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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入冲刺阶段的决胜年。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提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使水利行业的改革创新和新中国一样迎来了新的
起点。

2019年，我院遵循水利部鄂竟平部长提出的“水利工程
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总基调推进工作、稳步发展。

2020年是我院实现总体发展目标——进入世界一流科
研院行列的关键之年，也是“十四五”专项规划的开局之
年。立足新起点，本刊编者将继续聚焦国际水事热点，深
入挖掘水利资讯，以更广阔的视野为水利科技创新奉献绵
薄之力。

感谢各位领导和读者过去一年对本刊的指导和支持。
祝大家庚子年新春快乐、万事顺遂！

摘要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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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世*的干旱——
UNESCO特别专刊
* 英文为Anthropocene，意指当前所处的人类对气候和环境起主导作用的阶段



4 

2020年第1期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前言

旱灾是缓慢发生，逐渐累积的自然灾害过程，时
间可以持续几个月到几十年，影响范围从一个小流域
到数十万平方公里不等。干旱不仅直接影响水资源、
农业及生态系统，还可能引发火灾、极端高温天气及
外来物种入侵。由此产生了多种灾害并存的恶劣环
境，进一步影响了生态系统和社会，使其更加脆弱。
尽管干旱属于自然现象，但人们也愈发理解人类活
动如何使灾害程度加深，并加深了灾害对人类和环
境的影响。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改变了气象干
旱；而通过特定区域内对水流运动和水文过程的管
理（如改变河流方向或改变土地用途等）又影响了
水文干旱。在人类世，干旱与人类活动、文化和响应
措施密不可分。

干旱冲击经济发展（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百
亿美元）、危及生态系统和社会，干旱、亚热带地区和
发展中国家影响尤其显著。1995年到2015年间，与干
旱相关的自然灾害使全球11亿人受影响，造成2.2万
人死亡。而妇女和女孩是干旱首当其冲的受灾人群，
由于性别歧视、权力分配失衡、掌控不了资源等因素
的存在，她们在灾害面前显得尤其脆弱。

如何解决跨境流域缺水问题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引发淡水供应日益紧张，而跨
境湖泊和河流的管理则需要相关国家协调介入，从
流域尺度加以管理。

因此，应对人类世的干旱需要创新方法，集思广
益，寻求可持续解决之道。为了减轻干旱的影响，必须
提高灾害应对的人才素质、完善体制机制，为决策制
定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解决沟通和应对的“最后一
公里”问题，明确易受影响的群体，最后将这些考虑因
素纳入前瞻性干旱管理政策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70多年来一直 
 

 
 
投身于水资源管理及科研工作，助力水资源研究、
管理以及能力建设。1948年到1964年期间进行的“
干旱地区行动（the Arid Zone Initiatives）”，让人
们认识到干旱地区水文及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在
1965年到1974年的国际水文十年（International 
Hydrological Decade）期间，区域性的研究、培训、
能力建设及水文调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为1975
年制定国际水文计划（IHP）打下了坚实的基础。IHP
计划为教科文组积极参与全球、区域和地方各层次
的治水工作搭建重要平台，协同促进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目标的实现。IHP计划设立至今，通过一系列的
倡议、项目以及区域和全球中心的发展，以及与教科
文组织设立的教席的合作，影响力不断提升。IHP计
划衍生出诸多活动和倡议，如全球干旱区域水资源和
发展信息网络（G-WADI）、国际干旱倡议（IDI）等，通
过加强全球、地区及当地水资源管理能力，明确和解
决干旱管理不足和需求；此外为实现干旱的综合管理
提供数据支撑和政策建议。

此外，IHP计划下的“化潜在冲突为合作潜力”倡
议意在推动跨境水资源的协作式、可持续管理，从而
保障地区和平和水安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迎接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大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5次缔约方大
会，特别编制了《人类世的干旱》专刊。该专刊选取世
界各地的案例研究，呈现了干旱缺水对社会、环境及
文化造成的影响。本文重点介绍了科学家和当地社
区合作探索解决方案的重要意义，以及IHP和合作
伙伴如何在科学与社会、决策者之间发挥纽带作用，
从而共同减轻干旱影响。以下摘取《人类世的干旱》
中非洲、中东、东南亚、北美和欧洲的干旱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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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开普敦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座南非
的第二大城市眼看即将沦为全球首个无水可用的大
都市。从2015年开始，开普敦连续三年少雨，导致开
普敦迎来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之一。用水量超过开
普敦六座大坝水库的供水量，水库库容从2014年的
97%骤降到2018年的21%。面临即将崩溃的供水系
统，开普敦将水库库容降至13.5%作为全市无水可
用的临界点，达到此临界点便只能保障关键用水，四
百多万居民的家里就会停水。干旱影响了开普敦居民
的日常生活，学校、休闲场所及政府工作都无法正常
运行，农业、工业及旅游业损失惨重，大批人员失业。

气候变化、人口快速增长及耗水率相对较高等因
素使开普敦面临干旱的威胁。就在危机爆发两年前，
开普敦市政当局宣布2020年之前无须增加供水，当时
开普敦刚迎来几十年来最大降雨，水库十分充盈。未
能在干旱发生初期及时采取措施有效控制用水量，是
导致后来爆发缺水危机的关键原因之一。开普敦供
水水源单一，所需水量的95%来自降雨带来的地表
径流，这意味着开普顿在干旱面前十分脆弱。气候变
化使该地区降雨量持续下降，温度不断上升，灾害程
度加剧，发生干旱的可能性也上升了三倍。

这场干旱暴露了开普敦早已存在的不平等问
题，而若干应对水危机的管理策略则加剧了这种不
平等。如果无水可用的那一天真的来临，开普敦居民
只能从全市共200个供水点每人每天领取仅25升的
水。对于数万贫民窟的居民来说，这一政策对他们的
影响并不大，因为缺水于他们而言已是常态。贫民窟
居民占开普敦总人口的13.5%，但用水量仅占全市用
水量的4.7%，而富裕地区的用水量占比则超过70%。
随着危机加剧，政府要求安装用水管理设备、取消免
费供水点，以及提高税费等措施只会加剧贫困人口的
负担。而与此同时，富人家中私自钻井的数量迅速上
升，因此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解困。

最终，开普敦通过大幅降低用水量，成功避免了
供水系统的彻底崩溃。在全市限水倒计时的期间，政
府就大坝水库水位，耗水率及节约用水的重要性与市
民及时沟通。在旱情最严重的阶段，人均用水量一度
限制在50升/人。农业用水也受到了限制。通过限制用
水、加强监测、群众教育、及时沟通、完善水利基础设
施、增进水管理等一揽子措施，开普敦全面降低了用
水量。实践证明，这些节水措施非常有效：城市平均日
用水量从2015年的12亿升减少至2018年的仅5亿升。

1. 开普敦——无水可用的那一天

干旱危机期间许多开普敦居民
每天从天然泉水中取水

Theewaterskloof
希沃特思路夫大坝水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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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现有水源也为开辟新的供水争取了时间：
开普敦利用海水淡化、水循环和增加地下水开采提
供了新的供水水源。最终，降水回补了水库水位，这
场危机得以解除。

2019年5月，IHP同全球水适应联盟（AGWA）、
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USACE）、荷兰三角洲研究院

（Deltares）、荷兰水与基础设施部，以及国际水资源
综合管理中心（ICIWaRM）共同在开普敦组织了“气
候风险信息支撑决策分析（CRIDA）”的培训研讨会。
针对CRIDA的不同方面对主要利益相关方进行培训，
结合案例研究分析和明确了开普敦水危机的根源。

开普敦 Theewaterskloof 大坝水位（2014、2016 及 2018 年） 

阿拉伯半岛上最大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位
于一片热带和亚热带的沙漠地带。全国绝大地方属于
干旱气候，全国年降水量极少，仅有约114毫米。夏季
的温度有时超过50°C，劲风常引发沙尘暴。

尽管气候及环境条件并不适宜农业生产，但农
业一直被沙特阿拉伯视为保障粮食安全的要素。沙
特阿拉伯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和项目鼓励私人投资农
业，为开垦新的农耕地提供丰厚的资金及政府补贴。
沙特阿拉伯还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公路、堤坝、
排水渠及灌溉系统等，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这些
措施使沙特阿拉伯在不同阶段实现了小麦、大枣、蛋、
奶等农产品的自给自足。

近年来，沙特阿拉伯逐渐意识到支撑这种农业
发展背后的用水方式是不可持续的。1980-2006年
间，农业用水量从6.8 km³上升到21 km³，增长3倍。
农耕用水几乎全部来自于约2万年前生成的古地下
水（fossil groundwater），分布在六个主要的沉积物
含水层中。这些含水层的总储水量虽难以确定，但随

着自然补给降低，根据质量平衡可知储水终会枯竭。
基于这些考虑，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做出了政策调整：
取消农业生产的激励机制，落实降低农工业及家庭
用水的指导方针。

有鉴于此，沙特阿拉伯需要制定切实有效、可持
续的用水方案。尽管沙特阿拉伯地处干旱缺水地带，但
它的问题与其他国家面临的干旱事件类似，只是时间
跨度不同。目前沙特正在尝试海水淡化，全国共有30
多家海水淡化工厂，是全球最大的淡化海水生产国。

沙特阿拉伯正在实施开发的另一个方案是精准
农业。精准农业的目标是尽可能降低农业生产所需
的投入（水、营养及肥料）的同时，使产量最大化。精
准农业可以帮助农民了解土地的水分及营养变化，
监测作物的健康和生长状况，从而有针对性地提高
每一种作物的产量。田间数据可以帮助有效分配灌
溉用水及化肥等资源，扩大产量，限制浪费，灌输高
效用水的观念。这项措施在水资源极其匮乏的干旱
地区或干旱期间尤为重要。精准农业还可用于及早

2. 沙特阿拉伯 - 沙漠变绿洲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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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农作物疾病、水分胁迫或病虫害，以便及时采
取预防措施。

沙特的精准农业由植被、土壤条件及农作物水
分利用等各种信息支撑，并利用遥感观察监测动态。
采用的数据包括由欧洲航天局Sentinel-2号卫星提
供的具有更高的时空分辨率的数据。另一形式的卫
星数据来自成本相对较低的小型卫星CubeSats，由
多个卫星“组团”合作，也可以实现较高的时空分辨
率。除了卫星收集的数据之外，无人机（UAV）也可以
补充很多准确的细节。CubeSats卫星和无人机可以

通过光学、多光谱或高光谱传感器提供作物健康状
况、生长条件及产量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于绘制
基础的植被指数、叶绿素含量、作物胁迫和收成等数
据图。尽管精准农业的概念已非常成熟，但要充分发
挥其潜力，将精准农业从一项研究工具转变为解决粮
食安全、水资源短缺及干旱相关问题的重要力量，仍
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主要用于研
究工作，用于确定适合特定环境的作物（耐热、耐旱特
性等）。而CubeSats小卫星主要用于量化作物用水，提
供作物健康状况信息，使其成为高度可操作的工具。

图为在沙特阿拉伯一处农田里，利用热光谱和高光谱数据测定 200 个不同品种西红柿的耐盐度。

沙特阿拉伯沙漠上的农业扩张（1991 年和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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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孕育了独特的地貌景观，珍稀野生动物及
多样的文化。湄公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中国和缅
甸，湄公河下游流域（LMB）流经柬埔寨、老挝、泰国及
越南广阔的三角洲地区。湄公河流域人口约7千万人，
其中6千万人生活在湄公河下游流域。作为亚洲的“粮
仓”，湄公河流域对区域粮食生产至关重要，维系着数
百万人的生计。湄公河养分充足：向下游源源不断输
送的泥沙维护着生态健康，支撑着滋养农业和渔业的
冲积平原。然而，快速的发展和气候变化也在悄然改
变着湄公河。自然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城市发展、建
坝、森林砍伐、地下水过度开采、河床挖砂，以及气候
变化引发干旱等极端天气等都增加了百姓生活的脆
弱性，给湄公河下游造成资源压力。

干旱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事关人民生计和福祉，
因此是湄公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最显著的制约因
素。2016年的旱灾打击了农业生产，损失达3亿美
元。2019年越南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旱，印证了湄
公河下游干旱风险将持续上升的预测。季风降雨的

时间及强度变化、建坝以及地下水开采等导致水循
环发生变化，旱灾风险和程度也由此增加。可用水
资源的变化、季节更替更加难以预测，以及温度攀
升严重威胁着湄公河下游居民的生产能力、粮食安
全和健康水平。

自然过程和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加上人
为的水干预，持续影响着湄公河下游的水量和时间
规律。2016年湄公河三角洲发生干旱，导致了历史最
严重的海水倒灌，给农田造成巨大损失。三角洲河口
流量降低，海水倒灌，损害了农田生产力，甚至造成土
地贫瘠。干旱还影响泥沙输送，大坝及海堤的建设则
进一步阻碍和改变了湄公河下游的泥沙输送。如果所
有计划修建的大坝最终实现，湄公河流域的输沙量预
计将会下降96%。泥沙减少打破了泥沙沉积与侵蚀速
率间的平衡，有可能加剧水土流失。湄公河三角洲地
下水过度开采还导致地面沉降，增加了土地及地下水
盐碱化的风险。三角洲地区的海拔极低，很容易遭受
海平面上升引发的侵蚀。

3. 越南—干旱对湄公河下游的影响可持续解决方案

位于湄公河沿岸的龙川市（Long Xuyê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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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导致湄公河三角洲的水流越来越不规
律，对社会、环境及经济存在难以估量的影响。IHP制
定了多项有关地下水、泥沙输送和气候变化脆弱性的
项目。2013年，“解决地下水问题”合作项目在南亚启
动。IHP分析和明确了跨境含水层系统，对该项目提
供了有利支持。IHP还积极促成国际合作，以提高含
水层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提供有关共享含水层、污染
及过度开采等问题的信息。IHP展开了大湄公河次区
域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的案例研究，发现湄公河流域
内容易受到洪水、干旱以及热带气旋等灾害威胁的国

家。IHP还评估了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
为各个国家省级层面制定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减灾及
适应性措施提供大力帮助。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携手为IHP国际泥沙计划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研
究表明湄公河泥沙的减少速率超出了之前的估计，
研究还囊括了泥沙减少对三角洲的养分流动、稳定
和形成，以及生态系统、生产系统的影响。泥沙减少
可能威胁流域内居民的生活，是探讨气候变化下水
资源的脆弱性及适应性时必须要考量的关键因素。

从湄公河三角洲的一处水井中取水

水上市场的女孩 渔民分捡从湄公河上捕捞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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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有3900万人口，是世界上经济最
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口增长、城市用水需求增加、干
旱频发及农业用水等对加州水管理提出挑战。加利福
尼亚被称为美国的“沙拉碗（salad bowl）”，该地区出
产400种农产品，水果和坚果产量占美国国内的三分
之二。农村人口就业主要靠务农。务农者大多来自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经济稳定性和健康水平
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及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加州长期与干旱为伴，但2011年至2015年发生
的干旱程度之罕见，是过去120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
次，而气候变化是导致灾害程度加剧的直接原因。自
2011年起，加州旱情持续恶化，从“干旱”升级为“极端
干旱”，又进一步升级为“特殊干旱”。严重缺水导致社
会、经济及环境恶化，而它们的发展都离不开充足的
供水。加大地下水开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干旱的影
响，然而这也导致地下水匮乏和地面沉降问题，并非
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主要靠灌溉支撑的农业因水源短
缺和抽水成本大幅上升而遭受重创，闲置的农田增
加了45%。高成本、低产量导致21,000人失业，经济
损失达27.4亿美元，还不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

干旱对不同社区的影响不尽相同。在低收入部族
及少数民族中，旱灾引起的食品及水价上涨对他们影
响很大。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村地区，干旱影响着居
民的健康以及水和食品保障；而在城市地区，不便主
要是由用水限制造成的。干旱高温、干燥使加州森林

火灾形势严峻，2015年发生在圣塔罗萨山谷和巴特
县火灾都是加州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政府均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两次火灾共造成六人死亡，2,876户
家庭及企业受损。

干旱暴露了加州当前水资源管理中存在的严
重问题，对农业生产、生态系统及城市水资源构成威
胁。2014年，加州政府为应对极端干旱发布了加利福
尼亚水行动计划（the California Water Action Plan 
）。该计划认为，加州当前的水管理措施无法满足居
民及生态用水需求，计划从联邦、州、地方及部族层
面进行全方位综合管理，并让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参
与进来。更为重要的是，规划方案也得以完善，囊括
了气候变化的不确定影响及其他主要风险。

决策定标脆弱性评估工具（The Decision Scaling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tool ）可以帮助决策者
应对水管理系统的不确定性和薄弱环节，参照不同
的适应性方案，量化现有管理成本和风险。 

该工具尤其适用于处理气候变化预测中的不
稳定因素，因为它评估了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温度及
降雨变化以及在不同空间尺度上造成的潜在影响。
这种工具的亮点在于通过自下向上的方式，先深入
了解地方层面的脆弱性，再上升到地区及全州规模。

监测系统可提供一年当中与关键决策点相关的
水管理信息，以便决策者制定减轻和适应潜在水危机
问题的方案。通过整合城市、灌溉及环境用水需求，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缓解干旱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可持续解决方案

接近满库容的福尔瑟姆水库（Folsom Lake）鸟瞰图 2015 年干旱期间福尔瑟姆水库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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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三者之间的平衡。对河流流量指标的监测可以了
解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环境用水需求，帮助调整水量
分配，以应对危害农场及生态系统的咸水入侵问题。

重力恢复和气候实验（GRACE）卫星系统等新兴
技术提供了地下水位趋势及水资源可获得性的最新
信息，可以整合到未来的模型中。2014年加利福尼亚

水行动计划倡导将节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期提
高全民节水意识，缓解水资源紧张态势。相应开展了
如“节约我们的水资源”(Save our Water)等公众活
动。通过综合管理办法，加州在不断积累经验、落实
行动，探索水资源管理的可持续性方案。

加利福尼亚干旱情况从 2011 年到 2015 逐步升级

奥罗维尔水库水位不断下降，开不出去的船舶挤满了湖面

倡导全民节约用水活动宣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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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英国是一个潮湿的国家，然而有
些地区因过度开采地下水，已经感受到水资源紧缺
的压力。从近几年来看，英国遭受干旱威胁的情况不
容小窥。2012年，英国在连续两年冬天气候干燥后，
迎来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春旱。2018年夏天，英
格兰及威尔士部分地区再次遭遇连续数月少雨的情
况，2018年5月到2019年4月期间，英国大部分地区的
降雨量低于平均水平。降雨频率及模式的改变，以及
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得精确预测干旱发生时间、持续
时长、严重程度难上加难，减轻干旱威胁的挑战加大。
用水需求量增加，水资源过度开采以满足工业、农业
及人口增长的需求，更加剧了淡水资源压力，给水资
源管理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

英国干旱及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气候成因和社会
成因向来都是单独考虑的。然而，近期发生的干旱事
件使英国日益清楚地认识到两方面成因相互关联。
因此，研究人员希望更全面地了解水资源短缺的多
种成因，以及如何预测、防御和缓解缺水危机。英国
于2014年启动了为期五年的“英国干旱及水资源短
缺”跨学科研究项目，旨在指明、预判和应对干旱缺
水问题的多种因素和影响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为
干旱决策提供支撑。

该项目包含四个课题，设立三个主要的科学目
标：（1）明确干旱及水资源短缺的动因和性质；（2）明
确英国干旱及水资源短缺对环境、农业、基础设施、
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以及相互交织、此消彼长的关系；

（3）完善干旱和水资源短缺规划和管理相关决策；
探索降低干旱风险和缓解其严重程度的可能方案。

这一项目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让干旱管理
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研究，最终给英国干旱及水
资源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重大转变。其中一项重要研
究成果是建立了英国干旱门户网站（UK Drought 
Portal），用可视化的形式呈现了英国全国当前的气

象条件；通过交互式地图和图像，呈现英国过去半
个世纪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干旱程度。门户网站基于
单一降水数据集和标准化降水指数（SPI）评估干旱
的严重程度。在2018年到2019年旱灾期间，门户网
站被英国的水资源管理人员（私有水务公司、监管
部门、农业及环保组织）广泛利用，结合门户网站提
供的历史情况来分析当前的旱情，为采取干旱管理
措施提供关键信息。

最近，由监管部门和水务公司共同开发的更全
面的监测预警工具—英国水资源门户网站—上线了。
除了提供与干旱门户网站相同的功能之外，还可以
提供河流流量的日更新数据，以及利用当地实时和
广域土壤水分观测站网络（COSMOS-UK）得到的土
壤水分信息。这一门户网站也为应对2018–2019年旱
灾提供了有效信息。

英国的长期干旱规划也发生了重要转变。通过
前述课题研究，全面掌握了历史干旱程度的数据及
气候变化引发的未来干旱风险预测的数据，实现了
全国水文及供水系统建模的重大进展。研究人员与
水务公司和监管部门密切合作，将数据及工具应用
于下一阶段的水资源规划中，特别是为近期通过的地
区和国家级水资源规划奠定了基础。英国应对干旱及
水资源短缺方面的科学进展与IHP的工作密不可分，
英国研究人员通过IHP-FRIEND计划与全球专家交
流合作，共享这一领域的前沿科学及探讨解决方案。

5. 英国—探究干旱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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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门户网站通过交互式图表提供英国全国气象条件信息

2018 年旱灾期间豪登水库低水位（德贝郡德文特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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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干旱政策解读和国际比较

澳大利亚75%的农业生产用于出口，农业贡献
了澳大利亚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的23％。农业是澳
大利亚经济增长、就业和出口的重要引擎。过去10
年，澳大利亚农业生产价值提高了50%，达到约600
亿美元，计划在2030年前农业生产价值达到1000亿
美元。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农民强则农村强，国家经
济才会强大。

然而澳大利亚气候干燥，干旱是澳大利亚农民
及农村长期面对的一项挑战。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干旱将可能发生得更频繁，
持续时间更长，范围更广。这意味着以前很少遭遇干
旱的农民及农村地区以后可能要经常和干旱打交道。
即使有着多年抗旱经验的农民和农村也会发现旱情
的严重程度超乎所想。长期来看，澳大利亚的若干地
区将日益边缘化，最终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干旱对农场的生产能力及赢利能力造成重大影
响，并波及企业、社区及地方。由于当地投入的资金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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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起，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将干旱应对的
政策重心向增强农民的预备水平和自主能力转变。
为此，以前绝大部分用于抗旱赈灾的资金逐渐用于
干旱预备。

1992年澳大利亚制定了国家干旱政策（NDP），
宣告着澳解决干旱问题的思路发生重大变革，“初级
生产者和其他农业农村环节”有责任“自主地应对干
旱问题”。国家干旱政策强调生产者和政府应自主，实
施干旱的风险管理；并认为干旱风险“类似于其他农
业主要风险”。干旱被认为是一项时常发生的自然状
况，而非罕见的气候异常现象。

1992年之前，抗旱属于澳大利亚国家救灾行动
（NDRA）的范畴。旱情发生时，州及地方政府只提
供特定金额的抗旱资金，超过此金额，则由澳大利
亚国家政府承担。实施国家救灾行动意味着澳大利
亚政府重点参与重大灾害，而不是轻微灾害的救济
工作，前者所需资金往往超出州及地方的承受能力。
将抗旱纳入国家救灾行动，实际上强化了干旱就是
一场自然灾害的概念，并没有把干旱看做是农业所
特有的若干风险和不确定性中的一种并加以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澳政府从1997年到2012年实施
了“特殊情形（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政策，
来应对严重程度超过所谓良好风险管理范畴的事件。
特殊情形计划出台了一系列不合理的激励机制，导
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由于特殊情形救济金的发受

双方没有提供资金利用证明的共同责任，及有迹象
表明政府支持产生了长期依赖性，因此从长期的经
济角度来看，该计划导致了部分农户家庭的激励扭
曲、某些区域未能及时、有效地对农场进行必要的调
整。不再具备农耕能力的农场依然得到支持，而利率
折减计划的实施效果也不理想，很可能推高了长期
的产业调整成本。

政策的初衷往往是好的，但实施以后可能产生
意料不到的后果。例如，研究表明农民的风险管理
策略和政府的政策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政府的干旱
政策挤占了生产者自行制定风险管理策略的必要，
那么政府干旱政策的效果可能受到影响。

历届澳联邦政府认识到，尽管干旱预备是重点，
但仍需要对正在遭受旱情的农民家庭、农场企业和农
村提供支持。政府重新设计了干旱救济政策，要求接
受救济金的农民应该采取措施为应对未来干旱做好
准备。例如，政府通过农户津贴（Farm Household 
Allowance）每两周向农民及其家庭提供一次补助，
支持他们改善长期生计。农户津贴的申请人必须自愿
提高抗旱的自主能力，才有资格获得津贴。

与干旱政策和干旱管理相关的文献以及经验证
据表明，风险管理和预备政策产生了效果。对农业的
规划应包括干旱应对策略、风险管理规划以及后续规
划，这将显著提高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抗旱强韧性。

国家干旱政策转型

少，服务业及企业都会受到影响。一些企业被迫倒闭，
居民也只能外迁寻求工作机遇。

干旱还对社会及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生活压力会
影响农民、农民家庭及社区的健康和福祉。如果在发

生干旱前或在干旱持续期间采取的措施不力，没有取
得预期效果，那么这些压力可能固化成长期压力。受
利益驱使，恰当的土地管理方案不一定可得到执行，
导致自然资本折损，进而增加了土地修复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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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澳大利亚的一点核心区别在于，美国干旱政策主要考虑的是干旱对城市的影响，
而澳大利亚主要关注对农业的影响。
因此，美国的干旱预备侧重于供水，但也包含了若干对提高农业预备程度的考虑。例如，加
利福尼亚干旱预备计划(Californian Drought Contingency Plan)的干旱预备一节中列
出了16项与水相关的激励措施，两项与农业土地使用相关的激励措施。
组织工作坊和网络研讨会，协助社区做好应对干旱的准备工作。
美国专门设立了一个网站（drought.gov），提供有关当前天气状况，展望及预测、土壤水
分以及对农业的影响的数据、地图及工具。

议题： 干旱预备 Drought preparedness

澳大利亚对干旱问题较严重的其他三个英语国家进行了政策比较。详见下表。

澳大利亚与国际干旱政策对标

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有关干旱预备的公开信息很少。
有农业创新（AgriInnovate）、社区牧场计划（Community Pasture Program）和农业投资

（ AgriInvest）等一般性农业支持政策，帮助农民改善农场和农田实践。

新西兰的干旱预备主要是充分告知农民有哪些抗旱策略，并加快普及农田灌溉。

美国专门设立了一个网站（drought.gov），提供有关当前天气状况，展望及预测、土壤水
分以及对农业的影响的数据、地图及工具。

议题： 干旱指标 Drought indicators

加拿大农业及农业食品署（加拿大政府机构）提供了与加拿大农业领域相关的天气及气
候信息。数据包括当前及历史天气、气候状况，以及土壤水分。

新西兰干旱监测系统是一个基于标准化气候指数对干旱状况进行跟踪的系统。
该指数称为新西兰干旱指数（NZDI），基于四个常用气象指数采集气候数据：标准降水指
数、土壤水分亏缺、土壤水分亏缺异常，以及潜在蒸发蒸腾亏缺。
这些数据以图表形式提供，每天进行更新（注意，为了确保图表是基于所有可用数据来绘
制，更新有2天的延迟）。

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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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范围包括了供水和农业。  农业方面的援助计划包括：
●   补充收入救济计划(Supplemental Revenue Assistance Payment Program)，为由于
干旱等自然灾害遭受农作物损失的农民提供援助。
●   未投保作物灾害援助计划(Non-insured Crop Disaster Assistance Program, NAP)
针对无法投保的作物，在因自然灾害而遭受减产、库存损失或无法种植时为生产者提供
资金援助。
●   牲畜饲料计划（Livestock Forage Program, LFP）向因干旱或火灾而遭受牧草损失的
符合条件的牲畜生产者提供赔偿。

议题： 抗旱赈灾 In-drought support

通过少数几个项目提供支持：
稳定农业政策(Agristability)为遭受利润大幅下降的生产者提供收入支持。
畜牧延期缴税规定(Livestock Tax Deferral Provision)允许指定的干旱或水灾地区内因
干旱或水灾不得不出售部分牲畜的农民将一部分销售收益的税额延迟到一下年度缴纳。
农业保险(AgriInsurance)针对自然灾害导致的作物减产及质量损失，提供成本共摊的
保险。此类灾害包括：干旱、降水过多（降雨、洪水）、霜冻、冰雹、火灾、高温、大风、野生动
物、疾病及虫灾。

新西兰根据灾害的程度（局部、中等规模或大规模）提供抗旱支持。
针对局部灾害主要采取轻度灾害恢复措施。
针对中等规模的灾害主要提供以下援助：
●   农村补助金：补助基本生活支出。
●   技术转让协助：资助开办教育研讨会和会议，提供媒体信息等，为处理灾害事件提供技
术和资金建议。
●   社区赈灾协助：支持举办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社区活动。
●   灾后恢复协调人：协助确认哪些农户家庭正遭受风险，帮助这些家庭获得相应的协助。
针对大规模的灾害主要提供以下援助（除上文所述之外）：
●   特殊灾后恢复措施包括报销无法投保的农场设施的部分修复费用，报销无法投保的牧
场、作物及林地的部分再建设成本。

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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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面临水短缺的社区提供了较大力度的支持，但对因干旱遇到经济困难的社区所提
供的支持较有限，且不具体。不过美国在干旱期间为农场工人提供廉租支持。

议题： 社区支持 Community support

给因干旱遭遇经济困难的社区所提供的支持较有限，且不具体。

给因干旱遭遇经济困难的社区所提供的支持较有限，且不具体。

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https://www.agriculture.gov.au/ag-farm-food/drought/drought-policy
本文摘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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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丛林大火风险和
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分析

2019年澳大利亚蔓延数月的丛林大火吸
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场丛林大火的条件比
过去更危险，导致生命和财产安全面临更高
风险。早在二十多年前科学界就发出警告，气

候变化会增加澳大利亚发生极端丛林大火的
风险，这一警告正在变成现实。科学家预计，如
果未采取重大而迅速的行动来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极端火灾天气将变得更加频繁而严峻。

国际空间站于 1 月 4 日拍摄到的画面：澳大利亚肆虐的丛林大火冒出的滚滚浓烟。
图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台资料 /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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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采取持续和重大的努力来应
对气候变化，未来火灾风险将继续升级

2019年11月12日，大悉尼地区（包括蓝山山脉
和中部海岸）、亨特区、伊拉瓦拉地区和肖阿尔黑文
地区宣布进入灾难性火灾危险等级。自2009年引入
灾难性火灾危险等级以来，这是悉尼首次宣布预计
将进入灾难性火灾危险性等级。这也是澳大利亚首
次对人口如此稠密的地区——覆盖新南威尔士州东
部地区将近600万居民——发布灾难性丛林大火危
险等级。该州大部分其他地区都已宣布进入严重和
极端火灾危险等级。

灾难性火灾危险等级是最严重的火灾危险等级。
在发生灾难性火灾的条件下，无法安全扑灭大火，房
屋也抵挡不了在这些条件下爆发的火灾。一旦发生此
种火灾，将对生命和建筑造成严重威胁。

澳大利亚气象局（BoM）和消防管理局使用森林
火灾危险指数（FFDI）来评估火灾风险并发布警告。在
最初的设计中，FFDI指数的数值为0到100，其中50到
100被归类为极端火灾风险。在维多利亚州爆发前所
未见的2009“黑色星期六”重大丛林大火之后，这一
等级被细分为严重火灾风险（50-75）和极端火灾风险

（75-100）。同时也添加了一个新类别用于描述超出
现有规模的事件：灾难性火灾风险（100+）。

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丛林大火？

火需要点燃（点火），需要燃烧对象（燃料）并且需
要有利于其蔓延的条件（适当的天气）。气候变化——主
要由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燃烧推动——可
以直接，也可以以更复杂的方式影响所有这些因素。

2019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3 时
澳大利亚全国火灾危险等级

丛林大火产生的滚滚浓烟导致澳大利亚主要城市的空
气质量下降。来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台



4 

2020年第2期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高温天气和热浪

丛林大火与气候变化之间最直接的关联关系
来源于气候变暖的长期趋势。气候变化正在使炎热
天气的气温越来越高，而热浪事件的持续时间越来
越长，频率越来越高。

自1950年以来，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每年的炎
热天气（高于35℃）和极端炎热天气（高于40℃）天
数大幅增加。热浪的持续时间更长，气温突破最高
记录，并且未来将在澳大利亚更多地区看到更为频
繁的热浪事件。

1951年至2011年，墨尔本热浪事件的平均强度
增加了1.5°C，热浪高峰日的平均强度增加了2°C。
热浪强度增加对丛林大火危险天气存在一定影响。
例如，在2009年爆发“黑色星期六”大火之前，维多利
亚州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干旱天气和持续数年的创纪
录高温年份，而且就在大火爆发的数周之前，维多利
亚州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热浪事件。2月7日的气温打破
了最高气温记录，最高气温比维多利亚州2月平均气

温高出23°C，全州87%以上的地区创下2月最高气温
记录。在此期间，森林火灾危险指数（FFDI）数值介于
120至190，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2019年，新南威尔士州1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突破
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高出平均水平1.85℃），而澳
大利亚全国1月至8月的最高气温也创下有记录以来
的最高纪录（高出平均水平1.71℃），平均温度排名第
二（高出平均水平1.30℃，仅次于2016年）。部分地区
9月5日和6日的最高气温比平均温度高出10℃以上。

2019年9月宣布进入重大火灾危险等级的地区
也包括墨累-达令流域。整个墨累-达令流域自1910
年有记录以来，1月至8月平均温度最高的四个年份
从高到低依次为2019年、2016年、2018年和2017年。
下图显示了2017年至2019年1月至8月最高气温的
十分位数，从图中可以看出，几乎整个墨累-达令流
域均处于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水平。这些高温天
气导致干旱因子更高，且相对湿度较低，并直接导
致FFDI数值增加。

1978 年至 2017 年日森林火灾危险指数（火灾天气条
件严重性指标）年度（7 月至次年 6 月）总和趋势。
图中黄色至红色代表正趋势，表明火灾季节的长度和
强度逐渐增加。每十年 300 个 FFDI 数值点的趋势相
当于每年 30 个 FFDI 数值点的平均趋势。数据稀疏的
区域（例如西澳大利亚州的中部地区）已经从图中消
退。资料出处：澳大利亚气象局，2019b。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最高气温十分位数（所有可用数据）

基于网格化数据的分布
澳大利亚气象局

墨累 - 达令流域（黑色轮廓）地图，图中显示了 2017 年、
2018 年和 2019 年（基于 1910 年以来的所有年份）1
月至 8 月平均最高气温的变化趋势。资料出处：澳大
利亚气象局，20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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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减少

凉爽季节的降雨量逐步减少对不断增加的丛林
大火风险产生了重大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
来，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的秋末和初冬降雨量下降
了15%，4月和5月的平均降雨量下降了25%。气候变
化正在影响这一干旱趋势。

新南威尔士州东北部和昆士兰州东南部的部分
地区经历了数月至数年的低于平均水平的降雨量，
导致持续而严峻的干旱天气，并导致燃料的干燥度
极高。南部盆地（昆士兰州）和北部高原（新南威尔
士州）2019年1月至8月的降雨量降到有记录以来的
最低水平。坦特菲尔德和史丹霍普1月至8月的降雨
量分别比此前的最低记录低出20%以上（比长期平
均水平低出77%）。与此同时，土壤也非常干燥。2019
年9月的第1周，昆士兰州东南部和新南威尔士州东北
部大部分地区土壤剖面最上层100厘米土壤的湿度均
低于平均水平，甚至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干燥水平。
低土壤湿度意味着植被面临着较高的水分胁迫，而一
些通常不易燃烧的燃料也变成了丛林大火的燃料。

在持续且日益严峻的干旱天气的推动下，昆士
兰州东南部和新南威尔士州东北部的森林和灌木
丛地区爆发了100多场大火，其中包括一些不常发
生火灾的亚热带雨林和潮湿的桉树林。干旱天气的
干燥作用导致植被更易燃，因此更有可能助长极端
火灾行为。一旦天气条件恶化（高温、低相对湿度、
强风），这也会使植被更容易燃起零星飞火，并进一
步发展成重大火灾。

天气模式

两种气象模式——印度洋偶极子和南半球环状
模——的共同影响造成了澳大利亚此次极端天气。在
这两个变化模式的共同作用加剧了澳大利亚的火情。

印度洋偶极子当时正处于“正位相”，这意味着
澳大利亚西北部的印度洋海域温度低于平常，而西
印度洋海域比平常更暖和。偶极子正位相会将水分
从澳大利亚带走，降雨量往往会减少。

但是有证据表明，大气中温室气体也能影响印
度洋偶极子和南半球环状模（SAM）。2009年的一项
研究发现，偶极子正位相为澳大利亚南部危险丛林
大火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且偶极子正位相发生频
率也逐渐变得频繁。2018年《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
的一项研究发现，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偶
极子正位相事件发生频次也随之增加。全球气温上
升1.5℃时，极端偶极子正位相事件的发生频率较工
业化前增加一倍。

在11月和12月澳大利亚丛林大火火势蔓延期间，
南半球环状模正处于“负位相”。这一负位相是南极洲
上空的平流层突然变暖导致的。平流层突然变暖导致
西风带进一步北移，将热气流吹入火灾易发地区，加
剧火势。有学者研究发现，南半球环状模目前正在向
正位相转变，如果澳大利亚在冬季迎来正位相，澳洲
大陆则会变得更加干燥。

研究人员表明，全球变暖正在扩大哈得来环流
圈（Hadley cell）的大气环流模式。这一环流是由赤
道处热空气上升并向两极扩散引起的，这些热空气
在扩散过程中冷却下降，形成高压脊。在澳大利亚，
这一过程形成了所谓的副热带高压脊，正如CSIRO
指出的那样，由于全球变暖导致哈得来环流圈的环
流进一步扩大，这种副热带高压脊强度也逐渐增大 
。年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发现，“澳大利亚南部大部分
地区火险天气会频繁出现”，到2050年，面临高火灾
风险和极端火灾风险的天数将增加5-100%。

干旱加剧了 2019 年 9 月肆虐新南威尔士州的丛林大
火。强风煽动火焰，导致烟雾蔓延至 100 公里之外。
资料出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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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这些不断变化的火灾条件面
临哪些挑战？

有限的资源加剧了应对灾难性火灾面临的挑战。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在新一年的财政预算中将该州乡
村消防局的预算削减了2670万澳元（约1.25亿人民币）
，将该州消防和救援局的预算削减了1290万澳元（约
6053万人民币）。考虑到2019-2020年火灾季节丛林大
火危险的预测以及在气候变化推动下持续增加的火
灾危险，这类资金削减举措并非明智之举。在饱受干
旱天气困扰的地区（例如达令盆地，布里斯班以西的
格兰纳特贝尔），持久的干旱天气导致水坝干涸，消防
水箱枯竭，进而导致资源限制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同时，随着气候变化导致澳大利亚多个州和地
区的火灾季节，以及北半球和南半球的火灾季节出
现重叠，政府部门在共享资源和应对规模更大、更具
破坏力的丛林大火方面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悉尼等城市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
但还没完全适应气候变暖的影响。悉尼市政府发布
的2018年《悉尼适应性报告》中称“极端高温天气是
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但是新建住宅通常不能最大
程度的防御热浪的侵袭，冠层覆盖面积不足也无法
有效降低地表温度。” 为了应对不断攀升的高温，悉
尼在反射面上下足了功夫，同时种植树木，以增加树
荫面积，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政府也在不断建设完善
电网，防止空调的大量使用 增加电网压力，而导致基
础设施发生联级故障。

未来会怎样？

气候研究表明，随着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日
益增加，澳大利亚的极端丛林大火形势只会进一步
恶化。到2050年，“极高”或“极端”火灾风险天数将
增加15%至70%。

关于未来火情的诸多研究都指向同一结果——助
长澳大利亚东南部火灾的天气条件日益频繁；特别
是在当前受丛林大火影响最大的地区，以及聚居着
相当大一部分澳大利亚人的地区。例如，到本世纪
末，FFDI数值预计将大幅增加。此外，严重火灾天气
天数和严重火灾数量预计将有所增加。

针对丛林大火的政策/政府准备

政府必须制定一项计划，以应对澳大利亚不断
升级的火灾危险。至关重要的是，社区、应急服务机
构和健康服务机构必须为日益严重和频繁的极端火
灾天气做好充分准备。随着火灾风险的增加，减灾和
适应政策将在降低人员和财产风险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应急服务机构和消防管理机构将需要更多资源。

必须迅速、大幅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减少
未来丛林大火和其他极端事件的影响。必须逐步淘汰
化石燃料，例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然而，在过去五
年中，澳大利亚的排放量逐年上升，而联邦政府却拿
不出可靠的温室气体污染减排政策。澳大利亚甚至无
法实现其承诺的差强人意的巴黎目标，即到2030年
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年水平减少26%至28%。
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并非没有：加速向可再生
能源和储能技术，无污染运输、基础设施和粮食生产
转变。联邦政府需要加快脚步，以保护澳大利亚人的
生命免受不断恶化的未来灾难的影响。

高火灾危险至灾难性火灾危险天数的估算变化（基于
CSIRO Mark 3.5 A1B 模型网格系统的墨尔本年最高气
温和总降雨量的单模型运行，基于 Laverton 数据）

本篇文章整理自:
气候理事会: https://www.climatecouncil.org.au/resourc-
es/bushfire-briefing-paper
英国卫报: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
ment/2020/jan/13/explainer-what-are-the-underly-
ing-causes-of-australias-shocking-bushfire-season
耶鲁气候: https://www.yaleclimateconnections.
org/2020/01/how-climate-change-influenced-austra-
lias-unprecedented-fires/
新媒体: https://www.vox.com/2019/12/30/21039298/ 
40-celsius-australia-fires-2019-heatwave-climate-change
英英英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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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危机引发社会冲突

全球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导致社区之间，农村
与城市，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随着越
来越多的人面临切实的水资源短缺问题，紧张局势
将进一步加剧。联合国称，到2050年，将有50亿人面
临缺水问题。

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水资源争夺战。
美国智库太平洋研究所（Pacific Institute）的数据表
明，在过去10年间，水冲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而在
过去20年间，水冲突的数量增加了五倍。该研究所认
定的水冲突范围涉及损毁基础设施的空袭以及缺水
引发的抗议活动等。太平洋研究所数据库中包含的
水冲突事件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其目的是了
解水与国际安全和暴力事件之间的联系。

根据该研究所的数据，在2010年至2019年期
间，全球共发生了466起与水冲突，而在此之前的10
年里，则有224起。

在过去10年中，非洲水冲突占全球总数的26%，
略低于二十年前的30%。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的情况
逐渐好转；在过去的20年间，非洲水冲突数量几乎翻
了一番，从67起增至122起。

1990年至2019年期间，非洲水冲突主要集中在
索马里（26起），苏丹和南苏丹也发生了26起。肯尼亚
发生了25起水冲突事件。其中多起发生在肯尼亚五年
旱灾期间，因农民与牧民争夺稀缺的水资源导致的。

去年乍得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据报道，萨赫勒
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导致农民与牧民之间爆发冲突。作

根据该工具的预测，马里是 2020 年将会因缺水面临冲突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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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地区至关重要的水源，乍得湖的枯竭与周边国家
暴力事件增加息息相关。而且在2016年气候变化脆弱
性指数排名中，乍得在186个国家中的风险排名最高。

同样在这30年间，南非共发生21起水冲突，其中
大多发生在过去10年里。这些冲突主要与由于缺水
和基础设施落后引发的抗议活动有关。南非近期发
生的水冲突暴力事件与2018年开普敦用水短缺有
关。2018年开普敦政府向市民通报城市用水即将达
到临界——即开普敦主要供水水坝的水位降至13.5%
以下。根据新闻报道，2018年1月，在开普敦南部郊区
Newlands Spring，居民排队取水时爆发了一场冲突。

在太平洋研究所数据库的记录中，早期南非水
冲突事件包括1990年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威塞尔顿

（位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座城镇，居民主要为黑
人工人阶级）居民就恶劣的卫生条件和居住条件发
起抗议后，政府切断其供水。该数据库中还记录了右
翼组织Boere Vryheids Aksie在2002年密谋向约翰
内斯堡附近城镇的水源中投毒事件。

南非水危机日益深化。1990年至1999年期间，
南非仅记录了3起水冲突，在之后10年间记录了6起
冲突，而这一数据在最近10年间翻了一番。

全球数据实验室的Water Scarcity Clock是奥
地利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旨在收集收入、健康、气候、
水资源可利用量和粮食安全等“人类生存之基”方面
的数据。根据该组织的数据，也门有91%的人生活在
缺水地区。在已持续四年之久的也门内战中，稀缺的
水资源被武器化，导致水和卫生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随着全球范围内水冲突事件激增，来自六个组
织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发了一个早期预警系统，帮助
预测潜在水冲突。

由荷兰政府资助的水、和平与安全（WPS）全球
预警工具已经联合国安理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启用。
该预警工具结合了降雨、作物歉收等环境变量以及
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可提前一年预测水冲突风险。

该工具是首个结合降水量和干旱天气等环境数
据和社会经济变量的水冲突预警工具，整合程度更高。
公众可以在线使用，但其主要目的是增强水资源紧缺
地区的决策者、公众和社会各界的水资源危机意识。

根据该工具的预测，2020年在伊拉克、伊朗、马
里、尼日利亚、印度和巴基斯坦可能发生水冲突事
件。开发人员称，该工具在预测10人以上死亡的水
冲突区域方面，准确率可达86%。目前，该工具聚焦
于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的冲突热点地区。

参与了WPS开发的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资深水资源专家Charles 
Iceland表示：“机器学习模型经过训练，可以通过与
暴力冲突、政治、社会、经济、人口和水资源风险等相
关的历史数据来识别各个模式。该工具一共审查80多
项指标，其采用的数据可追溯至20年前。该工具基于
对这些变量间相关性的习得，在当前条件下来预测未
来12个月内是否会发生冲突。”

另一家合作开发的组织国际警报（International 
Alert）的气候变化专家Jessica Hartog强调，伊拉克
和马里是两个面临水冲突的高风险国家。导致这里水
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开发项目使河流的水位
和流量减少，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导致需求增加则使
形势进一步恶化。由于尼日尔河水位下降，马里的农
民、牧民和渔民爆发了争执。在伊拉克，居民早已因
缺乏基本生活物资有诸多不满，加上有超过十二万
人饮用被污染的水后被送入医院，去年暴怒的伊拉
克抗议者终于冲上街头。

人道主义危机：向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也门人配给用
水。配水窗口仅开放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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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工具开发专家对马里和邻国政府修建水坝，
扩建尼日尔水资源管理监督办公室和相关灌溉渠道
的计划表示担忧。这将进一步影响尼日尔三角洲的水
资源供应，威胁超过100万依赖尼日尔三角洲内陆生
存的农民、牧民和渔民的生活。

而如果伊拉克不能有效解决水资源问题，改善
供水，这将“直接威胁伊拉克脆弱的和平”。

与此同时，在叙利亚，水资源短缺和农作物歉
收使大批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加剧内战。在伊朗，霍
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的居民因饮用水被污染而发
起抗议活动。

荷兰国际水利环境工程学院（IHE Delft）水资源
法与外交高级讲师Susanne Schmeier认为，水问题

本身并不会造成冲突或战争，但贫穷和不平等等其他
不满同时出现，水资源问题可能放大威胁。冲突一旦
升级便难以解决，并且可能对水资源安全造成负面
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及时采取行动至关重要。

此外，当地社区之间以及各省之间都会发生水
冲突。在这之后，非国家行为者，甚至可能是非法团
体或某些部门的代表开始诉诸暴力。这种地区性冲
突相比于跨国界冲突来说更加难以控制，而且往往
会迅速升级；在跨国冲突事件中，国家间的外交关系
往往会遏制冲突的恶化。

一位气候变化专家认为伊拉克脆弱的和平受到水资源
问题的“直接威胁”。

叙利亚东古塔在历史上被称为大马士革的粮仓。摄影：
Louai Beshara/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本篇文章整理自:
英国《卫报》: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
velopment/2020/jan/08/water-wars-early-warning-
tool-uses-climate-data-to-predict-conflict-hotspots
南非《邮政卫报》: https://mg.co.za/article/2020-01-10-
00-water-wars-wash-over-th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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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环保署开发面向未来的创新工具

网页交互式工具，所含数据丰富，为环保和经济的方面的规划和决策提供有效信息

何为生态环境综合地图系统？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EPA）及其合作伙伴成功

开发了一项网页交互式工具名为生态环境综合地图
系统。各州、社区和市民都可以通过它详细了解与
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和娱乐息息相关的政策决策。

生态环境综合地图系统是集地图、分析工具、
使用说明书和可下载数据于一体的网页资源，操作
简单，帮助用户了解各种决策的含义及其对生态系
统的潜在影响。

社区时常面临艰难的抉择，比如在开发交通运
输、住宅或商业基设与维护当地水质、湿地、公园和
其他城市绿地之间权衡。生态环境综合地图系统通
过分析自然、人类健康和幸福 与经济之间关系帮助
社区深入了解其决策潜在的利弊。这里的健康包括
身心健康，而幸福则指生活质量。

例如，加入某些州和地方规划者和倡导团体在
考虑修建一条高铁线路时，可以使用生态环境综合
地图帮助 筛选，了解每条拟建线路的潜在影响和优
点。而保护组织则可以了解拟建路线沿线的易受影
响物种、濒危物种或保护良好的栖息地。

当地规划者可以在生态环境综合地图的帮助下
完成新过车站的选址，从而最大程度让当地经济受

挫行业受益且兼顾对周边生态系统影响。生态环境
综合地图能够为特定社区提供详细数据，协助规划
人员定位公园可达性低的社区或明确哪里应优先植
树造林以惠及弱势群体。

生态环境综合地图中包含哪些数
据和分析工具？

生态环境综合地图中包含数百个数据层，涵盖
人口普查和土地覆盖数据；以及有关河流位置、污
染负荷、受损水域、受威胁和濒危物种、湿地、气候
和土壤特征等信息。生态环境综合地图提供两个范
围的数据：国家和社区。交互式地图中嵌入的分析工
具可帮助用户解读 

生态环境综合地图中所提供的国家范围内的数
据依据12位水文单位代码（HUC）分类汇总了美国本
土48个州的数据。美国现有约90,000个HUC代码。每
个HUC代码覆盖约40平方英里的面积。

生态环境综合地图社区范围的数据包括数百个
美国社区的详细数据。这些社区包括北卡罗来纳州达
勒姆、缅因州波特兰、佛罗里达州坦帕、宾夕法尼亚州
匹兹堡、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
基以及这些城市中心的周边地区。大部分社区数据层
按人口普查区进行分类，数据高分辨率，便于对选定
社区的数据进行对比。

生态环境综合地图中囊括的社区是以环境和人
类健康数据的可用性、人口规模、地理位置、区域利
益以及空间数据分析的潜在需求来选定的。计划至
2022年，每年还会添加新的社区。

生态环境综合地图还包括生态与健康关系浏览
器功能，用户可以浏览相关文献，内容涉及生态系统之
间的联系、生态系统贡献以及对人类健康幸福的影响。

1.生态环境综合地图系统（EnviroAtlas）



11 

2020年第2期 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维持生态系统和经济平稳
健康的生态系统与人类健康福祉、经济和安全

息息相关。生态系统赋予人类的财富包括清洁的空
气和水，享受自然的机会以及抵御飓风和洪水等恶
劣天气的屏障。不仅如此，生态系统还为植物、鱼类
和野生生物提供栖息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粮食、衣
物、住所和药物所需的原材料。

这些大自然带来的益处被统称为“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的服务是多方面，相互交织，且难以

量化的。
我们个人和集体做出的决定不仅会影响生态系

统的状况还会牵扯到促进人类福祉和经济所需的生
态系统服务能力。

不同领域和兴趣的人们通过访问生态环境综合
地图，查看和分析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了解如何保
护、恢复和维持生态系统。

生态环境综合地图的合作伙伴和
实用性 

 生态环境综合地图由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与
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美国农业部（USDA）以及
其他联邦和非营利组织、大学和社区，包括州、县和
市级利益相关者合作开发。

任何配备计算机或平板电脑并可以连接互联网
的人士都可以访问生态环境综合地图，无需特殊软
件。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访问，但是建议使用屏幕
较大的设备，以享受更好的用户体验。

生态环境综合地图架起了人、人类健康、生态
系统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 。明智的决策保障人们
在未来得以继续享受生态系统带来的经济、社会和
环境效益。

 
在线访问连接： https://www.epa.gov/enviroatlas 
相关问题，请联系以下邮箱： EnviroAtlas@epa.gov

2.流域管理优化支持工具（WMOST）
流域管理优化支持工具（WMOST）是一款旨在

促进潮湿和干旱地区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应用软件。
水资源管理者和规划者可以利用WMOST筛选各种
实践做法，以满足预期的用水需求，维持最小的河道
内流量目标以及减少流域或管辖范围内的洪泛灾害，
以实现成本效益以及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

使用 
 WMOST对流域内的水和水相关资源的管理做

法进行筛选，以获取最优管理实践组合，同时考虑各种
做法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和绩效（图1）。WMOST可用于

（1）确定最具成本效益的管理实践组合，以满足预期
的人力需求和河道内流量标准；（2）理解实现管理目
标与控制年度总成本之间的权衡；以及（3）表征解决
方案对输入数据和参数的敏感性（例如，气候变化及
其导致的径流和补给速度的变化对最低成本实践组
合的影响，推荐的实践组合对一系列成本假设的鲁棒

性）。使用洪水保险研究（Flood Insurance Studies）
提供的公开数据来运行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的 
Hazus工具（该方法包含用于估算地震、洪水和飓风
的潜在损失的模型），其结果被WMOST用来模拟降
低洪灾易发性而实现的成本节约。

WMOST 中表示流域和人水系统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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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中国水科院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

本刊联系方式：中国水科院 国际合作处
联系邮箱：dic@iwhr.com

流程
WMOST基于用户提供的流域特点、人水系统特点、管理实践和管理目标的输入计算得出最佳解决方案。

功能
●  运用Microsoft Excel 2013©，与一个免费线性编程优化求解器无缝链接，无需专用软件。
●  提供与以下领域相关的二十多种可能的管理实践和目标：
     –雨水管理实践：多达十五个最佳管理实践，包括传统的灰色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其他低影响开
发实践
     –供水：需求管理实践、地表水和地下水开采、地表水储存、水处理厂以及饮用水配水系统的渗漏修复。
     –废水：化粪池系统、废水处理厂以及废水收集系统的渗漏修复。
     –非饮用水回用：废水回用设施和非饮用水配水系统。
     –其他：含水层存储和补给、水和废水的跨流域调水、水土保持、最小人类需求以及最低和最高河道内流量目标。
●  空间集总计算模拟了一个流域和一个河段，但水文响应单元的数量设置具有灵活性。
●  建模时间步长为一天或一个月，不受建模周期长度的限制。
●  仅考虑基线流量和峰值流量（于2016年夏季添加了水质模块）。
●  自动输入现有水文模型中的径流和地下水补给速度时间序列，并估算建议的最佳管理实践的成效（第2版）。

联系方式
Naomi Detenbeck，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研发办公室│detenbeck.naomi@epa.gov 
Viktoria Zoltay，Abt Associates│viktoria_zoltay@abtassoc.com
模型下载
WMOST第2版：www.epa.gov/exposure-assessment-models/wmost

从用户输入到用于推导最佳解决方案的结果的 WMOST 建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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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世界水日权威发布

《世界水发展报告》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
是联合国水机制牵头国际
和地区主要涉水机构撰写
的年度水发展专题报告，每
年聚焦一个主题，旨在反映
全球共性水问题，引领全球
水发展思路。

2020年的《世界水发展报告》于3月22日“世界水日”当天正式发布。报告聚
焦“水与气候变化”，提出水安全与气候变化将是未来数十年全球面临的持
续而深刻的危机。在本报告中，撰写者力求实事求是和客观中立，广泛概述
了最新的水与气候变化发展动态，明确提出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提升水治
理和水管理的挑战和机遇。

水安全与气候变化将是未来数十年持续
而深刻的全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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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影响着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社会的
方方面面，而水则是施加影响的主要媒介。更高频
率和强度的风暴、洪水和干旱事件属于非常明显
的影响——在过去十年中，全球90%以上的重大自
然灾害是由洪水、风暴、热浪、干旱和其他与天气
有关的事件所引发。预计气候变化将导致这些事
件的频率和强度进一步增加。气候变化对水的影
响还与粮食安全、人类健康、能源生产和生物多样
性息息相关，更不用说对弱势群体和儿童日常生
计的威胁。这些影响反过来又会加深社会不平等，
造成社会动荡，引发人口大规模迁徙和社会冲突。

国际社会不乏应对如上全球挑战的国家框架，
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年《巴黎气候协
议》以及《2015 - 2030年减少灾害风险仙台框架》等。

《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旨在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和饥饿，消灭不平等，应
对气候变化。该议程确立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这些目标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辅相成。
如，可持续发展目标6（SDG 6）：为所有人提供水与
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就对实现其他16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起到支持作用。同时，实现SDG 
6和其他与水和生态系统相关的目标，又对社会的
健康和福祉、改善营养、消除饥饿、维护和平与稳
定、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实现能源和粮食
安全至关重要。水也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重要组
成要素。水管理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为所有
经济行业创造和维持就业机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
巴黎协定》是国际社会于2015年达成的协议，并于
2016年生效。该协定指出，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
气温升幅应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摄氏度以
内，并应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巴黎协定》的执行
阶段将重点放在规约和制定各缔约方的国家承诺。

《2015 - 2030年减少灾害风险仙台框架》（
以下简称《仙台框架）于2015年在日本仙台举行的
第三届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会议上通过。《仙台框
架》制定了减少自然灾害发生、降低其影响的七项

目标和四项重点行动。其中一项重点行动便涉及
加强并落实水文气象问题的全球机制，提高对涉
水灾害风险及其对社会影响的认识和理解，并提
出降低风险的战略。

虽然这些全球协定是各自独立的框架，有自己
的一套目标、机制和报告要求，但它们的议程其实
有所重叠，甚至相互交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SDG 
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鉴于
气候变化的影响与水密切相关（如，洪水、风暴和
干旱），许多缓解和适应措施都涉及以水为基础的
干预措施。这也符合《仙台框架》的若干目标，即提
高新的和现有水基础设施的抗灾强韧性，以便在极
端事件期间和之后提供拯救生命的核心服务（目标 
d 和重点行动4）。

水资源是实现《巴黎协定》的一个重要基础。与
淡水、沿海水和地下水有关的适应行动被列为许多
国家自主贡献（NDCs）的第一优先事项。然而，现在
仍普遍缺乏将水与气候结合起来的治理机制和方
法。国家自主贡献与国家适应计划（NAPs）等其他
关键的国家战略和跨行业战略，为国家气候行动厘
清重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框架，可为打造水的气候强
韧性、促进资源的综合管理等提供指导，也为在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仙台框架》两个国际协定的大背
景下统筹气候脆弱性和强韧性的投资提供了基础。

随着2030年的趋近，为减少三项全球协定之
间的资源浪费、行动错配和资金竞争，迫切需要加
强行动、连贯和协调。

鉴于水对实现这些目标具有内在核心地位（如
下图所示），它可以发挥纽带作用，强化和促进每个
国家履行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降低灾害风险、消
除贫困和不平等的承诺。

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水与气候

图 1 SDG 13 中与水相关和依赖于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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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影响水的可用性，包括人类对水质和
水量的需求，进而可能威胁到数十亿人切实享有水
与卫生设施的人权。气候变化引发的水文变化，将加
剧水资源可持续管理方面的挑战，而在世界许多地
区，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已经面临巨大压力。

粮食安全、人类健康、城乡居住、能源生产、工
业发展、经济增长和生态系统等方面都高度依赖
水，所以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因此，通过加
强水资源管理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对实现可
持续发展至为关键，也对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仙台框架》等国际
承诺至关重要。

在过去100年中，全球用水量增长了六倍，并且
由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消费方式转变等因素，
全球用水量仍以每年约1％的速度稳定增长。加上
供水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气候变化将加剧当前
缺水地区的形势，并对当今水资源依然充沛的地
区造成水压力。通常情况下，物理意义上的水资源
短缺是一种季节性现象而非长期现象，而气候变
化很可能导致一些地区全年的季节性水资源的可
利用量发生变化。

热浪、极端强降雨、雷暴和风暴潮等极端事件
发生频率和强度的不断增加，是气候变化的主要
表现。由于水体温度升高、水中溶解氧减少以及淡
水水体自净化能力降低等因素，水质将遭受不利影

响。洪水期间或者污染物浓度较高的干旱期间，还会
进一步出现水污染和病原体污染的风险。

许多生态系统，特别是森林和湿地，也处于危险
之中。生态系统的退化，不仅会导致生物多样性丧
失，还会影响到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
如水的净化、碳的捕获和储存、自然状态下的洪水
防御以及农业、渔业和娱乐用水的服务等。

气候变化的大部分影响将在热带地区表现出
来，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位于这一区域。

发展中岛屿小国家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极易遭
受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许多国家将面临日益
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压力。在全球范围内，预计干旱
区面积将显著扩张。冰川加速融化将会对山区及
其邻近低地的水资源产生负面影响。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将影响水
资源的可用性及其分布，但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尤其是在地方和流域尺度上。在特定情景条件下使
用不同大气环流模型（GCM）模拟温度的升高已没
有太多分歧，但在降水趋势方面存在很多可变性和
不确定性。通常，与年度降水总量和季节性过程的趋
势相比，极端水文事件（降水强度增加、炎热和持续
性干旱等）表现出更加清晰的变化趋势。

二、对水资源的影响

图 2 气候变化情境下可获得水量的变化趋势 *
* 在 RCP8.5 情境下，气温比现在升高 2 度时，年径流量的变化

图 3 全球年度基准水压力 *
* 基准水压力是总取水量与可再生水供应之比。用水包括生活
用水、工业用水、灌溉用水、牲畜用水以及非消耗用水。可再
生水供应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同时考虑上游耗水用户和大型
水坝对下游水供应的影响。数值越高说明水资源竞争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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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可用水量的季节变化 *
* 季节变化用来衡量可用供水量（含可再生地表水和地下水）
当年的平均变异性。数值较高表明年可用供水量变化较大。

适应和减缓措施是管理和减少气候变化风险
的补充策略。适应策略包括各种自然、工程和技术
选择的组合，以及社会和体制措施，以减轻气候变
化的危害或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利机会。适应策
略选项存在于所有与水相关的部门，应在可行的情
况下开展研究和应用。

减缓策略包括人为干预措施，以减少温室气体
（GHGs）的排放或增加其收集。尽管每个与水相
关的主要部门都有减缓措施，但很大程度上尚未
得到认可。

三、适应和减缓

气候变化给涉水基础设施带来了额外风险，因
此需要施行持续的适应措施。

气候变化加剧了与水有相关的极端事件，进而
导致水、卫生设施和个人卫生基础设施暴露在更多
风险下，如卫生设施系统遭破坏或下水道的泵站受
淹。粪便、相关原生动物和病毒的持续传染，可能造
成严重的健康危害和交叉污染。

对于蓄水基础设施，为尽可能降低其环境和
社会影响，尽可能优化其提供的服务，有必要重新
评估水坝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并探讨和评估改
建或拆除的可能性。

在世界许多地区，地下水和含水层的储水量最
大，通常比地表水储水量大几个数量级。与地表水
相比，地下水受季节和多年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小，
且较不容易受到破坏。

在未来规划中，越来越需要考虑“非常规”水
资源。在实现安全处理、安全使用的前提下，回用水

（或再生水）是常规水资源许多用途的可靠替代。
海水淡化可以增加淡水供应，但通常能耗较高；如
果使用的是不可再生能源，那么海水淡化会带来
温室气体排放。对于平流雾资源丰富的地区，人工
降雨或雾水收集等大气水分收集是一种低成本、
易维护的方法。

与水资源管理和卫生设施相关的大部分温室
气体排放，要么来自为设施供电的能源消耗，要么
来自水和废水生化处理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提高
用水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水消耗和水流失，都可以
减少能源消耗，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湿地拥有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储量，是森
林的两倍。考虑到湿地具有多种综合效益，包括减
轻洪水和干旱灾害、净化水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对湿地进行恢复和保护至关重要。

四、水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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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非常规”水资源 / 技术示例
* 季节变化用来衡量可用供水量（含可再生地表水和地下水）
当年的平均变异性。数值较高表明年可用供水量变化较大。

与极端事件相关的当前影响和未来预期风险，
要求为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提供可持续
的解决方案。

现有的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战略，主
要包括硬措施（工程）和软措施（政策手段）。硬措施
包括强化蓄水设施、气候防护基础设施以及通过引
入耐淹和耐旱的农作物品种来提高农作物韧性。软
措施包括洪水和干旱保险、预报和预警系统、土地利
用规划以及能力建设（教育和认知）等。

通常情况下，硬措施和软措施共同发挥作用。
例如，城市规划可以通过科学合理设置排水系统，

提供安全收集和储存洪水的空间，以提高抵御洪
水风险的韧性。因此，城市发挥着“海绵”的作用，
可以减少洪水侵袭并将雨洪作为资源进行利用。

社交媒体和移动电话服务之类的现代通信方
法，是提升通信和预警有效性的重要手段。干旱和
洪水监测系统也是降低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推
动性别平等纳入主流决策过程中、广泛动员社区
参与是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关键要素。需要进一
步改善水资源管理和灾害风险管理的机构间协调，
特别是跨境流域，目前全世界大多数的跨境流域管
理仍然碎片化。

五、降低灾害风险

气候变化与水相关的健康影响主要与极端天
气事件（如沿海和内陆洪水）相关，包括通过食物、
水和其他病媒造成的传染病、死亡和伤害，以及由
于干旱和洪水造成的营养不足或食物短缺。心理健
康影响尽管难以量化，但与疾病、伤害、经济损失和
流离失所相关的心理健康影响也可能十分重大。

