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主办 

主编：孟志敏 

责编：孟 圆 王妍炜 

总第 210 期     2016 年第 21 期 

       2016 年 12 月 30 日 

Tel：68786352   E-mail：internews@iwhr.com 

 

 

 

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降雨量与全球土壤 pH 值之间存在关联 

 

全球土壤 pH 值地图 

Eric Slessarev 向环境研究网（environmental research web）指出，“由于土壤 pH 值

控制着土壤肥力的许多方面，因此土壤 pH 值非常重要。我们的研究表明土壤的 pH 值倾

向于受到两个化学反应的控制，而气候则能够打破这两个反应之间的平衡，导致干燥气

候下的碱性 pH 土壤突然转变为潮湿气候中的酸性 pH 土壤。” 

通常而言，土壤中的两种矿物——碳酸钙（CaCO3）和氢氧化铝（Al(OH)3）——对

pH 值的影响最大。碳酸钙由钙离子和碳酸根离子沉淀生成，可通过土壤中溶解的二氧化

碳形成。在实验室中，如果土壤中碳酸钙和大气中二氧化碳达到平衡，则其 pH 值为 8.2，

但如果土壤含有可交换的三价铝离子 Al3 +，则其 pH 值约为 5。（下转第二版）  

 降雨量与全球土壤 pH 值之间存在关联 

 排放增加导致进入气候现实时代 

 地方效益突出了自然基础设施在适应性流域规划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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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上接头版）根据此前开展的地方研究，如果蒸发量大于降雨量，则浸出率较

低，土壤中流失的钙离子较少，碳酸钙能够进行累积，从而提高土壤 pH 值。但若

降雨量较大，则淋溶和径流将增加，导致钙离子流失，但相对稳定的铝离子却能够

进行积累，这样土壤 pH 值将缓降至 5.1。 

Slessarev 指出，“其他因素—如地形和岩石化学—也可能打破土壤 pH 平衡，但

气候似乎是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因素。尽管多年来针对这一点已经存在碎片式认识，

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通过全球范围内的直接观察对这些碎片进行组装和测试。” 

最肥沃的土壤的 pH 值一般为中性，但研究团队发现，由于气候变化往往导致

土壤 pH 值走向极端，中性土壤不如酸性或碱性土壤那么常见。由于中性 pH 值土壤

范围有限，需要谨慎地保持它们的肥力。可以主动管理土壤 pH 值，例如，通过播

撒石灰改良酸性土壤，但是主动管理土壤 pH 值将造成农民的额外成本。随着气候

变化对全球农业生产造成新的压力，保护自然肥沃、pH 值为中性的土壤可能变得尤

为重要。 

即便如此，千百年来土壤也在缓慢地适应气候变化。Slessarev 认为，这一点对

于全球农业来说可能有好处也有坏处。“一方面，我们不希望气候变化导致肥沃土壤

肥力突然下降；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指望在未来气候可能变得更有利于未来农业

的地方寻找肥沃土壤。例如，由于历史气候原因，许多北方针叶林森林土壤为酸性

贫瘠的灰土，即使高纬度区气候变得更暖，这些土地也可能仍然不适合集约化农业

生产。” 

为了得出研究结果，研究人员采用了由荷兰国际土壤研究信息中心以及美国、

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西相关机构的记录梳理出的 60,000 个数据点所测量的

20,000 份具有很强空间性的土壤-pH 测量随机样本。这使研究团队能够掌握全球的

土壤 pH 概况，观察气候的影响，同时也能够观察所有其它变化源的影响。  

现在，研究团队希望采用土壤 pH 值来增强对全球岩石风化成土壤的过程的了

解，尤其是在无法开展更精密的地球化学测量的地方。岩石风化将钙离子释放至土

壤中，改变土壤 pH 值。同时，针对 pH 值与气候之间的关联，还需开展更多研究工

作。Slessarev 指出“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采用的是气候年均值，但我们知道 pH 值

实际上取决于季节性降雨模式、融雪水，甚至是每场暴风雨的规模。我们可以结合

这些水文因素来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土壤 pH 模型。” 

