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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成功离不开大型公园
近日，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的研究发现，城市应选择留有大片

连续绿地进行紧凑型发展，可以最大化城市生态系统的社会效益。

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随着人口继续膨胀，世界各地的决策者正在努力

找寻最佳方式使城市适应快速增长的人口，同时保持城市生态健康。已有研究表明，城

市绿地和树木能吸收地表径流以及碳排量从而增加城市幸福指数和城市健康，给人类产

生长远的效益。研究人员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到底采用哪种城市发展方式会更好，是像欧

洲和日本常见的那样，选择在市区建设大型公园或自然保护区，进行紧凑型发展，还是

像北美和澳大利亚许多城市那样，建设广阔的郊区和小型公园或园林。

目前，埃克塞特大学的研究团队与日本北海道大学合作，一同对世界各地的九座城

市进行了案例分析，考虑城市化模式如何影响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研究成果发表在由

英国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
EPSRC）主办的《生态和环境科学前沿》期刊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具有大型公园或
自然保护区的高密度型城市产生的效益最大-尽管他们还指出小型公园和园林也发挥着
积极作用，不应该舍弃。

论文第一作者伊恩·斯托特（Iain Stott）博士，来自于埃克塞特大学位于康沃尔
（Cornwall）的彭林校区（Penryn Campus）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所（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Institute ，ESI），他说：“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采用一种最有利于城市
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进行城市扩建和新建至关重要，这种方式对城市居民是最有

利的。我们的研究发现，具有大片绿地的紧凑型发展方式对实现生态服务非常重要。不

管怎样，如果人类想要效益最大化，其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紧凑型方式与采用街道树

木和小型公园、园林实现建筑用地绿化的方式相结合。”

论文的作者凯文·加斯顿（Kevin Gaston），也来自于埃克塞特大学的环境和可持续
发展研究所，他说：“未来发展需站在城市全局尺度考虑，进行谨慎的规划和政策引导，

使城市得到最好地发展。”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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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经济体面临缺水难题
到 2040年，尽管中东地区可能不会出现极端的缺水问题，但包括美国、中国以及

印度在内的超级大国都可能面临各自的用水风险。预计直到 2040年底，这 3个国家都
将始终处于高度缺水状态，缺水程度也不会有很大变化。尽管如此，在一些特定区域，

例如美国西南地区和中国的宁夏，将出现明显的缺水加剧，缺水程度最多可能增加达

40%到 70%。
这种格局反映了国家层面数据集的一种局限。将整个国家未来的平均缺水程度概

化成单一的评分并不能判断出地方层面的风险情况，甚至是采用全球资源研究所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RI）的加权算法对那些用水最多的地区进行缺水评估也
存在这类问题。WRI广泛建议多数用水户在标准化子流域层次运行管理时需采集更多
细化的信息。尽管如此，有些用户，例如一些与国家合资的国际商业银行，他们依据

国家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此时排名和总评分很具有评判价值。

由于未来气候条件和发展模式不能事先预测得知，这些前瞻性的模型都贯穿着不

确定性。这些评分排名并不关注未来最佳或更可能的气候情景，而是对可能发生的某

一种水量供需情景进行说明。

我们咨询了权威专家后选择出这种未来情景，因为这种情景虽然做了概化，但仍

能为那些国际组织、商业以及金融机构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这一系列排名和评分也有

助于用水户更好地适应未来某种很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和供水需求情景。

驱动因子？

每一个缺水的国家都受许多不同因子的综合影响。例如，在众多可能受气温上升

和降雨类型转变综合影响而出现供水减少的国家中，智利（Chile）预计将从 2010年的
中等缺水演变成 2040年的极度缺水。博茨瓦纳（Botswana）和纳米比亚（Namibia）正
好坐落于气候变化的脆弱地带。区域不仅水源供应受限，而且洪涝、干旱灾害高发。

非洲南部地区预期气温将很可能超全球平均水平，并伴随有全区域的干旱和更为剧烈

的降雨变化。在用水需求方面，根据预测，上述地区预期将会有 40%到 70%的增幅—
甚至更大，这将进一步恶化该地区的处境。

不管受何因子驱动，极度缺水的状态导致了企业、农场和居民生活都高度依赖于

受限的水资源，也对区域供水变化十分敏感。这种状况严重威胁了这些国家的水安全

和经济增长。国家和地方政府很可能出台强有力的气候行动方案，并对今年 11月份的
巴黎重要国际气候协议提出支持。政府也将采取些管理和保护措施，以维持接下来几

年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摘自：

http://www.wri.org/blog/2015/08/ranking-world%E2%80%99s-most-water-stressed-countrie
s-2040http://www.wri.org/blog/2015/08/ranking-world%E2%80%99s-most-water-stressed-c
ountries-2040http://www.wri.org/blog/2015/08/ranking-world%E2%80%99s-most-water-stre
ssed-countries-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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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观测洪水对湿地影响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的一名研究员介绍到，科学家设计了一
种全新的、现场操作的方法用以研究海平面上升对一些重要湿地的潜在影响。该研究团