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0—2015年）完成
时，全球91%的人口用上了经改善的饮用水源，68%
的人口用上了经改善的卫生设施。但仍分别有22亿

和42亿人没有享受到改善了的水和卫生服务。为这
些人提供“可持续发展目标”所界定的新的、更高水
平的服务，即得到安全管理的供水和卫生设施服务，
国际社会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果系统的设计和管理不能适应气候变化，那
么气候变化就可能会减缓或破坏在获取安全管理的
水与卫生设施服务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导致资源的
无效使用。进一步说，气候变化也将减缓或破坏在
消除和控制与水和卫生设施相关疾病方面的进展。

六、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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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用水管理面临双重挑战。首先需要（采取
排水和防洪措施）调整现有生产方式，以应对愈加
可能发生的缺水和渍涝。其次是通过采取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并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气候减缓措施，来
使农业“脱碳”。

雨养农业的适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物
品种应对温度变化和忍受土壤缺水的能力。灌溉可
以重新调整和优化作物耕作的时节，从而为以前仅
依赖降水的土地提供关键的适应机制。

就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而言，农业温室气体排放
的最大来源是牲畜肠道发酵产生和牧场肥料堆积
释放的甲烷。对于林业而言，最主要的减缓途径是
减少因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而产生的排放。

农业方面减少温室气体主要有两种途径：通过
地表和地下有机物的积累来固碳，以及通过有效的
土地管理和水资源管理减少排放，包括可再生能源
利用，例如太阳能抽水等。

气候智慧农业（climate smart agriculture）
是一套公认的高效利用信息的方法，可用于土地
和水资源管理、土壤保护以及农艺实践，可隔离碳
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气候智慧农业有助于在干
燥条件下保持土壤结构、有机物和水分，并使用农
艺技术（包括灌溉和排水）调整或延长耕作季，以
适应季节和年际气候变化。

七、粮食和农业
图 6 农业灌溉的比例

图 7 气候智慧农业落实到地方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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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造成的与水相关的影响波及商业和
能源制造。水资源短缺可能导致制造业或发电被
迫中断。影响还可能渗透到产业运作，影响原材料
供应，破坏供应链，损坏设施和设备。

能源是气候变化倡议的焦点，因为全世界约
三分之二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来自能源的生产和
使用。减少温室气体和减少用水量的并行方案有
很多。首先是降低能源需求和提高能源效率。一个
颇具前景的方向是增加低需水、低碳可再生能源
技术的使用。像太阳能光伏和风能等，与化石燃料
能源生产相比已越来越具有成本竞争力。尽管水

力发电将继续在减缓气候变化和增强能源行业适
应性方面发挥作用，但需要评估单个项目的整体
可持续性，如考虑蒸发产生的潜在耗水量以及水
库的温室气体排放，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潜在的生
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影响。

水资源短缺是促使企业废水再利用和提高用
水效率的主要动力之一。相关技术应用可以更好
地对设施的日常操作进行检查，例如检查冲洗水
的使用、加强监测以及泄漏检测。企业还可以评估
自己的水足迹乃至供应商的水足迹。如果这些企
业是用水大户，则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八、能源和工业

图 8 能源生产的指示性水足迹和碳排放强度（按来源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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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城市供水系统的影响一方面表现
在温度升高、降水减少和干旱加剧，另一方面表现
在强降水和洪水事件的增加。这些极端情况使城
市空间规划和基础设施面临更多挑战。

供水和卫生的实体基础设施也可能被破坏，导
致供水受到污染、未经处理的废水和雨水排入生活
环境。洪灾后通常会观察到病媒传染疾病发生，例
如疟疾、裂谷热和钩端螺旋体病等。

城市水恢复力需要超越传统的城市边界。如果
供水依赖遥远的外流域，则规划需要远远超出城市
的范围，并考虑城市扩张对外流域淡水生态系统以
及依赖它们的当地社区的长期影响。

在小型的城市和农村居住区，农业用水以及
某些情况下的工业用水，会导致家庭生活用水量
减少。根据水与卫生设施人权，家庭生活用水供应
必须被优先考虑。

九、人类居住

图 9 基线情境 * 下用水紧缺的人数
* “基线情境”一词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第三期《环境展望》（OECE,2012)，
假设在不引入新政策的情况下提供一个基准并根据该基准评估不同的政策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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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业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行动可以直接
影响其用水需求，从而增加或减少其他行业的本地
或区域的可用水量（包括对水质的影响）。在水需求
减少的情况下，此类行动可带来跨行业和跨地域的
多重收益，而水需求增加则可能导致需要在有限的
供水分配上进行权衡取舍。

用水需要能源。因此，任何用水量的减少都有可
能减少水行业的能源需求，从而有助于减缓气候变
化（如果上述能源来自化石燃料）。相反，能源生产也
需要水。从需水角度来看，风力、太阳能光伏和某些
类型的地热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对水的需求量极低，
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能源替代方案。

农业节水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水的可
利用量，并减少抽水提水所需的能源，进而减少能
源生产的耗水量。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农业中的利用

（例如太阳能光伏水泵），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
支持小规模农业生产生活创造了机遇。由于农业用
水量占全球总用水量的69%，因此减少粮食损失和
浪费也能对水和能源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

保护性农业使土壤能够保留更多的水、碳和养
分，并具有附加的生态效益。经科学管理的森林、
湿地和草原可发挥固碳作用，助力减缓气候变化，
此外在养分循环和生物多样性方面也具有显著的
附加效益。

经改进的水处理方法，尤其是废水处理方法，创
造了大量减缓气候变化的机会。未经处理的废水是
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目前全球超过80%的废水未
经处理就排放到环境中，在排放前对有机物进行处
理可以有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未处理或部分处
理废水的再利用，可以减少与抽水、深度处理相关
的能源消耗；如果废水在排放地点就近再利用，则
可以减少运输的能源消耗。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
的沼气，可被回收并用于为处理厂供电，抵消部分
能量消耗并进一步增强节能效果。

A. 治理
气候和水资源管理都需要监督和协调机制。部

门分割和权力斗争可能对不同规模对象的整合过程
构成严峻挑战。这就要求：1）提高公众对于气候风
险讨论和管理的参与度；2）开展多层次的适应能力
建设；3）优先考虑降低社会弱势群体面临的风险。

“良好治理”涉及遵守人权基本准则，包括有
效性、响应度和责任制，公开和透明，参与履行与
政策和体制安排有关的关键治理职能，规划和协
调，法规和许可等。对于资源整合，水资源综合管
理提供了一个使社会、经济和环境中的利益相关
者参与的解决方案。

在气候风险管理过程中提高公众参与度，是为
多层次建设适应能力、避免制度陷阱以及优先减轻
社会弱势群体风险的一种方法。同时，还需要在地方
一级提供科学信息和数据，并将其作为参考资料纳
入当地多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过程。

尽管各国政府对领导国家的气候变化减缓和
适应措施以及开展相关水治理负有责任，但变革
过程始终是共同产生的。许多迹象表明，年轻人越
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在许多国家，城市也已经成为
气候行动的先行者，许多领先企业已作出承诺减少
其水足迹和温室气体排放，致力于减轻水资源短缺
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贫穷、歧视和脆弱性密切相关，并且通常相互交
织。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弱势地区的妇女
和女童，可能遭受多种形式的排斥或压力。当灾难袭
来时，这种不平等现象会加剧，导致穷人更受其害。

B. 资金
要想实现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普及和可持续管

理水与卫生设施的目标，当前的资金规模还远远
不够。应致力于提高水行业在气候资金中所占的
份额，并突出水与其他与气候相关行业的联系，以
确保水管理领域获得更多资金支持。

十、水与气候变化的纽带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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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水项目利用气候资金有两大有利的趋势。首
先，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水与卫生设施项目的实施
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影响。2016年减缓措施占气
候投资的93.8%，但水工程投入仅占该资金的1%
。第二个趋势是，人们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投入
越来越重视。

气候资金的竞争很激烈，想要获得投资难度也
比较大，尤其是那些可能超越国界的复杂水项目。有
收益的气候项目是那些与气候变化影响有明确联
系、熟悉并严格遵守融资程序的项目，有时还需要
有其他资金来源。为了被认可是有收益的，有意使
用气候资金的项目必须着力于明确气候变化的原
因和（或）后果。着重沟通交流、减轻风险并在健康等
其他领域有共同利益的项目也被认为更具有收益。

针对边缘化群体适应能力需求而制定的差异化
策略，也应纳入更大的水-气候变化计划和项目中。

C.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知识管理、科学研究和能力建设等

方面的挑战，可以通过创新的研究和开发，促进新
工具、新方法的产生，同等重要的是，需要加速现有

知识和技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应用。但是，这些行
动只有伴随着认识提高以及与教育和能力发展计
划同步实施，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实现现有知识的
广泛传播，并促进现有技术和新技术的融合应用。

基于卫星的地球观测可以帮助确定降水、蒸散
发、冰雪覆盖及融化、径流和水资源储量（包括地下
水位）等的变化趋势。虽然遥感可以揭示传统方法
难以便捷观测到的大尺度的过程和特征，但可能
难以适用于较小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应用和数据分
析。然而，在国家统计数据、实地观测和数值模拟模
型等的支持下，遥感可以有助于全面评估与水相关
的气候变化影响。

全球覆盖的高速互联网网络、云计算和虚拟存
储能力的增强，极大地促进了数据采集领域的发展。
已经开发出用于监控耗水量的无线传感器，并且越
来越多地被用于远程计量。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可
以收集处理与水相关信息和数据的连续流，以获取
知识，提取可借鉴的信息和想法用于进一步改善水
资源管理。“全民科学”和“众筹服务”有可能为预警
系统作出贡献，并为验证洪水预报模型提供数据。

图 10 缓解措施和适应措施的资金投入比（按来源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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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中国水科院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

本刊联系方式：中国水科院 国际合作处
联系邮箱：dic@iwhr.com

鉴于水与气候在广泛的经济部门乃至全社会中
具有跨领域的特征，需要在各个层面上解决取舍和
利益冲突，以便协商形成综合和协调的解决方案。这
就要求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以公平、广泛参与、多个
利益相关方协商的方式开展水治理。

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将适应和减缓计划更加名
副其实地、系统地落实到水投资中，从而使这些投资
及相关活动对气候变化投资者更具吸引力。此外，
与水有关的各种气候变化倡议还可以带来共同利
益，例如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公共卫生、减少贫困、
促进性别平等和改善生计等。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影
响全球水文循环，但预测较小空间和时间尺度上
的气候变化影响时，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
是，这种不确定性不能被视为无所作为的借口。相
反，它应成为一系列行动的动力，诸如扩大研究范
围，促进实用分析工具和创新技术开发，采取确定
无误的方法，以及推动机构和人员能力建设，以促
进有见地的、科学的决策。

水与气候领域的合作已经远远超出了科学研
究领域。一方面在气候变化领域，特别是气候谈判

专家，应更加重视水的作用，并认识到水在解决气
候变化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水领域也必
须同样地、或是更多地将精力集中于推动关于水
在适应和减缓方面重要性的认识，制定具体的与
水相关项目的建议，以纳入“国家自主贡献”，并加
强措施和能力，以规划、实施和监督“国家自主贡
献”中与水相关的活动。

通过水将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结合起来是一
个合作共赢的思路。首先，它有利于水资源管理以
及改善供水和卫生设施服务的提供；第二，它直接
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包括降低灾害
风险；第三，它直接和间接地有助于实现若干“可持
续发展目标”（如饥饿、贫困、健康、能源、工业、气候
行动等，更不用说“可持续发展目标6”——“水”目标
本身）和一系列多个全球目标。

当前国际社会上不乏研究和文章，对气候变化
和其他的全球环境危机“大唱悲歌”。本报告就政策、
融资和行动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对策，为实现
我们的集体目标和个人愿望而努力，为所有人实现
一个可持续的繁荣世界而奋进。

十一、前进的道路

图 11 目标的关联性

文章编辑整理自:
2020《世界水发展报告》: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2985.locale=en

《执行摘要》: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2882_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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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水机制“气候变化和水”
政策简报

联合国水机制政策简
报利用联合国系统内
丰富全面的专业知识，
就与淡水有关的紧迫问
题提供简短和扎实的分
析。简报的内容可辅助
实质性讨论，并为水和
卫生的可持续管理提供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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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气候变化导致水循环的可变性增加，从而引发
极端天气事件，降低供水的可预测性，损害水
质，并威胁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和享有安
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普世人权。

全球对水的需求日益增长带动了能源密集型
的抽水、运水和水处理的需求增加，导致了泥
炭地等水源依赖型碳汇地的退化。此外，推广
使用生物燃料等缓解气候变化的一些措施也
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短缺。

国家和区域气候政策和规划必须统筹考虑气
候变化和水资源管理。水资源压力与日俱增、
未来的水需求不断上涨，这意味着如何分配
水资源满足各种用途—包括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的用途—将愈加棘手。如果要创造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就不能再按照以往的路
径走下去，而要从增强气候强韧性的角度重
新审视水资源管理。

需要加大投资改善水文数据、增强机构建设
和治理能力、提升教育和能力水平、促进风险
评估和知识共享等的。政策的制定要确保包
括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
方的代表性、参与性、行为改变和可问责。适
应性规划的制定需要更加聚焦和有针对性，
帮助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低收入人群适应
新的环境。

以更协调和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气候和水资源
具有显著的协同效益。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
和国际性流域管理机构也在实施措施应对上
述挑战，可资借鉴。

关键信息 应对气候变化意味着：

1. 立即行动
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能成为当下无所作为的借口；如果要
在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高于工业化前水平
2摄氏度以内，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确保社区、经济和
生态系统的用水安全对减贫、绿色能源转型和建立自然
灾害的缓冲机制至关重要。
气候政策必须统筹考虑经济和环境相关所有行业的水
问题，以确保所有人都享有气候强韧和可持续的未来。

2. 水是问题，也是方法
按照2015年《巴黎协定》的要求，改善包括卫生设施在
内的水资源管理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能够成功
的核心要素。水也是实现《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和《2015-2030年减少灾害风险仙台框架》
设定的目标和指标的关键。因此，具有气候强韧性的水
资源管理完全可以成为贯穿这些全球框架的粘合剂。

3. 改进水资源管理实践
随着各国遵照《巴黎协定》开始审视和实施各自的国家
规划，改进和提升水资源管理实践迎来了黄金机遇期，
高效的水资源管理将使民众、国家和流域管理机构在
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明智决策，提高应对气候变化
的能力，改善生态系统健康，减少与水有关的灾害风险。

4. 提高适应能力需要跨境合作
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分国界（例如在跨界河流上发生的干
旱或洪水），因此跨境合作十分必要。既可以避免流域范
围适应性不良的后果，还能激发区域合作的潜力，如增
强数据共享减少不确定性、维持和平与稳定、扩大规划
空间以及共摊成本、共享收益。

5. 开辟融资新思路
用于水资源管理和环境卫生改善的气候融资可助力气
候强韧性社区的建设，增加地方就业，并有助于增强可
持续发展的效果。针对水和气候的创新、多元的融资解
决方案，如绿色和蓝色气候债券，可以有效利用气候投
资。而能力不足和缺乏制度协调等影响气候融资的障
碍也亟待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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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地球生命之源，可持续发展之基

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是一项基本人权。
水—包括环境卫生—对社会经济发展、粮食安全和
生态系统健康至关重要，对于减轻全球疾病负担和
改善人口健康、福祉和生产力不可或缺。

科学有力证明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增加了水循环
的可变性，从而降低供需水的可预测性，影响水质，加
剧了水资源短缺，并威胁到全球可持续发展。这些影
响对贫困人口和脆弱的社区造成的冲击尤甚。而人口
增加、放任人口流动、土地使用改变、土壤健康状况恶
化、地下水过度开采、大范围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
丧失等因素更是加重了这些影响。

虽然全球所有地区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
具体的影响却大不相同。有的地区正经历极端罕见
的干旱，而另一些地区则遭受着日益严重和频繁的
洪水和风暴，还有一些地区面临着两种极端灾害的
共同威胁。海平面加速上升也在缓慢地影响着沿海
地区，对地势低洼的小岛屿国家构成直接威胁。与
此同时，由于能源、农业、工业和人类的需水量持续
增加，特别是在已经面临水资源危机的地区，权衡有
限而宝贵的水资源分配变得愈加棘手。出于这些原
因，人们常说对气候变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通过水。

气候变化的影响既是深远的，同时也为完善水治
理和管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把握机会，人
类才能够在不确定和多变的未来中实现繁荣发展。
全球气候危机也凸显了代际之间公平正义的问题，
比如当代社会可以将哪些风险搁置给下一代。世界
各地的年轻人正在利用他们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提
供解决方案、增强认识、捍卫权利并倡议加强全球行
动，帮助有效应对和战胜气候危机及其后果。他们的
紧迫感是有道理的：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与水有关的气候影响—观察和预测

水是社会感受到气候危机诸多影响的媒介，比
如能源、农业、卫生和运输部门面临的各种风险。这
些风险受到了人口增长、人口迁移、经济发展、城市 

 
 
 
 
 
 
 
 
 
 
 
 
 
化、以及环境、土地使用和自然地貌变化等非气候
变化的驱动因素的相互作用，而这些因素通过减少
供水水源或增加用水需求威胁着资源的可持续性。

这种相互作用往往造成不平衡和不可预见的现
象，例如最近在荷兰这样一个地势较低、长年与洪水
为伴的沿海国家却出现了干旱。在有些情况下，可能
更容易确定与水有关的气候影响重灾区，例如冰川融
水。冰川融水是一种重要水源，但在一年中特定时候，
对数百万人来说又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例如那
些生活在玻利维亚、智利和秘鲁的安第斯高地的人。

据估计，目前全世界有36亿人生活的地区，每年
至少有一个月处于用水紧缺状态。根据2018年联合国

《世界水发展报告》，到2050年，这类人群将增加至
48亿至57亿人，将会引发用水户和各行政区之间空
前的水资源争夺战。与水循环有关的突发灾害和缓
慢发生的灾害长期以来一直是迫使人们逃离家园，
躲避危险的主要因素。无论是由于干旱还是其和水
治理缺位的相互作用，无处寻水或水源紧缺也是人
们决定迁移的原因之一，因为这关系到福祉和生计。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五次
评估报告评估了气候变化对水文的影响。IPCC发布
的“关于2018年全球升温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
度的影响的特别报告”提供了与这一情况相应的缓解
途径。两份IPCC的报告就气候变化对水文的影响提
供了观察和预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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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摄氏
度，而不是2摄氏度以内，可能会显著改善水资源，使
因气候变化而面临水压力的人口减少50%。

温室气体（GHG）浓度的增加导致与淡水相关的
气候变化风险显著增加。最新的模型研究估计，全球
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全球约7%的人口将面临可再
生水资源减少至少20%的威胁。

自20世纪中叶，社会的发展致使人类在洪水面
前也愈发脆弱，其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不断增加。
有预测表明洪水发生频率的变化性越来越大。预计
南亚、东南亚、东北亚、热带非洲和南美等部分地区
的洪水风险将增加。

未来几十年里，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许多干旱
地区的气象干旱（降雨量减少）和农业干旱（土壤湿
度降低）的发生频率上升。这些地区发生短暂或“一
过性”水文干旱（地表水和地下水减少）的频率也有
可能增加。

气候变化通过改变水流和水质对淡水生态系统
产生负面影响，即使采用传统的处理方法，也会对饮
用水造成污染风险。这些风险因素有：气温升高、因
暴雨而导致的泥沙、营养质和污染物负荷增加、干
旱期间污染物得不到足够稀释，以及洪水期间处理
设施的损毁。

在有降雪的地区，气候变化将持续改变水流的
季节性规律。除了非常寒冷的地区，过去几十年的
全球变暖导致春季最大雪深减少，春季融雪提前，
雪量到了干燥的夏季所剩无几。目前融雪洪水量减
小，冬季水流量增加而夏季流量减少等变化已经引
起人们的注意。

由于冰川河流的持续变暖，在未来几十年里，
许多地区从冰川中获得的融水量将会经历先增后
减的过程。

气候变暖使小岛屿、低洼沿海地区和三角洲面对
海平面上升风险和咸水入侵淡水系统的风险增加。

虽然这些都是切实相关的观察和预测，但许多国
家的观测数据相对滞后，也不掌握如何选择合适的时
间和空间尺度去理解气候变化对水文循环和依赖水
的各项服务的影响，而这与决策息息相关。

主要的观测和数据缺口在于气候变化对水质、水
生态系统和地下水状况的影响。与此同时，气候模型
也在不断细化和完善。许多气候影响研究运用区域降
尺度方法在较小空间尺度上提供所需的气候信息，对
地形极为多变的地区和各种中等规模的现象尤为适
用。然而，关于降水和蒸发蒸腾的概率性预测，特别是
对决策有意义的尺度上的预测仍有不足。

水文过程和系统本身十分复杂，加之施加影响的
各种驱动因素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准确地对
变化的全貌和前因后果进行评估。同样，当发现水文
变化时，对气候变化等因素的的归因分析也往往是不
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管理者不能做出明
智的决定。相反，在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未来条件下，
可以采用替代性，基于风险的方式方法来评估和权
衡管理方案。具体方法的详细说明见本简报第八章。

减缓气候变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表
示，“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与水之间是一种互惠关
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
理具有直接影响。反之，由于水处理和分配系统的能
源强度，水的开采和管理措施对碳排放也有影响。例
如，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往往依赖于优质水的充足稳定
供应，而根据有关调查评估，一半以上的受访公司认
为加强水资源管理后，温室气体排放也相应减少了。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国家自主贡献（NDCs）
都认为各国政府，以及私营部门等其他行动方都必须
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发挥作用才能实现可持续、低碳
的未来。然而，这一认识还不够充分。负责更新和实
施国家适应计划(NAPs)、国家自主贡献(NDCs)和国
家气候变化战略的机构和行动方很少统筹考虑水与
气候变化缓解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公司没能整合水、
能源、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目标，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顾
此失彼，并将协同作用最大化。在这方面，他们缺乏少
数个别公司所具有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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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策略
以水为背景的减缓策略大致可分为两种：基于

自然的或技术驱动的。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s）打破常规，旨在解

决水危机的同时，为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NbSs
利用或模拟自然过程来提高水资源可利用量（如土壤
水分留存或地下水补给），改善水质（如天然和人工湿
地），从而降低与水相关的灾害和气候变化的风险。

在NbSs的减缓措施中，生态系统作为碳汇，吸
收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此类措施包括保护或
恢复湿地、沿海红树林再造、以及保护天然洪泛区。
泥炭地（泥炭土壤和其表层的湿地栖息地）只占地球
陆地覆盖面积的3%，但碳储量却至少是森林总和的
两倍。红树林土壤存有约60亿吨碳，其固碳量是陆地
土壤的三到四倍。这些待开发的水文和陆地生态系统
是用于缓解气候变化的主要资源。

与基于技术的气候挑战解决方案相比，NbSs通
常具有成本更低，多重效益的优势。然而，目前，水资
源管理仍然主要靠人工建造水基础设施实现，NbSs
的巨大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技术驱动的气候变化缓解方案往往聚焦于供水
基础设施的减排，包括饮用水供水、废水和雨水处理，
以及农业等各式用途的采水。鉴于此，对水的开采、分
配和处理的规划和管理应当考虑多种与水和卫生有
关的缓解策略：

（1）提高能源效率。安装节能水泵并使之与系统
要求相匹配，可以节省供水和废水处理环节10% - 30%
的能源需求。其他提高能效的措施包括：

●  减少水的流失率：如泄漏，计量误差和水盗窃。
●  计量用水量以管理用水需求。
●  开发节水技术，特别是在农业和工业领域。
●  系统监控和调节，配合自动化。
●  利用非常规水资源，如将处理过的废水用于

灌溉。
（2）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回收（减少化石燃料

的需求），如：

●  将水轮机与供水和废水系统配置用于水力
发电（从水资源综合管理的角度审视某种开发项目
是否可行可取）。

●  废水完全可成为经济高效的、可持续获取能源、
营养物、有机物和其他有用副产品的来源。废水处理
过程中产生的沼气可以用于碳中和处理。此外，考虑到
废水的温度，可在污水管道中安装热泵以产生能量。

缓解措施通常还能产生附加效益，如提供经济
效益等。例如，澳大利亚Strass废水处理厂通过技术
改进后还能发电，自给自足之外，过剩的产能达8%
。再比如，沿海社区通过沿海红树林的维护（缓冲风
暴和保护水生栖息地等），提高了适应能力。这些益
处还能刺激对节能技术的投资。

然而，与水相关的缓解策略也并非总是相得益
彰。特别是在缺水地区，对缓解措施的选择要考虑对
水的影响。例如，生产生物燃料可能会在减少水资源
可利用量的同时增加用水需求，因为在许多国家，由
于农业用水与家庭或工业用水的竞争加剧，用于农业
的水资源越来越少。卫生设施和污水处理厂也会排放
不等量的空气污染物（如甲烷）；因此，在规划系统的
服务提供和管理时，选择的技术方案既有可能缓解，
也有可能加剧气候变化。水电站水库是低碳电力的
主要来源，可助力温室气体减排，但一些水库，如在
有机物浓度更高的热带地区的水库，则会在水淹地
区因有机质的分解而释放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和
甲烷）。在大多数情况下，水库的确发挥了碳汇作用：
吸收的碳比排放的要多。

忽略水在缓解和适应措施中的作用可能会降低
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增加适应不良或失败的风险。因
此，我们的目标是寻求基于自然和技术驱动方案的最
佳组合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和系统效率，同时
最小化成本和折损。

适应气候变化

“水对于适应气候变化的作用，犹如能源对于
缓解气候变化的作用”，也就是说可靠、清洁的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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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对于化解和适应气候危机带来的各种变化十分
重要。水对于气候适应的核心作用在过去十年中逐
渐得到广泛认可。自2010年在《坎昆适应框架》下启
动国家适应计划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一直致力于制定战略和行动来明确和应对各
自中长期适应需求。此外，虽然并不强制要求缔约方
在其国家自主贡献中加入适应的部分，但大多数缔约
方已选择这样做。更令人欣慰的是，在纳入适应计划
的国家自主贡献中，超过90%都涉及到水。

虽然这是一项积极的进展，但在国家适应计划和
国家自主贡献中对增强水治理以适应气候变化的规
划仍存在差距，特别是在纳入和管理地下水，以及建
设卫生设施的气候强韧性方面。必须相应地进行体制
改革，明确地方一级的领导力对成功适应气候变化至
关重要。此外，设立地方一级的管理小组，例如用水户
协会，是跨部门、横向和纵向协调水资源管理和有关
适应战略的一个重要途径。

气候适应的核心是在快速和不平衡的变化面
前，以迭代的、因地制宜的、多部门交叉的方式来管
控和转化社会和生态系统崩溃的风险。风险没有明
确的边界，但水在很大程度上却仍被视为一个独立
的领域加以管理。几乎所有国家适应计划和国家自
主贡献以及其他气候战略和计划中有关气候适应的
活动都没有充分考虑水的跨部门需求。

与此同时，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对各行业
用水情况的追踪机制（国家水资源核算或企业的用水
和排水数据）还不健全。

例如，如再造林或海岸恢复等基于生态系统的
适应措施虽然是积极的，但没有系统地考虑到这些
措施对水的需求，这使它们很容易受到水资源可利
用量或水需求变化的制约。

其他适应措施
●  具有气候变化防御性的基础设施。68%以上的

国家自主贡献将新建和改造后的水基础设施列为适
应行动的重点项目。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方和区域水
循环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增加，水基础设施必须是强健

的（即可以承受未来的一系列状况）和灵活的 （即可以
改良或成功适应变化）。传统的灰色基础设施由于其
高昂的维护成本，相对的不可移动性，以及50-100多
年的运行寿命等特性，其本身往往既不够强健也不灵
活。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传统的基础设施，而是更广泛
地采用灰-绿-蓝结合的基础设施，这样更具成本效益，
有效抵御气候变化影响，产生协同效益，并在其使用
期间中提供更好的服务和防御作用。体制机制同样也
需要更高的灵活性，例如，使大坝/水库系统的运行规
则更灵活，以统筹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发电、灌溉和
蓄洪需求。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重视地方参与气候
适应型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发展也能支持地方经济，创
造就业。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考量必须结合当地资
源和经验，契合地方实际情况。

●  保护含水层。含水层是可供人类使用的最大
的淡水来源，比地表水更不易受到气候变化的直接
影响。因此，含水层是减小短期缺水风险和通过含水
层补给管理（MAR）等气候适应措施增加水安全的关
键构成。但是，含水层的储水能力和补给率差别很大，
所以必须因地制宜采取措施。

●  联合管理地表水和地下水。对于二者的联合
管理可以增强抗旱能力，缓解缺水问题，从而有可
能扩大一个地区的整体储水能力。联合水管理干预
措施，如含水层补给管理（MAR）和用于灌溉的洪水
地下蓄滞是可持续的、成本效益高、可推广的解决方
案，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通过雨水收集进行）含
水层补给管理对于降雨量分布不均匀的地区尤为理
想，可以减少极端降雨径流的风险，并将淡水储存在
土壤中以备旱季之用。含水层补给管理是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的一项重要适应措施，这些国家最容易受
到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  保护、维持或恢复湿地生态系统。湿地在适
应气候变化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成为洪水
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缓冲带或用于过滤水。湿地
的减少进一步损害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生产力，威
胁生物多样性，改变广大地区的粮食生产和人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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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适宜性，并增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湿地
保护和恢复是整个气候适应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了解水资源依赖关系和相关气候风险。只有建
立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跨部门的机制，统筹社会各
行业和各阶层隐性或显性的水承诺，特别是要理解关
键的水文气候风险，才可以确保各项措施是可行的，
不会破坏当地的水安全，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水安全。

●  减少城市和农村的风险敞口，提高抗风险能
力。城市综合规划、风险管理、扩大预警系统使用范
围和加强社区参与等政策干预可以减少城市面临的
洪涝和干旱风险。找到足够空间容纳极端暴雨期间的
峰值流量以及储备清洁水源应对旱季是一项不小的
挑战。这一挑战需要小到每一个家庭，大到整座城市
共同应对来解决。在农村地区，生计的多样化、提供信
贷、确保土地使用权、通电、农业推广、水文气候服务，
以及扩大农作物保险计划等可以帮助农村地区有力
应对降雨冲击和压力。

将水资源管理措施和气候措施相
结合

发挥水资源潜力来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充
分认识两项基本挑战：（1）历史情况不能再用来有效
地预测未来，使人们信心受挫，也带来不确定性；（2）
无论是水基础设施还是涉水的体制机制，大多基于相
对固定和不变的背景条件，决策跨度动辄几十年，导
致水基础设施缺乏灵活性。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但需要从方式方法和规划尺度上对水资源管理进行
重大改革，打破以往水资源管理的行业界限、政治界
限和地理界线，实施水资源综合管理。

以下各小节概述了与水资源综合管理有关的突
出挑战和重大机遇。

A. 跨界水资源管理
全世界共有153个国家拥有国际性河流、湖泊

或含水层，286个流域和592个含水层跨越了主权国
家的边界。据估计，跨界流域提供了全球60%的淡水
流量，是全球40%的人口的家园。因此，为了避免单边

采取的措施产生负面效应，带来适应不良，以及为了
使减缓和适应措施更加有效，应重视缓解和适应气候
变化方面的跨界合作（例如，通过数据共享减少不确
定性，推广可用措施，以及共享成本和收益）。跨界合
作还有助于避免冲突，填补知识空缺，促进和平和区
域一体化，以及推动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其中流域组
织起着关键作用。

大多数现有的跨界水资源共享协议缺乏灵活
性，对气候变化考虑不足，也没有适应性体制机制做
支撑。适应气候变化需要邻国之间的广泛合作，共同
管理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河流和含水层。因此，推进最
高政治级别的合作，才能让跨界合作为适应气候变化
产生附加效益，避免不作为。

气候变化适应过程中的所有环节都应当结合适
当的跨界合作：从收集和共享信息（这是健全决策支
持系统的基础），共同开展脆弱性评估，以灵活机动的
方式管理水资源，制定流域尺度的适应战略，到规划
和实施多种适应措施，如规划和管理共享水域上的基
础设施等。流域组织有时甚至可以为全流域的适应措
施筹集资金。数据和知识共享，以及流域联合监测是
气候变化背景下跨界合作成功的先决条件。

B. 对纽带关系的思考
水与能源和粮食（包括农业）等经济部门、城市系

统、景观和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例
如，随着世界各地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密度增加，土地
和水的使用强度增大，城市中留作减轻洪水（地上或
地下）的土地可能会与与其他用途（如住房或农业）产
生冲突，对此要有预判并加以应对。鉴于水对人类、
经济和自然系统可能产生连锁效应，提高水资源整
体强韧性十分关键。

应对气候变化为革新治理体系、管理方法、基础
设施和融资机制提供了机会，从中认识并将水所固有
的跨部门特性用于实践。这就包括，将自上而下的治
理方法与自下而上的、包容的、根植社区的、更能响应
当地气候风险的决策相结合。围绕强韧性水管理，国
际社会开发了很多的基于风险的新兴的做法。“纽带
关系”的内涵仍在继续演化，以下各小节将阐述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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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需要采取综合治水方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
效应，帮助各个行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1.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气候变化对饮用水的可利用量和质量、卫生设

施、废水和卫生服务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更频繁的
雨污溢流会淹没和污染低洼地区和/或人口稠密地
区和受水水域，而干旱则会导致城市周边农业对于
处理不当的废水的使用增加。因此，有必要调整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WASH）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使其可持续、安全和有能力应对与气候相关的风险。
同时，要确保对增强WASH系统强韧性的投资能够
有效帮助高风险地区的人们抵御气候变化的影响，
例如在缺水时期保障用水，或者减少洪水期间因粪
便污染水源而致病的风险。

要想WASH系统服务能适应气候变化，行动需落
实到当地，并尽可能针对当地具体实情制定决策。例
如，针对本世纪末的气候预测对于农村WASH计划的
价值十分有限，因为该计划以农村家庭或基于社区的
设施系统为主，使用寿命要么是几年（例如坑式厕所）
，要么是几十年（例如水井或钻井）。因此，了解风险，
根据当地观察到的气候变化影响做出决策才是明智
之举。而像雨水渠、污水处理厂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
项目的重大投资，它们投资周期长，相对不灵活，则需
要单独的分析（包括气候预测）和干预措施。

2. 水与健康
 气候变化对人类享有健康的权利的影响是深

远而多面的。主要影响是传染病的传播，很多水媒
疾病已经给脆弱人口带来巨大负担。如霍乱等水媒

疾病对温度、降水和湿度的变化高度敏感。气候变化
会间接降低农业生产率，损害营养，并增加食源性疾
病的传播风险。

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加剧了人类接触污染水
源的风险，污染源包括农业径流、洪水、污水处理系
统和死水（有毒藻华的栖息地和增加疟疾风险的疾
病传播媒介的滋生地），而干旱也会降低水的可利用
量和质量。干旱还增加了空气中灰尘和细颗粒物的夹
带，对人类健康造成多种影响，特别是对儿童和老年
人。这些影响的时间跨度有长有短，需要前瞻性的规
划和适应措施才能应对短期的突发情况和长期的压
力因素。针对与气候变异和变化相关的健康风险，具
备气候强韧性的水和卫生安全规划是基于相关风险
的管理方法。

3.水与农业
 气候变化改变了降雨、洪水和干旱发生的频率和

强度，对农业和粮食生产造成重大影响。虽然粮食短
缺造成的冲击和压力影响着所有人，但妇女、土著、刚
够温饱的农民、牧民和渔民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在
基本的粮食生产都成问题，饥饿问题严峻的地区，实
现气候适应，特别是通过与水相关的影响实现气候适
应，是减少粮食安全所面临的长短期威胁的重要因素。

具备气候强韧性的水资源管理很可能是实现地
方乃至全球粮食安全（包括粮食生产、分配、消费和浪
费）的强大机制。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推广太阳能水
泵的使用、开展保护性农业改善土壤有机质（用以保
持土壤水分）、减少收割后的粮食损失和浪费、将废
料转化成营养源或生物燃料/沼气等干预性措施可
帮助解决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粮食系统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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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产更多营养价值更高的粮食，同时更有效地利
用土地、土壤、水、能源和化肥等资源。

4.水与能源
大多数能源的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

源，而水的开采、运输和处理也需要能源（如电力）。人
口和经济增长导致能源和水的需求不断攀升。2017
年-2040年间，全球能源需求预计将增长约27%，而
同期的水需求预计将增长约55%（主要用于制造业、
发电和家庭用水）。此外，气候变化和水文变化增加
可能会导致对能源密集型的供水方案的高度依赖，
如长距离输水或海水淡化。

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供应结构中的占比越来
越大，而且与以碳为基础的其他能源相比，水足迹更
小。因此，需要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如太阳能光
伏发电、风能和小水电，以确保未来的能源和水需求
能够得到满足。在国家和流域一级对能源和水行业
进行综合规划、监管有助于明确各种利益关系的权
衡、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作用，满足未来的需求。如
第四章所述，还应努力减少水处理过程中的能源需
求和能源生产过程中的水需求，包括提供替代性的
冷却系统、热电联产，以及新建和现有的水电站运
营方式的改良。

5. 水与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

险，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
普遍认可。其作用包括：森林和泥炭地碳封存；提供
水源、营养、维持生计和提供药用价值；同时沿海森
林和湿地可帮助社区抵御风暴、洪水、干旱和海平面
上升的冲击。然而长期以来，这些自然系统依然未能
得到充分利用，且投资资金不足。

与此同时，受城市化、农业集约化和土壤流失、地
下水过度开采、能源需求的增加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影
响，全球的淡水系统仍然面临严重威胁。气候变化使
这些相互作用更加错综复杂。例如，在一些地区，缺水
反而会使碳汇变为碳源；而另外一些地区，气候引起
的河流流态的变化会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连锁效应。

需要扩大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项目和
绿色就业机会，施行保护淡水生态系统的治理机制。

必须将生态系统保护充分纳入气候计划和政策，并在
各级执行。这种方法需广泛应用于跨界流域，因为流
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可行的建议

针对水智慧型气候减缓和适应，本简报提出了
若干部门内部和跨部门施行的政策和行动建议。以
下是对气候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提出的宽泛建议，
以期更好地将水纳入计划和规划方案。

A. 全球和区域的气候和水谈判和进程
●  利用UNFCCC区域气候周或NDC伙伴关系等

现有机制，推动更广泛的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和部门
的参与，包括来自水、卫生、能源和农业部门的机构和
部门参与全球和区域气候活动和研讨会。

●  使用公认的科学方法观察和预测气候影响，
建立标准、制定一套针对热点地区的全球气候强韧
性优先事项，重点考虑为最不发达的地区和人群、
暴露在风险下和脆弱的农村和城市人口，以及面临
大规模人类迁移压力的地区实施水和卫生干预措施。

●  除了要继续支持气候变化预测的精细化和气
候信息的降尺度运用，还要投资扩大水文和气象观测
网络，缩小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观测数据鸿
沟”，这样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可以共享气候信息，助
力水资源管理决策。

●  制定区域和全流域适应战略，最大限度地提高
适应效果，防止单边措施的负面影响，增强流域组织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  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的手段之一，水的减缓作
用应在气候讨论和协议中得到充分体现。这包括恢
复和保护退化的生态水文系统。水源保护须成为气
候变化计划和活动的一部分，包括国家和区域发展
计划。卫生干预措施也可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释
放巨大潜力，应当加以考虑。相关领域的最佳实践和
经验教训应记录完备并用于交流借鉴。

●  鼓励创新、促进能力建设，提高对适应性水管
理意识，包括对跨界合作的重要性和益处的认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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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协议和监测机制的有效性，以及为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提供多种服务的选择。

●  改善现有和新设立的气候基金的融资模式，
重点支持改善水治理和管理、降低对能力有限国家
的行政壁垒，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以此促进协调合
作，实现气候强韧性建设。

●  动员并允许年轻人和青年专业人士，包括土
著群体里的年轻人，发挥他们的领导力和才干，为
水安全和气候行动提供能够尊重、保护和促进水和
卫生设施的基本人权的解决方案，并以代际间全球
治理过程作为切入点，让青年人领导决策。

B. 国家和地方能力建设、规划、执行和监测
●  更新国家自主贡献、国家适应计划和其他国

家和地方的气候战略，在适当情况下将基于风险的
方法纳入供水和管理实践中，并与气候减缓和适应
目标相一致。

●  建立或加强国家层面的机制，在制定、实施和
更新国家自主贡献、国家适应计划和灾害风险降低
计划的过程中促进环境/气候、水、能源、农业、规划、
应急响应和财政等部门的部长级对话。

●  通过与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协调，将国家适
应计划、国家通讯以及其他国家和地方的气候战略
中的重点事项与行业的水和卫生（包括废水）战略和
计划相结合，并协商制定专门的预算，设立水监测系
统，反之亦然。

●  促进和扩大不同部门间同行知识和数据的共
享，以便将信息更新和经验教训进行评估、考虑和纳
入所有层级的管理实践中。还应扩大全民科学在收集
数据和项目实际落地方面的应用。

●  促进机构能力建设，用现有的基于风险的方
法来指导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项目，确保
现下做出的决策不会加剧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未
来的水压力。

●  支持学术界开展研究，并与公共和私营机构合
作，投资成功率大、注重气候强韧性和从实地出发的
水和卫生基础设施和技术。

●  针对多边、双边和其他的气候融资来源，要确
保融资提案统筹考虑了卫生设施（包括废水）和卫生、
健康、农业、能源和工业，以及生态系统等各行业的水
利益。迫切需要培养国家对水投资进行设计和包装
的能力，使其既有投资吸引力，还能符合实际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建议主要针对气候政
策制定者，但也需要水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贡献他
们的宝贵经验和智慧，并且根据目前气候变化的更
好地协调自己行业的计划和活动。

结论

淡水是地球上最宝贵的资源之一，维系着整个生
态系统、经济、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发展。全球气候危机
并不是淡水面临的唯一威胁。但危机使现状进一步
恶化，令管理和预测未来水资源的供应和质量变得
越来越困难，给沿岸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水资源管
理提出了新的战略要求。因此，在人类减缓和适应气
候变化的能力方面，水既是促进因素，也是限制因素。

以基于风险和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方法能确
保受到影响的人们可以实质性和有效地参与，提出
的解决方案因此鲜有甚至没有失败，并可以随着基
础条件的变化而调整。提高淡水生态系统的强韧性
是适应当前气候变化的关键；对那些无辜承受气候
危机的子孙后代而言，这也是我们这一代道义上的
责任。改革现有的治理和管理制度的大好机遇就在
眼前，这将能提升全球治理框架的一致性，努力为全
世界人民打造可持续的未来。

不确定性不是不作为的理由：我们有各种工具、
方法和融资机制可以充分利用，应该即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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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威胁美国科罗拉多河，
令近4千万人的水源岌岌可危

气候变化令科罗拉多河流域的积雪不断减少，导致地面吸收的光照增加。
这进而导致科罗拉多河的水分蒸发增多，数百万人的水源受到威胁。

对科罗拉多河流域进行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显示，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该地区平均气温上升了1.4摄
氏度，导致科罗拉多河的年径流量减少了11%以上。

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的研究团队于2020年2月20日在《科学》线
上版块发布了如上调查结果。这一调查基于美国地质
勘探局（USGS）过去三年所做的科罗拉多河流域专题
调研的研究成果（该调研详细内容见本文最后章节）。

研究团队基于温度、降水和积雪等历史数据，模
拟了1912年至2017年科罗拉多河流域的积雪和水径
流，并研究如空气温度等特定的因素如何影响了科罗
拉多河流域。研究团队发现，20世纪气候变暖导致积
雪减少，暴露出的深色地面吸收了更多光照。这进而
导致大量的水在流入科罗拉多河之前就蒸发了，河
流流量因而减少。

为预测科罗拉多河未来趋势，研究团队将模拟
结果与气候模型相结合，后者预测了在设定温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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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排放量的情景下的温度升幅。根据模拟结果，如
果化石燃料的排放得到控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
度能在本世纪中叶之前趋于稳定，那么科罗拉多河
的年径流量与上世纪的平均年径流量相比，将下降
14%至26%。而在常规（一切如常）情景下，碳排放持
续快速增长，到本世纪中叶，年流量与上世纪相比将
下降19%至31%。

河流流量对气候系统变暖的敏感性极为不确定，
加之目前对河流流量的控制机理知之甚少，这阻碍
了流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研究团队利用辐射感知
的水文模型进行蒙特卡罗模拟，弥合了敏感度估算
方面长期存在的差异，试图揭示流量控制过程的物
理机理。根据研究的预测，气温每升高1.8摄氏度，科
罗拉多河的径流量就会减少约9.3%。

这主要是由于积雪减少致使太阳光反射减少，
进而导致蒸发增大。预计的降水增多可能不足以完
全抵消持续的干燥。因此，研究判断科罗拉多河严重
缺水的风险将越来越大。

关键信息：
●  科罗拉多河的自然流量已减少20%。
●  气温每上升1.8度，流量减少约9%。
●  流量减少主要与积雪减少和蒸发有关。
这一研究结果应该引起足够重视。随着全球气候

持续变暖，科罗拉多河会像其他靠融雪补给的河流一
样，流量显著减少，令许多地方的民众面临严重的水
资源短缺。只有尽快采取措施减缓全球变暖以及干
燥、高温度带来的影响，才能遏制水资源量下降趋势。

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处于中度干旱状
态，一些地区甚至面临严重干旱，这也是导致问题加
剧的一个因素。

保护科罗拉多河

A 概况
科罗拉多河全长约1450英里，源头位于科罗拉

多州和怀俄明州，最终流过国际边界线进入墨西哥。
流域面积约24.6万平方英里，覆盖整个亚利桑那州，
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内华达

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的部分地区。科罗拉多河上建
有两座主要的水库——米德水库和鲍威尔水库，为流
域以外的地区提供重要水源，包括为丹佛市、盐湖城、
阿尔伯克基、洛杉矶和圣地亚哥提供公共(市政)用水，
以及为加利福尼亚的帝王谷和墨西哥提供农业用水。
科罗拉多河及其支流为流域内外近3千万人提供了水
源，灌溉农田面积近400万英亩。

科罗拉多河的水资源管理十分复杂，受国际条
约、州间协议和最高法院法令等体系的约束。美国
垦务局负责管理格伦峡谷大坝（鲍威尔水库）和胡
佛大坝（米德水库）等大型联邦水利工程，在控制和
分配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地表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B 径流量
科罗拉多河及其支流中的大部分水都源于积雪

融水。随着气温升高和需水量增加，供水量持续下降。
即使雨雪量加大，也不一定会全部落入科罗拉多河
中。植物会吸收更多的水分，蒸发也会加快。

科罗拉多河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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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水资源和气候研究科学家布
拉德•尤德尔表示，河流流量到2050年可能进一步减
少20%，到2100年减少35%。

C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西部会一直炎热干

燥。极端的天气波动也被视作气候变化的一种影响。
继去年多个州经历极度干旱之后，今年美国西南

地区的降雪量达到甚至超过了平均水平，使情况得以
暂时缓解。原先几乎干涸的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包括
美国最大的，用于储存科罗拉多河的水资源的米德
水库和鲍威尔水库。但水库的蓄水量仍远低于正常
水平，除了2011年冬季之后一次较明显的上涨，水
库蓄水量自2000年以来一直持续下降。

多雨的年份打破多年的干旱这种情况并不罕
见。美国垦务局相关人员表示，今年很幸运是个丰
水年，水库蓄水增多，但大家都知道这些水资源来
的快去得也快。”

D 旱情
根据美国干旱监测(U.S. drought Monitor)对

土地状况的监测绘图，许多州宣布今年的短期干旱
已结束。

这幅图是由美国国家干旱减灾中心、美国农业
部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共同绘制，但并非
所有机构都使用相同的干旱指标。

例如，美国垦务局使用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
那州交界处的米德水库和位于亚利桑那州和犹他
州交界处的鲍威尔水库作为指标。1999年，也就是
美国垦务局于2000年宣布旱情发生的前一年，两座
水库几乎蓄满，而旱情至今仍未缓解。截至2020年2
月17日，鲍威尔水库的 蓄水量为57%，米德水库的
蓄水量为39%。

垦务局相关人员表示，在水库完全蓄满之前，垦
务局是不会宣布旱情结束的。而如果没有连续几年的
多雨，水库蓄满水是不可能实现的。

E 科罗拉多河干旱应急预案
依赖科罗拉多河供水的七个州于2020年初签

署了一项预案，旨在帮助科罗拉多河抵御气候变化
的影响，提高米德水库和鲍威尔水库的蓄水量。这份
干旱应急预案的目的是防止在长期干旱和气候变化
的情况下水库水位下降过低，导致无法供水或发电。

美国垦务局2020年2月20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指
出，米德水库的水位预计在1月1日时略低于1,090英
尺(332米)。垦务局称，鉴于当前水库水位较低，干旱应
急预案要求墨西哥让出其正常取水份额的3%，留在
水库中。而根据该预案，亚利桑那州同意让出7%，内
华达同意让出3%。但是内华达州的用水量本就低于
它的取水份额，很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如果米
德水库的海拔下降到1075英尺(328米)，亚利桑那州
和内华达州将面临进一步强制性的取水份额削减。

该干旱应急预案将于2026年到期，各州将于2021
年开始协商新的指导方针。

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科罗拉多
河流域专题调研

美国地质勘探局近期完成了一项为期3年的科
罗拉多河流域水资源可用性和使用情况的研究，该
研究是美国地质勘探局国家水资源普查(NWC)的
几个重点领域专题研究之一。

经过与美国垦务局及其合作伙伴的讨论后，科罗
拉多河流域专题研究确定了该流域水分收支的四个
组成部分，以便深入和重点研究。 

A 蒸散发
蒸散发(ET)即从植物中蒸腾的水和从土壤或开

阔水域蒸发的水，是科罗拉多河流域水分收支的重要
组成部分。美国地质勘探局国家水资源普查项目通过
开发“操作简化版的表面能量平衡(SSEBop)”模型，
提出了基于遥感的实际蒸散发 (ETa)估算的新方法。

SSEBop ETa模型使用卫星图像中的陆地表面
温度(LST)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本地天气数据集(
例如净辐射、空气温度、湿度、风速和气压)集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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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每一次卫星过境时刻的ETa估算值。使用来自
陆地气象数据集的潜在ET数据给卫星过境之间的
时间间隔赋予插值。

 

在陆地卫星空间分辨率(100 m)上绘制蒸散发
图对于充分了解田间水分利用和水资源可利用量
至关重要。在科罗拉多河流域专题调研中得出的用
水估算值对水资源规划人员和管理人员十分有用，
同时还为供水预测模型和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主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  运用Landsat 5号和7号图像，首次完成了2010

年科罗拉多全流域100米尺度的ETa估算。
●  运用528幅Landsat 8号图像估算科罗拉多

河全流域的ET。
●  运用100米分辨率的ETa估算值来量化农田

灌溉耗水量，并纳入全流域用水数据汇编。

B 积雪的水动力学分析
了解积雪水量的空间分布对于预测科罗拉多河

上游流域的年径流量至关重要。作为科罗拉多河流
域专题研究的一部分，USGS对影响积雪分布、融雪
和积雪水因升华而损失的因素进行探究。

USGS将国家气象局的降雪数据同化(SNODAS)
项目(国家水文遥感中心，2004年)的结果和科罗拉
多河上游流域多个地点的实测结果进行了比较。此

外，USGS还设置了雪升华的物理测量站，并利用
基于物理的雪模型得出升华的空间分布估算值。最
后，利用USGS的雪化学网络观测站，评估了落基山
脉长期的尘埃沉积趋势，并对改变融雪时间的驱动
因素进行评估。

这些研究结果和还在进行的工作将有助于改进
美国西部水资源管理中使用的径流预测模型。

主要发现和结果
●  科罗拉多河的峰值雪水当量(SWE)与上世纪

70年代末相比，提前了2到3周出现；与1993年- 2014
年间相比，融雪时间加快了7-18天，这主要是由于降
雪和尘埃沉积的变化所导致的。

●  在多个地点对雪的升华进行了连续测量，结
果显示每年的雪水当量受到土地覆盖、海拔、方向、
温度和风速等多种条件的影响，存在20%-30%的季
节性损失。

●  通过运用空间分布的雪模型进行模拟，结果
显示升华造成的积雪损失相当于冬季降水的28%，
并指出相对升华通量最高值发生在降雪最少的年份。

 

C 用水
科罗拉多河流域专题研究的用水数据按照水

源、地下水和地表水（淡水和咸水质量）分类报告年
用水总量。用水途径包括公共供水、家庭、商业、工
业、灌溉、牲畜、采矿、水产养殖、水力发电和热力发
电，以及废水回用。

SSEBop Eta 的一例数据输出：亚利桑那州威尔科克
斯南部灌区某选定区域 (A) 年蒸散发 ( 毫米 / 年 ) 和 (B)
在卫星过境日 (2013 年 7 月 6 日 ) 的蒸散发 ( 毫米 / 日 )
的空间分布。

科罗拉多河上游流域一处气象和升华持续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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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还包括公共供水系统向家庭、商业、工业和
热电动力的供水。可得出1985年至1995年间所有类
别的用水估算值，而2010年只有灌溉和热电动力的
数据。从1985年到2010年，每隔5年对科罗拉多河上
游和下游流域的8位水文单元编码(HUC-8)流域的
数据进行汇总。研究区域包括整个亚利桑那州，以及
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
犹他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

除了35年来的用水数据汇编外，美国地质勘探
局还与美国垦务局合作编制了一份报告，对这两
个部门在科罗拉多河流域的用水活动进行了比较。
这份联合撰写的报告对这两个信息项目进行了比
较，详述了每个部门运作的法律依据和考量，阐明
了相关术语，对比了信息、数据和流域用水的方法。 
 
 

两个部门明确未来还会继续合作，以提高科罗拉多
河流域以及美国西部其他地区的用水信息的准确
性、时效性和共享性。

主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  1985年到2010年间，不包括跨流域调水在内，

总用水量平均约为1700万英亩英尺，2000年用水量
最高，达到1775万英亩英尺。

●  用于水力发电的水占总用水量的比重较大，
但它属于河道内部用水。作物灌溉是科罗拉多河里
流域最主要的河道外部用水，在这35年中平均占河
道外用水的85%。

●  科罗拉多河流域的人口从1985年的460万增
加到2010年的940多万，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科罗拉
多河下游, 2010年下游人口约占总流域人口的90%。

1985 年 -2020 年科罗拉多河流域上游和下游的总人
口、总取水量和按水源划分的取水量

2010 年科罗拉多河上游流域和下游流域（按类别划
分）的水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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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下水排入河道
一直以来，科罗拉多河流域的水资源管理主要聚

焦于地表水的供应上；然而，地下水和地表水是相互
联通的，在科罗拉多河上游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排入
河道的地下水维持着地表水流。为了进一步了解该流
域的地下水和地表水之间的联系，USGS在进行科罗
拉多河流域专题调研时对整个科罗拉多河流域内的
地下水排入河道的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

为了估算科罗拉多河流域内的地下水排入河道
的情况，研究人员利用河道内的水质数据，特别是水
流的导电性(电导率)，来量化河道内源自地下水的水
流比例。对于只进行了若干次电导率测量(称为离散
数据)的地方，开发人员又另外开发了新的方式估算
排入河道的地下水的百分比。

主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  在位于科罗拉多河上游流域的229个观测站

中，排入河道的地下水平均占河道总流量的48%。
●  从空间分布上看，降水较多的山地、丘陵地区

地下水排入河流的水流量更大。

科罗拉多河上游流域 229 个观测站地下水排入河流
（基流）的估算。

大峡谷底部蜿蜒流过的科罗拉多河

本文综合采编自:
气候变化威胁科罗拉多河，令近四千万人的水源岌岌可危:  
https://weather.com/news/news/2020-02-21-colorado-river-drying-up-drought-climate-change
美国地质调查局科罗拉多河流域专题调研:  
https://www.usgs.gov/mission-areas/water-resources/science/colorado-river-basin-focus-area-study?qt-science_
center_objects=0#qt-science_center_objects
气候变暖导致雪减少，光反射减少进而促进蒸发，科罗拉多河流量减少: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7/6483/1252 
即使经历了潮湿的冬季，气候变化依然令美国重要河流受到威胁:  
https://apnews.com/fc28a88e4d5a4829a918e5b2a22a6cc0 
气候变化正缓慢地减少科罗拉多河的水量:  
https://www.sciencenews.org/article/climate-change-warming-slowly-drying-up-colorado-river-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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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斯德哥尔摩水研究所（SIWI）

加快气候行动： 
改善水治理，打造
韧性城市
水是城市包容性，安全性，强韧性和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水是城市体系中各部门和利益相关者
的纽带，对水的管理也是促成和加快强韧性城
市建设的关键因素。

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城市往往首当其冲。无论是近
期遭遇历史性洪灾的意大利威尼斯，还是处于水资源短缺
的南非开普敦，全球各地的城市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打
造强韧性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日益成为城市发展
议程的重中之重。但是，如何将这些重点议程转化为切实
可行的行动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囿于资金和
时间限制，政治意愿和公众意识不足，以及缺乏将强韧性这
一概念变为现实的规划指导，强韧性城市建设困难重重。
可以说，对强韧性城市建设的指导和支持是十分迫切的。

水是强韧性城市建设的切入点，因为水系统是城市
的命脉，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健康和平衡对
城市及居民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至关重要。水不仅是城
市系统中各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的纽带，对水资源的管理
也是促成和加速强韧性城市建设的关键因素。鉴于气候
变化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城市的影响，通过水治理来增强
城市的气候适应能力变得愈发重要。提升水治理有机会
开创新局面，化风险为韧性，转贫困为福祉，将退化的环
境复苏为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

城市是社会经济架构的重要单元，可作为实施
创新和让强韧性概念落地的实验田。

 
城市面临的水风险

世界上33个超大城市中，有21个建在海岸线上，而其
他超大城市则位于洪泛平原或其周围，这意味着这些城
市最容易遭受洪水、海平面上升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威胁。
根据全球减灾与恢复基金（GFDRR）的数据，到2030年，
自然灾害每年给城市造成的损失可高达3,140亿美元（约
人民币2.198万亿元），而气候变化可能会使近7,700万城
市居民陷入贫困。在这些自然灾害中，与水有关的危害占
近90％，其中包括洪水风险，干旱，风暴潮和海平面上升
等。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一份名为“人类面对
气候相关灾害所付出的代价”的报告强调，在1995年至
2015年期间有记录的自然灾害中，洪水占43％，造成15.7
万人死亡，影响近23亿人，造成的损失估计达6,620亿美
元（约4.634万亿元）。同一时期的自然灾害中，干旱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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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2.2万人死亡，影响11亿人，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
约人民币7,000亿元）。

城市化快速发展，资源消耗增加和人口增长等复杂
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城市面临的风险。预计到2050
年，将新增20亿城市人口，城市及周边水资源压力不断
加大。应对这一问题需要运用创新，全面和包容的治水方
式，提高城市的水资源强韧性，为城市和周边的居民提供
必不可少的服务。

化风险为韧性

一个具有水资源强韧性的城市在面对与水有关的冲
击和压力时，能够有效应对、化解甚至转危为机。在充分减
轻对城市系统的不利影响的同时，还能为居民提供持续，充
足和优质的供水，维护居民的福祉。为此，由英国奥雅纳工
程顾问公司（Arup)、斯德哥尔摩国际水研究所（SIWI）和
世界银行联合开发了城市水资源强韧性方法 (CWRA) ，
这一项目还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Resilience Shift
组织的支持。CWRA不仅强调了需要创造有利于维护人
类生命和福祉的基本条件（优质用水，环境卫生，医疗保
健和灾害防御），还指出借由水打造安全，健康和有吸引
力的城市空间的发展潜力。

一个具有水资源韧性的城市在面对与水有关的冲击
和压力时，能够有效应对、化解甚至转危为机。在充分减轻
对城市系统的不利影响的同时，还能为居民提供持续，充
足和优质的供水，维护居民的福祉。

水是自然和人类系统的支柱，因此建设具有水资源
韧性的城市对于整个社会的强韧性建设至关重要。在政
策，规划和投资中采取以水为核心的综合全面的方法是
向可持续和强韧性社会转型的前提，也应当成为应对气
候变化带来的日益严峻挑战的关键方法。

国际水社会充分肯定了强韧性这一概念是解决当前
城市缺水状况的最适用的规划体系，新的举措和联盟相继
出台和建立，以期打造强韧性、智慧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城
市。2019年9月，全球适应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新设了水行动追踪机制（Water Action 
Track）这一全球平台，旨在加快水和水相关领域的气候
变化适应行动。水行动追踪机制呼吁采用强韧性方法应
对气候灾难，并强调了水行动的三个关键领域：筹备水资
源强韧性建设、强韧性流域前景和城市水资源强韧性。其

中，城市水资源强韧性这一行动领域的目标规定，到2030
年，应帮助至少100个城市制定和实施综合的城市水资源
强韧性计划和投资，改善与水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水治理的
薄弱之处，解决水资源危机，保障城市不断增长的人口的
水安全。2019年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期间举办的“城市水
资源强韧性方法”的活动中，，Resilience Shift 组织及其
伙伴发起了在全球展开建设城市水资源强韧性行动的倡
议。2019年10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C40全球市长峰会上，
许多城市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呼吁采取大胆的气候行
动，建设有强韧性，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并敦促各国政
府响应这一号召。不过，虽然国际上的呼声很高，但对于
市政规划人员和水资源管理者来说，如何将强韧性概念
落地，依然面临重重困难。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国家政府
和地方当局必须认识到以下几点：

 水治理可强有力地推动强韧性建设
生态系统管理风险和应对变化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人类的具体行动和治理体系。水治理方面的欠缺可
能导致水干预措施的失败，从而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短缺
造成的影响。自2014年以来，《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和

《经合组织水治理原则》强调指出，全球水危机实质上是
治理能力的危机。因此，了解城市治理能力的现状至关重
要，例如，谁来制定决策，如何做出这些决策，谁可以参与
决策以及谁从中受益或受到影响。充分了解这些背景信
息可以有效帮助城市水治理部门发挥职能，例如规划和
筹备，政策和策略，灾后管理，响应和恢复措施，协调，能
力发展，融资，法规和监管等。

城市水系统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常
导致治理缺位，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不足。CWRA能够揭
示城市水利益相关者内部以及与其他重要的城市系统（能
源，粮食供应，森林，土地，交通等）之间缺乏协调之处，并
指出哪里需要建立新的联系，从而改善地方治理和决策。

打造水资源的强韧性需要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即
不断完善水治理，增强其适应性和质量，确保水治理可以
实现预期的强韧性建设目标。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具备以
下特征的多层级治理体系，即协调协作、广泛参与、包容、
灵活适应、循证、问责，公开透明的机制，这样才能有效执
行各项水治理的职能，成功打造强韧性的水资源。例如，
提高不同水治理职权部门之间的问责和透明度可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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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在紧急情况和灾难期间进行更有效的计划、协调和
沟通，增加职权部门的可信度和合法性，有效获取可靠信
息，明确主要行为者承担的角色和责任，并提高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互信。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包容的和参与式
的沟通渠道，可以促进信息交流、学习、自我组织和灵活
适应，并有助于制定更好的预备方案和响应措施应对水
相关的影响和压力。

认识城市水系统的互联性
城市水系统十分复杂，并与其他关键的城市系统、基

础设施以及具有不同利益和重点关切的决策机构相联系。
此外，城市的水源往往来自更大的集水区，这些集水区超
出了行政边界，与一个或多个跨越城市、州乃至国际边界
的流域相连，往往超出了城市的管辖范围。这可能导致城
市水管理的边界与水系统所依赖的更广泛的水网边界
存在管理错位。鉴于如上复杂因素的存在，规划和实施增
强水资源强韧性的行动没有简单和直截了当的办法。它
必须以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水文方面的决策机制为
基础。因此，必须采取整体的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
法，而不是各施其政或囿于行业范围，这就意味着要了解
城市所在的流域范围以及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CWRA
正是基于这一点考量，将其作为评估和建立水资源强韧
性的基本前提。CWRA开发了一个叫做“OurWater（我
们的水）”的数字化工具，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可以利
用它更好地了解所在城市的水系统，及其所处的更大的
集水区或流域范围的状况。

评估水资源强韧性现状，助力未来决策
城市需要的是工具、框架和具体的指标来帮助研判当

前的强韧性程度，为决策者采取必要的步骤和措施来打造
强韧性的未来提供依据。包括评估哪些因素构成了障碍，
以及在建设城市强韧性方面需要哪些前提条件。CWRA
的城市水资源强韧性框架（CWRF）通过四个维度来指
导城市建设强韧性：领导力和战略、规划和资金、基础设
施和生态系统，以及健康福祉，并设定了一系列目标和指
标来衡量绩效并评估当前水系统的整体强韧性。城市应
该知道的是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才能实现这些强韧性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针对这一目的，CWRA意图使城市水利益
相关者参与到关键的过程中来，包括系统制图（通过“我们
的水”数字化工具）和强韧性评估（CWRF）等，以明确差距

和机遇，确定强韧性行动的优先级，并共同制定和实施水
资源强韧性行动计划。

实现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共享城市水资源强
韧性愿景

基于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建立共识，明确重点，对于
助力协作发展，以及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水资源韧性的行
动计划十分关键。在这一过程中，订立共同愿景和管理应
对城市系统中复杂事项将有助于提升规划和行动开展
的包容性。面对多重目标和重点，面对资源的竞争性需求
和各种不确定性，需要采取一以贯之的方法，让城市所有
利益相关方都聚焦同一重点和共同愿景，从而指导实施
城市整体水资源强韧性的决策。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还
要充分动员城市居民和包括上下游公司在内的工商业
界和其他部门通力合作，这样才能更好地评估水风险，强
韧性程度和可持续用水。

