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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有先进管道漏水模型的水利实用软件
智能水技术公司 Innovyze已经发布了 V12

代 InfoWater软件，软件基于 ArcGIS平台，为
水务公司和工程企业提供了先进的管道开裂和

渗漏模型。

全球范围内，用水需求逐年增加，而老化

的水利设施其功能逐渐退化，供水管道开裂和

渗漏影响不断。仅在美国，饮用水系统每年就

有超过 200万英里的配水管网发生近 237600起
管道破裂事件。估计每天有近 70亿加仑的清洁
饮用水因此而被浪费-或是每年近 2.6 万亿加
仑。

新版本中，Innovyze公司进一步完善了供水和配水模型以及分析特性。软件保留了
原有的性能和集成工具箱及扩展模块。

现如今，通过使用户准确模拟水管破裂（和漏水），他们就可以制定出有效减小漏

水、控制用水需求的维护管理策略，从而不仅使售水量最大化，并且保证水力和水质综

合特征，改善服务质量，节约用水。可以将破裂（和漏水）设定在管网中的任何管道上，

同时要设定裂缝的位置、尺寸以及发生开裂的时间。管道首末节点也可自动设定微小裂

缝。然后 InfoWater软件可计算出用户任意设定时段内管道开裂和渗漏所损失的总水量，
并报表给出结果。软件也能分析管道开裂和渗漏对输配水系统的水力（如，流量，压力，

流速和消防能力）和水质（如氯浓度）等综合影响情况。

摘自：
https://thewaternetwork.com/_/infrastructure-challenges/#/post-FfV/water-utility-software-wit
h-advanced-leakage-modeling-8gl5BT60r9ZXL4_if5WJ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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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衡中国、美国和欧盟的减排承诺

今年，各个国家第一次先于 12月份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前提交了减
排承诺。现在，来自挪威、美国和英国的一个团队计算了美国、中国和欧盟提交的国

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s），他们将占据未来碳配额的很大份额。
“这些承诺的目的是‘公平且野心勃勃的’，但是并没有量化的标准也没有独立的

机构被要求进行分析，”奥斯陆国际气候和环境研究中心的格伦·彼得斯对环境研究网
表示，“我们采用了‘累计排放量’的概念来量化这些国家的排放承诺是否达到了公

平且野心勃勃的目标”。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报告，如果排放超过
3.6 亿吨的二氧化碳，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全球升温将超过 2℃。如果将过去的碳排放

也考虑进来的话，这意味着如果以现在的速度排放，未来我们只能排放 7650 亿吨的二

氧化碳，大约 20 年将用完累积配额。

鉴于这种固定的碳配额方式，气候政策的潜在挑战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中分配碳配

额。而这一研究团队的发现认为，美国和欧盟的碳排放承诺并没有明显背离当前各国

排放分配的公平原则，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会认可这一原则的公平性。如果基于

人口份额（一个简单的衡量方式），美国和欧盟的承诺距离“公平”分配则还有很长的距
离。

美国已承诺 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低于 2005年的 26%-28%，同时欧盟也承诺到
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1990年减少 40%。彼得斯和他来自西塞罗（CICERO）、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英国埃克塞特（Exeter）大学的同事将相同的减排水平应用
于二氧化碳，并通过评估当前长期目标将排放承诺延至 2050年。中国的 INDC规定了
到 2030年排放强度较 2005年减少 60%-65%。这意味着未来的 GDP总值也将是一个影
响因素——研究计算表明，中国在 2026年或 2021年将达到排放峰值。研究小组发现，
中国的排放承诺与他们所提出的 2℃温度目标不一致。如果中国以当前的排放水平分配

限额的话，若要实现 2050 年减排 80%的目标，那么在 2017 年左右就应达到排放峰值。

如果按人口分配限额的话，中国几乎需要立即达到排放峰值，并迅速完成脱碳。

“如果希望保持升温小于 2℃，中国、欧盟和美国的承诺仅留给其他国家很小的空

间，”彼得斯表示。研究小组发现，其他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需要低于欧盟、美国或中

国的 7-14 倍才能保持升温低于 2℃的目标。因此，中国、欧盟和美国需要制定更强的

排放承诺来给发展中国家足够的空间在如此严格的排放限制下得到发展。无论共享的

方法如何，中国面临的碳排放挑战都令人关注。因为中国具有较高的相对排放量和绝

对的人均排放量，如果要使升温低于 2℃，中国必须发挥关键作用”。

据彼得斯说，巴黎谈判最重要的结果是“就当前的排放承诺落实其制度框架，承

诺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强，并保证良好的监测、报告和验证过程”。彼得斯认为这

些是最低要求。但是，承诺并不能减少排放，政府需要制定实现承诺的政策；一个重

要的组成要素是一个长期致力于低于 2℃的研究、开发、部署的团队”。研究人员认为

此项研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没有考虑国家层面的森林砍伐，这对于巴西、

印度尼西亚等关键国家的可信度具有重要影响”，彼得斯表示，“当前的累积排放框

架对含碳气体（甲烷、氧化亚氮之外的温室气体并没有充分的考虑，这需要在国家层

面调整碳配额。当前只分析了中国、美国和欧盟这三个主要排放国，未来需要对所有

提交减排承诺的国家用该框架进行分析。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2910

第二版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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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氧化中试紫外反应器

