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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
《 气候变化 2001 ： 综合报告 》 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IPCC）《第 三 次评估报告》的第四卷 。 它由
综合报告本身、 IPCC 三个工作组的决策者摘要和技术总结及有关附录组成。
IPCC 评估旨在回答下述有关问题：

由于人类活动，地球气候发生变化了吗？
根据预计，未来气候将如何变化？

面对不同程度的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变化，农业、供水、 生态系统、沿海基础设施和人类健康的脆弱性是
如何表现的？

各类适应气候变化或减少影响气候的气体排放的措施，会产 生怎样的技术、经济和市场潜力？

《气候变化 2001 ：综合报告》为我们提供了 一份包含在《第三次评估报告》中的有关政策但又不属政策
规定的综合性信息 。 该报 告 还归纳了所有以前批准和通过的阐述范围广泛的有关关键性政策的 l PCC 报告 。

因此本报告对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尤为有用，并可作为环境研究、气象、生物、生态和大气化学课程的主要或
补充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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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解释

中央：以亚洲为中 心 的 地球： 由国家航空和航天局 C NASA ) EOS-Terra 卫星上的中等分辨率分光辐射谱仪 C MODIS ）成像，陆
面空间分辨率为 1 km ，时间是 2001 年 5 月和 6 月 ； 云层取自 EOS-Terra GOES 8/10, GMS-5 和 Meteosat 5/7 的遥感资料：
海冰根据 MODIS8 天的资料合成；迭加的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形资料显示地形。由 Reto St ckli 科学系统和应用公司以及设在

NASA 戈达德空间中 心 的显象和分析试验室成像。
右 ：俄罗斯雅库特共和国勒拿河 三 角洲，由 Landsat - 7 卫星在 2000 年 7 月 27 日中午两次成像，由挪威勘测局和

GRID-Arendal 用红外通道获取各类地貌的自然色 。
左下 ：“瀑布群” （ 泰国 ） 。 Topham/UNEP/Waram』 n Chutchawantipakorn 提供照片。

左上 ：“寻找生命之水” （ 印度 ） 。 Topham/Ur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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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IPCC ）由tit 界气象

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以及解决人类所致的气候

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署（ UNEP ）于 1988 年共

变化现有的和规划中的技术和政策能力。本报告扼

同组建，其目前的职责是：

要地探讨了 一 系列多边环境公约互相关联的特性。

从科学、影响和经济学的角度评估日前所了解
的气候变化情况，以及评估气候变化的各项减
弱和／或适应方案。
根据要求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缔约方大会（COP）提供咨询。

IPCC 白建立以来，己发表了一系列的评估报告
(1990 、 1995 和 2001 ）、特别报告、技术报告和各类

方法，如《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该指南已成为
参考标准，并为各国决策者、科学家和其他专家及
学生广为采用。

本综合报告汇总了四卷本的《第二次评估报告》
(TAR ）。它专门阐述了决策者关注的有关 UNFCCC

报告吸收了世界各地区数百名在过去及日前参与了
IPCC 过程的专家的工作。作为 IPCC 的传统，本报
告的编撰首先依赖于这些来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领
域的专家的奉献、热情和合作。

我们借此机会向所有的 IPCC 报告和技术报
告的作者和评审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同样
也感谢 IPCC 主席团、 l PCC 秘书 Sundararaman

博士及他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和三个工作组技术支持
处的工作人员。我们感谢为 IPCC 托管基金做出贡
献，并提供了专家和其他形式帮助的各国政府和组

织。 IPCC 在吸收大量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
专家一起参加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托管基

金为他们参加 IPCC 会议提供了资助。

第 2 条的问题，诸如人类在多大程度 …七已经影响以
及在将来还会如何影响全球气候，气候变化对生态

我们感谢 IPCC 主席 Robert T. Watson 博士为
完成 TAR 工作所提供的指导。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G.O. 卫 Obasi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执行主任
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总干事

K. Topfer

目 lj

吕

本综合报告，包括决策者摘要，是政府问气候

变化专业委员会（ IPCC ）《第 三 次评估报告》（ TAR)

问题 2 评估了自工业革命前期以来观测到的气
候和生态系统的变化，可能的话，确定其原因。

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的部分。报告归纳汇总了 IPCC
批准和／或通过的各类材料，以便决策者和其他

问题 3 和 4 评估了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和硫酸盐

人员对各国政府提出并经 IPCC 同意的问题做出

气溶胶初级粒子对气候，包括变率和极端事件

响应 l 。报告旨在协助各国政府单独地和集体地制定

及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变化的影响（不考虑具

对策，以适应和减弱由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的威胁。

体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

综合报告主要以 i PCC 三个工作组对 TAR 的贡

问题 5 讨论了气候、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
的惯性以及减缓和适应产生的影响。

献为基础，但也应用了 l PCC 早期的评估、特别报

告和技术报告。报告采用问答形式，分两部分：一

问题 6 评估了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对气候、

部分为决策者摘要，另一较长部分则对各国政府提

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近期和长期影响。

出的问题展开做了回应。决策者摘要参考引用了长
报告的一些段落，而长报告则标出了作为回应的文
献的出处，即以前批准和通过的各工作组的 TAR 报
告的决策者摘要和章节以及 i PCC 早期的报告和技

术报告（见附后的交叉文献术语）。
IPCC 第十五次全会（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1999 年 4 月 15-18 日）正式确定了批准决策者

问题 7 评估了温室气体减排的近期和长期行动

的技术、政策和成本。
问题 8 确定了气候变化、其它环境问题和发展
间的相互作用。

问题 9 总结了最可靠的发现和主要不确定性因素。

我们借此机会感谢：

摘要的程序并通过了综合报告的平衡问题。综合
报告及其决策者摘要的草稿由一批参与起草 TAR
的主要作者负责撰写，并供政府／专家同时评审。
在 i PCC 第十八次会议（英国，文布利， 2001 年 9
月 24-29 日）批准／通过前，最后一次将修改稿分送

各国政府。
综合报告由 9 个与政策有关的问题组成：

核心写作组，他们负责本报告的起草并认真 地
补充内容和最终定稿；

IPCC 主席团其他成员，他们承担了审稿 If乍：
各工作组的主要作者协调组成员和各主要作者，

他们协助发起了起草工作：
三 个工作组的技术支持处领导和工作人员，尤
其是 David

问题 1 阐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 条论述的公约的最终目标（即哪些成分构成

气候系统“危险的人为干扰”？）并且为将气

候变化问题纳入持续发展提供了 一个框架 。

Dokken, Maria N oguer 和

Paul

van der

Linden ，他们提供了后勤和编辑方面的支持：
设在挪威 Arendal 的 GRID 办公室的领导和工
作人员，尤其是 Philippe Rekacewicz ，与写作

组合作处理综合报告中的图表；
IPCC 秘书处工作人员，他们处理了大量的行

I

见 http: //www.ipcc.ch 有关编写、评审 、批准、接受、通过和
出版 IPCC 报告的程序 。

政事务 。

包含决策者摘要的综合报告在此以单卷本出版，同

还可在 http://www.ipcc.ch 网士Lt 上获驭。

时出版的有各工作组为《第三次评估报告》提供的
决策者摘要和技术总结，以及一份综合详尽的术语

IPCC 主席

表。综合报告巳译成 i PCC 的其它语种，它们是阿

R.T. Watson

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不ri 西班牙文。综合报告
也分成单独的小册子出版，它们有各工作组的决策
者摘要、技术总结和术语表。《第二次评估报告》的
一至四卷英文本有印刷木和数字化的光盘版，同时

IPCC 秘书

N. Sundararaman

－－卢.. .. ..

~ 综合报告引用的 IPCC评估
以下综合报告中有关段落

SPM

决策者搞要

《 第三次评估报告 》 第一工作组部分

丁S

技术总结

《第主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部分

ES
GP
TP

执行总结

Qx.x
WGITAR
WGllTAR
WG 川 i TAR
SRES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SRLULUCF

土地利用 、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别报告

SRT丁

技术转让的方法学与技术性问题特别报告

SRAGA
DES GP
IPCCTP4
IPCCTP3
WGIJ SAR

航空和全球大气特别报告

《第二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部分

发展 、 平等和持续性指导报告

建议的G02排放限制影响技术报告
稳定大气温室气体 ： 物理 、 生物和社会经济影响技术报告
第二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部分

指导文件
技术文件

决策者摘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的评估

·＊＇摘要于叫2001 年 9 月 24-29 日在英国文布利召开的政府向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JPCC） 第四次全会上批
准，反映了 IPCC 就其各工作组提交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中有关的主要发现、不确定性所达成共识的正式观点。

本摘要基于由下列作者完成的草稿：

Robert T. Watson, Daniel L. Albritton, Terry Barker, lgor A. Bashmakov, Osvaldo Canziani, Renate Christ,
Utrich Cubas-ch, Ogunlade Davidsont, Habiba Gttay, David Griggs, Kirsten Halsnaes, John Houghton,
Joanna House, Zbigrnew Kundzew1cz, Murari· Lal, Nel'I Leary, Christopher Magadza, James J. McCarthy,
John F.B. Mitchell, Jose Roberto Moreira, Mohan Munasinghe, Ian Noble, Rajendra Pachauri, Barrie
Pittock, Mjchael flrather~ Richard可 G. Richels, John B. Robinson, Jayant Sathaye, Stephen Schneider, Robert
Scholes ，丁homas Stocker, Narasimhan Sundararaman, Rob Swart, Tomihiro 丁aniguchi, D. Zhou ，以及许多
IPCC 的作者和编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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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坐立

引言

根据 1997 年 9 月 22 日和 25-28 日在马尔代夫召开的 IPCC 第 13 次全会的决定
以及其他后续的决定， IPCC 决定：
将综合报告作为第 三 次评估报告的一部分；

综合报告将提供在第 三 次评估报告中与政策相关、但并不是政策性信息的综合
和汇总，同时也将利用早先已被通过和接受的那些涉及广泛的、关键性的、与
政策相关、但并不是政策性问题的 IPCC 报告：

报告中的这些问题是基于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磋商后提出的 。
以下九个问题以各国政府提出的建议为基础，并且在 1999 年 4 月 15-18 日在哥

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召开的 IPCC 第 15 次全会上得到批准。

问题 1
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分析究竟在哪些方面能有助于确定《联合国

问题 1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所提及的“气候系统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构
成是什么？

自然、技术和社会科学对子确定哪些成分构成“气候系统危险的人

＠ 蝇题飞

为干拔，’提供了所需的实质性的信患和证据o 然而，这种决策是一种价

值判断，它可以在考虑诸如发展、公平、可持续性、以及不确定性和风

险下，通过一个社会政治进程来决定。
鉴于气候变化的颐和速率都很重要，因此确定“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构成的

。 问题 1.2

基础会随着区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并取决于当地的特点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后果，

以及可获得的对付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能力 咱 没有一组普遍适用的最佳政策，相
反，既考虑到针对 一 系列可能的未来世界所采取的不同政策措施的力度，也考虑到

将这些特定的气候政策与更为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相结合的程度，这将是重要的。

第三次评估报告 UAR ） 对这些作为决策者确定哪些成分构成气候系统危险
的人为干扰 n 的新的科学信息和证据进行了评估a 首先，报告提供了 一 个有关未来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温度、降水和海平面的全球和区域变化模式及速率、以及极

端气候事件变化的新的预测。同时报告也审查了海洋环流和主要大冰原突发的、不
可逆转的可能性。其次，报告提供了气候变化对生物物理和社会一经济影响的评估，

涉及到：独特的易受威胁系统的风险：有关极端气候事件的风险：影响的分布：总
体影响：以及大规模、严重影响事件的风险 。 第三，报告对采取减缓措施实现将大
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同水平的潜力进行了评估，并提供了有关适应性措施
如何能够减少脆弱性的信息 。

2

l I附 第三次评估报告

。 问题 1 刊

问题 1

有关气候变化的一个综合观点就是要考虑贯穿所有部门的因果链的完整循环的

。 问题口

动态过程 〈 见图 SPM- 1) ，， 第三次评估报告提供了涉及图 SPM-1 所有四个象限，新

的、政策相关的信息和证据。《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CSRES ）的其中一个主要贡献就
是探讨了替代发展道路与其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而第三次评估报告所进行的初步

工作就是将适应与减缓选择向发展道路相联系的。但是由于现有知识尚欠完整，第
三次评估报告并没有形成 一个完整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 。

气候变化的决策制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在普遍存在不确定性下的渐进过程 。 决

。 问题协

策的制定必须处理包括非线性风险和／或不可逆转变化在内的不确定性，需要平衡
其他不足或过火行动所带来的风险，也包括对可能出现的（环境与经济）后果、这
种后果出现的可能性以及社会对风险的态度进行仔细考虑。

气候变化

\D _)>

温度上升
海平面上升

降水变化

干旱与洪水

祀民

E弓’

人类和自然系统的影
粮食与水资源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人类居住区
人类健康

适应

排放与浓度

法郎

宫室

图 S叫一1 ：气候变化一一种综合框架 。 t 图是关 于人为气候变化的 一种综合评估框架的示

。问 题 1 即

意简图 。黄色 箭 头表示图中所示四个象限之间的因果循环，而蓝色箭头表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社
会响应。参见图 1 - 1 标题对这种框架的一个解释性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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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行

气候变化问题是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中的一部分 。 因此，只有当气候

。 问题 1 .9-10

政策始终如一地纳入到更为广泛的、旨在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国家和区域发展道路的

战略设计中时，这种气候政策的效果才能够得到加强 。 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气候变
动和变化的影响、气候政策响应及其社会一经济发展将影响 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能力。相反，对这种目标的追求也会反过来影响气候政策成功的机会，尤
其是不同发展道路的社会一经济和技术特点将强烈影响排放量、气候变化的速率和
程度、气候变化影响、适应能力和减缓能力。

第三次评估报告评估了各种减缓和适应选择的时间、机会、成本、效益及其影

。 问题 1.11

响的现有信息 。 报告表明，无论是一个国家单独采取行动，还是与其他国家合作行
动，都存在着既能降低减缓和适应的成本，又能获得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效益的
机会。

问题 2
自从前工业化时期以来，地球气候变化的证据、原因和后果是什么？

问题 2

(a ）前工业化时期以来，地球气候在区域或全球尺度上变化了吗？如果是，

；在观测到的变化中，哪些（假设有）是人类影响造成的？哪些（假
设有）可以被归结为自然现象？这种原因判别的基础是什么？
(b ）前工业化时期以来，特别是过去 50 年，气候变化对环境、社会、经
济的影响怎样？

前工业化时期以来，地球气候系统在全球和区域尺度上出现了可以

。 问题 2.2

证实的变化，其中部分变化可归咎于人类活动 。
前工业化时期以来，人类活动增加了大气中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浓度 。 在 20 世
纪 90 年代，大气中主要人为温室气体（如 二氧化碳（ C02 ）、

。 问题 2.4-5

甲：院 CCH4 ）、氧化

氮 CN20 ）手n 对流层臭氧（ 03) ）的浓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主要是由