只是城市采取行动而国家层面不作为，预期目标能
实现吗？

将水资源强韧性纳入地方和国家适应政策和
战略中

水资源强韧性行动必须落实到地方。城市领导层政治
承诺对强韧性建设方案和措施的可持续性起到关键作用。
但是，从决心和认识走向切实行动还有遥远的一大步，有关
强韧性建设的讨论必须延伸到政治圈之外。这意味着通过
包容、问责和透明的方式落实水资源强韧性措施，并给予
制度保障。此外，还应将水资源强韧性纳入市政府各级的
日常工作考量中。这也必须在国家一级得到承认和吸纳，
让水资源强韧性建设在国家适应计划和战略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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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美国近半数州遭遇春季洪水， 
民众呼吁增强基础设施的洪灾强韧性

温暖的天气和枝头冒出的绿芽预示着春天的到
来，对于人们来说，今年春天可能是近年来最令人期
待的春天了。但是伴随着春天而来的是这个季节特
有的挑战——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
发布预警称，今年春季，美国23个州可能遭遇中度
至重度洪水。这一情况不足为奇：在过去十年中，春
季成为了与洪水有关的灾害最高发的季节。受灾地
区涉及美国超过75%的州，而受灾最严重的10个州
中有9个是内陆州。

2019年 5月 31日，密西西比河涌出的河水淹没了伊利诺伊州奥尔顿的市中心。
洪水泛滥导致道路中断，企业停工。

广泛存在的风险突显了联邦政府完
善灾前防御规划和增加资源投入的
必要性

本文采编自:
https://www.pewtrusts.org/en/projects/flood-pre-
pared-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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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里（2010-2019年），与洪水有关的
灾害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住宅、企
业和重要基础设施等资产遭破坏，损失近5,000亿美元

（约人民币35,000亿元）。而NOAA发出的预警，给21
世纪下一个十年的开端蒙上一层阴霾。如果NOAA
的预测成真，今年春季可能成为下一个十年与洪水
相关灾害的开始，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十年的
洪灾损失增加逾1,000亿美元的趋势也将延续下去。

为了遏制不断上升的洪水风险和灾害损失，联
邦和州政府须加大努力，增强社区和基础设施保护
工作。首先应当将更多公共资金投入灾前减缓工作，
以此大幅减少用于灾后恢复援助的资金。为各州设立
防洪减灾循环贷款基金，以此为地方、企业和学校等
提供可承受的项目筹资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加强灾前预备。另一个方案是为易受洪水影响的
道路制定基础设施灾前防御计划，减少交通运输系
统受损和中断的频率和范围。

同样，在全球范围内，暴雨天气发生的频率和严
重程度日益增加。因此，根据以往的天气模式来指导
投资和建设的方式和领域已不可行。联邦政府出资的
所有项目都应充分考虑在其项目的设计寿命期内可
能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并确保有一定的抵御能力。
许多现行的联邦政策是被动反应式的，这显著推高了
成本：首先遭遇重大洪灾损害，之后不得不投入资金
进行修复，而修复的效果却并不持久。

日前，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做了一项民意电话调查，民调显示，绝大多数
美国人（85%）赞成要求联邦政府出资修建的建筑物
应具备更强大的洪水抵御能力。该民调还显示，83%
的美国人支持为社区和各州划拨灾前备灾资金，以供
修缮和升级道路设施，更好地抵御恶劣天气。68%的
美国人支持增加前期投资用于建设或维修基础设施，
以求在保证其良好运行状态的情况下增强洪灾恢复
力。74%的受访者担忧未来十年内发生极端天气事件

（例如暴风雨、洪水、酷暑和山火）的频率会持续增加。
2019年，美国中西部大部分地区都遭遇了重大洪

灾，美国国会正在考虑投入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来完善
全国的道路、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因此民调的数字
也表明了美国人对出台更强有力的防洪政策的呼声。

2010 年至 2019 年各季节发生与洪水有关的灾害次数

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加大资金投入，
增强基础设施的洪灾防御能力

2019 年 9月 19日，热带低压飓风伊梅尔达的余威引发
洪水，导致休斯敦北部 69号高速公路上交通中断。投
资具备强韧性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增强公路的御洪能力。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2020 年防洪基础设施调查，超多
数认为应增加联邦资金提高洪灾高风险区的设施抵御
洪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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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抽水蓄能有望“解决”可再生能
源存储挑战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开展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季节性抽水蓄能有望成为
一种成本经济的可再生能源的长期存储方案，从而填补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所欠缺的关
键一环。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一直致力于
探索可再生能源长期存储的高效且成本经济的解决
方案。根据其最新研究，季节性抽水蓄能（SPHS）与其
它成熟的储能解决方案（例如天然气）相比具有巨大
的开发潜力，有望成为一种成本经济、可持续的可再
生能源储能和蓄水技术。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来自IIASA的博士后Julian 
 

 Hunt称：“大多数国家的能源行业正在向可再生
能源（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转型…可再生能
源具有间歇性和季节性变化，因此需要利用其他储
能方式来保证能源的稳定供应。目前正在探索电池
驱动的短期能源存储技术来解决间歇性问题。而氢
能通常被认为是能够克服发电季节性波动的长期
储能技术方案，但目前在成本上尚不具备竞争力。”

季节性抽水蓄能和其主要组成部分

河流

电站

水库

水坝

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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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抽水蓄能背后的科学原理

季节性抽水蓄能电站在流量较大或能源需求较
低的时候将水抽取至依河而建的水库中，这些水库
往往比较深。在水资源短缺或能源需求增加时，开闸
释放水库中蓄存的水来发电。

这项新研究首次对SPHS技术的潜力和成本进
行了全球性、高分辨率分析。研究评估了SPHS用于
季节性储能和蓄水的全球理论可开发潜力，重点关
注潜力最大、成本最低的地区。研究还分析了使用
SPHS技术进行储能和蓄水的多种应用情景。

该研究涵盖地形、河流网和水文数据，基础设
施成本估算以及项目设计优化，以识别技术上可
行的地点。

研究强调了季节性抽水蓄能项目
的估算成本

研究表明，将水坝、隧道、涡轮机、发电机、开挖
和土地成本考虑在内，SPHS项目的蓄水成本介于每
立方米0.007至0.2美元；以水电装机容量为单位，长
期储能成本介于每兆瓦时1.8至50美元，短期储能成
本介于每千瓦时370至600美元。

据估算，全球成本低于50美元/兆瓦时的储能
潜力为17.3万亿千瓦时，约占2017年全球用电量
的79%。

研究人员发现，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着极大的
SPHS潜力，特别是喜马拉雅山脉中低部、安第斯山
脉、阿尔卑斯山脉、洛矶山脉、中东北部、埃塞俄比亚
高原、巴西高原、中美洲、东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俄
罗斯的萨彦岭、雅布洛诺伊和斯塔诺沃伊山脉，除此
以外还存在多个潜力略小的地点。

该研究的另一位作者，来自IIASA的研究员
Edward Byers表示：“对风能和太阳能的间歇性和
季节性的担忧是合理的，但有时也会被夸大……这
项研究表明，全球许多地方都具有巨大的SPHS潜力
有待开发，完全可以成为一种随时可用、成本经济的
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这不仅助力向可持续能源系
统的过渡，还能克服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比
重所面临的现实障碍和心理疑虑。”

潜在环境问题

该研究还探讨了与水力发电有关的一些潜在环
境问题。由于SPHS水库较深而且依河而建（而非在
河道内），因此其对环境和土地利用的影响可能比传
统水力发电站小10至50倍。

Hunt称：“随着世界向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更可
持续的未来过渡，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将在不久
的将来发挥重要作用。SPHS拥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且成本经济，因此将很快在存储时间为一年及以上
的储能和蓄水技术中占据重要位置。”

这项新研究首次对 SPHS技术的潜力和成本进行了全
球性、高分辨率分析。

本文采编自:
https://www.nsenergybusiness.com/news/season-
al-pumped-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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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水安全战略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分析

加拿大水安全的现状

人们普遍认为加拿大是一个水资源十分丰富的
国家。的确，加拿大拥有世界十大表面积最大的淡水
湖中的五个，人均年度可再生水资源量超过10万立
方米。据流行的统计，加拿大拥有世界上20%的淡水
资源；可再生资源的总量实际上要低得多，只有7%
，但依然位列世界第三。

但是，加拿大的水资源分布在多个生态区之中，
且比例不均，其中大草原地区就属于半干旱气候。此
外，加拿大85%的人口生活在南部，而全国约60%的
淡水却流向了北方。

加拿大称不上节约用水做的最好的国家，但总用
水量已经从2005年的38.75亿立方米下降到了2013
年的32.39亿立方米。根据最近的数据，人均用水量
已从每天330升减少到250升。加拿大经济仍然高度
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矿石、纸浆和纸张等资源的
开采、加工和运输，以及农作物和牲畜生产的集约
化农业。所有这些行业对水资源依赖程度极高，并
且对自然环境和水资源造成了损害，但这些损害并
不总能得到充分认识或彻底的缓解。大规模的城市
化和若干重要地区的人口增长加剧了水资源短缺
压力。另一方面，湖泊和河流虽然为各种动植物栖
息地、森林、旅游和娱乐、农业和运输提供了支持，
并提供不可或缺的生态系统服务，如水净化等，但
很多这样的服务不容易量化。

在经历了近期的洪水、干旱、火灾和有害藻华
等灾难事件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加拿大并不是
一个水安全的国家。可获得的水资源量和水质方
面“不断加深的威胁”不仅影响到加拿大的河流、湖
泊、小溪、公园和保护区的生态系统，还影响到人民

与利用这些生态系统相关的生活质量、国家经济、公
共卫生和安全。家庭、城镇、保险业、商业、农业乃至
联邦政府为洪涝和干旱灾害付出的成本正在飞涨。
加拿大设立了“联邦灾难财政援助(DFAA)”，负责赔
偿省和地区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根据监督DFAA
实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DFAA的年平均支
出，从1970年到1994年的每年5400万美元（指数化
美元计），增长到1995年到2004年的每年2.91亿美
元，2005年到2014年之间更是飙升至每年4.1亿美
元——用2010的美元汇率计算，增幅达到6.6倍。而
DFAA只是这些灾害事件给加拿大经济造成的损失
的冰山一角。据估计，从2000年到2017年期间，经济
损失累计超过了280亿美元。

气候变化与这些危机趋势有很大关系；加拿大
是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全国的气温
上升幅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北方的气温
上升幅度则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

气温升高对加拿大主要由低温主导的水文循环
带来了重大影响，影响包括冰川和冰原融化，冻土变
暖和北方森林乃至冻原的解冻，降雨强度增加，降雪
量相比降雨量逐渐减少，以及水资源时间趋势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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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具体包括冬春季的流量增多，而夏季流量减少，
导致缺水风险增加，冬季结冰更晚，而春季冰层断裂
则提前等。这些水文变化连同对峰值净流量出现时
间的改变，特别是当发生在由融雪和降雨主导的溪
流和河流上时，对农业生产力、水力发电、洪水和干
旱的发生都产生了影响。天气事件正变得越来越极
端，曾经的动物领地悄然改变，病原体范围（如莱姆
病）逐渐扩大。未来，这些气候趋势（及随之而来的影
响）预计将继续朝着上述方向发展。

气候变化除了引发新的非常复杂的水管理问题
之外，还加深了现有的水质和水量管理的挑战。干旱、
洪水和野火将会发生得更严重、更频繁、更极端；提供
饮用水和灌溉用水水源的冰川加速融化和退缩；全
国人口密集地区的地下水和流域水资源愈加紧张。 

加拿大水研究的现状

加拿大水研究的主要联邦资助机构是加拿大自
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NSERC），另外还有社会
科学与人文研究理事会（SSHRC）和加拿大卫生研究
所（CIHR）提供的资金，后两者的比例不高，而且还
越来越少。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卓越中心计划”为多
个研究中心提供资助，其中四个研究中心以环境研
究为重点，没有明确提及水。“加拿大研究教席”项目
和“加拿大150位研究教席”项目也为加拿大中等以
上教育机构在水方面的卓越研究做出了贡献。此外，
加拿大政府还为五大湖的修复和保护工作投资了数
千万美元，用于各种项目和倡议。长期以来，围绕对
气候、水和冰冻圈变化的了解和预测，以加拿大北部
和西部为研究区域展开了诸多大型合作研究项目。

然而，如何将研究与政策和实践挂钩仍存挑战。
做出优秀的研究成果需要时间，而且基本上与行动
计划或政治规划的时间线不相匹配。同行审议的过
程可能既漫长又严苛。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IPCC下结论所
依据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都是10年前的了。一些非
常知名的学者还对这些面向公众阅读的报告大加鞭

挞，指责其为了达成科学共识，避免造成过度恐慌而
淡化了对影响的描述。

过去的科研工作被项目周期所左右，结题时所
能得到的研究成果也很少能服务于特定时期政策和
实践的需求。最近一项面向加拿大气候科学家的调
查就呼吁，应该增加“长期的、中等规模的资助项目”
，并强调保持研究的连续性十分重要，政府和学界之
间，以及各学科之间十分有必要开展广泛合作。这种
策略是有益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当前大量的
研究和项目面临的困局，即受制于项目周期，无法
提出有实质意义的，可具体指导实践的研究结论。

此外，如果整个学术界追逐的是出版发表和职
业晋升，而不是让研究发挥影响和产生社会效益，
那学者们往往不会积极地就政策和实践建言献策。

实现与水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所面临的挑战

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0-2015年），也就是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身，在其环境目标中囊括了饮
用水和卫生的子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水目标
更加广泛，增加了废水和水资源管理以及水合作。因
此，需要新的衡量标准来测量基线情况并跟踪进度。
目前，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11项指标，国际上只
有不到10%的国家能够报告8项以上的指标，大多数
国家最多只能报告4项。还有一个更有战略意义的挑
战在于，为了给地方制定决策和实践提供支撑，无论
是数据收集的规模（生态系统、流域或次流域）还是
数据整合的规模（例如，国家用水效率）都往往受到
影响，这降低工作效率并妨碍了全局视角；还有一项
挑战在于如何实施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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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面临的挑战

加拿大面临的水资源挑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水质恶化：2015年至2017年，加拿

大175个监测点中只有112个水质良好或优良。自
2002年以来水质的趋势便相对稳定，但凡有变化
的地方，水质也总是更加恶化而不是改善了，这种
现象在从事农业和矿业的地区或人口稠密的地区
尤为常见。上升到流域尺度来看，167个子流域中只
有67个有水质指标数据，而其中近三分之二的水质
指标为一般或较差。

第二个挑战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导致温度升
高、为水媒毒素和疾病的传播创造了新的条件，并导
致现有的污染途径（如洪水事件）出现频率更高，这

些因素都有可能加剧水质的退化。而目前，针对日
益影响公众健康和国家经济的全国或者跨省范围
的洪水和干旱事件，加拿大还不具备足够强大的建
模、预测和预报能力。

第三，除了水资源本身所面临的挑战之外，加
拿大还存在与司法管辖分散和地域性分割有关的
治理问题，这使得制定并实施一个共同的水资源管
理愿景更加困难。

农业、卫生、水和废水处理等业务分散在多个
机构和多级政府的职能里，而水本身则流经市、省、
地区，甚至是国家边界。就谁受到这些影响最深，以
及谁最容易受到影响而言，也存在不平等现象。妇
女和女童（是加拿大联邦政府实施国际援助的优
先领域）和原住民社区就属于上述人群。有观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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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追求经发展的过程中这些群体和自然生态系 
统本身被忘却了。

加拿大在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目标上的表现就是
一个明证。全国超过98%的人口能够获得安全管理
的饮用水，但这也意味着还有1.4%的人口，即54万
人，没有获得安全管理的饮用水。这其中许多人恰
好生活在“第一民族”保护区内，那里目前有69项长
期有效（即持续一年以上）的“把水烧开再饮用的警

告”。对许多原住民来说，水还具有文化和情感价值，
水景观的消失意味着这些价值也在消亡，割裂了人
与土地的联系。此外，对于依赖冰雪道路出行的居民
来讲，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导致他们出行愈加困难，
生活成本增加；火灾和洪水使得人民流离失所；永冻
土的解冻破坏了重要的基础设施。生活在加拿大北
部的人受到的影响最为深重。

大多数水管理决策都是由省级和原著社区的
政府在地方制定的。然而，加拿大大多数主要河流
和湖泊流域都是跨界的，涉及多个省、土著社区，甚
至是美国的流域管理。为加强共享水域的健康和维
护其生态系统服务，需要在流域一级采用更综合和

均衡全面的规划方法。这种方法需要各级政府协同
工作。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些水域跨越了行政边界
和责权，因此需要联邦政府重点在以下四个关键领
域发挥实质作用：

直面水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如何实现水安全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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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重塑与原住民的关系、性别平等和赋权，以及
环境可持续性和气候行动是加拿大可持续发展的
焦点。根据2008年的《联邦可持续发展法》，政府制
定并实施了联邦可持续发展战略（FSDS）。

FSDS设定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13项优先事项
及其相关目标，包括：气候行动、低碳政府、清洁增长、
清洁能源、清洁饮用水、强韧性基础设施建设、可持
续的粮食安全、土地和森林的可持续管理、健康的海
岸和海洋、健康的野生动物种群、天然湖泊和河流、
安全健康的社区，以及让加拿大人拥抱自然。在这13
项目标中，有6项与水直接相关，4项与水间接相关。
然而FSDS所设定的与水有关的优先事项，还没有作
为一种标准实践被加拿大的水行业接纳。

在过去几年中，加拿大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
展和贡献进行了几次自我评估和第三方评估。加拿
大统计局建立了一个SDG数据门户，目前能够报告
目标6.4.1、6.4.2、6.5.2和6.A.1的进展，还正在探索
相应的数据源来报告目标6.1.1、6.3.1、6.3.2、6.5.1
、6.6.1和6.B.1的进展。并且明确了目标6.2.1（卫生）
不适用。加拿大政府进一步明确承诺在“第一民族”
社区实施长期饮用水战略，包括到2021年取消所有
的所有饮用水警告；推进原住民对饮用水管理的自
决权，以及改善水、废水和雨水基础设施等。

政府还建立了“政府信息库（GC InfoBase）”，
这是一个获取政府信息和绩效指标的综合平台。用
于衡量不同部门可持续性的其他指标包括：囊括了
水、土壤、空气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环境可持
续性指数；联邦机构履职情况跟踪和年度部门报
告；以及加拿大环境可持续性指标（CESI）项目。然
而，据加拿大环境专员表示，由于没有一套正式的
实施方法，缺乏用于监测和报告的基础设施，并且
缺少相应的治理体系，加之FSDS过度关注环境可
持续性而忽略了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因此导致
加拿大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是滞后的。针对
这一问题，政府计划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工作组，专
门负责协调、监测和报告FSDS的各项活动和进展。

尽管正在努力推进FSDS，但目前这些目标的实
施仍然是自愿的，没有与国际社会恢复地球系统功
能的迫切需求关联起来。例如，加拿大还无法在国家
一级对湿地等与水有关的关键生态系统进行清查，
从而无法对损失和补偿进行评估。

前进的道路

过去的十年，人类见证了一场知识的革命。数
据的日益准确、对地球系统功能的进一步了解、更
广阔的知识和一种共同的紧迫感推动了地球科学
的急速进步。多光谱空间遥感正让越来越多“未见”
变成“可见”。结合更加细致的地面真值的探索，像
洪水和干旱综合预测和预报项目等一定会取得更
加前沿的进展，曾经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也许很
快就会成为现实。

但是要认识到，加拿大离实现2030年议程所设
定的宏大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也远没有实现水安
全的愿景。通过深入分析迄今为止的国家报告、联合
国综合进展报告和活动、以前的建议、可持续发展
目标以及与实现和衡量国内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目
标相关的各种挑战，下文为加拿大实现与水有关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了研究、实践等的行动建议。

研究方向建议

●  探究伊利湖和温尼伯湖的水质驱动因素，可
为改善其他大型湖泊提供有益借鉴；

●  加深对水陆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科学理解，
为科学的管理提供支撑；

●  加强地下水，尤其是水质、水量和补给动力
学方面的研究并改进监测方法，促进更好的水管理；

●  结合不同性别和原住民的诉求，改善生态系
统服务的价值；

●  深入了解水，废水和农业领域老化的基础设
施遭遇气候变化后，给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影响；

●  了解地方，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和北部地
区独特的水安全挑战和机遇；

●  增进对气候对传染病影响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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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经济，健康和环境的角度评估自然基
础设施干预措施（即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影响；

●  与社区和行业合作进行自然危害管理的风
险分析；

●  修订和更新洪水图，改进其他先进和及时的
应急管理方法，改善公共预警体系以及灾后恢复的
当地决策和沟通工具；

●  增进对农业影响的认识，开发颠覆性的技术
和可持续管理方法以保护水质；

●  重点通过建模和分析，夯实关于气候变化及
其影响的科学研究基础；

●  改善数据收集，建模和情景构建，以更好地指
导在不确定性下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的制定，充
分分析不同政策选择，尤其是与可持续发展和缓解
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的影响和利害关系；

●  模拟和优化与水陆有关的，受到人为管理的
生态系统（如湿地和森林）的“碳汇”作用；

●  开发强大的方法，传感器和模型，支持在远程
情景下和低资源配置中的数据覆盖和监测；

●  与从业人员合作，从实现SDG 6的差距开
始，开发新的和更加完善的指标体系和衡量方法；

●  开发和投资于以权利为出发点的水解决方
案，将水视作人类和自然的基本需求；

●  投资于研究成果传播、信息和符合道德的
数据访问，以及能力建设，包括面向中低收入人群
和国家的投资；

●  探索水相关研究中平等的内涵，加强对分散
数据的收集（例如，性别、种族、土著和地理位置）；

●  将民间知识（和民间环境知识）与西方现代科
学结合起来，以实现打造可持续社会的最解决方案；

●  促进科学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特别是通过
共同开发的决策工具，将民间知识与社会，经济，健
康和环境因素结合起来；

●  推动科学证据被吸进地方，区域，国家和国
际决策者的决策过程当中；

●  推动公众展开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和解决
方案的大讨论，以扭转社会和政界一种罔顾事实、
情感至上的认识趋势。

具体实践建议

●  在现有监测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整合，建
立地方，流域和区域（生态系统）尺度的，嵌套的监测
系统，以更全面地了解水的状况；

●  对在公共资金支持下收集的数据集和模型
输出，要实现开放访问，特别是因为监管的需求而
产生的数据和模型输出；

●  开发“降低复杂性模型”，支持多方利益相关
者参与的管理决策；

●  针对行业特点，制定与气候有关的情景方
案，尤其是人类健康、农业、水、能源（水力发电）和
备灾领域；

●  制作风险图和健康评估，用来指导气候变化
适应战略和规划；

●  通过土壤和水管理以及社区主导的干预措
施，增强抵御极端天气事件的能力；

●  制定如有效性，价值，参与性质和实施有实
质意义的改变的能力等指标，评估参与度和伙伴
关系的质量；

●  为集成建模平台开发用户友好的界面，支持
适当和及时的信息访问；

●  与从业者，特别是与代表民间社会和边缘化
群体的组织，共同设计最终用户工具和应用程序；

●  评估，记录和转让新兴的创新解决方案；
●  全方位推动循证的科学水治理；
●  在诸如“国际女权议程”等目前不关注水的政

策和战略中，更加明确与水的联系，并在水的政策和
战略中纳入性别平等，健康和福祉等因素；

●  通过社交媒体，公共服务公告、纸质媒体和其
他公共干预措施来促进知识交流，改变人们的态度
和行为，以提高用水效率，改善水质，减轻气候变化
和减少个体的气候风险；

●  建议每两年发布一份加拿大水状况报告，
体现健康，水量和水质，饮用水和废水，经济以及
环境等要素。

本文综合采编自:
理想水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研究、实践和领导力建议
(Water Futures For The World We Want—Opportunities For Research, Practice, And Leadership In Achieving SDG 6); 
加拿大水安全—如何解决加拿大日益突出的水危机 
(Water Security for Canadians—Solutions for Canada’s Emerging Water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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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设备可以实时检测微污染物

目前，德国的研究人员研发了一种新型激光
光纤技术，用于测量空气中的微污染物。超细颗粒
物可以深入肺部，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研究人员
称他们研发的方法可以对这些超细颗粒物进行实
时监测和识别。

长期接触粒径小于2.5 µm的空气污染物（PM2.5
）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以及癌症的风
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这些比人的头发直
径小30倍左右微粒每年导致约420万人患病死亡。

研究团队表示目前有许多技术可以测量空气中
的污染物，但是它们各有缺点，并且大多不能有效地
监测微小颗粒物。大多数研究都需要空气采样，然后
将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 

Xie和他的同事致力于空心光子晶体光纤应用
方面的研究，例如波长转换和光力学。他们认为这种
光纤技术有应用于污染监测的潜力。

研究人员偶然发现所使用的空心光纤可以帮助
解决污染监测问题。将激光器发射出的光聚焦到空
心光纤中，空气中的悬浮粒子在光力的作用下会被
激光聚积并送入空心光纤中

当激光和微粒穿过空心光子晶体光纤时，部分光
散射。通过测量透射光的变化以及粒子穿过光纤所
需的时间，研究人员可以获取关于这些粒子的有效
信息，例如粒子的大小和折射率从而识别这些粒子。

研究人员称目前已经知道空气中大多数污染
物的组成及其折射率，因此从这些信息中识别某 

 
 
 
 
 
 
 
 
种粒子并不是难事。 他们用聚苯乙烯和二氧化硅
颗粒对该方法进行了测试，发现这种方法可以有
效地识别和测量不同的微粒，包括直径为0.99 µm
的二氧化硅颗粒。

项目团队认为这种技术是稳定可靠的。粒子从
空心纤维的另一端被推出，它不会卡在里面造成任
何问题。理论上该技术不受时间限制，但在实际检测
空气之前，必须过滤掉大颗粒物以防它们扰乱系统
的正常工作。

Xie说，除了二氧化硅和聚苯乙烯，他们还测试
了其他的颗粒物，但研究人员仍需对不透明的颗粒
物和空气中的污染物进行深入研究。团队已为此技
术申请了专利，并计划开发一个用于监测室外空气
污染的原型。

粒子分析方法借助激光束聚积空气中的悬浮粒子，将
其推入空心光子晶体光纤中。通过监测光纤传输中的
变化来获取粒子的粒径和折射率。

本文采编自:
https://physicsworld.com/a/optical-fibre 
-device-can-detect-micro-pollutants-in-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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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维多利亚
湖水位上涨威胁
水电设施安全

与化石燃料相比，清洁
能源是否能够更好地
应对新冠病毒危机？

美国2020年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可
能超过煤炭

“氢能+海上风力发
电”模式或能成为实
现气候目标的关键

世界银行报告过度开采地下水
威胁河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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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开采地下水威胁河流健康

除了冰原以外，地下含水层中蓄含的淡水量
比其他水源都要多。地下水对于世界各地的河流，
从圣佩德罗河到恒河，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即
便在干旱导致河流水位下降的情况下，地下水仍
能起到保持河流流量的作用。

但是，近几十年来，人类已从这些地下水库中
抽取了数万亿加仑的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
一篇研究称，地下水过度开采导致全球数千条河
流生态系统“慢慢干涸”。该研究作者称，在曾经开

展地下水开采的流域中，约15%至21%的流域已
经超出生态临界值；到2050年，这一数字可能激增
至40%至79%。

全球环境流量的首次已经或即将达到临界值
的预估时间以及结果和模型敏感性的评估。a.各
个子流域已经或将要首次达到环境流量限值的平
均时间（使用HydroBASINS数据集23中的子流域
水位），以年为单位。b.已经或将要首次达到环境
流量限值的估算时间的全球分布。直方图表示使

一项新研究表明，到2050年，全球将有数千条河流和溪流超出生态临界值

在过去数十年中，亚利桑那州圣佩德罗河附近的地下水开采导致该河流量日益减少。
随着水位下降，圣佩德罗河的生境也遭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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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平均气候输入（HadGEM2-ES）得出的估计值。
研究绘制了所使用的三个气候输入的累积频率（
彩色线），同时也绘制了两个使用不同参数值的运
行的累积频率，这两次运行得出了达到环境流量
限值的流域数量的最小和最大值（请参阅“方法”
一节；灰色线，采用最小电导率值表明平均和最大
河流深度）。c.对研究估算出的首次达到环境流量
限值的时间（模拟）以及基于美国堪萨斯州42个观
测站的河道流量观测值估算的“观测”环境流量限
值进行评估。右下图显示了数据的分布情况，每个
方框的底部和顶部分别表示25%和75%分位数，
方框内的线则表示中位数。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弗莱堡大学的水文学家
Inge de Graaf说，这意味着全球数百条河流和溪流
将进入严重缺水状态，直接威胁依赖其生存的动植
物。“我们可以将这种生态影响看做一个定时炸弹，
现在抽取地下水，取水活动的影响要在十年甚至更

长时间之后才会显现出来。因此，我们现在的所作所
为将在未来数年里给我们的环境带来持续影响。”

地下水对现代生活的支柱作用

位于亚利桑那州西南部的圣佩德罗河是美国
西南部唯一一条未建水坝的河流，这条河流曾经
波涛汹涌，激流涌动。鸟儿在迁徙途中停下来歇
脚，吱吱喳喳，呷水嬉戏。河中还时常可见珍稀鱼
类在水中游弋。

但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人们在附近地区开
凿出许多水井，从地下含水层中抽取大量干净、凉
爽的清水。原来圣佩德罗河中的很大一部分水流
并非来自雨水和上游的雪融水，而是来自这些地
下水源。人们从含水层中抽出的水越多，流入河流
的水就越少。圣佩德罗的湿地、三角叶杨林、动物
群和曾经湍急的水域也相继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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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支柱。在全球范
围内，如今约40%的农作物都是抽取地下水来浇灌
的。但是，提供灌溉用水的含水层却需要数百年甚至
数万年的时间才能完全补给。这些地下水可能是在
2万年前，当纽约市还被覆盖在广袤的冰原之下时，
通过裂缝渗入的。

大部分地下水的抽取速度远远高于其补给速
度。这对居住在降雨不足的地区的人群造成的潜
在影响巨大，致使他们无法获取饮用水或种植作
物。但是，远在人类问题显现之前，河流、溪流和周
边生境就已经遭受到威胁。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淡水科学家 Eloise Kendy
解释说：“你可以将含水层想象成一个盛满水和沙
子的浴缸，然后，想象一下用你的手指轻轻划过沙
子顶部，形成一条小径。水会通过沙子渗入这条小
径，聚积成一条‘溪流’。如果你只从浴缸中抽出一
点点水，即便浴缸里还剩下很多水，这条溪流也会
逐渐干涸。如果说这原本是一条健康的河流，那么
现在你已经摧毁了它。由于河流并不会尖叫或咆
哮，因此我们不一定知道它们面临威胁。”

水是生命之源，直到我们失去这一
宝贵资源

在这项新研究中，团队开展了一项全球性研
究，着眼于因地下水开采速度过快，导致河流和溪
流的水位大幅下降，超出临界值的地区，也就是水
位下降至干旱季节平均流量的90%以下的水域。此

时地下水对河流流量至关重要。可持续水域的水资
源专家 Brian Richter说，如果河流和溪流在一年
中有超过三个月，连续两年以上超过临界值，就会
危及淡水系统中的动植物。

他说：“在这些敏感时期，水分损耗程度也许微乎
其微，但从生态角度来讲，这些损耗具有重要意义。”

依赖健康河流和溪流生存的淡水物种属于世
界上濒危物种。

在这项新分析中，De Graaf和她的同事发现，
在曾开展地下水抽水作业的流域中（约占全球流域
的一半），15%至21%的流域已超过临界值。他们称，
气候变化加剧全球多地的旱情，地下水以及河流和
溪流所面临的威胁日益加剧。

他们的预测可能相对保守。作为基准数据，他
们参照2010年的全球需水量，并进一步调整了气
候模型，以探究地下水系统压力如何发展。但是随
着人口膨胀和对食物的需求增加，气候变化之外
的其他原因也可能加大地下水负担，并随着地下
水源的开采而加剧。

但是，地下水过度开采的影响需要数年甚至数
十年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德州农工大学的水文学
家、工程师Gretchen Miller解释说，降雨量的变化
会对河流流量产生直接可见的影响：倾盆大雨之后，
河水往往会暴涨。但是地下水隐藏在地下，其发生的
变化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而且并非总是
体现在开展抽水作业的地方。这也使得含水层管理
问题更具挑战性，而目前只有一小部分流域制定了
相关计划来应对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science/2019/10/
groundwater-pumping-killing-rivers-st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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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维多利亚湖水位上涨威胁
水电设施安全

在乌干达，维多利亚湖的水位已暴涨至半个多
世纪以来的最高水位，威胁水电站平稳运行。乌干达
位于东非，其电力供应几乎完全靠坐落在尼罗河上
的四座水电大坝来提供，而维多利亚湖则是尼罗河
的“水库”，补给尼罗河的水源。

维多利亚湖湖面广阔，是乌干达、坦桑尼亚与
肯尼亚三国的界湖，约有23条河流的河水汇入其
中。乌干达水利和环境部长Sam Cheptoris称，从
去年8月左右开始的强降雨天气导致维多利亚湖水
位暴涨，现已上升至13.4米左右，创下1964以来的
最高记录。水位上升导致纸莎草堆随着水流漂浮，
形成大量浮岛，对水电基础设施构成威胁。人类活

动，尤其是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退化，也加快了水
位上升。森林覆盖面积减少，湿地、湖岸和河岸侵占

（包括土地使用不规范等）导致土壤侵蚀，使水体
内泥沙淤积。裹挟大量泥沙的水迅速涌入湖泊和
河流，进一步降低了水体的蓄水能力。

4月14日，汹涌的水流将纸莎草堆冲入乌干达
东部金贾区的两座水电大坝，堵塞了大坝的进水
口闸门，导致乌干达全境电力供应中断。为了缓解
洪水，乌干达将通过金贾水坝闸门向下游释放的水
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埃及的大部分水源靠自尼罗河
供给，因此，乌干达此举很可能使埃及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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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影响和行动
 
由于维多利亚湖水位上升而被洪水隔绝的

Munyonyo Mulungu海滩
维多利亚湖湖面广阔，绵延约7万平方公里，是

世界第二大淡水体，非洲最大湖泊，也是尼罗河的
主要补给水源。湖中遍布80多个景色优美的岛屿
群，维系着渔民和沿湖企业的生计。但是对于许多
人来说，维多利亚湖同样也暗藏危机。据当地官员
称，受不稳定天气条件以及通讯不畅和资源短缺等
诸多因素影响，每年约有5,000人葬身维多利亚湖。

维多利亚湖流域委员会警告称，水位还将继
续上升，强烈建议低处的居民立即撤离避难。前的
水位已达到自196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1960年
至1964年间，维多利亚的水位上升了2.5米。水位
上升基于水平衡来说的，而水平衡主要由入流量
和出流量决定。维多利亚湖的入流量主要来自降
雨，占入流量的80%以上，其余20%通过排水系统
注入湖内。另一方面，流出量则主要是蒸发量（占
76%）和流入尼罗河的水量（占24%）。从该分析中
可以明显看出，维多利亚湖的水位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降雨量。

目前，乌干达金贾地区的海波比平均海平面高
出1135.8米，而坦桑尼亚姆万扎比平均海平面高出
1134.28米。基苏木郡则高出平均海平面1132.11米。
这些高程数据非常重要，从中可以粗略推算出低于
或高于维多利亚湖水位的区域。

超出地方的控制能力

维多利亚湖回流不断增长，目前已超出地方
的控制能力。东非共同体应当合力找出解决方案。

Magnam环境网络董事长称，环境恶化，尤其
是维多利亚湖流域周围山顶的环境恶化，是造成
水位上升的原因之一。防止土地侵蚀的林木遭到
大量砍伐，导致大量裹挟土壤的径流注入附近的
河流和湖泊，造成泥沙淤积。土壤沉积会导致河流
和湖泊深度变浅，引起水位升高，发生回流现象。

他指出，可以通过开展疏浚作业，清除湖中的淤泥
沉积物来解决问题。

南迪山遭遇强降雨后，大量土壤沉积，堵塞了
诸多河口，尤其是那恩多河（River Nyando），导
致河水无法注入维多利亚湖。这样一来便会使河
水回流，大量涌入村庄。碳排放量增加引起的气温
上升影响臭氧层，臭氧层遭到破坏后，太阳光能够
轻而易举地穿透大气层，直接照射水面，从而导致
水温升高，增加海洋和湖泊的水量。

为了缓解这一问题，专家建议在山顶种植大量林
木并采用现代先进耕作方法特别是在河湖沿岸，防
止泥沙淤积。他们还呼吁采取多部门联合措施来控
制水污染，特别是禁止将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其他废
物直接排放至河流和湖泊中。禁止在河湖岸上开展
采沙作业。建议疏浚水道，增加河流和湖泊的深度。

污染的影响

201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东非地区正处于气候
变化导致转变发生的边缘。而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全
球变暖引发天气模式变化，导致维多利亚湖的水位
在未来10至15年内将持续上升。

这项研究是由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海洋、
地球与大气科学系开展的。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
授兼气候学系主任Fredrick Semazzi表示，维多
利亚湖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填满，进而水位上升。
根据气候变化预测，维多利亚湖周边地区的降雨
将会有所增加。这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尤其是
容易受到气候影响的行业，波及道路网络建设、发
电和沿湖企业等。”

湖泊与整体气候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因
此有必要增强气候模型的技术能力，以明确区域因
素及其与全球性现象相互作用的方式。

水葫芦和水污染正在导致鱼类种群资源日益枯
竭。Usoma海滩管理部门的主席称，应鼓励渔民参
与湖泊管理工作，尤其是协助开展水葫芦清理工作，
水葫芦导致鱼类资源枯竭，如果能够清除水中的野
生水草，渔业部门将实现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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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私营部门建立合作

联合国已与俄罗斯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旨在清
除维多利亚湖中的有害野生水草。清除水葫芦将进
一步释放渔业和水路运输活力。

俄罗斯大使Dimitry Maksimychev近期表
示，俄罗斯政府已向该项目划拨7亿先令。俄罗斯、
联合国和基苏木郡政府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致力于清除14,000多公顷的水葫芦。

维多利亚湖周边地区开展的各种活动已导致
这个世界第二大淡水湖遭到大规模污染。该计划
将由基苏木郡政府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肯尼
亚）的技术支持下实施。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UNDP）也根据优势和核心专业能力共同
为该计划提供技术支持。粮农组织将处理可持续土
地管理和环境政策方面的问题，而开发计划署则将
侧重于高效利用方面。

该项目积极寻求私营部门的参与，吸引其对
水葫芦加工产品的兴趣，从而为项目提供投入、设
备和资金，促进市场开发。

该项目的目标是惠及基苏木、布西亚、米戈利、
霍马湾和夏亚这五个沿湖郡内的450万居民。项目
还以基苏木郡为首个切入点向湖区周边社区居民，
尤其是青少年和妇女，培训相关知识和技能。这项
计划属于俄罗斯政府为非洲可持续发展、非洲联
盟《2063年议程》、肯尼亚2030年愿景和四大议程
提供的支持工作。

联合国肯尼亚驻地协调员Siddharth Chatter-
jee表示，在肯尼亚于去年11月举行可持续蓝色经
济会议后，他们已开始积极采取下一步切实措施。
他说：“我很高兴看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粮农组
织将携手通过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肯尼亚）向肯
尼亚提供支持，改善生活在湖区的数百万肯尼亚
人的生计。”欧盟已捐赠2.6亿先令，促进维多利亚
湖的可持续渔业发展。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hydroreview.com/2020/05/05/hydropower-at-risk-as-water-levels-at-lake-victoria-rise
https://www.the-star.co.ke/counties/nyanza/2020-04-21-death-displacement-and-destruction-as-lake-victoria-rises



8 

2020年第6期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与化石燃料相比，清洁能源是否能够更
好地应对新冠病毒危机？

新冠病毒对整个能源行业造成了灾难性影响，
各个部门都在苦苦挣扎。尽管经济不景气，电力需
求创历史新低，部分清洁能源公司仍实现了强劲
的财务业绩增长。Andrew Fawthrop探究了为
何低碳能源供应商似乎能够更好地应对此次危机，
以及能源转型的讨论如何成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
期间的关注重点。

今年年初，全球能源产品需求创下新低，为整个
能源行业带来沉重压力。全球石油巨头近期数月业
绩惨淡，这一不容忽视的市场挑战也在多家公司发
布的第一季度财报中清晰地体现出来：资产负债表
上出现各种亏损、收益欠佳以及罕见的股息削减。

与此同时，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一份市场
评估报告强调，煤炭和天然气在全球能源结构中所

在全球能源需求低迷的情况下，Orsted 等清洁
能源供应商从电网优先接入权中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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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重下降——这两种发电能源的需求都有可能缩
减至上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诸如清洁能源领先公司Orsted和Iberdrola
更是捷报连连，尽管2019年新冠病毒为其带来重重
运营挑战，这两家公司在2020年前三个月仍然实现
了强劲的财务业绩增长。丹麦风电专业公司Orsted
的收益增长了33%，在截至3月的三个月中，其营业
利润将近10亿美元，而在同一期间，将业务重点转向
清洁能源的西班牙公用事业巨头Iberdrola公司则
实现了5.3%的净利润增长，净利润超过10亿美元。

欧洲行业领导者承认清洁能源在后
新冠病毒世界的长期重要性

在这一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中，清洁能源行业
与化石燃料行业的命运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而在
其中发挥作用的诸多因素则将人们的目光再次聚
焦到在危机前便如火如荼的辩论上——关于低碳
能源转型的辩论。

Iberdrola的首席执行官Ignacio Galán在介
绍其公司业绩时表示：“经济复苏之路必须是绿色
的，并且应当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核心，我们在这一
点上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尽管面临着新冠病
毒疫情造成的市场压力，根据Iberdrola发布的报
告，其第一季度收益仍然有所增长。

全球能源协会以及欧洲决策者在制定财政复
苏计划以帮助各国在2019新冠病毒疫情结束后重
建经济时也表达了对这一观点的支持。

随着将绿色转型整合进入新冠病毒疫情结束
后的经济路线图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化石燃料公
司在如何证明其仍为明智投资选择方面也面临着
越来越大的长期压力——甚至超出了因新冠病毒
封锁而导致的燃料需求低迷和商品价格暴跌等迫
在眉睫的问题。

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首席执行官Ben van 
Beurden在上个月谈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
宣布，这家石油巨头计划加快步伐，争取到2050年

实现净零排放。他向投资者表示：“壳牌正在从能源
转型中寻找商业价值，并努力在未来成为世界一流
的投资选择。像壳牌这样的石油和天然气企业面临
的最大长期问题是气候变化引发的问题。”

在电力需求大幅下降之际，清洁能源
已获取电网优先接入权

新冠病毒引发了巨大经济动荡，电网和电力公
用事业公司被要求优先购买低碳电力而非化石燃料
生产的电力，而清洁能源的相对优势则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这一举措。这表明人们对高碳能源供应的
负面情绪日益渐涨，并清楚地表明了与气候有关的
监管干预措施对行业动态的影响。

GlobalData数据库的高级电力分析专家Somik 
Das表示：“电力需求下降和负电价对化石燃料发
电的冲击最大，因为在大多数电力系统中，电网运
营商必须优先购买清洁能源。在已开发市场中，电
力需求持续下降以及天然气价格下跌已导致煤基
发电厂被关闭。例如，英国已经连续20天在没有使
用任何煤基发电技术的前提下满足其电力需求。
由于需求不足，与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公司相比，
以化石燃料为核心的企业无法刺激投资。”

 

电网运营商被要求优先购买低碳能源而非化石
燃料生产的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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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整个能源行业的资本预算都被压缩，因此
这一优先融资渠道极大地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电力
公司的发展，使其能够保持重要的运营流动性，并
说服投资者相信，与化石燃料相比，清洁资产更为
安全。这些公司正在努力保持流动性，以避免延期
付款造成的影响并确保其运营和施工活动的正常
进行。即便供应链中断，其在建项目也不会被延迟。

国际能源署表示全球能源行业将不
同以往

在上周对这些更新的财务报告进行审核的同
时，国际能源署对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下的全球能源
行业状况进行了预测，将新冠病毒称为能源市场在
70多年来遭遇的“最大冲击”。

全球能源监督机构的执行董事Fatih Birol在
谈到这一前景时表示，“用电量前所未闻地出现暴
跌，只有可再生能源还能坚持下去。现在确定长期
影响还为时过早，但经历此次危机后，能源行业将
与以往大不相同。”

据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低碳发电能源的份额
将有所增加，占全球年度能源结构的40%左右，而煤
炭和天然气“正在遭受总体电力需求疲软和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日益增加的双面夹击”。

可再生能源正与化石燃料进行价格
竞争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期间，所有电网优先考虑
清洁能源必然促进了低碳能源生产商的成功，与此
同时，规模化优势带来的可再生能源成本持续下降
也在其中发挥了推动作用。

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在近期发表的一项
研究中强调，随着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关键市场上
与其进行价格竞争，煤炭和天然气面临着越来越
大的成本压力——太阳能光伏（PV）和陆上风电目

前已成为全球至少三分之二的人口可以选择的最
廉价的新建发电能源。

 

根据最新评估结果，自2019年以来，陆上风电
和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光伏的平准化电成本分别下
降了9%和4%——目前分别为每兆瓦时（MWh）44
美元和每兆瓦时50美元。这一下降趋势主要归因于
新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规模在近年来不断扩大，尽管
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重大破坏将不可避免地削弱
所有未来预测的准确性。

彭博新能源财经的首席经济学家Seb Henbest
称：“新冠病毒将对化石燃料和可再生电力的相对
成本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短期
和中期融资成本将会发生何种变化。另一个令人
担忧的问题是商品价格——在世界市场上，煤炭和
天然气价格已经下降。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这
将有助于暂时保护化石燃料发电量，使其免受可
再生能源的价格冲击。”

彭博新能源财经对全球大容量发电项目的平准
化电力成本（LCOE）的评估结果（来源：彭博
新能源财经）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nsenergybusiness.com/features/coronavi-
rus-clean-energy-fossil-f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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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可能超过煤炭
能源分析机构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称，美国的煤炭发电量
“完全有可能”降至20%以下——相比六年前39%的占比大幅下降。

IEEFA 对 3月份的初步估算表明，煤炭在电力部门发电量中所占份额为 17.3%，
而可再生能源所占份额则为 19.9%（照片版权：pxfuel）

能源分析专家表示，美国今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可
能超过煤炭。原因包括投资者对清洁技术的兴趣日益浓
厚，清洁技术的价格持续下降，许多专家将清洁技术视为
比化石燃料更安全的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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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如何超过
煤炭

美国能源信息署在其最新发布的短期能源展
望公布了相关数据并预测，美国煤炭发电量将从
2019年的24%下降至今年的20%左右。

这将使煤炭成为美国能源结构中的第三大能源，
仅次于天然气和核能，但仍然略高于可再生能源。

分析专家提供的数据表明，今年年初数月的下
降趋势越来越令人担忧。

1月，煤炭占电力部门发电量市场份额的19.9%
，可再生能源占17.6%。

接下来的2月，煤炭所占份额降至18.3%，可再
生能源份额上升至19.7%，而对3月份的初步估算表
明，化石燃料占17.3%，清洁能源占19.9%。

由于火力发电厂往往会在4月进行脱机维护，
因此4月的煤炭发电量往往较低，与此形成对比的
是，4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往往较为强劲，尽管
如此，今年4月的数据对于煤炭行业而言仍然非常
令人揪心。

截至4月24日的数据表明，煤炭所占市场份额
为15.5%，可再生能源为21.7%。

有专家称，这“无疑是煤炭破纪录的最低份额”
，也是可再生能源实现的最高总份额。这些趋势不
仅体现在过去几个月中，在最近五到十年里，能源
行业一直保持着这一趋势。

煤炭正在丧失作为主要国际市场最
廉价发电能源的地位

正在苦苦挣扎的不仅是美国的煤炭业，煤炭也正
在丧失作为主要国际市场最廉价发电能源的地位。

金融智库碳追踪计划（Carbon Tracker）于上
个月开展的分析表明，煤炭发电量比重降低为新项
目和已规划项目造成了6000亿美元的投资风险，
导致这些项目可能沦为“搁浅资产”。在全球范围
内，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日益下降，
其“竞争力正在赶超”煤炭，目前超过60%的现有
火力发电厂的运行成本要高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厂。

全球碳排放环境法规的发展也在其中发挥着
一定作用。碳追踪计划称，最迟到2030年，在所有
市场中新建风能或太阳能产能都将比继续燃烧煤
炭要便宜。这也给那些为新煤炭企业投入资金的
政府和投资者带来了风险，这些企业通常需要15
至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收支平衡。

电网运营商被要求优先购买低碳能源而非化石
燃料生产的电力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ns-businesshub.com/news/us-renewables-c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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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海上风力发电”模式或能成为
实现气候目标的关键

作为全球最大的海上风电场开发商之一，沃旭能源认为，其大型风力涡轮机
在绿色制氢以及遏制气候变化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

在过去十年里，海上风力发电已从一项前沿
技术迅速发展为一个产值达数十亿美元的行业，
它生产的绿色能源成本低廉与化石燃料不相上
下。丹麦沃旭能源公司预计，海上风电场的规模和
效率决定了它在为重工业提供绿色氢能方面有着
巨大发展前景。

氢的重要地位在于它是目前少数几种燃料燃
烧时的高温可以用来制造钢铁和水泥（两个污染最
严重的工业）。目前生产的氢气大多来源于天然气，
制造过程中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氢气在燃烧过程
中不会生成二氧化碳，因此利用风电场的电力电解
制氢可以使氢气成为一种零排放燃料。如果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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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摆脱对污染性的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就不可
能实现2015年《巴黎协定》中制定的气候变化目标。

“发展氢能是必不可少的”沃旭能源公司的氢
能负责人Anders Nordstrom在接受采访时说。“
能用电解决的就用电去解决，但在脱碳方面，电力
无计可施，氢能便是次佳选择”。

制造业生产主要靠高温炉，而高温炉使用的主
要是煤炭和石油等化石燃料，因此制造业约占全球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0%左右。水泥制造过程涉及化
学反应，因此除了燃料燃烧造成的排放外，这一过
程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在这一类过程中可以使用氢气作为替代燃料。
问题是如何在不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情况下制
取氢气。使用电解池能够从水分子中分离出氢气。
氢气燃烧后的产物只有水蒸气。如果整个过程由
风电场提供电力，则不会产生任何排放。

对于沃旭能源公司来说，结合海上风电场和
氢电解池是非常有意义的。与陆上风电场相比，海
上风电场的风力涡轮机更大，且风机运行地更为
频繁——其产生的电力之多，有时甚至在电网饱和
的情况下仍会继续运行。

制氢工厂可以利用这些电力将其转化为氢气。
这样一来还有另一个益处，即可以将能源存储起
来以备后用——而如果能量以电力的形式储存，就
比较困难。

随着海上风电项目在欧洲的快速发展，电解池
也可能有助于平衡风电场的波动性发电率。在风力
较为微弱的情况下，电解池关闭；在风力逐渐增强
时，制氢量也随之提高。

Nordstrom自2018年起便在丹麦能源公司管
理着一支氢能源开发团队。2019年，沃旭能源公司在
英国和德国推出了两个试点项目。该公司也对荷兰
海岸附近的一个海上风力发电场投标，虽未中标，但
在标书中也提及了绿色氢能的计划。Nordstrom表
示，沃旭能源公司将继续在荷兰开发氢能项目，在欧
洲西北部也有一系列尚待开发的项目。

成本是氢能面临的主要挑战。据彭博社新能源
财经（Bloomberg NEF）报道，由可再生能源电解
的成本较高，每千克氢气的生产成本介于2.50美元

（约人民币17.6元）至6.80美元（约人民币48元）
之间。BNEF提供的数据显示，氢气的生产成本降
至2美元以下，为才能在竞争力方面与煤炭抗衡；
而要打败最便宜的天然气，氢气的生产成本须降
至60美分左右。

Nordstrom称，到2030年，氢气的成本可能降
至与化石燃料竞争力相当的水平。但要实现这一目
标，我们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扩大电解项目规
模，电解池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及碳价升高。从发
展水平上看，氢能和海上风能具有相似性。几年之
前，海上风电的价格还高于核电。而现在，它在一些
地方的成本已经可以与煤炭不相上下。目前氢能的
情况和10年前的海上风电处境差不多，成本的降低
还需要再经历一场这样的过程。”

绿色氢能还要与同样能生产氢气的天然气竞
争。不同的是天然气制氢方法会产生二氧化碳。

Nordstrom称，到2025年，沃旭能源公司将突
破研究领域，启动运行电解池项目，其中包括在德国
开发的一个30兆瓦的项目。电解池项目的规模和潜
力不可估量。虽然很难预测1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但氢能产业当前的发展速度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
业指数级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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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2021年世界发展报告：数据
改善生活》概念文件网上磋商启动

数据的价值大部分尚未开发

数据在世界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
这引起并支持了一种观点，即，数据将改变世界。数
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创造出来，数据在我们大部
分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很容易假设数
字革命可能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改变人生的事
件。而且，在全世界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
数据的价值及其潜在的发展影响变得更加明显。

但是，尽管其增长速度前所未见，数据的很多
价值尚未开发，有待实现。对数据进行有益的再利
用面临许多障碍，从激励错位到系统的无序和不
兼容，再到根本的信任缺失。本报告通过对数据助
力经济发展的各种路径的讨论，目的也是阐述实现
这些收益所面临的挑战，为如何实现这些收益提供
指导，并提出保护公民的保障政策建议。

目前的数据景观与实现数据潜能的
环境

概念框架设定了报告的中心主题，即，数据（包
括主要为公共政策收集的数据和主要为私人、往往
为商业用途创造的数据）既能带来积极的发展成果，
也能造成负面影响。报告第一部分将审视数据对改
善贫困人口生活的巨大潜能，通过改进数据利用和
再利用以设计更好的公共规划、政策和服务提供，以
及通过促进私营部门增长提高市场效率和创造就
业。为实现这种潜能，需要对数据系统进行认真的
重新思考和结构重组，特别是对支持公共部门数据
利用的数据系统。设想的数据系统结构重组将把数
据置于政策决策流程的中心，大幅改善数据流通，以
确保数据可以为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方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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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第二部分将着眼于治理、法律、政策和基础
设施等问题，以使数据利用和再利用能够带来潜在
效益，同时制定安全措施减少造成有害后果的风险。

  

 “发展过滤器”：释放数据潜能造福
贫困人口

以上内容的讨论将把重点放在数据如何造福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我们把这叫做报
告的发展过滤器，意思是报告必须设法解决数据能
否并如何真正为全世界7亿每天生活费低于1.9美元
的极端贫困人口或9亿无电人口的生活带来变化的
问题；其中很多人无法上网，甚至没有通电，几乎没
有留下经济交易的任何数字追踪记录。此外，报告将
从低收入国家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撰写，他们往往缺
少为数字经济繁荣发展创造适当环境的基础设施、
法律法规框架和制度能力；或者尚未达到从经济上
受益于数据创新的规模。

欢迎关注中国水科院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

本刊联系方式：中国水科院 国际合作处
联系邮箱：dic@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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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用水综合管理与健康
新型冠状病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6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再次验证了实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6的重要意义，即为所有人提供水和
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新冠病毒疫情与
水和环境卫生密切相关。最简单直接的防护措施就
是勤洗手，连同保持社交距离，避免触摸眼、鼻、口
等行为可以有效阻止病毒传播。然而，全球仍有22
亿人的安全用水无法保障；42亿人缺乏卫生设施
服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2019），
病毒席卷全球，这些人的处境令人担忧。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实现可持续水
管理，防治或减少污染、水资源短缺和洪水灾害已
成为全球21世纪面临的关键性挑战。

水是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水维
持着森林、湖泊和湿地等生态系统的命脉，它们是
千百年来人类赖以维生的自然资源。但是，淡水资
源可利用量急剧萎缩，触目惊心。

农业用水占全球淡水取用量的70%，而工业、
生活和农业用水的供水压力仍在不断增长。这也
表明实现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对于提高粮食和农业
用水生产力至关重要。

农业与水传疾病

农业是造成水污染（包括微生物污染）的主要
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水资源管理
研究所，2018）。农业污染物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污

染水资源。其中包括不可持续的耕作制度，牲畜和
水产养殖业产生的废物、化肥滥用（包括粪肥）、杀
虫剂，细菌，微生物，淋洗导致的抗菌剂残留，以及
来自农田和牧场的地表和地下径流等。

部分人类病原体可以定植或感染牲畜；通过
水传播，这些牲畜可能成为感染人类的中间宿主 
(Coffey et al.， 2013)。目前现代医学已明确了1400
多种传染病，大多数可以在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 
(Taylor et al., 2001)。可以说人类健康与生态系统
健康休戚相关。

原始森林、牧场和湿地等生态系统的退化往往
会加剧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播。之前爆发的西尼罗病
毒、埃博拉毒病、非典、猴痘、疯牛病、禽流感和此次
新冠病毒疫情警示我们：人类和动物的健康是唇亡
齿寒的关系。这些疾病可以跨越动物与人之间的物
种鸿沟，且不依赖人类生存，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 
(Karesh and Cook, 2009).

