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 

研 究 动 态 
（2018 年 第 04 期总第 124 期）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2018 年 5 月 1 日 

 

 

 

 

 

 

 

 

 

 

 

 

 

 

 

本期要点 

最新研究 

北极西部的风场和海冰模式的变化揭示气候在发生变化 

大西洋环流当前处于 1600年来的最弱时期 

南极冰川融化极快出人意料 

海平面上升 

不同气候稳定目标对海平面上升极端事件的影响 

海平面上升将致低洼岛屿最快 2030年无法居住 

国际动态 

美国科学院发布对 NCA4 和 SCOCCR2 的审查报告 

WMO 发布《 2017 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 

英国发布 1990-2016年国家温室气体统计 

综合 

区块链或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秘密武器” 

联合国环境署发布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 



 

 

 

 

 

 

 

 

 

 

 

 

 

 

 

 

 

责任编辑：王慧                                编校：袁文亚 

出版单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 93 号                    邮编：300171 

电话：022－24309783                       传真：022－24010926 

 



总第 124 期 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研究动态 

 

i 
 

目  录 

最新研究 

北极西部的风场和海冰模式的变化揭示气候在发生变化.................... 1 

大西洋环流当前处于 1600年来的最弱时期............................... 1 

新研究开发交互式地图可显示全球气候变化状况.......................... 3 

南极冰川融化极快出人意料............................................ 5 

海平面上升 

不同气候稳定目标对海平面上升极端事件的影响.......................... 5 

海平面上升将致低洼岛屿最快 2030年无法居住........................... 6 

国际动态 

美国科学院发布对 NCA4和 SCOCCR2的审查报告........................... 7 

WMO发布《2017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 8 

英国发布 1990-2016 年国家温室气体统计............................... 11 

综合 

区块链或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秘密武器”............................. 12 

微软应用人工智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13 

联合国环境署发布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 14 

 

 

 

 

 

 

 

 

 

 

 

 

 



总第 124 期 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研究动态 

 

ii 
 

 

 

 

 

 

 



总第 124 期 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研究动态 

 

1 
 

北极西部的风场和海冰模式的变化揭示气候在发生变化 

3 月 26 日，美国多伦多大学领衔

的科学家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

发表研究称，在 2017 年的整个冬季北

极西部的风场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

由此造成的海冰运动变化可能是气候

发生变化的指示器。 

通常，北极西部的冬季天气相对

稳定，这里是名为“波弗特高压”的

准平稳区域，该区域可促进顺时针方

向行进的“反气旋”风的形成，并带

动海冰与之一起移动。相比之下，北

极东部的气候更加活跃，旋风在冬季

很常见，风暴从格陵兰岛向挪威和巴

伦支海移动。 

“去年，我们观察了北极西部的

浮标移动路径，发现海冰正在按逆时

针方向移动，并且风暴正以出人意料

的方向沿着西伯利亚海岸的巴伦支海

进入北极西部，并生成低压系统，导

致波弗特高压崩溃。”该研究主要作

者之一肯特·穆尔说道。 

研究者认为，由于 2016年秋季异

常变暖，使得低压系统得以侵入北极

西部，导致海冰变得更薄、覆盖面积

缩小。在冬季，这可以将更多的海洋

热量转移到大气中，为风暴的生成提

供额外的能量来源。“在这种额外能

量来源的影响下，风暴并没有像往常

一样在巴伦支海上消散，而是进入了

北极西部。我们查看了过去 60多年来

北极的相关天气数据，发现这种高压

系统的崩溃以前似乎从未发生过。” 

穆尔说道。 

一般来说，波弗特高压驱动着整

个北极地区的海冰运动，并影响着北

大西洋上的海洋环流。其运动模式的

任何改变都有可能影响这些地区的气

候以及北极生态系统。例如，受这次

波弗特高压系统崩溃影响，去年冬天

加拿大北极群岛沿海岸以及波弗特海

南部的海冰均变薄了。这种变化可能

会扰乱北极的食物网，对海洋哺乳动

物和北极熊等生物的生存造成压力。 

地球物理研究快报 2018年 4月 9日 

 

 

 

大西洋环流当前处于 1600年来的最弱时期 

北大西洋是全球海洋环流系统的

关键一环，对气候具有重要影响。墨

西哥湾流将温暖的海水带入拉布拉多

海和北欧海域，在那里释放热量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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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中，从而使西欧变暖。温度更低、

密度更大的海水下沉至深处，推动全

球洋流，并最终将海水带回到墨西哥

湾流。在 19世纪中叶，寒冷的小冰河

期行将结束，在北极地区周围形成的

海冰、冰盖和冰川开始融化，形成一

股巨大的淡水流，涌入北大西洋。大

量淡水的流入稀释了表层海水，使其

变得更轻，更不容易下沉至海底深处，

从而使 AMOC系统运转速度放慢。（图

片来源：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4 月 11 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领衔的科学