化石燃料燃烧、农业和土地利用的变化引起的（见表 SPM-1 ）。人为温室气体造成
的辐射强迫是正的，其不确定性范围较小。气溶胶直接影响的辐射强迫是负的而且

较小，但气溶胶对间接影响的负辐射强迫却较大，而且没有很好量化。

不断增加的观测勾画了一幅关于正在变暖的世界和气候系统其他方面变化的综

＠ 问题 2.6

合图景（见表 SPM斗） 。
从全球看，在仪器记录时期 (1861-2000 ) , 20 世纪 90 年代很可能是最暖的十
年， 1998 年很可能是最热的一年 （ 见框 SPM-1) 。 在过去 1000 年中， 20 世纪北半
球表面温度增暖可能比其他任何 一 个世纪都快（表

SPM-1 ）。在南半球， 1860 年以

前的资料不充分，无法将最近的增暖和过去 1000 年的变化进行比较。全球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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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2.7

问随 ··~ I ’问y』盟 2

快缎带摘要

I 20世纪地球犬气、 气候和生物系统的变化。

表 SPM-1

指标

a

观测到的变化
心 j、

←’－－－－－－－－阳－－－』＿＿，句句句－－－－－－－－、－－』句句句向句』句自句向阳－－句向自叩－』－呵呵』吨－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大气C02浓度

1000年到 1750年280ppm, 2000 年 368pprn （增加 31 土 4% ）。

陆地生态圈 C02交换

1800年到 2000年积累源大约 30 Gt C ；但是在90年代，净汇大约为 14 士 7 Gt C 。

大气甲：院浓度

1000年到 1750年 700p帅， 2000 年 l 750ppb （增加 151 士 25%）。

大气氧化亚氮 CN20 ）浓度

1000年到 1750 年 270ppb, 2000年 316ppb （增加 17±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对流层臭氧浓度

从 1750年到 2000年增加 35 土 15% ，各地区不同。

平流层臭氧浓度

从 1970年到 2000年下降，各经度和纬度不同。

大气HFCs,

近50年全球性增加。

PFCs 和 SF6浓度

一

全球表面平均温度

在 20世纪增加了 0.6 士 0. 2 ℃：陆地表面温度上升大于海洋（非常可能）。

北半球表面温度

20世年纪的升能温大于过去 1000年以来任何世纪， 90年代可能是过去 1000年以来最热的

地面温度日较差

一

｜－（可）。

一

炎热日子／热指数
一

寒冷／霜冻日
陆地降水

←－－一’－－－－

两
陆地上 1950年到 2000年下降，夜间最低温度的上升速度是白天最高温度上升速度的
倍（可能〉。

上升（可能）。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0世纪几乎所有陆地区域都下降（非常可能）。

20世纪北半球增加了 5%-10% （非常可能），虽然在 … 些地区有所下降，如北非

和西非，以及地中海的部分地 区。
严重降水事件

北半球中 、高纬地区增加 （可能）。

干旱频率和严重性

几区个干地
旱区的夏频季率变
和干强度，干增旱加道了 多（可能〉。近几十年一些地区如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
哇〉

．框 S旺1

｜信度和可靠tot.ill.盟

。 问题 2 框 2-1

在适当时候，第三次评估报告的作者们给出了信度水平，这是依据他们检验的观测证据、模拟结果和
理论对某 一 结论的有效性所做出的集合判断。以下在整个TAR综合报告中使用的描述性词语与第 一工作
组的发现有关：事实 k 是确定的（结果真实的机率大于 99% ）；很可能的（ 90-99%机率〉：可能的（
66-99%机率〉：中度可能的（ 33-66%机率〉：不可能的（ 10-33%机率〉；很不可能的 (1 一 10%机率〉；

极端不可能的（机率小于 1% ）。明确的不确定性范围〈±〉是一个可能的范围。
与第二 工作组发现有关的信度判断是：很高（ 95%或更大），高（ 67-95% ），中（ 33-67% ），低（ 5一
33% ），很低（ 5%或更小）。第三工作组没有对其发现给 i封信度水平 。

变化不是均匀的，它随地区而变化，大气下部的不同水平也不 …样。

新的、更强的证据表明，过去 50 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增暖可以归咎于人类活动 。

。 问题 2.9-11

检测和原因判别研究均发现了过去 35-50 年气候记录中的人为信号证据。这些研究考
虑了自人为硫酸气溶胶和自然因子（火山和太阳辐射〉引起的辐射强迫上的不确定

性，但不考虑其他人为气溶胶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这段时期中，硫酸气溶胶和
自然强迫是负的，不能解释增暖；多数研究发现，在近 50 年里，仅仅由于增加的温

室气体引起的增暖的速率和幅度估计值与观测到的升温值相当，或比后者 田各大 。在
近 140 年中，当把如图 SPM之中所示的所有人为和自然强迫因 子都考虑、上 时，模式

模拟与观测的一致性也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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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P!t:」 J 20 世纪地球大气、气候不叫物系统的变址 i乳
指标

观测到的变化

生物和物理指栋

全球平均海平面

20 肚纪平均每年上升 a!J2mm 。

河流和湖泊冰盖持续时间

20世纪北半球中和高纬度地区减少了大约两个星期（非常可能） 。

北冰洋冰 盖的范围和厚度

最近几十年，夏末到秋初变薄了 40% （可能） ' 1950年以来春天和夏天范围减小了
10-15% 。

非极地冰川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一一

20 世纪以来大范围内缩小 。

雪盖

自 60年代全球卫星观测开始，面积下降 10% （很可能） 。
永久冻土

在极地、亚极地和山地一些地区解冻、变暖和退化 。

厄尔尼诺事件
在过去 20 到 30年中，与之前 100年相比，更频繁、持久和强烈。
二

一一一

一一－－·－·－－·－－－·－－－－－－

生长季节

在北半球，特别是在高纬度地区，过去 40年中每十年大约变长 1 到4夭。

植物和动物范围

植物、昆虫、鸟类和鱼类向极地和高海拔移动 。

繁殖、开花和迁徙

北半球植物开花更早、鸟类抵达更早、繁殖季节日期提前，昆虫出现日期提前 。

珊珊礁漂白

频率增加，特别是在厄尔尼诺事件中。

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气候相 关的经济损失

I---俗－伞

过图2去一i~年。中观，测扣到除的通上货升膨趋胀势因部素分，与全社球会经的济可因比损素有失上关升，部了分个与气数量候变级化有（见关问。 题2

a 该表提供了主要观测到的变化的例 子 ，而不是详细的清单 。 它包括由 于人为引起的变化，以及可能由 于 自然变化或人为引
起的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变化 。 这里报 告 的信度水平 是在相关工作组进行过评价的 。 综合报告 中的 一个相似的表提供了对第
一和第二工作报告的交叉参考 。

海平面、雪盖、冰面积和降水的变化与地球表面正在变暖的气候是一致的 。 这

＠ 问题 2. 12-19

方面的例子有：更活跃的水循环及其更多的严重降水事件和降水时间的改变、非

极地冰川的广泛退却、海平面的升 高和海洋热容量的增加、雪盖和海冰面积及厚
度的减小（表 SPM-1 ）。例如， 20 世纪的增暖很可能已经对观测到的海平面上升产

生了显著影响，这主要通过海水热膨胀和l 陆地冰的广泛消融未达到。在目前的不确
定性范围内， 20 世纪观测和模拟是 一致的， 二者均缺乏海平面上升的显著加速过程。
从 1978 年到 2000 年，南极的海冰范围无法证明发生过变化。此外，还存在相互矛

盾的分析或数据不足的问题，无法评估热带和热带以外的气旋以及中纬度地区的严
重局地风暴活动是否发生了变化。 一 些观察到的变化是区域性的，一些可能是由于

内部气候变率、

自然强迫或区域性人类活动的影响，而不能单单归咎于全球性人类

的影响 。

观测到的区域气候变化影响了许多物理和生物系统 ， 同时有初步证
据显示，社会和经济系统也受到了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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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2.20 ＆ 问题 2.25

决策高摘要

问题 2

模拟的 1860年以来温度上升和实际观测到的上升的比较
以摄氏度计的温度异常

以摄氏度计的温度异常

1. 0

0. 5

0. 5

0. 5

0. 5

0. 0

0. 0

0. 0

0. 0

-0. 5

一0 .

一0.

5 -0. 5

模拟结果

观测结果

一 现泪lj 结果

-1. 0

1850

1900

5

模拟结果

-1.0 -1. 0
2000
1850

1950

=--1. 0

1900

1950

2000

以摄氏度计的温度异常

1. 0

1. 0

1 结：强Jli.
0. 5

0. 5

0. 0

0. 0

-o. 5

-o. 5
回

模拟结果
观测结果

一1.

0
1850

1900

1950

- 1. 0
2000

国 S 叶2 ：模拟地球的温度变化 CoC ），并将模拟结果与观测的变化进行比较，可以帮助了解

。 问题 2 [!J

2-4

主要变化的原因 。 气候模式可以用来模拟源自自然和人为因子的温度变化。（ a ）中灰色带所代表

的模拟值是仅用自然因子强迫的结果，即只考虑了太阳变化和火山活动。他）中灰色带所代表的

模拟值是用人为强迫民子得到的，即考虑了混室气体和硫酸盐气溶胶。（ c ）中灰色带所代表的模
拟值则是既考虑自然因子，也考虑人为因子的出的变化。从（ b ）可见，加入人为强迫后可以初步
解释过去一个世纪温度变化的主要部分，但模拟和观测值最接近的结果来自于（ c ），因为此时自
然和人为影响因子都考虑了。这些结果说明，所包括的强迫因子对于解释观测到的变化是的，但
这并不排除其他强迫可能也起作用的可能性。

近来的区域性气候变化，特别是温度的升高，已经给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水文系

。 问题 2川4

统、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影晌 （ 见表 SPM-1 ）。 在这些系统 1 内观测到的变化，
在各种各样的地点具有连贯性，并且与预期的区域性温度变化的影响在方向上一致。
观测的与期望的变化方向

（没考虑变化幅度）

相同这一事实仅仅是随机发生的可

能性很小。

l 对主要来自北 美 洲、欧洲和南极地区的 400 种植物和动物进行了 44 项区域性研究，时间跨度
约为 20-50 年还对涉及世界多数地区的 100 多 个物理过程进行了 16 项区域性研究，时间跨度约为
20-15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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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气灾害和区域气候变异有关的社会一经济损失上升，说明对气候变化的脆

。 问题 2.25-26

弱性正在增加 。 初步的指示表明， 一 些社会和经济系统受到近年来增加的洪水和干
旱的影响，由灾害性天气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显著增加。然而，由于这些系统还受

到其他社会一经济因素（如人口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定量评价气候变化
（人为或自然的）和社会一经济因素造成的相对影响是困难的。

问题 3

问题 3

在第 二 次评估报告中（ TA R ）所使用的 一一 系列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

目前关于未来 25 、 50 、和 1 00 年的区域和全球的气候、环境以及社会经
济的后果（其预测中未考虑政策介入的影响）所了解的程度？
尽可能地评价 ：

预计的大气浓度、气候和海平面的变化：
气候和大气组成的变化对人类健康、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及

社会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和水）的影响及其经济成本和效益；
适应性选择的范畴，包括成本 、 效益以及挑战 ：

区域和全球尺度上，与影响和适应有关的发展、持续性和平等问题 。

所有的 IPCC 排放情景预测，在 21 世纪二氧化碳浓度、全球平均表
面温度，海平面高度都将增加 2

。 问题 3.2

0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C SRES ）中六个例证的情景预测 ， 到 2100 年 C02 的浓度将
达到 540 ～ 970 ppm ，而其在工业化前和 2000 年却分别约为 280 ppm 和 368 ppm 。

。 问题
?

不同的社会一一经济假设（人口、社会、经济和技术）会导致未来不同的温室气

体和气溶胶的排放水平。更进 一 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目前汇过程的延续性
（碳汇）和陆地生物圈的气候反馈程度，将使每个情景 2100 年的浓度变异范围达

到” 10 ～＋30% ，因此，总的变化范围为 490 ～ 1250ppm （比 1750 年工业化前的浓

度高 75 ～ 350% ）。六个例证的 SRES 情景所预测的 2100 年主要的非 C02 温室气体
的浓度变化很大（见图 SPM-3 ）。
根据 SRES 排放情景 ， 不同的气候模式预测认为全球平均地面气温在 1990 ～
2100 年期间将升高 1.4 ～ 5.8 ℃，较 20 世纪观测到的变暖中值高大约 2-10 倍，预
测到的变暖速率，根据古气候资料，极可能在最近的至少 1 万年内都是史无前例

的 。 所预测的温度升高幅度与基于第二次评估报告（ SAR ）中 6 个 I S92 情景的温
度升高 1.0 ～ 3.5 ℃的范围更大。较高的预测温度和更大的变化幅度主要是由于，相
对于 1992 情景， SRES 情景所预测的 二 氧化硫 CS02 ）排放较低。在 1990 ～ 2025 年

和 1990 ～ 2050 年期间，预计温度将分别增加 0.4 ～ 1.1 ℃和 0.8 ～ 2.6 ℃。到 2100
年，对于同 一 排放情景，地面气温对不同的气候模式的响应，相当于同 一 种气候模

2 气候变率、极端事件、突发 ／ 非线性变化的预测在问题 4 中讨论 。

8 I IPCC 第 三 次评估报 告

。 问题 3.6刊 问题 3.11

问题 2 :1 问题 3

决策者摘要

式基于不同的 SRES 排放情景预测的变化范围。医］ SPM-3 表明最大的 SRES 排放情

景预计引起的温度增加最大。几乎所有陆地的升温极可能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特

别是冬季的北部高纬度地区。
预计 21 世纪全球平均年降水量会增加，但在区域尺度上降水的增加和减少都

。 问题 3.8 ＆ 问题 3. 12

有可能，主要介于 5% ～ 20% 之间 。 高纬度地区无论在夏季和冬季，其降水可能都
将增加。北部中纬度地区、热带非洲、南极的冬季以及亚洲南部和东部的夏季，预

计降水也会增加。而澳大利亚、中美洲和非洲南部的冬季降水将会持续减少。在平
均降水预计增加的大多数地区，年际间的降水量变化极可能也较大。
预测在 21 世纪冰川将继续大规模退缩 。 预计北半球的覆雪、永久冻土和海洋

。 问题 3.14

冰面的范围将进一步减小。南极冰盖的数量可能会增加，而格陵兰冰盖的数量可能
会减少（见问题 4 ）。
根据 SRES 所有情景的范围预测，全球平均海平面高度在 1990 ～ 2100 年期间

将上升 0.09 ～ 0 . 88 米 ， 但区域间的变异十分明显 。 海平面上升主要是由于海洋的
热膨胀以及冰川和冰帽的融化。预计

1990 ～ 2025

以及

。 问题 3.9 ＆问题 3.13

1990 ～ 2050 年间的海平

面上升高度分别为 0.03 ～ 0.14 米和 0.05 ～ 0.32 米。

预计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既有有利的影响也有不利的影

。 问题 3. 15

晌，但是气候变化的幅度越大、速率越快，不幸lj 影响的主导地位越明显 。
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越多以及相关的气候变化越严重 ， 不幸lj 影响的危害性就越

