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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坝的未来  
可行选项还是搁浅资产？

自199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银行发
布的一篇名为“大型水坝，学习过去，展望未来”
的研究，以及随后世界水坝委员会（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的建立以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意识到，无论如何，水坝都是后化石

燃料时代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时代里，
所有人的能源需求都将得到满足。这篇特别报
道对全球能源需求做出了反思并探索了水坝所
面临的挑战及其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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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需求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2018年世界能源投

资报告显示，2017年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全球投资
减少了7%，这是15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虽然投资
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成本下降，使得制造太阳能这
样的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更低，但投资减少仍是一
个严峻的警告。

虽然各国签署了《巴黎协定》，但全球温室气体
排放仍会持续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在确保满足全
球能源需求，控制二氧化碳含量方面仍有重要作用

水电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可再生电力资源。 
预计到2023年，水力将满足16%的全球电力需求，
其次是风能（6%）、然后是太阳能光伏（4%）和生
物能源（3%）。

全球能源需求正与日俱增，新兴市场经济体对
能源的需求尤为明显。 需求增长的同时市场会更加
繁荣，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
高，不断增长的需求引发了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担忧。

世界上仍有许多无法用电的人。最新的调查显
示，在世界范围内，有多达8.4亿的人仍无法用电。在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超过一半的人无法用电，
非洲有15个国家用电率都低于25%。

去年可再生能源净产能未能同比增长，这是自2001年以来的
首次。国际能源署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太阳光伏、风能、
水力、生物能源的净产能增加约180千兆瓦（GW），与去年相
同。

世界各地区用电量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能源机构2009年世界能源
展望 - 参考方案

拉丁美洲 中东地区和非洲 亚洲 东欧和欧亚地区 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现代生物能源

水力

风能

太阳能光伏

其他可再生资源

可再生能源发电

来源：国际能源机构可再生能源2018

2016年用电人口比例
数据表示家庭用电等级，即在家用电的人的数量。包括了有
电网和无电网地区的商业销售电力

来源：世界银行

无法用电的人仍然很多，用电普及的进展过慢，无法在2030
年前实现普及通电的目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尤其如
此。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OurWorldInDa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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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需求的全球范围内转移能够为可持续性
的更高能源未来创造机会。这也要求新的措施和系
统思维，转变能源的生产、输送、消费方式。如果目标
是提高生活水准，提供现代能源服务以及更加有效
率地使用能源，保护全球环境和确保可靠的能源供
给，那么绿色发展必须发挥关键作用。

●   2018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法兰克福
学校环境署中心）
●   2018 世界能源投资（国际能源机构）
●  经合组织绿色增长研究：能源（经合组
织，IEA）

“暂停可再生能源的扩张是世界所无法负担的，政府需要立即行动，加快新项目的
实施。由于成本迅速减少，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不再严重依赖财政激励。可再生能
源竞争力主要需要的是基于长远规划的稳定政策，同时还要注重以有成本效益和

更理想的方式将可再生能源纳入电力系统。”

法提赫 比罗尔博士，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

维多利亚瀑布位于，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之间的赞比西河上
Shutterstock/Eva MontZambia ©Shutterstock/Eva 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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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坝和水电

优缺点

水坝能产生水电能源，同时建造用以储水和灌
溉的水库。 水流中汲取的能量相对更加可靠、稳定。
在持续供给方面，太阳能和风能无法于之相提并论，
尤其是在没有储能电池的情况下。

水坝后面的水还能为捕鱼和旅游提供条件，同
时还能控制洪水，在极端天气情况下保护低洼地区。

然而水坝的益处也是有代价的

1：水坝的建立和维护都需要相当大的金融资
本。中国的三峡大坝于2012年竣工，斥资370亿美
金，是世界上最大、造价最昂贵的工程。水坝平均
的成本超支为96%。

大坝的建设通常要加班,平均45%的大坝的建
造都会有延误。假设计划用十年10年建造一个大坝，
那么建造时间很有可能会延长到14.5年。

2：大型水坝开发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环
境代价。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及文化和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往往与大坝建设对周围居民点、森林和景观
的影响同时发生。

3：一旦水坝水库建成，淡水鱼类向产卵觅食
场迁移的路线会被切断，可能会导致鱼类死亡。水
坝对淡水鱼，哺乳动物，鸟类，以及其他生活在河
流中或使用河流的物种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水
坝后截留的水和泥沙会影响下河流水质和河流流
量，并且由于流入下流的泥沙减少，进而影响整个
三角洲的健康和稳定。