为增进对健康和疾病的了解，就要以实现人
类、动物和环境健康——一体化健康为前提，才能
统一方法、有效实施。首先要解决三个当务之急：

●  认识到疾病会对保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和
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包括粮食供应）构成挑战，与
此同时，人类和动物健康问题亟待解决。

●  生物多样性保护，尤其是受保护的和可持续
管理的生态系统以及水质和可用水资源量，是当前
和未来人类健康与福祉的重要基石。

● 有必要建立和增强跨部门资金流，为以农
业-环境投资为途径改善全球卫生状况提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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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遵循可持续发展
目标6中体现的“共享水源，共享健康”概念，倡导多
部门协同水资源综合管理。这一举措充分体现出与
土地和水资源利用相关的决策对健康具有切实影
响。如若无视其中关联，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减弱，
疾病的出现和传播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粮农组织“共享水源，共享健康”的概念也为水
资源综合管理提供了新思路：重视不同形态的水所
具有的价值，并充分认识到水在保护人类、动物和生
态系统健康方面发挥的内在作用。需要重新审视人
类与自然的关系，以新的视角看待水和用水方式。

建议

传统水管理造成了分散、割裂的管理格局，低估
了不同水形态的价值。此外,传统方式未能充分吸纳
水传疾病与废物（特别是牲畜废物）管理之间的关
系，以及人与动物的健康福祉的附加值，包括通过
密切的人与动物健康相关部门合作所节省的资金。

充分证据表明，供水压力日益增加而现有地表
和地下水资源过度开采，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
表明人畜共患病威胁时刻存在，凡此种种，无不提
醒着我们革新的迫切性。

展望未来，各国可能需要考虑以下内容：
●  将水和卫生问题作为其发展计划、政策和

战略的重中之重，包括制定一项积极的政策计划，
以减少洪水、干旱等与水相关的灾害风险以及水
传疾病的传播。

●  监测和评估水资源，包括明确人畜共患疾
病传播的高发地区。粮农组织开发了全球水资源
和农业用水管理信息系统（AQUASTAT），该系统
按国家收集、分析和共享关于水资源、用水和农业
用水管理的数据和信息。粮农组织通过开放的遥感
WaPOR平台（https://wapor.apps.fao.org/home/
WAPOR_2/1）监测水生产力，并作为可持续发展目
标6.4（到2030年，大幅提高所有用水部门的用水效
率，确保可持续取水和淡水供应，解决水资源短缺
问题，大幅减少用水短缺人口）的托管机构支持各
国跟踪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进展。

●  将水管理纳入一体化健康多部门协同综合管
理之中。在水资源综合管理框架下，获取安全、可靠
和可持续的水资源，包括灌溉用水开发和水质以及
用于牲畜饲养、粮食生产和加工的水都是基本内容。

●  改善水质和供水，促进和推广技术创新，解
决农业废水管理（城市和牲畜）、中水回用、用水效
率问题；保护水生生态系统提供的关键服务。

●  增强全球健康安全，改善农业径流和牲畜
废物管理，灌溉管理和生物安全，以搭建预防、检
测和响应框架。

●  健康生态系统完善，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
可用资源和专业知识，解决农业部门的资源短缺
问题，促进综合项目的开发、资源调动和实施工作。

本文摘译自:
POLICY BRIEF: Integrated agriculture water management and 
health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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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挑战当前， 
美国多州仍在继续推进防洪强韧性规划

在发布新冠病毒防疫居家令仅仅两天后，西弗
吉尼亚州州长签署了一项立法，决定设立“强韧性
建设办公室”。这一新机构将按要求制定一项针对
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的综合备灾策略。除了西弗吉
尼亚州之外，美国多个州都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
情的同时，全力推行减轻不断增加的洪水成本和影
响的跨部门综合策略。

洪灾的成本非常高昂。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NOAA）发布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与洪
水有关的灾害已在全美造成超过8,450亿美元的经
济和财产损失（房屋、商业和关键基础设施）；如果未
来的洪水灾害会像专家预测的那样，愈发频繁而极
端，则洪灾损失的金额很可能还将继续增加。联邦政
府无力降低这些成本，因此洪水风险规划和备灾的

在抗击肆虐疫情的同时，决策者也在竭力降低自然灾害的风险和成本

2016 年 6月，在暴雨淹没Rainelle 镇后，西弗吉尼亚州一名警察和一位布里奇波特
市消防员在该镇的街道上巡逻，寻找被洪水困住的居民。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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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逐渐转移至各州。有研究表明这是一项明智之
举：在减灾工作上每投资1美元，全社会的平均灾后
恢复成本便可节省6美元。

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最近公开谈到了持续强韧
性战略开发工作的重要性，他表示：“在积极抗击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保持警惕，
提前计划和防备未来的自然灾害。”

北卡罗来纳州在连续数年遭遇破坏性飓风之
后，于2018年设立了州“恢复与强韧性建设办公室

（NCORR）”。目前正与北卡罗莱纳州环境质量部
合作制定该州的气候风险评估和强韧性计划。3月，
北卡罗莱纳州发布了一份报告，对历史气候模式和
未来预测进行了评估；该报告将为预计将于今夏颁
布的全州强韧性计划提供信息支持。

新泽西州州长于2019年10月签署了一项行政
命令，要求设立首席强韧官和跨部门气候适应力委
员会。该部门目前正在起草气候和洪水强韧性的综
合战略，以整合州和地方机构的洪水风险减低措施。
疫情期间，州政府举行的听证会和利益相关者参与
论坛均转为线上，有望按照原计划在今年秋季披露

新的综合抗灾报告。州长还指示州环境保护厅革新
环境许可和法规要求，将气候威胁纳入土地利用决
策，进而减少高风险地区的开发项目。

其他多个州也正在迈出强韧性规划的第一步。
田纳西州目前正在评估其自然灾害风险以及州内
各个机构的减灾措施的有效性。华盛顿州于2018
年成立了灾害强韧性工作组，以评估全州统筹协
调计划的可能效力。田纳西州的报告预计将于今
年夏季发布，而华盛顿州则计划于2020年底前完
成相关审核工作。

这些例子表明，各州完全可以在继续推进抗
疫工作的同时采取措施保护其公民免受损失惨重
的危险洪水的袭击。对于各州而言，提前应对不断
攀升的灾害成本至关重要，尤其是新冠病毒肺炎
疫情的爆发导致各项资源愈发紧缺。

新泽西州伍德布里奇（Woodbridge）河沿岸经过修复的洪泛平原降低了周
边房屋和高速公路的洪灾风险。州政府买断了位于洪泛平原的房产，目前
该洪泛平原的洪水吸纳量要高于被开发时的水量。美联社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pewtrusts.org/zh/research-and-analysis/
articles/2020/06/02/some-states-continue-with-flood-resil-
ience-planning-despite-coronavirus-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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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规模的扩张及带来的环境影响 
不容小觑

最新研究显示，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0亿，
为满足不断激增的粮食需求，农田灌溉面积也将
增长至数十亿英亩，远高于科学家当前的预测。这
将大幅增加含水层压力，农民无奈四处寻求水源致
使自然生态系统进一步遭到农业侵占。

现有的灌溉模型广泛用于制定水与粮食安全、
环境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政策。模型表明，在未来

30年里，农田灌溉面积可达5.9亿至11亿英亩（约
2.4亿至4.5亿公顷）。

然而来自普林斯顿大学、英国雷丁大学和挪威卑
尔根大学的研究人员称，现有模型的预测可能低估
了人口增幅，且假定未来农业用地和水资源始终保
持充足水平，无需寻找新资源，这一假设过于自信。

新研究表明，为满足全球粮食需求，2050年土地灌溉面积可达数十亿英亩，远高于科学家
当前的预测。这一情况将直接加剧含水层压力，致使农业侵占自然生态系统，灌溉机械的生产
运作也随之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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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Geo-
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上的文章称，实际
上，土地灌溉面积可能增至44亿英亩（约18亿公
顷），相当于整个南美州。报告建议“为避免低估潜
在环境成本，政策制定者应做好灌溉面积增长远
高于预期的打算。”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称，如此大规模的灌溉农
田扩张将对环境和其他社会领域产生巨大冲击。
目前，灌溉用水约占全球淡水取用量的70%。相比
约90%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最终还会返回含水
层，只有约一半的灌溉用水可以重复利用。通过蒸
发作用、植物蒸腾以及管道泄漏等输送损耗过程
中损失的水再无法参与水循环。

灌溉面积的增加意味着农业用地向新生态系
统或非耕地地区蔓延，生物多样性破坏程度也高
于预期。与此同时，灌溉用水需求增加，相应的，其
他部门可用水资源减少，因此水资源面临的压力
也高于预期。”

 

研究人员称，灌溉面积扩张会加剧气候变化，
当前的气候模型并未考虑到这一点。此前的研究
表明，灌溉作业能够改变地表温度和大气中的水
蒸气含量，进而影响气候，而这两项因素都是气候
模型的关键组成要素，也会影响云的形成以及大
气中或反射回太空的太阳辐射量。

灌溉对气候的影响还包括在灌溉机械的生产和
运行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最常见的现代灌溉设
备配有中心枢轴系统，这类系统由装有喷枪的轮式
管或围绕中央水源旋转的滴灌龙头组成。

灌溉面积增加，灌溉机械的投资和能耗也随之
增长，导致化石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因此实际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可能远高于预期。

最后，由于肥料和粪肥使用量的增加，土壤的
总氮和碳量上升。硝酸盐淋失污染地下水，肥料中
的氨也会挥发，这样一来，可用饮用水量减少。

该研究提醒人们对农田灌溉的影响不容小觑，
研究团队希望提高预测值的准确性，以科学合理预
测粮食需求激增和气候和环境挑战的相互作用。

灌溉对气候的影响？
 
灌溉的发展实现了多地粮食产量的增长；但

是，与其他人为造成的土地覆盖变化一样，农田灌
溉作业的持续扩张也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麻省理工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的研究团队深入
调查了非洲东部萨赫勒地区的杰济拉（Gezira）灌
溉计划。探究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灌溉项目之一
的农田灌溉作业对周边地区的降雨模式的影响。
研究人员结合理论模型分析与收集的1930年以来
数十年的观测证据进行了初步探索，这是一种新
型研究方法。

研究团队追溯了近60年的降雨、温度和河道水
流数据，并根据经验推断出灌溉开发对大气的影响。

研究人员称，人类活动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世界多个地区的土地覆盖和环境，灌溉系统的大规
模开发就是最直接的例子。对于所有开发项目而言， 
 

研究人员发现，现有灌溉模式低估了人口增长规
模以及未来的土地和用水需求。模型表明，在未
来 30 年里，农田灌溉面积可能增加至 5.9 亿至
11 亿英亩（约 2.4 亿至 4.5 亿公顷）。而这项新
研究报告指出，实际土地灌溉面积可达 44 亿英
亩（约 18 亿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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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充分了解行动对环境造成的潜在影响之前，
不可盲目进行。

根据研究人员基于其调查工作总结出的理论，
在进行大面积灌溉时，地表气温下降，地面气压升
高。进而推测，这种情况会减少灌溉土地上的降雨，
同时形成顺时针环流，与盛行区域风相互作用。这
种相互作用将产生特定的辐合区，增加周边部分
地区的降雨。

在完成对区域气候数据的深入分析后，研究团
队一致认为，东非萨赫勒地区的大规模灌溉开发持
续增加了灌溉土地以东多个地区的降雨量，同时减
少了灌溉区域的降雨量。该地区的降雨量和温度变
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匹配度超出了团队预期，并且
几乎与成因理论完全吻合。研究团队的发现表明我
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灌溉发展对农业、水文和经济的
潜在影响。

量化影响

要明确一个地区的气候，相关研究必须追溯
至少30年的数据。因此，研究团队研究了1930年至
1999年间的记录，以10年为间隔统计灌溉系统的安
装量，以量化灌溉作业对环境的影响。

研究的第一步是对数值模拟和建模进行补充
分析。使用团队在过去25年开发的复杂区域气候
模型（该模型反映大气以及陆面上空的条件）在灌
溉和非灌溉环境下进行模拟。

实验目的是从理论意义上明确杰济拉灌溉计
划中的土地灌溉对降雨的影响。在此之后，将模拟
结果与60年里真实降雨事件进行比较，验证研究
人员的猜想。

在研究团队对其模拟结果和收集到的经验证
据进行交叉对比时，对灌溉前后的降雨变化映射
描述表明，杰济拉灌溉计划覆盖地区的降雨量急
剧减少，而东部地区的降雨量则明显增加。降雨增
强的影响在杰济拉以东的格达雷夫（Gedaref）尤
为明显。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随着杰济拉灌溉计划
的发展，格达雷夫降雨量显著增加，现已发展成为
一个成功的雨育农业区。这一气候与非洲萨赫勒
地区大部分地区的持续干旱天气形成鲜明对比。

优化效率

毋庸置疑，灌溉是解决农业问题的理想方案，
但充分了解人为土地覆盖变化及其对自然环境的
影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之举。

这项研究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了土地利用和土
地覆盖变化对大气的影响。研究人员指出，此项研
究没有考虑灌溉发展之外其他可能影响气候的过
程，例如大气的化学组成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全
球气候变化。

目前研究人员已明确大规模灌溉开发可能造成
的影响，此领域的最新进展有助于对全球气候变化
的区域和局部影响进行更为严谨的归因。

毫无疑问，非洲和其他地区迫切需要开展大规
模灌溉作业。目前，我们对人为土地覆盖变化可能造
成的影响有了基础的了解，并且可以在灌溉系统的
设计阶段结合这一发现进行完善。

本文摘译自:
https://environment.princeton.edu/news/expansion-environ-
mental-impacts-of-irrigation-by-2050-greatly-underestimated/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09/how-does-irriga-
tion-affect-cl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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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管理研究院结合物联网技术开发
地下水用水数据库

由于降雨量波动性较大，非洲农民对地下水的
依赖程度加大，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地下水是唯一可
靠的灌溉水源。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IWMI）开
发了线上水资源信息平台，可提供非洲大陆的取水
量、灌溉面积和能源使用情况的近实时信息。

IWMI的REAL-GUD（东非地下水使用实时监
测数据库）项目是2019年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挑
战赛（CGIAR Inspire Challenge）的四个获奖项
目之一。目前该项目以肯尼亚一个案例研究为基础，

结合物联网（IoT）技术应用并取得进展。数据信息帮
助农民明确信息，了解他们可以在哪些地方持续使
用太阳能灌溉；帮助决策者高效管理地下水资源。

使用太阳能灌溉泵是一种可持续解决方案，尤
其是与柴油泵相比。但由于太阳能灌溉泵的运营几
乎零成本，有可能导致过度使用宝贵的水资源。RE-
AL-GUD与太阳能灌溉技术供应商Futurepump
开展合作，后者的太阳能水泵配有数据记录器，可
测量泵机的能耗以及使用时间。

将传感器嵌入太阳能灌溉泵网络系统很可能搭建起全球第一个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下
水用水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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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太阳能灌溉的迅速普及，让IWMI研究人
员尤为感兴趣的问题是，哪些土地最适用太阳能灌
溉技术，以及太阳能灌溉泵（SIP）将如何影响地下
水资源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水、农业、能源和环境
系统。IWMI专家和Futurepump共同开发了一
个应用程序界面，将显示泵机使用数据的仪表板与
获取电机的电压和转速（以RPM为单位）等数据的
IWMI系统结合起来。

在数据能够为农民、决策者和企业等目标受众
所用之前，项目需要开展案例研究，通过地面测量来
验证泵机数据，并了解如何将数据转化为直观的图
像，充分显示可用水资源和它的利用情况。例如，专
家需要了解如何根据泵机提供的数据来测量地下水
流量和地下水埋深，以及明确任何数据缺口的原因。

今年早些时候，该项目决定重点着眼于肯尼
亚维多利亚湖附近的基苏木市。IWMI专家同Fu-
turepump和内罗毕大学原本计划共同在基苏木
开展一项地面验证实践，但这一工作目前因新型
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宣布暂停。通过案例研究，项目

将探索出一个通过电压、电流和泵速映射抽水量
和地下水埋深的方法。之后可将这一方法用于采集
Futurepump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安装的4000台远
程监控泵机中的数据。

像REAL-GUD这样的项目只是IWMI利用新
技术和大数据来实现地表或地下水资源可持续管
理的一个例子。在公私合作项目中开发的这类工
具将为农民、水资源规划人员和管理者提供更有
效的水资源管理方法，并增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
和其他影响的韧性。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iwmi.cgiar.org/2020/04/challenge-winner-
moves-forward-with-iot-to-develop-world-first-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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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卫星持续16年追踪
地球冰盖融化情况

2003 年至 2019 年南极洲冰量增减图。海岸附近，尤其是南极洲西部和南极半
岛附近的冰盖减少量（图中深红色和紫色区域）超过了冰川内陆的增加量（图
中蓝色区域）。图中圆圈是南极点区域，未收集到该地区的数据。

华盛顿大学研究团队近期发现，在过去16年
里，南极洲和格陵兰岛冰盖的消融速度远远超过了
积雪速度，导致海平面自2003年以来升高了约14毫
米。这一发现基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
两个激光测距卫星任务的高程测量结果，有助于进
一步了解气候变化对冰盖的影响。

过去，针对冰盖变化的研究通常结合各类空中
任务和卫星任务的测量结果，而这些测量结果往往
只能代表某一时间的快照。然而，在这项新研究中，
研究人员将NASA 2003-2009年 ICESat卫星（冰、
云和陆地高程卫星）任务与2018年发射的ICESat-2 
卫星任务的数据进行对照，从而能够对数千万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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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高程变化进行详细对比。研究团队可以据此估
算出冰盖量在这十多年间发生的变化。

在观察冰川或冰盖时，一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并
不足以体现出气候变化对其造成的影响。而ICESat
和ICESat-2之间的跨度为16年，这使研究人员更加
确信观察到的冰盖变化与气候的长期变化有关。

研究人员发现，在2003年至2019年间，格陵兰
岛的冰盖平均年损失量为2000亿吨，而南极洲的损
失量约为1180亿吨。为便于理解，1亿吨冰可以填
满约4万个奥林匹克游泳池。格陵兰冰盖融化是导
致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

 

研究团队发现，格陵兰岛沿岸冰川逐渐变薄（
如Kangerlussuaq冰川和Jakobshavn冰川），冰
损失严重，冰盖高程平均每年下降4至6米。夏季温
度升高导致冰川和冰盖表层融化，除此之外，由于
海水温度升高，部分冰锋也在加速融化。

与此同时，南极洲的降雪量增加似乎正在逐步
增加内部冰盖厚度，但积雪速度仍赶不上冰盖边缘
的融化速度。 研究人员观察到在西南极洲许多冰
川在迅速变薄，这些冰川下游端的冰架漂浮在水
面上，也逐渐变薄。

由于这些冰架已经在漂浮在海面上，所以冰架
融化并不会导致海平面上升，但会产生连锁反应。研
究人员解释说：“冰架就像是支撑大教堂的扶壁。如
果冰架融化，甚至一旦冰架变薄，冰架的支撑力会
大幅减弱，进而导致底冰的流速加快。”

南极洲西部的部分冰川是南极大陆上流动速
度最快的冰川，研究团队发现，Thwaites冰架和
Crosson冰架的冰损失程度最高，平均每年减少5
米和3米。

研究结果增进而非颠覆了我们对冰盖流失趋
势的了解。 ICESat数据能够支持其他近期开展的
冰盖量的平衡评估工作。与雷达相比，ICESat-2的
测量精度更高，可以对陡峭的冰盖边缘进行更精
确的分析，而近期观察到的大部分底冰融化现象
均发生在冰盖边缘，帮助我们深入了解造成这一趋
势的因素以及探索融化的冰架和冰川之间的平衡。

2003 年至 2019 年格陵兰岛冰量增减情况。图中
深红色和紫色区域表示海岸附近较高的冰融率；
蓝色区域表示冰盖内部较低的冰积率。

本文摘译自:
https://physicsworld.com/a/nasa-satellite-missions-track-16-
years-of-earths-melting-ice-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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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质调查局开发新一代 
水文观测系统

随着水科学取得重大进步，技术和计算能力实
现新突破，美国地质调查局开发了新一代水观测系
统（NGWOS）。NGWOS优化了成本和时效性，可为
更多地区提供水质和水量的实时数据。

NGWOS整合置于水中、地面和空中的固定和
可移动监测设施，包括创新型网络摄像头和新型地
基和天基传感器。投入使用后，NGWOS将提供有关
河道流量、蒸散、积雪、土壤湿度、水质、地下水/地表
水关系、流速分布、泥沙输送和用水的高时空分辨率
数据。NGWOS的设计充分考虑了美国地质调查局

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因此其生成的数据
和信息将能够帮助更准确地预测水资源短缺事件，
对与水有关的灾害迅速做出反应。

NGWOS在特拉华河流域进行了试点工作，探
索NGWOS在对国家具有重要性、复杂的州际河流
体系中进行应用的前景。

2019年11月，美国地质调查局将科罗拉多河上
游流域数据纳入了NGWOS监测库中。这很可能帮
助NGWOS改进预测以融雪水为主的水系中地区水
事件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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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WOS的特点

●  最先进的测量技术
●  在选定地点安装的密集传感器阵列
●  更广泛的时空覆盖率
●  新技术测试与实施
●  更高的运行效率
●  现代化的及时数据存储和传送

NGWOS数据支持先进的建模工具，提供及时
准确的洪水和干旱预报，推动完善应急和水管理决
策支持系统，解决以下难题：

●  洪水和干旱的近期和长期风险如何？哪些因
素会导致风险变化？

●  季节性积雪中存储的水量有多少？季节性积
雪变化如何影响供水？

●  是否已进入干旱初期？干旱恢复工作需要
多长时间？

●  通过蒸散损失的水量有多少？
●  如今水质如何？水质在干旱/降水期间如何

变化？
●  地下水贡献了多少河道流量，或者河道流量

贡献了多少地下水？

新兴和创新技术

美国地质调查局目前正在推广使用大规模粒子
图像测速技术（LSPIV），这是一种使用视频分析技
术的创新方法，用来测量河道流量。

NGWOS旨在促进监测技术和方法的创新与
发展，降低数据成本并提高数据获取速度。监测的
创新也有望提供更高时空频率下更丰富的数据类
型。研究人员将在NGWOS示范流域中的干流和小
溪流上确定新测试站点。它们将对新兴和创新监测
技术进行严谨、透明和可重现的测试。相关技术包
括用于地表水遥感测速的雷达和图像测速仪，用
于测量水深以改善流量估算的搭载在无人机上的
探地雷达，用于持续监测水质和悬浮泥沙的新型
传感器等。这些创新技术的应用和效益不局限于
NGWOS示范流域，还将纳入美国地质调查局监控
网络的常规运行中。

NGWOS设计策略

2019年，美国地质调查局负责运营并维护全
美范围内的实时、连续监测网络，该网络包括8200
多个流量观测站，2100个水质监测站，1700个地下
水位监测井和1000个雨量站。美国地质调查局水文
学家每年都会实施数万次离散测量。每年收到的数

使用搭载在无人机上的探地雷达系统（图中白色
设备）测绘河流水深。

使用搭载在无人机上的探地雷达系统（图中白色
设备）测绘河流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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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获取请求超过6.7亿次。但是，尽管当前的国家河
道流量网络能够提供关键位置的数据，但仅覆盖了
全美不到1%的河流和溪流。这一采样密度虽有助
于提供当前和过去水况的相关信息，但不足以预
测大规模流域的气候、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水分
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科学、成本和运维的角度来看，收集所有大
规模流域和含水层的空间密度数据是没有必要或
不可行的。一种更实用的方法是在一部分能够代表
全美大范围区域的中等规模流域（10,000-20,000
平方英里）和含水层中搭建密集的监控网络。随后
可以将从这些密集监测流域中获取的数据与现有
监测网络的数据结合起来，构建先进模型，减少其
不确定性，进而填补区域和国家水质评估和预测
中的数据和知识缺口。在2019年，NGWOS包括了
至少10个密集监测的中等规模流域，这些流域的
选择采纳了美国地质勘测局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代表了全美范围内的广泛环境、水文和景观设置。
全美共划分为18个水资源区域，而美国地质调查
局将在各个区域中选定至少一个流域。

水数据管理和获得

美国地质调查局对用于水数据管理和获取的信
息系统进行了改造升级和现代化，使其作为NGWOS
的一部分能够适应新数据和传感器网络的需求，与
来自多个机构和部门的水数据集成，提示观测数据
的不确定性，并能够直接为模型馈送数据和分析产
品。目前正在对数据遥测系统进行更新，以实现双
向通信和更频繁的互联网数据传输。

 
NGWOS的下一步工作

●  在特拉华河流域试点项目中继续开展设备
部署和测试工作

●  开展针对上科罗拉多河流域NGWOS的网
络设计和分析工作

●  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流域3的筛选过程
●  筹划NGWOS的遥感、数据传递组件
●  继续下一代技术的研发至运行工作

（NGWOS）——特拉华河流域试点

特拉华河历史悠久，生态多样性丰富，为该地
区超过1500万居民提供水源，对区域经济至关重
要。在特拉华河流域开展NGWOS试点项目，旨在
开发一个集成水文观测系统，支持这一重要且复
杂的州际河流上实施创新和先进的水文预测和决
策支持系统。

2018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在特拉华河流域启动
了NGWOS试点工作。试点工作涉及的基础设施占
全面实施NGWOS所需的监测基础设施的15%，用
于测试、验证和推动水情预测并为水管理决策提供
信息支持。2018年试点工作的重点是新建流量观测
站以弥合关键数据缺口、水监测网络现代化、增加
水温和电导率监测以及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管理
和获取的现代化等初步工作。2019年，美国地质调
查局投入了更多资源促进在特拉华河流域充分进
行水量、水质和用水的综合监测。

美国地质调查局位于新泽西州特伦顿的特拉华河
河道流量观测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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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流量观测站填补关键数据缺口

2018年，特拉华河流域新建约17座流量观测站，
解决关键监测缺口，完善对上游源头和支流流量的
量化工作，并追踪干流盐水锋面（salt front）。这些新
建流量观测站包含NGWOS通信平台和实时水温监
测功能。选定站点都装有网络摄像头。

增强水监测网络

针对现有28个站点的监测基础设施现代化升级
工作涉及增强双向通信，实现对监测设备的远程操
控、排除故障、蜂窝和卫星冗余，确保关键流量期间
的数据传输，提高态势感知能力。在选定地点安装的
网络摄像头和插入式水质传感器功能可以在洪水、
干旱或与水质相关的事件期间提供更多信息支持。

通过监测完善渔业和水情预测

实时温度和电导率监测将多方利益相关者提
供及时信息，优化干流盐水锋面跟踪，为娱乐休闲
活动和渔业管理提供水质状况信息。水温对水体
化学组成、水生物代谢和渔业整体健康有重要影
响。电导率信息可用于改善流域模型和预测，并增
进对地表水和地下水关系的了解。美国地质调查
局在约36个站点增加实时水温监测功能以及在近
10个站点增加电导率监测功能。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usgs.gov/mission-areas/water-resources/
science/usgs-next-generation-water-observing-system-ng-
wos?qt-science_center_objects=0#qt-science_center_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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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气候变化对水力发电的影响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和中国的研
究人员合作开展了一项新研究，探究了全球变暖程
度对水力发电潜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全球平均温
度增长2℃的情景相比，将温度增长控制在1.5℃的
情景下，水力发电产能更高。研究成果发表在《水资
源研究》（Water Resources Research）期刊上。

在可持续的、碳强度较低的假设情境中，水电作
为一种重要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供应结
构中将会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过去三十

年里，水力发电量已经翻了一番；预计到2050年，水
力发电量还会在当前的水平上再翻一番。然而，全
球变暖令全球水资源供应压力日趋紧张，水力发电
也面临不小挑战。考虑到全球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
发展导致能源需求持续增加，这一挑战亟待解决。

该研究采用了水文和技术经济耦合模型框架，
以确定在全球温度升高1.5℃和2℃情景下的水电站
最佳选址，同时，该研究还将总水电潜力、能耗量和
多项经济因素纳入考量范围。研究团队认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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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已成为水资源研究领
域的热门课题，但关于全球变暖的不同程度对水
电潜力的影响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

研究人员以苏门答腊岛（印度尼西亚西部巽他
群岛之一）为对象来探究两种全球变暖不同程度下
的水力发电潜力。苏门答腊岛易受到全球变暖导致
的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同时该岛的环境条件使其成
为开发和利用水力资源的理想地点，这也是选择其
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研究人员还使用国际应用系
统分析研究所的BeWhere模型对水电厂的最优选
址进行了建模和可视化，并讨论选定水电厂的水
力发电量以及因使用水力发电代替化石燃料而减
少的碳排放量。

结果表明，与历史水平相比，在全球升温幅度控
制在1.5℃和2℃的情况下，苏门答腊岛的水力发电
量都会有所增加。假设2100年后气候稳定且不会超
出预定气候目标，在全球温度升高1.5℃的情景下，
水力发电量与电力需求量之比要高于2℃的情景。
这是由于在后者情景下，降水量有所减少，印度尼

西亚东南部的径流量降幅最大。气温1.5℃情景下
的二氧化碳减排量高于2℃情景。通过权衡建立保
护区与水力发电厂扩建的利弊，研究结果还阐明
了温室气体相关目标与生态系统保护相关目标之
间的两难关系。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
助于为制定气温升高1.5℃和2℃情景下的能源安
全决策奠定基础，成为各类后续研究的重要依据，
例如探究森林保护与水电开发之间的权衡关系，帮
助各国实现《巴黎协定》框架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等。

水电对气候的影响差异巨大

根据有关数据，水力发电目前占全球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的三分之二，全球计划或在建的水力发电
设施多达数千座。水利发电设施的大量增加在一定
程度上源于水电被视为化石燃料的一种环保替代技
术。人们通常认为水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风力
发电设施相近。但是，大多数关于水电设施对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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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译自:
https://phys.org/news/2020-05-exploring-impacts-climate-hydropower-production.html 
https://phys.org/news/2019-11-climate-impact-hydropower-varies-widely.html

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某些因素，例如为了修建水
电厂水库而淹没自然地貌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变化，以及甲烷排放过量而导致的短期温度升高。

研究人员分析了104个国家的1,473个水力发
电设施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对气候的影响，并估
算了水库蓄水造成的排放量增加。研究团队发现，水
力发电设施的平均排放量远高于核能、太阳能和风
能设施，其对气候的影响也更为严重，但仍优于煤炭
和天然气等设施。但也有个别水力发电设施对气候

的影响要比燃煤和燃气电厂更为严重。由于甲烷排
放会加剧全球变暖，使用水力发电代替化石燃料发
电带来的短期气候效益要远远低于其长期效益。

分析还表明，排放量因地区而异：据估算，西欧
新水电设施对气候的影响几乎为零，但西非水电设
施对气候的影响则会一直高于燃煤和天燃气厂。研
究人员认为在设计和建造新水力发电厂时应充分
考虑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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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湖水位达到历史最高位，风险难测

苏必利尔湖附近的一条小道是密歇根州奇韦
诺湾印第安社区（KBIC）通往该州其他地区的唯
一道路。强降雨来袭时，路上随处可见滚落的岩石
和树木，堵塞进出交通。因此在夏季，驾车出行的
人们不得不绕行30分钟才能驶出社区；而在冬季，
整个行程甚至要花费两个多小时。最终，施工人员
用与类似耕犁的机器对道路进行了清理，恢复了
该地区的出入通道。

奇韦诺湾印第安人社区位于苏必利尔湖南部，
管理着苏必利尔湖近19英里的湖岸线。苏必利尔湖
是当地发展旅游业、渔业以及提供饮用水的保障。湖
水充盈对于奇韦诺湾印第安人社区来说是好事，但
若湖水泛滥，则可能对居民生计构成危险。

2018年父亲节当天，该社区遭遇强降雨，降雨
量在短短3个小时内便达到约18厘米，洪水形势危
急。暴雨过后，当地湖滩受到排泄物污染，导致有害

沿湖地区人民生活面临新风险：洪水和极高的不确定性

相较于海洋风暴，密歇根湖上的风暴强度受不同的
大气因素和水流模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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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杆菌爆发。密歇根州卫生部门关闭了密歇根上
游的多个游泳场，却并未向奇韦诺湾印第安人部落
提供湖滩检测。奇韦诺湾印第安人社区的水资源专
家Stephanie Cree发起了湖滩监测项目，每周对湖
滩的细菌水平进行检查，并迅速关闭了两处湖滩。
据Cree所知，这是奇韦诺湾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关
闭湖滩。考虑到该地区风险日益增加，这很可能不
会是唯一的一次。

在北美五大湖共计8434公里的湖岸线上，各
个部落、城市、旅居者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员都在努
力应对毁灭性洪水和湖岸线侵蚀问题。这与美国
沿海地区面临的情况不同，在沿海地区，不断上升
的海平面一直不断侵蚀内陆。而五大湖的水位随
季节波动——尽管在过去四十年里，其最高和最低
水位均突破了历史记录。专家认为，气候变化是一
部分原因，但是由于水的复杂性，我们很难将人为
因素与其他环境因素区分开来。这制约了密歇根
等州有效应对水位的极端情况。

要了解五大湖的水位涨落情况，需要追溯至
1860年，当时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开始对水位进行月
度测量并纪录平均水位。这些测量结果表明，五大湖
水位始终保持在正常水位上下1.8米的范围内。但水
位峰值的出现模式值得更深入的关注。

自2014年9月以来，这一世界最大的淡水湖群
已屡次打破其大部分的历史记录。2019年6月和7
月，苏必利尔湖、安大略湖、伊利湖和“第六大湖”
圣克莱尔湖的水位都打破了百年以来的最高纪
录。2020年4月，在迎来一个雨雪异常丰沛的冬季
之后，密歇根湖和休伦湖的水位高出月平均水位
91厘米，创下历史新高。

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工程师Chin Wu与美国
陆军工程兵团和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合作
对该系统的模式进行了研究。研究者认为，部分模
式是五大湖形成过程中固有的循环模式。春季的强
降雨和融雪径流通常会导致流域水位上升。随着夏
季温度升高，水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膨胀，该流域的水
位会在仲夏期间持续上升，之后在秋季因冷空气加

速湖水表面蒸发而下降。和海平面的持续上升大有
不同，五大湖的情况非常复杂。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国家气象服务预
报办公室人员称，近期一连串的破纪录高水位与
2013、2014和2015年的极端湖冰覆盖率直接相关。
如蒸发和降水等一些相互作用的大气过程维持着
五大湖系统的平衡，一旦其中一种过程出现异常，
湖水位就会快速上升。2014年极地涡旋期间发生
的情况正是如此，当时该地区湖面冻结，蒸发量急
剧减少。几个月后，在春季强降雨来临之际，冰层
融化，涌进湖泊。

也有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降水量减少和湖冰
覆盖率低可以加速蒸发，导致水位降至最低点。实际
上，在近期创下一系列历史新高之前，北美五大湖的

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一直在对湖
泊水位进行测量，并记录其月平均值，明确水位
异常情况。（密歇根湖和休伦湖是相互连通的，
因此被视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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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长期低于平均水平，持续时间为有记录以来最
长。2013年春季，休伦湖和密歇根湖水位在连续15
年下降后降至最低点，威胁了航运和水电等行业。

变化莫测的气象事件更是助长了高水位的灾
害风险。北美五大湖湖面随时可能发生气象海啸，
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分钟至两个小时不等。1954年，
一场气象海啸袭击了芝加哥湖岸线，掀起惊涛骇
浪，导致7人丧生。

回顾过去十年间的极端高水位和低水位情况，
似乎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潮汐形势。最佳选择是深入
挖掘数据，并预测各个湖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目前，来自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和加拿大
水文局的研究人员正在通过遍布五大湖的水位测
量站（美国共有53个）跟踪水位的变化，哪怕是极为
细微的变化。搭载传感器的设备使科学家们能够密
切关注流域的流入和流出量。这项任务无疑是个挑
战，因为仅密歇根湖和休伦湖每分钟的径流量和降
水量便可填满139个奥林匹克游泳池。

虽然通过这些数据得出准确的相关性有些困
难，但可以据此了解气候变化是否会影响北美五
大湖生态系统。目前已有研究将气候变化与地区
不断变化的降水量联系起来。自1951年以来，该地
区的年降水和降雪总量已飙升13.6%，截至去年

10月，北美五大湖已连续五年突破历史最大降水
量。这一态势在未来数十年里仍会持续。令人更为
忧虑的是，与北极地区一样，北美五大湖地区冻土
大量消融。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近期发布
的地图显示，1973年至2017年，五大湖流域的湖
冰覆盖总面积减少了69%——而这一趋势可能与
夏季水温升高有关。湖冰覆盖面积减少意味着冲
击陆面的海浪加剧，使芝加哥湖滩和沿岸村庄受
到侵蚀。2020年一月，密歇根州巴特克里的一间乡
间小屋在悬崖处掀翻，被浪冲塌，这场悲剧可能预
示着湖滨生活的新常态。

总而言之，这条美国最长的淡水湖岸线的情况
已经不同以往。密歇根州的部分湖岸线目前正在以
每年一英尺的平均速度侵蚀陆地，该州已花费数
百万美元来修复遭到破坏的野营地、沙丘和湖滩。

密歇根州的官员们正在监测在侵蚀高风险地区
开展的开发项目，不过这一监测项目目前仅覆盖该
州10%的湖岸线。还有居民尝试使用岩石或钢板加
筑防波堤来防御上涨涌浪，挽救地处湖滨的房屋。
房地产机构称，根据所用材料和房产规模的不同，
这些防波堤的成本可能高达15万美元。在危险极
高的地区，人们甚至将房屋搬至离湖较远的位置。

发生在 2018 年父亲节当天的洪水与强降雨天气有关，强降雨导致苏必利尔湖及
其位于密歇根湖上游支流河水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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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贵的离谱的价格之外，防波堤和其他防波
设施还可能通过撞击改变波浪方向，而这会加速侵
蚀，抵消防波效益。湖水会裹挟浅滩中的泥沙，而这
些防波设施会搅动湖水，进而侵蚀重要的沿湖生境。
考虑到这一点，研究人员目前正在寻求“软”方案解
决问题，并非简单地将社区与五大湖隔离开，而是采
用天然材料，如植物、岩石和牡蛎等建成的“生物海
岸线”。这种“软”方案并不新奇：全球各地的原住民
社区都有利用植物抵抗侵蚀的传统，而华盛顿、北卡
罗来纳州、纽约和阿拉巴马州的多座城市已经开始
使用非刚性缓冲带。

目前科研人员还不能准确预测北美五大湖的
趋势。它们可能像过去一个世纪一样时涨时落，在
一定程度上不受全球变暖和区域性寒潮的影响。从

短期来看，美国陆军工程兵团预计整个北美五大湖
地区在未来六个月内水位将突破历史新高，或维持
在略低于最高水位。

 尽管陆军工程兵团的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为相关社区提供一些预测，但未来形势并非像模型
曲线一样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切实了解地方水位
的情况，人们须充分认识到北美五大湖的复杂性。

今年 2月，苏必利尔湖的湖冰覆盖率不到 7%，而去年同一时期的覆盖率为 37%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popsci.com/story/environment/great-lakes-
water-rise/

欢迎关注中国水科院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

本刊联系方式：中国水科院 国际合作处
联系邮箱：dic@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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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干又热：气候变化和北美的干旱化

围绕干旱开展的研究讨论往往聚焦于降水量不
足的问题上。然而，在气候科学领域，科学家们的研
究重点开始转向气温的持续升高，关注高温天气对
日益加剧的干旱气候造成的潜在影响。《美国科学院
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5月19日在线发布的一篇评述论文
中称，美国西部地区的干旱趋势已明显加剧，人类
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致使河流流量减少，土壤水
分流失，林木大面积枯死，农作物浇灌压力骤增，
山火风险加剧和旱期延长。与此同时，气候变暖引
起的严重干旱不断向北美东部蔓延。

该评述论文回应了美国地质调查局Justin Mar-
tin及其同事于5月11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
上的论文，该论文阐明了气候变暖如何导致落基
山脉北部河流（包括美国最大的流域密苏里河流
域）的河道流量下降。这项研究使用树木年轮记录
来分析2000年至2010年密苏里河流域上游发生
的干旱事件，并得出结论：近期气候变暖与不断加
剧的干旱形势吻合，旱情严重程度已比肩或超过
过去12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项研究详细描述了温度上升导致河流流量
下降的机制，深入探索了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
暖如何造成了美国多地高温干旱风险增加和严峻
旱情蔓延。

研究人员指出，美国西部地区由温度升高导致
的干旱通被认为是间歇性的。许多水资源和土地管
理者以及公众认为，当降水打破持续干旱，旱情也
势必会终结。但这一假设是有缺陷的，忽略了日渐
显著的证据。论文指出，“我们确信，只要大气温室
气体排放继续，气候变暖也必将加剧，更广泛、漫长
和严重的干旱事件发生几成定局……更加干旱的天
气深刻改变了美国西部地区，如若放任气候继续变
暖，人类和自然系统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

美国西南地区的河流为4,000多万居民提供了
唯一大规模和可持续的水源，但自20世纪后期以来，
河流流量已大幅下降。该地区的两条最重要的河流，
科罗拉多河和格兰德河不断下降的流量在一定程度
上可归因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燃烧化石燃料所导致
的温度升高。密苏里河流域上游预计将受到的影响
也反映了美国西南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该地区气
候变暖导致干旱化的趋势最为显著。

研究人员围绕温度升高导致密苏里河上游流
量下降开展的研究具有广泛意义。流域流量减少
可能会给河流管理带来多重挑战，包括农业供水、
河流管理、航运以及与河流有关的生态系统服务
等；如果干旱化进一步加剧，大规模区域经济很可
能会遭受重创。加州近期遭遇的干旱也与人类活
动导致的气候变暖有关。

在美国西部地区，河流流量和土壤湿度逐渐下
降，以及山火风险增加和干旱频发都是有记录的。究
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大气层的持水能力不断增强。
随着温度升高，大气中的水蒸气含量增加，这与克
劳修斯-克拉佩龙方程一致（约7%/℃）。这样一来，
大气从地面和地表水体吸收更多水分，前者可以
从地表水体水分蒸发量增加得以体现，而后者则
主要是土壤和植被的蒸腾增加，损失水分。天气炎
热的情况下，土壤水分流失过程非常直观，气温越
高，土壤的干燥速度越快，植物通过叶片上的气孔
流失的水分更多。尽管植物生理学家推测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会使植物收缩气孔面积，进而保
持水分，但目前有证据表明，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会
加快植物增长速度，进而抵消这一效益。气温升高
延长植物生长季节，这也意味着总蒸腾量更高，土
壤愈发干燥，河道流量减少。

还有其他与西部地区观察到的干旱化有关的过
程：全球变暖导致降雨量（而非降雪量）增加；积雪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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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地表反射率（反照率）因此降低，进一步加剧气
温升高、蒸发和蒸腾。一旦土壤和植物中的水分含
量过低，无法维持蒸腾作用，太阳辐射对气候变暖
的影响将增强——因为植物蒸发-冷却机制失效，多
余热量持续累积，无形中助长了气候变暖和干燥。

气候变暖对西部地区的河流、土壤和森林的影
响确凿无疑，降水量增加是否能挽救这一局面？西南
地区以外的多个地区的降水量确实正在增加，但与
以往一样，整个西部地区，高地平原以及北美洲东
部地区仍然面临干旱事件频发的难题。有些旱期
发生在夏季，仅仅持续数周，而有些旱期则可能持
续数年时间，例如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高地平原
的“尘暴”（Dust Bowl）干旱。研究人员认为，在未
来数十年里，即便年平均降水量有所增加，整个美
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旱情和干旱事件发生的频率
和强度都会增加。北美其他地区可能不会与美国
西部地区一样经历如此大范围的干旱化以及持续
十年甚至数十年的干旱事件，但仍会面临更频繁、

更严重的干旱，极端干旱、骤发干旱和年际干旱将
成为气候常态。

干旱，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对人类以及我们赖
以生存的自然系统都会产生严重影响的极端干燥
天气。只要人类继续燃烧化石燃料或者通过其他
方式增加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气候变化（尤其
是气候变暖）仍将持续。尽管气候变化和干旱化目
前来看是不可逆的，好在我们已经明确了导致干旱
化蔓延的原因， 因此，越早采取切实有效的气候行
动，减少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就能越早遏制北
美的干旱化进一步加剧。

气候变化日益加剧西南地区干旱化。（左图）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气温不断升高导致降水的蒸发 
和腾发比例增加，流入科罗拉多河的降水量则相应地减少。这导致该地区经历了一场从 1999 年持续
至今的前所未见的特大干旱事件（左图浅色区）。（右图）科罗拉多河的流量由于温度升高减少了
13%。在假设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的前提下，全球气温预计还将继续上升，从而进一步
增加蒸腾量，减少河流水量，这一影响将持续整个 21 世纪。

本文摘译自:
https://phys.org/news/2020-05-climate-aridification-north 
-ameri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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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质调查局更新SPARROW河道
流量建模工具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日前发布了用于“流域属性的空间辅助回归模型（SPAR-
ROW）”在线工具的新的交互式地图和模型。

新模型可估算全美各地的监测和未监测的内陆河段在汇入更大水体时的河道流量
和同期总氮、总磷和悬浮沉积物量。土地和资源管理者可以利用SPARROW的区域化模
型，利用所在地区的历史水文数据来优化水质改善工作的重点。

新模型提高了信息质量

过去SPARROW一直使用2002年的年平均流
量数据来预测径流量和水文运动。后来USGS对模
型数据进行了更新，开始使用2012年的数据，以此
提供更及时、更准确的河道流量和平均污染物负
荷的信息。

新的交互式地图和模型覆盖了美国的五大地
区：西南地区、太平洋地区、东南地区、中西部地区
和东北地区。区域化模型使研究人员可以探究更
多问题，例如灌溉作业给干旱的西南地区造成的
影响，农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养分来源，或人口
稠密的东北地区的水资源回收设施对河道流量和
污染物趋势的影响。

新区域模型可提供2平方公里分辨率的营养
物质和沉积物负荷数据，相比之前的132平方公里
的分辨率，精准度有了极大提升，使SPARROW能
够更准确地识别营养物质和沉积物的来源，尤其
是在大流域中。

此次更新也适用于RSPARROW，即SPAR-
RORW的开源版本，允许开发人员根据其需求修
改和拓展程序。

上图为 USGS 用于说明 SPARROW 方法的示意图，
图中深黑色的线表示流域的集水边界。流域的下
游端有一个监测点，可用于模型校准。在该监测
点上游，流域中的河流被划分为多个河段。图中
采用不同颜色定义并说明各个河段的集水边界和
产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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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贡献

自1997年SPARROW程序开发以来，其模型一
直助力科学家和流域管理者的工作。

模型在全美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例如用于估
算河流和溪流中的养分自然本底水平。相关人员使
用区域模型来识别切萨皮克湾最主要的氮源，助力
其流域修复工作；或模拟气候变化对密歇根湖的影
响；以及评估中西部地区实施的各项径流养分限制
技术的有效性。

程序的开发人员目前正在开发非基于单一时
间段的模型。更动态的模型将考量污染物的临时
储量，且能模拟季节性变化。

SPARROW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SPARROW（
流域属性的空间辅助回归模型）是一项流域建模技
术，将监测站网络的水质测量数据与流域属性(如
污染物来源和影响河流排放率和流道内处理的环
境因素)相联系。模型的核心是一个非线性回归方
程，描述了污染物从陆地到河流的点源和非点源（
或“面源”）扩散以及通过河网的非保守运移。

SPARROW建模技术开发目的：
●  利用监测数据和流域信息增进对影响水质

的因素的理解
●  探究污染源、环境因素和运移过程对解释污

染物负荷预测值的统计意义
●  为估算未监测位置的河流负荷提供统计依据

该模型可用于估算污染物浓度、通量（或“质量”，
即浓度和河道流量的乘积）以及河流内的养分产量

（每英亩土地中进入河流的养分质量），并评估特
定污染源的影响以及控制污染物在大规模河道网
络中的运移过程的流域特性的影响。模型还基于经
验估算河流和受纳水体中的污染物来源和流向，并
根据观测数据中的系数误差和无法解释的变异性
来量化这些估算的不确定性。

SPARROW模型建立在河流实际监测的基础
上，在已校准的SPARROW模型中使用空间综合
地测数据来预测未监测河流位置的水质状况（见下
图）。地理空间数据集体现了肥料和粪肥施用情况，
地面大气沉降和城市源。美国地质调查局通过详实
的地图对模型的预测结果加以说明，地图中提供了
特定河段、流域或其他地理区域的多尺度污染物负
荷和污染源信息。

上图为更新后的 SPARROW 模型所覆盖的区域
地图：西南地区、太平洋地区、东南地区、中西
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土地和资源管理者可以利用
SPARROW 的区域化模型，使用具体地区的历史
水文数据来优化水质改善工作的重点。

图中显示了用于开发 SPARROW 建模的不同数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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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ROW如何利用河流负荷的测
量值？

河流负荷信息用于校准SPARROW模型，是最重
要的数据类型之一。为了最大程度上提高SPARROW
模型校准的准确性和精确度，需要一组具有代表性
的负荷测量值，既可以体现所研究区域的负荷，并且
数据量足以体现该区域的变化性。出于以上原因，
在搜集整个建模流域（甚至附近流域）的负荷数据
上要花费大量精力，通常需要整合联邦、州和地方
水质管理机构等多个来源的数据。

为了探明河流负荷信息，要尽可能收集研究区
域内更多站点的水质数据。还要收集水位标尺的排
水信息，将水位标尺位置与水质监测站点相匹配，
以便将排水数据与水质浓度数据关联起来。基于
排水—浓度关系和污染物趋势等时间变化，经统计
分析来估算年河流负荷。大多数情况下会使用长期
排水记录，并对负荷估算值进行“去趋势”（以长期
平均排水状况为条件），以估算在当前水质状况下
可能存在的河流负荷。所谓去趋势，即指排除了可
能由天气模式引起的空间变异性，并且有助于使模
型完全聚焦于影响水质的环境因素的空间模式上。

SPARROW模型如何利用流域特征
的信息？

SPARROW模型也估算了景观因素对于污染
物运移至河流过程的重要性。所有污染物负荷的
估算值均遵守质量守恒限制。因此，所有污染源须
由环境衰减过程（损耗）加以平衡，以便尽可能降
低河流负荷测量值的估算误差。例如，农田中的养
分在从地表经过浅层地下水运移至河流的过程中，
可能会因脱氮作用出现损耗。土壤渗透性可能会增
强脱氮作用，因此土壤渗透率数值的空间分布可能
与下游的污染物负荷有关。

可将任一景观特征作为污染物运移至河流过程
的损耗因素加以评估。只有在建模区域内的变化程

度足够大，并且空间变异性与其他同等重要的景观
特征的空间变异性足以区分，才能认定某一景观特
征具有统计学意义。例如，如果土壤渗透性和土壤
有机质与同一个基础衰减过程（例如脱氮作用）相
关，并且存在相同的空间模式，则不会认定这两项
特征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SPARROW模型中，许多景观特征被认定
为重要的衰减因子，例如土壤特性（土壤渗透性）、
气候因素（长期平均温度和降水）、地文特性（坡度
和地貌）以及排水模式（如溪流密度和人工排水）。
目前仍在继续开发新的数据集，以期对新的潜在
损耗因子进行评估。

如何整合长期排水量和水质数据来
计算年度河流负荷？

SPARROW模型使用各个河流监测站的年平
均负荷（单位时间的质量，例如，千克/年）来校准模
型。采用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负荷估算方法来计算年
平均负荷。简而言之，这些负荷估算方法结合了监
测站定期收集的养分测量值与过去30年日河道流
量值数据。相比于仅使用单一污染物测量值，此种
方法可以得出更准确的长期年平均负荷估算值。
年平均污染物负荷也统一以“基准年”这一单一时
间段来计算。基准年是用于比较SPARROW模型中
的水质负荷和污染物源的同期空间变异性的指定时
间段。通过标准化可以估算出在年平均流量条件占
主导的情况下，在指定基准年可能出现的平均污染
物负荷。在估算污染源和运移过程时，与仅使用任一
年或短期几年的水质记录相比，SPARROW模型使
用标准化负荷能够得出更可靠的估算结果。标准化
操作将监测站记录长度和样本量的差异纳入考量，
确保养分负荷具有代表性，可以体现长期水文和水
质变异性。这种对长期平均条件的关注增强了模型
估算主要污染源和影响流域养分的长期供给、运移
和归宿的流域过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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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译自:
https://stormwater.wef.org/2020/05/usgs-updates-sparrow-streamflow-modeling-tool/ 
https://www.usgs.gov/mission-areas/water-resources/science/everything-you-need-know-about-sparrow?qt-science_cen-
ter_objects=0#qt-science_center_objects

SPARROW模型如何考虑降雨和水
文的时间变化？

受天气和水流条件的年际变化影响，水质负荷
的实测值年际变化较大。例如，美国地质调查局对水
质和河道流量的长期监测表明，河流中的氮含量自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便有所增加；即便该流域中
农田的氮肥施用量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20世纪80
年代后期遭遇干旱时，河流中的氮含量较低；而在
1993年洪水期间，河流中的氮含量较高。此外，各
监测站的年平均氮负荷的年际变化可能超过两个
数量级，尽管年度变化范围通常为长期年平均负
荷的20%至40%。

SPARROW模型在进行空间建模之前便对污
染物浓度和河道流量这类年际变化和年内变化
先行考量。这一步非常重要，有利于获取能够体现 

 
 
 
各个监测站的长期平均水文和水质条件的，具有
代表性的河流污染负荷数据来校准SPARROW模
型。SPARROW的目的是解释与控制养分供给和
运移平均速率的内在因素有关的污染物负荷空间
差异，而不是解释某一地区某一特定年份或某一地
区更为极端的水文条件的因素。 SPARROW对平均
养分负荷的预测包括在平均气候（降雨量、温度）和
河道流量条件下空间变异性造成的影响。对长期平
均条件的关注增强了该空间模型估算主要污染源（
包括土地利用和人类活动）和影响流域养分的长期
供给、运移和流向的流域过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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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启动国家水资源框架，节约和保护 
不断变化的气候中的水资源

制定国家水资源框架，旨在通过以下
方式缓解英国未来供水压力：

●  到2050年，将人均日需水量降至110升
●  提高所有部门的用水效率
●  与水务公司合作，到2050年将漏水率减少50%
●  开发新供水设施，例如水库、水回用计划和

海水淡化厂
●  通过区域调水支持按需调水
●  减少可能影响环境的抗旱措施的使用
根据最新预测，如果不采取更多行动，2025年

到2050年英格兰地区每天将需要新增超过34亿升
供水才能满足未来的公共用水需求。

 英国国家水资源框架探索了依赖安全供水的
所有部门的长期需求，其中包括由水务公司向家庭
和企业水用户提供的公共供水服务；农业、电力生产
和工业的直接取水；以及环境用水需求。

英国国家水资源框架综合了英国政府在其25
年环境计划中做出的两项承诺，即：

●  在当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环境状况；以及
●  提高英国的抗旱韧性，尽可能降低供水中

断的可能性。

英国环保局（Environment Agency UK）于2020年3月16日启动国家水资源框架，
以应对因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导致的未来供水挑战。来自英国不同地区的五个区域小
组将制定针对其各自区域特定需求的区域规划，这五个区域小组汇集了英国17家水务
公司、行业监管机构、政府和其他用水者组织。英国国家水资源框架将为这些小组提供
指导，并绘制英国2025年至2050年及之后的未来水资源规划蓝图。

英国国家水资源框架阐明了气候变化可能为全英各地的水密集型产业（农业和发
电）带来的挑战，以及如何才能克服这些挑战。英国国家水资源框架还为恢复、保护和
改善环境设定了更宏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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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资源框架下的区域规划

区域规划将对各个区域的未来水资源需求进
行更详细地描述，阐明公共供水面临的挑战类型
和规模，并充分考虑其他用水者的需求。

每个区域小组都必须制定一项规划，以增强该
区域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和未来情景的韧性。区域规
划将阐述该区域的首选规划——通过能够为水用
户、社会和环境带来最大价值（而不仅仅是成本最
低）的一系列方案来实现。这五项区域规划必须能
够合力满足整个英国的用水需求。

●  增强抗旱韧性——到21世纪30年代，将轮流
断水等限制措施和管体式水塔的平均需求频率降
低至每500年不超过一次

●  实现环境进一步改善——在水务公司计划中
已确定的取水量变化的基础上考虑更多取水量变
化，以实现跨越所有部门的可持续取水体系

●  降低长期用水量——采用一项规划假设，即
到2050年，实现将人均日用水量降至110升的目标，
同时降低非生活用水需求

●  减少漏水——实现到2050年将漏水率减少
50%的行业目标

●  减少干旱时期用水许可和命令的使用——了
解每种措施的环境风险并减少其使用频率，尤其是
对敏感水源或生境的使用频率

●  增加供水设施——–探索各种方案，例如水
库、中水回用计划和海水淡化厂；考虑开发和与其
他部门共享供水设施的可能性；提升流域水管理

●  按需调水——充分探索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不
同规模和距离的所有调水项目。

了解区域需求

在确定各个区域的主要公共供水压力后，英国
国家水资源框架探讨了通过降低用水需求能够满
足的未来用水需求，以及需要新建基础设施（例如
水库、海水淡化厂和调水项目）提供的额外水量。
分析以与水务公司当前计划相比，具备更高抗旱
韧性（500年一遇）和环保水平为基础。

各个区域的未来用水需求分析显示了包括和
不包括该地区可能可用的弃水量的需水量。较高
的需水量估算值表示无法使用弃水量条件下的需
水量，而较低的需水量估算值则表示可以使用弃
水量条件下的需水量。

采用这一估算方法的原因是弃水量并非总是
能够用于满足用水需求。这往往是由于其在区域
中所处的位置或者因为使用弃水量可能会对环境
造成破坏。

各个区域都面临着水资源压力。我们基于上图
进行扩展，以阐明各个区域面临的压力之间的关系
以及各个区域的可利用方案，并突出强调各个区域
小组的热点问题。

北部地区水资源
北部地区拥有大量弃水，如果这些弃水量可以

利用，则其将有助于抵消我们未来的水资源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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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并且可能能够通过调水项目援助其他区域。
北部地区水务公司的水资源管理计划中确定的方
案足以满足估算的更高用水需求，但是如果该区
域的用水者能够减少用水量，提高用水效率，则其
可为其他地区提供更多水。

西部地区水资源
西部地区将在未来面临供水压力；但是，该地

区拥有大量弃水，可以通过进一步降低需求来实
现节水并已制定相关方案来提高供水量。西部地
区水务公司的水资源管理计划中确定的方案足以
满足通过建模估算出的更高用水量，并且与北部地
区一样，如果能够进一步减少用水量或提出更多方
案，其可为其他地区提供更多水。

东部地区水资源
东部地区面临着巨大供水压力，且其几乎没

有可用的弃水。模型显示，该地区的需水量与其水
务公司水资源管理计划中确定的新供水方案能够
提供的所有水量相当，为了满足估算的更高需水
量，该地区必须进一步减少用水量并增加产能。东
部地区水资源必须重点关注降低所有用水者的需
水量以及通过开发新水资源方案和调水项目增加
可用水资源量。考虑到该地区其他部门（尤其是农
业）的高需水量，发掘潜力、制定惠及其他用水者
的方案也是该地区的当务之急。

东南地区水资源
东南地区的公共供水面临的压力最大。在弃水

可用的条件下，该地区仍需制定相关方案来增加供
水量；需要增加的供水量与通过其水务公司水资源
管理计划中确定的新水资源方案和调水项目获取的
水量相当。同时，该地区也需提高节水效率。如果该
地区的弃水无法使用，则其将需要进一步降低需水
量，或者开发更多水资源。东南地区水资源需要尤为
密切地追踪水需求管理方面的进展，因为如果节水
量低于预期，该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资源短缺
问题，进而可能削弱该地区的韧性、阻碍环境进一
步改善或增加抗旱措施的使用频率。

西南部各郡水资源
西南部各郡面临的压力相对而言较为适中。但

是从需水量在该地区供水中所占比例来看，其面临
的压力将更为显著。西南部各郡部分地区拥有大量
弃水，如果可以利用这些弃水来应对该地区面临的
压力，则其水务公司水资源管理计划中的方案将能
够提供所需的额外水量。西南部各郡水资源的当务
之急是通过大幅减少用水量和漏水率来提高该地
区的用水效率；并探索将水引调至其他地区（尤其
是毗近的东南地区）的可行性。

英国国家水资源框架的下一步行动

英国国家水资源框架的未来优先事项包括跨
越多个领域的活动。

●  实现长期环境改善——与区域小组合作，探
索如何实现进一步取水量变化，迈向更具可持续
性的取水体系；开发自然资本估值方法，为未来投
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并减少敏感地区的抗旱措
施使用频率。

●  开发建模技术——继续深化对未来水需求的
了解，以协助制定区域规划。

●  支持减少用水需求——引入新监测框架来
跟踪在减少需求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成立一个子
小组就必要的行动提供建议，以实现更严格的日
常用水目标。

●  开发新供水基础设施——继续与促进基础设
施开发的监管机构联盟和供水公司合作，探索已制
定的战略方案，并支持开发可能需要的其他方案。

●  促进合作——协助水务公司开展更紧密的
合作，清除当前的合作障碍。支持更多的跨部门工
作，以增加未来水需求数据的广泛可用性，并汇集
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鼓励其与区域小组开展合作。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reserving-our-water-
resources-in-a-changing-climate-industry-and-government-
tackle-threat-to-future-water-su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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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GREEN： 
城镇化发展——带来挑战还是机遇？

GrowGreen计划旨在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纳入城市的规划、发展和管理过程中，实现长期转型
发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负责“欧盟地平线
2020”计划的宣传、能力建设推广工作。

当前，世界总人口数已达77亿。未来30年，世界
人口预计将新增29亿，相当于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总
数。根据联合国的最新预测，到2100年全球将几乎
全部实现城镇化，80%-9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

 

城镇化在创造就业、教育和医疗健康等机遇的
同时，也会带来污染、交通拥堵、犯罪、生境丧失、水
和废物管理等挑战。大规模的城镇化可能导致社会
动荡，影响城市的环境可持续和经济发展。

《城镇化世纪的自然》(Nature in the Urban 
Century)报告指出，到2030年，城镇化发展破坏的
自然生境将累计释放约43.5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
9.31亿辆汽车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巴西、美国和
尼日利亚预计将成为城镇化发展导致生境破坏并释
放二氧化碳的规模最大的国家。如能够避免以上情
况的发生，意味着创造了1,828亿美元的社会价值。

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情况对比

欧洲许多城市富裕程度极高，大多数城市在
未来50年内几乎不会再扩张，甚至可能出现收缩。
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和基础设施完备，使得人
们更加重视环境问题。但是，欧盟城市在可持续发
展目标12：“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可持续发展目
标13：“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5：“陆地生
物”上表现极差。

即使欧洲城镇化发展速度远不及其他大洲的
城市，但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和资源消耗
者和温室气体排放源。

欧盟的一项研究表明，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
会加剧欧洲的洪水和水资源短缺问题。无论是开
普敦濒临无水可用的窘境，还是飓风“哈维”席卷
美国休斯敦，这些事件历历在目，警示人们水多或
水少都会对城市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

未来几十年，欧洲面临的水相关挑战将会不断
加剧。在极端气候变暖情景下，可用水量减少，用水
需求却在不断增加，与水相关的灾害和挑战将会影
响2.95亿人，接近欧洲半数人口。

GROWGREEN：以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应对城市挑战

GrowGreen是一项由欧盟资助的合作项目，
聚焦城市地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建设绿色城市，
提升宜居性、可持续性和商业发展。

GrowGreen计划为期五年，以政府牵头、市民、
企业和私营部门参与的模式大力推广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增强城市的气候和水的强韧性。

2050 年全球城乡人口增长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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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中国水科院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

本刊联系方式：中国水科院 国际合作处
联系邮箱：dic@iwhr.com

何为面向城市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指，受自然启发，需要
依靠自然实现的高度灵活的解决方案。方案具有成
本、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多重效益，有助于打造强韧
性，适应气候变化。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及其效益

●  绿色屋顶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吸收多余水
分，减少噪音污染，发展城市农业；

●  城市公园有助于减缓城市热岛效应，帮助吸
收雨水，提供社区公共空间，改善空气质量；

●  城市湖泊和河流可用于蓄水、集雨，为生物
多样性提供重要栖息地。

GrowGreen的合作城市有哪些？

在4座先行城市设计和实施示范项目：
●  曼彻斯特（英国）
●  巴伦西亚（西班牙）
●  弗罗茨瓦夫（波兰）
●  武汉（中国）

 3座城市紧随其后，也正在制定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策略：

●  布雷斯特（法国）
●  扎达尔（克罗地亚）
●  摩德纳（意大利）

全球 GrowGreen 计划开展的城市

本文摘译自:
https://digital.iucn.org/nature-based-solutions/nature-in-the-city 
https://ourworldindata.org/urbanization 
https://sdg.iisd.org/news/european-cities-index-com-
pares-sub-national-progress-on-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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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水机制“非传统水资源” 
技术分析简报

水资源短缺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挑战，是
造成社会动荡，引发国内和国际冲突的潜在触发点。
水资源匮乏还会影响人类传统的季节性迁徙路线，
加之水安全问题，很可能会重塑人口迁徙模式。全球
约60％的人口生活在缺水地区，即一年当中至少有
部分时间人类的用水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随着干旱
地区和人口稠密地区的水资源紧缺进一步加剧，下
一代人很有可能要为当下世人的行为承受代价，面
临无水可用的危机。因此，水资源短缺地区必须以可
持续的方式开采和利用一切可用的水资源，最大程
度地遏制水危机加剧。

下一代人很有可能要为当下世人的行为承受
代价，面临无水可用的危机。

依赖降雪、降雨、河川径流和浅层地下水等来
源的常规水资源开采已无以为继，不足以满足水
资源短缺地区不断增长的淡水需求。考虑到干旱
地区实现水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利用非常
规水资源来弥补供水缺口应大有可为。为解决水

资源短缺问题，世界多地纷纷加入到非常规水资
源利用的实践中来。

缺水国家需要启用全新思路来进行水资源规划，
创造性地利用非常规水资源，实现水的可持续发展。

下至海床，上至高空大气，可利用的非常规水
资源形式多样。然而要捕获这些非常规水资源，需
要多种技术的干预和创新。从空气中收集水的方
式包括使用云播种技术增加雨量，以及从雾中收集
水；从地面收集水则涉及从微尺度收集原本会蒸发
掉的雨水；以上技术都可用于解决局部的水资源短
缺问题。在地下水方面，开采海上和陆上深层地下水
以及加大未开发地下水的可持续开采，是具备进一
步开采潜力的地区的重要选择。中水回用是节约用
水和充分利用水资源的关键，经处理的城市污水和
农业排水得以物尽其用。淡化海水也是一种开发潜
力巨大的水资源。通过物理运输方式送水，例如拖曳
冰山、利用船舶水舱和货舱压载输水等开始走入人
们视野，但其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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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至海床，上至高空大气，可利用的非常规水
资源形式多样。利用这些非常规水资源需要技术
的干预才能实现。

城市污水和淡化水等一些非常规水资源的水量
是已知的（分别为380 km³和35 km³），深层地下水
储量更大，预计在1600万-3000万 km³之间。其中，
有10万-500万 km³的深层地下水形成时间少于50
年，属于可再生水资源；剩余的大部分为不可再生
深层地下水，深埋于海底和陆地的地质环境中。地
球大气层中约有1300万 km³的气态水，主要从海
洋、内海、湿地和植物表面蒸发而来。南极冰层含有
2700万 km³的水，其中每年有2000 km³形成冰山。
海水量为13.5亿 km³。只需利用如此巨量的深层地
下水、大气水、南极冰和海水的一小部分，就可以有
效缓解干旱地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非常规水资源的利用对于干旱地区实现可持
续用水至关重要，缓解水危机，助力循环经济发展。

由于缺乏实践，很难评估拖曳冰山和压载水等
一些非常规水资源的前景，预测其开发和利用的潜
力也同样困难。与主要的非常规水资源相比，在微型
集水区收集的雾水和雨水水量很小，但却可以为解
决局部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贡献重要力量。

非常规水资源可以缩小供水缺口，但是鉴于
信息和数据有限，如何量化这些水资源弥补用水
缺口的程度仍然是一项挑战，也是有待解决的一
个问题。此外，尽管非常规水资源的诸多优势已经
证实，由于面临重重障碍，大多数非常规水资源的
潜力仍未得到充分开发。

由于干旱地区水资源供应不足事件频发，过度
开采导致地下水位下降等问题，制定和实施水资源
可持续开发的战略已迫在眉睫，以求充分挖掘非常
规水资源的利用潜力，提出应对方案，营造有利的环
境来解决眼前的挑战。关键是要采取以下行动：（1）

评估在水资源短缺地区利用非常规水资源增加供
水的潜力；（2）重新审视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非常规
水资源，纳入水资源短缺国家和流域的政治议程、
政策和水资源管理过程中的优先事项，并以行动计
划作为支撑，扩大资源的广泛利用；（3）完善制度，
加强协作，避免方法不成体系，明确水务专业人员
和机构的作用和责任；（4）通过全面分析创新的融
资机制、分析替代方案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例如运
水车或从水井远距离输水），阐明在水资源可持续
开发上有所作为能带来的多种效益，消除对高昂成
本的顾虑；（5）培养高技能人才，以解决评估和利用
一些非常规水资源及其环境、生态系统和经济权衡
的复杂问题；（6）鼓励私营部门投资非常规水资源利
用项目；（7）鼓励社区参与，借此加强对当地情况的
了解来增强本地化干预，并将性别主流化目标和过
程纳入社区项目中；（8）增加科研经费，研究和开发
水资源短缺地区潜在的非常规水资源。

全球亟需进入水资源管理新阶段，一步步解决
高效水资源管理面临的障碍，实现对各种形式的非
常规水资源的监测、数字化和量化。

水资源越来越多地作为国际和跨境合作的媒
介，成为支撑粮食生产、人民生计、生态系统、适应
和减缓气候变化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如今世界尚未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6
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包含的水相关目标的跨越
式发展，利用非常规水资源潜力开展国际、区域、跨
界和国家层面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好在，世界
各地的水资源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已开始重视非常规
水资源在水资源可持续未来方面的作用，将水资源
视为支撑循环经济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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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非常规水资源开发方式

雾水收集

雾中的水分也可作为饮用水源，用于解决无法
实现可持续供水且降雨量有限的干旱地区的缺水问
题。但这些地区须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如: 经常发生
大雾天气；雾浓度较高；持续有风，比如来自一个方
向的信风（4-10 m/s = 14-36 km/h），并且有足够的
空间和高度拦截雾气，实现雾水收集。雾水收集作为
一种被动、实用、无需费力维护且可持续的选择，可
以为大雾天气频发的地区提供干净的饮用水。

作为全球自然水循环的一部分，大气中的水量
维持在12,900 km³，占地球上总水量的0.001％和淡
水总量的0.04％。在特定条件下，地面的空气中会含
有雾水，也就是直径通常为1-50 µm的悬浮液滴。雾
水源于空气中这些细小水滴的积聚和悬浮，在陆地
或海洋上方形成大量湿空气，是沙漠环境中的重要
水源。雾水的收集通过以下过程实现：悬浮液滴在垂
直网格上发生碰撞，然后聚结成水，流入集水沟、水
箱或配水系统中。

通常，雾水收集系统由聚丙烯网组成，通常称为
拉舍尔网。在拉舍尔网无法承受大风荷载的地区，就
会采用其他织物和构造作为替代。例如，在恶劣环境
下，会使用三维间隔织物来替代易于撕裂的拉舍尔
网。安装在特定位置的雾水收集器的数量、大小和类
型取决于雾的特性，例如，雾的厚度、持续时间和发
生频率，以及地区气候和地形、需水量，及相关地区
运行和维护雾水收集系统所具备的资金和人力。雾
水产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雾的强度、持续时间和发
生频率。雾水收集地点的雾天天数在60至360天之
间，雾水收集网的日雾水产量在2至20 L/m²之间。

雾水收集系统适合安装在一些降水稀少的山
区和沿海地区。选址是有效收集雾水的关键，应从

两个主要评估参数着手。首先，选在可用水源距离
较远而难以获取，或替代水源（运水车）花费过高的
地区。其次，研究目标地区的气象条件，确定雾强度
和持续时间是否适合采用雾水收集系统。基于这些
考虑，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多个雾水收集点提供饮用
水，并一定程度上用于畜牧业和农业。

雾水收集项目遍及世界各地：智利、佛得角、厄
立特里亚、危地马拉、尼泊尔、摩洛哥、秘鲁、纳米比
亚、南非、沙特阿拉伯、埃及、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
阿曼、以色列、哥伦比亚、也门、多米尼加 共和国、厄
瓜多尔和加那利群岛等。最大的雾水收集项目位于
摩洛哥西南部的Aït Baamrane地区，该地区常年干
旱，年降水量仅为112毫米，但平均每年雾天有143
天。鼓励地方机构和当地社区的参与，确保性别尊
重成为当地的主流意识，是实现雾水收集系统可持
续的主要驱动力。

云种散播增加降雨量

地球大气层中约有1300万km³的气态水，来自
于海洋、内陆海、湿地表面的蒸发以及植物的蒸腾作
用。这些水蒸气储量随着蒸发-冷凝和降水循环（每
年完成8-9次水文循环过程，每次持续约40-45天）
而不断更新。因此，大气中的水汽量是取之不尽的
淡水来源，也成为增加雨水的有效途径。

云种散播技术可以在适当条件下用来增加目标
地区的降雨量。云播种一般在对流层的中下位置作
业，将吸湿性物质播散到云层周围，使水滴或冰晶通
过水蒸气凝结或冻结过程，在异质核上活跃起来。
随后，人造水滴和天然水滴与冰晶之间的碰撞-聚
结形成大的雨水凝结体（水滴、霰、冰雹、雪花等），
最终以降水的形式滴落。云种散播通过多种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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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来改变包括对流风暴、大面积层云和地面雾等
不同类型的云的降水状况。据估计，云层中以降水的
形式释放到地面的水分不超过10%，这意味着人工
增雨技术在增加降水方面有着相当可观的潜力。

尽管人为改变天气领域相关的科学研究和实
践稳步发展，但对云动力学和相关微物理学的研
究仍然有限。

50多年来，云播种技术在各种体育赛事和庆
祝活动中被用来增加降水，防雹，散雾以及改善天
气状况。由于处在对流层的上层，大气中的流动水
分携带着90％的南北向水汽从热带穿过对流层下
层，虽仅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0％，但足以覆盖横向
数百英里，纵向可达上千英里的区域。尽管大气中
的水分可提供迫切所需的降水，但其也会引起洪
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尚未研发出控