队发表的一项研究对这种可变更的装置进行了描述。

以当地仪器店采购的材料为主，阿拉巴马大学朱莉亚·彻莉（Julia Cherry）等科学
家们设计、制造并测试了这种称做“堰”的低成本围墙结构，他们对沿海湿地三种不同

级别的洪水进行了仿真模拟。结果也证明，对实地或更大尺度的海平面上升影响进行模

拟难度很大。

“我希望这能为其他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提出问题的模版，并改进我们的方法以实现在

更大尺度下对沿海湿地进行更好地研究”，彻莉是阿拉巴马大学新学院和生物科学研究

所的一名副教授。

研究发表在科学期刊《生态与进化方法》（Metho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上，
合作人还有密西西比海洋资源研究所（Mississippi Department of Marine Resources）的乔
治·拉姆索（George Ramseur Jr.），密西西比州立大学（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的
埃里克·斯帕克斯（Drs. Eric Sparks）以及南阿拉巴马大学和多芬岛海洋实验室的加斯特·
塞布里安（Just Cebrian）。
部分科学家预测未来 85年内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将近 1米。由于海平

面的上升，预计未来湿地洪水发生的频率、淹水水深以及历时都会增加。“即使海平面

略微上涨也可能导致这些沼泽地区洪灾大幅度增加”彻莉说，“生长于这些潮区湿地的

植物群落适应了洪水胁迫，但也存在一定的阈值，当洪水增加超过阈值时，植物将会遭

受持续性的胁迫作用直至最终消亡。”

沿海湿地除了是鱼类和其他重要经济、生态类物种自然栖息地外，还屡次作为陆地

“最后一道防线”抵抗着由台风和暴雨引发的海浪作用，湿地生长的植物可以除去土壤

颗粒和浅水中的污染物，过滤水流而保护区域水体免受污染”，她说到。

在鲍德温县莫比尔海湾（Baldwin County's Mobile Bay）东海岸的维克斯湾美国河口
研究自然保护区（Weeks Bay National Estuarine Research Reserve），研究员在海岸附近
安装了可调节的围墙，用以对小洪水、中等洪水以及大洪水进行模拟。

研究表明，模拟过程中洪水的水深和历时都能成功得到调控，这也增加了研究结果

的真实性。对堰进行调整可以使其在低、高潮时都能工作。围堰由一条平行于海岸线的

塑料挡墙和两条垂直于海岸的侧墙组成，形成了一端开口的结构形式。可用于流量调节

的闸阀以及排水洞让科学家们能对水位和出流速率进行调控。

围墙内安装有水位计量的竖井，根据水压力的变化可以观测水深。被研究员称为“活

动堰”的一种更复杂围墙则还有一个抽水装置和计时器。研究海平面上升的通常方法是

采用“中型实验生态系”的人造系统，系统对自然环境进行了复制。

“中型实验生态系”的研究有很多优势，包括对于变量的牢牢控制。但是人工设置

再现的湿地通常需要自然湿地的扰动条件，彻莉说。而且，这些小尺度的研究常常无意

间将一些自然条件下会出现并且影响很大的变量忽略掉了，她说。

“将‘中型实验生态系’方法与围堰方法相结合，用以尝试研究并掌握海平面上升对
沿海湿地影响情况将会是很有效的办法”，彻莉说。（下转第四版）

第三版 佳作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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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水展览大会将在澳大利亚召开
未来需要人类形成能够促进解决世界城市和流域所面临的水挑战的共同认知，人类

正在寻找对当前全球的实践、基础设施的进步、创新研究、政策发展和解决全球水专业

人员所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贡献。国际水协-世界水展览大会将为您提供一个广阔的平
台，与全世界从事水问题的专家进行交流。会议强调城市公用事业和工业领导变革等五

个主题。

城市公用事业和工业领导变革

地球的快速变化要求水行业工作者以“相互贮仓”（cross-silos）的方法来确保人
类未来的需要。快速变化推动城市的进步以适应用户的需求，吸引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制定更高效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计划。城市公用事业将成为未来循环经济的关键组成部

分。所有行业都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生态效率、水和资

源循环利用成为影响长期成功的关键因素。

以水为中心的城市的未来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水安全将是未来城市转型的核心。 世界城市正在以不同的速

度和不同的挑战发生快速的变化，如基础卫生设施的缺失、水压力和气候变化引起的风

险。未来城市的水需要以相互贮仓的方法关注用户的需求，工程师、规划师和社会科学

家同样也需要规划以更高效的方式利用资源。

公共事业推动变革

城市公共事业正在向成为未来循环经济的互动参与者过渡。公共事业的新管理模

式，资产管理的新方法，新的业务来源以及创新承包实践改变了水服务交付方式。公共

事业的重点是通过更好的规划、技术和操作提供更有效和高效的可持续服务。许多国家

正尝试通过熟练的劳动力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缩小水行业能力发展的差距 ，关注专