水电站利用落水的能量产生电力。涡轮将落水的动能转化为
机械能。然后发电机将来自涡轮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塔帕努利猩猩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中的极度濒危物种，估算数量还不到800只。塔帕努利猩猩是
世界上最稀有的类人猿。数量过少导致它们极易灭绝，任何
栖息地的丧失或是干扰都可能导致种群过小而无法独立生
存。©Shutterstock/Don Mammoser

现代聚光太阳能发电厂鸟瞰图  ©Shutterstock/Novikov 
Aleksey



6 

2019年第15期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世界仅有三分之一的长河还能
自由流动。自由流动的河流十分重
要，因为水，泥沙以及其他天然材料
能顺畅的流动。河豚和洄游鱼类之类
的动物能随意游向上游。河流能自然
涨缩，以有机体积和速率流动，帮助
补充地下水资源。

2019年更新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显示，淡水鱼类的数量急剧减少。主要原因是自由流动河流
的减少，栖息地退化，污染以及物种入侵。阅读：新闻稿. 照片©Shutterstock/Jag_cz

自由流动的河流就相当于荒野地区的淡水。

超过 1000 公里长河流的自然分布以及仍能自由流动的河流数量百分比

自由流动的河流图表©世界自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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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坝的安全和稳定性有很大区别。设计优
良，建造合理并且受到良好维护的水泥坝的使用
寿命能达100多年。然而建筑水平有很大区别，各
类型的水坝的运行质量可能迅速下降，甚至溃坝
导致重大破坏。

2018年七月老挝桑片-桑南内水电站工程垮
塌，加之随之而来的暴雨，淹没了许多村庄，导致
尚巴沙克省和阿塔佩省至少40人死亡，还有多人
失踪。良好的环境监管不是提高研发成本，而是保
护人民，避免像现在这样的巨额清理费用。（见《卫
报》文章《河流正在死亡》：巴西矿难的巨大生态代
价）Stewart Maginis，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自然解
决方案小组主任。

赔偿损失可能高达数十亿元。垮坝后的修复工
作量大，修复时间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召集的里
约会议小组正在支持巴西尾矿坝溃决的恢复工作。

5：大型水坝的替代方案包括了径流式水力发
电系统，在没有大型水坝和水库的情况下，这种发
电系统能从流动的水中获取能量进行发电。然而，
当考虑到对鱼类和河流沉积物的影响时，问题不在
于截断和储存水，而在于结构是否能起到阻挡或是
储存的作用。许多径流式水坝既能阻挡河流又能将
水储存，有时很难看出径流式水坝和普通水坝运行
方式的区别，特别是当河流流量较低时。（见福布斯《
鳄鱼不是壁虎：河流水电运行的现实》）

萨马尔科尾矿坝坍塌前后

“对于水电站大坝这种长期并且有高影响的基础设施，要保持稳定运转，必须变的
更加灵活。在选址，设计，运行以及帮助解锁太阳能、风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方面更

加灵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水资源规划主任詹姆斯·道尔顿说。

亚洲仍现存的最长的自由流动河流之一，萨尔温江。照片©Shutterstock/Nyan Lynn Ky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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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与挑战
考虑到石油和天然气的的替代品，水坝被视为

了一种安全可靠的能源，据估计，在全世界的发展中
国家中，计划或在建的大坝有3700座。

2016年以来水电已经占据了全球可再生能源
的绝大部分。未来在多种多样的可代替能源中，水电
仍将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水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影响评估
大多数国家构建了环境框架并要求要对大型

基础设施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
将确保人们能了解拟建水坝水库对自然，社会，经
济方面的潜在有利以及不利影响，以及能否避免
或减少不利影响。然而，环境保护机构的权力往往
并不大，无法长期确保环境影响评估的质量，也无
法长期确保国家法律的实施和适当的职责调查。

完成环境影响评估，并不一定会导致路线发
生转变。2014年老挝沙亚布里大坝的环境影响评
估并未达到国际公认标准，美国政府对暂停其所
有下游干流大坝10年表示支持。然而该项目还是
继续进行了。

小型水坝更好吗？
小型水坝所产生的影响日积月累也可能会造

成破坏。一篇由基布勒和图洛斯于2013年所做的
研究调查了中国西南怒江流域的水电规模影响（
怒江在缅甸又称萨尔温江）。研究人员发现，在14
个指标中，有9个指标中的小型水电站每兆瓦所产
生的影响都更大，河道长度会受影响，指定重点保
护的栖息地也会受影响。（见文章“研究发现中国
河流上的小水坝对环境的危害超出预期或由波托
哈尔的小水坝造成的大问题”）。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淡水首席科学家杰夫欧
普曼说：“小型水电坝无疑能成为可持续水电系统
的一部分。大型水坝也可以。大小型水坝的关键都
在于系统：可持续水力发电要求在寻求平衡一系
列资源和价值的整体系统中给水坝做规划，选址
以及运作水坝”。