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称，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全球海洋环流系统

中关键的一环——大西洋环流并没有

以最高强度运行，目前正处于过去

1600 年中的最弱时期。如果该系统继

续减弱，就可能会破坏从美国、欧洲

到非洲萨赫勒地带的天气模式，并且

导致美国东海岸海平面以更快的速度

上升。 

就调节全球气候而言，大西洋环

流起着关键作用。不断流动的深水循

环系统（有时被称为全球海洋输送带）

将温暖的墨西哥湾流海水带到北大西

洋，并且释放热量到大气中，从而使

西欧变暖。然后温度较低的海水下沉

到海底较深处，一路流动至南极洲，

并最终流回到墨西哥湾。 

“我们的研究首次对海洋沉积物

记录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

大西洋翻转环流减弱始于小冰河期结

束时，这是一个长达数世纪的寒冷期，

大约持续到 1850年。”该研究主要作

者之一迪莉娅·奥珀（Delia Oppo）

博士说道。 

研究者认为，随着北大西洋在小

冰河期结束时开始变暖，冰川融化后

产生的大量淡水扰乱了大西洋经向翻

转环流（AMOC）系统。AMOC 将海洋在

低纬度地区获得的热量向高纬度海域

输送并在高纬度海域向大气释放热量，

因此被称为热传输带。而北极海冰、

北极周围的冰盖和冰川开始融化，形

成一股巨大的淡水流，涌入北大西洋。

大量淡水的流入稀释了表层海水，使

其变得更轻，更不容易下沉至海底深

处，从而使 AMOC 系统运转速度放慢。 

为了调查过去的大西洋环流状况，

研究者首先检查了深海洋流流动过程

中沉积下来的沉积物颗粒的大小，颗

粒越大，洋流越强。然后，他们使用

各种方法重建温度受 AMOC强度影响地

区的近海表温度。“总体来看，AMOC

在过去 150 年中已经减弱了大约 15%

至 20%。”该研究主要作者之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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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索恩纳利（David Thornalley）

说道。 

“这一新发现暗示了当前全球气

候模式模拟的情况与实际情况存在差

异，北大西洋环流比之前认为的更加

多变。我们需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些模

式会低估 AMOC的减弱程度。这可能是

因为北极地区实际融化的冰川比当前

估测的更多，从而导致更多的淡水进

入 AMOC 系统。”英国雷丁大学的乔

恩·罗布森（Jon Robson）博士说道。 

在 4月 11日同一期《自然》杂志

上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德国波茨

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科学家通过分析

气候模式数据和过去的海表温度数据

也发现，自 1950年以来，受全球不断

变暖的影响，AMOC 一直在快速减弱。

这两项新研究互为补充，既有长期视

角，又有对最近十年 AMOC 的变化深入

细致的阐释，并且共同证明了当前的

AMOC 异常微弱。索恩纳利说道：“在

小冰河期和近几十年以来，AMOC 均在

减弱，这两个时期的共同之处就是他

们均处于气候变暖和冰川融化的时期。 

《自然》2018年 4月 22日 

 

 

 

新研究开发交互式地图可显示全球气候变化状况 

近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科学

家在《美国气象学会公报》上发表研

究称，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交互式地

图，籍此学生或研究人员可以比较世

界上任何地方的气候。 

该地图采用的数据来自五十年来

从全球五万个国际气象站收集的公共

气象数据资料。从交互式地图中研究

人员可以看到两极之间的温度和降水

变化。研究发现，赤道周围的热带地

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是因为

温度变化，而是月降水量变化导致的。

该地图显示出气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变化，气候多样性也是如此。”该研

究作者之一托马斯·斯蒂芬斯基说道。 

利用 WorldClim 公共数据库中的

月气候数据，研究者开发出这种直观

的视觉化方式，籍此科学家可以分析

世界各地气候模式和气候变率随时间

的变化规律。此外，研究人员利用该

地图还可以查看全球哪些地区随着时

间的推移发生了最剧烈的气候变化，

包括北极变暖等。“当人们想到气候

变化时，他们会首先想到全球变暖，

但气候有许多组成部分，包括降水等。

人们经常将温度和降水分离开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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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的数学模型包括两者。”斯蒂

芬斯基解释道。 

“该地图在比较和对比没有关联

或地理上相隔遥远的地方时特别有用，

因为每个月的天气因季节变化可能差

异很大。例如，美国辛辛那提和意大

利的东北部城市维琴察在全年的气候

条件上都很相似，我们在这两个地方

可以体验到同样的季节更替。”该研

究主要作者之一帕维尔·内泽尔说。 

ClimateEx 主要是一种教育工具。

利用 ClimateEx 可以很容易就获得某

些问题的答案，比如世界哪些地方的

气候与休斯顿的相似？在哪里可以找

到一个气候像佛罗里达州一样宜人的

地方？ 

该地图还可以帮助预测哪些地区

的气候对龙卷风等极端天气气候的发

生 更 为 有 利 。 内 泽 尔 表 示 ：

“ClimateEx 可以轻松搜索出未来气

候变化可能导致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发生的地点。用户只需指出龙卷风

目前频繁发生的地区，而 ClimateEx

就可以找到 50年后气候将有利于龙卷

风生成的所有地点。” 

