569）和分子工程
能 源 材 料 中 心 — 美 国 能 源 部 资 助 建 立 的 一 个 能 源 前 沿 研 究 中 心

（DE-AC06-76RLO-1830），共同支持。弗雷拉得到了清洁绿色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培训
一体化（IGERT）的支持（资助 DGE-0903720）。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1586

冬季死亡率：气候变暖能带来好处吗？

人们普遍认为极端高温事件与死亡率峰值高度相关，但是平均下来，死亡率最高的

时期还是一年中最冷的几个月。

在冬天过度死亡率的最重要诱因是低温，之前有很多研究得到了冬天死亡率在气候

升温下会得到根本降低的结论。

基于多个城市以及单个城市的多年数据，我们分析了低温是否以及将在怎样的程度

上与冬天的超标死亡率相关。其中用到了 36个美国城市（1985-2006）和 3个法国城市
（1971-2007）的日气温以及死亡率数据。
通过城市间的比较，我们发现冬季超标死亡率与季节温度范围无关，而且温暖的城

市也并没有比更寒冷的城市低，这说明温度并不是冬季超标死亡率的关键驱动因素。

通过对月数据使用回归模型，我们发现城市的日死亡率变化并不是受冬季温度的强

烈影响。

最终，我们发现，在研究寒冷气温影响时，对于季节性的控制不充分导致了对于寒

冷影响的过分夸大估计和对冬季死亡率高是由于低温的错误归因。

我们的发现通过升温来降低冷相关死亡率的效果比其他一些人所预想的要差很多。

这对关注气候变化下未来人类健康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有重要意义，可以指引他们采

取相关的适应性政策。

摘自：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10/6/064016

第五版 异域传真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1586
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10/6/06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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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新西兰：澄清池的水力性能指标评价

奥克兰大学的研究人员目前开展了一项澄清池水力学指标的实验，实验指出沉淀

澄清池的综合水力分析通常是通过解译停留时间分配和与短路及混合有关的派生指标

而实现。但是，不同指标的可用性表明，有必要对最合适的指标进行仔细的选择。该

研究比较了一些被广泛使用的水力学性能指标，以及一种新的短路循环指标 T5，该指
标代表了模型沉淀澄清池中的五种不同的流动规律。结果显示，T5是最好的衡量短路
循环的指标。在混合指标中，只有 Morril指标正确地代表了试验的物理行为。此外，
对两个水力学特性指标，λ和一个力矩指数（MI）进行了评估并且发现它们与短路循
环及混合指标之间有良好的相关关系，但是 MI的可重复性比λ要好。基于这些结论，
该研究推荐使用 T5，Morril指标和 MI作为分析沉淀澄清池水力性能的指标。此项研
究对于澄清池的水力学指标的选取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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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世界环境日气候变化大臣访泰晤士河水闸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安伯尔•鲁

德(Amber Rudd)选择通过访问泰晤士河
水闸来纪念世界环境日，这对我们保护环

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是至关重要的。此次是

安伯尔•鲁德作为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的

首次访问。

泰晤士河水闸非常成功，其保护了伦

敦市中心 125平方公里的土地免受风暴
潮的侵袭，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潮涌变得更大、更具破坏性，风险不

断增加。

安伯尔•鲁德表示: “泰晤士河水闸是伦敦景观的标志性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最好
的保护屏障之一。然而这样的屏障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如今世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创造更洁净的未来，而今年的世界环境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我们必须集中关注在巴黎召开的重要气候谈判。”

长 520 米的泰晤士河水闸横跨泰晤士河，临近伍尔维奇(Woolwich)，且具有 10
扇可上升就位的钢板闸门，保护伦敦免受风暴潮。上升后，主门与 5层楼建筑同高，

与伦敦塔桥开口同宽。每扇主门重达 3300 吨。

访问时，安伯尔•鲁德会见了操控水闸的环境局代表们，与他们讨论了当前面临的

挑战以及在《泰晤士河口 2100 倡议》的背景下该项目的未来。

设立世界环境日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和行动的关键举措之一。在今年巴黎

的重要会议到来之际，这一日期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联合国将在巴黎协商达成一份全

球性协议，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2度以内。英国带领推动这一项耗资巨大的协议，并在

国内取得了丰硕成就。相比 1990 年的水平，我们已经减少了 30％的排放量，并将努

力在 2030 年之前至少达到 40％的国家碳减排量，超越欧盟。

来源于英国驻华使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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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