水库和排放
自然水体系的碳排放量远远大于其表面积。

鉴于自然系统在全球的重要性，未来人造淡水水
库本身的温室气体足迹会受到质疑。由国际水电
协会（IHA）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7年推出的
G-res工具允许公司、投资者和顾问报告水库的碳
足迹。然而，鉴于所有自然系统都排放温室气体，这
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科学话题。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水资源项目的自然基础设
施顾问瑞贝卡威灵称，“自然排放确实能导致温室
气体的增加，但此时此刻更重要的是要就如何迅
速减少矿物燃料和扩大使用高效可再生能源这一
问题进行一致的行动”

腐败、管理不善和虚假承诺
腐败的呼声给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蒙上污

点。鉴于建造大坝和发电所需签署的大合同的数
量太多，他们经常由于在采购方面缺乏透明度，并
且在规章和标准方面采取了回避措施而受到批评。

管理不善会导致危险建筑，例如建在地质断
层上埃塞俄比亚吉贝三号大坝，财政管理不善会
导致像厄瓜多尔柯卡柯多辛克莱大坝那样的国家
丑闻。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人们认为地
球的主要能源即太阳能是一种更合适的低碳替代
能源之前，水坝能在议程上保留多久。

历史上，大坝项目的支持者曾许下许多诺言。
灌溉发展、能源供应、就业和大量农业生产往往是
水坝的主要经济理由。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灌溉系



9 

2019年第15期 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统要么从未建造过，要么其建造的方式进一步破
坏了淡水系统，并不会带来农业效益。

地点、地点、地点
决定水坝的具体建造地点是十分有挑战性的。

在尽可能多发电的同时控制风险在战略上是一个

相当困难的决定。建址通常是偏远地区，对道路和
基础设施有要求，同时要求大量的劳动力和技术设
备。水坝能庇护当地社区，而水库能淹没侵蚀当地
土地，造成社会混乱，甚至会糟到当地居民的报复。

随着我们对能源持续的需求，为了使能源尽
可能低碳，人们正在考虑开发以前禁止开发的新场
地。目前在坦桑尼亚施蒂格勒峡谷耗资36亿美元修
建的水坝可能会对赛卢斯禁猎区产生影响，赛卢斯
禁猎区之前是世界遗产禁区。

水坝是可行选项还是搁浅资产？很明显，作
为低碳可再生能源未来的一部分，水电仍然会被
提上日程。然而解决能源匮乏，实现经济目标的需
求，必须要应用更加广泛的可再生能源，承认社会
和生态现实，避免对河流流域造成更多伤害，尤其
是对非洲和亚洲来说。

沃尔特河上的阿科松博水电站供给了加纳全国以及刚
果的一半地区能源© Shutterstock/Sopotnicki

绿色能源将是推动绿色增长的最早动力之一。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也意味着
在未来40年内，该行业的总投资将达到270万亿美元。

经合组织绿色增长研究：能源©_经合组织2011。图片©Shutterstock/Alberto Masnovo

 https://digital.iucn.org/water/the-future-of-d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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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河流健康的环境流量评估

多年研究发现，环境流量（E-flows）评估已逐渐在发展中国家
维护河流健康的工作中发挥战略作用。在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

（IWMI）及其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各国正在使用环境流量计算器
来规划主要河流流域的水资源管理，并更准确地报告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s）中与水有关的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环境流量（E-flows）是指维持淡水生态系统所需的水
流量的数量、质量和时机，以及水流量带来的益处，例
如淡水、鱼类、防洪和减缓气候变化。在发展中国家，
很多百姓的生计和健康直接依赖于此类生态系统服
务，水的过度使用和水生生态系统的持续退化将这些
人置于危险之中。所以，需要在透彻理解环境流量的
基础上制定水管理计划。 

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克里斯·狄更斯
说：“科学家使用各种方法来定义维持河流健康所
需的环境流量。从一开始简单的书面计划方案，到
后来的专家团队进行长达一年的生态系统调查的
方法。环境流量需要从技术和社会两个层面进行多
维度的评估。” 

河流健康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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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需求
在过去的15年中，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

（IWMI）不断采用各种科学方法稳步改进环境流
量的测定。2004年，该研究所发布了第一份关于世
界河流流域环境流量需求的评估报告，涵盖了大量
来自全球、区域与分区域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数据。