“气候总是在变化，但其通常是

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发生变化，今天的

气候与五十万年前的气候有所不同，

这不足为奇，但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

气候变化是在 100 年时间尺度上的，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斯蒂芬斯基说

道。 

气候变暖意味着大气中有更多的

能量。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发

现，这正在导致风暴和长期干旱发生

的频率增加，且有加剧之势。自工业

革命以来，化石燃料燃烧等人类活动

正不断导致地球变暖。“如果你在一

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上审视气候变化，

你不会太担心。但是如果你在几十年

的时间尺度上看到这样巨大的变化，

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大问题。”斯蒂芬

斯基说道。 

该地图可以帮助制定未来城市化

空间发展的长期战略规划，有助于为

可能出现的灾害风险做好准备。此外，

由于该地图很容易使用和理解，普通

人也可以用它来制定旅游计划或搬迁

决策。 

《美国气象学会公报》2018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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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冰川融化极快出人意料 

一项新研究对南极冰盖进行了考

察，发现南极冰川正以极快的速度消

退，这或将导致海平面上升。该研究

称，南极可能很快超过格陵兰岛，成

为海平面上升的“罪魁祸首”。 

一些最新的报告显示，受气候变

化影响，到 2040年北极海冰可能会全

部融化。与北极相比，南极一直被认

为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其冰层融化速

度较慢，也没有呈现规律性融化现象。

但这项新研究则显示，南极冰川正以

极快的速度消退，不仅水上部分在变

小，其水下部分也在消融。 

冰川只有小部分位于海面上，大

部分都隐藏在水下。上方漂浮的冰架

与下方固定冰盖之间的分界线被称为

接地线，研究人员往往通过观察接地

线，来确定冰川融化的规模与速度。 

如果接地线以下的冰川消退，会

造成海平面上升。随着接地线的收缩，

冰川底部的阻力会进一步降低，其限

制海平面上升的能力则进一步减弱。 

科研人员通过长达 7 年的卫星数

据积累，创建了一幅南极洲水下地图，

绘制了接地线并研究它们在南极周边

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令研究人员感

到震惊：温暖的海水已导致南极海底

附近的冰盖明显萎缩。最近 5 年，一

些南极冰山的冰层已经在水下融化，

有的则断裂后漂流入海。2017年夏天，

一个巨型冰山从拉森 C 冰架断裂后进

入海洋。 

南极洲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水库。

如果南极冰川融化，或将显著提高全

球海平面。这对于一些岛国和沿海城

市而言，或许将是灭顶之灾。 

中国海洋报 2018年 4月 24日 

 

 

 

不同气候稳定目标对海平面上升极端事件的影响 

2018 年 3月 15 日，《环境研究快

报》期刊发表题为《21 世纪和 22世纪

1.5℃、2℃和 2.5 ℃气候稳定目标对极

端海平面的影响》的文章，估计了不

同气候情景下风暴潮和其他极端海平

面事件的发生频率。研究指出，到 2150

年，与 2℃情景相比，全球温度上升

1.5℃可避免约 500万人的居住地被永

久淹没。 

海平面上升极端事件可能导致沿

海洪水发生，《巴黎协定》设定的温

度稳定目标对减轻沿海洪水风险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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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IK）和

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利用全球潮位观测

网络数据，评估了在全球地表温度比

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1.5℃、2℃和 2.5℃

的情景下，海平面上升极端事件发生

频率的差异。 

结果显示，在全球地表温度升高

1.5℃、2℃和 2.5℃的情景下，预计全

球海平面平均高度将在 2100年分别升

高 48cm（28～82cm，90%概率分布区间）、

56cm（28～96cm）和 58cm（37～93cm）。

与 2℃情景相比，全球温度升高 1.5℃

可在 2150年避免约 500万人的土地被

淹没，其中包括目前居住在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的 6 万人。该研究还预测了

历史上十年一遇、百年一遇和五百年

一遇的海平面上升极端事件的发生频

率。结果显示，与 2℃情景相比，全球

温度升高 1.5℃将在 2150 年使美国东

部地区历史性百年一遇海平面极端事

件的发生频率增加量减少一半，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减少幅度较小。 

全球变化研究信息中心 2018年 4月 1日 

 

 

 