Slessarev 和他的同事也计划探究生物学在其中的作用。在这项研究中，他们所

研究的土壤为超过 0.5 米深的土壤，以避免能够使地质化学更加复杂化的有机物质。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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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排放增加导致进入气候现实时代 

世界气象组织（WMO）称，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气候现实时代，在整个

2016 年及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二氧化碳浓度预计将超过 400ppm。 

 

WMO 指出，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在 2015 年首次达到“400 ppm 这

一具有象征性的重要里程碑水平”，并于 2016 年在强劲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下再次

激增，创下新纪录。二氧化碳浓度急剧增长受到 2015 年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影

响，其影响在今年愈发凸显。 

《温室气体公报》中指出，厄尔尼诺引发了热带地区的干旱灾害，降低了森林、

植被和海洋等“碳汇系统”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这些系统目前能够吸收大约一半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但其存在饱和风险，增加留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比例。

1990—2015 年期间，辐射力增加了 37%，而这主要归咎于工业、农业以及家庭活动

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N2O）等长寿命温室气体排放。 

而最大的罪魁祸首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存在了数千年，在海洋中存

在的时间更长。如果不能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将无法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将全

球平均升温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 2 °C 之内的目标。 

公报中指出，工业化前二氧化碳浓度水平约为 278 ppm，代表了大气、海洋和

生物圈之间的平衡。但化石燃料燃烧等人类活动破坏了自然平衡。2015 年全球平均

二氧化碳浓度为工业前水平的 144%。2014 至 2015 年二氧化碳的增量大于上一年和

过去 10 年增量的平均值。 

公报中指出，最近的厄尔尼诺现象，以及植被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削减，导致

森林火灾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增加。据全球火灾排放数据库发布的数据，赤道附近亚

洲地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2015 年 8 月至 9 月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严重森林火灾

——达到 1997-2015 年全球平均值排放量的两倍多。 

干旱对植被的 CO2 吸收能力具有很大影响，科学家在 1997-1998 年的厄尔尼诺

期间也发现了类似影响。 

甲烷是第二最重要的长寿命温室气体，贡献了约 17%的辐射强迫。大气中大约

40%的甲烷排放源为湿地和白蚁等天然排放源，其余则来自牲畜养殖、水稻种植、

化石燃料开采、垃圾填埋和生物质燃烧等人类活动。 

大气中的甲烷浓度在 2015 年达到约 1845 ppb 的新高水平，为工业化前水平的

256%。2015 年大气中一氧化氮浓度约为 328 ppb，为工业化前水平的 121%。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6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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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地方效益突出了自然基础设施在适应性流域规划中的作用 

例如水坝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取决于其目标，有助于经济发展、粮食和能源安全。 

在发展中国家，水利基础设施被认为是增加电力生产和促进灌溉农业最具成本

效益的方式。然而，实现这些国家级目标往往会对依赖于健康生态系统的自然和当

地生计带来损害。经过改造的河流流量改变了流向下游的水的时间、水量和质量。

然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河流流量对于依赖于洪水退水期的农业、泛滥平原牲畜放牧

以及鱼业生产等生计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呼吁平衡发展。而当国家粮食和能源优先事项影响

当地生计和生态系统服务时，很难实现平衡发展。当地发展和穷人总是必须为国民

经济发展付出代价，这样合理吗？水电促进经济发展是一个有效论点，但是在发展

规划和气候变化适应战略中也不应忽视自然基础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地方效益。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水利基础设施方案以支撑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和规划

（WISE-UP to Climate’ project ）”项目中提出的假设为，人工建设的基础设施及其

效益得到充分记录和理解，但对自然基础设施的了解则较少，其效益更难以量化。

通过由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IWMI）领导的工作，WISE-UP 旨在量化西非沃尔