。 问题 3. 1 6

大 （ 中等可信度） 。 而气候的小量变化，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影响是有利的，但这种
有利的影响会随着气候变化幅度的增加而减小。相比较而言，随着气候变化程度的
增加，许多已经确认的－些不利的影响在范围和严重程度上将会增加。从区域的角
度来看，预计不利影响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将占主导地位，尤其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总体来讲，预计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会增加，特别是对低收入人口，他

。 问题 3. 17

们主要分布在热带 ／ 亚热带国家 。 气候变化能够直接影响人类健康（如减少温带国

家的冷胁迫而增加其热胁迫，在洪水和暴风雨中丧生），和通过改变疾病传染媒介

（如蚊子） 3 的范围、水生病原菌、水质量、空气质量、食物供给能力和质量而间接
影响人类健康（中高可信度）。当地的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会强烈地影响实际
的健康水平；而日，社会的、制度的、技术的以及行为适应措施的采纳水平也会减弱
对健康的危害程度。

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升高预计会改变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 ， 一些脆弱

。 问题 3.1 阳

性物种灭绝的风险增加（高中可信度） 。 因火灾、旱灾、虫灾、外来种侵入、暴风

雨以及珊湖礁白化等干扰而造成的对生态系统的显著破坏作用预计将增加。囚气候
变化引起的胁迫，当与其他胁迫共同作用于生态系统时，会使 一 些独特的系统和 一

些濒危物种受到严重的威胁性破坏或完全灭绝。 C02 浓度增加将会使植物的净初级
生产力增加，但是，气候变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扰动规律的变化可能会使净初级生产
力增加或减少（中等可信度）。 一 些全球模型预计，在 21 世纪的前 50 年，陆地生
态系统对碳的净吸收将会增加，但是随后会稳定或降低。
已经对 8 个案例进行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5 例疤疾， 3 例革登热 。 7 个案例利用 基于生物和过程的方
法，一个案例机遇经验和统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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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特和濒危系统的风险
极端气候事件j垂成的风险
影响的分布
综合影响
未来大规模突发事件的风险

---- AlT
AlF

-

A2

-

Bl
B2

-

IS92a

A2

Bl

B2

云意线与情景的组合描述了 一 个组成非常

B l 的示意线和情放组合描述了 一个趋于 一 致的

B2 的 示牵线 和情 最组合 描述了 一个重点集 rj I 于

一 的世界，主要主题是 h 给向足以及地方

世界，在世纪中叶，全球人 U 达到顶峰后 JF 始

经济、社会和l 环境持续发展的地方性方案。随

呆护。区域之间的生产力非常缓慢地趋于

下降，这同 A l 示意线 … 样 ： 但经济结构趋向于

着低于 A2 速 卓 的持续性的全球人口增长，

进而导致持续性 的人 口增长。经济的发

向服务和信息经济方面迅速变化、材料密集程

发展则处于中等水平，与 Bl 和 Al 相比，技术变

要是地区主导型的，人均经济的增长不II 技

度 F 降、并且采用了清洁和高效资源技术。强

更的速度缓慢且种类增多。当然，情景也趋向

沂的变化较 Jl, 他示意线缓慢且苓散。

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持续性，包括增加平等

于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性，但主要强调地方和

性等方面的全球性解决方案，但排除额外的气

区域性水节的层次。

~ SPM 一3: SRES 情景下 ， 不同的社会经济假设会导致未来不同的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排放水平 。 排放又会反过来
k气中这些温室气体和 气溶胶的浓度，导致气候 系统中辐射强迫的变化。由 SRE S 情景而造成 的辐射强迫所导致 的

经济

~ 问题 3 图 3-1

哩，

9温度和海平面升高 ， 又将会造成反馈性影响。 SRES 情景中没有包括额外 的气候行动计划，也认为不存在这样 的 可 能 。 由 于 SRES 情
E第三次评估报告前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这里所提到的影响评价大多应用的是基于平衡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气候模型结果（例如 2 ×
相对较少的应用了 C02 以每年 1% 递增的渐进情景或第二次评估报告中的情景（例如 IS92 系列）。气候影响相应地也会影响到社会经

主展道路，如通过适应或减缓措施。图表上端的亮度加重部分表明，在考虑气候变化时，各个方面是如何和整体评估框架相 联系的（见
M-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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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类作物模型表明，在温带地区，温度增加较低时产量会增加，但温度增加较

综合报轩

。 问题 3.21

高时，产量将会减少 （ 中低可信度） 。 在大多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对于多数预测的
温度升高情形，预测的谷物潜在产量都会降低（中等可信度） 。 亚热带和热带旱地
农田／旱作系统中，有的地区雨量大幅度减少，对作物产量的负面影响将更大。这
些估计中包括了农民的 一 些适应性反应以及 C02 施肥的正面效应，但并未包括由于

虫害侵扰和l 气候极端事件变化而预计所增加的影响。牲畜生产者使其畜群适应由于
气候变化引起的生理胁迫的能力目前尚所知甚少。（几）度或超过几度范围的变暖
预计将使全球的粮食价格升高，而且可能使脆弱人口遭受饥饿的风险增加。
预计气候变化将加剧世界上许多水资源缺乏地区的水短缺 。 水需求 一 般随人口

。 问题 3 .22

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而增加，但 一 些国家的水需求会因水利用效率提高而减少。气候

变化预计将使世界许多缺水地区的供水大量减少（可以从预测的径流变化反映出
来），但 一 些地区的水供应会增加（中等可信度）（见图 SPM ” 4 ）。淡水质量将因水
温升高而降低（高等可信度），不过，水温升高的作用在一些地区可能会因流量增

加而抵消。
如果用国内生产总值（ GDP ）表示对市场的综合影响，在任何己知的全球平均

。 问题 3.25

温度增加的幅度内，预计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综合影晌都将是负面的（低等
可信度）；对发达国家来讲， （ 几 〉 度范围内的增温对市场的影响则有正有负（低等
可信度），温度增加超过 （ 几 ） 度 ， 对市场将造成负面影响（中低可信度） 。 该估计
一般不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事件的影响，不能解释不同的气候变化速率的影响，仅
能部分说明对市场中非贸易的物品和服务的影响，而且有一些评价仅仅针对效益并
忽略了其他损失。
海平面升高和风暴潮对居住在小岛和／或低地沿海地区人口的社会和经济影

。 问题 3.23

晌尤其严重 。 许多人类居住地面临着增加的沿海洪灾和海水侵蚀的风险，而且，数
千万居住在 三 角洲、低地沿海和小岛的人口，将面临迂移的风险。岛屿和沿海地区

人口至关重要的资源也将受到威胁，如海滩、淡水、渔业、珊湖礁和环状珊珊岛，
以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等。
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国家内的贫困人口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从而加剧

。 问题 3.33

了人们在健康状况、获取充足的食物、；争水和其他资源方面的不公平 。 气候变化将
普遍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暴露于相对较高的负面风险之下。另外，贫困和其他因子
使得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较低。

适应性可以减小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并且常常可以很快产生附加

。 问题 3.26

效益，但不能避免所有的危害 。
很多可能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措施已经被确认能够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

。 问题 3.27

响并增强其有利影响，不过，这需要投资 。 关于对这些投资的效益方面的定量性评
价以及在不同地区和实体间的变化的估计尚不完善。
更大幅度和更快速度的气候变化将比幅度较小和较慢的变化对适应性提出更大的

挑战、其破坏的风险也更大 。 自然和人类系统都已经进化出适应气候变异的能力，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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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3.28

决策有 41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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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SPM-4 ：相对于 1961 仆町的年平均径流量，预计 2050 年的年均径流量变化，其主要取

。 问题 3 即

决于预计的降雨量变化 。径流量变化是利用水利学模型进行计算的，气候情景采用了哈得雷中心
两个版本的大气一海洋环流模型 CAOGCM ）所计算出的大气 C02 有效浓度以每年递增 1% 情景
下的气候预计作为输入数据，这两个版本为（功HadCM2 集合的平均值和（ b) HadCM3 。预计高纬

度和东南亚的径流增加，中亚 、地中海地区、南非以 及澳大利亚的径流量将减少，对以仁这些预
计，哈得雷中心的数值试验之间存在f泛的 一致，而且与其他大气一海洋环流模式数值试验的降
水预计一致。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降 i萄牙口径流的变化取决于选用的情景和模型 。

此适应范围内，破坏的风险相对较低而且恢复能力较强。但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

率若超出系统系统已经能够适应的历史范围，将会增加系统对极端破坏的风险、而
且使系统不能完全恢复甚至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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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

问题 4

我们所了解的大气中温 室气 体含 量 和气溶胶‘浓度增加所 产生 的影响以

及对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和区域气候变化的预测：

a.

气候脉动的频率和幅度如何？这些气候脉动包括逐日、季节、年际和
年代际变率，如 ENSO 循环及其他 。

b.

诸如热浪、 干旱 、洪涝、暴雨、 雪 崩、风暴、龙卷风和热带气旋 等 ；这

些极端事件的生命期长度、发生地、频率和i 强度如何？

c.

在温室气体的源和汇、大洋环流以及极冰和永冻土的范围中或其他现
象中是否存在发生突变 ／ 非线性变化的风险？若有，那么这种风险能
否量化？

d.

生态系统中是否存在发生突变或非线性变化的风险？

预计气候变率将增大，一些极端事件将增多 。

。 问题 4.2-8

模式预测，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将导致日 、 季节、年际和年代际变率发生。 问题 4.3-8
变化 。 预计在许多地区日温差将下降，冬季气温的日变率减小，而在北半球陆地夏季
日变率将升高。许多模式预测在热带太平洋将出现更类似厄尔尼诺的平均状况。而对

于自然出现的海一气环流型如北大西洋涛动（ NAO ）等的频率或结构会如何变化则没
有明显的一致性。

模式预测，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将引起极端事件的频率、强度和生命期长。 问题 4.2-7
度发生变化，譬如酷热日数 、 热浪和暴雨事件会趋于频繁，而寒冷日数将减少 。 这将

导致许多地区有风险出现更多的洪涝和干旱，并对生态系统、社会经济部门以及人类

健康带来不利影响（详见表 SPM-2 ）。高分辨模拟研究显示，在一些地区热带气旋的最
大风速和雨强可能增大。而对于小尺度极端天气现象（如雷暴、龙卷风、雹线、雹暴

和闪电）将如何变化的问题目前仍缺乏足够信息。
21 世纪的温室气体强迫将在之后几十年至上千年内引起物理和生物系统。 问题 。

中发生大尺度、高影响、非线性和可能为突变的变化，其可信度范围较大 。
在物理系统和温室气体的自然的源与汇中，预计的一些突变／非线性变化可能是。 问题 4. 1 叫
不可逆的，但是关于其中包含一些过程目前还缺乏完整的认识 。 预测的这些变化的可

信度预计还将增大，并伴随气候变化的速度、幅度以及持续时间增加。这类变化的举
例包括：

土壤和植物中出现由气候引起的大的变化是可能的，而且它可以通过植物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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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摘要

问题 4

春二£＞~－：？___ I - :t 佳运至；.J1!#.!i~可是到）J毛主飞呈现誉且 L笔豆IJii[华也急差二三1~S且半
21 世纪极端气候现象的预测变化及其
可能性

｜可能影响的代表性例子 a （在一些地区发生全部达到高信度）

在几乎所有陆面最高温度 t升，酷热

｜老龄群体和城市贫困人｜二！中死亡和严重疾病的发生增多：

日数和热浪增多 b （非常可能）

｜对于家禽和荒生动物，热风险增加：

旅游景点变迁；
许多作物遭受损失的风险增加：
电力降温的需求增多且能源可供给量减少。

在几乎所有时国最低混度 t 升，寒冷

人类与寒冷有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F 降：

能）

某些害虫和疾病传播体的范围扩大、活动吏广：
加热能源需求下降。

日数、霜冻日数和寒潮增多 b （非常’可

强降水事件增多（非常可能，在许多

地区；）

许多作物遭受损失的风险减少，而其他作物遭受损失的风险增加：

川~水、滑坡、雪崩
壤流失增加；

|

什：曾多的洪水径流对

!
在中纬度内陆的大部地区夏季干燥增
多，相应的干旱风险增加，

（可能）

热带气旋最大风强度、平均和最大雨
强增强（可能，在许多地区＞ c

在许多不同地区，与厄尔尼诺事件有
关的干旱和洪涝强度增强（可能）
［也可参见下栏的干早和强降水事件］

川下物产量←F 降：
|

于土地减少使得

|

林火灾的风险增

七水资源总量减少、

l对人类生活的风险、传染性疾病蔓延的风险和其他许多风险增加：

I

1每岸流失以及海岸建筑和基础设施的破坏增加：

海岸生态系统（如珊湖礁和红树林〉的破坏增加。

在受干旱和洪涝影响的地区，农业和单位面积的产量下降；
在受干旱影响的地区，水力发电潜力下降。

在亚洲的泪带和热带地区，洪涝和干旱的程度和损失增加。
μ· ，
【们川

一
增加。

一
险增加
风失增
一

一
的损坏

一
康的破
健施的
一
一
和设统
一
活础系

一
生基态

人产岸
一

rill

一
类和生

对财海
一

…
模

式
一

一同口

强川
一

一
增性
一
度致
一
强一
的少
一
…
暴多
…
风有
度没
…

－h尸－ u

/

j

一
纬乎

Ef

一
刷

亚洲夏季季风降水变率增大（可能）

府和私人的洪灾

3 通过适当的响应措施，这些影响可以得到减轻。
b 信息来自第三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技术总结 CF. 5 部分〉。
c 热带气旋的区域分布可能会发生变化，但目前尚未出现。

壤的温室气体释放的增加以及地表特性（如反照率〉的改变反过来又引起进一
步的气候变化。
大多数模式预测海洋中温盐环流将减弱，这一减弱会导致向欧洲高纬度热输送

的减少，但没有结果表明在 21 世纪末之前温盐环流会突然关闭。然而，一些
证据显示，如果辐射强迫的变化足够大而且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在 2100 年

之后，在任－半球温盐环流都将彻底而且可能是不可逆地关闭。
在 21 世纪，南极冰盖的总量可能增加，但在持续的变暖后将可能显著减少并

且对预测的在未来 1000 年奥海平面的七升贡献高达数米。
与南极冰盖相反，格陵兰冰盖在 21 世纪总量将可能减少，并引起儿厘米的海
平面上刑。在气候达到稳定后的数以千计的时间尺度内，冰盖还将继续反作用

于气候变暖并对海平面上升产生贡献。气候模式指出格陵兰的局地变暖可能是

全球平均的 1-3 倍。气候模式预测，如果超过 3 ℃的局地变暖持续数千年，将
肯定导致格陵兰冰盖的完全融化并造成海平面上升大约 7 米。如果 5.5 ℃的局

地变暖持续 1000 年，格陵兰的贡献将可能造成大约 3 米的海平面上升。
持续变暖将加强极地、次极地以及山区永冻土的融化，使得其中许多地区易于
出现沉降和滑坡从而影响基础建设、水源和湿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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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会增加在许多生态系统中出现突变和非线性变化的风险 ， 这将影晌到