海平面上升将致低洼岛屿最快 2030 年无法居住 

据英国《每日邮报》4 月 25 日报

道，新的研究表明，由于受海平面上

升和驱动浪带来的洪水影响，低洼的

热带岛屿可能在 30 年内无法居住。 

专家警告说，太平洋和印度洋环

礁上的淡水储备将因气候变化受到严

重破坏，无法再为人类提供淡水来源。

科学家预测，到本世纪中叶，适合饮

用的地下水将完全消失，届时这会到

达 一 个 临 界 点 ， 而 包 括 塞 舌 尔

(Seychelles)和马尔代夫(Maldives)

这样的度假天堂在内的岛屿最早可能

在 2030 年就受到影响。 

来自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和夏

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2013 至 2015

年间把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夸贾林环礁

(Kwajalein Atoll)上的罗伊-纳穆尔

岛(Roi-Namur Island)作为他们的研

究地点。 在人口稠密的环礁岛屿上，

主要的淡水来源是雨水，雨水渗入地

下，形成新的地下水并漂浮在更稠密

的海水之上。据预测，海平面上升会

导致暴雨和其它波浪上升并淹没地势

低洼岛屿，即所谓的“过度冲刷”。

这个过程使环礁上的淡水不再适合人

类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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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利用各种气候变化情景来

预测海平面上升和驱动浪引发的洪水

对该地区的影响。科学家预测，根据

目前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率，到 21世

纪中叶，大多数环礁岛每年都会出现

过度冲刷现象。从本世纪 30年代到 60

年代，由于可饮用地下水的流失，人

类大多数地方的居住环境会变得更加

困难。研究人员警告称，这很可能需

要岛上居民搬迁或对新基础设施进行

重大财政投资。 

水文专家认为，过度冲刷会导致

海水渗入地下，污染淡水含水层。同

时专家提醒，在明年风暴到来之前，

今年晚些时候的降雨并不足以冲刷掉

海水，为岛上补给水源。马绍尔群岛

(Marshall Islands)共和国在 29个环

礁岛上拥有 1100多座低洼地区，是数

十万人的家园。海平面在热带地区的

上升率最高，那里有数以千计的低洼

珊瑚环礁岛屿。 

“当人类无法获得大部分环礁岛

上的可饮用地下水时，据预测，这一

临界点不迟于 21 世纪中期就将到达。

此类信息既是评估多重危害的关键，

又是减少风险、提高环礁岛在全球范

围内复原能力的首要任务，”该研究

的主要作者兼美国地质勘探局的库尔

特 斯托拉齐(Curt Storlazzi)博士补

充道。这项研究的全部结果发表在“科

学进步”杂志上。 

环球网科技综合 2018年 4月 26日 

 

 

 

美国科学院发布对 NCA4和 SCOCCR2 的审查报告 

2018 年 3月 12 日，应美国全球变

化研究计划（USGCRP）的要求，美国

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科学院发布了

《第 4次国家气候评估报告》（NCA4）

和《第 2 次国家碳循环状况报告》

（SCOCCR2）2份报告草案的审查报告。

预计最终的 NCA4 和 SOCCR2 报告将由

USGCRP在 2018年发布。 

在《第 4次国家气候评估报告（草

案）审查》报告中，科学委员会指出，

NCA4草案准确地描述了21世纪美国发

生的和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与影响科

学。经过适当的修订，NCA4 草案可以

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为广泛的受众

提供宝贵资源。为加强 NCA4并提高其

覆盖广泛受众的能力，科学委员会建

议：①提供更多示例来描述私营部门、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政府采取的行动，

以说明为解决气候变化影响和相关风

险所做的努力。②加强各章之间的联

http://tech.huanqiu.com/discovery/2018-04/119230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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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更好地捕捉气候变化影响的相

互关联性。NCA4 草案中详细描述美国

区域气候变化影响的章节在表达气候

变化的复杂性方面非常有效，主要是

因为讨论了这些相互关联的影响。应

对气候变化对特定部门（如建筑环境、

能源、生态系统和沿海地区）影响的

章节将受益于对气候变化复杂性的关

注。③明确自第 3 次国家气候评估以

来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尤其是新兴科

学、影响和新的应对行动案例。 

在《第 2 次国家碳循环状况报告

（草案）审查》报告中，科学委员会

指出，SCOCCR2草案丰富地描述了当前

对整个北美碳循环动态的科学认识。

改进建议包括：①提高各个章节和图

表中碳源、碳汇描述方式的一致性。

②澄清评估地理范围的模糊性。③重

点关注具体描述从新研究中获取的重

要发现。④扩展对有效管理碳源、碳

汇机遇的讨论。 

全球变化研究信息中心 2018年 4月 1日 

 

 

 