2007年，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与世界自然基金
会印度（WWF-India）合作了一个项目，对印度进行了
首次全面的环境流量评估。此次项目备受瞩目，选择
了标志性的恒河作为评估对象，并采用了构件法，该
方法根据时机、持续时间、频率和幅度将河流分成不
同区块来确定河流的流态（O’Keeffe等人，2012年）。

除了考虑生态用水需求外，该项目还研究了生
活、精神和文化需求方面的用水，包括进行仪式净
化所需的水量。这是“精神流量”首次被纳入环境流
量的评估中。随后，印度政府将环境流量纳入了印
度恒河流域国家管理局实施的大型恒河清理国家计
划（NMCG）的宗旨和目标中（Lokgariwar等人，2014
年；Smakthtin和Bharati，2016年）。

印度教徒在印度瓦拉纳西的恒河中“洗圣浴”，恒河是
印度教徒心中最神圣的地方之一。

恒河的环境流量评估
“大型恒河清理国家计划的宗旨和目标是完成印度恒河流域国家管
理局的以下任务：
1.通过河流流域方法，促进部门间的协调，以进行综合规划管理， 
   确保有效减轻恒河污染、恢复恒河活力；
2.保持恒河的最小生态流量，以确保水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资料来源：NMCG网站（https://nmcg.nic.in/aims_obj.aspx）

全球适用的环境流量计算器
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IWMI）的研究人员在

早期成功的基础上，开发了在线环境流量计算器，世
界各地的用户都能在电脑上使用这组软件对环境流
量进行快速评估。通过这组在线计算器，用户可以建
立环境流量的基准线，了解系统中可用于供应和使用
的水还剩多少。这对于缺乏自行定义环境流量能力而
又希望改善水管理的国家来说十分重要。尽管计算器
只是在较为基础的水平上估算环境流量，但其确实
提供了可供政府用于调查研究和初步规划的信息。

最近，IWMI环境流量计算器已针对特定的河流
流域和国家进行了调整。例如，在一个促进尼泊尔西
部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中，研究人员收集了大型
无脊椎动物的样本，并进行了社会调查，将生态和社
会文化数据添加到原始的IWMI环境流量计算器中。
尼泊尔水资源与灌溉部要求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
提供他们研究得到的环境流量要求，以支持尼泊尔国
家灌溉总体计划的发展。 

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露娜·巴拉
蒂说：“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通过组织研讨会、开
设培训课程以及为国立大学开发大学课程，在尼泊
尔环境流量计算概念和方法的能力和意识提升方面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流量计算器还向各国提供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所需的信息，特别是目标6（确保所有人的水和卫生
设施的可用性和可持续管理）。这些信息对于监测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6.4.2尤其重要，指标6.4.2跟踪
了与可再生淡水资源总量相比经济活动使用的淡水
量。作为目标6的管理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正在使用环境流量计算器向每个国家/地区提供估
算值，帮助他们更好地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国家报告。联合国粮农组织刚刚发布了与国际水资
源管理研究所共同制定的环境流量估算准则，为全
球数据驱动提供支持（FA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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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新工具

PROBFLO是一款强大的用于估算环境流量的
新工具。PROBFLO由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和南
非大学合作开发，研究了生态系统变化的各种驱动
因素（尤其是水流量变量）与生态系统变量（例如植
被、鱼类、无脊椎动物、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响应之
间的动态关系。流量的大幅度减少会改变这些驱动
因素的组成，并减少当地社区可利用的生态系统服
务，从而影响人们的生计。PROBFLO还考虑了在水
流量减少的地区水传播疾病（例如疟疾、血吸虫病、
河盲症和痢疾）增加的风险。概率图形建模工具（贝

叶斯网络，也称为信念网络或因果网络）用于计算
流量变化对未来的社会生态影响，从可持续发展层
面确定保护生态系统并维持其效益所需的环境流量。 

在尼罗河流域创新计划中（IWMI工作人员参与
其中），开发了用于尼罗河流域环境流量评估的策略
和框架，PROBFLO也被应用其中（O’Brien等人，2016
）。最近，PROBFLO被用于内尼日尔三角洲，为150多
万依赖三角洲洪水周期维持生计的百姓提供了流量
需求的建议（Dickens等人，日期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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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
●   合成生物学指能够使人类对生物基因做出精准更改的技术。
●   合成生物学的应用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而这些影响取决于它 
       们的设计方式和目标。
●   潜在利益包括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和提供野生动物产品的合成替代品。
●   潜在不利影响包括目标生物所发挥的生态作用会发生改变，会对主要依赖生物多样性的当地 
       和地方社区的生计产生负面影响。
●   合成生物学的使用需要逐案评估，以经验证据为指导，并将传统知识、宗教和伦理价值纳入决策。

