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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能源进展缓慢 难以遏制全球变暖 
 

国际能源署（IEA）在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低碳能源的

发展进度过于缓慢，很难遏制全球变暖。 

 由于目前发电仍以燃煤为主，各国政府也未能增加清洁能源的投

资，许多顶尖的气候领域科学家表示，本世纪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2℃

以内的目标可能难以实现。 

 该机构负责人 Maria van der Hoeven称：“尽管国家领导人间举

行了很多次的会谈，在过去 10 年间可再生能源也经历了大发展，但

现今供应的每单位能源还是与 20年前一样的脏。” 

    根据另一份彭博社近期的报告，由于经济紧缩，各国税收优惠政

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在今年一季度

降至四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国际能源署（IEA）的报告显示，2000 至 2010 年十年间，燃煤

发电量增长了 45%，而同期的非化石燃料发电量只增长了 25%。世界

能源消费依赖化石燃料，使得碳捕捉和封存（CCS）技术成为关键，

但全球至今没有该技术的商业运作。碳捕捉和封存（CCS）技术是将

二氧化碳捕获并深埋地下。国际能源署曾设想该技术应在削减全球碳

排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预测 63%的煤炭发电厂将在 2050 年前采

用该技术。然而，全球至今只有 13个大型的碳捕捉和封存（CCS）技

术试点项目在建或者正在运作，每年碳存储能力大约仅为 6500万吨。

而这样的存储能力只能满足 2020年一个季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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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核电站的建设进度远远落后于目标， 2012年全球生物能源的

生产也陷入停滞。国际能源署（IEA）表示，各国的政策以及欧盟的

碳排放交易体系（ETS）需要得到进一步加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发展清洁能源技术。 

    报告也提到了一些积极信号，包括 2011年到 2012年之间，太阳

能光伏和风能技术还是分别有了 42%和 19%的增长。 

 

韩俊编译，摘自英国卫报网站 

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3/apr/17/clean-energy-progress-global-warming 

 

 

 

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排放 

可减缓海平面上升 
 

据估计，全球海平面正在以每年 3毫米的速度上升，更有最新的

研究报告称到本世纪末，世界海平面或将上升 1米。这将严重威胁到

岛屿及沿海城市。 

美国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采取措施削减 4 种“短期气候污染

物”的排放，将大大减缓本世纪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速度。 

  所谓“短期气候污染物”，是指炭黑、甲烷、对流层臭氧和某些

氢氟碳化合物。与二氧化碳等能维持几个世纪的长期温室气体相比，

“短期气候污染物”在大气中停留时间较短。 

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在《自然-气候变化》

月刊上发表论文称，如果从现在起就削减上述 4 种“短期气候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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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排放，到 2050 年能将全球温度升高水平降低一半，而到本世

纪末，将能使海平面的升高水平减少 22%至 42%。 

研究人员还警告说，如果推后到 2040 年才削减这些气候污染物

的排放，那么对海平面升高的遏制效果将要降低三分之一。 

研究负责人、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维拉巴德兰·拉马纳坦

（Veerabhadran Ramanathan）在一份声明中说，仅仅降低大气中二氧

化碳浓度是不够的，还需努力减少这些“短期气候污染物”的排放；

这样，才能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减缓海平面上升。 

 

钱晶晶编译，摘自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04/14/short-lived-climate-pollutants_n_3081019.html 

 

 

 

南极冰川融化速度达 600 年前 10 倍 
 

近日一项研究发现南极冰川夏季融化速度是 600年前的 10倍。 

英国南极考察队及澳洲国立大学的科学家，在南极半岛北端附近

钻取 360米深的冰芯，以测定过去的温度。对冰芯的研究结果显示，

六个世纪前温度最低，冰川融化最缓慢。相比之下，如今的温度高出

1.6摄氏度，冰川融化速度是当时的 10倍。 

澳洲国立大学艾布兰博士表示，当他们研究这块冰芯时，能看到

清晰的冰层，显示出冰雪融化而后重新冻结的次数，从而建立起档案，

观察冰雪融化在过去 1000 年如何发生变化。结果显示，冰川融化最

快的时期就是最近这 50 年，而最缓慢的时期是 600 年前，此后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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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倍的速度在加快，而最近这 50年的融化速度急剧加快。 

艾布兰博士还指出，即使温度上升幅度微小，也会产生很大的影

响。在过去 50 年，发生了许多变化：冰架崩塌、冰河流动加速、大

量冰体流失等等。科学家们认为，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夏季冰

川融化。这都证明了，即使温度小幅度上升也能造成冰川融化骤增，

这才是令人担忧的一点。随着气候变暖，夏季温度正越来越接近零度

融化临界点，哪怕温度只是高一点点，也会带来大量的冰川融化。 

 

金晓芳综合编译 

 

 

 