｜综合报告

。 问题 4. 17刊

这些生态系统的功能 、 生物多样性和繁殖力 。 其幅度和速度越大，负面影响的风险
就越大。举例包括：
不稳定阶段的改变和适于气候决定的习惯的地域变迁可以导致陆地和海洋生态
系统的突然崩溃，伴随着出现生物组成和功能的显著变化以及生物绝迹的风险

增加：
即使水温持续性升高仅仅 1 ℃，其自身或再加上任何其他的强迫（如过度的污
染或淤积），就可以引起珊湖喷出他们的藻类（珊珊变自）并；最终导致一 些珊
湖死亡；如果温度升高超过某 一 域值，就会影响 一 些作物的关键生长期（如水

稻不结实、玉米花粉败育、土豆块茎发育）进而影响作物产量，而域值本身是
随作物和物种的不同而变化的。

如果温度超过了关键临界值，即使持续时间很短，也会造成这些作物出现严重
的产量减产。

问题 5

问题 5

对 与气候系统、生态系统 和 社会一经济部门的变 化 及其相互作用有

关的 惯 性和 时间尺度问题 的 认识程度如何？

惯性是广泛地存在于相互作用的气候 、 生态和社会 一 经济系统中的
固有特性 。 因此 ， 气候变化在到达相应的阂值之前，其位置尚未被很好

。 问 题 5 . 1 斗问 题 5. 8 ,
问

题 5 . 10 -12 , ＆ 问题

了解，假如气候变化变率和幅度没有受到控制的话，某些人为气候变化

的影晌可能会慢慢变得明显起来，而另外一些影响可能会变得不可逆 。
气候系统中的惯性
将 C0 2 排放稳定在接近目前水平将不会引起大气 C02 浓度的稳定 ， 而在数十

。 问 题 5.3 ＆问 跑 5.5

年内稳定生命期较短的温室气体如 C凡 的排放 ， 将能使其大气浓度趋于稳 定 。 为了

使大气 C02 浓度稳定在任－一水平上都要求最终使全球 C02 的净排放降低到目前排放
水平的 一 小部分 。 所选择稳定的水平越低，需要降低全球净 C02 排放就越早（见图
SP1ι5 ）。

在大气 C0 2 和其他温室气体浓度稳定之后 ， 预计在未来的一百年或更长的时

。 相 5.4

间里近地表气温将继续以每百年零点几度升高 ， 在未来几百年里海平面会继续升高
〈 见图 SPM -5 ） 。 热量进入海洋缓慢传输和冰原的缓慢响应意味着达到新的气候平衡
态需要一段长的时间。

气候系统中的某些变化 ， 可能在二十 一世纪以后 ， 将确实是不可逆转的 。 例如，
冰原的大量融化（见问题的和海洋环流构型的根本性改变（见问题的在人类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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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5.4 ＆ 问题 5. 14刊

亡丁决策者摘要

i 问题 4 I I明 5
在C02减排后较长时间，其浓度、大气温度和海平面将继续上升

响应幅度

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

,,

,,

,,

, ,,

,, ,,
,
,,

由于冰融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
数千年

由于热膨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
数百年到 一 千年

温度达到稳定：
几个世纪

C02 浓皮 ，f.~}t:
100…－ 300 年

C02 tJI: 启立
今天

100年

图 S PM - 5:

1,000年

tE C02 减排及大气浓度稳定后，近服气温还将在一百年或更长时间内缓慢继续

。问 题 5 00 5-2

升高 。在实现 C02 排减后，海洋的热膨胀也将持续很长一段 时间，同样在数百年内冰原的融化会
继续对海平面上升产生影响。本图只是对稳定在 450 ” lOOOppm 间的任一水平的一般性描述，因此

在相应的坐标轴上没有标注单位。在这个范围内对稳定轨迹的响应表明非常相似的时间进程，然
而在 C02 高浓度情况下影响却很大。

代内将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增暖是快速的而不是渐序的，海洋环流中根本性改变的
阂值可能会出现→个较低的增暖程度上。

生态系统中的惯性

某些生态系统很快地显示出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另外一些则很慢 。 例如，珊湖

。问题 5.8 ＆问题 3 机

礁在 一 个特别温暖的季节中就会变白，而 一 些长寿命的生物体，如树木，在气候条

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还可能存活儿十年，但却无法再生 。当经受气候变化包括极端
事件的频率发生变化时，由于不同物种的响应时间不同，生态系统有可能遭到破坏。

一些碳循环模式预测，全球陆地碳净汇在 21 世纪将达到峰值，其后将达到饱和

。问 题 5.6-7

或者减小 。 当前，通过陆地生态系统造成的 C02 全球的净吸收，部分是由于植物生

长与死亡和腐烂之间的滞后所形成的。目前植物生长的增加部分是由于 C02 增加和
氮沉降的增肥效应，以及气候的变化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而造成的。随着森林逐

渐成熟，增肥效应变得饱和，以及分解赶上生长，其吸收能力将会降低。气候变化
可能将进一步降低全球陆地碳的净吸收。尽管增暖将降低海洋对碳的吸收，在大气
C02 增加的情况下，预计至少在 21 世纪，海洋碳汇将继续维持 。碳从地表到深海的
迁移要花数百年，其与 海洋沉积物的平衡要延续数千年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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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一经济系统的惯性

不同于气｛侯和生态系统，人类系统中的惯性是不确定的；它可以通过政策和个
人的选择来改变 。 实施气候变化政策的能力取决于社会、经济的结构与价值、机构、

。 问题 5.10-

技术和已经建立的基础设施问的互相影响，这一综合系统通常的演变相对缓慢。在
一 定压力下也能演变很快，尽管有时要花费较高的代价（例如，如果资本设备过早

淘汰〉。如果变化较为缓慢的话，由于技术更新或因为资本设备价值的完全贬值，可
能费用会较低。通常，在察觉到一种响应重大挑战的需求、作出规划、研究和开发
一种解决方法并予以执行之间，需要有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在早期判断基础上的

有预见性行动，可以增加这样的机会，即需要时便会得到适宜的技术。

依靠技术转让、财政支持和研究政策可以加速新技术的开发和采纳 。 由于来白

。 问题 5. 10 ＆ 问题 5. 22

目前的机构、服务部门、基础设施和可获得资源所形成的市场优势的“白保持”系

统，技术替代可能会被延误。尽早开始技术更新会降低学习曲线的费用。

惯性的政策含义
存在于气候、生态和社会一经济系统中的惯性和不确定性表明在设定避免气候

。 问题 5. 18-

20

系统的危险干预水平的战略、目标和时间表时应当考虑一个安全极限 。 例如，大气
中 C02 浓度、温度或海平面的稳定目标水平都可能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
气候系统的惯性，这将导致在采取减缓行动后气候变化仍旧持续一段时间；
有关不可逆变化可能的阔值位置及其临近｜渴值时系统行为方面的不确定性：
减缓目标的采纳和实现它的时间滞后。
类似的，适应性受到包含有确认气候变化影响、制定适宜的适应战略以及采取

适应措施的时间滞后的影响。

气候、生态和社会一经济系统中的惯性决定了采取适应措施已不可避免 ， 并且

。 问题 5. 1 阳

在某些情况下已是必须的，而惯性影响着适应和减缓战略对策的优化组合 。 惯性对
适应的后果与对减缓的后果是不同的，因为适应着重于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而减

缓更偏重于气候系统的影响。这些后果具有政策选择的经济有效和公平的组合特征。
在惯性和不确定性存在的情况下，预防战略和渐进的决策过程（渐进行动、评估和
再订正行动）可能是适合的响应对策。在惯性存在的情况下，适应或减缓气候变化

的稳妥行动是更为有效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能及早而非迟后采取行动的话，可能
会成本较低。

存在于相互作用的气候、生态和社会一经济系统中惯性的普遍性和不可逆的可
能性，是采取有预见的适应和减缓行动的主要原因 。 如果行动滞后的话，就可能失

去许多实施适应和减缓方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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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5. 24

＆ 问题 5

问题 5 ！问题 6

决策者摘要

问题 6

a)

考虑到历史和当前的排放， … 系列减排行动介入的范围程度、时间

问题 6

是如何决定和影响气候变化的速率、强度、后果以及如何影响全球
和地区经济的？

b)

考虑到气溶胶可能的影响程度，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当前水
平到加倍或更高水平（等 量 C02 计），我们从区域和全球气候、环

境以及社会 一 经济影响的敏感性研究中了解到了什么？对应于问题
3 中所考虑的 一一 系列情景，对每 一 稳定的浓度情景，包括不间的稳

定途径，相关的成本和效益进行评价，涉及如下内容：

预测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气候和海平面的变化？包括 100 年
之后的变化：
气候和大气成份变化对人体健康、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生产力以

及社会一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和水）的影响及经济成本效益；
适应对策的范围，包括成本、效益和挑战：
通过定 量 或定性地评价为避免环境危害所采取的减排措施的国
家和全球成本效益，评价如何对这些成本效益进行比较，确定

达到每个稳定水平的技术、政策和l 措施的范围；

与区域和全球尺度的影响、适应和减缓相关的发展、可持续性
及公平性问题 。

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以降低预测的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

。 问题 6.2

速率和程度 。
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越多、采取减排行动越早，气候变暖和海平面升高的幅度

。 问题 6.3

越小、越慢 。 未来气候变化是由历史、目前和未来排放所决定的。采取温室气体减
排措施和没有减排措施的情景所预测的温度变化差异在最初几十年很小，但如果继

续采取减排措施，预测的温度变化差异逐渐加大。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减少影响这些温室气体浓度的气体对稳定辐射强迫是必需

。 问题 6.4

的 。 例如，对于最重要的入为温室气体、碳循环模型模拟结果表明，要求在未来几

十年、一个世纪或两个世纪内全球人为 C02 排放保持低于 1990 年的排放水平并在
以后继续稳定减少，大气中 C02 浓度水平才能稳定在 450ppm, 650ppm, 1OOOppm

（图 SPM-6 ）。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对稳定在 450ppm 的情形下，未来十至二十年温室
气体排放将达到峰值（ 450ppmm ），而对于稳定 lOOOppm 的情形大约在一个世纪。
最终 C02 排放量将仅为目前排放量的很小一部分。不同稳定水平的效益将在问题 6

中讨论，而其成本将在问题 7 中讨论。

估算各种温室气体浓度稳定水平的增温幅度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因为气候

。 问题 6.5

19

｜综介报告

气候变化 2001

对温室气体增加的敏感性有 300% 的不确定性 40 图 SPM-7 表明最终 C02 浓度稳定水平与预测的 2100 年和平
衡状态下的温度变化范围。

对应子不同 C02 浓度稳定水平的排放、浓度和温度变化
(a) C02 排放（Gt C)
2扎

(b) C02 浓度（ppm)

，昭

l, 100

OOF

I, 000

I
ll
Dd

900

aznL

800
- nu

卢一一

700

nE

600
500

4

400

2

2050

2100

2150

2200

2250

2300

300
2000

2050

2150

2100

2200

2250

2300

(c ）全球平均温度变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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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PM-6 ：稳定大气中 C02 浓度要求切实；的排放，使排放量低于目前的水平，这样可能放
慢增温速率。

a)

C02 fl！放：利用碳循环模型预测了 WRE 情景将大气中 C02 浓度稳定在各种水平的 C02 相放
随时间变化曲线。阴影部分表明不确定性的范围。

b)

C02 浓度： WRE 情景指定的 C02 浓度水平。

c)

全球手均温度变化：利用简单气候模型估算各种 WRE 情景的温度变化。 C02 浓度稳定之后（
以黑点表示）气候继续变暖，但升温速率大大降低。假设非 CO ，温室气体排放在 2100 年前

遵循 SRES AlB 情景，之后排放水平保持不变。选择 SRES AlB 情景的理由是这个情景位
于所有 SRES 情景的中部。虚线表明预测的 S 情景的温度变化（在（ a）和（b ）部分中没有表

示出）。阴影部分表明 5 种稳定水平的气候敏感性范围的影响。右手边的彩色竖线所示为每

一种稳定情景在 2300 年的不确定性。右边菱形所示为每一种 C02 稳定情景的平均平衡状态
时的（长期）增混情况。圈中也给出了所估算的三种 SRES tcJI：二放情景的 C02 排放、浓度和

·1

C02 倍增平衡状态时的全球平均温度经常用来衡量气候 的敏感性 。图 SPM币和 SPM-7 中的温度来自
一个校准的简单模型，简单模型给出了与 一系列复杂模型相同的响应，这些复杂模型的气候敏感性范
围为 1.7°C-4.2°C 。这个范围与普遍接受的温度范围 1.5 °C-4.5 °C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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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6 图 6-1

｜决策者摘要 一

｜问题 6

根据图 SPM确示情景并假设在2100年之前非co2温室气体排放按SRESA旧情

。 问题 6 .6

景，在2100年之后排放水平保持不变，最终大气中 co2 的浓度稳定在 lOOOppm之下的

）咸排措施将使2 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增幅限制在3.5°C之内。 大气 中co2的浓度最终稳定
在450-lOOOppm的情景 ， 预计2100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增加 1.2-3.5 °C 。 在21 世纪 ， 虽

然分析的所有co2浓度稳定情景都可能避免 SRES预测的2100年增温幅度为 l.4°C-5.8°C
的上部部分 ， 但应注意，在2100年后大 多 数情景的co2浓度将会继续增加 。 平衡状态

时的温度上升将需要数百年的时间 ， 若稳定在450ppm ， 温度将比 1990年升高 1.5-3.
9°C ， 若稳定在 lOOOppm ，温度将比 1990年高 3.5-8.7°C 5 。 另外 ， 对特定的温度稳定目

标 ， 要求稳定温室气体浓度水平的不确定性范围很大 （ 图 SPM-7 ）， 在某一温度目标
下要求稳定的co2浓度水平也依赖于非 co2温室气体的浓度水平 。

温室气体浓度稳定之后，海平面和冰盖对气候变暖的晌应将持续数百年。 当 co2

e 问题 6 . 8

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增加到 560ppm时 ， 由于热膨胀作用 ， 在平衡状态下 ， 预计海

平面升高范围在0.5-2 米；当 co2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增加到 1120ppm时，海平面将
升高 1-4 米 。 在20 世纪 ， 观察到的海平面升高范围为 0.1-0.2 米 ， 如果考虑到其他温室

气体浓度增长所造成的影响，预计海平面升高幅度将更大 。 在数百年至数千年的时间
尺度上 ， 还有其他因子影响海平面上升 。 第三次评估报告中的模型模拟结果预计，即

使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50ppm （ 等量co） ，由于极地冰盖（见问题4 ） 与大陆冰层
所致的海平面上升将高达几米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其在大气中的浓度，可能推迟和减少气候变化

。 问题 6.

