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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新书面世：《用水量、水价与调控》

由世界水资源协会（IWA）出版的《用水量、水价与调控》一书近期出版。该书主
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列举了与用水量和卫生状况相关的图表，重点关注取水、输

水、耗水及下水道连接和废水处理的发展。

第二部分专注于水价分析，通过分析阶梯水价及固定水价的重要性以研究水价结构，

该部分列出了饮用水水价并说明了水价与 GDP及城市大小的关系。得出污水处理费用应
由各个城市共同承担。

第三部分分析了与水量调控有关的主要方面并且描述了私人运营商在水循环管理中

的重要性。公共用水服务的评估信息用于修正饮用水水价。

摘自：http://iwapublishing.us1.list-manage1.com/un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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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新气候
气候变化是 21世纪全球性的安全威胁。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对于威胁我们共

同的星球和我们所追求的和平的未来风险进行限制。实现强有力的国际协议极具重要

性。然而，以往不断发生的变化提醒着我们，即使未来排放减少，人为气候变化引起

的物理影响已经凸显，并将持续几十年。

气候变化是最终的“威胁放大器”：它将使脆弱的局面恶化，并可能导致社会动

荡，甚至暴力冲突。该问题具有复合风险，气候变化的影响与脆弱国家已经面临的问

题相互作用时，它将浮出水面。而它们的汇合将超过现有状态的承载力。脆弱性的后

果可能妨碍最易受气候变化伤害的那些国家，使他们难以应对，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但即使是稳定的国家，如果压力足够大或打击过于剧烈，也可能被推向脆弱的一面。

我们承担着共同的风险——因此我们共同肩负着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和平新气候：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和脆弱性风险》，是一份受 G7成员委托的独立
报告，其明确了在未来几十年内对稳定的状态和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的气候脆弱性的七

项复合风险：

� 区域资源竞争：随着自然资源压力的增加，竞争可导致不稳定，甚至在缺乏有
效的争端解决方案时，引发暴力冲突。

� 生活不安全感和迁移：气候变化将加剧那些依赖自然资源为生的人群的不安全
感，这可能导致其进行迁徙或诉诸非正式或非法资源收入来源。

� 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将加剧脆弱性挑战，并加剧人们的脆弱性和愤懑，尤
其是在受到冲突影响的情况下。

� 食品价格和供应品的波动：气候变化极有可能扰乱很多地区的食品生产，使价
格上升和市场波动加剧，并增加抗议、暴乱和文明冲突的风险。

� 跨区域水资源管理通常是紧张关系的来源；随着需求增长以及气候变化对可用
性和质量的影响，水资源使用的竞争可能会增加现有管理结构的压力。

� 海平面风险和滨海退化：持续上升的海平面将威胁低洼地区的生活，即使在其
淹没前，也会导致社会混乱、位移和迁移，届时可能加剧海上边界和海洋资源的分歧。

� 气候政策的非预期效应：随着气候适应和减缓政策得到更为广泛的实施，非预
期负面效应的风险——尤其在脆弱的环境下——也将增加。

政策分析：需要综合的政策议程

减少由气候-脆弱性风险构成之威胁的最佳方法是减缓气候变化。然而，气候变化
已经开始，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管理并使这些风险最小化。单一方面的干预不能

处理复合风险。集成三个关键部门的政策和项目——气候变化适应、发展与人道主义

援助、以及和平建设——对加强对气候-脆弱性风险的恢复能力并实现显著的协同效益
而言大有必要。

为打破阻碍解决气候-脆弱性风险工作的部门壁垒，我们需要提出关键政策，并解
决三大方面的体制缺陷:

� 气候变化适应：尽管气候适应计划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难以全面解决脆弱性
和冲突。陷于脆弱状态的国家，往往因其内部能力的限制，在获得融资应对气候变化

上处于不利地位。

� 发展与人道主义援助：通过将气候作为主流纳入发展规划，在“气候-迹象”上
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尚未标准化，（下转第三版）

第二版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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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美国的全国水普查
对于区域有限水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竞争，使得当下和未来人类与生态需水都难

以得到足量保证。

意识到有必要改善那些能用于有效评估可用水资源的工具和资料，美国地质调查局

（U.S. Geological Survey，USGS）将一项全国水普查（National Water Census ，NWC）
工作确定为 2007至 2017这十年内的六个核心科学方向之一。

2009年，美国《安全水法案》（公法 111-11）授权其地质调查局（USGS）开展一
个可用水量和用水评价的项目，项目将对美国水资源最新状态进行评价，同时研究如何