特盆地自然基础设施的效益，以便在与人工建设的基础设施相同的决策框架内对其

进行考虑。 

西非沃尔特盆地由六个西非国家共享，并包含广泛的生态气候带，从北部干燥

的萨赫勒气候到南部潮湿的热带气候。季风气候和普遍平坦的盆地能够为大规模季

节性洪水提供条件，为洪水退水期农业和河岸渔业提供水资源。国际水资源管理研

究所的工作重点在于拟建于加纳北部的 Pwalugu 大坝地区，这一坝址靠近布基纳法

索边界。这一拟建大坝是一个很好的人工建设基础设施案例，能够通过水力发电促

进加纳实现其经济和发展，并且降低破坏性洪水频率。然而，同时它也将对支持农

村生计的自然基础设施和下游河流流量产生局部影响。 

在两个尺度上明确了不同的“效益”：（i）沃尔特流域整体尺度和（ii）拟建 Pwalugu

坝址下游的三个沿岸社区。我们对现有信息展开了审查，绘制了参与性绘图，并采

用了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工具。 

在流域层面，这些不同效益的来源来自自然（例如湿地和泛滥平原）和人工建

设基础设施（大小型水库）。生态系统服务支持水电生产、灌溉、洪水退水期农业、

河岸渔业以及与季节性洪水相关的文化价值。而河岸社区的效益则主要来自白沃尔

特河流的季节性洪水。这一洪水能够重新填充自然池塘并促进泥沙向泛滥平原移

动，以便再次施肥土壤。但当洪水发生在收获阶段之前时，洪水也会对在泛滥平原

生长的雨养作物产量造成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河岸社区通过诸如洪水退水期农业、

牲畜饮水和渔业等活动获得了切实的生计效益。 

http://www.waterandnature.org/initiatives/wise-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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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这一地图可视化地表示了其社区对洪水和自然基础设施效益的依赖。这些地图

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能够引发深入讨论并应用于地方级规划的工具。 

为了量化不同效益和河流流态之间的联系建立了水文监测网络。并且安装了一

系列仪器以更好地了解水资源在河流和泛滥平原之间的来回运动，包括地上和地下

运动。这样一来便能开发计算机模型，用于确定水资源的流动以及与水相关的生态

系统服务可能由于上游水坝开发或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河水流量变化而产生的变

动。采用这种方式能够确定满足地方效益所需的水资源，并且在水资源分配权衡展

开评估。 

建设多功能 Pwalugu 水坝也对这些社区的许多当地实践造成威胁。然而，大坝

也为当地创造了机会。大坝将能够提高旱季灌溉的水资源可用性，并提供就业机会。 

不利的是，改造河流流量可能会影响关键的生态系统功能。例如，由于大坝将

最小化下游洪水频率，并抑制沉积物流动至泛滥平原，土壤肥力可能有所削弱。这

一点对洪水退水期农业活动可能造成极大影响，可能影响当地作物生产，并进一步

边缘化女性户主家庭。大多数洪水退水期的农民均为妇女。 

由于河岸社区依赖于季节性洪水带来的效益，在针对 Pwalugu 大坝的建设和运

营决议中应当将这些效益考虑在内，并制定相应计划，以补偿河岸社区遭受的任何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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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沃尔特盆地的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探讨。

很明显，由于自然基础设施和当地生计之间的紧密联系，确实需要加深对地方影响的

认识，并且将其纳入针对人工建设基础设施的决议过程。 

 

Pwalugu 大坝 

 

WISE-UP to Climate’指 ‘基于生态系统服水利基础设施方案以支撑气候变化适

应政策和规划’。这一项目为期四年（2013-2017 年），将生态系统服务直接与塔纳（肯

尼亚）和沃尔特（加纳-布基纳法索）流域的水基础设施发展挂钩。该项目通过一个

全球伙伴关系进行协调，其中包括加纳科学和工业研究理事会（CSIR）、非洲地球

系统科学合作中心（ACCESS）——内罗毕大学、国际水管理研究所（IWMI）、海

外发展研究所（ODI）、曼彻斯特大学、巴斯克气候变化中心（BC3）以及国际自然

保护联盟（IUCN）。 

该项目由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和核安全部（BMUB）下设国际气候倡

议（IKI）提供资助。 

摘自： 

https://www.iucn.org/news/blog-local-benefits-highlight-role-natural-infrastruct

ure-adaptive-basin-planning 

https://www.iucn.org/news/blog-local-benefits-highlight-role-natural-infrastructure-adaptive-basin-planning
https://www.iucn.org/news/blog-local-benefits-highlight-role-natural-infrastructure-adaptive-basin-plan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