9

所造成的危害。

减少（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将减轻气候变化对自然与人类系统的压力 。 减排后全

。 问题 6. 10

球平均温度增加与海平面升高速度减慢，使我们有较多的时间去适应 。 因此，减缓措
施也将推迟和降低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并因此产生环境与社会经济效益 。 减缓措施和
与之有 关 的成本在问题7 中讨论 。

减排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较低水平，减轻了危害，相对而言有较高

。 问题 6. 11

的效益 。 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较低的水平能降低生物自然系统超过其温度阙值的风

险 。 例如 ， 将co2浓度稳定在450ppm水平上， 2100年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幅度将比
稳定在 lOOOppm条件下低0.75-1.25°C （ 图 SPM-7 ）。 在平衡状况下 ， 两种温室气体稳

定情景的增温幅度差异为2-5 °C 。 自然系统受到危害或丧失的地理范围 、 受到影响系统
的数量将随气候变化的强度和速度的增加而增加，温室气体稳定时的水平越低，受到
不利影响的程度就越低 。 同样 ， 在较低的温室气体稳定水平下 ， 受极端气候事件影响

的严重程度可望降低 ， 受不利的净市场冲击的地区较少 ， 受全球综合影响也较小 ， 大
规模的严重影响事件发生的风险降低 。

5

对于所有这些情 景，其他温室气体和 气溶胶 的 平衡增温贡 献 为：在低的 气候敏 感性条 件下 为 0.6°C ,

在高的气候敏感性条件下 为 l.4°C 。 辐射强迫的增 加相 当于最终co2浓度 额外增加 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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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

温室气体的各个稳定浓度
导致的增温量存在广泛的不确定性
相对于 1990 年的温度变化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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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PM 一川急定 C 刊度可以顺增温，但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 。利用简单气候模型预

。 问题 6 阳

测了图 SPM-6 中所示的 WRE 情景（ a) 2100 和（ b ）长期平衡状态下相对于 1990 年的温度增加

情况。对不同的温室气体稳定浓度水平的最低与最高估计时假设气候敏感性分别为 l.7°C 和 4.2 °C 。

中间的线为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平均。

目前仍没有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在不同浓度水平的综合和定量的效益评估 。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定性了解方面已经取得进展。由于气候敏感性的不确定性，温度、
降水和其他气候变量和现象的地理、季节模式变化的不确定性，对特定的排放情

景，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能准确地确定，在系统的关键过程、敏感性和适应气候变
化的能力方面也存在不确定性。另外，生态系统的组成与结构功能变化、物种的灭
绝、人类健康的变化、对不同人群的影响程度不同等都不易用货币和其他共同的单

位来衡量。因为上述的限制，不同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包括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
→ 定的水平上，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都不能完全量化，也不能与以估算减排措施净效
益为目的的减排成本直接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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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6. 1 2

决策者摘要

｜问题 6 1 问题 7

采取各种尺度的适应对策作为补救措施以减缓气候变化是必要策略，

。 问题 6. 13

也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有贡献。

适应对策是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的一种经济有效的补救措施。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问题 6. 14-15

甚至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低水平 ， 既不能够完全阻止气候变化和海平面的升
高 ， 也不能阻止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升高所产生的影响 。 许多有效的适应性晌应措施会
用来应对正在变化的气候和海平面升高 ， 目前已经存在一些措施 。 另外 ， 应对气候变
化风险和利用各种机遇有计划的适应性战略可能减轻气候变化影响 。 然而，采取适应

对策要承担费用，也不能防止所有危害 。 减缓行动可减小和减慢气候变化 ， 防止系统
受到影响，从而可以降低采取适应所需的费用 。

预计在不同国家、相同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气候变化影晌是不同的。应对气候

。 问题 6.16-18

变化的挑战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公平性问题。 如果设计适当，减缓和适应性行动可以促
进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两个方面及代际间的公平 。 减少预计增加的极端

气候事件对所有国家都有利 ，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
国家对气候变化更脆弱 。 从现在开始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也降低气候变化对未来一
代人所造成的风险 。

问题7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成本和效益，以及时间架构方面，我们
了解些什么？

什么是经济和社会的成本效益，什么是政策和措施的公平含义，什么是
可以考虑的致力于地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的机制？

什么是可考虑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及其他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被认为
对加强开发和推广气候变化技术最有效？
哪些经济和其他政策选择可以考虑用于消除刺激私有和公共部门技术在

国家间转移和推广方面现有和潜在的障碍，它们对推测的排放可能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
上述措施的时间安排如何影响经济的成本效益、以及下世纪及以后大气
中的温室气体浓度？

有许多机会，包括技术选择来减少近期排放，但在展开这些机会上存

。 问题 7 川

在障碍。

自 1995 年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已经取得了有关温室气体减排潜力的重大技术进

。 问题 7 . 3

步，这种进步比预期的快。 净减排能够通过一系列技术来达到 （ 如能源生产和使用中
更高效的转换、采用低温室气体和无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碳去除和贮存、改善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实践 ）。 从风力发电机的市场引入和工业伴生气的迅速削
减 ， 到燃料电池技术的进展及地下co2贮存示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 科学技术在广
大的范围内都正在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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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选择需要克服许多技术 、 经济 、 政治 、 文化 、 社会、

。 问题 7.6

行为和 ／ 或机构方面的障碍 ， 这些障碍阻止；戚排选择的技术 、 经济和社会机会得到

充分发掘 。减排的潜在机会及障碍依地区、部门和时间而不同。这是由减排能力的
各种差别引起的。大多数国家将从财政创新、社会学习和创新、机构改革、消除贸

易障碍和消除贫困中得到好处。此外，在发达国家，未来的机会主要在于消除社会
和行为障碍；在经济转型国家，在于价格合理化；在发展中国家，则在于价格合理
化，增加获得数据和信息的渠道、获得先进技术、财政资源、培训及能力建设。对
任何 A个选择的国家，都可能在克服任何 －组障碍中得到机会。

如果国家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能够作为限制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系列政策

。 问题 7.7

措施来部署 ， 就会更为有效 。 政策措施系列可包括一根据国情一排放／碳／能源税，
可交易或不可交易排放权，土地使用政策，提供和／或取消补贴，寄存／反还系统，

技术或性能标准，能源结构要求，产品禁令，自愿协议，政府支出和投资，及支持
研究开发。

许多原因造成不同模型和研究的成本估计变化 。

。 问题 7. 14-19

由于各种原因 ， 围绕具体的减排成本的定量估计 ， 有重大的差别和不确定性 。

。 问题 7. 1 4 ＆ 问题 7. 20

成本估计的不同源自于（ a ）分析时采用的方法 6 ， 和（ b ）分析时隐含的因素和假设 。
包含某些因素将导致低的估计，而另一些因素将导致高的估计。包含多种气体、吸

收汇、引发的技术变化、和排放贸易 7 能降低估计出的成本。另外，研究提出在政
策能够创造无悔机会的时候，如矫正市场的不完善，包括附带效益，和有效的税收
再分自己，有些温室气体排放源能以无或负社会成本得到限制。促进经济有效的减排

的国际合作能降低减排成本。另 一 方面，考虑对经济的潜在的短期冲击，在利用国
内和国际市场机制时的约束，高交易成本，包括附带效益，和低效的税收再分配将

增加估计出的成本。没有一个分析能包含所有影响减排成本的因素，所估计的成本
可能并不反映实施减排行动的实际成本 。

第三次评估报告调查的研究认为有充分的机会降低减排成本 。

。 问题 7. 15- 1

自下而上的研究提出存在大量低成本减排机会 。 根据自下而上的研究，到 2010

。 问 题 7. 1 5 ＆ 问题 7 初，1

年和 2020 年，全球减排量可分别达到每年 19-26 亿吨碳当量和每年 36-50 亿吨碳当

量 8 。这些减排潜力的 一 半可以在 2020 年以直接效益（节能量）大于直接成本（净投
资成本、运行成本和维护成本）的 ；厅式实现，另 一 半以直接成本最多 100 美元／吨
碳当量 (1998 年价格）的方式实现。然而，由于下述理由，实现这些潜力也许很困
难。这些净直接成本估计是用贴现率为 5 ～ 12% 得到的，与公用部门的贴现率 一

6 第 二 次评估报告描述了成本估计的两种方法：自 γ而t 的方法，基于对具体技术和部门的评价：自｜工
而下的模型研究，处理宏观经济关系。见后面报告的框 7-1 。
7

汗中达到环境目标的市场方法，允许把温室气体减少到所要求的额度以下，使用或出售超出的诚排量
抵消国内或国外别的排放源的排放 。 此处该术语泛指排放许可的贸易和基于项目的合作 。

冉 减排量估计是根据类似于 SRES 的 82 情景的基准线得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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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摘要

问题 7

致。私人部门的内部收益率变化很大，一般都相当高，影响到在私人企业中采用这

些技术。根据排放情景，这将允许全球排放以这种净成本在 2010 ～ 2020 年降低到
2000 年水平以下。要认识到这些减排涉及额外的实施成本，在一些情况下，如对支
持政策的潜在需求、增加的研究开发、有效的技术转让和克服其他障碍等，是很重

要的。第兰工作组第三次评估报告评价的各种全球、区域、国家、部门和项目研究
有不同的范网和假设，并不存在适用于每个部门和区域的研究。

林业、农业土地和其他陆上生物系统提供重要的碳减排潜力 。 尽管不必是永久

e 问题 7.4 ＆ 问题 7. 16

的，碳保存和碳吸收也能为进一步开发和实施其他措施赢得时间 。 生物减排可以在

三种条件下出现：（a）保存现有碳库，（b）扩大碳库增加碳吸收 9' (c）使用可持续的生
物产品。到 2050 年，生物减排潜力是 1000 亿吨碳（累计）的量级，大约等于同期
预测化石燃料排放的 10% 到 20% ，这一预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实现这种潜力取
决于土地和水的盯获得程度及所采用的土地管理制度的水平。减少大气中的碳含量
的最大生物潜力；在于亚热带和热带。到目前，所报告的生物减排的成本估计的变化

很大，从几个热带国家的每吨碳 0.1 美元到 20 美元，到非热带国家的每日屯碳 20 美
元到 100 美元。财务分析的方法和碳计算是不可比的。许多时候，成本计算不包括
基础设施的成本、合适的贴现、监测、数据收集和实施成本、土地和维护的机会成

本，或其他重复的成本，该成本常常是被排除或被夸大。在这范围内的低的成本
被认为带有低估的趋向，随着时间推移，对成本的了解和l 处理正在改善。生物减排
选择也可能减少或增加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

对附件 B 国家履行 《 京都议定书 》 的成本估计因研究和地区而变化，很强地依

。 问题 7. 17刊

赖于对利用京都机制的假设，及其与国内措施的相互作用（见图 SPM-8 ，分地区附

件二国家；戚排成本比较） 。 报告和比较这些成本的全球模型的大多数使用了国际能
源一经济模型。 9 个研究提出下述的 GDP 影响。在附－ 14 B 国家间未开展排放贸易时，

这些研究显示 2010 年附件二中不同国家的预期 GDP to 的减少约为 0.2-2% 。在附件 B

国家间的排放贸易达到充分的状态下， 2010 年估计的减少为预期 GDP 的 0.1-1.1% 。
七述全球模型研究提出满足《京都议定书》目标的国内边际成本，在没有排放贸易

时，为从 20 美元／盹碳到 600 美元／吨碳，在有附件 B 国家间的排放贸易时为 15

美元／吨碳到 150 美元／吨碳。对于多数转型经济国家，对 GDP 的影响是从可忽略
到增加若干百分点。然而，对一些经济转型囡家，履行《京都议定书》将使其 GDP
受到和附件二国家相似的影响。在进行这些研究时，多数模型没有包括吸收汇、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清洁发展机制 CCDM ）、负成本选择、附带效益或有目标的收
入再循环，包括这些将减少所估计的成本。另一方面，这些模型采用了低估成本的

假设，因为它们假设在附件 B 国家内和国家间充分利用没有交易成本的排放。贸易、
减排的应对措施完全有效以及经济从

9 改变土地利用能影响大气 co ~ 的浓度。假定所有历史上土地利用变化释放的碳在一个世纪被陆地生
态圈吸收（即再造林）， C02 浓度将降低 40』70ppm 。

1 0 计算的 GDP 减少是相对于每个模型预测的 GDP 基准线。模型仅计算了削减 C020 相反，上面引用的
自下而上的分析包括所有温室气体。许多 ；fj~
排放贸易时发达囡家满足《京者｜：议定书》囚标的年）戎本是 GDP 的 0.5% ，则代表附件二 国家 CSRER
的假设）到 2010 年，每年 1250 亿美元，或每年每人 125 美元 。 这相当于在 10 年中对经济增长率的
不到 0.1 个百分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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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 景 下的结果范围

没有碳排放权的国际贸易 ：
每个区 必须实现规定 的 减排

允许在 附件B 国家之间进行
完全 的 碳排放权贸易

每个柱上 的 三个数据分别 代表该套
模式 的；展商、中 间和 最低预测值

图 SPM-8 ：全球模型预测的 2010 年附件二国家的 GDP 损失和边际成本： （ a ) GDP 损失和 （ b ） 边际成本 。

预测 的 GDP 的减少是 2010 年相对与模型的参考情况的 GDP 。这些估计是基于参加能源模型研究论坛 的 9 个

模型。图中为含有 附件二 的 4 个区域的预测结果 。 模型检验了两个情景。 首先，各区域在仅有国内 排放贸

＠ 问题 7. 18-19

易的条件下进行规定的减排 。 第 二个情景，允许全部附件 B 国 家 间排放贸易，各区域的边际减排成本相 等。 图

中给出每个情景和区域的所有模型估计的最大、最小和中间的边际成本。研究的关键因素、假设和不确定性参见后面报告 的表
7-3 和框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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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二决策者摘要

国z

1990 年到 2000 年就开始向满足京都目标调整。从这些机制得到的成本削减量将取

决于实施的细节，包括国内和国际机制的兼容性、约束条件及交易成本。

尽管排放约束已经在附件一国家很好地建立了起来，对非附件一国家却有不同

。问题 7. 19

的“溢出效应” 11 。 非附件 一 石油输出国家：分析分别报告了不同的成本，在其他
成本以外，特别是预期的 GDP 减少和预期的石油收入减少。研究报告表明 2010 年
最低成本是：在没有排放贸易时， GDP 将降低 0.2% ，有附件 B 国家排放贸易时，

GDP 损失小于 0.05%120 研究所报告的最高成本为 2010 年的石油收入在没有排放
贸易时降低 25% ，在附件 B 国家进行排放贸易时降低 13% 。这些研究没有考虑附

件 B 国家排放贸易以外的能够减少对非附件一石油出口国影响的政策和措施。对这
些国家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取消对化石燃料补贴，按照含碳量重新设置能源税，增加

天然气的使用，和非附件 一 石油出口国经济多元化来进一步减少。其他非附件一国
家可能会受到 OECD 国家减少对他们出口的产品的需求和高碳排放强度及其他必须

继续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的负面影响。他们也可能从燃料价格下降、高碳排放产品
出口增加，以及环境友好技术和决窍的转让中获益。一些碳排放强度高的工业在非