合成生物学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虽然国际上对如何给合成生物学一个最合适的

定义这一问题有着积极的讨论，但合成生物学通常指
的是那些能够使人类对生物基因做出精准更改的技
术，这类技术能让生物基因去完成那些人类想做而生
物体通常不会去做的事。

生物技术、工程、计算和化学交叉领域的最新
进展使得科学家能够设计并合成新的基因编码序列

（DNA），这有助于设计那些有着新功能的细胞和
生物体。精准操控DNA以获得特定功能是合成生物
学的本质。

合成生物学的实践正与日俱增，且预计未来会
有重大进展，某些实践还会跨多个部门。在过去的15
年里，从事合成生物学研究的公司数量增长了5倍，
在此期间，对合成生物学研究的公共和个人投资也
有近100亿美元。

合成生物学的投资和研究主要集中在那些可
能对农业有改善的产品和工艺上，例如抗病能力更
强的作物、人类健康和新药。针对具体保护效益的
投资很少，为保持环境而开发的技术还无法进行实 
 

 
 
地测验，更不用说应用于管理了，美国的抗病板栗树
也许是个特例。

合成生物学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是基因工
程驱动系统的开发，基因驱动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现
象，在这种现象中，特定的基因以高于通常50%的
概率被遗传下来。科学家们正在探索利用基因驱动
在野生种群中传播基因工程变化的可能性。尽管基
因工程驱动系统的发展速度很快，但这项技术仍需
数年才能投入使用。

迄今为止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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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为什么如此重要？

某些合成生物学的应用，取决于它们的设计和
目标，有可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增进或破坏对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对生态保护的潜在积极影响
工程基因驱动和其他合成生物学应用对当前阻

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起
到了补充作用，例如通过驱动系统或改变基因，增加
生物对气候影响的抵抗力以消灭入侵物种。利用微
生物对濒危物种的生成物进行生物合成的工程已
在进行中，例如在马蹄蟹血液中发现的一种具有医
学价值的分子。

对生态保护的潜在不利影响
有人对合成生物学充满了不确定性表示担心，

合成生物学可能会导致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可
能是由携带工程基因的生物运动影响到非目标种
群或物种导致的，或是由目标生物所发挥的生态作
用发生改变，以及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效应导致的。

引进生物合成的野生动物产品可能对生计、生
产和消费模式产生负面的社会经济影响。例如，合成
产品的合法市场可能使遏制非法贸易的活动陷入困
难，甚至无法进行，尤其是当贪污集团经营非法交易
时。合成生物学的应用可能还会对当地社区的文化、
权利和生计产生影响，这些社区能够应付和控制世界
上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存在于大部分生物多样
性中，并对大部分生物多样性有依赖。

由于忽视了植根于解决基本社会政治问题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把重点放在
合成生物学的应用上，新技术可能会将资金从其他
保护措施中转移出来。

其他领域的非预期影响
没有为特定的保护目标而设计的应用可能会对

生物多样性产生间接影响。例如，农业是合成生物学
投资、研究和开发的主要领域之一。农业的潜在影响

包括创造新的入侵物种和作物，它们能更好的适应贫
瘠或以前无法使用的土地。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好处
包括减少肥料的使用以及使得森林能更好的恢复。

能做些什么？

很不幸，并没有通用的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减
少合成生物学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潜在有害影响，
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在效益。合成生物学的使
用需要通过结合实证研究的个案评估来了解其功
效、潜在利益和风险，并将传统知识、宗教和伦理价
值纳入决策。

自然资源保护者和合成生物学家之间需要进行
更深入的合作，开发实证，建立理解和运用实证的框
架。自然资源保护者有机会塑造这些领域互相作用
的方式，制定研究议程。这不仅需要科学家的参与，
还需要各级政府、民间社会和当地人民组织的参与。

多个现有的治理结构与合成生物学有关。然而
合成生物学和工程基因驱动对这些现有的框架提
出了问题和挑战。例如，在处理环境损害，尤其是跨
界影响的机制方面存在挑战，在发明涉及来自国家
管辖范围内外的多个生物体的遗传因素的利益共享
问题方面也存在挑战。

在评估风险方面，国家决策者可能需要考虑不
同的因素，包括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对当地和地方社
区的影响。知情同意或批准以及潜在受影响的当地

合成生物学保护应用的预计损失和收益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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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和当地社区的参与，应该是将工程基因驱动引
入环境的先决条件。立法可规定对受管制的活动进
行监测，并经常修订条例以跟上技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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