WMO 发布《2017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 

核心提示 

•2017 年成为有记录以来全球灾

害性天气和气候事件经济损失最为严

重的一年，据评估高达 3200 亿美元。 

•2017 年，全球海面平均温度在有

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中位列第三，海

水升温将改变全球鱼类资源的分布，

进而改变渔民捕捞作业版图。 

•2017 年，全球海洋酸化的趋势在

持续加剧。海水 pH 值逐年下降，已由

20世纪 80年代初的 8.1下降至最近 5

年的 8.04～8.09。 

•2017 年，北极海冰覆盖面积是有

卫星记录以来的倒数第二，并已连续 4

年创下历史最低水平。南极海冰覆盖

范围全年都处于或接近纪录低点。 

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17

年世界气象组织全球气候状况声明》。

《声明》显示，2017 年是有记录以来

的 33个最暖年份之一，也是有记录以

来灾害性天气和气候事件造成损失最

严重的一年。 

《声明》突出强调了极端天气对

于全球粮食安全、经济发展、人类健

康和人口迁移的巨大影响。同时世界

气象组织还对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海

洋热量增加、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

等指标进行深入研究，为应对全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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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特别是海洋领域面临的严峻

问题敲响警钟。 

灾害频发 经济损失高达 3200 亿美元 

2017 年，北大西洋异常活跃的飓

风季、印度次大陆严重的季风洪水、

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国持续的热浪袭

击，以及非洲东部一些地区的重度干

旱等极端天气及灾害，使这一年成为

有记录以来造成经济损失最为严重的

一年。据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一项评

估数据显示，2017 年全球灾害损失总

额高达 3200亿美元。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2017 年，全

球平均气温比工业革命前上升了

1.1℃。全球近 5年的持续高温，已导

致海平面上升、海冰减少、海水酸化

等诸多问题，进而引发了飓风、洪水

等各类气象灾害。 

2017 年的飓风季，大西洋共发生

17次命名风暴和 10 次飓风。其中，美

国共遭受 3 次 4 级风暴的袭击。飓风

“哈维”“艾尔玛”和“玛利亚”给

美国造成的损失总额高达 2650亿美元。

飓风季不仅给美国带来了有史以来最

惨重的损失，也重创了多米尼克等加

勒比小岛屿国家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成

果。据世界银行估测，飓风给多米尼

克造成的损失总额为 13亿美元，相当

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224％。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飓风是由气候

变化直接引起的，但科学家称在大西

洋观测到的所有飓风中，其频率和强

度的异常可能都与气候变化有关。 

2016年，气象灾害致使 2350万人

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的一项数据

显示，从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非洲仅索马里因极端干旱已导致

了 89.2万人被迫迁移。 

极端天气还严重影响各国特别是

一些亚洲国家及地区的农业生产，进

而危及食品安全。此外，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

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影响尤为严重，

并警告说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1℃，

将会极大削减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

率。 

海水升温 改变鱼类资源分布 

2017 年，全球海面平均温度虽比

前两年略有下降，但仍在有记录以来

的最高温度中位列第三。特别是热带

西太平洋和亚热带南印度洋海域，海

面温度相比1981-2010年均高出0.5～

1.0℃。此外，海洋热含量在 2017 年

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 

相关监测显示，2017 年澳大利亚

东海岸近海连续第二年高于平均海面

温度，导致大堡礁出现了严重的珊瑚

白化。由于海水温度升高，与珊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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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生关系的微小海藻将会减少，从