Van Remmen紫外技术公司（Van Remmen UV Techniek）报导了一项很节能的技术，
采用高级氧化中试紫外反应器进行净水消毒。

公司专长紫外技术，其在荷兰饮用水供应公司杜尼亚（Dunea）的预处理厂运行了 3
台流量达 1——10m

3
/h 的短波紫外反应器。

公司和 KWR水循环研究所（KWR  Watercycle  research  institute）合作研发的
中试反应器是欧盟基金项目“Demeau工程”的一部分。该工程旨在取用水和废水的除
污去毒。

减小流量

由公司董事托恩·范·瑞曼（Ton  van Remmen）在一次采访中报道的初步结果已
经发表在最新一期《Demau工程快报》上。
根据范·瑞曼介绍，应用高级氧化紫外消毒的标准办法是采用一个目前市面上就能

购买到的标准化紫外消毒单元。

这种标准化紫外单元为提供高级氧化条件需经过调整，按 10-12 的比例因子减小紫

外反应器内部水流流量以产生高级氧化所需的高紫外线剂量，范·瑞曼董事在采访中解

释到。

重新设计

“理论上这是正确的，但是减少了流量，紫外反应器中的流速和水流流态也会失去。

这就告诉我们必须考虑重新设计紫外反应器，着重改进高级氧化条件”，范·瑞曼说。

与 KWR 水循环研究所合作，Van  Remmen公司研发了一种全新的反应器，能更好地适
应高级氧化的需求。这种反应器是低压紫外灯和双氧水的结合运用。

范·瑞曼说：“我们最初是在一个小尺度下进行设计测试。目前我们能开发出

Demeau工程所需的全规模反应器。测试中用到了三类预处理水：快速过滤的、快速过
滤同时活性炭处理的以及快速过滤同时臭氧处理的。

成本低

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新反应器比 Van Remmen公司现有的高效标准化低压紫外消毒
系统节约了 20-30%的能耗。根据 Van Remmen研究结果，这种新的紫外技术很容易操作
运用并且具有非常低廉的成本。

摘自：

https://thewaternetwork.com/_/infrastructure-challenges/#/post-FfV/water-utility-softwar
e-with-advanced-leakage-modeling-8gl5BT60r9ZXL4_if5WJTQ

第三版 佳作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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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恶劣天气之关联

2013 至 2014 年的冬天，英国出现了一连串未曾预料的糟糕天气。风暴接连袭击沿

海地区，降雨和狂风次数再创新高。自 1910 年有记录以来，苏格兰和英格兰南部分别

经历了其最为潮湿的 12 月份和 1 月份。狂风吹断了输电线，成千上万家庭圣诞节期间

都无电可用。同时，整个冬季很长时间内，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Somerset)都有大
片土地处于淹没当中。这些集中而又持久的冬季风暴很是异常：难道真的仅仅是巧合或

运气不好？

许多恶劣天气事件被认为是独立发生的、各自互不影响。但目前有研究表明某些恶

劣天气之间存在潜在的联系。这一发现对于恶劣天气发生概率的确定以及规划天气突发

事件都很有意义。

仅仅从一个冬天的数据就想判断出天气事件之间是否相关联是不可能的。因此，来

自英国拉夫堡大学( University of Loughborough )的约翰·希列尔(John Hillier)和他的同
事们一起收集了英国从 1884 年至今的气象数据，他们还收集了这期间每年的住房保险

损失数据。此外，他们尤其关注冬季大暴雨，大洪水以及地面胀缩和沉降事件-干旱期

间由粘土收缩造成的破坏。

采用最新的统计技术，希列尔和他的团队得以证明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一起出

现在某些年份的机率比预期中偶然情况要高，从而表明这些事件在某些方面是有联系

的。例如，数据显示大洪水和风暴在同一年发生的机率比它们随机组合要高 1.5 倍。

尽管研究并没有对这些天气事件如何联系展开调查探讨，但有一点是可信的：海面

温度或是土壤湿度持有长期“记忆”并驱动着数月甚至数年内呈现类似的天气模式。

“在特殊年份，前期暴雨过多可能导致地面蓄水饱和，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气候条件，

并且这种前期条件也可能引发冬季风暴，造成严重的狂风灾害和倾盆暴雨下的大洪

水”，希列尔说到。他的这些研究发表在了《环境研究快报》上（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ERL）.
就 2013 年至 2014 年冬季的情况来说，目前气象学家们比较相信这一系列的冬季暴

