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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水人”获斯德哥尔摩水奖
斯德哥尔摩 2015年 8月 26日电：印度人拉金德拉·辛格（Rajendra Singh）被授予

了“斯德哥尔摩水奖”，以表彰他开展创新型水资源修复，提高印度农村地区用水安全

所做的努力，以及在力求改善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们的生活状况方面所表现的非凡勇气

和决心。在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论坛期间的皇家颁奖典礼上，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

古斯塔夫为拉金德拉·辛格颁奖。

“斯德哥尔摩水奖”委员会在其嘉奖公告中说道：“当今的水问题已无法仅仅依靠

科技解决。拉金德拉·辛格的毕生工作是通过身体力行、赋予妇女权利、将本土知识与

现代科学结合、提高全社会的能力，从而来解决当地的水问题。”

在领奖时，拉金德拉·辛格说道：“我要感谢世界上所有的水工作者。今天，我作

出承诺，我将把我的余生全身心的投入到节约用水的事业中。”

辛格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生活和工作，有着非凡的工作成就：和当地居民的密切合作，

共同修复了多条河流，为一千个村庄引入了水源使它们重现生机，为无数人带来希望。

斯德哥尔摩国际水研究所执行董事托里尼·霍姆格伦（Torgny Holmgren）认为，拉
金德拉·辛格通过水给予人们能力和勇气，从而掌控自己的生活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

的业绩表明，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基于智慧的水资源管理。

辛格将古印度雨水收集技术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这种技术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废

除使用，但在印度最干旱时期，它为印度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对于得奖的意义，拉金德拉·辛格认为：“过去的 31年我一直筚路蓝缕，今天得到
此奖，让我的工作得到了权威的认可。”摘自：

http://www.worldwaterweek.org/the-water-man-of-india-receives-stockholm-water-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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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小时模拟电厂排放量可以改善健康

燃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两个重要来源。在电厂的

下风口处，这些气体和大气相互作用形成直径小于 2.5微米（PM2.5）的硫酸基细颗粒
和臭氧。这些二次污染物的数量和位置取决于大气条件，如温度、风速和光照强度。

它们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它们是否形成或被吹到城市和城镇附近。

现在，一个来自美国和希腊的团队提出了一种简单的空气质量模型，该模型工作

速度足够快，可以按小时来分析电厂排放量。如果模型显示污染物将达到一个人口稠

密区域，电厂运营商可以关闭工厂，直到大气条件发生变化。该系统尚未投入使用，

但对美国佐治亚州 2004-2011的 1月到 7月期间研究发现，这种技术可以将对人类健康
的影响成本降低 1.759亿美元，发电成本提高了 8360万美元（这主要是由于转向使用
更昂贵的天然气）。

“这种方法可以用来减少空气污染排放的影响，而无需安装空气污染控制设备，”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瓦莱丽·托马斯（Valerie Thomas）告诉环境研究网。“这种方法的
可行性第一次得到了证实；而电力行业正在逐渐认识这种新方法。”

托马斯和同事研究的空气污染物优化模型（区域多尺度空气质量模型的简化形

式），通过一个 12km×12km的栅格快速预测空气污染物的形成。他们研究了佐治亚
州发电站的两种运行模式：一种将生产成本最小化，而另一种将生产成本和健康影响

同时最小化。

“以前为与发电相关的外部性进行定价是不可能的，因为空气质量模型运行的不

够快，”托马斯表示，“现在有了这种新方法，电力系统的运行可以考虑与空气质量

相关的外部性并准确定价每台发电机。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电力系统

是实时操作的，而空气质量模型运行需要数天或数周。”

研究小组发现，最主要的健康影响因素是 PM2.5。它可以增加死亡率和哮喘发病率、
提高非致命性心脏病发作，增加急诊病例和住院人次。在美国，大气中四分之一的 PM2.5
是硫酸基盐。

在气温较高的白天和夏季，硫酸盐排放物更易形成 PM2.5。研究 Plant Bowen（一
个位于亚特兰大西北部燃煤发电厂）发电厂表明，2004年 7月它对健康的影响（折合
成货币）相当于本月 31天中 20天用天然气代替煤的费用。Plant Bowen发电厂 7月份
每千兆发电量平均产生 17美元（折合成货币）的健康影响。
“这一系统真正的优势在于能够按小时准确预测空气质量，”托马斯表示，“这

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空气质量结果以及实际的需求不同小时间差异巨大。我们在

文章中证明了使用年平均或日平均数据的若干优势。”

如今这个团队想在全美进行更广泛的研究，（下转第四版）

第二版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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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地图展示城市范围

目前，一个美国与中国组成的团队将提炼他们的分析方法，基于遥感数据描绘一个

世界城市地区的地图。研究者依然利用国防气象卫星计划/操作线扫描系统（DMSP/OLS）
夜间稳定光源（NTL）数据。“城市化引起的地球环境转变已经持续了超过 30年，由于
人口增长与流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发生，”

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的 Yuyu Zhou向环境研究网表示。“伴随着这一过程产
生了大量环境后果，并蕴含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影响。理解这些交互作用对于应对不
断发生的地球变化有重要的意义。”周（Zhou）相信团队的新方法可以通过夜光数据经
济并高效地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一致且实时可更新的城市范围地图。