而加剧珊瑚白化，甚至导致珊瑚死亡。 

据卫星监测显示，澳大利亚北部

海岸的卡波尔蒂亚湾最先出现珊瑚白

化。由于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该

海域水温曾飙升至 34℃，然后海水向

东通过托雷斯海峡，最后流入大堡礁。

加之昆士兰地区强烈的阳光照射，又

进一步加剧了珊瑚白化。在西太平洋

其他海域，如关岛、密克罗尼西亚群

岛附近，也都相继出现了相当规模的

珊瑚白化现象。 

海水温度上升不仅会破坏海洋植

物的生长，还会改变全球鱼类资源的

分布，导致越来越多种类的鱼游向更

深、更冷的水域，从而改变全球渔民

捕捞作业的版图。2017 年，研究人员

就首次在位于新西兰西南端的峡湾地

区发现了鲷鱼（一种原生活在热带海

域的食用鱼）。据分析，若这一趋势

持续下去，随着众多海洋生物向高纬

度迁徙，将导致热带地区可捕捞鱼类

不断减少，迫使作业船队前往更远的

海域，最终增加渔业捕捞成本。对于

许多地处热带地区的国家来说，当地

水域鱼类种群及数量的减少，将影响

当地居民的食物来源，威胁其食物供

应安全。 

海洋酸化加剧 威胁沿海经济发展 

据统计，每年大气中有超过 30%

的二氧化碳被海洋吸收，而大部分溶

解的碳都会集聚在海洋浅水层中。当

浅水层冷却，海水会变得更咸、密度

更大，从而将溶解的碳带到海洋深处，

导致海水的 pH值降低，海洋酸性增加。 

《声明》显示，全球海洋酸化的

趋势在持续加剧。自 20 世纪 80 年代

末有海水酸碱度记录以来，海水 pH值

开始逐年下降，已由 80 年代初的年代

初的 8.1 下降至最近 5 年的 8.04～

8.09。 

pH 值降低会对海洋生物产生严重

影响。近 10年的观察数据表明，海水

酸化会直接影响珊瑚礁的生长、水产

养殖鱼类和海产品的质量，以及一些

关键生物的存活和钙化，而这些变化

会在食物链中产生连锁反应，进而影

响沿海经济发展。 

如今，海洋酸化已被认为是全球

第三大环境问题，在给海洋生物生存

带来极大挑战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影

响人类的生活环境。 

面对海洋酸化不断加剧的形势，

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沿海国家都

已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和治理行动，以

抑制海洋酸化。例如，2008 年，欧洲

委员会启动了“欧洲海洋酸化计划”。

201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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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学委员会和国际科联海洋科学委员

会联合发起建立了“海洋酸化和生态

系统效应观测网”；同年 6 月，国际

原子能机构成立了海洋酸化国际协调

中心。 

“两极”海冰缩减 影响全球气候环境 

2017 年，南北极地区海冰覆盖范

围远低于 1981-2010 年的平均值。观

测数据显示，去年北极海冰的冬季最

大值为卫星记录中的最低冬季最大值，

而夏季最低值则为有记录以来的第 8

个最低值。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冰雪

数据中心日前发布公告称，截至 2018

年 3 月 17 日，北极海冰覆盖面积为

1448 万平方公里，是有卫星记录以来

的倒数第二，北极海冰覆盖范围已连

续 4年创下历史最低水平。 

南极地区的海冰覆盖范围也不容

乐观，去年全年都处于或接近纪录低

点。 

海冰面积的缩减会对天气模式、

动植物生活环境以及当地人类社区等

带来一系列的影响。研究人员指出，

南北极冰盖就如同地球的两个空调机，

其减少势必会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

导致极端天气的出现。此外，海冰融

化还可能改变航运路线，并影响海岸

侵蚀和海洋环流。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将与其附属

研究机构进一步加强对冰冻圈的监测

与研究，以应对极地地区特别是北冰

洋地区出现的复杂变化及其对人类与

环境造成的影响。 

中国海洋报 2018年 4月 10日 

 

 

 

英国发布 1990-2016 年国家温室气体统计 

2018 年 3月 29 日，英国商业、能

源与工业战略部发布了《1990-2016年

英国温室气体国家统计报告》，主要

结论包括：①2016 年，英国温室气体

排放量为 468 Mt CO2e（百万吨二氧化

碳当量），比 2015 年下降 5%，比 1990

年下降 41%。②2016 年，英国二氧化

碳排放量为 379 Mt CO2e，比 2015 年

下降 6%，比 1990年下降 36%。③英国

正 在 稳 步 实 现 第 二 个 碳 预 算

（2013-2017年碳排放上限为 2782 Mt 

CO2e）。④运输部门是对 2016 年英国

温室气体排放贡献最大的行业（26%），

其次为能源供应（25%）、商业（17%）、

居民生活（14%）、农业（10%）、废

弃物处理（4%）和其他行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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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2015-2016年，能源供应行业的温室

气体减排幅度最大。 

全球变化研究信息中心 2018年 4月 17日 

 

 

 

区块链或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秘密武器” 

气候专家认为，区块链在清洁能

源经济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可帮助拥

有屋顶太阳能的家庭出售电力，不同

企业之间可借此交易碳信用额度，并

使政府更容易追踪温室气体排放。 

区块链就像一个数字账本，同时

存在于属于同一网络的每台计算机上，

并且每次交易后账本都会更新。由于

账本分布式储存在每台计算机上，因

此难以入侵。此外，由于用户不需要

银行来验证其交易，因此可以更快地

开展业务。 

区块链的主要诉求就是安全、快

速、高效，可用于验证任何类型的交

易，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场景中也适

用。 

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就

是能源系统高度集中，而减少污染的

技术总体来说则不是。随着太阳能电

池板的价格不断下降，更多的人将利

用太阳能屋顶发电，拥有屋顶太阳能

的家庭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多余电力卖

出去。目前，在许多地区，他们可以

将剩余的电力卖给电力公司。美国布

鲁克林一家创业公司——LO3 Energy

试图利用区块链去除中间机构，使得

屋顶太阳能业主可以将剩余电力拍卖

给该街区的公寓住户。 

区块链也可以用来简化碳交易。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制定“总量管制

和交易”规则。各国政府在限制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的基础上，通过买卖行

政许可的方式来进行排放。在此上限

内，各公司将分配到一定的排放量，

他们也可以出售或购买额外的额度。

如果一家公司的碳排放量低于排放许

可量，它可以将剩余的份额出售给另

一家公司。 

目前，IBM正在与中国的能源区块

链实验室合作，通过区块链简化中国

的碳交易流程，使不同企业之间可以

直接互相转让配额，而无需政府去核

实这些交易。区块链使整个流程透明

化，允许监管部门和企业对交易进行

监督。“区块链技术有望成为有效控

制碳排放的重要手段，这对一些碳排

放大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能源区

块链实验室首席战略官曹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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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只是区块链的其中一个应