制大气中水分的技术。但在建模、分析和观测方面
有了进一步发展，对单个云过程及其潜在相互作
用的科学认识有了深入了解。

云种散播技术通常在云底或云顶作业，或者在
云内其他所需高度直接作用来实现降雨。在不同项
目中，反应试剂由轻型和中型飞机、小型地对空和
空对空火箭、炮弹和地面发生器完成输送（图1）。
还可能使用可以负荷的气球和装有试剂的烟花型
装置。 播种策略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云的类
型和特征、播种材料和投放方式。

播种技术的目的是刺激和/或加速形成体积较
大的水汽和冰晶，更早地释放到地面。根据云的类
型和反应试剂作用的区域不同，这一过程可能涉及
水滴和冰晶吸收水蒸气而凝结，以及液滴、冰晶、雪
花、冰霰和冰雹之间的碰撞-聚结。

云的类型对于云种散播的成效至关重要。大陆
和海上形成的云有明显不同。大陆云中的液滴由于

图 1: 使用飞机、火箭或地面结晶或冷凝核发生器进行云种散播增加降雨量 :（a）云种散播方式的选择，
（b）反映云种散播的预期结果。云种散播方式包括 :（1）云底飞机播种 ;（2）火箭播种 ;（3）云顶飞
机播种 ;（4）地面发生器播种 ;（5）飞机穿透云层直接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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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较小且浓度较高，通常碰撞-聚结的效果并不
是很好。形成降雨需要较大的水滴，这意味着大陆
云的降水模式要比海洋云复杂。

并非所有云都适合用来人工降雨，实现这一过
程需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如，充足的水含量，云层
气温高低部分的垂直深度，以及发育动态。由此可见
自然情况下云层降水过程蕴含能量巨大，也表明通
过改变质量或能量平衡来增加降水是不可行的，只
能通过不稳定态（对流、相和胶体的不稳定性）来增
加降水。因此，只有对这一系统有了确切的了解，谨
慎使用气溶胶颗粒增加或替代天然颗粒，才有机会
增加云层降水量。

人工云种散播技术是将特定的气溶胶颗粒喷
入云环境中，与自然颗粒争夺水蒸气。这些气溶胶
颗粒中有形成冰的颗粒，如具有像天然冰晶一样
的晶格结构的碘化银，或其他化学化合物，如包含
各种助剂的盐基吸湿颗粒、干冰颗粒或液氮。这些
人工降雨所需的材料通常被称为试剂。试剂的化
学成分和变化存在很大差异。现有研究致力于优
化试剂组成，提高试剂效率。为了在实验室条件下
测量试剂的性能，通常会使用不同类型的专用大型
和小型云室，在其中模拟与所研究的云环境相似的
温度、湿度、液态和冰水含量、气流、电场等参数。播
种引起的水滴冻结和蒸汽凝结会伴随潜热释放，迫
使云浮力和热对流的产生，进一步促使滴液增大。

各个国家应用云种散播技术的实践表明，根据
现有的云资源和类型、试剂类型和播种方式、云含水
量和云底温度，每年可以增加的降水量在10%到20
％以上。利用飞机和火箭将播种材料直接输送到云
层效果相对较好，降水增加较多。然而，目前尚不明
确数值变化差异的原因，影响估值对目标地区自然
降水的估值联系密切。

微型雨水收集

在降雨量有限且季节内和季节间降雨变化较大
的地区，如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大部分的降水会随着
地表径流和蒸发而流失。由于植被覆盖率低，土壤

层浅而坚硬，干旱进一步加剧。这些因素也促使人
们开始关注微型集雨系统，它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少
量降雨和径流水满足作物生产和当地社区的需求。

在降雨量有限的地区，微型雨水收集系统可支
持当地社区的用水需求。

微型雨水收集系统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
通过屋顶系统集水，收集径流并将其存储在水箱、蓄
水池或类似装置中。这些水可作为家庭用水或喂养
牲畜，但这一家庭用水的水质问题尤其受到关注。第
二种是用于农业的集水系统，涉及收集从水库或耕
种区等流域面积较小的根带集水区流出的雨水（图
2）。 由于径流事件的间歇性，因此有必要在雨季存
储足量的雨水，以备日后之需。

微型雨水收集系统，也称为原位集水系统，覆
盖相对较小的地表径流集水区（从几平方米到几
千平方米不等），片流短距离流动。集水区的径流
水会作为附近农业区域用水，直接浸润植物；或存
储在小集水区中，供人类或动物再利用。集水面可
能是天然的，也可能用一种能引导径流的材料进行
处理，尤其在渗透率较高的沙土区域应用性较强。

农业领域采用了不同形式的微型集水区。等高
堤由沿着坡田或山坡等高线堆筑的土、石或垃圾堤
组成，将雨水截留在堤后，增加渗透。半圆形、梯形
或“V”形堤交错放置，让水可以聚集在堤后。当环
区（hoop area）充满水时，多余的水就会流到等
高堤的边缘。这些系统最常用于种植果树或灌木。

图 2：微型雨水收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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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微型集水系统是meskat型系统，不同于
交替部署集水区和耕种区，这种系统将田地划分
出一个单独的集水区，位于种植区上方。集水区内
会清除植被，增加径流。耕种区周围会堆筑“U”形
堤，截留径流。在突尼斯，橄榄树种植就是应用了
这一系统。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也使用了类似的系
统“Khushkaba来种植大田作物。

深层陆上和近海地下的淡咸水

浅层地下水资源的开采速度超过了预计的现
代补给量。目前，全球地下水开采量的年估值为
750-800 km³ 。在城市和农作地区，过量抽水已导
致水位下降数十米、地面沉降和盐碱化等问题。地
球上可利用的地下水总量估计在1600-3000万km³
之间。其中只有约10-500万km³的浅层地下水资源
形成时间不到50年，是可再生的。而其他更多的地
下水资源埋藏在深层（深达1 km）区域的含水层
或近海位置。

近海海底淡水是指储藏在海底含水层中的水。
可将海上油气勘探和开采的技术用于海底含水层作

业，在适当的情况下（主要是资金成本允许），可直接
用于开采海底含水层中的水源。 当陆地淡水开采成
本上升到与开发海底淡水相比不具有优势时，海底
含水层中的大量淡水和微咸水则更具投资回报。

在过去的50年中，在大陆架的钻探活动证实了
海底含水层中存在淡水和咸淡水资源（图3）。这类
水资源存在于深度600 米以下距陆地不到100 公
里的细粒隔水层中, 近海淡水量约为0.8-9.0 km³/
km。据估计，浅层的（<500 m）可渗透的砂岩和石
灰岩储层中封存了多达5 × 105 km³的淡水和咸淡
水（< 1 ppt）。相比较而言，2015年美国从陆上含水
层抽取的地下水总量约为117 km³。

 
当前从承压含水层中抽取的深层地下水仅涉

及了采矿过程相关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
面，增大开采规模，实现将其作为饮用水源的目标。

虽然大规模开发海底淡水资源的概念相对较
新，但经由海水深层补给地下水的形式利用海底淡
水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例如，在公元一世纪，希腊地

图 3：横截面图显示了世界范围内储量可观的由大气降水转化的地下水。蓝线表示盐度等值线（ppt）。
灰色竖线表示海上油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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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Strabo报告了在叙利亚Arwad附近利用近
海淡水温泉一事。

虽说海水深层补给地下水和海底含水层是两
种不同类型的海底淡水资源，其实这两类资源都
值得经过深入探究后再合理利用。

美国东海岸（如新泽西州、马沙文雅岛；图4）是
开展海底含水层研究的理想地点。这里早在20世纪
70年代到2010期间就进行了广泛的钻探和测试。在
过去的250万年里，由于巨大的冰盖遍及各大洲，海
平面比如今要低得多，这些淡水资源就这样深埋在
了海底。例如，在末次盛冰期，海平面要比现在低120
米；平均而言，海平面要比现在低40 米。

最近已开发出可对海上淡水成像的海洋大地
电磁法和受控源电磁法（图4）。这项新的技术可以
推广至全球范围内使用，用以表征近海淡水，降低
钻井勘探成本。海上淡水导电性能弱，其地层电阻
率约为100 Ohm-m。在确保淡水储存在较为密致
的隔水层条件下，使用水平井可以实现连续30年
以上日开采量19,200 m³的海底淡水开采量。水平
钻井技术的进步不断降低钻井成本。南非开普敦
也可以考虑作为备选地点，该地区2017年经历了
长期干旱。有人担心近海淡水生产可能会影响陆
地水资源或造成地面沉降。迄今为止，尚未进行近
海淡水资源开发方面的实践。

陆上深层地下水

承压含水层和化石含水层的地下水是陆上淡
水资源的重要来源（图5）。位于地表以下两个不透
水层之间由多孔岩石构成的饱和含水层称为承压
含水层。含水层受到上方和下方的不透水物质挤
压，当水井穿透含水层时，压力释放，水就会升至
含水层之上。同样，化石含水层即含有地下淡水的
地质构造，这些淡水在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前就
储存在这里，如今很难回补 。如果在承压含水层
中钻井，则内部压力（取决于岩石输送水的能力）可
能足以在无需用泵的情况下，就使水从井里升到井
面，有时甚至完全升出水井。这种井称为“自流井”。

陆上化石含水层可能位于低渗透性隔水层之
间，也可能位于地表以下无法补给的非密闭层。美
国的奥加拉拉含水层大多属于前一种类型, 而北非
的努比亚砂岩含水层系统则属于后一种类型。在过
去的250万年中，当时这些地区的气候通常比较凉
爽和湿润，因此那时含水层的补给量相对较高。由
于这些含水层当前的补给量相对较低，因此只要是
从这些含水层中取水，都可视为开采资源。这些远古
形成的封闭水层是埋藏在陆地水层中的重要资源，
安全完好的封存着保障一代又一代后人的用水。

图 4：图表显示了高盐度（粉色）和低盐度（黄色）
海上油井的位置，以及海洋电磁勘探的位置（a）
以及沿马沙文雅岛（b）和新泽西州（c）的海上
淡水联合电磁受控源和大地电磁反演 。

图 5：承压地质构造中的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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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

城市污水的来源：（1）生活污水，包括厕所污
水，厨房和浴室及其他家庭用途产生的洗涤水；（2） 
商业设施和机构产生的废水；（3）排入城市污水处
理系统的工业废水；（4）最终排入城市污水处理系
统的雨水和其他城市径流。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增加
了用水需求，产生的废水也随之增多。这也意味着随
着社会的发展，未来几年产生的污水只会有增无减。
同时，通过收集和处理污水，将其用于农业、水产养
殖、农林业/园林绿化、补给含水层，以及直接或间接
饮用等，城市污水的处理和利用也为解决干旱地区
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提供新思路。

城市污水的价值过去常常被忽略，如今越来
越多地被视为是水、营养素、贵金属和能源的宝贵
来源。随着城市污水量的增加和资源回收创新，人
们逐渐关注并积极开展从城市污水中回收水、营
养素和能源等方面的实践。据估计，全世界每年会
产生380 km³的污水，相当于每年流经尼亚加拉大
瀑布的水量的5倍以上（图6）。预计到2030年和2050
年，全球污水产量将分别增至470 km³和575 km³。
全球每年产生的污水中的氮磷钾含量分别达到16.6 

Tg（Tg =百万吨）、3.0 Tg和6.3 Tg。若能从污水中完
全回收这些营养素，将补充13.4％的全球农业营养
素需求。除了营养素回收和经济效益外，还会带来
一些关键的环境收益，例如，最大程度地减少富营
养化，减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压力等。

从能源角度来看，污水中所含的能源可以满足
1.58亿户家庭的用电需求。这些估值和预测基于每
年报告的全球城市污水年产量中涉及的最大理论
水量、营养素和能源。

尽管城市污水中存在着许多宝贵资源，并且
一些国家正在开展中水回用项目(Jimenez and 
Asano, 2008)，但污水中资源的回收潜力还未得
到充分开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建设大
规模的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系统建设还不完善， 
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在一些国家，
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城市的卫生基础设
施建设速度远不及人口增长速度，使得城市污水的
收集和管理效率低下。

好在城市污水收集、处理，并将经过处理的城
市污水用于适用用途和生产性用途的研究和实践
也在不断革新求变。这将需要根据城市污水产生
的特定来源及其适用用途或安全处置方法来评估
可行的处理方案。充分发挥城市污水的资源回收
潜力，需要采取技术手段以外的行动，探索资源回
收和再利用的商业机会。有必要促进和加快资源
回收创新方法的实施，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大
多数城市污水仍未经处理直接排入环境中。人们对
淡水需求的激增也使水资源紧缺的威胁加剧，在循
环经济背景下，没有任何理由不从安全管理下的污
水系统中回收资源的价值。

农业排水

充分排水是实现可持续灌溉的前提条件，特别
是在地下水和高水位中的盐分或涝渍可能损害作
物的情况下。作物生产用水的一小部分会形成排
水，其中含有盐分和农药、化肥以及土壤和水改良

图 6：亚洲地区产生的城市污水量约占全球污水
量的 40％（基于（ Qadir et al., 2020）的数据计
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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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等农用化学品残留物。为了保持表土层中适当
的盐分平衡，形成有效的根带，渗入根带下方的排
水的盐度须高于所用的灌溉水的盐度。

用农业排水进行灌溉需要进行盐分管理，但可
以带来农业生产力提高、固碳、经济和生计效益。

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灌溉一直是影响农业发
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灌溉农业持续
扩大，但是现在每年的可再生淡水资源大部分已被
其他用途占用。在水资源短缺国家，市政、工业和农
业部门之间的淡水资源争夺非常激烈。这导致农业
可用淡水量减少，在人口增长率较高并严重遭受环
境问题困扰的欠发达干旱地区的国家中，这种现象
预计将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加剧。在这些国家中，农业
排水回用已成为灌溉用水的重要来源。根据盐的含
量和类型，通过实施相关的灌溉和土壤管理规范，
农业排水可用于不同的作物生产。

循环使用含盐分的水直到其不可再用于任何
经济活动，将盐碱灌溉区恢复到更高的生产水平，
可以在不扩大生产面积，避免由此带来的其他影
响下，促进食品、饲料和可再生能源生产（图7）。改
变传统的方式是要回用盐水，直到其不能再用于
任何经济活动而非单纯改变盐水处理方式。这么
做可带来额外的效益，例如增加土壤固碳量，从而
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因此，不可将含盐排水视作是
多余的，并因此忽略它，特别是在严重依赖灌溉农
业的地区，这些地区已经在输水和配水系统等基
础设施上进行了大量投资来保障供水，实现灌溉
和粮食安全。

对含盐排水进行地方管理有两种选择：（1）在
蒸发池中处理，进行区域存储；（2）回用于灌溉用
途。前者错失有效再利用含盐排水得机会，只有在
这些含盐排水的生产性用途不具经济可行性的情
况下，才可考虑采用这种方法。对于后者，由于排
水所含盐分高于所用灌溉水，所以通过传统灌溉
方法，将排水直接回用于灌溉下游作物的可持续
性要低于原始灌溉水。因此在依赖排水回用，包括

最终用于灌溉盐生植物的灌溉方案中，所有灌溉
步骤都需要过量灌溉才能产生排水，将其收集在
瓷砖排水系统中；可持续性取决于社区参与灌溉
方案的设计和管理；以及是否需要在流域范围内，
使用水文和生态模型来评估使用各种水源的不同
替代方案的长期后果。

冰山拖曳运水

冰山是由于波浪作用和冰下应力从大陆冰川崩
裂的一块巨大的冰。冰山可以提供大量可再生的，
且不会严重污染环境的未开发淡水源。世界上约有
75％的淡水冻结在冰中，而其中约90％位于南极地
区。南极冰层的总含水量为2700万km³，其中每年
约有2000 km³以冰山的形式崩裂，从冰层中分离。

将冰山从极地冰盖拖到亟需水的水资源短缺
国家，听起来可能并不像是一种切合实际的解决
方案，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家、学者和政
治家一直在考虑将冰山作为具有开发潜能的淡水
资源。其实冰山拖曳技术具有可行性，因为加拿大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在发现有碰撞危险时会定期将
冰山拖离海上平台。尽管尚未大规模实践，但随着
世界各地淡水需求的不断上升，冰山的增加，以及

图 7 ：按顺序回用含盐排水可有效促进食品、饲
料、可再生能源生产，以及土壤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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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捕获技术的进步，冰山拖曳技术的相关的实
践值得期待。

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背景下，通过拖曳冰山实
现物理运水的方法逐渐受到关注，但这种方法实践
仍处于起步阶段。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下，跨越大洋将一座
冰山从极地地区拖到更温暖的气候区似乎是有可
能实现的。冰山拖曳的技术可行性考量涉及四个
方面：（1）找到合适的来源和供应；（2）计算必要的
拖力要求；（3）准确预测和核算在途中溶化的水量；

（4）估算整个项目经济上的可行性。
不是任何的冰山都能进行拖曳。由于冰山的

巨大的尺寸、重量和密度，拖曳过程会有很大的翻
滚危险。因此，扁平状的，横向尺寸远大于厚度的
矩形冰山是理想选择。

由于可移动的冰山很多，且尺寸和形状不一，
因此可通过遥感技术来选择适合长距离拖曳的冰
山。最早发现于南极洲的扁平状冰山，是尺寸最大，
最适合拖曳的冰山样本。冰山每年溶入海洋的水量
为3,000 km³，接近世界年淡水消耗量（3,300km³）
。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10万吨的冰山可以成功拖
曳。而适合向水资源短缺地区供水的最小冰山尺
寸约为100万吨。

除了供水以外，冰山还可以产生能量。 如果将
冰山运到低纬度地区，可通过热梯度获得大量能
量。对于使用化石燃料的常规电站，冰可帮助降低
冷凝温度。

压载水

压载水（淡水或盐水）存储在船舶的水舱和
货舱中，可以确保船舶稳定、航行安全和结构完
整性，船舶可以根据港口的船舶重量变化进行调
整 。如果船舶在没有货物的情况下航行，或已在
一个港口卸出一些货物，正驶向下一个港口，则可
在船上注入压载水，保持所需的安全运行条件。根

据《2004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控制与管理
公约》（以下简称为《压载水管理公约》）中环境方
面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在排出压载水之前要
对压载水进行处理。

许多不同的水处理技术可用于市政和工业。但
是，如果未经调整就将它们用于处理压载水，这些
技术将无法达到压载水处理标准所要求的水平。

压载水处理标准有两种：《压载水管理公约》
D-1标准和《压载水管理公约》D-2标准。 D-1标准
要求船舶须在远离沿海地区的公海中才能交换至
少95％的压载水量。理想情况下，这意味着位置在
距离陆地至少200海里，水深至少200 米的地方。
在那里很少会有存活生物。因此，船舶在释放压
载水时，就不太可能会带来可能有害的物种。D-2
标准规定了允许排放的活生物体的最大数量，包
括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特定指标微生物。自2017年
9月起，所有船舶均必须至少达到D-1标准，所有
新船舶均必须达到D-2标准。自2019年9月起，所
有船舶均必须满足D-2标准。此外，所有船舶必须
有压载水管理计划；压载水记录簿；以及国际压载
水管理证书（国际海事组织，2019年）。

压载水处理措施可分为机械物理处理和化学
处理。处理过程主要包括通过过滤器或水力旋流
器机械分离较大的颗粒。经常会使用网目尺寸约
为40 μm的自动自清洁过滤系统，水中仅残留较
小的生物体。其他物理措施包括：（1）应用超声波
和空化，机械破坏颗粒和生物体；（2）高能技术，例
如，加热；或（3）紫外线照射。结合高性能过滤器和
紫外线辐射，有几种经《压载水管理公约》批准的方
法可完全依靠物理处理方法来达到D-2标准。尽管
这些系统不会对人类或环境造成化学危害，但也有
缺点，即能耗高，在高浊度或高溶解有机物含量高
的水中可能存在性能问题，降低紫外线穿透性。

据估计，2013年世界海运贸易量为93.5亿
吨，2013年全球压载水排放量约为31亿吨（31亿
m³= 3.1 km）。这表明压载水占与世界海运贸易
相关的货物总量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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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水

海水淡化过程是指，去除海水（盐含量在30,000
和50,000 mg/L之间）或微咸地下水（盐含量在800
到10,000 mg/L）中的盐分，成为可饮用水。淡化水
是一种重要的水资源，在水文循环所能提供的范围
之外，提供了不受气候影响且可稳定供应的高质
量水资源；海洋蕴藏着地球上97％的水资源，如此
可观的水量为海水淡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

 全球现有约16,000个海水淡化厂，淡化水日
产量达9500万m³（每年350亿m³），淡化的清洁水
可用于工业、商业、生活、旅游和高价值农业。几乎
一半的海水淡化产能（44％）来自不断增长中的中
东市场，其他地区的增长速度甚至更快，特别是亚
洲。其中中国、美国和拉丁美洲最为显著。

生产饮用水的海水淡化技术分为两类：热法和
膜法。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其相对较低的能耗和
水生产成本，海水反渗透法（SWRO），这一目前应
用最为广泛的膜法技术已成为全球海水淡化的首
选方法。2015年之后，甚至大多数中东国家也停止
或大幅减少了基于热法的海水淡化厂的建设项目。

在过去的十年中，膜技术和材料科学的发展推
动了海水淡化方式的更新升级。压力交换式能量回
收系统，更高效的反渗透（RO）膜元件，纳米结构的
反渗透膜，创新的膜容器组件，以及高回收率的反
渗透系统等最新技术进展，将进一步降低海水淡
化所需的能源，成为有效降低淡化水成本的关键
环节。预计到2030年，这些领域的技术突破会大大
降低淡化水的生产成本。

海水淡化成本的稳定下降趋势，加上更严格的
法规要求带来常规水处理和中水回用的成本增加，
未来海水很可能成为有吸引力和竞争优势的水源，
并在未来15年内使海水淡化成为全球沿海地区抵
御干旱的可靠的手段。目前，海水淡化仅为全球沿
海中心城市提供了约10%的城市供水，到2030年，
这一比例预计将达到25％。

目前，全球有150多个国家以各种形式利用海
水淡化技术来满足用水需求，为3亿多人提供饮用
水。尽管成本不断下降，但大多数海水淡化厂仍位
于高收入国家（67％），占全球海水淡化产能的71％。
相比之下，低收入国家的海水淡化产能不足0.1％。

海水淡化技术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过程中
产生的高盐度浓缩物，即“浓盐水”如果排放不当，可
能会影响海水淡化厂排水口区域的水生环境。长期
的实践经验表明，只要设计和处理得当，海水淡化厂
的排放不会对环境构成威胁，也不会对排放区域的
海洋生境造成严重影响。海水淡化过程中的浓盐水
产量约为1.42亿m³/天，约为淡化水日产量的1.5倍。
而使用咸淡水的海水淡化厂生产的浓盐水比淡化
水产量少6到10倍。从浓盐水中提取稀有金属相关
的研究在稳步推进，涉及的纳米颗粒增强膜、仿生
膜和正向渗透等新兴技术可用来从浓盐水中有效
提取稀有金属。此类技术旨在降低20％-35％的能
耗以及20％-30％的资金成本，同时提高工艺的可
靠性和灵活性，大幅减少浓盐水的排放量。

环境友好和经济可行的浓盐水管理，是维持海
水淡化系统长期可持续的关键。

欢迎关注中国水科院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

本刊联系方式：中国水科院 国际合作处
联系邮箱：dic@iwhr.com



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2020

总284期
1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编：孟志敏     责编：孟 圆  刘一帆
IWHR International Digest

澳大利亚墨累达令
河流域的前世今生

美国能源部“HydroW 
IRES”水电和抽水蓄能
示范项目

气候变化加剧洪水风
险，更多居民住宅将
遭遇水淹

欧盟XFLEX创新水电示
范项目，打造强韧、再生
的电力系统



2 

2020年第11期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流域的前世今生

泥沙输移与气候历史

伍伦贡大学研究人员引领开展，并发表在《科
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期刊上的一项研究
发现，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流域的泥沙在输移过
程中通常会经历多个蓄积阶段，在墨累河和达令
河下游河段的累积滞留时间超过了一百万年。泥
沙从源头输移至沉积处所需的漫长时间以及沿途
频繁的滞留削弱了其能够揭示来源区气候和地质
信息的能力。

河流充当了泥沙输送带，既能保持土壤肥力，还
能每年向全球海洋输送400亿多吨颗粒物质和溶解
态泥沙。泥沙的主要来源是山区，山区的地壳构造运
动、气候和地表过程（例如化学侵蚀和物理侵蚀）之
间的持续相互作用会使岩石分解，转化为泥土和土
壤。气候或构造力的变化导致泥沙通量发生改变，
而地形在这些环境驱动力下发生的变化则通过矿
物学、结构学或地球化学的永久性变化表现出来。

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系中，位于昆士兰州 Eulo 的帕鲁河（Paroo）。图片来源：伍伦贡大学 Reka Fulop



3 

2020年第11期 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因此，每块泥沙都携带与其位于高地的泥沙
产沙区相关的地质、地貌和气候信息，是这些信息
塑造了地球的历史演变。但是，大规模河系十分复
杂，其内部动态变化可能会削弱甚至扭曲泥沙携
带的环境信号。

研究人员通过测量现今河流泥沙中宇宙成因
放射性核素（暴露在宇宙射线下的地表岩石产生
的稀有同位素）比率在下游发生的变化，来计算澳
大利亚最大的河系—墨累达令流域—的泥沙输移
时间。研究结果表明，泥沙携带的环境信号不仅会
失真，甚至可能被完全消除。一方面，泥沙的输移
时间非常长，另一方面，泥沙输移可划分为多个较
短的输移阶段。而在这漫长输移裹成中的每一较
短阶段，每块泥沙携带的“信息”（环境信号）都可
能被改变或消除。

墨累达令流域属亚热带气候，整个流域的纬度
梯度明显，气候存在鲜明变化。在北部，达令河子流
域受到夏季季风降水的弱主导影响，而在南部，墨

累河子流域则受到与南半球西风带相关的冬季降
水的强烈影响。过去多项研究往往通过应用地球
化学指纹图谱技术来区分达令河和墨累河流域的
泥沙来源，从而将墨累达令河流域的泥沙史料作为
历史水文气候变化的反映。这些研究其实假定了，
泥沙迅速从源头输移至沉积处，且泥沙来源的任何
变化都直接反映在输沙量和/或产沙率的变化上。

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工作以及在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域开展实地作业。图片来源：伍伦贡大学 Reka Fulop

Reka Fulop 博士在伍伦贡大学的宇宙成因核素化
学实验室。图片来源：伍伦贡大学 Reka Fu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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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伍伦贡大学这项新研究表明，由于较长的累
积滞留时间以及多次掩埋和再暴露，墨累和达令河
泥沙来源区的环境信号传输可能并不同步，导致无
从根据这些这些输移来的泥沙来解读其来源区的
地质气候信息。

在墨累达令河流域观测到的长达一百万年的
泥沙输移时间，以及积年泥沙的不断变化很可能是
全球类似河系共有的一个特征。这意味着在非洲和
澳洲等地壳构造不活跃的大陆上，泥沙沉积能够提
供的信息较为有限。

如今的河流，曾经的湖泊

数百万年来，墨累河从澳大利亚阿尔卑斯山脉
流经内陆平原，蜿蜒穿过南澳州后汇入大海。但在
历史上，其漫长旅程的最后一段与现在截然不同。

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了科学界长期以来的一项
假设，即6000年前，墨累河下游的水位非常高，以
致于构成了南澳州一个巨大的湖泊。研究还通过
对已有12,000多年历史的淤泥和粘土层的深层钻
探，发现了关于墨累达令河流域洪水和干旱的宝
贵长期记录。

这项研究可揭示未来海平面上升对澳大利亚
这一最重要的流域的影响。此外，新获得的历史洪
水和干旱记录有助于改进该流域水资源管理工作。

探究过去

对于澳大利亚而言，探究不断上升的海平面
和愈加频繁的洪水和干旱对河流和河口等环境的
影响十分重要。

一种研究方案是追溯性的，即回顾距今5000
至8000年前（即海平面周期中被称为全新世高海
面的时期）的环境状况。全新世（Holocene）指的
是约11,700年前至今的地球历史。高海面即海平
面处于最高位的时期。

如今的墨累河流向南澳州，穿过狭窄的河谷，
随后河道逐步开阔，直至经亚历珊德拉湖汇入大
海。但这一段旅程却并非一直如此。18,000年前，
在末次冰期最盛期之后，融冰导致海平面上升，而
上升前的海平面比当前海平面低出120米左右。约
6,000年前，海平面达到峰值，高出当前海平面2米。

研究人员此前曾假设 ，在过去数千年里，墨累
河口的高海平面发挥着水坝的作用，导致河水雍
高，形成了一个叫做曼侬湖（Mannum）的咸水湖。

通过使用高分辨率的二维和三维建模技术来
模拟水位和流量，研究证实了曼侬湖不仅存在且
非常辽阔——从墨累河河口一直向上游延伸至斯
旺里奇河段（Swan reach）上游约200公里处。并
探究了曼侬湖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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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历史的岩层

曼侬湖静止的湖水天然地有利于截留上游来的
粘土和淤泥。在多种条件下，例如在发生洪水时，泥
沙向下游输移，并沉积在曼侬湖湖底。这些沉积岩
层记录了墨累达令流域的气候历史。

研究人员从墨累河下游的洪泛平原中采集了一
段长30米的沉积岩心。该岩心中包括一段在8,500
至5,000年前沉积在曼侬湖湖底的11米长的沉积
岩。每315年才能积累1米的岩层，即每年约3毫米。

沉积岩心上的每一层都可能代表一个河流流
量增加或减少的时段。大部分岩层可能产生于春
季和夏季，澳大利亚阿尔卑斯山脉中的冰雪融化，
使得淤泥沿河系输移。部分沉积岩层代表了墨累河
曾经历的大洪水，而其他沉积岩层则代表达令河曾

遭遇的洪水。沉积岩层较长时期的厚度变化可能对
应于持续时间较长的潮湿和干旱天气。

研究的下一阶段将对沉积岩层进行更加详细
的分析，以获取墨累达令河流域洪水和干旱事件
的可靠、详细和高分辨率记录。

研究启示

在过去5,000年里，随着海平面下降至现今水
平，湖水慢慢消退，又转变为河流。

如今墨累河下游实施了高强度的管理。河口附
近设立了五个拦河坝（或屏障）以防止海水入侵，保
障淡水供应并维持水位。大量河水被抽取用于灌溉
和生活用水。有一种意见是应当拆除拦河坝，以恢复
天然潮汐河口并允许海水影响湖泊水位。虽然在短
期内不太可能会拆除这些拦河坝，但这项新研究揭
示了拦河坝拆除之后，以及气候变化引发海平面继
续上升，这些河湖将会如何变化。

在未来，通过了解墨累达令河流域的历史洪水
规模以及频率，将有助于水资源管理者更好地进行
水资源分配。

在墨累河下游河谷的 Monteith 附近采集的沉积岩 
心显示出多层细微泥层。图片来源：Anna 
Helfensdorfer 创建的岩心扫描图像

曼侬湖附近的墨累河下游河段流经狭窄河谷。图
片来源：Tom Hubble

本文摘译自:
https://phys.or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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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加剧洪水风险，更多居民住宅
将遭遇水淹

2017年飓风哈维袭击了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对
这一极易受到洪水影响的地区来说，这场飓风更像
是一场对其洪水风险计划的实战压力测试。然而，
该地区未能通过这场测试。被洪水淹没的房屋中，
超过一半位于市政府和联邦政府圈定的百年一遇
洪泛平原之外。

这场风暴促使休斯敦地区重新全面审视了其
功能区划分规定，也凸显了美国在分析洪水风险
以及向业主和意向购房者告知洪水风险方面存在
重大缺陷。

近期发布的一份详细的研究报告表明，全美国
至少有600万户家庭不知道他们的住房每年有1%
被水淹的风险，也就是说，他们处在“百年一遇”洪
水区。与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划定的特别
洪水风险区相比，面临洪水重大风险的房屋数量实
际高出了70%。而只有划在特别洪水风险区内的房
屋才有资格参与美国国家洪水保险计划。

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海平面上升会加剧飓风风
暴潮的破坏力，极端降雨天气事件也会增加。未来数
十年内面临重大洪水风险的房屋数量势必大幅增加。

2020 年面临洪水重大风险的房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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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尤其是当房价没有合理反映出洪水
风险时，房地产市场势必会遭遇严重打击。业主不
仅面临房屋遭水淹的风险，还有难以偿还房贷的风
险；而保险公司和银行也很有可能面临坏账高启。

以上研究成果由非营利性洪水研究和宣传组
织“第一街基金会（First Street Foundation）”发
布。第一街基金会目前在其网站上免费提供具体到
每一处房产的信息图。意向购房者可以看到遍布美
国本土48个州的1.42亿处房产的洪水风险评分（“
洪水系数”）以及一份显示洪水相关信息的地图。

基金会使用经过同行评议的模型，采用能够
探明不断变化的洪水风险和每一次洪水水深的方
法，以确定每一处房屋的“洪水系数”（采用10分制
进行评分）。

基金会的洪水风险累积模型的开发获得了Fath-
om Global、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布
里斯托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和麻省
理工学院以及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美国地质调查
局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政府机构的支
持。例如，该模型利用了MIT对50,000个模拟飓风
开展的分析来追踪风暴潮洪水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为确定某一处房产的历史洪水风险，基金会重建了
50次河流洪水事件和风暴潮洪水事件的范围，以查
找某一次风暴洪水中被淹没的房屋。

基金会的建模结果表明，洪水风
险超出人们预期，且情况会持续恶化

 
基金会的研究表明，在未来30年（抵押贷款的

通常期限）里，美国人面临的洪水风险将急剧增加。
该模型发现，目前约有1,460万处房产面临重

大洪水风险，而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620
万。由于降水模式的变化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
存在，增幅还有可能加大。

该模型确定了当前或者未来各类洪水（包括
由潮汐、风暴潮和强降雨引发的洪水，以及河流洪
水）的发生概率。该模型采取重现期概率方法，囊
括2020年至2050年发生的两年一遇至500年一遇
的洪水事件，同时绘制洪水水深图。

通过这种方式，基金会可以估算在美国任一
地方发生任一洪水水深的累积概率（该组织将“重
大风险”定义为在100年一遇洪水中，淹没深度达
到1厘米或更深）。

沿海和内陆各州面临的风险与日
俱增

 
报告中还逐一分析了各州洪水风险被严重低

估的地方，以及未来洪水风险将急剧上升的地方。
研究发现，到2050年，路易斯安那州、特拉华州、新

2020 年至 2050 年面临洪水重大风险的房屋数量
变化

2017 年 8 月 29 日，热带风暴哈维造成的洪水引
发休斯顿阿迪克斯水库泄洪，洪水涌入下游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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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州、佛罗里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面临重大洪
水风险的房产数量增幅最大。这五个州都位于沿海
地区，面临着风暴潮引发的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的风
险。但是，内陆州也将面临更大的洪水威胁：俄亥俄
州面临重大洪水风险的房产比例上升5.4%，肯塔
基州和田纳西州上升3.2%，爱达荷州上升7.7%。

此外，由于该模型中也包括强降雨引发的洪
水，因此，像芝加哥等部分城市仅有少部分被划入
联邦应急管理局百年一遇洪水区的地区，其风险
等级实际上被严重低估了。研究发现，芝加哥有将
近13%的房屋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面临的主要
洪灾类型为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暴发。相比之下，根
据联邦应急管理局洪水地图的计算结果，芝加哥
面临同等风险的房产比例还未及1%。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
防洪社区计划的项目主管认为，为消费者、购房者和
租房者提供更多有关洪水风险的信息，保证信息透
明度至关重要，不论信息数据的出处是哪里。居民和
购房者手上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她还认为，目前，
美国各州针对信息披露的法律各不相同，往往没有
将未来洪水风险纳入考量。联邦应急管理局的洪水

地图信息不完整，更新不及时，甚至许多州不要求
业主向意向购房者披露历史洪水信息。

洪水风险图和风险评分并非万全
之策

社会组织提供的更多信息希望可以给政府和
社区施加一定压力，敦促他们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来
减轻洪水风险，而不仅仅是在洪水造成严重损失后
投入大量资金开展重建工作。目前政府并没有政治
意愿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非常棘手，并
且在不断恶化。

第一街基金会报告中发布的数据非常重要，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这些重大问题需要城市、州和
联邦政府联动解决。公开这些数据的最佳作用是
增进人们对风险的了解，并呼吁各级政府采取行
动，完善政策。

为人们提供更多信息同样也不一定能够保证
他们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

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一位洪水研究高级政策分析
师称，人们往往不能够依据所获得的信息，尤其是
统计信息做出最佳的决定。购买一座每年被淹概
率为1%的房屋与知道一座房屋在过去五年内被
淹了3次有区别的。

加州大学戴维斯流域科学中心的一名教授表
示，联邦应急管理局更新洪水地图是出了名的慢。
此外，这一地图仅仅向人们告知其是否处于洪水
区内，并未提供相关风险梯度信息。

 简而言之，诸如第一街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提
供更多洪水风险信息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
一步，但要保护居民免于或减轻洪水风险，还需要
做更多艰巨工作。

2018 年 6 月 17 日，位于明尼苏达州德卢斯西南
部的 23 号高速公路受损严重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eather/2020/06/29/flood-risk-climate-change/?utm_campaign=2020-07-01+Run-
down&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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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HydroWIRES”水电和
抽水蓄能示范项目

美国电力系统正在迅速演变，为水电和抽水蓄
能（PSH）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为了保障电网的灵
活运营，需要充足的发电和储能资源与能力。尽管
水电和抽水蓄能能够满足这种需求，但人们对如
何在未来电力系统中发挥最大效用的具体设计和
运营特性仍然知之甚少。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
水电厂和水电行业无法有效地评估、采购和定价
现有电网的服务和辅助服务。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水力技术办公室（WPTO）发起了一项新的电网研
究倡议——促进弹性电力系统的水电和水利创新

（HydroWIRES）——以了解、促进和提高水电和
抽水蓄能在保障快速演变的电力系统的可靠性、
弹性和一体化方面的贡献。

HydroWIRES的四个研究领域是渐进深入的
关系。第一和第二个研究领域旨在简要介绍对未来
电网最具价值的服务范围以及水电可以（或无法）
提供的服务，增进对这两方面的基础了解。这两个
研究领域就水电领域可以并且应当优先考虑的服
务和属性提供了关键思考。

第三个研究领域则旨在制定相应策略来利用水
电为变化电网提供所需服务的能力。第四个研究领
域则持续整合以上三个研究领域的发现，为技术需
求和针对性创新提供信息支持，从而提高水电为电
网创造价值的能力。

1 不断演变的系统条件下的价值
该研究领域侧重于了解对未来电网至关重要

的一系列电网服务。这些服务将取决于未来的发
电结构，包括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和其他系
统条件。对水电能够为电力系统提供的所有效益
和服务进行详尽分类是研究领域一和其他研究领
域的核心。随着电网发生演变，这一研究领域将分
析经济动因和竞争市场的变化如何影响对电力系
统最具价值的效益和服务。在这些变化的背景下，
需要采用新的估值方法以便准确评估水电和抽水
蓄能设施的贡献。

示例项目
抽水蓄能项目估值指南和技术经济研究
水力技术办公室制定了一份渐进估值的指南草案，抽
水蓄能项目开发商、电厂运营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
以利用这一指南来评估现有或规划中的抽水蓄能项目
的潜在经济价值。该方法目前已在两个公开遴选的场址

（Goldendale和Banner Mountain抽水蓄能项目）中
得到应用，以评估和证明其在提高经济绩效方面的潜力。

HydroWIRES倡议的工作可划分为四个
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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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这些研究后，水力技术办公室将测试和完善该估
值指南，并于之后公布该指南和相关工具。

2 能力和限制
这一研究领域对水电厂和整个水电领域的水电

能力，以及充分利用这些能力面临的障碍或限制进
行了全面的量化评估。这些障碍包括规划期内的水
文预报精确度以及这些能力和限制在电力系统运营
和规划实践中的表示和表征方式。研究领域二还专
注于推进能够提高我们对水电能力理解的工具（例
如评估权衡取舍、预测可用水资源量，利用水资源
为电网服务），以实现更高的灵活性。

3 运营与规划
这一研究领域考虑了研究领域一中所述电网

的潜在需求以及研究领域二中所述水电的独特能
力和限制，以创新方法来优化水电厂和整个水电领
域的水电规划和运营。研究领域三的实质是探究水
电在促进未来电力系统方面发挥的最佳作用。未来
电力系统将包括诸多不同的发电能源，每种能源都
具有其独特的能力。在研究领域三下开展的工作将
量化水电厂和整个水电领域在支持电网需求方面
做出的贡献，同时通过新的运营策略和规划方法
来强化这些贡献。

示例项目
用作黑启动资源的水电厂

《用作黑启动资源的水电厂》报告对水电相对于其
他资源的黑启动能力进行了说明。该报告属于针对
水电提供电网服务的能力的一系列技术备忘录之
一，讨论了在发生重大停电事件后恢复电网运营的
操作顺序。在这一背景下，该报告描述了拥有黑启动
功能的机组的类型、大小、特征和位置将如何影响电

网恢复速度。然后将各种发电技术的特点与快速而
有效地恢复电网系统正常运营所需的属性进行比
较。该报告可在energy.gov/HydroWIRES上查阅。

4 技术创新
该研究领域侧重于开发创新技术和设计，以

保持或扩大水电对电网的贡献。项目团队将开展
缺口评估，综合分析限制机组和发电厂灵活性的
技术缺口，并提出高价值研发机会。利用前三个研
究领域的信息来支持性能目标的制定，以了解未
来的系统状况，当前的能力，以及水电和其他发电
资源发挥的作用。

示例项目
水电与储能一体化系统
水力技术办公室的集成项目聚焦于评估径流式

（ROR）水电站通过整合电池、调速轮和超级电容
器等储能系统（ESE）提供电网平衡服务（使能量达
到供需平衡）的能力。本质上，ESS可以作为虚拟水
库，使径流式水电站（这类电站传统上几乎没有蓄
水能力）能够调节其输送的电量，从而提供与灵活
性更高的水电厂相似的服务。随着风能和太阳能在
电力系统中的占比不断增长，径流式水电站的灵活
发电和储能能力的重要性将日益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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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XFLEX创新水电示范项目，打造
强韧、再生的电力系统

2019年12月，欧盟启动了一个重大的新能源
创新项目，即XFLEX（全称为“水电扩展电力系统
灵活性”）项目。项目为期四年，预算达1,800万欧
元，由领先的公用事业公司、设备制造商、大学、研
究中心和咨询公司牵头。由欧盟委员会和由19个
合作伙伴组成的联盟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联合
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5）上宣布。该倡议已获得
欧盟地平线2020研究与创新计划的资金资助，出
资额约为1,510万欧元，旨在帮助欧盟实现到2030
年将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到32%的目标。

就在这项倡议启动之前，联合国发布了《排放差
距报告》，提出要找寻降低全球排放量的方法。报告
指出，增强电力系统灵活性是提高波动性可再生能
源在电力系统中占比的关键。

XFLEX 项目计划示范的技术包括增强型变速
和定速涡轮机系统、智能控制组件和电池—涡轮混
合动力系统，每项技术都将在欧洲的水力发电厂进
行演示。项目于2023年结束时，将提出一个提高上
述示范技术在整个水电领域的采用率的路线图，
并为政府、监管机构和行业提供政策和市场建议。

 
项目合作伙伴：

●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洛桑联邦理
工学院总部位于瑞士洛桑，是欧洲最具活力和国际
化的理工院校之一。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是该项目的
负责机构，负责科学监督以及为XFLEX HYDRO项
目开发新的智能电厂监督系统技术。

●  Alpiq——一家瑞士公司，是欧洲领先的能
源服务供应商和电力生产商。Alpiq旗下水电站每
年为瑞士提供4200 GWh的电量。Alpiq将负责位
于瑞士Z’Mutt的示范项目，对Z’Mutt泵站的5号

机组进行更新，以使用全尺寸变频器对新运营模
式进行变速测试。

●  Andritz AT——是一个全球水力发电厂
机电系统和服务供应商。ANDRITZ AT协助开展
Vogelgrün电厂的示范工作，重点是优化对整合
了电池储能系统的水力系统的控制。

●  Andritz CH——是安德里茨水电有限公司
在瑞士设立的子公司。协助开展Vogelgrün电厂的
示范工作，重点是生成该电厂的数字孪生，开发通
用的基于数据的实时磨损评估方法，并为整合了
电池储能系统的水力系统设备制造商优化特定的
预知性维护模块。

●  ARMINES——是一家私营非营利研究和技
术组织，从事合同研究活动和学术研究培训。项目活
动主要集中于实施先进控制策略和预测工具，以及
电池储能系统和水力发电厂的协调控制。

●  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是法
国一家公共机构，也是法国最大的技术研发提供
商，其职能是将专有技术转让至行业。CEA负责与
Vogelgrün发电厂的水力涡轮机系统进行混合的
电池储能系统。

●  法国电力公司（EDF）——EDF集团是全球
领先的电力公司，目前法国98%的电力为无二氧化
碳排放电力，而其中大部分可归功于EDF的水电部
门。EDF旗下600多座水坝和400座发电厂的年平均
发电量达到43.5TWh。EDF负责该项目的两个示范
项目：Grand Maison和Vogelgrün发电厂。

●  葡萄牙电力公司新能源技术中心（EDP 
CNET）——是EDP集团的子公司，负责XFLEX的
两个示范项目（葡萄牙的Alqueva和Alto Lindoso
发电厂），负责确定为电力系统提供灵活性服务的
商业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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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P P——EDP能源生产管理有限公司负
责位于葡萄牙的Frades 2示范项目。

●  通用电气可再生能源——通用电气可再生能
源的业务涵盖陆上和海上风能、风机叶片、水电、储
能、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和电网解决方案，以及混
合可再生能源和数字服务产品，现已安装超过400
千兆瓦的清洁可再生能源。负责扩展以下三个示
范项目的灵活性服务：Grand Maison、Alqueva
和Alto Lindoso发电厂。

●  瑞士西部高等专业学院（HES SO）——瑞士
西部高等专业学院是瑞士最大的应用科技大学，
也是瑞士第二大高校，在7个州设有25个校区，共
有21,000多名学生。瑞士西部高等专业学院水电
研究小组负责多个示范项目的建模、数值分析和
原型测量工作。

●  国际水电协会（IHA）——IHA是一个非营
利性会员制组织，致力于通过建立和共享相关知
识来推进可持续水电。IHA负责XFLEX HYDRO
项目的宣传工作。

●  INESC TEC——INESC TEC是一家私营非
营利性机构，其合作伙伴包括波尔图大学、INSEC
和波尔图理工学院。INESC TEC引领水力灵活性
矩阵的开发和人员配备工作，以及开发相关系统
集成研究和模型，以获取技术和解决方案，进而实
现更高的灵活性。

●  PVE——Power Vision工程公司是洛桑联邦
理工学院的一家衍生公司，致力于提供水电站瞬态
和动态行为领域的软件解决方案和专业知识。PVE
协助开展水力和水电系统的建模和模拟工作，并
且是HydroClone创新实时模拟监测（RTSM）系
统的提供商。

●  超级电网研究所（SuperGrid Institute）——
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创新中心，致力于促进将可再
生资源广泛集成至电网中。该研究所负责阐明灵
活性技术的影响，目前正在开发Flexbot工具以展
示这些技术的经济效益。超级电网研究所开发的
实时水力试验平台也将用于展示新型灵活解决方
案的有效性。

●  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UPC）——加泰罗尼
亚理工大学是一所致力于高等教育和科研的公立
高校，负责本项目的现场测试工作以及示范项目
的监控系统安装工作。

●  斯图加特大学（USTUTT）——斯图加特大
学由10个学院组成，其专业领域涵盖技术、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共有22600名学生和3150名研究
人员。斯图加特大学负责非平稳数值流现场模拟，
以确定泵-涡轮机组件的非稳态动态载荷。

●  福伊特水电——福伊特集团是一家全球技术
公司。福伊特集团水电部门的专家专注于开发和实
施补充性解决方案，以提高Frades 2示范项目的效
率，并扩大其性能范围，优化维护工作，以增强其对
电力系统灵活性的支持作用。

●  ZABALA——ZABALA是一家西班牙的中
小企业，在协助组织管理其研究、技术开发和创新
活动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ZABALA参与了针对
在该项目期间创建的所有知识的业务发展计划的
定义工作，并协助项目制定知识产权战略，以保护
其知识产权。

本文摘译自:
https://xflexhydro.net/news/building-a-resilient-renew-
able-power-system-with-innovative-hydropower-technol-
ogy?utm_source=e-shot&utm_medium=email&utm_cam-
paign=XFLEXHYDROnews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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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的防洪减灾方
案帮助应对密西西比河
沿岸的洪涝灾害

世界水理事会主席
洛克·福勋谈水危机

向遥远太空寻求地下
水资源管理的奥秘

世界银行发布灌溉与排
水治理的工作文件

华盛顿州的大坝拆除作业
将惠及鱼类、鲸鱼和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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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的防洪减灾方案帮助应对 
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洪涝灾害

2019年，美国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和阿肯
色河发生洪水，影响波及19个州，造成经济损失达
200亿美元。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的水位连
续211天超过洪水水位线，突破历史记录。洪水持
续不退，庄稼迟迟未收，建设项目中断，密西西比
河的驳船运输也被迫中止，导致约630万吨粮食（
价值近10亿美元）滞销。

受气候变化影响，密西西比河地区降雨强度和
频率不断增加，洪水始终是该流域面临的主要风
险。Aqueduct Floods工具最新分析发现，到2030
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河流洪水风险预计每年造成
GDP损失约42亿美元（约290亿人民币），较2010年
增加8.31亿美元（约57亿人民币）。

密西西比河上游流域遭遇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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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形势更加令人担忧。到2030年，河流洪
水风险预计每年造成GDP损失近1.1万亿美元（约
7.6万亿人民币），较2010年增加7,900亿美元（约
5.5万亿人民币）。

2019年洪水事件发生之时，密西西比河沿岸的
农民还在苦于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经济冲击。
截至2019年底，美国中西部的农场破产率较2018年
增加了13%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美国中
西部农场今年的破产率预计将增加42%。

美国联邦政府的防洪资金可用于保护农田，增
强抵御洪水的能力，但必须要在考虑防洪堤等传统
解决方案之外，纳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防洪堤加剧洪水之困

防洪堤一直是密西西比河流域防洪的支柱。
虽避免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却也无形中增
加了洪水风险。

防洪堤的建设使得河流水位和流速增高，加剧
了洪水影响。例如，在过去500年，由于河流工程改
造，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规模增加了20%。

防洪堤为人们营造了一种被保护的错觉，一定
程度上鼓励了洪水易发地的开发和农业生产。这不
仅加剧了洪水的危害，使受灾人数、农业和财产损
失不断增加，还导致了密西西比河上游原生湿地面
积丧失了85%-90%。湿地是天然的蓄洪区。有研究
发现，湿地面积每减少1％，洪水总量增加达7％。

随着洪水频率和强度的加剧，一味依靠防洪堤
不再可行。2017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
将美国防洪堤系统评为“D”级，估计需要投入800
亿美元才能使该系统达到国家标准。2010年，对密
西西比河和支流防洪工程进行的57项国家洪水保
险计划（NFIP）评估中，有38项评估给出了负面评
价，评价认为在遭遇百年一遇的洪灾时，这些堤坝
无法提供可靠的防洪保障。

 

未来 60年密西西比河流域河流洪水事件预计造成的年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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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防洪堤相结
合，增强防洪安全

将防洪堤等传统解决方案与基于自然的多元
解决方案相结合，可弥合防洪堤抵抗能力不足的

缺陷。简单来说，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有助于提升
防洪堤抵抗洪水的预备能力。

防洪堤后移是最佳且可节约成本的第一步，包
括将防洪堤移到离河流更远的地方。 这种方法既
保留了防洪堤的额外保护作用，同时为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创造空间，提高防洪减灾能力和效果。
这些方案包括：
1.重新连接洪泛区：洪泛区为河流提供了移动

和舒展的空间。较开阔的洪泛区可使河流形成弯
道，蓄积更多的水并放慢流速。美国大自然保护协
会（Nature Conservancy）近期发现，保护洪泛区
未开发的土地也是一种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每投
资1美元用于保护，至少可节省5美元的洪灾损失。
洪泛区对于增强未来抵御强风暴的能力尤其重要。

2009年华盛顿州的Puyallup流域遭遇惨重洪
灾侵袭后，华盛顿州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实
施了大规模防洪堤后移和洪泛区恢复项目，包括实
施农田转为保护地的地役权。随后不到五年，该流
域再次遭遇了与2009年同量级的降水，而这次雨
水被充分吸收，没有发生洪灾，农民得以正常劳作。
2.湿地恢复：恢复湿地是抵御洪水破坏的关键

措施。湿地像海绵一样，可在暴雨期间截留雨水，再
逐渐缓慢释放。修复某一地区仅1.5%的湿地便可将
洪峰（水流最大高度和最大水流量）规模减小29%。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SACE）等许多组织都开始利
用湿地创造环境和经济的双重效益。USACE发现，
仅需投入新建工程基础设施的十分之一，湿地恢复
可有效减轻波士顿的洪水风险。

实施多元防洪减灾措施，增加农民
净收益

现有防洪基础设施的失效，迫使土地所有者不
得不直面洪水的现实。许多农民积极探索包括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内的替代解决方案，尽管必须要
将一部分生产用地腾出来用作保护用地。通过有意
地使河流洪泛区泛滥，农田遭遇的洪灾便会减少。

未来 60年密西西比河流域河流洪水事件预计造
成的年经济损失

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玉米种植区的洪水风险

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小麦种植区的洪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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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译自:
https://www.wri.org/blog/2020/07/mississippi-river-flood-
ing-nature-based-solutions

一项研究发现，重新连接8,000公顷洪泛区将保护
约26,000公顷的农田免受洪水侵害。

为了支持这一举措，政府可以将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作为未来洪水和灾害管理的核心，以应对气
候变化和洪水灾害影响。环保组织、USACE和联邦
应急管理局（FEMA）等联邦机构实施了激励计划，
旨在可持续地减轻洪灾的同时并为农民创造长期收
益（例如，保护地役权和减少洪灾损失）。 然而鉴于
资金投入有限，又对农民要求太多，目前的方案仅能
实现景观用地的功能，不能期望个体农民来真正承
担风险。因此，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投入，
才能推动大规模实施，保障农民得到合理补偿，并对
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避免洪灾损失有更充分的信心。 

例如，通过恰当地结合政策和市场激励措施，
过去20年美国玉米种植带的作物覆盖面积从190
万英亩增加到了420万英亩，增幅两倍多。种植无
需收获的覆盖作物可以保护土壤不受侵蚀，提高
土壤肥力，减少虫害。这种方法提高了土壤应对极
端天气的恢复能力。此外，覆盖作物的成本低（每
亩约252人民币），其蓄积水量比裸露土壤高三倍，
也有助于减小洪峰水位和经济损失。

多元解决方案并非一劳永逸之举，而相当于一
种生态友好的保障措施，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长期
的生产损失风险。如果能借助适当的激励和补偿大
面积实施，这些解决方案将帮助农民实现长期的净
收益增长。

绿色基础设施前景广阔

工程师、 科学家 和政府一直呼吁在密西西比河
地区建立新的洪水管理系统。单纯建设更多的人造
或灰色基础设施是一种低效的、且不具经济可行性
的方法。该地区刚从2019年的洪灾中恢复过来，如
今再次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面临经济衰退。因此，不
能再单纯地依靠防洪堤和其他灰色基础设施，而
应“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及结合灰色和绿色
基础设施的综合方法不仅适用于密西西比河流
域。预计全球面临河流洪水威胁的人数将从2010
年的6,500万增加到2030年的1.32亿。从美国到秘
鲁，从印度到中国，基于自然的防洪解决方案可帮
助数百万人增强抵御与日俱增的洪水威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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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遥远太空寻求地下水资源管理的奥秘

长期以来，在河流、湖泊和溪流无法提供足够
的地表水资源时，加州会定期抽取地下水来满足
用水需求，地下水占加州供水水源的30%至50%。
直到近年以前，加州针对地下水开采的限制措施寥
寥无几。但近年来持续数年的干旱导致地下水大规
模超采，直接迫使加州于2014年通过了《可持续地
下水管理法案》（简称SGMA法案）。加州也成为了
美国西部州中最后一个开始实施地下水监管的州。

SGMA法案禁止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并责成
地下水管理机构在2040年之前重新恢复地下水严
重超采流域的开采与补给平衡。然而，负责制定地
下水可持续管理方案的地方机构缺乏充分的系统
性定量监测数据，难以估算地下水用量和含水层
储量。即便是在中央谷地等高度发达的农业区，还
未找到在成本经济的前提下，能够在所需空间尺
度上以足够高的分辨率监测含水层储量的方法。

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The Public Policy In-
stitute of California）近期审议了提交给加州政府
的36项地下水可持续管理计划，涉及加州最大的农
业区圣华金河谷的11个地下水严重超采流域。审
议发现，超本地化管理存在潜在缺陷：在单独考量
各个计划时，供水的估算在合理区间；但在对这些
计划进行综合评估时，采用极为本地化方法便存
在重复计算供水量的风险。这体现出集成监测工
具的必要性。既可用于小范围监测，同时也能反映
出下辖了多个管理区域的大型区域的地下水状况。

过去曾利用中央谷地监测钻孔中的观测水位
来反映含水层情况，但效果不佳。这是因为钻孔通
常较浅，无法准确反映深层含水层的状况。此外，
钻孔的分布往往较为稀疏，覆盖不了足够大的空
间范围，进而无法甄别局部的高用水区。因此，传
统测量地下水位的方法难以达成SGMA法案所要
求的地下水综合管理。

由于SGMA法规将若干最后期限设定在2020
年，这意味着水管理者必须在今年完成对中央谷
地这一黄金农业区内可用地下水资源量的首次评
估。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技术挑战。

由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简称
伯克利实验室）的科学人员开发的新计算方法有望
让难题迎刃而解。这种新方法科技含量高但操作简
便，结合了高分辨率卫星图像和先进的计算机建模
技术，可基于观测到的地面变形估算含水层的水量
变化。新的技术有望为中央谷地创建一个“动态”地
下水资源模型，及时更新和整合多地的地下水资源
信息，用以探明小范围、局部、以及大范围内的地下
水资源情况。

地面变形体现含水层水量变化

科学人员利用了从合成孔径雷达（SAR）卫星
获取的数据，这些数据代表了观测到地面沉降的地
方，或者地面正在下沉且地下水储量正在萎缩的区
域。此类数据能够更为详实和宏观地体现对地下水
位变化十分敏感的含水层的压缩变形。研究人员将

美国伯克利实验室的科学家结合卫星数据和高分
辨率监测，估算加州中央谷地的地下水资源耗竭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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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观测结果与一个加州采水井的公共数据库信息
相结合，以期大致掌握加州每个月因地下水抽取而
损失的含水层水量的空间分布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含水层水量受到数据库中水井
周边有效压力变化的影响。干旱年份（2015年10月
至2016年）、降水年份（2017年）和近平均降雨量年份

（2018年）的含水层水量变化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
差异，说明地下水抽取量存在的差异和地表水量能
否满足农民需求有直接关系。

研究人员认为，监测是评估某一含水层的储量
萎缩，以及确定地下水耗竭率的重要前提。监测数
据的分辨率应满足不同地下水管理机构的需求，
从数千米至数万米不等。新技术对于地方地下水
可持续管理机构而言更易于实施，因为含水层水
量损失的空间显性估值的获得成本相对较低，且
当地机构可利用这一数据来大致确定开采密集和
地下水消耗过度的地区。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是一个大型综
合国家实验室，成立于1931年，由美国能源部科学
办公室委托加州大学代为管理。

秉持着团结合作是攻克科学难关的利剑的信
念，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团队和科学家已获
得13项诺贝尔奖项。如今，伯克利实验室的研究人
员致力于开发可持续能源和环境解决方案，创造新
材料，领先计算发展，探索生命、物质和宇宙的奥秘。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wateronline.com/doc/could-the-answer-to-
groundwater-resources-come-from-high-in-the-sky-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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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水理事会主席洛克·福勋谈水危机

洛克·福勋曾于2005年至2012年连续两届担
任世界水理事会主席，2018年再次当选。1991年
至2019年，洛克·福勋曾先后担任法国马赛供水公
司（SEM）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总裁等职务。2003
年，洛克·福勋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对水资源的可利用量进行有效管理是人类发
展和公平享有基本人权的前提。

全球用水需求大幅增长。能源和水资源日益
短缺，供给无法保障，对人们健康和粮食供应构成
严重威胁。全球数十亿人面临多重危机。随着人口
增长和城市化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新闻传
播速度加快，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期待提升，人们面
临愈加复杂的危机局面。与此同时，人们对环境保
护的必要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长远来看，保
障和平与尊严以及实现一个更公平的世界取决于
两个因素：发展机遇以及保护自然环境的必要性。
开发和保护自然都需要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在
日益紧缺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之间寻求可持
续的平衡。

水是这类资源的一种。不管是从可用量还是水
质来衡量，水资源都相当稀缺 。无节制的生活、工业
和农业用水方式导致河流、水井、地下水、水坝中的
水资源备受压力，加速枯竭。用水需求仍在不断增
加，而供水只减不增。水资源的可用性直接关系到
人们的生活水平。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个人的角度
出发，管理水资源是我们的责任。

保障所有人的用水安全

为保障用水，我们首先需要确保水资源的可
用性，同时对水资源进行保护。在“当下与未来的
水资源利用”之间找到恰当的用水方式，即寻求用
水需求增长与水资源紧缺造成的限制之间的平衡。

保障水资源指的是寻求能够满足用水需求并
达到上述平衡的额外的水资源。这些目标要借助
人类的聪明才智，通过不断创新解决方案来实现。
首先要从技术解决方案着手：未来，我们需要钻探
至更深处获取水资源，开展更长距离的输水，延长
储水时间并优化净水效率。我们将开发更加经济、
先进的新型解决方案，例如加强海水淡化和污水
回用技术的应用。能源和数字化创新将成为水安
全的关键，供水和污水处理的循环也多有涉及。相
关的数字技术包括传感器、遥控、天气预报、数据处
理、增强现实和流程优化，以及各类移动应用。我们
必须将最先进的无线网络、数据处理、物联网、云计
算和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水以及卫生设施、废物、空气
和能源领域。数字化革命能够让公民进一步参与决
策过程，增强公众参与感。

水管理的三大支柱

如果把水管理比做一座房屋，那么治理、资金
和知识便是其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都要稳固，才
能确保每一滴水都物尽其用。为了提高用水效率，
需要突破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概念。水资源综合管
理是一种适用于短期水循环的纵向方法。而我们
需要在此基础上结合横向方法，我将之称为基于
水、能源、粮食、健康和教育之间纽带关系的“五
指联盟”。这是一种新方法，最终将促进各国和当
地发展政策的实施，并且不会被单独割裂或孤立；
五个“手指”互不对立，被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
体而非相互矛盾的个体。因此，任何城市发展行为
必须同时考虑这五项基本因素，切不可顾此失彼。
水权说时容易做时难，必须成为贯穿水安全集体
行动和政策的共同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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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能源：权利与相互依赖关系

水与能源是保障人类健康、粮食和教育等基本
需求所必不可少的资源，两者相互依赖：水是清洁
能源生产的关键，而能源是保障供水的重要基础。
如果能源成本过高，水的成本也相应的超出承受
范围。为保障“人人用水安全”我们须充分考虑能
源与水管理。世界水理事会提出了以下五项建议，
以促进水与能源的共同管理：
1. 在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强调能源与水获取

的同等重要性，并共同实施相关措施
2. 应当将水与能源融资作为一个整体，将其

视为促进人类和自然可持续、公平发展的首要任务
3. 城乡规划应当将水与能源作为一个整体纳

入同一范畴
4. 应当将电力与水资源视为可再生能源。将污

水再生利用和中水会用纳入立法。
5. 各级要推进水与能源综合治理，优先考虑经

济、可持续的供应。

通过数字看水危机

7.85 亿人
全球每 9 个人中有 1 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

20 亿人	
全球每 3 个人中有 1 人没有厕所

2 亿个小时
全球妇女和女童每天花 2 亿个小时用于取水

100 万人
每年有 100 万人死于供水不足、环境卫生和
个人卫生相关的疾病

2,600 亿美元
全世界每年因水资源和卫生设施缺乏造成的
经济损失达到 2,600 亿美元

本文摘译自:
http://www.worldwatercounc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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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发布灌溉与排水治理的 
工作文件

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灌溉与排水治理：概念、案例和行动
导向方法——从业者资源手册》报告中探讨了灌溉治理对解决
农村贫困，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养活地球人口的作用。

灌溉农业对于满足全球粮食和饲料需求至关重要，而且必
将在保证未来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可持续性发展重点方面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高人口增长率、气候变化、不断加速的社会经济增
长步伐以及水资源压力是推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灌溉农田仅
占全球农业用地总面积的6.5%，但却生产了全球40%的粮食和
饲料，且其总产值占全球农业总产值的55%。

 
提高灌溉效益是解决农村贫困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特别

是对最脆弱人群造成的影响）的重点策略。本资源手册传递的
核心信息是，所有针对灌溉治理制度的干预措施必须将功能、
过程和相关能力作为重中之重。

本文摘译自:
http://www.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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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州的大坝拆除作业将惠及鱼类、
鲸鱼和居民

中福克Nooksack河发源于华盛顿西北部的
贝克山南面，向西北流经喀斯喀特山脉和贝克山原
野，并与其南北支流汇合后流入太平洋。一路上，这
条河流经大片农田和贝林汉姆市，为贝林汉姆居民
提供清洁饮用水源。

Nooksack河对当地印第安民族具有精神和
文化意义，Nooksack印第安部落和Lummi民族
几千年来一直在Nooksack山谷狩猎、觅食和开展
宗教活动。这条河流还是鲑鱼和虹鳟的家园，为上
述两个民族提供了重要资源。1855年，两个部落与
州政府签署了《艾略特角条约》（Treaty of Point 
Elliott），用土地换取在Nooksack河流域捕鱼、狩
猎和摘采的永久权利。