附件 → 国家可能的重新分布和价格变化对贸易流的广泛影响可能引起 5 ～ 20% 的碳
泄漏 13 。

技术开发和扩散是经济有效地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 7.9-12 ＆问题 7.23

开发和转让环境友好技术对降低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成本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问题 7.9-12 ＆问题 7. 23

国家间和区域问技术转让可以拓宽区域的选择范围。规模经济和学习可以降低采用
这些选择的成本。通过合理的经济政策、法规框架、透明和政治稳定，政府可以为
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技术转让创建有利的条件。适当的人员和机构能力将可在任何阶

段增加国内和跨国的技术流动，并改进其质量。另外，要形成最有效的技术转让，

就必须建立有私人和公共部门参与的网络，着重开发满足或适应当地发展需要和优
先项目的，并具有多种效益的产品和技术。

低排放情景要求不同的能源供应发展形态和增加能源的研究与开发以帮助加速

。问题 7. 27

先进的环境友益的能源技术的发展与扩散。 由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对

21 世纪大气中 二氧化碳浓度的主要影响趋势实质上是确定泊。第三次评估报告评价
的资源数据可能暗示在 21 世纪能源结构的变化和引入新型能源。对能源结构及相关

技术和投资的选择一或更多地朝向非常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开发，或指向非化石燃
料，或带有碳捕获和贮存的化石能源技术一将决定能否和以什么样的水平和成本来
稳定温室气体浓度 。

达到稳定浓度的途径与目标本身都是减排成本的决定性因素 14 。

。问题 7.2叫

II 溢出效应只包括经济效应不包括环境效应 。

12 这些成本估计可用 2000 口 2010 年之间 GDP 增长率的差别表示。没有排放贸易时， GDP 增长率每年降
低 0.02 个百分点，有附件 B 国 家排放贸 易时，增 长率减少小于 0.005 个百分点 。

13 碳泄漏在此定义为由于附件 B 国家实施减排而造成的非附件 B 国家排放的增加，表示为附件 B 国家
减排量的百分比。
14 见问题 6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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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特定稳定目标的途径将影晌减排成本 （ 见图 SPMθ ）。 当今世界的能源

。 问题 7.24

系统近期逐渐过渡到低碳排放经济，这将减少现有资本存量提前退役的成本，也将

为技术开发提供时间，和避免被提前锁定在迅速发展的低排放技术的早期形态中 。
在另 一 方面，更快的近期行动将能增加趋向稳定的灵活性，降低与预期的气候变化

有 关 的环境和人类风险和成本，也能刺激己有的低排放技术的更快配置和对未来技
术变化提供较强的近期激励 。

研究说明稳定大气 C0 2 浓度的成本随稳定浓度水平降低而增加 。 不同的基准线

。 问题 7.25

对绝对成本有很强的影响 （ 见图 SPM，别 。 当浓度稳定水平从 750ppmv 到 550ppmv

时，成本增加是中度的；除非基准情景很低，当浓度稳定水平从 550ppmv 到

450ppmv 时，成本大量增加 。 尽管模型预测长期全球 GDP 增长趋势没有大幅度受
到趋向稳定温 室 气体浓度的减排行动的影响，但不能说明某些短期内在部门或区域

将出现的大的变化 。 这些研究不包含碳吸收，也没检验更雄心勃勃的目标将引发的
技术变化的可能效果 。 同时，随着时间的加长，不确定性问题的重要性将愈发增加 。

2050年全球平均 GDP减少
与基准值相比减少的百分比

4. 5

情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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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PM-9: 2050 年由减排活动引起的 GDP 减少、 SRES 情景和稳定水平之间的关系 。 随着稳定

水平更严格， GDP 趋于降低，但成本对基准情景 的选择非常敏感 。 这些减排成本不包括避免气候
变化的潜在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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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7 . 25

问题 7 1 问题 8

问题 8
对于预测的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如城市空气
污染、区域性酸沉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平流层臭氧损耗，以及荒漠
化和土地退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己知多少？为了以公平的方式将

问题 8

气候变化响应战略纳入当地、区域和全球尺度上的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对于环境、社会、经济成本与效益以及这些相互作用的内涵，我 们
已知多少？
局部、区域及全球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并影晌可持续发

。 问题 8. 1-2

展 。 因此，面对这些环境问题，我们要利用协作机遇 ， 制定更有效的晌
应措施，增强收益，减少成本，使人类需求得到可持续性的满足。
人类为了满足多方面的需求正在导致环境退化，而环境退化又反过来威胁着满

。问题 8.3 ＆问题 8.15

足现在和未来需求的能力 。 例如：提高农业产 量，可以通过增施氮肥、增加灌溉量
或将天然草场和森林转变为农田来实现 。 然而，这些变化都会通过温室气体的释放

来影响地球气候，通过侵蚀和土壤盐渍化导致土地返化，并通过自然生态系统的改
变和破坏导致固碳量减少和生物多样性损失。反过来，气候的变化，尤其是在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丧失、基因和物种的改变和由于土壤肥力下降导致的土

地退化又会对农业生产力产生不利影响。许多变化对粮食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对贫
穷人口的影响尤甚。

潜在的人为气｛股化的主要诱因和大多数的环境和社会一经济问题相似一即经

＠ 问题 8.4

济增长、广泛的技术变革、生活方式和人口变化（人口规模 、 年龄结构、迁移）和
管理结构。 这些可以引起：
增加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需要；

市场不完善：包括导致资源低效利用和对环境友好技术的市场渗透设置障碍的
政府补贴：对自然资源真正价值的认知不足：当地的自然资源价格与自然资源
的全球价格不符：未能将环境退化的代价反映在资源市场价格上；

有限的技术可获性和技术转让，技术的低效利用以及对未来技术研究与开发的
不充分的投资：
缺乏对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的适当管理 。

气候变化影响环境问题，如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 、 平流层臭氧损耗、淡水

。 问题 8. 5-20

利用和空气质量，而许多环境问题反过来影响气候变化 。 例如，预测气候变化加重
当地和区域空气污染，延迟平流层臭氧层的恢复。另外，由于基因和物种多样性潜

在的损失，气候变化也会影响陆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构成：加快土地退化
的速率：在许多地区加剧与淡水数量和质量有关的问题 。 相反，当地和区域空气污

染、平流层臭氧损耗、生态系统的改变及土地退化等，又通过改变温室气体源和汇、
大气辐射平衡和地表反射率来影响地球气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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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 、 区域及全球环境问题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与满足人类需求之间的关系，

。 问题 8 川5

为完善晌应对策和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采取共同合作提供了机会，尽管有时会
有发生不利影响 。 环境和发展的多重目标可以通过采用广泛的技术、政策和措施来

实现，这些技术、政策和措施明确地表明环境问题和人类需求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
分的。在经济有效地减轻当地和区域空气污染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解决能源需
求问题需要综合评估以最具经济的、环境的和社会的可持续性的方式满足能源需求

的协同作用和不利影响。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当地和区域污染物都可以通过更有效的
能源利用、增加低碳排放化石燃料的份额、先进的化石燃料技术（例如高效联合循

环气体涡轮机、燃料电池、热电结合）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例如增加对环境无害生
物燃料的使用、水力发电、太阳能、风能和潮沙能）来减少。进一 步地，可以通过
造林、再造林、减缓森林砍伐和改进森林、草场和农田管理，增加碳的吸收来降低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这会对生物多样性、粮食生产、土地和水资源产生有益影
响。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常常可减少对其他环境胁迫的脆弱性，反之亦然。气
候减缓和适应措施可以产生附加利益，这可满足人类需求、增进社会福利和产生环

境效益，但在 一些情况下会有不利影响存在。例如，在 一些过程中，只种植一种作
物的农业经营方式会减少当地生物多样性。
当气候政策纳入到国家发展政策 （ 包括经济的、社会的其他环境因素〉时，这

。问题 8.26-27

些国家的适应和减缓能力将会得到加强 。 气候减缓和适应对策可以产生附加效益，
满足人类需求，改善福利，带来其他经济效益。具有有限经济资源和技术水平低的

国家常常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非常脆弱。
多边环境协议所解决的环境问题之间存在巨大的相互作用，在环境协议执行过

。 问题 8.11 ＆ 问题 8.28

程中可以寻求利用它们的协同作用 。 有一 系列单独的公约和协议以及一 系列的区域
协议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它们包含了为制订总体目标具有共同利益和相近需求的情

况下一如计划的执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加强人类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能力、履
行义务，例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从科学

上讲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导致臭氧层损耗的许多化合物也是重要的温室气体，因为
对现在己禁止的臭氧损耗物质的替代物也是温室气体。

问题 9
对于下列气候变化的起因和模型预测的确凿性发现和主要不确定性
是什么 ：
未来温室气体和气洛胶排放？

未来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浓度？
未来区域和全球气候变化趋势？

区域和全球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减排和适应对策的成本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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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9

L一

！问题 B l 问题 9

在这个报告中，气候变化的筋道位发现定义为在不同过程、方法、模型和假定

中都成立，而且相对来讲不受不确定性影响的结果。这个背景下，主要衣确定位是
指，如果这些不确定性减小的话，会导致与这个报告中问题有关新的和确凿性的发

现。在下面表 SPM-3 的例子中，许多确凿性发现与气候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反应以
及反应的迹象的存在有关。许多主要的不确定性与反应的程度和／；或时间的定量有
关。在说明气候变化的起因后，表中还顺序描述了在图 SPM-1 中表示的问题。图
SPM-10 表示了气候变化科学的 一些主要确定性发现 。表 SPM-3 给出了 例子，但它

不是一个详细的清单。

表SPM-3

1 确凿性发现和主要不确定性。 a

确凿性发现

|

观测显示，地球的表面正在变暖，全球来看，

｜气候变化及起因

1990 年代非常有可能是仪器记录有史以来 最热的
十年（图 SPM-lOb ）。 ［ 问题9. 8]

｜主要不确定性
自然气候变化的大小和特征。 ［ 问题9 . 8]
自然因素和人为气溶胶引起的气候强迫（特
别 是 间接效果） 。 ［问题9. 8]

大气中主要人为温室气体［ C02 C 图 SPM8a ）、甲
皖、氧化亚氮、对流层臭氧］的浓度从 1750年后
持续上升。 ［ 问题9 . 10]

区域趋势与人为气候变化的联系。
［问题9.8 和 9. 22]

一些温室气体具有长寿命期（如 C02 、氧化亚氮
和全氟化物） 。 ［ 问题9 . 10]
过去 50 年中观测到的大多数变暖可能是由于人为
活动的增加而引起的。 ［问题9.8 ]

21 世纪C02浓度上升，事实上可以确定主要由于

｜模型和预测的 SRES情

化石燃料 C02 排放（图 SPM 一 lOa ） 。 ［问题9 . 11]

｜景和减排情景的未来
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

放和浓度

SRES 情景中对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增

长以及管理结构等各个假定中的范围大b （导
致预测中的最大的不确定性）。臭氧、气溶
胶前体排放情景还不充分。 ［ 问题 9. 10]

要将大气中 C02 的浓度稳定在 450 、 650 或
1, OOOppm ，需要全球C02 排放分别在几 十年、大

碳循环模型中包括气候反馈效果等因素b 。

约 一个世纪、大约两个世纪降低到 1990年水平以
下，并在之后继续稳定的降低到目前排放水平的
一小份额。 C02排放相应在从现在开始的 10 到 20
年（ 450ppm ）、一个世纪左右 ClOOOppm ）达到
峰值。 ［问题9 . 30]

［问题9. 10]

对大多数SRES情景来讲，与 2000年相比， 2100年
S02 C 硫基气溶胶的前体）的排放低于 2000 年水
平。 ［问题9 . 10]

基于 SRES 情景模型预

21 世纪全球表面平均温度上升速度非常可能在过｜测的未来区域和全球
去的 1 万年中是没有先例的。
（图 SPM -lOb ) ［ 问题9 . 13]

几乎所有陆地变暖可能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更
多炎热日子和热浪，而寒冷日子和冷潮则减少。
［问题9. 13]
21 世纪海平面将上升，会持续几个世纪。

［问题9 . 15]
水循环将变得更强，全球平均降雨增加，在许多
地区非常可能会有强度更大的降雨 。
［问题9 . 14]

在许多中纬度大陆内部会出现更频繁的炎热夏季
和因此带来干旱的危险。 ［问题9. 14]

｜气候变化
I

在SRES情景中各个假定中的范围大c ，如上
所述。 ［问题9. 10]

模型预测 c有关的因素，特别是气候敏感性、

气候强迫、反馈过程，尤其是包括与云和
气溶胶等相关的气候反馈等。 （包括气溶
胶直接效果） ［问题9. 16]
对温度和海平面预测相关的可能性分布的
认识。 ［问题9 . 16]

与大范围突然 ／ 非线性变化有关的机制、定
量、时间范围以及可能性（如海洋温盐循
环） 。 ［问题9 . 16]

区域模型的能力限制（特别是降雨分析），
导致不同模型结果之间存在不 一 致性，以
及在当地和区域范围定量中的困难。
［问题9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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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PM-3

｜确凿性发现和主要不确定性。 a （续）

确凿性发现
预测的气候变化将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
有益和有害影响，但是气候变化和变化的速度｜
加大时，有害影响将明显更大。 ［问题9. 17]

主要不确定性

区域和全球平均气候和
极端事件变化的影晌

具体的局部和区域气候预测的可靠性，特别是
对极端事件的预测。 ［问题9. 22]
评价和预测生态和社会（如通过病菌携带者和
水源病菌传播的疾病）、经济系统对气候变化
和其他压力如土地利用变化、区域污染等联合
效果的反馈。 ［问题9. 22]

气候变化有可能不成比例的对发展中国家和这
些国家的贫穷人群产生有害影响。 ［ 问题9. 20]

生态系统和物种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压力来讲是
脆弱的（如最近区域气候变化观测到的效果所
表明的那样），而且一些受到的损害将是不可
逆转，或者消亡。 ［问题9. 19]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害的确认、定量和评价。
［问题9. 16, 9. 22, 9. 26]

在一些中、高纬度地区，植物生产率（树木和
一些农作物）在温度有小部分上升时会增加。
对超过（几）度的升温，在大多数地区植物生产
率将下降。 ［ 问题 9. 18]
许多自然系统对气候变化来说是脆弱的（如海
平面上升将加重海岸风暴潮的影响，冰川和永
久冻土带将持续收缩）。 ［问题 9. 18]
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减缓）行动将减轻气候变｜
化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压力。 ［问题9.2s J
I

；戚排和适应对策的成本
和效益

减排成本在不同区域和部门之间有所差别。存
在实质的技术和其他机会来减小这种成本。有
效的排放贸易也可以减小参与者的成本。 ［问
题9. 31, 35- 36 ]

对附件一国家的排放限制，已经证明，虽然会

有所差别，但将对非附件一国家产生 N溢出 N效
应。 ［ 问题9. 32]

如果通过采用 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限制或减少净
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减排对策就
会更有效。 ［问题9. 35]

适应具有减少气候变化有害影响的潜力，可以
立即产生附带效益，但不能防止所有损害。
［问题9. 24]

气候变化与其他环境问题及相关社会经济实现
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认识。 ［ 问题9 . 40]