改善对于未来水量水质需求的预测。

通过对正在发生的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用水、气候方面的变化以及水分布、水质，

和人类与水生生态系统健康情况分别进行评估，全国水普查工作（NWC）也将有助于为
美国内政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开展的“维持与管理美国未来水资源”（Water
Sustain and Manage America's Resources for Tomorrow，WaterSMART）这一更为广泛的计
划提供咨询。该项计划在《安全水法案》指导下，由美国多家部门资助用以确保国家的

可持续性供水。

全国水普查工作中，美国地质调查局积极促使联邦、区域或当地的利益相关者认识

到这项研究的重要性，让他们利用手头的研究和项目活动为普查工作提供国家和区域层

面的相关数据。

摘自：http://pubs.er.usgs.gov/publication/fs20153045

（上接第二版）尤其是在易受气候-脆弱性风险影响的脆弱情况下。

� 和平建设：虽然领先的安全活动家呼吁更好地了解气候和脆弱性风险，但是气候
变化尚未被完全纳入脆弱性或和平与冲突评估。此外，几乎没有和平建设和冲突预防融

资工具为应对气候和脆弱性风险提供专项基金。

摘自：http://www.newclimateforpeace.org/#report-top

http://pubs.er.usgs.gov/publication/fs20153045
http://app.streamsend.com/c/24343007/4425/7LzvOAv/enZW?redirect_to=http%3A%2F%2Fwww.newclimateforpeace.org%2F%23report-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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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报》指出世界能源系统易于受到气候影响
一个新的报告指出，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定局，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以及干旱和洪

水发生频率的增加将严重破坏世界能源系统。

能源公司通常被认为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因为它们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最多，

占总量的 40%左右。但他们也同时受到全球变暖进程加快的影响，从核反应堆的发电机
到燃煤电厂发电机，都受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

许多大型工厂尤其面临干旱及洪水的风险，因为它们的设备需要更多的水来冷却，

并且缺少应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的机制，且配电网络也极易受到影响。

能源系统面对自然冲击时的脆弱性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上显现的尤为明显，2011年海
啸后日本不得不关闭福岛核电站，这也倒逼各国政府审查其核电政策。

世界能源理事会（WEC）将剑桥大学和欧洲气候基金会的研究整合在一起，促进针
对发电机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进行审查，并进行适当的改进——比如从水资源短缺

角度保护发电厂以及建设有适应性的电网，以此避免最坏情况发生。

WEC秘书长克里斯托夫·弗雷（Christoph Frei）表示，在世界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中
政府必须扮演一个关键角色。气候变化必然会影响能源领域，需要健康透明的政策来释

放未来我们所迫切需要的长期投资。未来，在各个层次都需要领导力。

虽然在不断努力提高能源的效率，但是全球能源使用量仍在不断上升。如果公司投

资于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的话，其影响或可减轻。

另一个重点是能量输配网络。报告指出，新技术可以用来使电网“智能化”，用比

现有的电网基础设施技术更智能的方式将电能分配到各家用户以节约能源，现有的大部

分基础设施技术都已经是几十年的老技术了。

“是时候面对能源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了”弗雷说。

在未来十年，全球需要数千亿英镑的投资以使能源系统更有适应性，这笔必须进行

的投资中也仅仅只能维持当前的系统。研究发现，如果投资是针对低碳燃料开发和提高

能效的话，从长远角度来看，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转换到低碳能源也会降低空

气污染并带来健康效益。

然而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全球能源公司已经有了态度上的转变。据国际

能源机构称，化石燃料继续主导能源发电容量的新投资。这表明，尝试创建一个全球碳

排放价格机制以扭转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以失败告终。

WEC的全球电力倡议执行董事长菲利普·朱伯特（Philippe Joubert）和阿尔斯通前
主席表示，在这个领域领先的企业越来越注意到，一切照旧已无法接受”。

在周三马尼拉亚洲清洁能源论坛上公布的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研究

成果的报告显示，如果不采取行动或行动不足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话，气候变化的影

响在未来几十年会变得更加明显。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1765

第四版 世界之窗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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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空数据证实大气变暖
无线电探空仪数据的分析反驳了关于近几十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放缓的言论。这