到了1961年，贝林汉姆市在河口上游约32公
里处修建了中福克Nooksack河大坝，以便为该市
调引饮用水。水坝高约9米，长约46米，彻底阻挡了
鲑鱼和虹鳟的迁徙路线，切断了三种溯河产卵鱼
类以及其他多种本地鱼类的产卵和育幼栖息地。
这三种溯河产卵鱼——普吉特海湾帝王鲑、虹鳟和
欧鳟均已濒临灭绝。大坝造成的鲑鱼资源损失也
对许多部落的仪式和传统造成了负面影响，例如
一年一度的鲑鱼开渔仪式。中福克Nooksack河的
捕鱼量已降至危险水平，水质也有所下降。随着影
响逐渐波及人类与野生动植物，拆除这座水坝的
呼声越来越高。

Nooksack 河上的漂流者正在享受惬意的夏季漂流。政府即将拆除一座建于 1961 年的水坝，
这将为漂流爱好者提供多出数英里的漂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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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普吉特海湾逆戟鲸（Puget Sound orcas）
之所以成为濒危物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捕猎
对象—鲑鱼资源匮乏。如今，这些哺乳动物仅剩下73
头——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根据鲸鱼研究中心的
数据，在过去20年里，近75%的幼鲸夭折；而在过去
三年里，所有受孕的逆戟鲸所产下的后代均未能存
活下来。科学家们认为，导致繁殖失败的部分原因
是帝王鲑资源短缺，而在普吉特海湾逆戟鲸的饮
食结构中，帝王鲑至少占80%。保证逆戟鲸生存需
要的鲑鱼量要高于华盛顿河流当前的产量，因此
只有保证清澈、凉爽、自由流动的河流环境，鲑鱼
资源才有可能恢复。

为了应对这一严峻形势，华盛顿州州长Jay In-
slee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州内各机构立即采
取行动保护普吉特海湾南部的常栖逆戟鲸。根据这

一行政命令设立了南部常栖逆戟鲸特别工作组，该
工作组由近50名成员组成，代表了包括州级机构、立
法机关、部落、联邦和地方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和非营
利组织的各个部门。2018年11月24日，该特别工作
组发布了关于恢复普吉特海湾逆戟鲸资源的建议，
其中包括拆除中福克Nooksack大坝。

拆除中福克Nooksack大坝也是美国国家海
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为协助恢复普吉特海湾
帝王鲑资源所建议的最重要行动。NOAA称，拆除
水坝后，帝王鲑的种群数量或许将增加30%以上。

由州和城市代表，美国河流协会等环保组
织，Nooksack印第安部落和Lummi民族等结成
的联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制定拆除这座老旧水坝的
计划，如今这一努力终于有所回报。2020年夏季，贝
林汉姆市将启动拆除该水坝的物理结构的工作，恢
复自由流动的中福克Nooksack河。拆除Nooksack
水坝后，鱼类将能够游入大坝上游近5米的河段，重
回长达107米的鱼类产卵和育幼栖息地。

恢复Nooksack河的自由流动将惠及野生动
物、生态系统和当地居民——包括需要清洁饮水的
土著部落和社区居民，以及垂钓者和急流漂流者（
能够探索60年来首次开放的河段）。希望这一合作
项目的成功能够为其他州和社区树立典范，通过
纠正过去的错误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中福克Nooksack大坝已建成将近60年，妨碍了
春季洄游的帝王鲑、虹鳟和欧鳟的重要产卵栖息地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pewtrusts.org/zh/research-and-analysis/arti-
cles/2020/05/29/dam-removal-in-washington-state-promises-
to-benefit-fish-whales-and-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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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短缺是指“可获得的水量不足以满足
人类和环境用水需求”，目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
一个普遍存在且日益加剧的问题。全球各个地区
普遍存在缺水问题（见地图1），而在自然水资源可
利用量较低（如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灌溉农业发
展水平较高或人口相对于水资源可利用量来说密
度较高的地区，水资源短缺程度尤为严重。目前全
球约有36%的人口生活在缺水地区，而联合国于
2018年开展的一项针对饮用水、烹饪用水和卫生
用水的全球性研究表明，到2050年，全球将有50亿
人面临缺水威胁。

气温不断攀升和降水模式日益多变使得水资
源短缺在全球日益普遍，气候因素引起的短时极
端缺水或干旱的规模、频率和严重程度也在不断
加剧。国际社会、各个国家以及各经济部门都因此
遭受巨大冲击。从全球来看，占全球取用水量的三

分之二的农业用水是对水资源短缺和干旱最敏感
的用水领域。水资源短缺会导致可用于农业生产
的水量缩减，进而产生粮食供应不足、贫困加剧和
人口迁徙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不利影
响。水质和可利用的清洁饮用水量也会受到影响。
水资源短缺加上干旱事件频发也会加剧环境负担，
例如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生态系统服务耗损，以及湿
地和其他水体的温室气体释放增加等。

土地退化与水资源短缺密切相关。健康的土壤
具备天然的储存水和净化水的能力，土壤退化后这
一功能随之丧失。与之类似，湿地围垦和伐木垦荒等
土地利用变化会破坏水循环和水文功能。而水资源
短缺和干旱会加速土地退化，例如因灌溉管理和排
水不善，以及水文特征变化，导致土壤质量降低。为
有效应对干旱，保障长期水安全，土地资源和水资
源的管理和保护十分必要。

水资源短缺：全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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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设定到2030年应实现的17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和169项具体目标。2030年议程单独设
定一项水目标（SDG 6：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
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明确了保障水资源可及和
水安全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SDG 6及其具体目标涵盖了水安全的方方面
面。水安全的定义为“保障可持续获取充足的质量
合格的水，以维持生计、人类福祉和社会经济发展，
预防水相关污染及灾害，实现和平及政治稳定，并
保护生态系统”。

土地与水之间存在紧密的生物物理联系，因此
为实现SDG 6，须将土地与水政策统筹协调。研究表
明，在土地可持续管理和利用方面所作的努力将直
接增进水安全，助益水管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调查了解决土
地退化问题与实现SDG的相关性，发现与SDG 6（
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相关性位列第二，仅次
于SDG 15（陆地生物）。

实现土地退化面积的零增长（LDN）是SDG 15
的重要内容，出现在目标15.3中：“防治荒漠化，恢
复退化土地和土壤，包括受荒漠化、干旱和洪涝影
响的土地，到2030年努力遏制土地退化趋势，实现
土地退化面积零增长。”研究人员认为LDN可以助
力多个SDG目标的实现。LDN倡导采用广泛的措
施，一方面通过合理规划、监管和可持续土地管理
实践避免或减少土地退化；另一方面要通过恢复
和修复措施，使局部已经退化的土地恢复功能，使
健康和有生产力的土地实现零净损失。

LDN为可持续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应对水短缺
和干旱等挑战，以及增进政策和行动间的协同增效
提供了有力支撑。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水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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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日益认识到健康肥沃的土地对可持续发展
和实现SDG的重要性，纷纷将LDN纳入国家发展计
划。在全球机制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
秘书处的支持下，现已有120多个国家明确要实现
LDN，并根据“LDN目标制定机制”，制定本国LDN
目标和相应措施。

LDN目标和措施考量了一系列防治土地退
化、恢复土地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措施，包括
水循环。可以阐明LDN如何能够直接增进水安全，
支持SDG 6和其他针对水管理和抗旱减灾的国家
议程的实现。

除LDN目标设定机制外，应缔约方大会的要
求，UNCCD还发起了一项“干旱倡议”，为各国开展
干旱管理和抗旱减灾工作提供支持。加入该倡议的
UNCCD缔约方制定了国家干旱计划，其中关键要
素包括（i）预警和预测，（ii）脆弱性绘图，（iii）备灾和
减灾，（iv）灾害应对，以及（v）宣传和沟通。

本研究回顾了参与LDN目标设定方案的国家
提交的77份LDN目标设定国家报告以及同时参与
LDN和干旱倡议的国家提交的17个国家干旱计划

（NDP）。这些LDN国家报告和NDP计划详细说明
了各国如何利用LDN实现多重效益，增强土地-水
关联政策的协同效应，精简政策。本研究评估了各
国在实现LDN过程中涉及的水相关的方法，将这
些方法被划分为5大类和15个子类：

一.土地和水资源综合管理：
1. 流域层面的景观方法；
2. 水土保持措施；
3. 海岸侵蚀防治和海岸管理；

二.改善水资源管理：
4. 增强集水能力；

5. 扩大灌溉面积；
6. 水资源监测；

三.提高用水效率：
7. 采用节水灌溉技术；
8. 其他农业用水和饮用水节水措施；
9. 污水回用；

四.营造有利环境：
10.立法和国家政策；
11.机构设置；
12.融资策略；

五.与湿地和水生生态系统相关的措施：
13.湿地保护或恢复；
14.径流或污染控制；
15.湿地和湿地生产力的可持续利用。

尽管并非本研究分析的所有77个国家都涉及
上述5个类别，但大多数国家认识到，LDN、水安全
和抗旱减灾之间相辅相成，且所有国家都至少提及
了上述15个水相关LDN方法子类别中的1个类别。
提及次数最多的方法包括制定或使用流域层面的
景观方法，水土保持措施以及湿地保护或恢复。而
水资源可利用量、森林覆盖面积、湿地面积和气候
等国别特征则是影响各国提及的水相关LDN方法
类型的决定因素，这也是为何各国在报告中提及
的方法各不相同，包括实际工作中的直接行动和
国家政策的变革等。

LDN措施，尤其是水土保持措施，对水安全具
有长期影响，是抗旱减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
一环，因此也是干旱管理（抗旱减灾措施）的第三

LDN目标和国家干旱计划：助力实现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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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支柱。在本研究分析回顾的17个NDP计划中，14
个计划在抗旱减灾的章节中阐述了水土保持措施。

如今，各国都可能面临干旱的挑战，因此应大
力推动干旱倡议等全球倡议，鼓励和支持各国制

定包含了具体的抗旱减灾行动的国家发展计划。同
样，虽然容易发生荒漠化的国家目前应是LDN目标
制定的重关注对象，但土地退化和水资源短缺是全
球性问题，没有任何地区能够幸免。 

一.土地和水资源综合管理方法
在水-能源-粮食-生物多样性的纽带关系中，

水居于核心位置。因此，实现LDN有必要采取景观
方法，给予自然资源管理应有的重视。对水而言，
其自然景观依流域而生，在本研究分析的77个国
家中，48个国家计划对大型或微型流域实施流域
管理方法。由于通常以流域为单位制定用水策略，
因此流域管理方法可以改善不同用途之间的水资
源配置，包括饮用水、生态系统用水以及农业、工
业、能源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用水，从而减少水管理
不健全和规划不当导致的水资源损失。

有45个国家制定了至少一项水土保持措施，
明确了土地与水之间的互联性，例如流域内再造林

（45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提出了此项措施），沟蚀
防治（苏丹和中国）或者利用梯田防治坡面水蚀（
厄立特里亚和卢旺达），洪水分流以减少土壤盐碱
化（佛得角），减少洪涝（孟加拉国），以及排水（阿尔
及利亚、毛里求斯和乌克兰）。可以将这种联动措施
作为一种主流方法，有效地纳入国家规划的其他领
域；例如，越南依据水资源可利用量来规划农业、林
业、渔业和工业用地。

大多数热带沿海国家（如孟加拉国、毛里求斯、
圭亚那、塞舌尔和泰国）将土地和水资源管理的着力
点放在红树林保护和恢复上。由海水的作用引发的
海岸侵蚀又因自然灾害而加剧。为防治海岸侵蚀，需
要采取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措施，首先应当关注的
便是滨海湿地和红树林。“从山脊到海礁”倡议就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水源地到大海，从流域到海岸
带通过对土地和水的统筹使用和管理，维护水生
和沿海生态系统健康，增进沿线人口的福祉。“从
山脊到海礁”等类似方法除了有益于海岸线管理，
还能增强抵御风暴和浪涌的能力，减缓海水入侵。

二.完善水资源管理
缺水带来的挑战十分紧迫。有31个国家考虑增

加集水能力，例如修建水坝，开挖下渗渠，收集雨水
或回补地下水。为了应对粮食安全挑战，提高国家
农业产量，减轻干旱影响，29个国家（38%）明确制
定了扩大灌溉面积的计划，部分国家增幅显著（计
划新增灌溉面积超过100万公顷）。会扩大灌溉面积
的国家比例实际上也许会更高，因为大多数国家都

卢旺达的《国家干旱计划》详细罗列了该国拟采取的干旱措施：“有望促进降低脆弱性和增
强韧性的抗旱减灾措施包括：推广节水灌溉系统和灌溉用水管理实践，种植覆盖作物，采取梯田
等水土保持措施和其他土壤肥力管理措施，生产和储存干草和饲料以供干旱期间使用，战略粮
食储备以及展开抗旱作物和动物品种的研究。这些措施还包括增强干旱易发地区的农村和城市
蓄水能力和网络，推广节水倡议，提倡干旱期间的智慧用水行为等。”

卢旺达：抗旱减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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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目标，只是并未将扩大灌
溉面积列为明确的实施手段。

扩大灌溉面积和实施集水往往是在局部范围
内进行，并依赖现代节水技术。在计划推广上述措

施时，必须根据可得水资源的监测，充分考虑可得
水资源的总量。在预期增加集水和灌溉面积的国
家中，有一半左右计划引进一项水资源监测机制，
中国、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等国都有所表示。

毛里求斯是一个位于印度洋的热带国家，计划采用“从山脊到海礁（R2R）”方法来管理其海
岸线。毛里求斯岛设定的六个LDN目标可支持其实施R2R战略：

1. 到2030年杜绝新的农用地非农化；
2. 到2030年，将10,142公顷的废弃甘蔗地恢复为农林复合经营用地，采用生物农业技术

和智慧农业实践进行作物生产，从而扩大农业用地面积：
3. 到2030年，通过山体复绿和河流保护区等实践，在维持现有森林覆盖的基础上将总覆

盖面积增加至52,290公顷，将4,530公顷的私有林纳入保护区；
4. 到2030年，最大限度减少从山脊到海礁的不透水层，将农村内陆地区建筑用地的最大覆

盖率控制在40%以内，沿海地区限制在20%以内，鼓励竖向扩建，将城区边界范围限制在44,283
公顷内；

5. 通过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措施恢复403公顷的湿地和红树林；
6. 通过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措施，恢复受海岸侵蚀和海平面上升影响的187公顷沿海沙地。

毛里求斯实施“从山脊到海礁”方法

中国正在推行一个覆盖22个省的大型水土保持项目。通过修建水库和蓄水池，灌溉与排水
基础设施以及雨水集蓄系统，增加3亿立方米的储水能力。通过限制多沙地区用水和营建水土保
持林等一系列措施确保这些新增储水能力的可持续性。计划建设的综合监测系统包括1个中央
监测站、7个流域中心、31个省级中心、175个监测子站和736个监测点。按照生产用水、生活用水
和生态用水进行水资源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水土管理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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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用水效率
用水效率和可持续取用水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6.4的重点内容：到2030年，大幅提高各行业的用
水效率，确保淡水资源的可持续取用和供应，以解
决缺水问题并大幅减少缺水影响人口。

农业用水约占全球总取用水量的70%。许多国
家计划通过增加农业用水来满足不断上涨的粮食需
求。因此，提高用水效率，减少水损失，从而提高农
业用水的生产力是关键所在。在本研究分析的77个
LDN目标设定国家中，34个国家（44%）强调要通过
利用现代灌溉技术等措施提高农业部门用水效率。

灌溉领域的节水潜力最大。每一滴水都弥足
珍贵，各国在LDN目标范围内，致力于推进、施行
一系列广泛的培训计划和激励措施，以促进可持
续水管理。例如，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
坦和马拉维制定了牲畜饮水坑管理和农场供水保
障计划；阿尔及利亚、玻利维亚和埃及制定了饮用
水供水管网漏水检测；以及菲律宾推广住宅和工
业用的节水器具。

在认可LDN与SDG之间的联系，或计划重点
推进这两者关联性的国家中（约半数国家），大多
数国家除了认可LDN与SDG目标6.4和6.6（与水
有关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外，还认为LDN
与粮食安全（SDG 2）和气候行动（SDG 13）密切相
关。此外，毛里求斯、塞舌尔、卢旺达和南非等国家
在其报告中还强调了LDN与其相关SDG目标15.3
对实现水安全等多个SDG的贡献。

约旦、马拉维、摩尔多瓦和圣卢西亚等国家在其
报告中提到，将为农民和社区提供针对高效灌溉和
最佳农业实践的培训，促进水土保持。越南的国家干
旱计划制定了多个培训项目，例如面向农民的节水
农业和高效旱作农业灌溉技术培训，以及为妇女提
供节水、护水培训以减轻干旱影响。

在发展中国家中，五分之四的城市使用污水来
种植易腐作物，但是公众对于常规的污水回用项目
的接受度仍然较低，实施层面上面临着诸多挑战。因
此需要有充分的政治支持和规范使用的法规保障。
目前只有8个国家在其LDN目标设定报告或国家发
展计划中提及污水回用计划。考虑到水资源短缺挑
战日益严峻，污水回用应得到更多重视。

四.为水相关LDN措施创造有利环境
有必要为保障水相关LDN措施的成功实施创

造有利环境，具体包括：充分的法律保障、健全的
机构设置和获得充足资金。大多数国家都计划将
LDN纳入其国家政策、行业战略或发展计划的设
计和实施过程中。尽管并未明确说明，但多有涉及
水相关政策。

若干国家明确表示要制定与水有关的法律或
政策。例如，塞内加尔阐述了其现行水法，指定在
LDN机构设置中负责水文的机构，并将部分LDN
预算分配给湿地。毛里求斯计划制定湿地法案。塞
舌尔修订了国家《环境保护法》。10个国家提及了水

约旦境内干旱频发，退化土地约占其国土总面积的41%。水安全是约旦面临的一个重大问
题；因此，其在LDN目标设定过程中高度重视用水效率。约旦的LDN目标之一是在75,000公顷
的农田中使用和推广高效灌溉技术。水相关LDN措施包括合理安排牧场的水源位置，减少灌
溉系统和饮用水供水系统中的损失以及鼓励采用节水器具。约旦将污水回用作为促进保障供
水的长期措施，鼓励私营部门参与。

提高约旦的用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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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实施污水回用政策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初将黄山（Yellow Mountain）污水
处理厂的废水用于浇灌柑橘树。为了保证处理后污水的安全回用，埃及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典，根
据污水处理程度（一级、二级或三级）规范用水途径。主要用途包括特定类型的农业灌溉、绿地和
高尔夫球场浇水以及工业用水。

埃及的污水回用

遏制土地退化有助于全球和各国发展目标的实现。玻利维亚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涵盖13个
大方面：其中4个与干旱管理直接相关：1）保障公民获得基础服务，2）科技自主，3）粮食自给，4）
实现一体化发展的环境自理。

玻利维亚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资源综合管理政策，该政策涵盖了从需水到集水、 
水质、公共参与和治理等水资源相关的各个环节。

权力下放，设立或加强流域机构是最常提及的
机构安排。一些国家已经设立专门的水土管理机构，
例如菲律宾的水土管理局或中国的（水利部）水土保
持监测中心。科特迪瓦正致力于搭建一个国家土地
和水可持续管理平台。

加强机构安排可以加强国家对数据、与水土有
关的行动和政策的数据收集、分析和监测工作。也有
助于各国更有效地报告LDN和SDG等国家和全球
目标。正如冈比亚、苏丹和南非在其报告中所述，为
了确保LDN/SDG具体目标15.3和其他SDG目标的
监测和报告方法的充分一致性和协同效益，各国的
国家统计局或相关机构参与LDN过程十分必要。

各国往往通过环境和气候融资来寻求LDN相
关项目的融资，例如全球环境基金（GEF）、适应基
金、绿色气候基金或减少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导

致的温室气体排放（REDD+）倡议。主要国际金融
机构也可为此类项目提供支持，例如世界银行为
尼日利亚侵蚀与流域管理项目提供了资金资助。

国家可设立环境基金或其他更具针对性的基
金，例如多哥的水资源综合管理基金和哈萨克斯坦
的水基金。此外，私营部门等其他多种资金来源也可
以为此类基金提供支持，确保长期政策的财务可持
续性。8个国家提到了“谁污染谁付费”原则，11个国
家提到了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机制作为LDN
项目的可持续资金来源。而且其中多个PES方案均
与流域尺度的水安全有关，例如越南的目标是在上
游流域实现70%的优质森林覆盖率，在下游流域实
现40%的优质森林覆盖率。纳米比亚探索创新筹资
机制，例如灵活增减与土地退化和私营部门筹资有
关的征税。与水有关的直接补贴包括（多米尼加）为
水力设施升级改造提供补贴，或（约旦和菲律宾）推
广使用节水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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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计划采用一系列包容性方法，促进社区和原住民参与以及对性别的包容认可，正如柬
埔寨在其LDN目标设定报告中所述：“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对当地社区和原住民少数民族群体中
的妇女、老年人和儿童尤为重要。”包容性方法包括以下国家实施的参与性或社区化管理方法：
加纳的水土管理；孟加拉国的圩田管理；厄立特里亚、几内亚和菲律宾的流域管理；以及斯里兰
卡的海岸带管理。

尼日利亚计划结合现代和本土传统土壤保护和恢复技术，加强社区能力。马拉维和卢旺达
（两国在其LDN目标设定报告中指出，“社区主导的开发过程是实施LDN的最佳方法”）等其
他国家计划与性别问题专家以及当地妇女协会和少数群体合作，确保根据不同性别的需求和
社会行为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和能力建设活动。

包容性方法：聚焦社区、性别和原住民

不丹主要资金来源仍然是传统的内部和外部来源，但不丹也明确了如何使用适宜的创新
筹资机制对更传统的资金来源进行补充。这类创新筹资机制包括航空税、打击逃税漏税、燃料
碳税、全球彩票、全球溢价债券和指定排放单位拍卖（排放配额）等。不丹在报告中提及的针对
涉水项目的相关性最高的融资机会包括（未详尽列举）：

• 1993年设立的环境信托基金。
• 计划建立一个环境循环基金，其资金来源为向游客象征性收费，或者企业和个人捐款。
• 流域管理基金。水电是不丹的支柱产业。由于上游流域管理与可持续水力发电关系密

切，因此，1%的水力发电的特许权使用费将流向流域管理基金。
•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机制。不丹现已制定两个与流域管理有关的PES方案；未来PES

的主要活动可以包括可持续水土管理，不论是用于人类用水、水电用水还是灌溉用水。
• 碳市场、清洁发展机制、REDD+和自愿碳市场：这些基于碳的机制通常适用于森林，但

也适用于部分湿地。

不丹努力开拓资金渠道



11 

2020年第13期 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五.与湿地和水生生态系统相关的措施
湿地是一种特殊的土地类型，适用LDN健康和

有生产力的土地零净损失的目标。尽管湿地能够为
我们提供大量服务，其目前仍在以惊人的速度快速
消失。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
策平台（IPBES）指出：“[湿地]的退化程度尤为严
重，在过去300年里全球损失了87%的湿地面积，
自1900年以来的损失率达到54%……尽管湿地仅
占全球土地面积的一小部分，但却提供了大量关
键生态系统服务，尤其是与过滤、淡水供应和海岸
防护相关的服务……将湿地作为自然基础设施可
以协助实现广泛的政策目标，例如水与粮食安全
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在77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湿地面积
减少问题，少数国家的湿地面积有所增加，另外少数

几个国家表示其湿地面积保持稳定，但这很可能是
因为缺乏新数据。在本研究分析的国家中，43个国
家制定了湿地保护和恢复措施，例如降低湿地围垦
率，制定保护政策或恢复部分退化湿地，而其中15
个国家制定了湿地零净损失的直接目标。此外，24
个国家已采取相应措施来保护河流和湖泊免受径
流、污染和河岸带退化的影响，例如保护或恢复多
林长廊和其他沿岸森林（白俄罗斯、贝宁、加纳、约
旦、摩尔多瓦、多哥）、河岸防护和加固（布基纳法
索、马拉维、圣卢西亚、斯威士兰、塞舌尔、坦桑尼
亚）、禁止河岸带耕种（津巴布韦）、建立生态缓冲
带并实施水体排放监管（埃及）。

SDG目标15.3的下一轮报告的重要任务将是
利用地球观测等现代技术更准确地评估湿地面积
的变化。

在全球层面上，LDN是一个协同目标，可有力
促进其他多个环境和发展目标的实现，例如大部分
SDG目标，里约三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拉姆萨湿地公约》的缔约方承诺以及《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目标。水涉及气候变化
的方方面面，包括气候变化对水的影响（水资源短
缺、干旱、洪水）、气候变化减缓（湿地作为碳汇）和
适应，以及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加强集水和储水，
高效用水以及基于水生生态系统的适应措施）。在
本研究分析的77个国家中，48个国家（62%）将其
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贡献

（国家自主减排贡献）与LDN和水安全联系起来。
例如，越南在其应对气候变化国家目标计划中提到
了将LDN纳入大河流域水资源管理规划的目标；促
进水资源保护、管理、开发、优化和节约。

大多数国家已充分意识到里约三公约的相互
依赖关系。南非、斯里兰卡、乌克兰和津巴布韦表
明了将这三个国家重点任务设在同一个政府部门
或机构下的重要性，这是一种确保协同增益的切
实可行的方法。菲律宾在其LDN目标设定报告中
指出：“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为各部门提供跨部
门指导，引领其优化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在
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的框架下，粮食安全、水和
生态系统保护等部门可以受益于LDN方法”。少数
国家也认识到其他国际框架和公约也可以与LDN
实现协同增益；只有11个国家强调了LDN与《拉姆
萨湿地公约》之间的联系，4个国家强调了LDN与《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之间的联系。

LDN对国际和各国目标的贡献



12 

2020年第13期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欢迎关注中国水科院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

本刊联系方式：中国水科院 国际合作处
联系邮箱：dic@iwhr.com

各国已经认识到土地与水资源管理的相互依
赖关系，以及遏制土地退化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水
安全和增强自然灾害（如干旱）抵御力方面的多重
效益。LDN可促进实现多项SDG，尤其是与水有关
的SDG 6。为确保各国实现其LDN目标，增强LDN、
水安全和抗旱减灾之间的协同效益，并通过LDN实
现SDG，在各国和国际伙伴的支持下，本报告向各
国提供了以下建议：

●  继续将土地-水纽带关系纳入相关国家政策
和战略的主要内容当中，尤其要确保土地利用决策
以水资源数据为依据，并在适当的情况下设立专门
的土地和水机构。

●  建立、增强包括湿地在内的国家水资源监
测能力，探索使用地球观测工具，为各国水管理和
水资源配置政策提供信息支持；在国家LDN战略
背景下，制定相关的国家可持续水资源管理计划，
定期更新，考虑降水和气温模式的变化及其对水
体的影响。

●  实施水土保持方法，在适当层面，尤其是流域
尺度上纳入水管理决策。相关决策由参与式流域机
构制定，吸纳社区和性别视角以及本土和传统知识。

●  尽一切努力全面提高用水效率，尤其关注
用水大户农业部门的节水，减轻水资源压力；在适
当的情况下开发污水回用项目；为农民、妇女和当
地社区提供节水技术培训。

●  确保里约三公约的国家重点任务间的相互
配合，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荒漠化和
生物多样性挑战，并与国家统计局/机构合作，确保
LDN和SDG报告的一致性。

●  在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家自主
减排贡献的下一步审议过程中考量LDN政策以及
土地与水综合战略。

●  探索将国际气候融资纳入基础资金来源，国
家资金来源可做补充，包括环境信托或循环基金、
私人资金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等创新性融资渠道。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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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封城”措施是否影
响了地球气候？

新冠肺炎改变了世界，给几乎所有国家和地
区的人们带来了创伤、痛苦和损失。但各国实施封
禁措施后，空气污染水平大幅下降，这为探究关于
云的形成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
天然实验条件。研究人员得以对空气污染、天气和
气候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020年1月23日，中国武汉率先实施了封城措
施，中国其它地区迅速跟进，阻止新冠肺炎病毒的蔓
延。公共交通停运，各大中小学和工作场所关闭，人
们也在家中隔离，街道变得寂静无声，空气污染明
显好转。卫星数据显示，中国东部地区的二氧化氮
水平下降了70%，其中武汉等部分地区下降多达

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许多国家采取了“封城”措施，空气污染水平也因此出现大
幅下降，这为探究空气污染与气候和天气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这之
间的关系远比预想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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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随着病毒在全球蔓延，其他国家也各自实施
了封禁等措施，大气变化十分明显，比如新德里的
天由霾转蓝，印度北部部分地区在近三十年里首次
能远望喜马拉雅山脉，而雅加达、洛杉矶、巴黎等城
市的天际线也变得愈发清晰。

然而，洁净的空气并不意味着保证能见到蓝
天。就像加少许糖或者盐就能让整个蛋糕的风味大
不一样，大气组成的微小变化也能引发大气效应微
妙的连锁反应，比如产生新的化合物，形成新云层
或破坏云层，以及可能改变地面天气。想要从自然
气候的多变性当中厘清这些变化的机理十分困难。

遏制全球变暖

英国雷丁大学气候学家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an）认为：“颗粒物污染的减少对天气的最直接的
影响，是使得更多阳光照射到了地面，而不是被高层

大气吸收或者反射回太空。” 艾伦及其团队研究发
现，近几十年来空气质量的变化使地球表面光照量
显著增加。团队对过去四十年太阳辐射量的分析表
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欧洲灰蒙蒙的天空遮挡了阳
光，从而使地表亮度小了许多。但自从八十年代末欧
洲普遍实施空气污染法规以后，大地显著“增亮”。

更洁净的天空还影响了大气环流模式和极端
天气的发生。2019年2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气候
学家王元（音译，Yuan Wang）及其研究团队证明，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空气污染的减少改变了
高空风的强度和位置，使喷射气流在冬季进一步北
移。这一变化降低了欧亚大陆北部地区发生极端寒
冷事件的概率。

那么空气污染减少在较短时间内带来的变化
是什么呢？艾伦的研究团队认为，控制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的污染大规模减少将改变全球，尤其是南
亚、欧洲和北美地区的热能模式，并进一步影响天

二氧化氮的主要来源是工业和交通运输排放。1 月 23 日武汉宣布“封城”，周边地区迅速跟进，中国
境内空气中二氧化氮的浓度大幅下降，中国东部地区的二氧化氮浓度下降了 70%。( 图源： 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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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系统。但研究团队同时也表示，不太可能将这种
影响与天气的自然波动区分开来。

更洁净的空气使云量增加

韩国釜山基础科学研究所（IBS）气候物理中心
的气候学家阿克塞尔·蒂默曼（Axel Timmermann）
也认为，在大多数地方，提示这种影响的信号都会
被气候噪声（climate noise）淹没。但他认为，今
年2月中国东部地区因为封禁措施迎来了空气污
染大幅下降，其引发的变化之大，应该足以覆盖气
候噪声。鉴于中国东部地区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气
溶胶大幅减少，研究团队推断云凝结核的减少将
导致云量减少，但更深入的研究却揭示了一些有
趣而意外的现象。

为了把封禁措施给气候带来的影响与自然气候
变化区分开来，该团队使用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研
发的模型在超级计算机上运行了40次模拟。这个模型
名为共同地球系统模型（Community Earth System 
Model），是一个耦合的全球气候模型，可以结合海
洋和大气条件模拟地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气候状
态。40次模拟的大气和海洋初始条件均设定为与2020
年1月观测到的数据类似，其中一半模拟了平常年份
的预期气候条件，另一半则模拟了封禁措施施行状态
下的气候条件。为区分这两种情形，其中20次模拟使
用了过去若干年2月份（不包括2020年2月）的平均空
气污染水平，另外20次则采用了2020年2月份气溶胶
排放下降65%的数据来模拟封禁措施带来的影响。

模拟的结果令人惊讶，在使用了气溶胶降低数
据的模拟中，地区的低云层覆盖率和相对湿度显著
增加。实际上近地低云层覆盖率确实增加不少，这
一研究成果目前正在评议当中。

 由于科学界对气溶胶对云量的影响尚未完全
了解，这一研究成果是可喜的进展。模拟结果表明，
气溶胶数量的减少导致云凝结核的减少，但同时，
这又使剩下的云凝结核能够聚集更多水分从而形
成较大的水滴。较大的水滴不易蒸发，从而有助于
低云层的稳定和持续。研究团队还指出，一年中所

处的时间段和主导天气状况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封禁措施发生在其它时间和天气情况下，产生
的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当然，我们无法断定2020年2月中国东北部的
低云是否真的是由空气质量改善而引起的。一些科
学家对蒂默曼团队的发现持谨慎态度，指出气象异
常还会受到污染排放变化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王元及其同事在6月发表的另一项研
究中表明，中国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存在更加
复杂的相互作用。团队利用2020年1月23日到2月
13日，即中国实施了最严格的封禁措施期间的中
国北部地区的空气污染数据，进行了大气化学和
气象学模拟。直觉上认为，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的
减少会导致气溶胶的减少，雾霾也会相应地减轻。

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大城市的观察数据似乎证
实了这种直觉。但令王元及其同事惊讶的是，北部
地区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北京及其周边地区
出现了更严重的雾霾。单就北京而言，微细颗粒物 

（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即人们常说的
PM2.5）的浓度达到了200 μg/m3，几乎比去年同期
高出近20%，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5 μg/m3

的指导标准。
该研究团队在进行化学和气象建模时发现，

封禁期间交通和工业排放的减少并未减轻北京及
其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水平。高湿度和氮氧化物
的减少实际上促进了另一种由二次化学反应产生
的污染物的形成，即地面臭氧。通常情况下，氮氧
化物会与臭氧发生反应，分解为二氧化氮和氧气，
从而控制臭氧水平。但由于周围氮氧化物的减少，
地面臭氧得以长时间存在、浓度增加。例如，武汉
的地面臭氧浓度上升了三分之一（在工业化程度
较低的地区，由于氮氧化物的减少不明显，造成的
影响不大）。而加速这一反应的，则是石化设备和
炼油厂持续排放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此前也有
过针对二次反应的研究，但这次的新发现表明，这
些反应比之前认为的要更高效。王元及其团队认
为，蒂默曼团队提出的云的形成机制虽然说得通，
但并不是封禁措施下地面雾霾形成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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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等城市采取了短期排放控制措
施，例如汽车尾号限行和关停高污染工厂等，以期
缓解雾霾。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和2014年10月亚
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空气质量来看，这些措施
似乎是有效的。但这些新的研究表明，这些时段北
京空气质量的提高很可能更多地得益于当时的天
气条件。这两次大会期间，近地空气湿度都不如今
年封禁期间高。只减少交通工具的使用实际上可
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模拟表明，减少空气污染必
须考虑所有的空气污染源，同时要减少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的排放，这样才能减少二次反应的发生。

 
封禁措施是否影响了印度的季风？

把目光投向地球的其它地方。当欧洲、美国、印
度、澳大利亚和南美洲等地相继“封城”，空气污染
水平出现大幅下降时，情况如何？实际上，世界其

它地区的空气污染水平下降幅度远不如中国东部
地区。例如，卫星数据显示，中国的二氧化氮水平下
降了70%，但西欧和美国与去年同期相比只下降了
20%到38%。这一下降幅度并不足以对天气或气候
产生明显的影响。

当然，下降幅度小并不意味着此类情况不值
得研究。3月底，印度实施了严格的封禁措施，除基
本服务外，所有产业关停，全国13亿人口须在家隔
离21天。随着工厂的关闭，街道上除了动物不见人
影，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水平大幅降低，如果这种
情况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可能会对气候产生一定的
影响。雷丁大学另外一个团队，气候科学家劳拉·威
尔科克斯（Laura Wilcox）及其同事一项正在审议
过程的研究表明，多年来亚洲持续降低的空气污染
水平将导致更强烈的热带季风降雨。这是因为印度
上空雾霾变得稀薄后，被反射回太空的热量减少了，

欧洲和亚洲的气溶胶排放量下降情况。上图表显示了与 2016 年 -2019 年基准期相比，采取封禁措施期
间人为排放的气溶胶的比例变化。西欧和印度空气污染水平的降低远低于中国东部地区。（图源：Axel 
Timm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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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能导致陆地温度升高，海洋和陆地的温差增
大，形成一个更快、更剧烈的水循环。

 封禁带来的空气污染水平下降很可能是短暂
的，但仍有微小的可能会影响这个国家的气候。威尔
科克斯指出，印度一般在6月会出现夏季季风，而在
此之前通常会经历高温和气溶胶水平的升高。2020
年，印度北部地区空气污染水平的下降可能会带
来更强的季风。威尔科克斯和她的同事正在收集
并分析测量数据，并与前几年的数据进行比对，以
验证这一猜想。初步迹象表明，今年的季风强度有
所减弱，但几起异常的强对流事件的发生导致7月
出现强降雨，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不丹、缅甸和
尼泊尔洪涝灾害严重，造成数百人丧生，四百多万
人流离失所。但要弄清楚这些强降雨是否与空气
污染水平下降有关，还是只是气候的偶然变化，还
需要一些时间。

减少空气污染并非易事

除了了解空气污染对气候的影响，科学界还
借“封城”之便来更好地了解空气污染源和污染传
播的距离。在欧洲，采取封禁措施后的空气污染模
式与中国相似，二氧化氮水平出现明显下降，但颗
粒物污染水平只出现了小幅减少（有的地区甚至
有所增加）。英国国家大气科学中心大气化学家阿

拉斯泰尔·刘易斯（Alastair Lewis）指出，“我们已
经对PM2.5污染有了相当多的认识，确定它是二次
污染物，而仅仅减少交通运输并不会对颗粒物产生
很大的影响。农业中氨肥的使用和溶剂中的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是二次污染颗粒的主要来源，而它们的
排放量很大程度上将和往常一样。

以上种种研究发现表明，地球大气层中发生的
反应十分复杂，气象学与大气化学之间的联系十分
紧密。显然，减少空气污染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
影响，包括改变天气模式和增加二次污染物。封禁
相关的研究表明，对于想要控制当地空气污染情
况及防止出现短期重度污染的城市来说，短期做
法并非总能奏效。相反，解决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
最佳方法是减少所有污染源，但即使是这种看似
可取的行为，也有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今年早些时候，威尔科克斯和她的同事发表的
研究表明，空气污染水平的大幅下降很可能加速未
来的气候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最极端情况下，空
气质量的急速提升，可能会导致2050年的日最高温
度比现在高出4℃。

无论如何，放任空气污染的代价要高得多。艾
伦表示，“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
体会使温度增幅加大，持续时间更久。加之全球水
循环的变化，会对人类社会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
态系统造成深重影响。”

本文摘译自:
https://physicsworld.com/a/has-the-covid-19-lockdown-
changed-earths-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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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线上世界水周主要成果

1) 安全成为新的首要关注点

过去几十年来，国际社会重视效率最大化，供
应链因此日益复杂，在全球纵横交错。但这也使得
社会在面对危机时十分脆弱，新冠肺炎疫情就是
深刻的教训。面对与全球变暖和生态系统退化有
关的新危机，为迎接更加不确定和危险的未来，须
把安全和强韧性作为新的首要任务。

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缔约方大会（COP25）上，更多的国家将目光

投向与水有关的解决方案。“世界水周”期间，有几
场会议讨论了明年COP26的准备工作，以及如何
使各国在完成《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时更积极
地解决水资源问题。与会者呼吁采取更全面的办
法，更加注重韧性景观和韧性社会的作用。

2) 通力合作提高强韧性

“世界水周”活动最吸引人的一点是：原本素
不相识的人有机会相互切磋，在不同领域间擦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世界水周改为线上形式，号召居家参会、远程交流。
线上水周活动由斯德哥尔摩国际水研究院（SIWI）发起，一共召开了120场专题会
议。以下为2020年线上世界水周的7项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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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例如，有几场会议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住房
问题。全球人口预计将增加20到30亿，如何建造未
来的房屋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环境挑战。不仅需要更
环保、更节水的建筑材料，还需要更高效的污水处理
系统。房屋甚至可以是自循环，垃圾直接在建筑内
得到处理。还有一点很关键，房屋必须能够抵御全
球变暖带来的更极端的天气和海平面上升的危险。

打造韧性房屋从很多个角度看都是有意义的。
如果极端天气对人和建筑物的危害减少，死于污水
引起的疾病的人会更少，可以达到拯救生命同时降
低成本的目的。这也是保护海洋和景观免受日益严
重的污染的根本对策。

3) “孤岛” 思维越来越危险

是什么阻碍了打造韧性所必要的协作呢？一些
会议讨论了古旧的 “孤岛”思维会带来的风险。在这
种思维模式下，无人统筹全局，无人担负责任，无法
整合资源，无法集中决策。各国内部日益严重的两极
分化和国家之间的唇枪舌战增加了合作难度，特别
是在跨界流域领域。

不过，在就如何执行《巴黎协定》和2030年议
程的讨论中，摒弃“孤岛”思维得到普遍响应。在疫
情后时代，应提倡破除界限解决问题，努力实现恢
复。有一些模式可以效仿，例如瑞典环境和气候部
长伊莎贝拉·勒温（Isabella Lövin）强调的“从源
头到海洋”（source-to-sea ）的方法。

4) 培植商业环境

无论公司规模大小，他们都谈到了同样的问
题——有产品，没市场。来自企业的参会者认为，如
果政府能够改变规定，选择更环保的解决方案，智
慧水技术的市场将很快蓬勃发展，并掀起创新的
浪潮。现在有很多可以造福人类和自然的解决方
案，但苦于没有市场支撑。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它
现在仍然只吸引了一小部分的基础设施投资。在“

为自然融资的商业案例”讨论会上，来自法国开发
署（AFD）的吉勒斯·克莱茨（Gilles Kleitz）称其为
典型的市场失灵，即决策者不知道如何评估自然的
价值。水资源专家和其他人员必须更好地诠释水对
人类和自然的作用，以使这一观点能够纳入决策者
的考虑范围。一些人士在这方面做了重要工作，例
如2019年斯德哥尔摩水奖获得者杰基·金（Jackie 
King），但这些成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吉勒斯·克
莱茨（Gilles Kleitz）还强调，支持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的人必须学会更好地证明这些解决方案的
切实有效性。

5) 果断决策

与几年前公众的观念相比，如今国际社会日益
期待政府发挥大作用。人们愈加认识到，各国政府、
城市和国际机构需要大胆决策，拉动需求，为可持
续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商业环境。在新冠肺炎疫情
大流行期间，许多国家政府在保障低收入家庭在
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水安全和卫生设施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SIWI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正在持续关注这一情况，这也是 “世界水周” 的一
个重要议题。

在开幕式的部长会议上，来自哥伦比亚和南非
的部长们详细介绍了他们如何采取创新的应急措
施，保障在大流行期间人人都能获得水。对这两个
国家来说，这些干预措施都是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在实行民主制度之后，南非很早就认识到享有水和
卫生设施是所有公民的权利，相关服务也在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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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哥伦比亚，低收入公民可以推迟缴纳水费，而
政府会为自来水公司提供补贴。

当然，支出也是必不可少的。哥伦比亚已经把
用于水资源关键领域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预算增加
了一倍。但是，正如荷兰基础设施和水资源管理部
长在会议发言中所指，绝大多数国家都需要大规
模投资于水资源基础设施，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
化，在2030年之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这
应该是后疫情时代复苏措施的重中之重；同时也
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6) 行为改变也在于赋能

大多数与会者都认识到需要迅速改变生活方式
来应对新形势，因此，沟通和行为改变等话题在会议
期间屡屡出现。近几个月来，有关勤洗手的宣传活
动成效显著，令人印象深刻。应进一步加强宣传沟
通，让人们意识到水是应对诸多全球挑战的根本。

实现充分沟通要求每个人都能毫无畏惧地表达
自己的观点，无论年龄、性别、收入、性取向或种族，
都可以在事关自己生活的决策上发出声音。要想改
变行为，首先要确保人们有改变的能力。

这其中不免涉及有关性别的讨论。例如在“推
进棉花和纺织业的气候和水韧性”的会议上，国际
妇女研究中心的普莉娜·库玛介绍了印度和孟加拉
国等国家从事纺织业的妇女以及农村地区妇女的
情况。近期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女性在
与自己有关的家庭事务中完全没有话语权；然而，
她们却负担着取水和许多其他家务。

7) 珍惜水资源

“世界水周”期间的讨论最终都回归于价值
观本身。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证明，只要
下定决心，就能实现快速转变。那么，我们为什么
不能以同样的决心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应对
气候变化呢? 例如，将用于复苏的资源向打造长期
韧性的方向上倾斜。

许多与会者认为，目前采取的措施并不足以应
对当前的危机，而把太多的问题推给了年轻人和后
代去解决。在“世界水周”期间也可以看到，青年人的
水运动也已崭露头角。例如，在“联系青年与决策者，
解决水气候难题”的会议上，来自苏丹的多阿·奥斯
曼分享了苏丹青年水资源议会重要工作的心得。自
2016年成立以来，该议会已经吸引了全苏丹1,700
名成员加入，其中38%是女性。印度环保主义者基
金会创始人阿伦•克里希纳默西谈到了他们基于
社区的恢复湖泊的创新方法。

斯德哥尔摩青少年水奖的决赛选手还展示了
可以改善人类生活和地球健康的知识和创造性想
法，值得称道。这些年轻人知道，他们不能像前几代
人那样把水资源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为积极应对一
个缺水和污染日益严重的世界而不断创新。他们拥
有前所未有的技术和科学知识。

这一切都归结到我们如何珍惜水资源，而这
也将是2021年和2022年“世界水周”的主要议题。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siwi.org/latest/7-lessons-from-world-water-
week-a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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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即是水危机

气候危机即是水危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
才能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来改变现状。

人们常常不会自然而然地将水与气候变化联系
起来，但“水”恰恰应该是首先被想到的。气候变化带
来的最显著的影响是它对水循环的影响。影响表现
在很多方面，而每一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十分消极： 

天气和季节模式异常。在全球范围内，季节和降
水模式（雨雪）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生态系统承受
巨大压力的同时，人们获取粮食和水的难度也不断
增加。例如，由于季风系统越来越不稳定，全球四分
之一人口的粮食安全和水安全都受到影响。

灾害急剧增加。无论是洪水、干旱还是飓风，大
多数极端天气事件都与水有关。水循环的变化会加
剧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影响程度。而受影响最大的是
贫困和弱势群体，几十年来在减贫方面取得的进展
有可能因此付之一炬。

 海平面上升。包括冰川消融在内的冰雪的快速
融化加剧海平面的迅速上升。全球很多人口密集的
城市，包括孟买、上海和纽约在内，将来可能会被淹
没。新的研究表明，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影响很可能
比原先预计的要严重得多。

地球上部分地区可能不再适于人类居住。气
温攀升和水循环变化将使全球许多地区的生态系
统和社会承受极大的压力。

超过临界点的风险不断加深。科学界认定的
若干个生态阈值已被打破。一旦逾越了临界点，某
些过程的发展将彻底失控，这是科学界所忌惮的。
例如，冻土层解冻过程中释放的温室气体之巨，将
直接放大全球变暖效应。

以上种种挑战均与水循环受到影响有关。只有恢
复水循环的微妙平衡，我们才能有效应对这些威胁。

全球变暖造成的最负面的后果，是影响和改变了
水循环，日益频繁的洪灾和旱灾即是明证。冰雪的
加速融化十分值得警惕，其进一步导致海平面上
升、降雨模式日益多变以及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长
此以往，水循环的变化加上极端高温，地球上很大
一部分地区也许将不再适于人类居住。为了避免
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必须正视水与气候的关系，
从解决水危机入手，应对气候挑战。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siwi.org/priority-area/water-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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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更加“平易近人”的综合水资源模型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经济持续发展，对水的需
求也显著增加，发展中地区增幅尤其明显。与此同
时，气候变化已经对全球、区域和地方的水资源可
利用量产生了影响。要确保水资源供应能够满足持
续增长的用水需求、同时又不破坏水源地脆弱的水
环境，必须科学地制定战略和政策。

为准确评估水资源供应量以及人和环境的需水
量，IIASA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大型水文和水资源
模型——社区水模型（CWatM）。该模型可以模拟全

球和区域范围内水的转移、分配和管理情况，根据
需水量和环境需求来评估水资源可利用量。模型
还可测算未来用水需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会如何
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水资源可利用量。这
一综合模型全面考虑了农业、家庭、能源、工业和
环境的需水量指标。

 社区水模型拥有开源的模块化结构，使用最
先进的数据存储协议作为输入和输出数据，着眼
于辅助更广泛的社区开展研究。模型灵活性强，适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开发了一个大型、开源的水文与水资源模型，可
辅助不同利益相关群体与科研团队利用水文模型进行科学研究。

社区水模型中的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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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中国水科院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

本刊联系方式：中国水科院 国际合作处
联系邮箱：dic@iwhr.com

 
 
 
 
 
 
 
 
 
 
 
用于不用尺度范围，可以与水质和水利经济相结
合，也可以与其他IIASA模型集成，如中长期能源
系统规划、政策分析、情景开发模型（MESSAGE）
、全球生物圈管理模型（GLOBIOM）、多尺度可再
生能源系统优化模型（BeWhere）和环境政策综
合模型（EPIC）等。

由于模型框架是通用的，还可以用于解决跨学
科问题，搭建起探索能源、土地和水之间联系的桥
梁。研究人员称，该模型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结合了
除水文以外，各科学领域积累的良好实践，而不是
创造新的概念来模拟水文和社会经济过程。此外，
模型可根据用户不同的编程能力进行定制，这样
利益相关群体以及不是水文学专业领域的科研团
队，无论水平高低都可以利用水文模型辅助研究。

社区水模型是IIASA水计划的重点内容之一，
即评估全球和区域层面的水资源供应、水需求和环
境需求。它为开发一个集成模型框架奠定了基础，
将来可用于权衡不同水管理方案之间的经济效益，
包括供水基础设施和需求管理等。这种模型框架有
望为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关键的信息依据。

IIASA将继续开发社区水模型的更多功能，比
如设计水库和运河相关的线路方案，以期更好地模
拟农业和城市环境中的水资源可利用量，以及增强
地下水管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能力。

本文摘译自:
https://iiasa.ac.at/web/home/about/news/200721-the-com-
munity-water-model.html

模型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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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三角洲居民

聚焦非洲水电近期
发展

地面沉降或与区域地
下水开采需求高有关



2 

2020年第15期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全球干旱模式中 “人类指纹”寻踪

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亚洲中部和非洲南部等
地的降雨减少，以及非洲萨赫勒、印度和加勒比等
地降雨的增加等情况均与人类活动相关。除了温
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以及

大型火山喷发产生的气溶胶也是整个工业时代全
球干旱模式形成的“主要诱因”。

气候学家称，上述发现“解决了界定人为因素
对全球干旱模式的影响这一问题”。 

有证据表明，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干旱模式比自然条件下更加猛烈。

●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导致全球极端降水与干旱模式更加猛烈。
●  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气溶胶的增加是整个工业时代干旱模式形成的重要因素。
●  为了研究这个现象的实际影响，科学家借助了一种被称为“人类指纹识别”的新技术。



3 

2020年第15期 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指纹寻踪

干旱是带来经济损失最大的气象灾害之一，
不仅威胁生态系统、还会对农业与人类社会造成
严重影响。

然而有科学家认为，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了
全球范围内的干旱风险仍旧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由
于观测记录短、干旱周期长，这项研究在世界上很
多地方都难以开展。这也导致几乎没有适合做研
究分析的机会。

这项新研究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上。该文第一作者表示，“人类
指纹识别”这种研究方法被用来区分自然因素和
人为因素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无论何时，我们经历
的气候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因素是
地球气候的内部“噪音”——纯粹的自然波动，例如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此外，气候还受到许多“外部”
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作用时间和地点各不相
同。比较重要的人为因素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和受污
染的气溶胶。重要的自然因素则包括地球气候的自
然波动和大型火山喷发释放出的气溶胶。

新研究使用气候模型探索了1860年到2019年
间全球干旱与降雨模式中代表着人类活动影响的“
人类指纹”。

“干—湿模式”

通过模型模拟，研究人员发现了人类活动对全
球干旱模式影响的两种不同方式。自1950年以来，
人类制造的温室气体和大气颗粒物污染以两种截
然不同的方式在温度、降水和区域性干旱方面造
成了全球性的影响。这两种“人类指纹”具有统计显
著性。第一种“人类指纹”是自1950年以来全球范围
内干旱与极端降雨（即“干-湿模式”）模式的加剧。

下图展示了1860年至2019年全球范围内局部
降水异常（上）和“气候湿润指数”（CMI，下）。CMI
是基于降雨模式以及温度、降雨量和蒸发量之间

关系的干旱指数。图中棕色代表干燥，绿色代表降
雨和湿度的增加。

  

如图所示，自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各大洲总
体上在变得愈加干燥。降雨量大幅减少的地区包
括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东部在内的中亚地区，
以及美国加州地区。研究指出，这些变化很大程度
上是由数十年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所导致的。

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微小颗粒污染物—人造硫
酸盐气溶胶，是第二大诱因。通过将太阳光反射回
太空，这些人为气溶胶降低了地表温度，部分抵消
了温室气体造成的变暖效应。火山喷发释放的自
然气溶胶作用原理与此类似，但只存在于喷发后
的一到三年。

热带降雨带

研究团队在热带辐合带(Intertropical Con-
vergence Zone)的相关变化中发现了第二类“人
类指纹”。

热带辐合带是环绕地球赤道附近的一个巨大的
低压带。它主导着大部分热带地区的年降雨模式，是

1860年至2019年全球范围内局部降水异常（上）和
“气候湿润指数”（CMI，下）情况。

降
水

气
候
湿
润
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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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数十亿人生活的重要气候特征。地球上最强
烈的降水就发生在热带辐合带。这个热带雨带形成
于南半球和北半球的信风汇合之处。气团汇合后上
升到大气层中，凝结后产生强降雨。

  热带辐合带每年在热带地区南北徘徊，大致
与太阳随季节变化的位置相同。

该新研究还发现，人为因素已经对热带辐合带
的轨迹产生了影响。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主
要的影响因素仍然是人为气溶胶。受欧洲和北美排
放的人造颗粒污染的降温作用影响，南北半球之间
的温度差异加大。这种温度反差使热带雨带（热带
辐合带）向南移动，远离更凉爽的北半球，从而导致
美国西部降雨增多，萨赫勒地区和印度降雨减少。

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人为导致的气候
变暖成为了主要的影响因素。1980年以后，北半球
变得比南半球更温暖。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北美和
欧洲出台了防治污染相关法规、减少了的人为气溶
胶排放。第二，温室效应使得大部分被土地覆盖的
北半球比大部分被海洋覆盖的南半球升温更快。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热带辐合带在1980年以
后向北回移，从而造成美国西部降雨减少，而萨赫
勒地区降雨增多。

“混搭”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全球干旱模式发生了复
杂变化。主要诱因是温室气体的持续增加、颗粒物
污染排放的复杂时间演变和火山喷发。要充分解
释温度、降水和干旱同时在发生的变化，必须综合
考虑所有诱因。

鉴于温室气体排放仍在继续、而许多地区的气
溶胶排放量已经呈现下降趋势，这项研究将有助于
预测气候变化条件下干旱的演变。

热带辐合带（ITCZ）和地球大气层主要的全球环流模式。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7/human-finger-
printing-drought-rainfall-africa-asia-america/

盛行西风带盛行西风带

东北西风带东北西风带

东南信风带东南信风带

副热带高低压带副热带高低压带

盛行西风带盛行西风带

副热带高低压带副热带高低压带



5 

2020年第15期 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3,100万生活
在河流三角洲的人们面临极高的由热带气旋和气
候变化带来的洪水等风险。

本研究的第一作者，印第安纳大学地球与大气科
学系的一位研究主任道格拉斯·埃德蒙兹(Douglas 
Edmonds)表示，“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成功确
定全球生活在河流三角洲的人口总数或者评估气
候变化造成的累积影响。河流三角洲一直是人口
增长的热点区域，而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
大，恰当地量化评估河流三角洲地区的累积风险
是十分必要的。”

研究团队的分析表明，河流三角洲总面积占全
球土地总面积的0.5%，但人口数量占全球的4.5%，
有3.39亿人生活在河流三角洲。河流三角洲一般形
成在海平面或海平面以下的入海处，因此极易遭受
风暴潮；加之收到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和海
岸洪水的影响，预计风暴潮将更频繁地发生。

a图和b图上，海岸线每3度长度的三角洲面积
和人口。海岸线的长度是根据相对于整个数据集
的面积百分比或人口百分比着色的。c图和d图上，
显示居住面积和人口的纬向分布的直方图。白色

印第安纳大学研究发现： 
海岸洪水将极大影响河流三角洲居民

宜居地区占比

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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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形表示居住在百年一遇风暴潮的洪泛平原的面
积比例和人口比例。

研究锁定了新奥尔良、曼谷、上海等城市的上述
地理区域进行分析，使用了新的全球数据集来确定
生活在河流三角洲的总人口、评估百年一遇的风暴
潮事件的潜在受灾人口，以及这些三角洲地区自然
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

研究团队认为，预测河流三角洲地区的海岸洪
水面临全新挑战，在讨论气候变化对未来的影响时，
海岸洪水应当得到更多关注。研究团队指出，估算的
结果可能仅仅是最小值，因为风暴潮和洪水模型并
没有将气候影响、基础设施不足和人口密度高等因
素的相互作用计算在内。

河流三角洲的许多居民都是低收入人群，除了
面临洪水的威胁，还面临着水、土壤和空气污染，以
及住房基础设施落后和公共服务短缺等问题。据研
究结果显示，全球居住在河流三角洲的3.39亿人口
中，有3,100万人生活在风暴潮洪泛区。更糟糕的
是，其中92%的人生活在发展中或极不发达国家。
这就导致处境最不利的人群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
风险也最大。

研究人员为本次研究建立了一个关于三角洲
人口和地区的全球数据集，汇总了2,174个三角洲
地区的数据。然后他们将该数据集与一个陆地人口
数据集进行交叉参考，以确定有多少人生活在三角
洲地区。为了确定三角洲的自然减灾能力，研究人
员观察了河流和其他流向大海的水路带来的沉积
物总量。将沉积物与三角洲的相对面积进行比较，
来确定三角洲是否会因为沉积物的不足而丧失天
然抵御洪水的能力。

数十年的工程建设使得河流三角洲的人居面积
扩大了数倍，但同时也使得这些区域出现了缺少抵
御洪水的泥沙的问题。没有这些自然补给的沉积物，
海岸线将继续退缩，从而进一步加重风暴潮的影响。

研究团队认为，需要从面临极大风险的发展中
和极不发达国家的角度，看待河流三角洲应对未来
更严重的海岸洪水的难题。亟需开发一个更好的、
能够模拟高人口密度地区的复杂洪水的气候影响
模型，从而更准确地评估风险和脆弱性。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wateronline.com/doc/iu-study-shows-coast-
al-flooding-will-disproportionately-river-delta-populations-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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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苏里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地下含
水层的过度开采可能造成周围土地的下沉，街道、桥
梁和其他基础设施受损，地下水储量减少以及饮用
水污染等诸多问题。研究人员借助人工智能的机器
学习技术对地面沉降进行测绘，以帮助水政策制定
者提高决策科学性。 

研究人员称，气温不断升高、降水模式的改变
以及淡水需求的持续增加，都会对含水层造成额
外的压力。更频繁、极端的干旱和洪水事件则降低
了含水层收集和储水的能力。美国西部地面由于
地表水可用量有限，再加上人口急剧增长和种植
高价值作物的需水量较大，沉降问题已不容忽视。

测量地下水开采地区地面沉降的传统方法不
仅耗时长、造价昂贵，还可能出现误差。与之相比，
机器学习可以量化广泛可用的地下水数据与地面
沉降之间的关系，可帮助预测未来的沉降趋势。这
些数据包括地表和植物的蒸发率、土地利用和沉
积物厚度。研究人员使用美国西部，包括加州、亚
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在内，卫星和地面GPS站的
水文和沉降数据。

加州占据了美国西部沉降总量的75%。地下水
灌溉了加州中央谷地的数百万英亩的农田；这片长
约450英里的农业用地出产了美国三分之一的水
果和蔬菜。而这里也是沉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

研究模型估算，中央谷地的很大一片区域每年下 
沉超过5厘米，而某些区域的沉降速度甚至达到了
接近每年30厘米。

地面沉降威胁房屋、桥梁和运河等基础设施的
安全。运河可能会出现裂缝甚至无法正常使用。鉴于
加州正在建设穿过中央谷地的高速铁路，考虑地面
沉降因素有助于更好地规划。

砷的渗出可能也与地面沉降有间接关系。抽取
地下水降低了用于灌溉的浅层含水层的水位，人们
不得不开采更深层的地下水来获取饮用水。从较深
的承压含水层中抽水会导致含砷黏土压实并将污染
物释放到含水层中，从而使饮用水中的砷含量升高
至危险水平。深层含水层里的水形成于几千年前，
并不能很快得到补充。

研究人员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进行其他水文
条件的估算，比如重度开采含水层的地下水需求，
包括堪萨斯州的高原含水层、亚利桑那州的盆地
与山脉含水层、以及美国南部密西西比河的冲积
含水层等。研究结果可能会影响到密苏里州和和
全球的地下水管理。

密苏里州东南部湿润区域种植的农作物对地
下水的需求很高，可以利用该研究成果提前规划
密西西比冲积平原的地下水用水需求。此项研究成
果发表在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主办的《水资源研究》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上。

密苏里科技大学简介
密苏里科技大学成立于1870年，前身是密苏

里大学矿业与冶金学院，是一所理工科为主研究
型大学，拥有8000多名学生，是密苏里州大学系统
四个校区之一。位于罗拉市的密苏里科技大学提
供40个研究领域99个不同学位的课程，包括工程、
科学、商业和信息技术、教育、人文科学和文科等。

地面沉降或与区域地下水开采需求高有关

本文摘译自:
https://news.mst.edu/2020/09/research-links-sinking-land-to-
regions-of-high-groundwater-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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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短期内的储能部署有所下
降，2020年的部署量减少了17%，比疫情前的预
测少了2 千兆瓦时（GWh）。但到2030年，全球储
能市场将以31%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累计容量
将达到741千兆瓦时。表前储能设施（电池储能，即
front-of-the-meter）将继续占据年度部署的最大
比例，并在2030年左右占年度总新增容量的70%。

利益相关者将继续投资于全球储能
市场

伍德麦肯兹判断，二十年代初储能市场会有波
动，但后几年将出现加速增长，最终实现可变可再生
能源的加速部署和全球电力市场的转型。由于投资
类型相对较新、还存在潜在风险，全球储能依然是
一个上升中的新兴市场。包括终端消费者和大型
股权投资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都有兴趣继续投资
这个行业，并未被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影响所吓退。

麦肯锡认为，投资者在某些情况下会观望一段时
间再慎重做出决定，但电力市场转型的整体轨迹与
实现这一目标的储能需求并未发生变化。随着世界
各国政府努力恢复经济，实现比以前更可持续的发
展，储能行业也会随之受益，转型速度进一步加快。

未来十年美国将继续引领储能容量
的增长

2030年之前，美国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占全
球累积储能容量的49%以上，达到365 千兆瓦时。

报告指出，未来十年内，美国的公用事业资源
规划将在能源部署中占据主要地位。过去两年，公
用事业对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储能的看法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出于成本效益和国家推行的清洁能
源目标的激励，大多数公用事业公司将计划使用的
资源类型转为可再生能源和储能。

因此，伍德麦肯兹预测，持有大量短期资源的
美国表前储能市场将在2021年迎来骤增，随后到
2025年放缓。2025年后，随着批发市场收益率的增
长和公用事业投资的正常化，增长将“趋于稳定”。

 报告认为，美国储能市场未来十年的年复合
增长率将达到36%，累积装机容量接近300千兆瓦
时。中国的储能规模将仅次于美国，累积储能容量
呈现“指数级的增长”，到2030年将占全球累积容量
的21%，达到153 千兆瓦时。辅助性服务市场是中国
表前储能市场的主要收入来源，在2020到2025年间
将会继续带来更多混合储能设施的装配。

报告强调，保障可再生能源的存储能力，以降低
弃水、弃风等行为，是驱动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和
日本储能市场发展的第二大因素。例如，中国推出
的一项政策要求，太阳能和风能开发商要能补偿建
设稳定且上网友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资产的成本。

2025年至2030年间，随着亚太地区更多的电
力市场全面自由化发展，能源套利会为储能市场
带来额外收入。

未来十年全球储能市场将出现显著增长

能源研究公司伍德麦肯兹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储能市场年复合
增长率(CAGR)将达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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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储能市场维持缓慢增长态势

伍德麦肯兹预计欧洲的增长将低于全球其他地
区。到2025年，英国和德国将继续引领欧洲表前储能
市场，而频率响应拍卖仍将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法国和意大利也在逐步放开容量和辅助服务
市场。报告预测，在欧盟委员会及其绿色复苏协议
的支持下，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也将效仿
这种模式。

伍德麦肯兹认为，能源储备是实现可再生能源
强劲增长的关键，但问题在于储能是否可以获得长
期稳定的收入作为支撑。低成本和更长的储存时间
能够胜过煤炭、天然气和抽水蓄能，从而太阳能和

风能占据更高的市场渗透率。然而，大多数锂离子
储能系统经济最优的运行时间只有4到8小时，使
得更长时间储能市场存在空白。

报告指出更加安全和低成本的电池存储是未
来的发展。根据需求的不同，将主要分为固定电池
和电动车蓄电池两类。报告预计，磷酸铁锂将在十
年内取代镍锰钴成为主要的固定储存原材料，前
者的市场份额将从2015年的10%增长到2030年
的30%以上。