空间分辨率 1km的地图显示全球范围现在的城市面积占总面积的 0.54%。欧洲城市
化度最高，达到 2.3%，北美以 1.2%名列次席。亚洲的城市化度是 0.7%，拉丁美洲为 0.4%，
前苏联为 0.2%，大洋洲仅为 0.1%。非洲的城市化度最低，县市覆盖率仅为不足陆地面
积的 0.1%。对国家而言，城市用地面积占总陆地面积比值从小于 0.01%到超过 10%。在
70%的国家中，城市面积不到 1%；在 90%的国家中，这个比例小于 5%。高城市化率的
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

北纬 30度附近的地区有最大的城市面积，这主要归因于中国和美国的城市。由于欧
洲的影响，最高的城市化率则相对离赤道更远一些，出现在北纬 45度附近。在经度方面，
西经 80度，位于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走廊附近，有一个大型的城市区，但是也有其他高
峰。

周先生说：“这个关于全球城市范围和其空间格局的信息有重要价值，可以在全球

环境变化及该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人类和基建设施产生影响的大背景下帮助制定城市

基础设施和系统建设的适应措施以及风险管理措施。”相比较于其他遥感系统，

DMSP/OLS NTL数据有时会高估城市范围。所以研究者们设定了鉴定像素元为城市灯光
的阈值，通过一个“基于聚类方法的改进阈值法”，将这些阈值根据对光源聚类的程度

进行分类。结果与另外五个城市范围地图吻合。DMSP/OLS NTL 数据自从 1992年就可
以利用了。“我们会在接下来的 20年内扩广这种方法并建立一个一致性的全球城市地图
集，并且评价现今全球城市化动态以及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周先生说。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2249

第三版 佳作有约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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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对湿地影响的衡量

科学家们设计出一套全新的现场方法来研究海平面上升对重要湿地的潜在影响，阿

拉巴马一所大学的研究者领导的研究描述了这种可修正装置。

科学家们设计出一套全新的现场方法来研究海平面上升对重要湿地的潜在影响，由

阿拉巴马一所大学研究者领导的研究于今天发表，描述了这种可修正装置。

包括 UA的朱莉娅 Cherry博士的科学家们主要使用了可在当地五金商店找到的材
料，并设计，制造和测试的低价机箱，叫堰，以逼真地模拟在沿海湿地发生的三个等级

的洪水。现场并在更大的尺度上模拟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在之前被证明是很困难的。

我希望这能提供给其他研究者一个解决他们问题的样本并通过我们记录在案的方

法提升研究更大更完整沿海湿地的能力，”UA新学院的副教授奇瑞（Cherry）说道。
一些科学家预测全球变暖会在未来 85年导致海平面升高达一米，湿地洪水频率，

深度和持续时间的增加是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可预计的结果。即使是很小的海平面上升都

可能意味着淹没这些沼泽程度的增加，“奇瑞（Cherry）说。“生活在这些潮间带的植
物群落有处理洪水压力的能力，但有一个阈值，超过该阈值水浸会持续变强，并最终导

致植被死亡。”

UA研究员表示，沿海湿地经常作为飓风和其他风暴形成的涌浪的“最后一道防线”，
同时也是渔业和其他经济和生态物种的自然栖息地。她说，生活在湿地的植物从土壤和

浅水去除污染物，作为过滤器保护开放水域不受到污染。在鲍德温县莫比尔湾东岸的周

湾国家河口自然研究保护区工作的研究人员在靠近海岸线的地方安装了可调节罩，用它

们来模拟低，中，高洪水的水平。

研究表明可以成功地对不同淹没深度和持续时间进行操纵了，使研究成果变得更加

现实。对堰修改使它们能同时在低和高潮汐下工作。构造有一端开口，该堰包括一个平

行于岸的塑料壁板和两个垂直于岸的侧壁。可调节水流量阀和排水孔使科学家可以操纵

水位和排水速度。安装在罩内包含水位记录仪的井可以通过水压改变测量水深。更复杂

的罩包括水泵机构和计时器，研究人员称为“活跃堰”。

摘自：http://thewaternetwork.com/#/post-FfV/measuring-flooding-s-impact-on-wetland
s-iJDoPE4qgmczCfIUAN9cfA

第四版 世界之窗

（上接第二版）希望评估包括运输排放在内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特别是人口密度较

低，但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作物和其他对污染敏感的受体；进而将这一方法应用于有

较大、较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的国家和地区，随着这一方法的广泛应用，减少对健康的

不利影响就会越来越容易。我们可以测试电力系统和天然气系统拥塞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更好的量化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清洁能源的替代品（如电动汽车）的效益和成本。我们可

以量化气候变化政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2261 摘自：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2261
http://thewaternetwork.com/
http://thewaternetwo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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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干旱问题的 SIMS水处理技术
一年多以来，一种便携式、可自动化运行、具有互联网装备、可以搭载在拖车上的