业人员，通过投资专业人员的专业能力确保一个更好的、更公平的水世界的未来。

（下转第六版）

第四版 世界之窗

（上接第三版）阿拉巴马新学院和生物科学研究所是文理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的一部分，该学院是学校最大的分区也是阿拉巴马最大的文理学院。来自于该
学院的学生已经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奖项，包括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歌德
沃特奖学金（Goldwater Scholarships），杜鲁门奖学金（Truman Scholarships），以及成
为了《今日美国》全美第一学术团队成员（USA Today Academic All American Team）。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2445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2445


5

关于福岛污染物命运的研究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对福岛第一核电站近海收集的沉积物样品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研

究，并将最新的研究报告于 2015年 8月 18日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期刊杂志《环境科学
与技术》上。

该研究是为了研究福岛污染物埋在日本沿海海底之后发生了什么。

由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WHOL）的高级科学家和海洋化学家肯·布斯勒（Ken
Buesseler）领导的科研团队发现，福岛污染物在海底沉积物的一小部分被台风转移，在
水中可以检测到放射性粒子，这些污染物随后随东南方向的洋流进入太平洋。

“2011年的地震和海啸所引起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件中，被污染的水中放
射性核素铯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占主导地位。”布斯勒说，“高于 99%的放射性核素会随
海水移动，只有一小部分——低于 1%的核素会以沉积物的形式埋藏于海底”。
“我们已经看到了埋在大陆架的沉积物的命运并追踪了有多少受污染的沉积物会从

海底再悬浮起来离开海岸，”布斯勒补充道。

该研究小组包括来自日本地球科学和技术部门及日本原子能机构的同事，他们分析

了从沉积物捕集器收集的随时间序列变化的三年的有价值的数据。

研究人员进行了预定程序的部署，将两个漏斗形的工具分别安置在距离核电站东南

方向 115km（约 70英里）深 500米（1640英尺）和 1000米（3280英尺）的位置。这
两个收集器自 2011年 3月 11日地震和海啸之后开始至 2011年 7月 19日进行了 130天
的收集，并将其每年进行一次重置。

分析数据后，研究人员发现，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放射性铯的沉积物样品中黏土含量

较高，其特点与近海岸大陆架和边坡沉积物的组成相似。

“这一发现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我们想到海洋沉积物，我们通常认为它是垂直

来自于上方。但这项研究清楚的表明，沉积物来自于近海大陆架和边坡。我们知道这一

点，因为沿海沉积物有独特的福岛放射性和矿物质信号”布斯勒说。

数据还显示，放射性沉积物铯的峰值与过境台风一致，过境台风可能引发了沿海沉

积物的再悬浮。放射性铯在 2014年 7月采集的沉积物样本中也有检测到。
“沉积物总运输量是很小的，尽管它很容易探测到。每年只有百分之一甚至更少的

污染沉积物发生移动，这意味着事情并不会改变非常快，”布斯勒说。“被埋藏的沉积

物要继续埋几十年。这可能会导致鱼类尤其是日本深海鱼类体内的铯浓度升高。”

虽然福岛核电站泄漏了数百种不同的放射性核素，经过几天或几周的最初的衰减，

生命周期减少一半（放射性核素衰变一半的时间），剩下的放射性核素只要集中在铯-137
和铯-134两种放射性核素上。铯-134的半衰期为两年，在海洋中发现的铯只可能来自于
福岛核电站的反应堆。铯-137的半衰期约为 30年，经过 19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的核
武器测试，铯-137也已进入太平洋，其为测量核反应堆释放的铯提供了一个衡量基准。

10月份，布斯勒和该研究团队将回到日本重新部署更多的沉积物采集器。后续研究
将有助于估算需要多长时间福岛核电站附近海域海底沉积物的放射性铯才能减少。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2476

第五版 异域传真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yournews/6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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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发明流域平衡游戏

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发明了试图在流域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要间找到一个平衡的

游戏，旨在维系流域的生态系统平衡。流域管理的目标是实现多目标效益的最大化,

水库是所有用户授权和建设的,开发者试图找到所有利益之间的平衡，使所有利益相关

者理解并共同关切流域系统的健康。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奥马哈区邀请教育工作者分享流域平衡游戏并在教室里使用

它。如果您也以游戏的方式开发课堂课程，请与我们分享，我们会将它分享给其他教

育工作者，这样全国的教育工作者都可以使用该游戏。奥马哈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

蒙大拿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以及怀俄明州均有办事处和工作

人员，他们可以支持演讲者请求。如有疑问可直接联系：

Eileen.L.Williamson@usace.army.mil

（上接第四版）产业转型 所有行业都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以解决资源短

缺问题。生态效率、水资源和资源循环利用是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因素。行业领先企

业采用实践提高水资源管理水平，通过废弃物零排放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矿业、农业、

精炼业、食品和饮料工业、医药和运输制造业等一些用水紧张的行业，欢迎分享他们

的关于绿色经济的专业知识，这些将有助于塑造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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