气候变化将威胁全球葡萄酒生产 
 

之前曾有研究显示因为气候变化，各地的葡萄酒品质与之前有了

很大差异。日前，最新的研究预测，由于气候变化，世界优质葡萄酒

产区的葡萄酒产量将下降三分之二。酿酒的葡萄是最挑剔的农作物之

一，对温度、降雨、阳光等气候因素的变化极为敏感。 

  到 2050 年，法国波尔多和罗纳河谷、意大利托斯卡纳、美国加

州纳帕谷、智利等地葡萄酒的产量将出现急剧缩减。波尔多、罗纳河

谷、托斯卡纳地区葡萄酒的产量将下降 85%，澳大利亚将下将 74%，

美国加州 70%，南非开普地区 55%，智利 40%。 

同时，这也意味着原先不太适宜葡萄种植的地区将适宜种植更多

的葡萄品种，像欧洲北部、英国、美国西北部、中国中部的山区等。

这反过来也将产生一系列潜在问题。一些地区尚未开发，有的还是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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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物保护区。葡萄种植者也将面临一定的挑战。 

保护国际组织（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的资深科学家李

汉娜（Lee Hannah）说，“气候变化将形成新的葡萄酒产区分布。一

些品种在目前的欧洲葡萄酒产区种植将变得尤为困难。但这并不是说

不能种植了，通过灌溉和进行专门的投入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但种植

成本会增加很多。” 

 

钱晶晶编译，摘自英国卫报网站

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3/apr/08/climate-change-wine-production 

 

 

 

气候变化影响所罗门群岛作物 
 

由于气候变化，所罗门群岛的居民将被迫改变他们的粮食生产及

消费习惯。 

气候变化造成该国部分地区土壤贫瘠，这是影响传统作物生产的

一个原因。一些主要以红薯作为主食的土著居民不得不寻找更多可持

续的食物来源。 

所罗门群岛农业畜牧业部常任秘书长弗兰克·威科姆（Frank 

Wickham）表示，政府正试图帮助社区调整他们的耕作体系。他指出，

红薯是受影响最大的作物。作物受影响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贫瘠的

土壤，这些土壤所承担的人口压力以及强降水。而强降水就意味着红

薯不能充分长大。他们将引进多样化的作物，让大家不完全依赖于红

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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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畜牧业部已在所罗门群岛做了各种评估，想通过增加作物种

类、改善土壤肥力来适应耕作体系。他们想通过推广有机种植的方法

实现种植新作物，比如更耐雨的红薯、芭蕉、香蕉、芋头及木薯等。

弗兰克·威科姆（Frank Wickham）表示，尽管作物多样化生产需要

一些时间，但这意味着有销售剩余产品的机会。 

 

金晓芳编译，摘自澳大利亚 ABC新闻网 

http://www.abc.net.au/news/2013-04-18/an-climate-change-changes-food-in-solomons/4636602 

 

 

 

气候变暖致野兔脱毛无法及时匹配环境 

 

对于野兔而言，“时尚”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话题。虽然彼得兔

可以逃到洞里躲避狐狸，但是它的堂兄弟野兔却要依靠“伪装”融入

周围环境躲避追捕。但是一项新研究显示，随着气候变暖，野兔的伪

装“技巧”可能无法跟上生活环境改变的步伐。 

    野兔会季节性地脱毛，冬天穿上白色外套，夏天露出斑驳的棕色

皮毛，从而帮助自己掩蔽起来不被捕食者发现。10 年以来，美国蒙

大拿大学野生动物生物学家 L. Scott Mills 致力于落基山脉雪靴野

兔研究，他发现这种动物正在变得更醒目。Mills开始在棕色环境中

发现白色野兔。 

 气候变化可能是主要原因，这种动物可能在错误的时间开始从土

褐色变成雪白色，反之亦然，这样一来，它们就变成了饥饿捕食者的

目标。于是，气候变化让野兔的保护色皮毛从救命的伪装变成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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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年里，Mills 及同事在蒙大拿西部的一个地点每年选择 50 只野

兔装上无线标签进行监测。这 3 年的气候极具代表性：2010 年十分

温暖，冰雪覆盖时间仅 160 天，而 2011 年却相反，是有记录以来最

冷的年份之一，冰雪持续存在了 190天。每周，研究人员都试图找到

所有标记动物，并分析它们的毛色与生活环境的匹配程度。 

 野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能力改变颜色变化的时机或持续时间从

而与不断减小的积雪覆盖面积相匹配，Mills和同事在近日发表于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论文中提到，这种动物换毛的时间相对固

定——10月 10日和 4月 10日。“无论地上是否有雪，这种换毛都会

发生。”Mills说，“它们亟须拥有加速或刹住颜色转换的能力。”Mills

研究小组还使用十几种气候模型预测了该研究区域 2050年至 2099年

间的气温和冰雪持续时间，结果显示，到本世纪中叶，冬季可能缩短

一个月，到本世纪末，可能缩短 2 个月。这样一来，到 2050 年，野

兔与环境不匹配时间就长达 36天，到 2099年再翻一番。 

 

冯春华编辑，摘自科学网站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3/4/271900.shtm?id=27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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