全球累积储能部署

容
量
：
G
W
h

来源：伍德麦肯兹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nsenergybusiness.com/news/global-ener-
gy-storage-market-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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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目前的水电装机容量超出37 GW，仅占其
全部可开发容量的约11%。2019年新增装机容量为
906 MW。预计到2040年，非洲的电力需求将达到
当前的3倍，这使得开发新的项目以及升级扩大现
有项目成为了非洲水电开发的焦点。

近期非洲水电开发动态

塞拉利昂本布纳（Bumbuna）水电站二
期工程

本布纳水电站二期工程坐落在距塞拉利昂首都
弗里敦东北部230公里的塞利（Seli）河上，建成后将
大幅增加该国国家电网的配电量、落实塞拉利昂政
府制定的《国家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并为其经济
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该项目有望于2021年开工。

本布纳水电站二期工程由私营基础设施开发
集团（PIDG）旗下InfraCo Africa联合大型开发
公司Joule Africa共同融资，资金来自于私营部门
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作为私营基础设施开发集团旗
下的子公司，InfraCo Africa可在项目全生命周期
内及时提供开发资金和专业知识。在投资本布纳水
电站二期工程之前，InfraCo Africa已在塞拉利昂
各地投资了多个具有开创性的微电网项目。塞拉利
昂现已搭建41个微电网项目，大规模推广离网太阳
能技术，为偏远地区的家庭和企业提供清洁电力。

本布纳水电站二期工程还体现了PIDG旗下众
公司参与并支持项目从概念转化为实际的能力。技
术援助基金（PIDG TA）向项目提供了多笔可回收赠
款和技术援助赠款，以此为塞拉利昂政府提供深度
的咨询服务，极大地辅助了项目的早期开发。而新兴
非洲基础设施基金（EAIF）则在推动项目发展至今
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赤道几内亚森吉（Sendje）水电站
中非国家开发银行（BDEAC）近期与赤道几内

亚签署了一项金额为800亿中非法郎（约9.7亿人民
币）的贷款协议，为装机容量为200MW的森吉水电
站的建设和运营提供资金支持。

森吉水电站距离巴塔市40公里，建成后能够为
赤道几内亚本土所有城市提供清洁可持续能源。此
外，该项目还具有其他多重益处。从社会经济角度
上来讲，平均电度单价将会降低，用电者获得更多
实惠。从商业和财政角度上来讲，它将提高赤道几
内亚的电网接入率，极大地缓解电力短缺问题。电
力短缺是阻碍赤道几内亚，尤其是其本土地区经
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从环境角度来看，通过增加能
源生产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可以减少赤道几
内亚对基于燃油的热电厂的依赖，进而降低碳足迹。

马达加斯加萨霍菲卡（Sahofika）水电站
非洲开发基金向马达加斯加装机容量为205MW

的萨霍菲卡水电站项目提供了一笔402万欧元的贷
款，其中包括部分赠款。

萨霍菲卡水电站坐落在距离马达加斯加首都
塔那那利佛东南部100公里的Onive河上，是马达
加斯加最大的在建水电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极大

聚焦非洲水电近期发展

塞拉利昂本布纳水电站二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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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马达加斯加的水电潜力，提高其能源结构的多
样性，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升至90%。该项目将采用
建设-拥有-运营-移交模式，项目内容包括新建水力
发电站、建设和修复总长110公里的入场道路以及
修建一条长75公里的220 kV输电线路。

萨霍菲卡水电站在投用后有望实现每年90万
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量。马达加斯加政府已承
诺将该项目的收益进行再投资，以降低该国电费。
预计投用后，将每年为马达加斯加国家水电公司

（JIRAMA）节省约1亿欧元的燃料成本，并逐步减
少对国家补贴的依赖。该项目还有望从欧盟和阿拉
伯非洲经济开发银行获得额外资金。

 

2019年12月，非洲开发银行作为主牵头金融
机构，为萨霍菲卡水电站批准了1亿美元的部分风
险担保，以降低项目的流动性风险。该行还为电力
传输网络增强与互联项目提供支持，旨在加强并扩
大马达加斯加的输电网络，以输出该大型水电项目
生产的过剩电力。

萨霍菲卡水电站符合非洲开发银行的《非洲
能源新政》和《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的理念，即扩大
绿色能源基础设施，以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
非洲开发银行（ADB）致力于为整个非洲大陆提供
优质、廉价能源，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同时
协助成员国以负责任的方式利用其庞大但尚未充
分开发的可再生能源。

纳米比亚纳尼克卡图（Neckartal）大坝
3月，南部非洲国家纳米比亚宣布，其国内最大

的水坝纳克卡图大坝正式启用。

纳尼克卡图大坝位于纳米比亚南部卡拉斯区基
特曼斯胡普以西40公里处，是一座碾压混凝土坝。
大坝高78.5米，长518米。调用附近多条河流的水，
水库面积39平方公里、库容8.57亿立方米。

纳尼克卡图大坝预计将成为纳米比亚沙漠地
带的基础性供水设施。大坝属于纳尼克卡图灌溉计
划（NIS）一期工程，水库供水至下游13公里以外的
抽水井。之后，由纳尼克卡图灌溉供水系统将水运
输至灌区，然后再输送至各个农业区。大约能够灌
溉5,000公顷土地、保障该地区的农业发展，尤其
是苜蓿、葡萄和大枣等农产品的种植。

 

自2018年7月以来，纳尼克卡图大坝已完成了超
过110万小时的工时，且实现了工作日零损失工伤，
创下了保障健康和安全方面的一项纪录。该项目还
为基特曼斯胡普及周边地区创造了5,500个工作岗
位：直接雇用工人3,000名，间接雇用工人2,500名。

如果周边地区的灌溉潜力被充分释放，还将（直
接和间接）创造4,000个工作岗位。除了促进农业粮
食生产外，还将对基特曼斯胡普及周边地区的旅游
业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莱索托布蒂哈蒂（Polihali）大坝和莱索托
高原调水工程

莱索托高原调水（LHWP）二期工程的两条导
流隧洞已于6月正式开挖。这两条导流隧洞将森克

（Senqu）河河水从天然河床引出，为布蒂哈蒂大
坝准备干燥的地基和施工区。

马达加斯加萨霍菲卡水电站项目
纳米比亚纳尼克卡图大坝（照片提供：We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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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两条隧洞将增加项目的行洪能力；两条
隧洞可以互为后备，保障一边引流一边施工。一条
隧洞的直经为7米，长约1千米；而另一条隧洞的直
经为9米，长度与第一条相近。两条隧洞并行延伸，
从大坝的进水口一直延伸至位于大坝下游的出水
口。采用钻爆法施工，并根据需要采用锚杆和喷浆
混凝土加固。

莱索托高原调水工程分为两期。一期工程于
2003年竣工，二期工程将水输送至南非豪登省地
区，并利用该地区的输水系统发电。二期工程竣工
后，年调水量可由当前的7.8亿立方米逐步增加至
超过12.7亿立方米。同时，也将增加穆埃拉（Muela）
水电站的发电量，这进一步增强了莱索托国内电力
自给的能力。

肯尼亚KenGen项目
肯尼亚三个主要水库的漂浮式太阳能光伏（F-

PV）发电项目正开展初步可行性研究。三个主要水
库为卡姆布鲁水库、基安贝雷水库和特克韦尔水库，
项目有望推动肯尼亚打造一个更灵活和更具可持
续性的能源系统。

该项目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提供资金支
持；而Multiconsult将负责审查项目场址中的电力
基础设施，评估水轮机的特性、水库运行、水流模式
和电网中的电力疏散，并就现有基础设施如何整合
漂浮式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实现混合运行提供建议。

大型水坝的发电量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
响，例如入库流量波动更大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
这种情况将影响水库中的水位，水资源管理也将变
得更具挑战性。在现有大坝中建设水电—漂浮式太
阳能光伏混合电站将促进以适当且具有成本效益
的方式管理电力和用水。通过减少水库的蒸发量
实现节水、抵消水位变化造成的电力生产损失，此
外，还可以联合上网发电来促进电网的成本节约。

肯尼亚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这意味着在
阳光充足的白天可以使用太阳能，而在夜间用电
高峰时段则可以使用水力发电。这可以减少对常

规发电站和燃油/燃煤发电站的依赖，从而减少肯
尼亚的碳排放。

非洲开发基金助力非洲水电开发

非洲开发基金（ADF）是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的
优惠融资窗口，向低收入地区成员国内有助于大力
推进减贫的项目提供优惠贷款和赠款。

2020年4月，非洲开发基金管理的非洲可持续
能源基金（SEFA）批准向EmNEW新能源公司提
供76万美元的赠款，用于开发至少8个小型可再生
能源项目，包括产能为1-10 MW的水电项目。

这笔赠款将予以项目筹备和开发广泛支持，
包括技术可行性研究、法律尽职调查、环境和社会
影响评价、质量保证和风险管理。

非洲有许多优秀的中小型水电项目都因无法
获得竞争性融资而尚未实现。EmNEW重点投资
于非洲中小型可再生能源项目，重点聚焦太阳能、
混合动力和水力发电技术。利用在非洲的优质地方
合作伙伴关系，获取中小型项目的竞争性股权并投
资于可再生能源项目，这有助于缩减项目融资需要
的时间和资源，同时实现积极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而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观察，加快分布式太阳
能和小型水电项目的部署是填补能源获取缺口、应
对气候变化、以及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可持续发展
的最快和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之一。

欢迎关注中国水科院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

本刊联系方式：中国水科院 国际合作处
联系邮箱：dic@iwhr.com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nsenergybusiness.com/features/hydropow-
er-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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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国密歇根州溃坝洪水事件中	
大规模撤离人员的经验

1、溃坝事件回顾

在美国密歇根州Gladwin县和Midland县境
内分布着六座水力发电梯级水库，均建于1912年至
1925年之间。其中四座水库（Secord水库、Small-
wood水库、Edenville水库和Sanford水库）位于
Tittabawassee河上，由同一家公司掌管和运营，
另外两座水库（Chappel水库和Beaverton水库）
位于上游的Cedar河和Tobacco河上，分别为县管
大坝和市管大坝。

一个停滞的低压系统和锋面边界横跨了大湖区
的南部，造成了密歇根州东南部的强降雨，从2020
年5月17日早晨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19日下午，总
降雨量达到100-200毫米。由于强降雨的影响，在溃
坝事件发生的前一天，该地区的几条河流已经遭遇

了严重的洪水，其中Midland县的Tittabawassee
河经历了历史最大洪水。因此，该地区所有大坝均
提前开闸敞泄。值得一提的是，上游Cedar河上的
Chappel大坝，在主坝一侧的发电机房附近发生了
漫顶，不过经过大坝运维人员和工程师们的努力奋
战，危机得以化解。

5月19日凌晨0点30分，大坝运维人员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事态还在持续恶化，因此对
Tittabawassee河沿岸四座大坝启动了紧急行动
计划程序。由于持续高水位运行，凌晨3点30分，四
座大坝开始发出警报。从早上到下午，州政府官员、
安全办公室官员和大坝工程师们都在Edenville大
坝现场全力缓解大坝安全问题。尽管大坝已开启
全部闸门全力泄洪，但水库水位仍持续上涨逼近
坝顶。下午5点45分，洪水最终从坝体最东侧冲破

图 1 水库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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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导致了密歇根州史上最严重的洪水溃坝事
件。溃坝洪水在晚上8点前抵达下游约11.3公里的
Sanford大坝，虽然同样采取了敞泄的措施，但由

于从Edenville大坝下泄的洪水引起了Sanford库
区水位迅速上涨，漫过Sanford大坝土坝一侧的坝
顶，从而导致右侧土坝漫顶溃决。

图 2 密歇根州溃坝事件时间轴

图 3 Edenville 大坝溃决前后卫星影像对比

图 4 Sanford 大坝溃决前卫星影像及溃决后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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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员撤离

这场由连续溃坝引起的洪水打破了Tittabawas-
see河沿岸城市的历史洪水记录，溃坝洪水进入
Sanford大坝下游约9.7公里的Midland县（人口
近4万），造成了大面积淹没，对该县建筑、道路、桥
梁等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毁。洪水发生后，美国总
统特朗普授权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和国土安
全部协调救灾工作，并为必要的紧急措施提供适
当的援助，以减轻灾害影响。当地政府及时发出了
预警，约11,000人被紧急疏散，由于撤离及时，溃
坝洪水未造成人员伤亡。

 
本文参考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发布的《大坝和

堤防紧急情况下公众警报和预警指南》及美国阿贡
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从预警信息发布和民众响应等
方面分析了本次事件人员撤离的经验。 

人员撤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受灾地
区政府与各相关机构之间的“联系”，包括与上游
Gladwin县、国家气象局、Boyce Hydro水电公司
以及与陶氏化学公司的联系。除了正式的官方通知
之外，各机构之间还通过电话和短信的方式进行了
大量的非正式交流。

NIXLE系统是Midland县本地的一个警报和
预警系统，当地调度人员能够熟练使用该系统，用
于包括交通事故在内的多种事故的应急预警。许
多社区购买了NIXLE警报和预警服务。尽管消息
没有预制脚本，但是发布消息的人员非常熟悉如何
执行此项操作。因此，他们能够进行快速、频繁的更

新。每条预警信息包含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民众需要
采取的措施，而这些信息更新传达出了形势的紧迫
性，让民众了解大坝即将溃塌。NIXLE系统鼓励公
众参与，在911网站上设有定制链接，注册简单，同
时可通过县市的官网链接到注册界面，并提供英
语和西班牙语双语种警报。

 
除此以外，Midland县还首次使用了无线应急

警报系统，该系统是美国公共警报和预警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预警信息直接传送到信号塔覆盖范围
内所有民众的手机上，字符数上限为90个字符，不
受带宽的限制，民众也不必选择定制加入。由于是
首次使用该系统，民众需在事件发生前进行多次
演练以求达到更好的效果。

信息的一致性十分重要， Midland县在控制警
报发布上做了很好的示范。5月16日，Midland县几
乎没有在网上发布任何讯息。但到了5月18日，持续
的降雨引发了民众对大坝安全的担忧，Midland县
开始向社区发出警报，同时通过Twitter和Facebook
发布相关信息，扩大警报范围。5月19日，该县进一步
发出多次警报。在此期间，有25条警报通过Twitter
和Facebook 广为扩散。随着民众的撤离，警报数量
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在应急响应过程中
也进行了井喷式发帖，从而加速了信息的传播。部分
民众实时更新信息以抢占Twitter和Facebook的头
条位置，他们还提供视频和链接帮助民众核实洪灾

图 6 Midland 县通过 NIXLE 系统发布警报信息

图 5 溃坝洪水进入 Midland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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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合摘译自:
（1）李宏恩，盛金保，何勇军. 近期国际溃坝事件对我国大坝安全管理的警示[J] 《中国水利》，2020（16）
（2）徐泽平.美国密歇根州大坝溃决事件的分析与思考[J]《水利水电快报》， 2020, 41(6)
（3）国际洪水管理大会（ICFM）“洪水管理中的韧性建设”线上研讨会报告

图 7 溃坝洪水风险图

信息，甚至提供“地图定位”功能来帮助民众确定自
己与洪水淹没范围的距离以决定是否需要撤离。

在疏散民众的过程中，政府出动了国民警卫
队协助，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检查，确保淹没区域居
民及时、彻底的撤离，同时避免了在夜间进行涉水

转移。此次溃坝事件共有约11,000位民众被提前
转移，在经历2017年洪水之后，民众对洪水风险的
认识也有所提高，配合程度较高。此外，基础设施
老化、大坝的安全性和日常维护等问题也引起了
社区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图 8 避洪转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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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亩工程”和脆弱社区整体迁移： 
美国洪泛区土地管理的全新探索

1、背景

洪水是美国最常见和造成损失最严重的自然
灾害之一。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统计，2010年至2019
年，美国“五百年一遇”的洪水已经发生了25次，频
繁的水灾造成了巨大损失。2016年，洪水给美国造
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00亿美元，2017年由于飓风多
发，洪水损失更是高达600亿美元。

最近，由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主导的一项基于高
分辨率二维水动力学模型的研究绘制了整个美国
大陆的洪水风险图。该研究突破性地发现，有4100
万美国人面临洪水泛滥的风险，这是先前估计数字
1300万人(基于联邦应急管理局现有洪水风险图，
约覆盖美国大陆的60%)的三倍多。而由于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遭受洪灾，
并且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失。所有这些都凸显了制
定全面的洪泛区和洪水风险管理计划的迫切需求。

 以往的防洪思路对防洪工程设施过度依赖，
如大坝、防洪堤等，而这也在无形之中对生态环境
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现代美国，有一种趋势认为河
流的水位上涨到一定程度并淹没附近的土地是一
种自然现象，有益于向洪泛区输送养分和沉积物，
同时洪泛区还可以蓄滞洪水，为野生生物提供高
质量的栖息地，为民众提供休闲娱乐场所。相比之
前，防洪工作者依赖工程上的灰色基础设施，而自
然保护工作者依赖保护性和恢复性的绿色基础设
施，如今，两者合作共同制定可持续的综合解决方
案。保护洪泛区或以耐洪的方式开发洪泛区(例如
耐洪公园)，为水坝和堤防等已建成的防洪基础设施
提供了重要的补充，防止给民众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并有助于避免对财产和基础设施造成破坏。

2、“蓝亩工程”

早在1961年，美国新泽西州环保局（NJDEP）
就实施了“绿亩项目”，通过将购买的土地及附属
建筑改造成绿地公园、户外休闲娱乐空间、野生动
物栖息地等自然区域的方式，实现改善环境以及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目的。多年来，“绿亩项目”累
计保护了超过120万英亩（约合4856平方公里）的
土地。 而“蓝亩工程”就是在“绿亩项目”的框架下
实施的专门针对洪泛区土地资产买断和开发的一
个子项目，由联邦和州财政共同出资购买那些频
繁被洪水淹没的房屋，重新连接洪泛区以便在洪
水期间为河流提供更宽阔的行蓄洪空间并带来相
应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图 1 布里斯托大学绘制的美国洪水风险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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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亩工程”有三个主要目标：永久性地将民
众和房产迁离易受洪水威胁的区域；对公众开放土
地；恢复自然生态，形成可以蓄滞洪水、缓解洪灾以
保护其他社区的缓冲区。

“蓝亩工程”的实施只面向有意愿的出售者，
不会采取强制的措施进行拆除和搬迁。首先，有意
愿的土地所有者自行下载和填写申请表，内容涉及

业主产权、土地信息、房屋情况、所临近的河流、心
理出售价位等信息。来自曾经遭遇过洪水灾害的地
区、处于洪水易淹没的区域或者能够缓解洪灾以保
护其他社区的缓冲区的申请将会被受理。此后，新
泽西州环保局（NJDEP）会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测量
和评估，并出具相关报告，作为后续交易的依据。

图 2 “蓝亩工程”改造后的 Marshes Creek 河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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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飓风”桑迪”，新泽西州环保局（NJDEP）投
资3亿美元建设“蓝亩工程”，以灾前的评估价格购置
了1300套受灾房产，其中约1000套位于沿海地区，
其余300套位于Manville等其他城镇以及Passaic
河流域的社区。买断的房产需要满足的条件包括:
受到飓风“桑迪”的破坏，或是此前屡次被淹；业主
有意愿出售；联排房屋或是整个社区等。这些房产
被买断后即被拆除，土地被永久保护起来，面向公
众开放，平时可以作为休闲娱乐户外空间，洪水期
间则可以用作一个天然的缓冲区域。

除了新泽西州以外，美国联邦政府和其他州的
州政府也在实施类似于“蓝亩工程”的项目。 联邦政
府为斯塔滕岛的相关计划提供资金，以收购并拆除
大量被洪水淹没的房屋，腾出空地，将其作为风暴
来临时的缓冲区域。各州也已陆续开展相关行动，
加利福尼亚州督促地方政府制定相关计划，将房
屋搬离海岸线并进行重新安置；路易斯安那州实施
Mollicy农场项目；伊利诺伊州设立Emiquon保护
区等。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华盛顿州的Puyallup

流域在遭遇惨重洪灾侵袭后，州政府与美国大自然
保护协会合作实施了大规模防洪堤后移和洪泛区房
产收购与恢复项目，防洪效益十分显著。随后不到
五年，该流域再次遭遇了与2009年同量级的降水，
而这次没有发生洪灾，农民得以正常劳作。除此之
外，该项目还恢复了野生动物自然栖息地，促进了
鲑鱼种群恢复和旅游业的发展。

3、脆弱社区整体迁移

2012年飓风“桑迪”之后，政府将买断并重新安
置的目标逐渐从独立的房屋转向了整个社区，从而
创造更大的空间来抵御洪水。多年来，尽管全美范
围内洪灾日益严重，但政府官员们始终认为将整
个社区搬离脆弱地区并进行重新安置的想法过于
极端。他们觉得，重新安置破坏了美国人对曾经的
家园和私人产业的眷恋之情，而且会耗费纳税人的
大量税金。然而，这一想法如今正迅速转变，官员们
对“重置计划”（有时也被称为“有计划的撤退”）的
接受度越来越高，因为他们逐渐意识到，在连续洪
水事件后一次又一次进行重建工作已经毫无意义。

由于一个社区可能只有部分居民同意搬迁，因
此项目的实施通常较为散乱。如果某个社区的大部
分居民都已经搬离，但还有个别房屋没有搬迁，那
么整个社区的基础设施仍需维持正常运转，政府

图 4 斯塔滕岛上的一处空地

图 3 “蓝亩工程”业主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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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为道路、给排水、供电等支付费用。相反，如果
整个社区或是街道一侧的住户集体搬离，就能把
留出的空间恢复成湿地，保护附近地区免受洪水
侵袭，或建成公园来积蓄雨水。因此，需要在统筹
协调工作当中投入大量的精力，确保每个当事人
的利益都受到保护，以促进整体搬迁顺利实施。目
前正在实施的项目中，有的情况是政府专门出资
新开发了一个住宅区（部分原因是该地区缺乏可
用住房），也有的情况是将搬迁社区附近的整个住
宅区购买下来，如此一来，原来的居民就可以在不
远的地方获得新家。

2016年，联邦政府向路易斯安那州划拨了4800
万美元的资金以安置从让·查尔斯岛撤离的居民。海
平面持续上升和海岸侵蚀导致让·查尔斯岛丧失了
大部分土地。路易斯安那州社区发展办公室负责管
理让·查尔斯岛的居民安置项目，绘制了居民撤退
的蓝图。让·查尔斯岛上的大部分居民都是美洲印
第安人，他们最初大多不愿搬离祖祖辈辈生活的
地方，认为其土著居民身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项目前期所开展的公众协商历时多年，而且不时
引发争论。如今，除少数家庭外，其他家庭都表示
愿意搬离让·查尔斯岛。目前，让·查尔斯岛以北约
30英里（约合48公里）的用于安置居民的“新岛”也
已经开始施工。

让·查尔斯岛并不是唯一的案例。路易斯安那州
有一个社区被当地居民称作“洪水城”，这里的房屋
在过去30年里遭受了17次洪水侵袭。该社区的官方
名称为Pecan Acres，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新罗兹
市（New Roads），居民约4000人。20世纪70年代，
该社区在一片低洼沼泽地上建成，房屋主要出售
给了黑人佃农。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买不起洪水保
险，而且经济实力不允许他们搬家。最近，在灾后恢
复资金和美国农业部（USDA）湿地恢复支持资金的
资助下，整个社区将搬迁至附近高地上一处正在施
工的新开发区，旧社区将恢复为湿地。

本文综合摘译自:
1）Oliver E J Wing et al. (2018) Estimates of present and  
future flood risk in the conterminous United States.13(3).
2）https://www.bluacres.com/about-us/                                   
3）https://www.nj.gov/dep/greenacres/blue_flood_ac.html 
4）http://www.njcwrp.org/marshes-creek-resiliency-project     
5）http://www.quankr.com/xxzx/202009/32688.html 
6）国际洪水管理大会（ICFM）网站  https://www.icfm.world

图 5 让·查尔斯岛上的房屋

图 6 正在施工的“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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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和疫情双重夹击下的国际应对措施

2020年，许多国家和地区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遭遇了频发洪水。一方面，疫情爆发对经济的冲
击直接波及到了各国人民的收入与福利，使他们在
面临洪灾带来的经济损失时更加脆弱；另一方面，在
洪灾转移撤离过程中，很难保证人与人之间的社交
距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冠肺炎感染的风
险。本文整理分析了日本、英国、加拿大和乌兹别克
斯坦等国在防疫期间应对洪水灾害的经验和教训。

日本

针对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形势下应对洪水灾害
的问题，日本公共卫生和灾害护理机构联合洪水管
理研究机构制定了《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期间洪涝灾
害应对措施指南》，用于指导个人、社区和地方政府
制定应急疏散计划，管理避险场所。日本土木研究
所和国际水灾害与风险管理中心联合印发了《新
冠肺炎大流行背景下洪灾应急响应中的紧急情况
汇总》报告。这份报告涵盖了地方政府在洪灾和新
冠肺炎疫情双重危机下采取应急响应措施中可能
遇到的疑问或进退两难的危急情况。报告包括初
始响应、指挥部管理、政府机构组成、信息搜集、与
利益相关者协调合作、发布疏散公告、发布相关信
息、避险场所管理等8个章节。

例如，当面对“撤离人员中有一名疑似感染者，
但难以确定密切接触者是谁”这一紧急情况时，地
方政府可参考报告开展如下应对措施：

1. 统计应急避险人员名单；
2. 在指定的避险点接待处区分疑似感染者，疑

似感染者需填写个人申报单，并实施避险场所分区
管理，在个人申报单中需填写所在分区和其健康状
况，以便快速追踪其密切接触人员；

3. 如果避险时间较长，人员的健康状况也会
有所改变，应储备非接触式体温计，对避险人员的
健康状况进行监测；

4. 增强关注并记录避险人员健康状况的意识，
尤其是在他们出现体温升高时需及时报告。

7月份发生的九州熊本县大洪水事件中，这套
应急响应体系得到充分的使用，发挥了重要的指
导作用。

英国

英国的防洪理念逐渐从加强“防御”向提升“韧
性”转变。所谓防洪“韧性”，就是在洪水的发生频率
和严重程度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确保全社会体系具

图 1  2020 年日本九州洪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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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自我调节并快速恢复正常运转的能力。其包括三
个要素：一是具备减轻灾害或突发事件影响的能力，
二是具备对灾害或突发事件的适应能力，三是具备
从灾害或突发事件中高效恢复的能力。

从被动地防御转变为主动地响应，一方面需要
完善全社会应急管理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提升公众
对风险的认知。从而更好地应对双重甚至多重危机
下的复杂情况。

在提升应急管理体系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已成为全球“新常态”，人们无法再回到疫情发生前
的状态，因此，必须适应当前状态并积极响应未来的
每一场灾害事件。要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应急响应及
管理体系，就必须采取政府管理与地方自治相结合
的方式，转变人们的防洪理念，提倡与水和谐共处、
给水留出空间，重视水土不分家的空间规划内涵。
要从多角度正确认识并充分利用洪水，化害为利。

在提升公众对风险的认知方面，公众对洪水和
疫情的认知程度和态度存在很大差异。面对全球
性扩散的新冠肺炎疫情，有人恐惧担忧，有人却视
而不见。面对灾难，一是要对灾难本身具有科学的
认知，二是要从心理和措施两方面提前做好防备。

加拿大

国际洪水管理大会（ICFM）主席、加拿大工
程院院士、加拿大韦仕敦大学教授、水资源专家
Simonovic教授提出了“流行病—减少感染—洪
灾—撤离—增加传染风险”的双重风险影响路径。

以往，防汛和疾控部门大多是凭借以往的经验
相对独立地开展应急管理工作，因此在卫生危机和
洪水灾害同时来临时，各部门间缺乏充分的沟通交
流，而容易疏忽应急工作中的优先级以及双重危机
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防疫和
防洪是有专门部门负责且是相对独立的。当两个
灾害同时发生则需要两个部门或多个部门进行协
调与配合，共同应对挑战，这其实也是一个新的领
域。因为这两场危机在不断相互影响，产生了许多

新的问题，首先要深刻认识到这些问题以及问题
间的联系，其次要考虑应急能力的建设。

系统动力学方法能够科学模拟和评估多重风
险（如新冠肺炎疫情与洪水的风险），并使人们更
充分地了解整个系统以及每个组成元素间的相互
作用（如新冠肺炎疫情与洪水并存所产生的相互
影响），而这种相互作用会不断影响着整个系统的
行为。同时，系统动力学方法还可以用来评估相应
的应急措施的效果或者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
工程学耦合到整个系统框架中，帮助分析当下的
形势，并做出应对。

图 2  2020 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市洪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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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中国水科院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

本刊联系方式：中国水科院 国际合作处
联系邮箱：dic@iwhr.com

乌兹别克斯坦

萨尔多巴水库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东部锡尔河
州，于2017年建成蓄水，总库容9.22亿m3，水库主
要是向当地提供农业灌溉用水。 

2020年5月，暴雨和狂风使萨尔多巴大坝部
分墙体倒塌，溃决洪水淹没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
萨克斯坦的大片区域，其中导致乌兹别克斯坦约7
万人被疏散转移。居住在疫情高风险地区的居民，
在转移过程中，很难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安全社交
距离，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冠肺炎感染的风险。而
当人们因洪水撤离原有的居住场所时，许多应急
避难场所因为疫情原因却不能正常发挥原有的接
纳能力，这是此前未曾经历或考虑过的新情况。此
次事件中，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监测预警、应急处
置条件与能力相对薄弱，造成4人死亡、56人受伤。

图 3  2020 年乌兹别克斯坦萨尔多巴水库洪水事件

本文综合摘译自:
（1）国际洪水管理大会（ICFM）“双重危机—疫情下的
洪水管理”线上研讨会报告

（2）国际洪水管理大会（ICFM）“洪水管理中的韧性建
设”线上研讨会报告



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2020

总290期
17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编：孟志敏     责编：孟 圆  刘一帆
IWHR International Digest

地下调洪灌溉（UTFI）：全球应用前景分析（上篇）



2 

2020年第17期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地下调洪灌溉（UTFI）： 
全球应用前景分析（上篇）

问题陈述

淡水资源可用量的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对全
球水安全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家庭、
工业和粮食生产部门而言。水的多变性表现在反复
发生的洪水和干旱事件中，除了对环境造成负面影
响，还会给人们的生命、农业产出、畜牧和人们的生
活带来损失，并引发了经济的涟漪效应  。水的多变
性预计会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而增大。据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与水有关的危害发
生的频率及严重程度都将上升，不仅增加了灾害发
生的风险，还超过了社会的适应能力。此外，为了满
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水和粮食的需求、供给工业生
产以及满足城乡人口的需求，各行业对水资源的需
求竞争加剧，这会进一步放大这些危害造成的影响。

紧急灾难数据库（EM-DAT）的数据显示，1995
年至2015年间，洪水占所有天气灾害总数的47%，
受影响人口达 23亿人，其中大多数生活在亚洲地
区。同一时间段内，干旱只占据所有天气灾害的5%
左右，但受影响人数达到11亿人，占全球受天气灾
害影响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下面两个例子可
以清晰表明社会在面对极端天气事件时的脆弱性。

（1）2011年泰国洪灾造成46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2）2008年至2011年间肯尼亚旱灾造成的破坏
和损失高达90亿美元。因此，高度依赖气候的农业
产业极易遭受天气灾害的影响。这对致力于实现
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巨大
的。洪水和干旱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和牲畜减产
总量的83%。一份对67个国家的分析清晰地证实
了这一点，其中2003年至2013年间140次中大规

模自然灾害（包括与水无关的事件）造成的类似损
失总计达800亿美元。

大多数江河流域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区域面
临着截然相反的水少或水多的问题。1996年至2005
年间，霍克斯特拉等人（2012年）分析了405个流域，
发现有201个流域在一年中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内面
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受影响的人口26.7
亿。因此，需要制定更好的政策与计划，通过解决
水的多变性问题来减少社会面对洪水和干旱的脆
弱性，从而提高恢复力。

各种类型和规模的蓄水基础设施在适应水资源
时空不平衡和不确定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投资建设此类基础设施可以提升水安全、加强全球
粮食安全、刺激经济增长。地表和地下蓄水方案包括

（大型和小型）水坝、自然湿地、农场水库、土壤水、
雨水收集池、地下水含水层的补给等。

由于相对较大的储存量，地下水有较高的缓冲
能力，通常比地表水资源更可靠、更不易蒸发，因此
是蓄水管理的一个很有潜力的选择。与大型水坝
相比，开发地下蓄水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对
环境几乎或完全没有影响。与水坝类似，这种蓄水
方案可以用于截获雨季的多余水量并将之用于旱
季，从而减轻洪水和干旱的影响。小农户利用地下
水具有可靠性和便利性，与地表水系统相比，资金
需求较低，近几十年利用地下水灌溉有所增加。这
就为利用偶尔才枯竭的地下蓄水并用于储存多余
的地表水流创造了可能性。因此，如果能采取有效
的干预和管理措施，地下蓄水以其本身的优势将有
可能解决水资源可用性的时空不平衡问题。通过对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综合管理，可以挖掘使用地下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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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机会和相关的潜在利益。人们发现，这比单独
关注地表水或地下水能更有效地适应水的多变性。

地下调洪灌溉（UTFI）：概述

有一种新的用于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实践方法，
通过被称作“地下调洪灌溉（UTFI）”的方法将雨季
的多余水量有针对性地补给含水层。UTFI是地下
水回补（MAR）的一种形式，在全流域内选定关键
补给点、安装地下水补给基础设施，在流域尺度上
进行干预。这种方法利用多余的雨季水流对地下蓄
水能力枯竭的含水层进行补给，以保护人们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并通过增加旱季期间的水资源利用率
来提高目标流域内的农业生产力（图1）。多余的雨
季水量会给下游带来潜在的洪灾风险。储存的补
给水后期可以用于农业灌溉和其它用途。因此，通
过提高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比如洪水控制、地下
水补给和保障旱季水资源可用量，UTFI可以实现
流域尺度的水资源调节。这个方法为通常情况下孤
立无援的地下水回补工作创造了新的价值，并为上
游和下游地区带来了更广泛的利益。同时直接将地
下水回补与防洪抗旱联系起来。

 
实施UTFI的主要条件

在任何指定区域实施UTFI的三个主要条件
包括：

●  供应——与洪水和干旱的影响有关。
●  需求——与干旱事件/影响和地下水可用量

相关的用水。
●  储存——适合陆地景观和地下条件的UTFI

干预措施，创造更多的蓄水量。
从供应的角度来看，UTFI着眼于解决持续时

间较长的季节性洪水，这些洪水持续数周到数月
不等，且主要反复发生在雨季。受补给率限制，这
种方法并不能解决气旋、溃堤和骤发洪水导致的
短期和极端洪水事件。在洪水条件下，淹水地区的 

 
 
 
 
 
 
 
 
 
 
 
 
 
 
 
 
 
 
 
 
 
 
 
 
地下水自然补给可能比较高。因此，与洪水期间的
自然补给相比，通过UTFI增加地下水补给应该有
明显的不同，并能提供更多的收益。UTFI方法的
地下水恢复部分，填补了灌溉和其他形式用水的
需求缺口，减轻了干旱、高地下水需求以及旱季有
限的水资源可用量的影响。

最后，从含水层的储存来看，UTFI是一种依靠
选定适宜的水文地质条件，实施适合该环境的设计
的方法。用于储存的含水层通常位于最深50米的非
承压或半承压地层。避开含盐地下水可以消除微咸
水或盐水层混合相关的制约。在特定情况下，枯竭
的深层含水层会被优先考虑。如果有土地，则最好
选择最容易修建并维护的地表补给结构，例如渗

图 1. 实施与未实施 UTFI 的易发洪水景观示意图。
该图证明，对地下水进行战略捕获与储存可以抵
消可能会在下游发生的洪水，同时还能提高地下
水储量和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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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池。在低渗透性土层或浅层的弱含水层环境中，
将水井用于地下水补给的方法优于前面的地表补
给。表1总结了便于实施UTFI的主要条件。

UTFI的起源及在印度的现状

UTFI的首次出现，是泰国湄南河流域进行的
文案研究和实地考察的结果。此前，人们普遍认为，
在该流域内兴建新的大型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机
会有限，因为该流域基本上是“封闭的”；但周期性
的大规模洪水和平原地区农业生产对地下水的过
度开采，为UTFI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尽管初步评
估的结果很好，但该流域并未实施UTFI。相反，人
们将目光转向恒河流域，并在那里进行了UTFI实
验，以评估其实际效果、利益、成本和利弊。

2015年，印度北方邦兰普尔县米拉克乡吉瓦·贾
迪德村开始进行UTFI的中试演示和测试。吉瓦·贾
迪德村位于印度恒河上游平原的拉姆根加河流域。
吉瓦·贾迪德村试点研究地点的选择遵循以下三个
主要步骤：第一，根据Brindha和Pavelic的区域性
调洪灌溉适用性评估报告（2016），缩小了合适的
流域范围；第二，在有限的流域内开展广泛的实地
考察，确认候选地点；第三，根据当地条件和包括
当地社区在内的利益相关方的预期支持程度，选
择一个合适的地点。

最终选择的研究区域一年中只有几个月（6月
至9月）有季风带来的降雨，从而导致非季风季的需
水量和地表水可用量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洪水每
年都会袭击拉姆根加河流域，其中几次比较大的洪
水发生在2003年、2005年、2008年和2010年，平均
淹没范围大约为800至1000平方千米。然而，地下
水是该区域家庭和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源，因此资
源枯竭的风险越来越大。在试点所在地的兰普尔
县，2004年六个行政区划中只有一个被归位地下
水过度开采地区，而根据2013年的最新评估报告，
开采过度的区划达到了四个。

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和全年耕种过于密集，该流
域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土地可用量不足的制约，
因此，用于试点研究的UTFI基础设施被放置在一
个闲置的乡村池塘中。经过抽水、清理和挖掘后，
这个池塘的深度达到2米，面积达2625平方米（75
米×35米）。共计十个补给井被安装在池塘的底部

（图3）。水从邻近的灌溉渠被虹吸到池塘中。只有
在季风季节水渠的水位足够高时，才会进行补给。

三年里，在补给季的62至85天内，平均补给水
量大约在44,000立方米（从26,000立方米至62,000
立方米不等）。补给率的年际变化似乎是由许多变量
引起的，比如降雨量和降雨密度、补给水的质量、清
淤操作的范围以及当地的水力梯度等。来自试点系
统的补给水足以灌溉大约13公顷的农田（早春小麦

表 1. 实施 UTFI 的可行条件

供应 洪水频率 持续时间较长的常规季节性洪水及其影响

补给基础设施的运营管理 旨在捕获多余的水流，不一定在所有年份都按比例分配

需求 干旱、旱季期间 常规干旱的发生与影响或雨季变短导致的年内水的多变性

灌溉 地下水已经用于灌溉或有潜力发展地下水灌溉

储存 目标含水层 非承压或半承压条件下的导水含水层，通常深度小于 50 米；
有效储存量；地下水水质好

补给基础设施 对水源进行充分预处理的简单、低成本技术，理想情况下由当
地社区管理；有渗透性土壤和非承压区域的地区采用地表方法
（流域、池塘等）；其它地区采用地下水方法（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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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灌溉需求为350毫米左右）。与仅从池塘底部渗透
补给相比，带有补给井的UTFI系统使地下水总补给
量增加了约3至7倍。

 

整体来看，试点UTFI系统的补给水大约占该
村自然总补给水量的1.3%至3.6%。由补给造成的
地下水壅高有限，而在补给季开始时的补给率明
显是最高的。UTFI对整体补给的贡献不高，加上
有限的壅高，证实此次试点干预的规模很有限。这
是因为一个试点对整个地下水平衡的贡献预计很
小，特别是在高蓄水量且有冲积含水层的地区。如
果UTFI这种方法能扩大到整个拉姆根加河流域，
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他们采用地表水和地下水
综合建模的方法，表明从流域补给50%的河流多余
水量，可以将流域范围内地下水排放与补给的比值
从168%降到103%，并减缓地下水位下降的速度，
使水位相对于基线情景上升3.5米左右。

考虑到试点试验的规模较小，并不适合开展降
低下游洪水可能性的相关研究。然而，在拉姆根加
河流域范围的建模研究也显示，在不同情景下，截
获10%至50%的多余水量可以将五年一遇的洪水
淹没面积减少5.1%到27.1%。多项有关印度的研究
报告均指出，上游的水资源开发（如通过雨水收集、
强化补给、增加灌溉等）可以显著减少下游洪水量。

由于试点研究规模有限，UTFI方法的其他潜在
收益或者体现不出来，或者未能进行评估。然而，这

些收益可能还包括提升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服
务，提高对气候变化、地面沉降防治和防止盐水入
侵的应对能力，增加流向河流、溪流和湿地的旱季
基流，以及减少抽水成本和相关的碳排放等。而对
地下水回补的研究中有大量证据表明，如果对地下
水回补进行严格规划和评估，这些收益都是可能产
生的。这些收益又会反过来产生次级收益，包括降
低公共/私人在旱涝灾害和减灾方面的支出，提升
粮食安全、农业生产、就业和农民收入等。

UTFI政策环境

UTFI提供了一个管理解决方案，以解决粮食和
水安全等基础发展问题以及与气候变化适应性和减
少灾害风险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全球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策优先重点（图4）。UTFI涉
及多个领域，因此，与气候变化、水资源和农业相关
的各个领域和部门都能够塑造和影响UTFI相关的
政策。将UTFI与其他相关政策领域比如土地使用
规划和城郊开发等结合起来，也将有所裨益。然而，
鉴于政府机构彼此间通常是孤立的，因此在必要时
开展跨部门工作还需要克服一些根深蒂固的障碍。

根据当地的环境和优先事项，各国可能会考
虑图4所示的全部或部分问题以及基本驱动因素，
作为UTFI的基本“价值主张”。如果能够成功实施
UTFI，将有可能产生切实的社会经济效益。当前，
许多国家的现有政府项目中，大量的公共基金和援
助基金被用于抗洪和灾后恢复，还有对农民抽取地
下水提供的补贴。这个方法几乎不会产生永久性的
资产或者解决方案，无法应对有关水的多变性的错
综复杂的深层原因。

针对地下水回补制定的监管和管理措施为UTFI
提供了宝贵的支持。荷兰、德国、芬兰、西班牙、美国、
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政策规章制度中专门提到
了地下水回补。这些国家已经进行了长达60年的规
划和实践。规章制度兼顾了数量和质量问题，其中
最严格的管控措施是针对补给水来源于某种形式
的循环水，比如经过处理的废水。印度作为发展中

图 3. 印度北方邦兰普尔县吉瓦·贾迪德村的 UTFI
设施（供图：Prashanth Vishwanathan/ 国际水
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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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表现突出的一大原因，是其在多个邦内由政
府管理的流域管理项目支持下，通过地下水回补
获得的额外地下水储存能力超过其它所有发展中
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的流域管理项目通常包括在
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情况下实施各种改良的土地与
水管理实践，包括地下水补给。一般而言，这类项目
会在该国最容易发生干旱的地区进行。现有的监管
和惯常措施为UTFI提供了能够在不需要替代计划
的情况下进行相应调整的基础。

在复杂的机构环境中，UTFI有多个切入点，
涉及多个部门，因此全面了解当地情况是非常必
要的，通过详细的多层次、多部门利益相关方的参
与，为UTFI的实施确立清晰的目标和路径。Pavelic
等人和Reddy等人提供了几个在恒河平原如何实
现目标的案例。

 

全球范围内UTFI的协同效应

除了前文提及的在泰国和印度进行的研究，其
他地方也对使用大洪水补给地下水的构想进行了独
立评估。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美国内布拉斯加
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纳莫伊河谷、横河上
游流域的中央恒河运河、新西兰海恩兹中试、以及 
意大利托斯卡纳科尔尼亚下游河谷含水层系统。

加州水资源部正实施“洪水-地下水回补”的项
目，探索将使用洪水补给地下水作为一种水资源管
理战略（加州水资源部，2018年）。洪水-地下水回补

旨在应对加州发生的极端干旱和洪水时期，也将带
来对水利和洪水基础设施进行修复和改造的需求。
按照设想，洪水-地下水回补将显著提高加州的水资
源可持续性和气候适应力。O’Geen等人（2015年）
利用土壤、地形和农作物的数据，确认加州有145万
公顷的土地有良好到极佳的潜力进行洪水补给，约
占加州农业土地总面积的20%。

印度北方邦的中央恒河运河，恒河（高峰期流
量可达234立方米/秒）多余的水被引入灌溉渠，用
于灌溉雨季的农作物。土渠和水浇地的渗漏，导致
地下水位上升（地下水的平均深度从1988年的平
均12米下降到1998年的平均6.5米），降低了灌溉
抽水成本（节约成本1.8亿卢比，合约370万美元），
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平均每公顷净收入增
长26%）。在新西兰海恩兹流域开展的一个试点项
目，涉及将总量约244万立方米的河水改道，用于
改善含水层的水量和水质。在澳大利亚，Rawluk
等人（2013年）利用位于墨累-达令流域的纳莫伊
河谷洪水期间的河水，探索了地下水回补的范围。
研究表明，在取得显著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的
同时，也会面临与制度安排以及环境和生态问题
相关的挑战。此外，Pavelic等人（2015年）还概述
了澳大利亚、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的案例研究，这
些案例中的地下水回补依赖收集地表水径流对地
下水进行补给。尽管这些案例的直接目的并不是
将地下水回补用于缓解洪水，但用地表水补给地
下水这种大型方案的存在，增强了UTFI方法的技
术可行性和实用性。

研究目标

作为一种潜在的创新解决方案，UTFI能对改
善洪水、干旱和地下水管理作出积极贡献，为农村
和城市地区的社区创造长远益处。随着世界其他地
区针对类似概念和构想进行独立讨论和探索，UTFI
方法可能在增强更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方式方面有
广泛的潜力。

图 4. 与 UTFI 方法密切相关的水务部门的关键问
题和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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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水管理干预措施一样，在考虑UTFI方
法之前，必须经过地方一级的严格评估与规划。然
而，地方级规划与评估需要大量时间和财政资源
来解决广泛的技术、社会经济、体制和环境问题。因
此，开展预可行性研究评估UTFI实施的选址，并进
行整体经济可行性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以确定是否
需要在更小范围内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在做出投资
决定和采取实际步骤前，这种决策过程是非常必要
的。据此，本报告的目标如下：

1. 全球范围内对UTFI潜力的广泛评估。为
UTFI寻找合适的地区，是成功实施和取得成果的
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这将有助于基于灾害风险（洪
水和干旱）和地下水条件辨别有潜力实施UTFI的
地区和流域。迄今为止，对UTFI潜力的评估仅限
于在恒河流域和斯里兰卡的小范围分析。然而，在
全球开展对UTFI广泛适用性和相对潜力的评估，
将使人们对这种方法的范围有更广泛的了解。

2. UTFI在某些流域的经济可行性评估。减轻
洪灾损失和提高水可用性为当地农业经济和广大
民众带来的利益，是否能证明实施UTFI的资本投
资和运维成本的合理性，弄清楚这一点是非常必
要的。

空间分析

空间适宜性评估方法概述
空间映射此前被应用于为全球各种规模的地

下水回补确认合适的地点。其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选取与适宜性映射相关的不同的数据层/变
量；第二，根据对UTFI适宜性的重要程度，为各层
分配权重，并将数据重新分类为少量的离散类别

（从低到高）；第三，叠加以进行复合空间分析；第
四，敏感性分析。不同的研究大都遵循类似的一般
原则，但在变量选择的数量和类型、映射的空间尺
度以及为不同的变量和层分配权重的方法方面有
所不同。此外，在补给方式的类型和水源方面也有
所不同。大多数旨在通过地下水回补确定地下水

补给、储存和恢复潜力的研究，都使用地质、坡度、
土壤、地下水位、含水层渗透率与透射率、地下水
质、岩性、含水层类型、含水层存储能力、土地覆盖
和线性构造等变量。大多数案例中，可用于地下水
补给的可用水量及灌溉或其他用途的补给水的需
求并不是分析中包含的明确标准。另一方面，除了
水文地质变量外，UTFI还在适宜性映射中使用了
洪水和补给水需求量作为关键因素，比如此前在
南亚进行的相关研究。

空间分析数据
在特定地点的UTFI潜力主要取决于年际和年

内水的多变性程度，以及该地区面对这种变化造成
的影响的脆弱性。影响农业和人类居住地的大洪水
和大干旱的频繁发生，是有可能实施UTFI的地区
的一个关键特征。尽管洪水和干旱的影响证实了
UTFI的效益，特定地点的合适的水文地质特征仍
然是实现这些效益的关键所在，因为它们反映了
实施UTFI的范围。

因此，为了UTFI适宜性评估，反应这些水文地
质特征的数据被分为三个大的主题组，分别是水供
应、水需求和水储存（表2）。与供应相关的变量解释
了通过UTFI收集并储存在含水层中的洪水的实际
可用性和社会经济影响。与需求相关的变量解释了
干旱发生的频率和造成的影响。与存储相关的变量
解释了决定地下水补给结构的适应性的水文地质
条件。表2总结了分析中使用的数据。该分析在全
球范围内开展，其空间分辨率为30弧分，相当于赤
道处约55平方千米的像素数。

洪水和干旱发生的频率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和
死亡数量的相关数据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
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N）主持的社会经济数据和
应用中心（SEDAC）。来自CIESIN的空间数据的分
辨率为2.5弧分，网格单元按照相对频率的分值从1
到10（较高的频率得分反映出干旱或洪水的较高频
率/较大影响）进行分类。洪水频率基于达特茅斯洪
水观测台（DFO）编制的全球重大洪水事件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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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频率则使用标准化降水的加权异常（WASP）计
算。CIESIN的经济损失与死亡数据，是灾害频率数
据和每个灾害事件预期损失的函数，这些数据来自
上报至国际灾害数据库EM-DAT中的历史损失，以
及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农业国内生产总值
和基础设施（道路密度）的空间栅格数据。

与储存相关的数据包括含水层类型以及地下
水的埋深和含盐量。理想情况下，含水层深度与储
存能力相关的数据也应该包括在内，但这些细节
问题并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按照世界范围水
文地质编图及评价计划（WHYMAP）分类的含水
层类型，为地质、含水层渗透率、储存和生产力提
供了广泛的指标。地下水埋深对补给作业有很大
的影响：第一，特别浅的地下水位由于有发生渍水

的风险不适宜UTFI；第二，深水位由于安装成本
过高或补给效益有限也不适宜UTFI。潜水面深度
的数据来自Fan等人（2013年），在模拟的稳态条件
下以30弧分的分辨率提供地表以下的深度。这一水
平不能反应季节性波动或地下水开采的响应，但它
提供了长期储存能力的基本指标。地下水盐含量的
数据来自WHYMAP，圈定了总溶解固体含量表示
的含盐量高于或低于5000毫克/升的地区。因此，这
个值被当作利用含水层补给和恢复足量用于生产的
地下淡水使用的极限值。由于补给结构的涉及可能
根据土壤的渗透性进行调整，因此未考虑土壤类型
和深度。一般而言，渗透性土壤覆盖含水层的任何地
方都可以使用地表补给方法，如渗水池/渗水坑等。
那些被不透水土壤覆盖或者位置太深、位于承压层

主题组 层 来源 分辨率
供应 洪灾频率 SEDAC 2.5 弧分（合计为 30 弧分）

洪水造成的死亡 CHRR 和 CIESIN，2005 年；CHRR、
CIESIN 和 IBRD，2005 年，2005 年

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

需求 旱灾频率 SEDAC 2.5 弧分（合计为 30 弧分）

干旱造成的死亡 CHRR、CIESIN 和 IBRD，2005 年 d，
2005 年 d；CHRR、CIESIN 和 IRI，
2005 年 f

干旱造成的经济损失

储存 地下水埋深 Fan 等人，2013 年 30 弧分

含水层类型 WHYMAP（Richts 等，2011 年） 30 弧分

地下水含盐量 WHYMAP（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
资源研究所 BGR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2006 年）

30 弧分

表 2. 用于全球范围内空间分析的数据总结，按照三个主题组排列

其中：	 	
UTFISC= 最终适宜性得分	 	
TG= 主题组得分（其中 G代表供应、需求和储存）
WDL(i)= 主题组 G第 i 个数据层被分配的权重（如表 3所示）
RFL(i)= 主题组 G第 i 个数据层中的特征被重新分类的值（如表 3所示）
n= 主题组的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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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水层，可以使用灌水井或者渗水井等地下补给
方法。农业及人口数据并未与储存相关因素分开考
虑，以说明对储存的需求。这是因为这些数据已经
被间接包含在用来确认洪水和干旱造成的经济损
失和死亡人数的CIESIN数据集中。

空间分析使用的方法
为空间分析制定的框架见图5。三个主题组的

每个数据层按照其在该主题下的相对重要性被分
配一个权重（WDL），每个数据层内部的特征按照它
们与UTFI潜力的可能相关性被赋予一个重新分类
的值（RFL）。表3总结了分配给每个层的权重和每个
层中特征的重新分类值，以及选择相应权重和重新
分类的原因。通过叠加分析将各层结合成为主题组，
以得出每个主题组的综合适宜性得分（Ti）。随后将
主题组进行合并，每组给予同等的权重以获得最终

的UTFI适用性评分（UTFISC）。选择加性聚合是因
为它为识别决定各因素在决定最终得分方面的相对
贡献提供了一种简单直观的方法。最终的适宜性得
分在0至100分之间进行归一化，并被分为四个均匀
分布的适宜性级别：非常低（0-25）、中等（>25-50）、高

（>50-75）和非常高（>75-100）。由于洪水（代表供应）
和干旱（代表需求）迹象是UTFI的基本前提，因此分
析中省略了没有严重洪水或干旱的地区。

敏感性分析
当使用空间适宜性评估方法时，由于固有的

主观性，标准权重通常是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因
此，在开展研究时通常会进行敏感性分析，并在结
论中确认不确定性的水平。在本次研究中，UTFI
适宜性地图是通过改变分配给每个主题组中层的
权重来进行检查的。这样操作的主要目的，是检查

图 5. 全球适宜性评估采用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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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组 (T) 层（DL） 权重（WDL） 特征（FL） 各层中特征被重新
分类的值 (RFL)a

供应 b 洪灾频率 0.5     频率得分＜ 4
频率得分 4-6
频率得分 6-7
频率得分 8-10

1
2
3
4

洪水造成的死亡 0.2 频率得分＜ 4
频率得分 4-6
频率得分 6-7
频率得分 8-10

1
2
3
4

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 0.3 频率得分＜ 4
频率得分 4-6
频率得分 6-7
频率得分 8-10

1
2
3
4

需求 c 旱灾频率 0.5 频率得分＜ 4
频率得分 4-6
频率得分 6-7
频率得分 8-10

1
2
3
4

干旱造成的死亡 0.2 频率得分＜ 4
频率得分 4-6
频率得分 6-7
频率得分 8-10

1
2
3
4

干旱造成的经济损失 0.3 频率得分＜ 4
频率得分 4-6
频率得分 6-7
频率得分 8-10

1
2
3
4

储存 d 地下水埋深（单位：米）i 0.3 ＜ 3 米
3-30 米
＞ 30 米

0
7
3

含水层类型 ii 0.5 河流沉积中的含水层
主要地下含水层
复杂水文地质构造中的含水层
碳酸盐岩中的含水层
当地和浅层含水层
不可再生的含水层

3
3
2
1
1
0

地下水含盐量（毫克 / 升）
iii

0.2 ≤ 5000 毫克 / 升
＞ 5000 毫克 / 升

7
3

表 3. 被分配到三个主题组中每个数据层的权重和每个层中特征被重新分类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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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FI适宜性得分对基础权重变化的鲁棒性，并确
定评估中最关键的变量。一个主题组中所有层的权
重（表3中的WDL）在±20%的范围内浮动，这与其
他类似研究的选择范围差别不大。通过将每个主题
组的三层中每一层的权重设置为最低（-20%）和最
高（+20%），最终可获得八个情景（也就是23），总计
可获得24个情景。然后通过确定不同适用性类别的
绝对值和百分比变化，来评估UTFI适宜性地图对
给定权重的敏感性。

UTFI在区域性范围和流域范围内的适宜性
根据联合国地理公约中对区域的定义，对最

终的UTFI网格适宜性得分进行进一步分析。附录
1列出了各国及其联合国规定的次区域名单，包括
具有UTFI高适应性的人口和作物面积。在每个区
域或次区域中，确认了具有UTFI高适应性的总人
口数、城市数（人口在500万到1000万和大于1000
万的）以及作物面积。其中采用了人口数、城市数
量、作物面积的栅格数据。

通过平均栅格得分数据得出流域整体适宜性得
分，然后进一步考虑河流流域层面的UTFI适宜性。
为此，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使用HydroSHEDS方
法（基于多尺度航天飞机高程导数的水文数据和地
图）以30弧秒的分辨率圈定了100个人口最多的河流
流域。这100个流域上生活着全球大约60%的人口。

空间分析的限制
任何空间分析都取决于基础数据集。全球数

据集通常受到数据约束和较差的分辨率以及固有
的不确定性和假设的限制。比如，地下水埋深数据
并不能反映当地的水文地质复杂性，这可能导致
高估或低估含水层对UTFI的适宜性。由于不同国
家/地区在监测/数据访问和可用性方面的差异，还
可能存在固有偏差。比如，由DFO收集的洪水事件
数据可能会偏向于媒体报道过的造成巨大损失的
事件，而忽略损失相对较小的小规模洪水。同样，
使用WASP方法论计算的干旱事件数据并没有考

虑其他干旱指标，这些指标更多地与水资源和农
业影响有关，可以更好地表现出特定区域感受到
的缺水情况。模拟的地下水埋深数据并未明确考
虑取水对地下水位的影响。实际上，浅层地下水位
可能更深更适合，但如果超采造成水位过深，也可
能让更多地方变得不太适合。

部分可能对UTFI可行性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
数据，比如水源水质和洪水类型，由于缺乏连贯数据
故并未考虑在内。同样，UTFI更适用于持续时间较
长的季节性洪水，而不是突发洪水或者海岸洪水，这
是由于受到补给能力的物理限制以及与所需临时滞
水储存相关的潜在附加成本影响。洪水的类型无法
与洪水的发生和影响数据区分开来，这些数据结合
了所有类型的洪水。本分析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没
有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而这将影响洪水和干旱风
险的空间和时间分布。显然，在该领域还需要更进一
步的分析研究，但了解在气候变异的记录水平下调
洪灌溉的可行性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UTFI适宜性结果

空间分析
基于前述进行的分析，可以得出如图6所示的

全球级别UTFI适宜性地图。总的来看，大约有26%
的全球土地面积具备不同程度的UTFI适宜性，其余
74%（黄色部分）由于没有洪水或/和干旱而没有被
包括在内。其中高适宜性的地区（得分>50分，图6中
浅绿色和深绿色的区域）约占全球土地面积的11%

（15.80亿公顷），分布在世界各地。高适宜性土地 
面积占比大的国家（超过国土面积的40%）主要位
于南亚（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科）、东
南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越南）、东非（埃塞俄比
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苏丹、索马里、津巴布韦）、西
非（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和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尼
加拉瓜）。其他高适宜土地面积较大的地区则集中
在具体的区域，比如中国的华北平原、美国的高平
原、伊朗的西部地区以及巴西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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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欧洲、西亚、北非、俄罗斯和中亚地
区的高适宜性土地面积相对较少（低于国土总面
积的40%）。然而，这些广阔的区域内存在着高度的
易变性，比如在某几个国家或某些国家中较小的地
区，显然有很高的适宜性。举例来说，黎巴嫩（西亚）
、乌拉圭（南美）、荷兰和比利时（欧洲）等国虽然在
UTFI潜力整体较低的区域内，但实际上它们显示
出良好的潜力。整体来看，分布在五大洲（不包括
澳大利亚和南极洲）的41个国家有超过40%的领
土的UTFI适宜性被定为高到非常高。

被认为地下水枯竭的地区与UTFI适宜性地
图的重叠，明确了枯竭和高适宜性重合的地方，因
此UTFI可能会在缓解地下水位下降趋势方面发
挥潜在作用。全球地下水枯竭的数据来自Döll等人

（2014年），其中枯竭率最高的地区会成为多边形。
这表明几乎90%的地下水枯竭发生在有UTFI高适
宜性的地区（图6）。这些重叠区域大多集中在印度
西北部的枯竭含水层，中国的华北平原，美国高平
原的部分含水层，巴基斯科东北部和伊朗西部。另
一方面，中东和北非区域的枯竭含水层（包括阿拉
伯半岛和西北非洲的努比亚砂岩含水层）并不适合
开展UTFI，因为洪水带来的地表水可用量有限，降
低了总得分中与供水有关的部分。UTFI到底能在
多大程度上帮助减轻适宜地区的地下水枯竭仍然
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这取决于多个因素，
包括现有的供需缺口、总体需求管理以及现有的
政策和规章制度。

敏感性分析：UTFI适宜性级别
根据前面所得到的24种情景中全球土地面

积的最大和最小变化，分析UTFI适宜性级别（低、
中、高、非常高）对分配给各层的权重的敏感性（见
前文“敏感性分析”部分）（表4）。相对于基础案例（
表3中UTFI适宜性得分与权重）在任何方向上的微
小变化都是显示结果高度鲁棒性的理想条件。结果
表明，对各层基础权重最敏感的级别是低适宜性级
别，相对于基础案例在-17.4%到+21.8%之间变化。
其他适宜性级别的敏感性水平都很低。把高适宜性
地区（得分＞50）放到一起看（将低于高和很高适宜
性级别加起来），则敏感性在-5.9%到+7.0%之间。这
意味着两个有利的UTFI适宜性级别（高和非常高）
，对分配的基础权重具有鲁棒性。此外，还可以根据
所分配的权重范围获取适宜性级别的总体趋势。

（下篇待续）

欢迎关注中国水科院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

本刊联系方式：中国水科院 国际合作处
联系邮箱：dic@iwhr.com

图 6. 空间栅格分辨率为 30 弧分的 UTFI 适宜性
全球地图

本文综合摘译自:
https://www.iwmi.cgiar.org/publications/iwmi-research-re-
ports/iwmi-research-report-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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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调洪灌溉（UTFI）： 
全球应用前景分析（下篇）

UTFI适宜性区域分析

将空间栅格UTFI适宜性结果汇总起来，可以
得出对UTFI有高适宜性的人口总数、城市数量和
作物面积的估计值。对具有较高适宜性的区域（得
分＞50）中人口和作物面积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合适的地区主要是人类居住区还是作物面积，
或者两者相当。表5总结了所有地理区域的结果。在
全球范围内，高和非常高适宜性的地区约有38亿人
口，作物面积为6.22亿公顷，分别占全球人口和作
物面积的约50%和40%。全球40%的作物面积（不
包括牧场）包含在对UTFI适宜性高或者非常高的
全球11%的土地面积中。这表明，大量的农田可能
会受益于更多的可用水量来扩大灌溉并增加已经
灌溉地区的耕种强度。此外，共计有197个城市的
超过50万人生活在高适宜性的地区。

南亚（包括伊朗）、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人口
和作物面积有高和非常高的UTFI适宜性区域名单
里名列前茅。从绝对值看，南亚对UTFI有高适宜性
地区的人口和作物面积的价值要高得多（与其他区
域比较），是因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人口
密度高、耕种强度大。紧随其后的是东南亚，与作物
面积相比，这里人口众多，适宜性高。南美洲和中美
洲人口和作物面积高适宜性的比例也不错（＞45%）， 
尽管在绝对值方面远低于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地
区。北美洲的比例较低（＜30%），但UTFI高适宜性
的作物面积绝对值很高（6200万公顷），反映出美国

高平原地区的粗放耕作方式。UTFI在西亚、北非、
欧洲、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潜力有限。从城市数量
的数据也可以明显看出类似的趋势。整体看来，南
亚的适合开展UTFI的城市数量最多（39），其中包
括两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德里和达卡）。

南亚和东亚UTFI适宜性得分比较高，是因为
它们在面对频繁的洪水和干旱时十分脆弱。此外，
这些区域有广泛的冲积含水层系统，比如印度河-
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穿过北印度、东北巴基
斯科和孟加拉国以及中国的华北平原含水层。这
与高度依赖地下水进行灌溉的广泛农业系统相吻
合），导致许多地区出现了过度开采的情况。因此，
在这些地区，UTFI可能还为在含水层蓄水中捕获
洪水提供了条件，这可以通过增加旱季的可用水
量并减轻诸如恒河、印度河、黄河、长江等大型河流
的洪水造成的破坏来帮助维持地下水的可持续发
展。Chinnasamy等人（2018年）和Khan等人（2014
年）研究了利用含水层蓄水来补给季风流量和对减
少洪水的影响，以及来提高恒河流域地下水位的潜
力。这两项研究都指出，这种方法在减轻洪水的负
面影响和提高地下水位方面是有效的。然而，为了
地下水的可持续开发，UTFI干预措施也需要与适
当的管理一起考虑进来，包括合适的政策与规章
制度。同时，在规划和实施UTFI时，区域内的巨大
差距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比如恒河流域，西
北部各邦地下水被过度开采，而东部各邦的地下
水开发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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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与洪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也非常普遍，占
自然灾害相关的死亡率的80%和经济损失的70%。
其中干旱更为普遍，而洪水一般多发在主要的河系
和许多城市地区。这一点反应在高供需适宜性得分
中。基于需求的适宜性比基于供应的适宜性更高、
更广泛，后者仅限于阿瓦什河、沃尔特河和塔纳河
等主要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含
水层潜力与南亚和东亚又有所不同。因为水井的
产量和储存能力有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含水层
生产力通常不高。此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下水
利用率有限，与因为过度开采导致含水层枯竭的
南亚和东亚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尽管基
岩含水层的井产量总体很低，撒哈拉以南非洲仍
然有足够的地下水资源，而且许多研究已经认识
到在该区域开发浅层地下水的潜力和需求，尤其
是用于农业灌溉。因此，含水层生产力和储存能力
的限制加上地下水的有限使用，可能会影响UTFI
的实施与成本。然而，UTFI是对许多流域的洪水和
干旱进行共同管理的一种补充方式，同时通过增加
地下水蓄水量以及发展地下水灌溉，使农业在面对
干旱事件时更有抵抗力。