水净化设备，能将受污染的水变成干净的水。这种装置被称为智能集成膜系统，或 SIMS
 化学和生物分子工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亨利塞缪尔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教授约

拉姆·科恩（Yoram Cohen）表示，自从 2014年 5月发布以来，智能集成膜系统，或 SIMS
污水处理厂每天可以稳步处理 25000加仑干净水，足以供应大约 100个家庭。
科恩（Cohen）说，SIMS淡化水并通过除去其中的污染物来产生净化水。SIMS处

理站采用反渗透过程——即使用半透膜分离水与盐和细菌等物质的过程。它从今年 5月
在圣华金河谷一个偏远地区开始工作。

科恩曾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子工程系教授帕纳约蒂斯赫里斯托菲，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化学和生物分子工程系的助理研究员 Anditya Rahardianto，以及几个工程专业的
学生一起工作，设计和建造了处理站。

其他水处理厂也在同一个位置试图完成 SIMS的工作，但只设法运行了几个月，科
恩说。

去年推出后，SIMS处理站被运到圣华金河谷农田中的土壤水区和排水区，它处理
高盐和高硫酸钙水的能力接受了考验。Rahardianto，拥有化学工程博士学位，称该厂的
自适应技术，可以迎合圣华金河谷地下水补给中不断变化的盐度水平。水的盐度在

Panoche通常变化了 20％到 30％，他说 。
科恩说，他认为 SIMS技术还能够解决加州的干旱问题，因为 SIMS可以将加州未

充分利用的高矿化度地下水转变为可饮用水。他补充说，更多的水将可用于灌溉，而循

环利用的工业用水将减少水使用量。

圣华金河谷排水不畅，使高矿化度水量增加，而使用这种水进行灌溉导致盐分积累

在土壤中，已经形成了盐渍土，科恩说。

如果这个问题继续发展，大约四分之一的山谷土地将在 10年内不能使用，科恩说。
高盐度和受污染的水进入山谷居民饮用水来源的含水层，民众使用这种水饮用和洗澡是

危险的。科恩说，他曾听说有些人选择用瓶装水给他们的孩子洗澡，唯恐使用的水是来

自当地的井。“至少在涉及到可用水的问题上，这些社区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处在同样的

境地，”科恩说。“虽然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

SIMS已经能够在几乎没有直接力监督的情况下连续进行工作，Rahardianto说。科
学家可以通过网络从 250英里之外的地区远程观察处理站，几乎不需要现场维护。 
拉里·高，一个化学博士生，致力于自主控制系统研究，说他的工作基本就是远程

监视 Panoche的工厂。“在极少数情况下，工厂本身解决不了问题，它将自行关闭，并
给我发一封电子邮件，详细说明问题，”高说。（下转第六版）

第五版 异域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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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上接第五版）该项目的下一阶段是为缺乏清洁用水的贫困农村社区提供这种技

术，这将涉及在加州中部的多个缺乏安全的饮用水的社区部署 SIMS技术，Rahardianto
说。
科恩说，他认为处理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方案，因为安装一个处理站基本只

需一个电气连接和一些管道而已。“这基本上是即插即用的，”科恩说。科恩说，他

预计 SIMS处理站是解决方案的说法将很难让农村社区的人信服。他补充说他希望通
过展示该设备的有效性和适应性来说服他们。“建立信任涉及克服人们对这样一个装

置的怀疑，”科恩说。水匮乏社区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与 SIMS设备相关的维修费
用。多个社区几乎可以将他们的处理站几乎添加到一个网络中，实现在一个位置监控

所有的处理厂，使每个工厂不需要现场操作人员，Rahardianto说。
摘自：http://thewaternetwork.com/_/water-treatment/#/post-FfV/sims-water-treatment

-technology-to-tackle-drought-4A9ZTj2y7IcYwUVMI1HkOg

美国学生发明净水技术获“斯德哥尔摩少年水奖”

斯德哥尔摩 2015年 8月 25日电——来自美国的佩里·阿莱加潘（Perry Alagappan）
因发明了去除水中电子垃圾所含重金属的过滤器，在 25日获得了 2015年“斯德哥尔
摩少年水奖”。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期间，瑞典女王储维多利亚为其颁奖。

科技的快速发展让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电子垃圾，其中含有汞、镉、铅等有毒

重金属。历经三年的时间，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实验，18岁的佩里因为他的发明获
得了“斯德哥尔摩少年水奖”。佩里将自己的兴趣和纳米技术相结合，创造出了可以

过滤掉饮用水和工业用水中 99%的重金属的过滤器，这是一种水处理的革新技术。
“这个项目解决了一个事关全球水资源的关键问题—重金属处理。通过其完善的

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这项发明有望从家庭拓展到工业规模的水处理。在工程中

使用该技术，可以彻底改变水处理和重金属回收的方式，”评审委员会表示。

“斯德哥尔摩少年水奖”汇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旨在激发其对水资

源和环境保护的兴趣。今年，来自世界各国数以千计的参与者加入了这项比赛，以获

取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期间举办的总决赛的机会。来自 29
个国家的团队参加了 2015年总决赛。

摘自：http://www.worldwaterwee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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