用，它还可以用于众筹可再生能源项

目，或是创造激励人们减少能源消耗

的应用程序等。“需要注意的是，利

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的绝大多数事

情，也可以通过中心式计算机系统来

完成，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区块链是否

提供了更有效或更民主的方式来解决

这些问题。”经济专家布雷特·斯科

特说。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区块链将如何

发挥作用仍有待观察，该技术尚处于

初始阶段。但专家表示，区块链可用

于追踪碳排放量、减少污染并进行清

洁能源交易，使得减排更加快速、高

效、透明。 

Nexus Media 2018年 4月 11日 

 

 

 

微软应用人工智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给人类社会带

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同时也破坏了

环境。当前，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丧失、水资源匮乏和粮食生产可持续

性等是全球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据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称，近年来全球地

表温度快速上升，在有历史记录以来

的 136 年中 18 个最暖年份里有 17 个

发生在 2001 年以后，只有 1998 年例

外。 

人工智能的变革潜力在许多领域

已经可见，比如精准医疗、交通运输、

公共安全、服务用机器人、教育和娱

乐等。在气候变化方面，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也有助于解决许多相关问题，

比如发展清洁能源、智能交通、智能

城市和家庭，实现可持续生产和可持

续的土地利用。 

2017 年 7 月，微软发起“地球人

工智能”计划，旨在将人工智能应用

于四大环境风险领域，即气候变化、

农业、生物多样性和水资源等相关领

域。2017年 12月，微软承诺在未来五

年内投入 5000万美元用于发展该计划。 

在挪威，微软公司正在与 Agder 

Energi和 Powel AS等电力相关公司合

作创建一个更加有效、灵活和智能的

电网，从而实现节能，并且更容易将

可再生能源与电网整合起来。通过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双方正在努力用智

能电网取代常规的电网。美国能源部

称：“智能电网可以视为引入电力系

统的互联网，与互联网一样，智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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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将由控制装置、计算机、自动化等

新技术和设备共同组成，但这些技术

将与电网一起对快速变化的电力需求

作出数字化响应。” 

农业用水占世界用水量的近 70%。

到 2050 年，随着全球人口继续攀升，

预计用水量将增加 55％才能满足全球

对粮食的需求。 

在农业灌溉领域，新西兰一家灌

溉和用水管理公司 WaterForce与法国

施耐德电气公司携手通过微软的

Azure 物联网平台一起开发了一种工

具——SCADAfarm。这是一个集成的自

动化信息管理平台，能够随时随地在

任何设备上让农民对系统状态和性能

进行实时监控，以实现更好、更快的

决策和更有效的灌溉。该工具能够远

程监控、管理和分析用水量，从而可

将用水量减少 30％，并且在作业区域

可将能源效率提升 50％。 

此外，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无法

应对气候变化和需求上升的问题，这

也是人工智能大有可为之处。2016年，

微软与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开

展合作，利用机器学习为印度安得拉

邦的农民推出了一款播种应用。借助

该应用，农民可以收到关于播种、整

地、施肥等建议的短信。试点项目的

结果显示，该地区每公顷的平均产量

增加了 30％。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电力'，利用其潜力可以帮助人类和

我们居住的星球带来可持续的发展。”

普华永道公司在 2018 年 1 月发布的

《地球第四次工业革命》报告中如此

写道。 

纳斯达克官网 2018年 4月 18日 

 

 

 

联合国环境署发布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 

近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领衔发布了《2018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

投资趋势》报告。报告指出，截至 2017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年投资额已连续 8

年超过 2000亿美元。中国可再生能源

发展异军突起，投资额比 2016年增长

31%，达到创纪录的 1266 亿美元，成

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 

在海洋能源领域，报告指出，2017

年全球海洋能源发展“有喜有忧”。

这一年，对于全球海上风电的发展具

有里程碑意义：世界上第一座浮动风

电场建成，欧洲海上风电装机量创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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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新高。然而，这一年全球海洋可再

生能源投资呈现停滞态势，降低研发

成本和提高技术稳定性成为各国走出

海洋能源开发困境的重要途径。 

可再生能源投资：中国“一枝独秀” 