项研究由科学家在澳大利亚进行，表明早期气候预测模型大多是正确的。

虽然观测数据显示，在过去一个世纪地球表面变暖了几乎一度，但大气温度仍有很

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气候预测模型的很多观测值都没有显示热带对流层上部附近

11-13公里的增温速率峰值。
原则上，大气测量设备——无线电探空仪，通常附连到气象气球上——具有提供观

察的能力，但它们易于受到偏差的影响。例如，它们的传感器易被太阳加热，造成记录

数据的浮高。因此，无线电探空仪观测喜忧参半，一些描述上层温度较高，另一些则并

没有。

真正的大气异常和仪器误差是有不同特征的，可以通过统计学方法筛选出误差。已

经执行的无线电探空仪标准数据设置为 2005年，但现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史蒂芬·舍
伍德（Steven Sherwood）和尼迪·尼尚特（Nidhi Nishant）将该分析更新到了 2012年，
以确定近年来是否真的有上层变暖。

“最后一组数据被用于很多独立的研究，但随后因我们没有扩展它而逐渐弃用，这

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舍伍德说。

舍伍德和尼尚特结合两种行之有效的统计插值技术——线性回归和“克里格”，以

消除数据中的虚假波动。“我们从数据中推断自然气候和气候变化应该是何种情形，然

后发现自然变化更像是一次突变的数据并将之删除”，舍伍德说。

新数据显示，2012年之前 33年热带气候变暖的强度与 2012年之前 53年一样，地
球表面（每十年上升约 0.14℃）到 9千米以上大气（每十年上升约 0.25℃）变暖的速率
是非常平缓的。于是，研究人员得到全球变暖已经有所缓和的矛盾的建议。“如果你听

到大气变暖已经消失了，不要接受这种说法”，舍伍德说，“因为预期的变暖的数据就

摆在眼前”。

这些数据并没有和模型预测完全拟合，热带与亚热带地区 14和 15公里高度的窄频
带的对流层升温低于预测。舍伍德认为可能有一种还不能够解释的机制在减缓变暖。“最

大的可能性是大气污染，但对全球变暖减缓的影响或许正在消失”，舍伍德说。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1776

第五版 异域传真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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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灌排领域近期主要活动一览
1、“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用地和水资源管理”会议
第四届非洲区域灌排会议（African Regional Conference o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ARCID），以“气候变异下的农业用地和水资源管理”为主题，会议将
于 2016年 4月在埃及开罗召开。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1）用水管理；（2）粮食安全；（3）研究推广服务和能

力提升。会议主题演讲有：（1）气候变化下的农业与科学互动；（2）改善非洲农业
用水管理；（3）水-粮食-能源结合下农业层面的挑战。

2、66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uncil，IEC）和 26届欧洲
区域会议（European Regional Conference），将于 2015年 10月 11-16日在法国蒙利
比埃（Montpellier, France）召开

3、第二届世界灌溉论坛（World Irrigation Forum）和 6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IEC）
于 2016年 12月 6-12日在泰国清迈（Chiang Mai, Thailand）召开
第二届国际灌溉论坛将于 2016年在清迈召开，泰国国家灌排委员会（thai national

committee o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THAICID)）为会议主办方。清迈是泰国北部农
业灌溉发展中心。该地区能提供理想的环境促进来自马尔丁（Mardin）投资商们的参
与。

作为主要的农业国之一，泰国已然成了重要的大米出口国家。有着“世界厨房”

之称的泰国为许多国家生产了优质的粮食。110年的灌溉发展历程让泰国成了世界第
八大灌溉区域。过去，洪灾多次阻碍了该地区农业的发展，例如 1995年，2006年，
2010年和 2011年发生过的洪灾。可以预测，未来变化的世界形势将直接给泰国带来
许多与水相关的问题。泰国已经制定出战略性计划，通过连续的农业生产，环境保持，

水资源发展以及带动当地民众一起参与解决水问题，着重确保粮食安全。

4、澳大利亚水利有限公司（Irrigation Australia Limited，IAL）课程&研讨会
澳大利亚水利公司（Irrigation Australia）给灌溉专业人员提供了许多的课程和研

讨会。仅仅在这你才能查到这些课程和研讨会的日程。公司不认可也不推荐除了我们

自己以外其他机构开设的课程。这些信息也是我们提供给学员的一项服务。独特的学

员标识-从 2015年 1月 1号起，澳大利亚政府将会实施一套新的系统，届时每个学员
都将拥有一个独特的学员标识（Unique Student Identifier ，USI），用以在进行国家
认可的培训时可从所注册的培训机构获取证书或资格认证。每个学员都有义务取得该

项标识（USI）。标识可从网站 http://usi.gov.au/Pages/default.aspx上获取。

http://usi.gov.au/Pages/defaul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