未来的能源价格，低排放技术的成本和可获得
性。 ［问题 9 . 33- 34]

确定克服接受具有成本效益和低排放技术障碍
的方法，以及克服这些障碍的成本估计。
［问题 9. 35]
非计划的和非预期的、突然和短期效果的减排
行动成本的定量。 ［ 问题9. 38]
不同方法（如自底向上与自顶向下方法）对减
排成本的定量分析，包括附带效益、技术变化
以及地区和部门的效果。 ［问题9 . 35]

适应成本的定量。 ［问题9 . 25]

适应可以作为经济有效的战略来作为减排的补
充，以减小气候变化风险；同时可以为可持续
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问题9. 40]
气候、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相互作用

的惯性是说明期望的适应和减排行动为何具有

益处的主要原因。 ［问题9. 39]

a. 在这个报告中，气候变化的确凿性发现定义为在不同过程、方法、模型和假定中都成立，而且相对来讲不受不确定性影响的结果。这
个背景下主要的不确定性是指如果这些不确定性减小的话，会导致与这个报告中问题有关的新的确凿性发现 。 表中给出了例子，但它
不是一个详细的清单。
b. 考虑这些不确定性会使2100年C02浓度范围在490 到 1250ppm之间 。

c. 考虑这些不确定性会使 1990年到 2100年表面温度上升在 1. 4 ℃到 5.8 ℃之间（图 SPM-lOb ），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在0. 09 到 0. 88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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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9

在许多认识气候变化以及人类对其反应所 需 要知识的方面， TAR 己经取得了显

著进步。但是，还存在许多 差距，需要进 一 步的研究，特别是：

气候变化的检测和特性
对区域气候变化和气候极端情况的了解和预测
全球、区域和当地气候变化影响导致的破坏的量化
减缓和适应性活动分析

将气候变化问题的所有方面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
开展综合和全面研究以提高判断什么是“对气候系统危险的人为干扰”的能力。

过去与未来的大气C02 浓度
直接测量值

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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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PM-10a ：根据冰核和积雪数据，井辅以过去几十年中从大气直接采样的数据而得到的

2100

。 问题 9 图 9- 1a

1000 年到 2000 年的大气 C02 浓度 。 对 2000 年到 2100 年 C02 浓度的预测以 6 个 SRES 示样情景
和 IA92a 情景（与 SAR 相比）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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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PM-10b ：地球表面温度的变化： 1000 年到 2100 年 。 根据代用资料（如树木年轮、珊珊、
冰核以及历史记录）重建的 1000 年到 1860 年北半球平均表面气温（南半球相应的数据无法得到）

的变化。实线表示 50 年平均，灰色区域表示每年数据 95% 信度限制。从 1860 到 2000 显示出仪
器观测的 全球和年均表面温度变化； 实线表示 10 年平均 。从 2000 年到 2 100 年显示 的 是模型研究

出在平均气候敏感性下 SRES 六个示样情景和 IA92a 情景（与第 二 次评估报告相 比 ）计算得到的
全球平均表面温度 。 标记“ Several model all SRES envelop”的灰色区域表示 35 个 SRES 情 景 的全
部范围，不包括不同气候敏感性下模型分析的范围 。 温度范围在 1990 年之后开始不同；这个范围
与图 SPM-2 中的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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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分析究竟在哪些方面能有助于确定《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二 条所提及的“气候系统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构
成是什么？
《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以及缔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的最终目标是：依据本
公约的各项有关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

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
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p

问题 l

1.1

自然、技术和社会科学对于确定哪些成分构成气候系统“危险的人为干扰”，

提供了所需的实质性信息和证据 。 然而，这种决策是一种价值判断，它可以

~

-

WGll TAR
WGlllTAR

－~1 2、7 节 ＆
币 10 号是

在考虑诸如发展、公平、可持续性、以及不确定性和风险下，通过一个社会

政治进程来决定 。 科学证据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提高认识，并可以作为考

虑采取

预防措施 l 的 一种输入。这种决策是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的，并

由决策者引入有关气候变化行动和政策的风险管理选择 2 。

1.2

确定哪些成分构成“危险的人为干扰”的基础随着区域的不同而变化，这取
决于当地的特点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后果，以及可获得的对付气候变化的适应

~ WGllTAR 注i~

-

18 it< &
WGlllTAR la 10 •it

能力 。 鉴于气候变化的程度和速率都是重要的，因此它也依赖于减缓能力 。
可选择的响应气候变化后果的适应性措施类型，取决于各种减少脆弱性和改
善人类生存支撑系统可持续性的适应或减缓响应战略的有效性。没有一组普
遍适用的最佳政策，相反，既考虑到针对’系列可能的未来世界所采取的不

同政策措施的力度，也考虑到将这些特定的气候政策与更为广泛的可持续发
展政策相结合的程度，这将是重要的。

1.3

《第三次评估报告》（ TAR ）对这些作为决策者确定“气候系统危险的人为干

4!1°

扰”的构成是什么输入的、新的科学信息和证据进行了评估 。 涉及到：（ l)

-

WG I TAR WGll TAR
WGlllTAR

气候系统变化的程度与速率，（ 2 ）气候变化对生态和社会经济的影响， (3)
通过减缓措施实现不同的浓度水平的潜力以及有关适应性措施如何能够减少
脆弱性的信息。

1.4

有关气候系统变化的程度与速率，《第三次评估报告》提供了一个以情景为基
础的未来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温度、降水和海平面的全球和区域变化模式

及速率、以及极端气候事件变化的新的预测 。 同时它也审查了海洋环流和主
要大冰 JJiL 突发的、不可逆转的可能性。

1.5

《第三次评估报告》附
节y. 但~报告》清晰地表达了五个值得关注的理由，涉及到：

独特的易受威胁系统的风险：
有关极端气候事件的风险；

影响的分布：
总体影响；

大规模、严重影响事件的风险。
在这里极其重要的是对临界阙值可能性的评估，此值表示在响应气候变
化中，然和l 社会经济系统所显示的大规模的、突发性的或者不可逆转的变化。

由于没有单一的指标（如…种货币单位）百I 以捕足到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相关
风险的范围，所以需要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和标准来评估影响并促进有关风
险管理的决策。
I

表明需要采取预｜坊’问：措施的情形如《联什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CUNFCCC ）第 3.3 条所描述。

2

有关J去’事件的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部简单；主义为该事件的概率与其后果人小的乘积。不同的决策
框架能有助 ja 促进气候风险的评估手~lf~r J:LH ，这句 111 包悟：成本

效果分析，多｜舟京分析法，可变商

U 法。这且技术有 lVJT ｜义，分 ￥i:Y .b之对未~毛 jl\；才幸 i'J{J 风 ll{./:7J丈、｜人. ' {Ll 足♂i：所 f与－，「
斗：二确 l立性标 i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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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对付气候变化的战略， 《 第三次评估报告 》 对采取减缓措施实现将大气

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同水平的潜力进行了评估，并提供了有关适应性

..

~~llJ\R
咱回教 ＆
UTAR
油 2 苦苦

措施如何能够减少脆弱性的信息 。 在两个方向进行了因果分析。不同的稳定
水平起因于不同的排放情景，而后者又与基本的发展道路紧密相关。反过来，
在所有地区，这些发展道路又强烈影响着适应能力。这样，适应和减缓战略
与气候系统的变化以及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粮食生产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前
景是一种动态的关联。

1.7

气候变化的一个综合观点是考虑横贯所有相关部门的因果链的完整循环的动
态过程。 图 1-1 表明了这个循环是从人口、经济、技术和管理方式等基本的

~·~~； 1 ＆时
搞

1

号豆 、

&

SRES

驱动因子开始，经过温室气体和其他排放、自然气候系统的变化、生物物理

与人类影响，到适应与减缓，再反馈到驱动因子。该图对一种理想的“综合
评估框架”给出了 一 种概念性的示意，在这种循环巾，气候变化问题的所有
部分部相互作用，某 一 部分的变化会通过多种途径以动态的方式影响其他部

分。《第一次评估报告》提供了涉及图 1-1 所有四个象限新的与政策相关的信
息不n 证据，尤其是通过探索不同的发展道路与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之间的关系，
以及在有关适应与减缓选择与发展道路之间关联性方面所作的初步工作，为
填补图中右侧象限底部空白做出了新的贡献。然而，由于现有认识尚欠完整，
《第二次评估报告》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

1.8

气候变化的决策制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在普遍存在不确定性下的渐进过程 。

6瓦号 WGI

R. 8

~ 10.1 、4 古

决策的制定必须处理包括非线性风险和／或不可逆转变化在内的不确定性，需

要平衡其他行动不足或过度所带来的风险，也包括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环境
与经济）、这种后果出现的可能性以及社会对风险的态度进行仔细考虑，而后
者很可能随国家不nttt 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相关的问题是“对于在较短的时
间内给出预期的长期气候变化及其伴随的不确定性，什么是最佳的进程”。

1.9

气候变化影响只是如此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形

6豆GIITAR

成可持续发展前景巨大问题中的一部分 。 存在着多重关联，经济发展影响生
态平衡，反过来经济发展也受生态系统状况的影响；贫困既可能是环境退化
的结果也可能成为环境恶化的原因。高物耗和能耗的生活方式、由不可再生
资源支撑的持续高消费水平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不见得与可持续发展道路相
一 致。在群体内和国家之间社会经济的极端不公平可能破坏社会凝聚力，而
这种凝聚力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并能使政策响应更为有效。同时，出于非气
候原因而作出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政策决策，对气候政策、气候变化影响以及
其他环境问题也具有显著的意义（见问题 8 ）。另外，，，备界的影响域值和气候
变化影响的脆弱性都直接与环境、社会经济条件和制度能力相关。

1.10

因此，只有当气候政策纳入到更为广泛的、旨在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国家和区

.
o ;rGlllTA

域发展道路的战略设计中时，这种气候政策的效果才能够得到加强 。 出现这
种情况是由于自然的气候变动和变化的影响、气候政策响应及其相应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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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温度上升
海平面上升
降水变化
干旱 与洪水

m-

？人类和自然系统的影响
粮食与水资源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人类居住区
人类健康

应

适

排放与浓度

部

社会经济发展途径
f？讲；封；＇1 l\

技术
人u

宫室

图 1-1:

管理

气候变化一一种综合枉架 。考虑人为气候变化的 一种综合评估框架的示意性简阁，图中的黄色箭头表示图中四

个象限因果之间完整的顺时针循环，而蓝色箭头表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社会响应。在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中探讨的包括发达国
家和发展 中国 家的每一种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都有引起温室气体、气溶胶和前体物排放的驱动因子，其中 二氧化碳是最重要的

温室气体。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累积、浓度的改变以及自然平衡的扰乱，取决于诸如太阳辐射、云的形成和和降雨等物理

过程。气溶胶同时也 j垂成危害人类和自然系统（图中没有标出）的大气污染（如酸雨），其加强的温室效应将在未来改变气候，
并对自然和人类系统产生相应的影晌。 ；在这些系统的变化与气候之间存在着某种反馈的可能性（图中没有标出），如改变土地
利用或其它方式所造成的反射效果，可能在这些系统和大气排放量之间产生巨大的交互作用［例如土地变化的效果（图中也没

有表示〉 ］ 。这些变化最终将对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产生影响，发展道路（由发展框通过逆时针箭头方向表示）也对自然系统产 生

直接的影响 ，例如 土地利用的改变所导致的毁林 。 该图说明了在动态循环中己经存在的气候变化问题的各种尺度，者｜：具有明显
的时间延迟特点。例如，排放量和影响都以复杂的方式与根本性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道路相关 。 《第三次评估报告》的 一 个
主要贡献就是通过探索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景 与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

以及在有关适应与减缓选择与发

展道路之间关联性所作的初步工作，清晰地考虑了图中右边底部的领域（第 二 和第 三 工作组） 。 然而，由于并没有将循环中所

有组成部分系统地联系起来，《第三 次评估报告》并没有实现一 个完整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适应和减缓是以改变图中所示结
果的形式表示 。

叫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经济发展将影响 一 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同时，对这些目标的

追求也会反过来影响气候政策成功的机会，尤其是不同发展道路的社会经济
和技术特点将强烈影响排放量、气候变化的速率和程度、气候变化影响、适

应能力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排放情景特别报告》（见专栏 3-1) 勾 i画了具
有不同特点各种各样、朦朦胧胧的未来世界，每 一 种情景对未来气候和气候
政策都具有非常不同的含意。

1.11

《第三次评估报告 》评估了各种减缓和适应选择的时间 、机会、成本 、效益及

其影晌的现有信息 。 报告表明，无论是 一 个国家单独采取行动，还是与其他

~’ WG l l T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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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合作行动，都存在着既能降低减缓和适应的成本，又能获得有助于实现

可持续发展效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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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自从前工业化时期以来，地球气候变化的证据、原因和后果是什么？

a.

前工业化时期以来，地球气候在区域或全球尺度上发生变化了吗？如

果是，在观测到的变化中，哪些（假设有〉是人类影响造成的？哪些
〈假设有〉可以被归结为自然现象？这种原因判别的基础是什么？

b.