报告指出，2017 年全球可再生能

源总投资额同比增长 2%，达到 2798亿

美元（不包括大型水电）。其中，仅

中国一国的投资额就达到 1266亿美元，

占据全球投资总额的一半左右。 

与中国相比，2017 年欧洲可再生

能源投资额却创历史新低，仅占全球

投资总额的 15%。英国对于绿色能源的

投资额度跌幅最大，与 2016年相比骤

降 65%，至 76亿美元；德国下跌 35%，

至 104亿美元；日本下跌 28%，至 134

亿美元；美国下跌 6%,至 405 亿美元。 

但总体来说，2017 年全球可再生

能源发展呈积极态势，推动了世界能

源版图的转变。报告指出，去年，风

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

全球发电总量的比例从 2016 年的 11%

上升至 12.1%，相当于减少了约 18 亿

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其中，太阳能发电前所未有地成

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的主导。

全球范围内，2017 年太阳能装机容量

增长达 98吉瓦，远远超过其他可再生

能源、化石能源以及核能等发电技术

的净增量。太阳能投资的大幅上涨主

要得益于中国的强力推动。去年，仅

中国就新增了 53吉瓦装机容量，占全

球新增装机容量的一半，投资额同比

增长 58%，达到 865亿美元。 

海上风电：欧洲“领跑全球” 

报告指出，2017 年各沿海国家对

风能的日益重视，推动了海上风电的

发展，使其迎来发展的良机。 

2017 年各国致力于在风电研发领

域生产更大的涡轮机、降低海上风力

平台成本以及发展浮动涡轮机等。此

外，制造商和开发商还越来越多地利

用“大数据”来改进风电场的设计和

性能。 

目前，欧洲 11个国家共拥有 4000

多台海上风机，总装机容量 15.8吉瓦。

2017 年，欧洲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达到了创纪录的 3.15 吉瓦，增长率为

25%，其中英国新增 1.68 吉瓦，德国

新增 1.25吉瓦。 

相关专家预测，到 2019年，欧洲

海上并网风电装机量将达到新的高度。

这主要得益于英国 2016年被延迟的第

三期 400 兆瓦项目、德国默克风电场

以及比利时伦特尔和北滨风电场等，

都将在今年完成并网发电。据估计，

到 2020年，欧洲海上风电装机总量将

达到 25 吉瓦。2018-2020 年，全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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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电市场将主要集中在英国、德国、

比利时、荷兰和丹麦。 

到 2021 年和 2022 年，欧洲每年

海上风电并网发电量预计将新增 3.1

吉瓦和 3.2 吉瓦。2021 年，法国首批

海上风电项目或将并网发电，届时法

国将成为继英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风

电市场。 

报告指出，浮动式海上风电平台

是全球海上风力发电的前沿研究领域。

它可以在更深、更远的海域推动涡轮

机运转，进而实现发电。2017 年全球

浮动风电装机容量达到创纪录的 42兆

瓦，是先前总装机容量的 5 倍。据彭

博新能源财经分析师预测，到 2020年，

全球浮动风电的年装机容量将达到

175兆瓦。 

2017 年，世界上首座浮动式风电

场开始运行。该风力发电场位于苏格

兰阿伯丁郡彼得海德附近海域，是世

界上第一个装配有 5 台涡轮发电机组

的浮动风电场，由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建造，可为 2 万户家庭提供电力。该

浮动风电场的每座电塔重达 1.15万吨，

有 58层楼高，电塔上每个叶片长达 75

米，几乎和空中客车的翼展长度相当。

根据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资料，该电

场平均风力容量系数达 65%，远高于美

国陆上风电平均容量系数的 37%，同时

也高于一般的海上风电场。 

资金投入：海洋能项目研发“止步不

前” 

海洋可再生能源是可再生能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波浪能、潮

汐能、海水温差能和盐差能等。近年

来，随着国际社会对保障能源安全、

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

的日益关注，加快开发利用海洋能源

已成为各沿海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共识。 

然而该报告显示，2017 年，全球

在海洋能源方面的投资表现并不尽如

人意。在可持续能源投资中，风能和

太阳能两大能源领域的项目投资占了

投资总额的 97%，而海洋能源、地热能

源等仅占 3%。在各国绿色能源的所有

研发领域中，只有对海洋领域的研发

投资额停滞不前。 

针对当前海洋能源的发展现状，

报告指出，各国在研发海洋能源时，

要进一步关注成本的降低和稳定性的

提高。 

近几年来，由于相关公司破产及

前期投资者缺乏承担海洋设备风险的

能力，相关研究一直止步不前。最突

出的例子要数全球对于波浪能发电的

研发，2005-2015年，相关技术开发商

共募集超过 5 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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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然而波浪能发电的巨大不稳定性

和技术风险使得该领域技术研发一直

停滞不前。 

相比波浪能，2017 年全球对潮汐

能的开发获得了较大进展。潮汐能发

电就是使用水下涡轮机，从强大的潮

汐流中捕获能量。2017 年下半年，多

个 1.5 万千瓦的潮汐发电示范项目在

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等国海域

建成使用。当前，相关国家已开始研

发新一代潮汐能发电装置，研究人员

希望新的设备能够产生更多的电力，

花费更少的安装和维护成本，并可实

现多个涡轮机同时运转。 

中国海洋报 2018年 4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