在东南亚，相对于作物面积而言大量人口有较
高的UTFI适宜性，主要是由于人口密度高。这一点

反映在该地区的城市数量上。该地区的特点是洪
灾频发，并且由于主要季风季节的年内变化，导致
干旱也反复出现。由于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这两
种水文极端会对该地区最不发达的三个国家（老
挝、柬埔寨和缅甸）以及其他较为发达的国家造成
经济、农业和生命的巨大损失。例如在越南，2016
年2月至5月的干旱期间有200万人无法获得饮用
水和生活用水，110万人面临粮食安全问题，超过
200万人由于生计受损或丧失而失去收入。因此，
可行性分析表明，考虑到该区域对极端天气时间
的脆弱性与有限的应对能力，UTFI有潜力成为降
低东南亚灾害风险并带来显著效益的有价值的新
方法。UTFI的实际实施与成功依赖于很多参数，包
括技术、机构、金融、社会等各方面，这就需要进行
详尽的区域性分析，本项研究并不涉及这个领域。

UTFI在某些地区的有限潜力反映出多余可用
水量的缺乏，比如中东和北非洪水和低种植强度、欧
洲对干旱的脆弱性、俄罗斯和中亚的低耕种强度和
低人口密度，这反映在较低的需求适宜性得分上。但
是，这些区域内的空间异质性可能为在更局部的范
围考虑和实施UTFI提供机会。

图 7. 根据 WRI 对 100 个人口最多的流域的调查确定的 16 个 UTFI 适宜性较高的流
域的分布情况（得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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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FI适宜性：河流流域分析

本次空间分析选定了16个对UTFI有高适宜性
（得分＞50）的流域（从WRI认定的100个人口最
多的流域中选出）（图7）。表6体现了这16个流域的
详细信息，包括流域人口和作物面积（所有100个
流域的数据见附录3）。在数量方面，撒哈拉以南非
洲的流域最多（5个），但大部分的人口（77%）和作
物面积（62%）则集中在南亚。这主要是因为恒河-雅
鲁藏布江流域面积较大，人口密度高。

这里列出的100个流域并非是穷尽的，但有助
于明确UTFI在全球范围内某些重要流域的适宜
性。可能还有其他有较高适宜性的流域并未包含在
本研究中。如果将上述大型流域中的子流域也考虑
在内，则在恒河流域的UTFI适宜性评估中，适宜性
的空间异质性尤为突出（Brindha和Pavelic，2016
年）。这一点在流域范围内规划UTFI干预措施时非
常重要。图7和图8中，几个整体得分低于50的比较
大的流域（图7中未显示）有一些高适宜性的地区，

但整体UTFI适宜性仍然偏低（比如克里希纳河、
长江、赞比西河、印度河流域）。

经济分析

由于UTFI规划最好能在流域范围内实施，又
考虑到它也是一个独特的水文单位，因此有必要
在流域范围内进行经济可行性分析。本文从不同
区域选择了三个UTFI适宜性较高的流域。这是因
为考虑到气候、水文、水文地质和社会经济变量的
差异，预计实施UTFI的成本和收益会在空间上有
所变化（Arshad等，2013年）。

选定河流的流域特征

研究的三个流域分别是埃塞俄比亚的阿瓦什
河流域，印度的拉姆根加河流域（恒河支流）以及
泰国的昭披耶河（图8）。这几个流域的UTFI适宜性
综合得分较高（表6），并且所在地域，即东非、南亚 

区域              人口数量            城市数量              作物面积

百万 百分比 a 小 b 大 c 百万公顷 百分比 d

南亚 1496 87 37 2 179 78

东亚 696 46 23 1 79 52

撒哈拉以南非洲 e 462 51 28 0 88 47

东南亚 385 72 12 0 60 55

南美洲 209 61 24 1 49 45

中美洲 119 74 15 1 28 62

欧洲 f 118 21 13 0 25 14

北美洲 104 30 13 0 62 27

西亚 73 31 9 0 12 30

北非 65 33 7 0 18 56

中亚 + 俄罗斯 40 19 7 0 15 9

其他 g 26 42 4 0 7 27

总计 3793 192 5 622

表 5. 世界不同地区 UTFI 适宜性从高到非常高（得分＞ 50）的总人口数量、城市数量及作物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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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流域 人口数量（百万） 作物面积（百万公顷）

撒哈拉以南非洲 沃尔特河 29 9

谢贝利河 25 4

阿瓦什河 12 2

塔纳河 7 1

萨维河 3 1

南亚 恒河 - 雅鲁藏布江 674 62

戈达瓦里河 75 17

默哈讷迪河 36 7

东南亚 湄公河 55 14

昭披耶河 20 4

南美洲 马格达莱纳河 36 3

巴纳伊巴河 4 2

北美洲 萨克拉门托河 7 2

布拉索斯河 3 4

中美洲 巴尔萨斯河 12 2

格里哈尔瓦河 9 4

表 6. 位于世界不同区域的 16 个流域列表，包括 UTFI 适宜性高（得分＞ 50）的人口和作物面积

 
 
 
 
 
 
 
 
 
 
 
和东南亚，实施UTFI可行性较高（图6；表5）。此前
对这三个选定流域展开了流域尺度水文研究，再
次确定了流域洪水的高发性、与干旱/缺水相关的
问题以及水资源供需的季节性失衡这几个问题。
在拉姆根加河展开了一项UTFI试点研究，流域尺 
度的建模分析表明这里实施UTFI的潜力较大。表
7总结了这三个流域的主要特征。三个流域都会面

临洪涝和干旱问题，这是因为年内和年际用量较
大，影响农业、社会和经济发展。虽然大问题相似，
但在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特征方面这三个流域还
是有很大的不同。

阿瓦什河流域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干旱
低地，是该国开发利用率最高的流域。这得益于土
地和水资源的可用性、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该
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也位于流域内。阿瓦什河自
西向东流向与吉布提交界的阿贝湖，其流域的大部
分（约99%）位于埃塞俄比亚境内。阿瓦什河流域分
为三个农业气候区（上游、中游、下游河谷），降雨量 
从西部高地（约1700毫米/年）到东部干旱低地（约
200毫米/年）递减。大部分降雨（60-80%）发生七
八月份，导致旱期长，出现缺水情况。流域内年际
和年内降雨多变，容易导致严重的干旱和洪水。干
旱是一种反复发生的自然灾害，洪水则仅限于季节
性降雨密集的低地地区，河流附近的居民点洪水泛
滥。当地主要是雨养农业，只有不到2%的种植面积

图 8. 阿瓦什河、拉姆根加河和昭披耶河流域的位
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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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得到灌溉。该流域极易受到与天气有关的事件
的影响。这里的主要种植季节（称为Meher）时间与
六至九月的多雨季节重合。在中低河谷，没有灌溉就
无法种植，因为这里的年潜在蒸发量超出年降雨量
一个数量级。据Adeba等人的研究，在雨季储存可
用的地表水可以极大地减轻流域内的缺水问题。

拉姆根加河流域是恒河流域的主要支流之一。
恒河是世界上流域面积最大（120万平方千米）、人
口最多（6.55亿人）的跨境流域之一，流经印度、中
国、尼泊尔和孟加拉四个国家。拉姆根加河流域的
年平均降水量约为900毫米，其中90%集中在6月
至9月的季风期，剩下的10%的降水则出现在其余
8个月内。这也就导致该流域季风季节洪水频发、
旱季却严重缺水，影响了生活和农业用水供应。一
项持续12年的跟踪记录表明，12年中有4年发生了
大洪水，平均淹没范围约为800至1000平方公里。作
物种植集中在与季风期同步的雨季（6月至10月）和
冬季（11月至3月），而夏季（4月至5月）则很少进行
种植。主要的种植作物作包括水稻、小麦和甘蔗。雨
季的季风降雨通常能够满足农作物对水的需求，而
其他时间，尤其是夏季，灌溉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因
为此时降雨较少限制了作物种植。尽管旱季面临缺
水的问题，由于该地区拥有储量大且回补快的中央
平原含水层，该区域仍以大范围的地下水灌溉为主，
正是这些含水层促进了生产并缓解了干旱的影响。
但与此同时，这也导致了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及相关
的水质等问题，威胁着该区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位于泰国境内的昭披耶河流域覆盖该国30%土
地面积，40%的人口，78%的劳动力，贡献66%的国
内生产总值。该流域气候为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
在1000到1500毫米之间，其中90%集中在5月到10
月。存在典型的季节性水资源不平衡问题：雨季洪
水泛滥，旱季严重缺水。该流域洪水频发，造成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干旱也一样。农业区主要集中在
该流域的中游和下游，主要种植水稻和甘蔗。灌溉
主要依赖地表水，旱季的灌溉面积受限于地表水的
可用量。除此之外，地下水也是灌溉的替代水源。干
旱同样也不可避免，而且受到下游大曼谷都会区快

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影响，加上旱季种植的增
加，有逐渐加剧的迹象。因此，捕获地下水来缓解季
节性缺水，对满足农业、工业、城市用水需求和增进
流域可持续的地下水管理有显著影响。

模型框架

在流域范围内开发并应用的经济分析框架见
图9。表8是分析中涉及的成本和收益组成部分的
概述。为了使框架简单好操作，分析只考虑了较容
易获得的成本和效益。考虑到将地下水的原地效
益转化为货币价值的难度，一些效益并没有被纳
入考量范围：改善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假设并
非所有的补给水都被开采），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韧
性，控制地面沉降和防止海水入侵。同样，分析也并
未考虑补给水的机会成本（包括下游的使用），因为
这需要对水文系统进行详细核算和建模。此外，由
于补给水的预处理费用因地表水质不同而存在差
异，研究只是间接地计算维护成本。

用于确认经济可行性的三个指标是效益成本比
（BCR）、内部收益率（IRR）和净现值（NPV）。在证
明固有参数的不确定性时，将一系列值视为模型中
的关键变量进行情景分析。该模型的结构提供了一
个统一框架来收集并使用本地数据衡量经济可行
性，从而在三个流域之间进行比较。在UTFI建模项
目的整个周期中，用于计算这些指标的年度成本和
收益（现金流）基于下文讨论的一组变量和假设。表
9总结了建模框架中的主要假设。

总成本和总效益由“设计补给量（DRV）”驱动，
该术语用于定义在人类和环境要求之外的雨季中过
量的地表水流量，它将给下游带来潜在的洪水风险
并可以通过UTFI捕获并用于地下水补给。DRV是
根据现有的水文模型研究（阿瓦什河和拉姆根加
河）或流量观测（昭披耶河）确定的，并考虑了流域
的水供应和需求。拉姆根加河的DRV是每年3.25
立方千米。补给这个数量的水将使15年一遇的洪水
淹没的面积减少24%。阿瓦什河的DRV是每年2.41
立方千米。这是基于雨季（6月至9月）供需之间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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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什河 拉姆根加河 昭披耶河

总体 整体 UTFI 评分 61 83 73

国家 埃塞俄比亚 印度 泰国

面积 ( 平方千米 ) 112,030 30,115 159,000

经济状况 a 低收入 中等偏下收入 中等偏上收入

人口（百万）b 13.8 31.1 28.5

气候 雨季 6 月至 9 月 6 月至 9 月 5 月至 10 月

旱季 10 月至 2 月 11 月至 5 月 11 月至 4 月

年降雨量 200-1700 900-1000 毫米 1000-1500 毫米

雨季降雨量 60-80% > 80% > 80%

洪水频率 c 2-3 年 3-4 年 3-4 年

干旱频率 c 2-4 年 4-5 年 2-4 年

气候变化脆弱性 d 极端风险 极端风险 极端风险

农业与灌溉 作物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e 24 83 29

作物密度（%）f 99 188 163

灌溉（占作物面积的百分比）g 5 71 65

主要作物 苔麸、玉米、甘蔗、
棉花

水稻、小麦、甘
蔗、玉米

水稻、甘蔗、玉米

地表水 河流长度（千米） 1250 595 866

流域产量（立方千米 / 年）h 4.6 6.7 22.6

跨境流域 i 是 是 否

地下水 含水层类型 火成岩和部分冲积
沉积物

冲击岩（非承压） 多个（非）承压的
粗砂 / 砾石含水层

地下水灌溉（占总灌溉的百分比）g 1 69 13

表 7. 阿瓦什河、拉姆根加河和昭披耶河流域的主要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特征概况

均缺口，在考虑了家庭用水、工业、农业和环境流量
所需水量后，使用土壤和水评估工具（SWAT）确定
的。昭披耶河的DRV是每年3.36立方千米，平均每
四年才具备一次可用性。该流域的DRV基于洪水
频率，通过将观测到的月流量与一个阈值（5立方千
米/月）进行比较来确定的。如果一年中的任何一个
月超过了这个值，那这一年就被视作洪水年。基于
这个标准，46年中有11年被归为洪水年，约等于每
四年发生一次。因此，尽管DRV在阿瓦什河和拉姆
根加河流域每年都可用，但在昭披耶河流域每四
年才具备一次可用性。

假设在补给到含水层的总DRV中只有75%可以
通过抽取地下水用于消耗，而剩余的25%将流出并
作为基流成为地表水流的一部分。这个关于基流贡
献的假设适用于所有三个流域，而且以综合水文模
型得出的基流值为基础，该模型已经考虑了拉姆根
加河流域的UTFI。尽管基流对生态系统服务有益，
且其中一部分可能被下游获得并用于消耗，我们仅
保守计算了来自回补量的效益。

UTFI涉及多个问题、多部门和多个利益相关
方，因此对总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是在聚合流域尺
度上开展的，而没有具体提及任何特定的利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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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显示成本和效益的主要来源的经济分析框架

关群体（如农民、水资源管理者、城市规划者等）。
尽管我们可以将UTFI的部分效益（和成本）映射到
特定的利益相关方，但为了保持一致，表8中的成本
和效益首先是被单独估算的，然后才在流域尺度上
整合。当从更具体的角度来考虑UTFI时，比如融资
和机构分析，将成本和效益映射到具体的利益相关
方就变得非常重要，而这并不是本研究的目的。相
反，“最可能的”投资成本和效益是为了证明UTFI
的成本效益。这将为在具有较高UTFI潜力的地区
进行更详细和严格的评估提供依据。

确定成本

UTFI的所有成本可以分为三部分，基础设施
成本、土地使用成本和地下水恢复成本。基础设施
成本包括建设补给结构的资金和每年的运维成本。
这里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补给结构，一种是通过渗透
池和渗透盆进行地表补给，一种是通过补给井进行
地下补给。在含水层被渗透性土壤和底土覆盖的地
方，渗透池用于补给地表水。 在含水层上覆有不透
水土壤或目标含水层过深或承压的地方，则使用补
给井。地下补给方法一般比地表补给的造价昂贵得
多。我们对地表（S）和地下（SS）两种方法都做了成

本估算。然而在实践中，人们会根据流域的具体情
况混合使用这两种方法。

补给井的数量和渗透池/盆所需的土地是DRV、
年补给周期和补给率的函数。年补给周期是可获得
多余地表水进行补给的雨季周期。这里假设为100天

（表9）。补给率决定了通过这些结构能够有效进行
补给的水量，在地表方法中是基于平均土壤渗透率
得出的，而在地下方法中是基于水井产量得出的。建
设补给设施所需的土地的获得成本，由文献中的土
地租金水平决定。地表方法的土地需求是渗透率的
函数。而地下方法的土地需求，则是由假设水井分
布在井密度为20口井/公顷的不同地点来计算的（
附录4，表A4.4）。

地下水恢复成本指的是抽取地下水用于灌溉
的成本，包括建设灌溉设施如钻孔和安装水泵的
资金成本，以及每年的运维成本（包括燃料）。计算
资金成本时，每个流域中每个地下水抽水井的深
度设为40米（附录4，表A4.13）。运行成本方面，当
地燃料和水井的产量决定了抽水的费用。为简化
分析，假设现有的地下水灌溉占总灌溉量的50%
或更多，则使用柴油泵，且抽水时无需其他额外的
灌溉设施。如果占比低于50%，那就需要开发地下
水灌溉基础设施来恢复补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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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效益

UTFI的效益可以分为两部分：减轻洪水损失，
和通过增加灌溉用水提高作物产量。减轻洪水损失
是指通过补给DRV减少洪峰流量，限制洪水对基础
设施、农业和人们生计造成的损失。这一信息摘取自
相关文献，是基于过去每个区域被报道过的洪灾损
失或者模拟损失得来的。额外的地下水补给会增加
灌溉用水的可用量，可能增加一种种植作物。在给定
的分析中，我们没有明确包含补给的时间和抽取补
给水用于灌溉的时间，而只是假设补给将增加本地
蓄水，从而能够将额外的水用于作物水分需求，而
这两者很可能发生在同一水文年中的旱季种植期。
这将增加作物产量，然后利用作物价格和生产成本
将其转换为货币。作物产量增加带来的收益与DRV
的可用性以相同的频率计算（阿瓦什河与拉姆根加
河流域每年一次；昭披耶河流域每四年一次）。作物
产量的提高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旱季受水量限
制的农民将使用补给水来额外种植一种作物，从而
增加种植强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表9），
因为可用水量可能并不是唯一一个限制使用地下
水灌溉的因素，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亚，那里地下水
的开发和使用程度都很低。地下水基础设施的开
发和使用是实施UTFI的重要前提。通过将地下水

开发的资本与运维成本纳入评估UTFI成本中，地
下水开发的不足以及与其相关的成本也被计入其
中。然而，我们也承认仅有资本投资并不一定会促
进地下水开发，这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机构来消除 
现有的障碍。现在的种植强度值低于200%（表7）， 
表明三个流域都有足够的空间来增加种植强度。

对所有这些情况的经济分析持续了20年，而
这也是折现率假设为10%的通常情况下泵的使用
周期（表9）10%的折现率常见于多边开发银行在
发展中国家开展成本效益分析时所使用的折现率。

情景分析

模型框架一节所述，为“基础情景案例”确定了
成本收益指标，代表了流域内主要作物的关键变量
的最可能的估值。针对每个流域分别确定了地表（S）
和地下（SS）补给方法。通过改变关键变量DRV（影
响成本和效益）、补给表现（影响成本）和作物价格

（影响效益）来评估BCR和IRR值的敏感性。核查
每个关键变量相对于基础案例的下界（减少20%
）和上界（增加20%），每个S和SS补给方法得出八
种情景（23）。假设减轻洪灾损失与DRV直接线性
相关，且在情景中，其变化方向和比例与DRV相同 

成本

组成部分 描述

基础设施 建造补给结构所需的资金以及每年的运维成本

土地使用 购置建造补给结构所需的土地

地下水恢复 抽取补给的地下水用于灌溉的成本。包括建设灌溉基础设施的资金成本，即需
要安装井眼和泵，以及每年的运维成本（包括燃料）

收益

减轻洪水损失 通过在高流量时将地表水输送到地下，UTFI 调节并削弱了洪峰，从而减轻了对
作物和基础设施的破环以及生计的损失

增加作物生产 额外被补给的地下水将增加可用于灌溉的水量。这些水可以用于增加休耕地的
作物生产或者旱季的种植。这些收益的货币价值可以通过考虑作物价格和生产
成本来获得

表 8. 在经济分析中所考虑的成本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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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20%或减少20%）。表10总结了基础情景案
例和关键参数的下界值与上界值。

经济可行性结果

成本
表11提供了基础案例情景中地表与地下补给

方法的成本（NPV单位：百万美元）以及三个流域中
每立方米补给水的补给结构的摊余成本（不含地下
水恢复成本）。据Ross和Hasnain（2018年）的估算，
在发达国家（美国、欧洲、澳大利亚），补给地下水的
成本（美元/立方米）比13个MAR方案（自然水源，非
再生水）的成本要低一个数量级。

然而，尽管单位补给水的成本偏低，经济分析
却表明，与阿瓦什河和昭披耶河流域建设UTFI基
础设施相关的前期资金成本很高，且地下水灌溉基
础设施的额外投资是地下水恢复成本的一部分。这
表明，大规模实施UTFI的DRV要比单个MAR方案
高出多个数量级。

由于额外的钻井和安装费用，这三个流域的地
下水补给方案的成本都高于地表方案。尽管阿瓦什
河流域的DRV最低（表9），但因为这里有相对产量
较低的火山裂隙含水层（表8），再加上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进行钻井成本很高，在这里实施地下补给
方法的成本是最高的（表11）。

阿瓦什河流域用于恢复补给水的资金成本是
最高的。这是因为该流域产水量低、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的现有地下水灌溉量（表7）需要大量的抽水
井，以及地下水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缺口较大。在
阿瓦什河流域建设地下水补给和抽水基础设施的
总资金成本为地下6.47亿美元，地表3.8亿美元。昭
披耶河流域的地下水恢复的资金成本也很高，但低
于阿瓦什河流域，这主要是因为前者相对较高的产
量（意味着需要的井数量较少）和较低的钻井费用。
由于有足够的地下水灌溉基础设施，不论是地表补
给还是地下补给方法，拉姆根加河流域地下水恢复
的资金成本都是0。在这三个流域中，地下水恢复运
维成本都很高，从规划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

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区域内井的产量和柴油的价
格。土地使用成本与其他成本相比相对较小。

效益
表12列出的是三个流域中不同收益流（NPV单

位：百万美元）对基础案例情景的贡献。由于收益受
恢复的地下水量影响，两种补给方法（地表和地下）
的收益是相同的。在收益流的价值方面，昭披耶河流
域与阿瓦什河和拉姆根加河流域存在明显不同，前
者主要以减轻洪水损失为主，后两者则以提高作物
产量为重。昭披耶河流域下游是高度发展的城市和
工业区，因此减轻洪水损失有重大意义。而阿瓦什
河流域和拉姆根加河流域的下游大部分土地用于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价值较低。这种对比也导致了
模型中使用的DRV的隐性差异，其中昭披耶河流
域每四年补给可用一次与阿瓦什河和拉姆甘加盆
地的每年一次截然不同。以与DRV频率相同的频
率计算的收益（额外作物）导致系统生命周期内的
NPV减少。这表明，没有减轻洪水损失的收益，降
低DRV的频率会削弱总收益。这一点可以从昭披
耶河流域单独种植一种额外作物的总体收益最低
这一点明显看出（表12）。

在作物生产方面，阿瓦什河流域种植苔麸的价
值相对较高。作物生产价值方面的差异可以追溯到
苔麸相对较高的价格（表10），因此模型中经济作物
有较高的水分生产率值。在拉姆根加河与昭披耶河
流域，与水稻的经济水分生产率（拉姆根加河流域
0.06美元/立方米，昭披耶河流域0.19美元/立方米）
相比，苔麸的生产率（阿瓦什河流域0.35美元/立方
米）较高。这是由市场高价驱动的。考虑到苔麸的物
理水分生产率（0.53千克/立方米）与水稻的范围基
本持平（拉姆根加河流域0.36千克/立方米，昭披耶
河流域0.56千克/立方米），因此苔麸的盈利能力更
高，分析中确定的苔麸的经济水分生产率值与文献
中的记载（Arara等，2011年；Yihun，2015年）类似。
造成拉姆根加河流域水分生产率最低的两个原因，
一是水稻价格相对低（表10），二是水稻产量相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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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假设

设计补给量（DRV） • DRV 可用且不影响下游的情况下可用于补给

• 阿瓦什河：2.41 立方千米（每年一次）

• 拉姆根加河 :3.25 立方千米（每年一次）

• 昭披耶河：3.36 立方千米（每四年一次）

基流 • DRV 中，25% 未恢复，是因为这一部分的基流转移到了地表水

• 从未恢复部分获得的收益并不在考虑范围内 

补给结构（地下） • 补给井的密度是 30 口井 / 公顷

年补给期 • 雨季每年 100 天

泵 • 使用柴油泵

• 如果地下水灌溉超过 50%，则无需新基础设施用于补给水的恢复

增加作物生产 • 缺水限制了作物在旱季和干旱期间的产量。

• 农民投资用于抽取地下水的基础设施

减轻洪水灾害 • 补给地下水导致洪峰流量的减少继而减少淹没的面积和降低造成的损失。

时间段 • 20 年

折现率 • 10%

表 9. 模型变量相关的假设

效益成本比和内部收益率
结合成本与效益，表13显示了基础情境下的

IRR和BCR值，以及三个流域的最佳和最差案例情
景。IRR值高于折现率（10%）且BCR值高于阈值1，
表明实施UTFI的经济可行性。

这三个流域的基础案例情景显示了在较高的
IRR和BCR值下实施UTFI的高经济可行性。整体来
看，最高值出现在昭披耶河流域，原因很简单，那就
是减轻洪水损失值较高（表12），因为下游地区有城
市和工业区，很容易因为洪水造成巨大损失。此外，
与预期一致，地下补给方法的BCR和IRR值始终低
于地表方法，原因如前所述（表11）。

IRR和BCR最差与最佳案例情景显示出一个
较大的范围，意味着对基础参数的高度敏感性。阿
瓦什河流域和昭披耶河流域较高和较低的案例值
范围仍然高于可行阈值。而拉姆根加河流域的情况
则有所不同。这里地表和地下补给方法的较低案例

值都在阈值以下。由于拉姆根加河流域基础案例情
景的BCR和IRR值低于阿瓦什河与昭披耶河流域，
当作物价格和补给率较低时，这些值很有可能降到
阈值以下。对于阿瓦什河与拉姆根加河流域而言，最
差案例情景与较低的作物价格和补给率相呼应，反
之亦然；最佳案例情景则与较高价格和补给率相呼
应。这表明，成本和收益很大程度上由作物价格和
补给率共同驱动，而RDV只起到很少的作用。这可
以解释为，DRV的任何变化都会对成本和收益产
生类似的影响。在昭披耶河流域，最差和最佳案例
情景分别与低和高补给率相呼应。与阿瓦什河和
拉姆根加河流域不同，昭披耶河流域作物价格影
响为0。这是因为，在昭披耶河流域，提高作物生产
的收益只发挥很少的作用，而大部分收益来自减
轻洪水损失（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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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UTFI发展潜力的地区分布

空间多准则映射表明，UTFI适宜性高和非常
高的地区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约11%。这些地区
分别占全球人口和作物面积的约50%和40%。全
球最合适的地区大部分（49%左右）集中在南亚、
东南亚、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四个主要区域。
其他UTFI适宜性低的区域有很大的空间异质性。
这种广泛分布的适宜性与全球新兴趋势一致，即从
管理可用水量、降低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角
度蓄滞洪水用于含水层的地下蓄水。为达到这些目
标，在持续时间较长的洪水期间利用河水进行战略
补给，与使用洪水/地表径流等其他形式的地下水
回补大不相同。举几个河水补给的例子：比如利用
难以预测的洪水在干旱和半干旱区域进行引洪灌
溉和约旦的干旱区域利用短时突发洪水进行补给。

图10显示了研究中认为有潜力将河水与洪水
用于地下水补给的8个地区和区域。大多数地区/区
域与UTFI适宜性高度一致。在科尔尼亚下游河谷（
意大利）和纳莫伊河谷（澳大利亚），这些地点位于
适宜开展UTFI的边缘地区。虽然这样的全球性分
析无法像局部研究那样具体，但全球适合的地区和
洪水补给研究之间的对应关系表明，全球评估可以
为未来在其它UTFI适宜性较高的地区和区域进行
深入研究奠定基础。此外，还对此前未涉及的美洲
中部和南部、非洲和东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会。

此外，适宜性分析的结果表明，100个人口最
多的流域中，16个流域的UTFI适宜性较高。流域

内的差异性十分显著，尤其是在较大的流域，需要
在子流域范围内进行分析以更好地确定在局部范
围实施UTFI的潜力。

虽然空间映射指出全球许多地方实施UTFI的
潜力巨大，但要重申一下，这只是明确UTFI实施潜
力的第一步。本研究的结果仅可用于评估大规模的
区域和流域范围的潜力。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包
括实地调查和研究。比如对恒河流域实施UTFI的
潜力的评估，然后在特定位置进行实地考察，就能
很好地说明如何开展此类大规模评估。在对恒河
流域进行的空间评估中，作者们使用了采集空间
变异的详细数据集，包括地下水埋深、透射率（并
非本分析中使用的含水层类型）和极端降雨事件（
不考虑极端洪水事件）。

随后是对选定的拉姆根加河流域部分地区进行
实地调查以确认适宜性地图。这突出了在考虑更广
泛的流域条件的同时，有必要进行充分的流域尺度
上的具体分析和UTFI设计。

UTFI的经济意义

三个流域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如果UTFI的
投资是针对有高适宜性的地理区域，总则体上具
有较高的经济可行性。受到流域的水文气候、农业
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多样性以及下游城市发展的差
异的影响，UTFI相关的成本和收益差距显著，因
而经济可行性在空间上是不同的。这凸显了许多
因素的重要性，这些因素与UTFI的经济意义息息

变量 阿瓦什河 拉姆根加河 昭披耶河

补给方法 S SS S SS S SS

DRV（立方千米） 2.41 (1.93-2.90) 3.25 (2.60-4.32) 3.36 (2.69-4.03)

作物 苔麸 b 水稻 水稻

作物价格（美元 / 吨） 668 (534 - 801) 207 (165 - 248) 336 (269 - 403)

补给率 0.48 米 / 天 173 立方米 / 天 0.48 米 / 天 259 立方米 / 天 0.48 米 / 天 259 立方米 / 天

(0.38-0.58) (138-207) (0.38-0.58) (207-311) (0.38-0.58) (207-311)

表 10. 阿瓦什河、拉姆根加河、昭披耶河流域的情景分析中使用的关键变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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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并且具有针对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与高
度不确定性相关，这一点在前面的敏感性分析中已
作讨论。IRR和BCR对地下水补给结构（补给率）和
作物价格（以及作物选址）都高度敏感。DRV控制着
所需补给结构的数量，因此需要资本投资。因此，选
取最佳DRV对于确保不过度设计UTFI结构至关重
要，否则将对经济可行性产生不利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在地下水开发有限的地区，建设
用于补给的基础设施以及恢复补给水可能会产生高
额费用。如果在所研究的领域范围内实施UTFI，总
成本将变得非常可观（3.36-10.41亿美元）。像UTFI
这样初始投入资金较高、但收益会在未来累积的项
目在发展上可能受限，在财力严重不足的发展中国
家尤其如此。通过在次级流域分多次实施项目，并
在后期不断吸取前期的经验教训，可以将这种局
限性降到最低。在大范围的土地上进行UTFI投资
的可行性不高。由于水灾频次、地下水压力和旱灾

风险本身具有空间差异性，应在评估具体的需求
和实施可能性后择地实施。UTFI结构的土地利用
量是另一个可能成为潜在瓶颈的重要因素。解决与
土地有关的问题需要进行详细规划，尤其是在人口
密度和种植密度都很高的流域。使用社区拥有的已
经废弃的土地/池塘可以作为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
解决方法，就像在印度拉姆根加河流域的一个试点
项目中做的一样。

实施UTFI系统，是为了保障农村供水（主要
是农业和家庭用水）而不是向发达的城市或工业
供水，因此需要在不影响系统性能和项目目标的
前提下，将资本和运维成本降到最低，要尽可能增
强UTFI的经济可行性，密切关注项目的设计和实
施。选择的地点应该满足所有技术和非技术的先
决条件。如果没有可盈利的和可持续的耕作制度，
农民将不愿意参与到UTFI的实施和可持续运营
所需的集体战略中。农民需要激励、知识和支持去

阿瓦什河 拉姆根加河 昭披耶河

(NPV 单位：百万美元 )

补给方法 SS S SS S SS S

基础设施成本 资本 332 65 196 143 284 178

运维 120 25 77 56 29 19

地下水恢复成本 资本 315 315 - - 85 85

运维 273 273 122 122 63 63

土地使用成本 0.46 0.33 14 15 17 18

总计 1,041 683 409 336 479 364

美元 / 立方米 0.022 0.017 0.01 0.007 0.058 0.037

表 11. 阿瓦什河、拉姆根加河、昭披耶河基础案例情景的地表（S）和地下（SS）补给方法成本

变量 阿瓦什河 拉姆根加河 昭披耶河

(NPV 单位：百万美元 )

增加作物生产 3263 545 300

减轻洪水损失 4 21 7962

 总计 3267 566 8262

表 12. 阿瓦什河、拉姆根加河、昭披耶河流域基础案例情景下，增加作物生产与减轻洪水损失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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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地表 (S) 地下 (SS)

阿瓦什河

IRR BCR IRR BCR

基础案例 72% 3.93 41% 2.5

最差案例 33% 2.03 15% 1.2

最佳案例 112% 5.89 69% 3.95

拉姆根加河

IRR BCR IRR BCR

基础案例 30% 1.68 20% 1.38

最差案例 -10% 0.57 -22% 0.46

最佳案例 70% 3.03 50% 2.52

昭披耶河

IRR BCR IRR BCR

基础案例 122% 22.69 102% 17.24

最差案例 112% 19.56 93% 14.59

最佳案例 129% 25.4 110% 19.6

表 13. 阿瓦什河、拉姆根加河、昭披耶河流域基础案例的 IRR 与 BCR 值，以及最差与最佳基础案例情景

选择市场导向下的高价值灌溉作物，从而增加收
入，提高项目可行性。

UTFI项目的融资可以使用基于市场的“受益
者付费”方式，所有水资源管理改善的受益人，即
用水户和其他直接或间接受益于防洪抗旱的人，来
共同承担实施UTFI的成本。这与生态环境服务付费

（PES）的原则是一致的。这里的服务包括降低灾害
风险，是与通过实施UTFI减轻洪水与干旱相关的。
在发达国家，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一般来自政
府和私营部门，来自政府一般收入或对用水户和水
服务提供者收取的费用。发展中国家则用有限的财
力投入到基础设施开发项目上。在这种情况下，来
自国际捐助机构对当地政府的外部支持就显得非
常重要，尽管这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或者说并不
是所有国家都需要。项目开发的融资选择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况，其中可能包括分配给气
候投资、绿色增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的实施计划以及私营部门企业社会责任（CSR）行
动的资金等等。

研究区域的优先事项与UTFI的切
入点

通过缩小产量差距和增加耕地面积来提高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业生产前景广阔。在旱季和干
旱反复发生时期，主要依靠雨水的生产体系会受到
水源不足的限制。气候的高度变化已经对该地区的
粮食和生计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只有1%的种植面积采用地下水灌溉，而亚洲这
一比例为14%。这突出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大灌
溉面积的巨大潜力，尤其考虑到这个区域有丰富的
地下水资源，而地下水是家庭用水的主要来源。许
多研究已经认识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开发浅
层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的巨大潜力。为了扩大旱
季的农业生产，人们已经在该区域内的河漫滩以
及湿地和湖泊周围地区的洪水退去的地方进行耕
种。因此，UTFI可以将正在进行的地下水开发计
划与战略性防洪相结合，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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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之前的研究认为有潜力将河水与洪水用于地下水补给的 8 个地区 / 区域的位置

减轻经常遭遇洪水的主要河系（尼日尔河、沃尔特
河、阿瓦什河）的损失。本研究为这些地区提出了
可以减轻洪水和提高可用水量的替代方案，可以
替代大坝和其它基于基础设施的措施。相对UTFI
适宜性（图6）来说更高更广泛的基于需求的适宜
性意味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需要更广泛的措施
来减轻洪水及其影响。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
下水灌溉开发有限，实施UTFI将需要在实现地下
水开发之后，或者与其同步进行。如果能做到这一
点，会对粮食安全（通过增加农业生产）和减少贫困

（通过降低灾害风险）产生积极影响，这二者都是
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的重要问题。

南亚区域的情况基本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相反：
一方面存在人口密度高、贫穷和粮食不安全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高经济增长率和集约农业。南亚是与水
有关的风险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全球最缺水的
区域之一。农民严重依赖印度河-恒河平原的高产
冲积含水层以及印度半岛大部和其他地区的硬岩
含水层的地下水资源，每年的总取水量为253立方
米，为全球最高。农业生产常年依赖地下水，导致
了严重的过度开采。在印度过度开发的地区，UTFI
可以在国家级的项目上发挥重要作用，增加灌溉可

用水量，减少过度开采，增加对应对气候变化的韧
性，比如《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国家水任务》， 
以及包括流域管理项目在内的总理农业灌溉计划

（PMKSY）。以恒河流域为例，季风期间，在利用
大量地下水进行灌溉的中上游（比如印度的北方
邦和哈里亚纳邦）收集多余水量，还能帮助减轻流
域下游每年的洪水（比如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
印度已经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来支持UTFI，政府已
经将UTFI视作一种战略方针并设想在当前的五
年规划周期内投资一个甚至更多的地区级灌溉计
划。由于循证的强化，预计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策
制定者与投资者将要求对UTFI进行深度的、本地
化的可行性评估，将之作为在制定气候变化适应/
减轻和减少灾害风险相关规划时的潜在干预手段。

在东南亚，强劲的季风之后往往是漫长的旱季，
这是洪水和干旱到来的前兆。在泰国，昭披耶河下
游地区洪水泛滥，中部地区旱季的可用水量有限，
而UTFI可以帮助缓和这种情况并提供传统基础
设施解决方案（堤防、水坝、拦河坝）之外的替代方
案来管理洪水。通过UTFI对地下水进行补给的平
均水量（0.84立方千米/年）是流域内第三大的蓄水
量，仅次于普密蓬大坝与诗丽吉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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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FI的实施与管理方法

除了一系列收益外，大量的分散式结构的实施
与管理也会为土地可用量、融资和运维成本等带来
新的挑战和风险。因此，UTFI在地方范围内的实施
将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论证，且不限于空间和经济
可行性。分析可以包括技术、社会经济、制度和相关
问题，本研究对这些进行了简要介绍，但并未进行
分析。在区域范围内，潜在的风险来自每个地点的
运营。这些风险可能包括因补给水水质太差、临近
地区渍水、堵塞和其他现象导致的补给表现差等因
素造成的地下水质下降，以及在获取补给水途径上
的不平等。流域范围的风险取决于与UTFI关联的正
面与负面影响如何在地方层面发挥作用。向上游补
给地下水可能对下游减轻洪水产生积极影响，且/或
对洪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负面影响。对下游
用户和机会成本的影响可能会是争论的重点，尤其
是在跨境流域中实施UTFI时，因此必须将UTFI作
为全面有效跨境水管理的一部分加以考虑。

UTFI的实施需要认真规划和分阶段开发以克
服各种风险和挑战。这反过来也有助于确保执行工
作适应和响应当地及全流域的条件和限制，以便能
够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UTFI通过为上下游地区提
供多重效益而为MAR提供了一个流域层面的更大
的视角。因此，尽管印度、美国、荷兰、澳大利亚、南
非等国在MAR实施方面有数十年经验，与洪水补
给相关的挑战和机遇依然明显，而这些可能会通
过UTFI解决。

在认为UTFI可行的区域、国家或地区，需要考
虑并采取下面的行动：

●  根据可用的数据和信息，以最精确的尺度绘
制特定重点优先地区内UTFI的实施潜力。

●  通过当地适宜性评估，确定实施UTFI的合
适地点。

●  利用最合适、最易接受的技术对UTFI进行
规划。地下水补给基础设施的不同设计实例，见上
文提到过的现有的国家级MAR指南。

●  更加详细的、更加严格的经济可行性评估，
使用随机方法，比如，分析洪水与干旱的概率分布
是如何影响BCR和IRR的，这将需要用投资成本支
持UTFI基础设施的具体设计。

●  进行试点范围的现场测试与评估，以建立
合理的概念证明，并示范这些主要风险可以有效
解决。利益相关方对试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试
点工作应仅在关键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支持下进
行。在试点阶段，利益相关方的评价应该确定哪些
机构被授权承担与运维相关的现场职责，以及其
他可能相关的且在监管、许可和监测方面负有更
高级别职责的机构。

●  参与UTFI规划与管理的利益相关方的能力
建设，是这些机构正常运转的关键因素。建立人们
对UTFI地来的正面收益的意识，对于确保对当地
和高级别机构的认可和支持非常重要。

●  及时通知并影响政策制定者及其他利益相
关群体，推广UTFI方法。基于丰富的运行经验和工
具，就如何以及在哪里实施UTFI建立清晰的指引。
有必要编制概述良好实践的门槛级手册和说明书。

结论

我们基于水的供应、需求和储存这个三个类别
的数据开展了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分析确认哪些地
区有实施UTFI的高适宜性。结果表明，适合UTFI
的地区遍布全球所有居住的区域。在全球范围内，
有高和非常高适宜性的地区，其总面积约为15.8亿
公顷，人口约38亿，作物面积6.22亿公顷，分别约占
全球人口总数的50%和作物面积的40%。

在流域范围内综合适宜性得分表明，在全球100
个人口最多的流域中，有16个具有较高的UTFI适
宜性。在这些适宜性高的流域中，埃塞俄比亚的阿
瓦什河流域、印度的拉姆根加河流域（恒河流域的
主要支流之一）、泰国的昭披耶河流域被选定为本
研究的经济分析对象。结果表明，UTFI在所有三个
流域中都具备经济可行性，尽管程度不尽相同，IRR
值介于20%到122%之间。经济可行性对一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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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的敏感性非常高，尤其是补给率和作物价格。
最高的经济可行性出现在昭披耶河流域，在可用于
补给的水量、补给表现和作物价格等不同情景下的
IRR值从93%到129%不等。UTFI在昭披耶河流域
的效益主要在于减轻洪水损失方面。而在拉姆根加
河和阿瓦什河流域，主要效益则来自增加的作物生
产。由于任何给定流域内的UTFI效益都会在空间
上以及许多利益相关方之间分配，开展更详细具
体的流域尺度分析并将之作为未来投资规划和可
行性分析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将利益分
配给不同利益相关群体。

UTFI涉及多个领域和行业，包括灌溉、洪水与
水安全和降低灾害风险，因此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和
多种协同效应，可能有助于项目的实施以及增强有
利影响。然而，跨部门工作还需要克服现有的制度障
碍，因为很多部门之间是相互孤立的。 

具体到一个国家的情况和优先事项，将决定
UTFI方法及其实施的推进。比如，在欠发达的撒
哈拉以南非洲区域，UTFI提供了一种可以同时管
理洪水和干旱的方法来协调减少灾害风险的活动，
而开发用于灌溉的地下水来增加作物生产可以促
进地下调洪灌在南非的发展。

本研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与所使用的全球
数据集所涉及的确定性程度以及做出的某些假设
有关。在全球层面上独立数据集的缺乏限制了严
格验证。然而，对空间分析和经济分析进行的敏感
性分析表明，这些发现足够稳健可靠，可以在最广
泛的层面上得出关于UTFI潜力的一般性结论。这
里说的潜力并未考虑未来气候、城市化和水需求等
因素，尽管在未来的几十年它们对与水相关的风险
和灾害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是为了向确定广泛地区（流域或
者国家层面）迈出第一步，确认这些地方值得进行更
细致具体的研究，明确UTFI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
印度拉姆根加河流域的案例为如何在实践中实现
这一点提供了具体参考：在适宜性分析之后，对结
果进行实地考察，并选择试点。类似的具体研究可
以在其它被认为对UTFI有高适宜性的流域进行。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UTFI的成功实施不仅仅取
决于这里提到的技术和经济方面。UTFI的实施与
管理还需要充分考虑社会、法律、政策、制度和环
境等一系列因素。因此，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评估
会大大受益于多领域视角的考量，从而界定和应对
关键问题，因为它们是UTFI成功实施的核心所在。

本文综合摘译自:
https://www.iwmi.cgiar.org/publications/iwmi-research-re-
ports/iwmi-research-report-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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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邮箱：dic@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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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部干旱预测的难度大幅增加

南加州大学牵头进行的一项时间跨度达多个世
纪的新研究表明，厄尔尼诺周期并不是一个可靠的
干旱预测指标。这必然会让希望能够准确预测美国
西部未来干旱事件的人们感到沮丧。

研究发现，在影响西部各州干湿循环的因素
中，动态大气层的影响力高于海面温度，但其却是
一个无法预测的“未知数”。这篇发表在《科学进展

（Science Advances）》上的研究对长期干旱变
化进行了详细评估。

该项研究的发现对水资源管理、农业、城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近期发生的干
旱事件已导致多人死亡，并造成严重作物损失。干
旱预测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根据研究预测，

干旱发生之前的天气条件可能难以预测

近日，南加州大学牵头的一项新研究对1000多年以来北美地区遭受的干旱事件和全球
条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预测降水不足从没有直截了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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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将导致人口快速增长的西部在未来
接连遭遇多场干旱。

该研究作者，南加州大学多恩西夫文理学院地
球科学副教授Julien Emile-Geay认为，研究的主
要发现表明短期干旱预测希望渺茫。从历史上来
看，预测美国西部的年度干旱事件要比之前研究
所主张的更加困难。

新研究调查了美国西部1000多年来
的干旱事件

研究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是什么因素决定
了西部干旱？

研究人员调查了1000多年以来的北美干旱事
件和全球气候条件。他们发现，在工业革命、美国
西进运动或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之前都出现了持续
数十年的特大旱灾和干旱期。例如，13世纪末爆发
的特大旱灾可能是导致阿纳萨齐族（the Anasazi 
people）大流亡的原因。

一个普遍的解释是，厄尔尼诺-南方海涛波动
（oscillation）现象在这些干旱事件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南方海涛波动是一个“双面硬币”，哪一面
朝上取决于赤道附近东太平洋的海水条件。若该
地区的海水温度高于正常水平，则会发生厄尔尼诺
现象，进而为美国西南部带来充沛雨水；反之，若该
地区的海水温度低于正常水平，则会发生拉尼娜现
象，进而导致美国西南部遭遇干旱。

但是科学家们发现，这一经验法则无法充分
解释过去的所有干旱周期。虽然拉尼娜现象与干
旱之间确实存在一定关联，但海水条件仅能解释
13%的波动性。

研究人员认为，拉尼娜现象并不是唯一的影响
因素。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例子发生在2015-16年
度，这一年发生了厄尔尼诺现象，但南加州却并未
如预期的那样迎来充沛雨水。出乎意料的是，在第
二年，即原本应该比正常年份更加干燥的拉尼娜
年，南加州迎来了宝贵的降雨，缓解了旱情。

其他哪些变量可能会导致干旱？

科学家还研究了其他干旱影响因素，包括大西
洋的海水温度和火山活动。尽管这些现象的确会影
响干旱条件，但它们的影响过于微弱或者属于偶发
现象，与许多干旱事件并无关联。

相反，研究表明，大气层可能会引发干旱。地球
上方的大气层具有高度动态性，并且与海洋相比受
到更多变量的影响。

尽管了解过去是预测未来的关键，但仅关注
过去并不能掌握所有线索。研究表明，随着全球排
放的温室气体继续捕获热量，地表温度将持续上
升，如此一来，美国西部将迎来越来越干燥的环境。

研究表明，除了全球变暖导致的干燥条件之
外，大气层还将继续为美国西南部的湿度条件增加
一个极度难以预测的因素。美国西南部地区的总体
气候条件将更加干燥，但大气层在这一总体趋势的
基础上添加了一个未知数，这一未知数将为依赖水
资源的人们和生态系统将造成何种影响尚不可知。

为支撑研究结果，该研究整合了跨越多个世纪的
众多信息渠道。这一数据集被称为“近千年再分析”， 
汇总了气候模型、现代温度测量值和近3,000项气候
指代指标（例如年轮、珊瑚和冰芯）。这项再分析工作
由南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的多位
科学家在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的支
持下开展。NOAA称，开展这项再分析的目的是“改
变气候研究领域调查低频气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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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采用一个高分辨率
气候模拟模型研究了全球变暖将如何影响亚洲季
风区的天气。亚洲季风区人口众多，且季风是全球
水循环的主要动力。研究团队清晰模拟了云的形
成和消散，发现季风“槽”的降雨量显著增加，而台
风等热带扰动活动和丰沛的水汽则在其中发挥着
关键作用。

为了应对全球变暖造成的影响，准确而精确地
掌握气候将如何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亚洲季风区，该地区每年充沛的
降雨量是全球能源和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
季风区是主要的全球人口分布区，因此，对季风以
及台风/气旋等热带扰动活动的规模和性质进行详

细、具有地理针对性的预测可以为减灾战略和关键
政策制定提供信息依据。

研究团队使用一个高分辨率气候模型NICAM（
非静力正20面体大气模型）来详细研究亚洲季风区
的天气演变。该模型的关键优势是基于物理原理（
例如解释气压下降如何通过对流效应形成积雨云
并引发降雨）清晰说明了云的形成和消散。如此详
尽的细节使得研究团队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
研究亚洲季风引发的未来降水模式。

该研究团队对全球变暖背景下的30年气候进
行了模拟，研究表明，季风“槽”（横跨印度北部、中
南半岛和北太平洋西部的一个区域）的降雨量显著
增加。众所周知，全球变暖会导致降雨量增加，这主

越来越潮湿： 
全球变暖将增加亚洲季风区降雨量

当前降雨量（mm/天）和风速（m/s）地图。箭头表示对流层下部风。
热带季风区位于日本上风方向。图片提供：东京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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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由大气层的水汽含量增加导致的。但各个地区
的不同特点意味着降雨量变化将因地区而异。例如，
研究发现，目前尚无法确定“季风西风带”是否有所
增强，但研究的确发现季风槽内的气旋活动有所增
加，足以导致降雨量增加。除了降雨量增加之外，研
究人员还发现季风区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也存在明
显的变化趋势。

此外，研究团队还重点研究了海面温度的影响。
以前的研究通常假设全球海面温度统一升高，并考
虑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区域差异。为了区分这两个
变量的影响，研究团队在两个独立模型模拟中分别

添加这两个变量，并得出结论，全球海面温度升高
是造成降雨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

亚洲季风季的变化可能造成深重影响。2018
年和2020年袭击日本西部和东南亚国家的洪水就
是明证。研究团队针对具体区域的研究结果有望大
力促进全球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制定工作。

降雨量变化（未来气候下的降雨量减去当前气候下的降雨量）（绿色：降雨量增加，棕色：降雨量减少）。
黑色虚线表示季风槽中心。热带扰动活动沿着季风槽移动。箭头表示对流层下部风。季风槽周围形成
了一个逆时针环流（低压），这一环流与雨量增加密切相关。图片提供：东京都立大学

热带扰动活动（例如台风 /气旋）的未来变化
（扰动动能[m2/s2]）（绿色：活动增加，棕色：
活动减少，网格区域：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变化）。
黑色虚线表示季风槽中心。热带扰动活动的增
加与季风槽降雨量增加密切相关。图片提供：
东京都立大学

本文摘译自:
https://phys.org/news/2020-07-wetter-global-asian-mon-
soon-reg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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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数据为探明尼罗河流域水量 
提供新视角

尼罗河流经11个非洲国家，对超过24%的非
洲人的生活具重要意义。同时尼罗河在其上下游
国家的发展规划、粮食和能源生产中，也是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

当今，各国激烈争夺尼罗河水源，形成了剑拔
弩张的紧张局势。最为关注的是，埃塞俄比亚复兴
大坝的修建和蓄水项目引发了埃及和苏丹的不满。

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是一座大型水利工程，坐落在
尼罗河的主要支流青尼罗河上的，埃及超过80%的
水资源均来自青尼罗河。

为管理该区域的水资源分配，制定水资源管理
条约是必要之举。为此，掌握关于水量的精确数据
至关重要。但是，目前研究全球水资源短缺情况所
依据的地面观测数据并不全面，观测结果也许久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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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新，没有完全覆盖主要的跨界流域。这是由资
金、维护成本、地形和地势等多重原因导致的。在
过去30年里，整个尼罗河流域的水文监测站数量
显著减少。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水文卫星观测技术
的最新进展可以帮助更频繁地收集充分可靠的信
息数据。这为更新全球水资源可利用量数据的新
研究创造了机会。

距离地球表面数百英里的卫星在一个月内的不
同时间多次重复观测同一地点，便可得出水文卫星
观测结果。水文卫星观测可以改进对水量总体变化
的评估，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的重
力场恢复与气候实验卫星便属于其中之一。

目前水文观测卫星数据应用于多项针对尼罗河
流域的研究，包括评估气候和人类活动如何影响尼
罗河河流域水位。这些卫星数据使研究人员能够实
现更为精确的计算。例如，评估地表水水量，土壤含
水量和地下水水位。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中一
个或多个变量，例如河道水流水量。

研究表明，尼罗河流域面临严峻的水危机。这
就要求该区域急需就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提出区域
流域倡议，采取相应措施。

从太空传回的监测数据

重力场恢复与气候实验卫星于2002年发射升
空，可用于监测全球各类水资源变化情况。该卫星
每月都会传回观测数据。

研究人员利用这些观测数据来确定尼罗河域
2002年至2020年的可利用水资源总储量。数据表
明，该流域所有水源的年均可利用水资源总储量可
达1800亿立方米，几乎是当前估值880亿立方米的
两倍。这一数据可以为水资源共享协议中的待分配
水量提供依据。

还可以使用卫星数据估算两个主要水塔区域
（河源），即维多利亚湖和青尼罗河流域以及两个
主要水汇区域（缓流水体因蒸发而逐渐消失），苏 

 
 
 
 
 
 
 
 
 
 
 
 
 
 
 
 
 
 
 

丹南部苏德湿地和埃及尼罗河干流区域的可
利用水资源总储量。

根据以前的报告，重力场恢复与气候实验卫
星的近期观测结果表明，在雨季，维多利亚湖水塔
接收的水量约为青尼罗河接收水量的两倍。而苏
德盆地（南部水汇区域）流失的水量是北部尼罗河
干流区域流失水量的两倍。

这些最新数据表明该区域需要制定更完善的
水资源规划，以便为未来发展节省更多水资源。

卫星观测数据还证实，2002年至2020年，尼罗
河流域水量充沛。2020年，尼罗河流域的水储量几乎
是2002年的8倍。这些数据表明该区域需做出进一
步规划，应对汛期暴涨的水量。

同时，与此前的评估结果一致，针对数据的研
究也表明该流域面临水资源危机。



8 

2020年第19期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水资源压力

如果一个地区每人每年的可利用水资源量（包
括家庭、农业和工业用水）少于1000立方米（即每人
每年约100万升），则可称该地区面临水资源压力。

为满足日常基本需求，每人每天大约需要使用
150升水。在埃及（尼罗河河水的主要用水地区），每
人每天平均使用200升的生活用水。此外，农业需求，
如粮食生产等每天需要消耗2,000至5,000升水。

如果每人每年用于满足所有用水需求的可利用
水资源量少于500立方米（即每人每年约50万升），
那么该地区将处于绝对缺水情况之下。

根据当前预测，尼罗河区域将迎来人口急剧增
长——该流域的人口预计将于2050年增至8亿——因
此，流域目前面临的水资源压力不容乐观。

为了估算人均年可利用水资源量，我们需要将
该流域的可用水资源量总量（研究表明为每年1800
亿立方米）除以总人口。由此我们估算出，该区域的
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每年450立方米（每人每
天约1,230升）。但是，需要警惕的一点的是：由于
技术和经济限制，我们无法提取和使用所有可利
用水资源。因此，实际可利用水资源量可能远远低
于每人每天1,230升。

尼罗河流域内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
加强关于未来水规划和新水资源共享政策的协议。

数据支撑

为促进流域内的11个国家就水资源共享计划
达成一致，避免水资源短缺问题将长期存在，这并
非易事。保障合作的关键是促进沿河国家间的良
好信息共享和技术合作。

掌握关于可利用水资源量的准确信息将增进对
公用水资源的了解，并增强流域内各国之间的信任。

本文摘译自:
https://theconversation.com/satellite-data-provides-fresh-in-
sights-into-the-amount-of-water-in-the-nile-basin-14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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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不同生态系统，
来自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法属圭
亚那和波多黎各，以及其他多个国家的研究人员
在七个不同地点开展了实验，实验样品为凤梨植
株，它是多种昆虫幼虫和其他小型生物的栖息地。

研究发现，与人们的设想相反，不稳定的降雨
条件（气候变化的预期影响之一）对处于食物链最
底层的小型生物造成的影响最严重，而非顶端的大
型生物。该研究获得了圣保罗研究基金会（FAPESP）
的资助，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
munications）》上。

文章的第一作者，巴西圣保罗坎皮纳斯州立大
学生物研究所（IB-UNICAMP）动物生物学部门系
教授，生态学家Gustavo Quevedo Romero称，为
了解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生态系统而开展的多地点
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见。然而为充分了解各个地理区
域和生态系统将受到何种影响，多地点研究的确是
必要之举。采用凤梨科植物开展的实验得出的结果
与之前围绕气候变化和物种韧性开展的生态研究
的结论截然相反。

研究根据之前数十年的气候变化模型来控制
微型生态系统［凤梨植株］中的降雨量和降雨频
率。在同一实验中，研究人员模拟了干旱和洪水条
件，并为各实验凤梨样本设置了水文稳定性指数。
因此，研究样本包含水文条件比较稳定（即水量波
动幅度较小）的凤梨样本，以及其他水文条件不稳
定的凤梨样本。研究发现，不稳定的水文条件对小
型生物产生不利影响。稳定条件下的微型生态系统
中的小型生物数量最多。而大型捕食者数量最多的
是干旱条件最严峻的凤梨种植区域。”

科学文献表明，大型动物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最严重，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导致它们的觅食空间
锐减。但上述研究表明，在这一情况下，位于食物链
底层的生物可能更加脆弱，且食物链底层发生的变
化可能引发上层营养水平的变化。”

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在所有七个研究地点
中，尽管存在地方性差异，但均出现了一种一致的
气候变化敏感性模式：捕食者更能适应干旱条件，
而在降雨量增加的条件下，小型生态系统中的小
型生物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相比之下，大型生态系
统中的小型生物则 更容易存活。研究地点包括气
候干旱的圣达菲、阿根廷，以及鲜少出现干旱情况
的哥斯达黎加和法属圭亚那，但在各个研究地点
发现的模式却是相同的。

该研究的其他结果也具有地理一致性。在所有
研究地点的凤梨样本中，捕食者生物量与被食者生
物量之间的比率，或者生物量金字塔（代表生态系
统中各个营养级的潜在食物量）都是相同的，且在
所有地理区域中保持一致，不论物种库大小，也不
论生物体的干旱适应程度。

不稳定性

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会削弱食物网的稳定性，尤
其是在干旱条件下。在降雨量较少条件下种植的凤
梨中，捕食者数量增加，进而加剧了对被食者的自
上而下的捕食效应。这破坏了食物体系的稳定性，
并可能最终导致捕食者和被食者物种局部灭绝。
总之，尽管在小规模生境中，干旱条件可能会增加
捕食者数量，但这类环境更加不稳定，更容易发生
物种灭绝和生态系统崩溃的情况。

研究证明了气候变化 
对新热带区淡水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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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方法将栖居在凤梨水生生态系统中的
动物群划分为顶端捕食者、中间捕食者和食腐质生
物（以死亡的有机物质，主要是植物碎屑，为食的小
型动物）。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对中间捕食者几乎没
有任何影响，中间捕食者的种群数量不受处理方式
的影响。在研究分析的凤梨微型生态系统中，中间捕
食者为以其他小型生物为食的小型昆虫幼虫，这类
生物通常被视为机会物种。

与食腐质生物一样，滤食性生物也是小型生
物。这些水生生物通过其过滤循环系统滤取水中
的颗粒或其他小型生物为食。食腐质生物与滤食
性生物均受益于稳定的水文条件，在不稳定条件（
尤其是强降雨）下，会受到影响。

例如，强降雨会导致湖泊和凤梨种植池区域
溢流，雨水冲刷会导致微生物和其他养分流失。研
究人员开展的其他研究表明，雨水冲刷和洪水泛
滥会造成细菌、微型无脊椎动物，以及硝酸盐和磷
酸盐等养分大量流失。

微型生态系统

凤梨植株是一个天然环境，其规模较小，易于
处理，而且采用这一生态系统得出的研究结果往
往可以外推至湖泊或泻湖等大型生态系统，因此，
科学家可以利用凤梨植株来探索生态系统的各个
方面。在大型生态系统中开展的研究得出的结果
往往与在凤梨种植区域微型生态系统中开展的研
究得出的结果相似。

“凤梨是新热带区的一种常见植物，尽管其种
植区域仅构成一个小型生态环境，但每公顷凤梨群
落可积聚多达5万升水，可作为鸟类、哺乳动物和其
他陆生动物的水源。栖居在这一水生环境中的所有
生物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研究人员探索了这一主要由小型昆虫和甲壳
纲动物栖居的水生环境。在这一生态系统中，顶端
捕食者，尤其是是蜻蜓幼虫，属于体型较大的动物，
而食腐质生物则包括蚊子和蠓虫等小型昆虫。顶端

捕食者以这些小型生物为食，而这些小型生物则以 
悬浮颗粒和树上掉落的碎屑为食。

共同研究方案

研究团队包括来自法国、加拿大、美国和英国
的科学家，团队举行了两次会议来确定实验设计。
所有七个研究地点均实施相同的研究方案。每个研
究地点的研究人员筛选了30个积水容量超过100ml
的凤梨植株，以供大型捕食者栖居。由于不同地区
的凤梨科群落包含不同物种，因此各个研究地点
选择的是当地最常见的凤梨物种。

对所选的210株植株进行清洗和消毒，以清除
所有碎屑、大型生物以及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研
究人员对凤梨进行了彻底清洗，保证一切从零开
始。为了在实验生态系统中培养菌落和群落，我们
将之前清理下来的粗细碎屑平均施撒至30棵凤梨
中，并在每棵凤梨上移植相同的生物群落（无脊椎
动物群落和功能群落）。之后，我们将这些凤梨移
植回田间，放置在单独搭建的透明塑料棚里，确保
结果不受降雨的影响。

研究团队依据各个研究地点的5年区域平均降
雨量和降雨频率来模拟研究地点的降雨模式。在两
个月的时间里，研究人员控制各个研究地点的降雨
量和降雨频率，计算出各个地理区域的平均值。低于
该平均值的降雨量代表干旱条件，而高于该平均值
的降雨量则代表洪涝条件。这种对旱涝极端条件的
控制还是首次。

两个月后，将这些植株送往实验室，由研究人
员记录其积水区域的水浊度（食腐质生物活动产
生的有机和无机悬浮物），这是淡水生态系统可利
用养分总量的一项替代参数。然后，研究人员摘除
所有叶片，使用流水对其进行清理，对清理用水进
行过滤，之后对其成分进行分析。

本文摘译自: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20-09/fda-
ssi09232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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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被称为“创新国度”，并为世界所接受。
在技术发展方面以色列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给全球生活质量的提高带来积极影响。英特尔的
芯片研发、Waze导航软件、Mobileye的自主驾驶
系统、Netafim的滴灌技术以及U盘、体感相机、樱
桃西红柿等发明和产品让以色列在研发规模方面
久负盛名。 

 
以色列的创新环境及其优势

跨国公司的高度参与。过去数10年里，300多家
技术领先的跨国公司选择在以色列建立研发中心，

并收购了100多家以色列公司。如英特尔、微软、博
通和IBM，其在以色列运营期间购买了10多家本
地公司。如此活跃的收购和研发依赖于以色列创
新体系中众多的“资产”，包括领先的研究、熟练的
劳动力、企业家文化、技术领导能力，以及丰富而
环环相扣的创新生态体系。
研究与开发的世界领导地位。以色列私营部门

承担了全国约86％的研发任务，在经合组织（OECD）
国家中名列前茅，它反映出以色列私营部门创新
的蓬勃发展。此外，以色列在《 2017-2018年全球
竞争力报告》中排名第三，衡量参数包括科研机构
的质量、商业部门研发的投入、学术界与工业界的

他山之石： 
以色列的科技创新

以色列丝绸之路集团创始人利奥·瓦罗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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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中国水科院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

本刊联系方式：中国水科院 国际合作处
联系邮箱：dic@iwhr.com

合作、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数量，以及专利数量与人
口规模的比例。
对创新和技术有效的经济支持。以色列初创公

司的创新活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包括
处于全球技术前沿的巨头公司。多年来，创新投资活
动催生了许多成功的故事，既有重要的资本退出的
初创公司，又有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领先
的大公司。以色列企业家以其创造能力、高超技巧、
进取胆量和多层思维而闻名。

如今，以色列的风险资本投资额占GDP的百分
比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一，全国有数千家处于运营
中的初创企业。

最低监管和政府不干预因素。在以色列知识产业
中，没有监管机构或任何其他政府机构参与。然而，
以色列知识产业却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在以色列，政
府高级官员对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了解甚少，因此他
们远离高科技领域。当官僚远离企业时，企业界便
会找到成功的道路，并让企业尽其所能从事研发。
加强和培养人才。以色列机构不断发展壮大，

同时赋予个人以远大的梦想、非凡的远见以及具
有执行能力的信念。这些不同凡响的人充满胆识、
奉献精神和毅力；他们不畏惧面前的挑战，并逆流
而上；他们总是努力提出原创概念、超常思维，敢
于打破现状；他们不安于现状，极力改善、提升和

重塑自己；他们总是希望创造出令人振奋的、革命
性的和前所未有的事物，胜过预期。
鼓励开放研讨会等活动分享信息。公司和政

府机构要在21世纪立足，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集
思广益、创新孵化器和资金等对验证创新构想和
开发试验演示的意义重大。 “开放式创新”计划允
许多家公司和研究机构之间开展知识、见解和概
念交流。也有公司投资设计独特的工作空间，以鼓
励创新和创造，简化验证实验，并构建旨在测试客
户体验和反应的初始原型。
建立“创新前哨站”。为紧跟市场上最新的创新

技术，以色列众多的公司和机构建立了“创新前哨
站”。同时，它们投资具有吸引力的想法和有前途的
初创公司，这些初创公司在相关领域中接近革命性
和先进性发展方向。

以色列创新公司成功的关键因素

从以色列创新的经验看，高科技公司成功的
关键有多种因素。不仅在于依靠技术优势，而且最
重要的是产品定义和市场营销。因而，公司必须具
有正确的管理、可靠的技术和成熟的市场，当然正
确的时机也同样重要。

本文摘自:
http://www.stdaily.com/guoji/huiyi/2020-05/26/ 
content_94785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