风雨是由大西洋和/或太平洋海水温度上升所引发，成因包括加剧了极地漩涡以及北大

西洋急流，尽管对此还存在争议。最终的结果是，连串的冬季风暴开向英国。

希列尔和他的同事们打算扩展他们的研究，弄清楚这些天气事件之间的潜在联系和

这些联系的持续时间，并且探究气候变化对这些相互作用的影响。希列尔他们已有成果

表明，保险公司应该对过去那些用来评估最糟糕天气情况的“灾害模型”作出调整，同

时政府需考虑重新规划部分突发事件。“如果大洪水和冬季风暴发生在同一年，我们该

如何应对？”希列尔问道。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2945

第四版 世界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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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前瞻阿姆斯特丹国际水周

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具备清晰的逻辑：如果我们还以现在的方式使用资源、浪费资源，

未来将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经济的增长。资源的限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风险。但如何

才能保证个人的努力对循环经济体起到促进作用呢？阿姆斯特丹国际水周主讲人——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淡水项目主任卡琳·克尔赫尼亚克（Karin Krchnak）将在 11 月份
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讲话。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帮助企业、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和一些其他机构一起恢
复和保护当地的自然资源，包括淡水资源，并且这一“共同行动”能促进可持续发展和

循环经济的发展，对人与自然都有裨益。在这一共同目标下，需要一个基准信息，而流

域报告卡可以通过提供一个流域的健康共享视图创建共同行动的基础”。

WWF与马里兰大学环境科学中心（UMCES）合作开发了可被全球普遍利用的可靠
的流域报告卡的标准化流程。UMCES拥有超过十年的创建报告卡的经验，包括对美国
切萨皮克湾创建的报告卡。WWF和 UMCES共同创建的这套方法将被进一步包装和共
享，以便在全球流域范围内建立可靠的报告卡。这一套方法首先为WWF使用，但最终
的宗旨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普及。“我们的梦想是它可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流域，”克

尔赫尼亚克表示。

为切萨皮克湾创建的报告卡奠定了可以适用于美国多个州水域的共同基准。该报告

卡可被从政治家到依赖海湾为生的渔民等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考，特别可以帮助应对农

业污染问题。报告卡完全公开，并接受建议意见。这种方法还有其他好处，例如它通俗

易懂的优势就吸引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WWF和 UMCES正在设计的方法原型必须在成本及执行时间方面可行，并且能够
从基层获得对报告卡这一方式的信任。同时，将对气候变化的考虑纳入创建的报告卡中

也很重要。如果不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虽然仍然可以使用报告卡，但其有效性在短短

几年内就会打折扣。

克尔赫尼亚克表示，WWF和 UMCES的第一份报告卡及标准化流程草案指南将在
明年上半年推出。出席阿姆斯特丹 IWW 的代表们将提前预览，并借此机会提供反馈意见

或得到成为合作伙伴的机会。这一举措将把利益相关者放在首位，而WWF在未来几年
内会大力推行这一方法的应用。

摘自：

http://internationalwaterweek.com/press/news/aiww-conference-preview-karin-krchnak/

第五版 异域传真

http://internationalwaterweek.com/press/news/aiww-conference-preview-karin-krch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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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国际水土保持青年论坛在南昌成功举办

10 月 16 日至 18 日，以“青年—

—水土保持的未来”为主题的国际水土

保持青年论坛在南昌工程学院召开。省

政协副主席、省科协主席李华栋出席论

坛并致辞。来自我国和英国、美国、奥

地利、西班牙、澳大利亚等 20 个国家的

15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多家国内

外知名媒体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报道。

据悉，此次论坛是世界水土保持学会召开的首届青年学术论坛，将评选和颁发国

际水土保持优秀青年论文奖。论坛将交流和探讨土壤侵蚀过程与防治、土地退化与粮

食安全、工程建设与水土保持等诸多水土保持领域的科学前沿问题，为该领域的青年

科技工作者提供与国际著名专家交流的机会。论坛期间还将举办青年联谊会，为世界

各国从事该领域研究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交流和联谊的平台，鼓励青年学者积极参

与水土保持的科研和实践。本次论坛由世界水土保持学会、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江西

省水利厅、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主办，南昌工程学院承办。

摘自：http://www.swcc.org.cn/desc.asp?id=40817

联合国能源协调机制新闻简报

 2015-11-04|中国、法国呼吁每五年全面盘点削减温室气体排放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不到一个月，法国总统弗朗瓦索·奥朗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达成一致，认为巴黎会议结果应该包括每五年审查一次达到长期目标的进展…

 2015-11-04|DSD 强调 SDG17 个合作伙伴关系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部门（DESA-DSD）发布了一个伙伴关系汇编以支持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名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17个伙伴关系》的出版物突出了 17
个合作关系的建立…

 2015-11-04|UNEP 与世界城市数据委员会进行资源效率合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与世界城市数据委员会（WCCD）签署了一项合作

协议，进行城市资源效率工具包试点工作，最佳实践先锋并构建城市数据。该协议将

遍及…

 2015-11-03|事件：2015 年国际能源署部长级会议
2015年国际能源署（IEA）部长级会议，主题为‘创新未来清洁、安全的能源’，

强调加强 IEA成员国、新兴经济体和商业团体之间合作的重要性。
摘自：http://www.un-energ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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