前工业化时期以来，特别是过去 50 年，气候变化对环境、社会、经济
的影响怎样？

问题 2

2.1

答案聚焦 于 传统的气候参 数观测（如：温度 、降水、海 平 面以及极端 事 件包

括洪水、干 旱 、风暴）、 其 它地球气候系统成分 （ 如：温 室气体和气溶胶、 生
态系统）、以及人类健康和社 会经济 方面 。在 IPCC 报告中，气候变化表示统
计上显著的、 一 般持续几十 年 或更长时期的变化 。 它不仅包括全 球表面温度

缓慢持续上升，也包括突发天气 事件频 率和强度的变化 。 因此这里的讨论包
含所有时间和空间尺度的气候，天气 变化，从生命短暂的强风暴 ，到 季 节性

的厄尔尼诺、

年 代际 干 旱、

以及温度和！ 雪盖 的世纪变化 。 尽 管 目前认为短

期气候变化 主 要是自然的，但它们仍在此 予 以讨论，因为它们代 表 了 一 类变

化，这类变化在未来人 类 活动 干 预的 气 候条件下可能变得更普遍（问题的 。
这里使用的原因判别方 法 是对检测到的具有确定信度水 平 的变化建 立 最可能

原因的过程 。 讨论既包括可以归因 于 人类影 响的 气 候变化，也包括 当 前是自
然原因引起的、但在未来 可能归因 于人类 影 响的 气 候变化（见杠 3-1 ） 。

2.2

前工业化时期以来，地球气候系统在全球和区域尺度上出现了可以

证实的变化，其中部分变化可归咎于人类影响 。
2.3

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放继续按预期影响气候的方式
改变着大气（见表 2-1 ）。

2.4

由于人类活动， 20 世纪内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及其辐射强迫一般已经增加 。 几

CJ

乎所有种类的温室气体浓度在 20 世纪的 90 年代达到最高，而且还在继续上

-

WGITAR 第 3&4 意 ‘＆
SRAGA

升（图 2 ”。 。 大气 中的 C02 和 CH4 在过去 420,000 年间的冰期，问冰期循环
中发 生 了显 著 变化，然而，即使早期记录中的最 大 浓度也比目前大气中的浓

度小得多。就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引起的辐射强迫而言， C02 和 CH4
分别是第 一 、第 二 位最 重 要的 。 从 1750 年到 2000 年， C02 浓度增加了 31
土 4%, CH4 浓度 上 升了 151±25% （ 框 2斗，图 2-1 ）。 这种增加的速率是空前
的 。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平均为 5.4Gt C/yr，到 90 年代增加 至

6.3Gt C/yr 。 九十年代，大约四分之三 的 C02 浓度增加是由化石燃料燃烧造成
的，包括砍伐森林在内的 土地利用变化导致了余下的部分 。 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生物圈是大气 C02 的 一 个净源，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它 变 成了 一 个净 汇。 C 凡的增加从能源利用、

家畜养 殖、种植水稻及垃圾

处理场的排放可以识别 。 其他温室气体，特别是第 二位最重要的对流层 臭氧 ，
其浓度 的增加是由 于 化石燃料燃烧及其 它 工 业和农业 直接排放造成的 。

4，卢嘈． 对F 吉普

框 2-1 I 信度和可能性捕迹。
在适当 时候 ， 《第 三次评估报告》的作者们 给出了信度水平 ， 用以 代表他们对于一个结论有效
性的集体判断。这种判断是基于观测证据 、 模拟结果及其他们所检验的理论。以下在整个TAR综
合报告中使用的描述性词语与第一工作组的发现有关 ： 事实上是确定的〈结果真实的 机率大于
99% ） ； 很可能的（ 90-99%机率〉 ； 可能的（ 66-9 0%机率） ： 中度可能的（ 33-66%机率） ； 不可
能的 (1 0-33%机率〉 ： 很不可能的 (1- 10%机率） ： 极端不可能的（机率小于 1 % ）。明确的不确
定性范围（ ± 〉是一个可能的范围。与第 二工作组的发现有关的信度估计办法是 ： 很高（ 9 5%或
更大） ， 高（ 67-9 5% ），中（ 33-6 7% ），低（ 5-33% ） ， 很低（ 5%或更小〉。第三工作组没有对
其发现给出信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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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一 I 20 世纪地球大飞3候和牛物系穿的变化。？
指标

观测到的变化

；在 ID~ ~Fr-bl: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大气C02 浓度

1000 年到 1750年 280ppm,

陆地 生物圈 C02 交换

18 ~0年到 2000年积累源大约 30
： 宙Gl 1、AH

1-!13: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wca

2000年 368ppm （增加 31 士 4%)

TAR u131~f

Gt C ：但是在 90年代，净汇大约为 14±7 Gt C 。

& SRLULUCF]

大气甲炕浓度

1000 年到 1750 年 700p肉， 2000 年 1750ppb

大气氧化亚氮 CN20 ）浓度

1000 年到 1750年 270ppb, 2000 年 3 16ppb （增加 17 士 5%） 。

对流层臭氧浓度

从 1750 年到 2000 年增加 35 士 15% ，各地区不同。

平流层臭氧浓度

从 1970年到 2000年下降，各经度和纬度不同。

（增加 151 土 25%） 。

[_ WGT

)VGI

TAR 有＇：S 4.r1l主 ］

TAR 第 4 ＇.珩

： WG.I TAR 第4话 ：

商G J TAR 第4 ＂~ & 6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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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HFCs,

PFCs 和 SF6浓度

近 50年全球性增加 。

：“ TAR 第4 :r注

、
I::/U匕口＆’j川
r 、
•.•

全球表面平均温度

在
河~o世纪增第加2了 0. 6±0. 2 ℃：陆地表面温度上升大于海洋（非常可能） 。
I TAH
2. 2. ~~ 二'P =
‘

北半球表面温度

一一一一一

20世纪能的升温［ 大于过去 lOO~S年Z注以来任
1,i1 何世纪， 90年代是过去 1000年以来最热的十年
（可）。

有fGI TAR ；在2

&

2 . 2.2.2 节 ）

地面油度日差

陆的地两温倍度 1950年）到 2.020年下降洁
，夜间最低
节温
！ 度的上升速度是白天最高温度上升速度
（可能 。 到GI TAI~
2. 2. 2. l

炎热日数／热指数

上升（可能）。

寒冷／霜冻日子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在＇GJ TAR 第2‘ 7. 2. ］节

20 世纪几乎所有陆地区域都下降（非常可能） 。 ［ WGI TAR ；在 2. 7. 2. 1 节］

20世纪非北半以及球增地加中海了5%-10% （非常
南G可T能） , 虽
第 然在一些地第区2有所下
节 ：降
！ , 如北非

陆地降水

和西

严重降水事件

北半球中、高纬地区增加（可能）。 ［ WGI TAH ~1乱 7.2 . 2节

一一一

干旱频率和严重性

,

的部分地区。

TA 我 C

2 丑S~＇. &

. 5. 2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几区个干地旱区的夏频季率变和干强度，干增加旱增了多 ”（可能〉。近
；在几十年一些地区如
. 2 ~亚
n 洲和非洲的部分地
』暂GIT

TAR

l 0. l. 3 &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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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前工业化时期以来由人为温室气体增加引起的辐射强迫是正的 （ 增暖），其不

确定性范围较小：来自气溶胶直接影晌的辐射强迫是负的 （ 变冷 ）， 但较小：

CJ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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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自气溶胶间接影响 （ 对云和水循环）的辐射强迫可能很大，但没有很好
量化 。 图 2-2 表明了从 1750 年到 2000 年引起辐射强迫变化的关键的人为和

自然因子，其中，其辐射强迫可以量化的因子用宽的彩色柱表示。 气溶胶 的
影响只有 一 部分被估计，并给出范围。除了大气成分以外的其它因子（太阳

辐射和土地利用）也在此表示出。来自大的火山喷发的平流层气溶胶引起重
要的、但持续时间短的负强迫（尤其在 188 0-1920 年和 1963-1994 年时期〉，
但在自从前工业革命时期以来的时间尺度上并不重要，没有在此表示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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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一1

I

20世纪地球大气、气候车｜｜吧物系统的变化。“

指标

l 观测到的变化

全球平均海平面

20世纪平均每年上升 1 到 2mrrlo

M 流和：｜湖泊冰盖持续时间

20世纪北半球中和高纬度地区减少了大约两个星期〈非常可能〉。
W~ t TAI\ C:t\'2 ES 古位；在 2、 2、 5、 5 节 咆＆ \\,_ll l 'A反句 5、战 16, ~、 3、 11＼’

北冰洋冰盖的范围和｜厚度

最近几十年夏末到秋初变薄了.~9% （可能） ' 1950年以来春天和夏天范围减小了 10

非极地冰川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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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i(li TAR 部门市

·l} 2、立 5, 2 ·1l ＆ 也G l l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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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大范用内缩小。 ；前a TAR 部 2、 2、骂、 4 ＼专 ＆ 帆 II 1AR 司＼＂ 4、~~－ l \ ＼~－ J

盖
帚－1

自 60 年代全球卫星观测开始，面积减少 10% （很可能）。
：高飞 i Ti\I\ 司1 2、 2. 5、 11\·

永久冻土

在极地、亚极地和山地一些地区解冻、变暖和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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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l6、 l 、 3、 l \)• i

厄尔尼诺事件

在过去 20 到 30年巾，与之前 100年相比，更频繁、持久和强烈。
WCI TAH :n; ;'. 6. 5节

生长期

在北半球，特别是在高纬度地区，过去 40年中每十年大约变长 1 -4夭 o
"\\/(; l I

f-c＼ιf i

：豆、 r‘ l ‘

植物和动物范围

植物、昆虫、鸟类和鱼类向极地和高海拔移动 o
\\\;j t TA战 y'' 5、 3、 5、 i, 5‘~. &. lG、 1, 3, l i

繁殖、开花和l 迁徙

北半球植物开花更早、鸟类抵达更早、繁殖季节日期提前，昆虫出现日期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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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此表提供了 一个观测到的变化的例子，而不是详细的清单。它包括那些可以归咎于人为肉素的气候变化，以及可能由于盯然
变化或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变化。在相关工作组j进行过评价的地方，信度水平也予以标归。

中量化因子（温室气体、气溶胶－和云、土地利用（反射率〉和太阳辐射〉的

辐射强迫的总和是正的，但这没有包括来自气溶胶间接影响的潜在上很大的
负强迫。自从前工业革命以来总的辐射强迫的变化仍然是估计全球平均表面

温度对人类和自然扰动响应的一个有效的工具：然阳，总不日辐射强迫对于表
示潜在气候响应的细节方面（如区域气候变化〉不一定同样有效。在 20 世纪

的后一半（未显示〉，由很好混合的温室气体所引起的 iE 强迫己迅速增加。对
比之下，自然强迫的总和！在过去的 20 年、而且可能在过去的 40 年都是负的。

2.6

不断增加的观测结果全面描述了变暖的世界以及气候系统其它变化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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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纪期间增加了 0.6 ℃（见框 2 」），很可能介于 0.4-0.8 ℃的信度区间（图二 3 ）。

v
sa
mn2

蝇h
RHM
p
’防站甘

全球平均表面温度在有仪器记录时期的 1860 年到 2000 年已经增加了 。 在 20 世

rN
回响口

2.7

矶

〈 表 2-1 ） 。

工业时代人类对大气影响的指标

全球三种完全混合的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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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过去一干年的大气成分变化证明温室气体和硫酸

:

． 、也

气溶胶的迅速上升主要是由于 1750 年以来的工业增长。上面的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冰雪气泡中获得的早期零星数据（符号）与近几十年连续的大

格陵兰冰芯中沉积的硫酸气溶胶

气观测（实线）相呼应。这些气体在大气中混合很好，其浓度

MU娃盐的浓！支

句 II毛对； tl11i~JSO ／介：，：： （·＇吉克｝

反映了全球范围的源的排放。估计的这些气体对气候系统的正

硫

200

三张图显示了过去 10 00 年来 C0 2 、 CH4 、 N20 浓度的增长。从

辐射强迫被标示在右边坐标上。最底下的图显示了格陵兰冰芯

中的硫酸盐浓度（三条线来自三个不同冰芯），它消除了火山喷
发造成的不连续的影响。来自 S02 排放的硫酸气溶胶迅速地沉

美国和欧洲的S02
排肢量 0.lt S yr- 1)

JOO

积在表面，没有和大气很好的混合。特别是，格陵兰的硫酸盐
沉积的增加被归结于美国和欧洲的 S02 排放（如符号所示）， 二
者在近几十年都显示出 F 降。硫酸气溶胶产生负辐射强迫。
1400

1600

18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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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仪器记录时期， 20 世纪 90 年代很可能是最暖的十年，

1998 年很可能是最

暖的 一 年。采用北半球的代用资料延长仪器记录显示，在过去的 1000 年中，
20 世纪的温度增加可能是任何 100 年中最大的， 20 世纪 90 年代可能是最暖

的十年（图 2-3 ） 。 由于 1860 年以前的资料不充分，比较南半球近期的增暖与
近 1000 年的变化还无法做到。自 1950 年以来，海面温度的增加大约是平均

地表气温增加幅度的一半。此间，陆地上夜间日最低温度大约平均每十年增
加 0.2 ℃，约是相应的臼天最高气温增加率的两倍。这些气候变化已经加长了

以 1750年为基准的 2000年人为和自然气候强迫
全球平均辐射强迫（Wm-2)
i品宝 λ ＼ {1:、

3

2 」

卤；怪

” ti齐！！变＋

N20

燃来石黑燃烧自碳化料的

CH4

翠组~
对流层臭氧

C02

矿物灰尘

r,
。

z;

飞机尾迹

1-,

太阳

航空
卷云

宁

平流层I臭E氧
A盐燃
J 烧的
硫酸
行机碳

-i

土地利用

燃烧

（仪反照率）

可旦

这 一2

长方柱的高度表示强迫的最佳估计值，柱 中的垂直线表示这些估计值的可能
范围。没有相应长方柱的垂直线仅表尽不具柑似性的最佳估计值范围。

古同

科学信度水平

中

中

低

气溶胶间
接影响

很低很低很低很低

图 2-2 ：外部因子对气候的影响可以通过使用辐射强迫的概念来予以比较 。这些辐射强迫产

生于大气组成的变化、土地利用导致的反射率改变以及太阳输出的变化等。除了太阳变化，一些

很低很低

ε， WGI TAR SPM. WGI TAR
－ 泊 6 ¥: ES, & WGI TAR
照 SPM-3 & 6·6

人类活动都相互联系。长方柱代表这些强迫的贡献，其中 一 些引起增暖，另 一 些引起变冷。遥成只几年负强迫的不规则火山喷
发的事件没有在此显示 。 气溶胶对云滴大小和数最 的间接影响表示了，但气溶胶的二 次间接影响、即对云生命期的影响（也引

起负强迫）没有显示。温室气体变化的影响包括在阁里。垂直线表示估计的［~间，这来自于关于辐射强迫的发表的数据及其对
其物理意义的理解 。 一些强迫比其他的具有大得多的确定性水平 。 没有氏方柱只有垂直线的表示因不确定性太大，无法给出最

好估计值。正如所注意到的，对每种类型强迫的整体科学理解水平相 差 非常大。 一些 强迫因子在全球混合得很好，比如 C02 ’
因此干扰全球热平衡。其它的由于其空间分布特点仅代表区域信号扰动 。 辐射强迫仍然是估计相对气候影响（如相对的全球平

均表面、温度对辐射扰动的响应）的 一 个有效工具，但这些全球平均辐射强迫对于表示潜在气候响应的细节方面（如区域气候变
化）不 一 定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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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高纬地区的无霜期。

2.8

从 1950 年到 2000 年 ， 全球大气最低层 8 公里的温度大约每 10 年增加 0. 1 ℃，

地球表面温度变化
以摄氏度计的温度偏离（ 1961 到 1990年平均）

0.8

0. 8

0.4

0.4

0.0

0. 0

-0.4

-0.4

直接温度

-0. 8

- 0.8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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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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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摄氏度计的温度偏离 (1961 到 1990年平均）

0. 8

0.8

过

000

0.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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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4

-0. 8

-0. 8
一一一 直撞温度

一一一 代用资料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图 2-3 ：在直接的温度测量时期，地表温度上升了大约 0. 6 ℃（ 1860一2000 ，上图）。这种增
暖是空前的，至少就基于北半球过去 1000 年的代用温度资料分析来说是如此（下图） 。上阁中显

2000

~ .－ 』

~

-

GIT.

R 阁 SPM-1,

2-7c,

＆公20

示了逐年全球平均表面温度距平（红柱，细黑线条表示很可能的波动范围）以及约每十年的全球平均表面温度距平（连续的红
线）。分析考虑、了资料间断、随机仪器误差和不确定性，以及在海面温度资料误差订正和陆地上城市化影响订正等方面的不确
定性。下图合并了北半球的代用资料（逐年为蓝线，很可能的波动范围为灰带， 50 年平均以紫线表示）和直接温度测量（红线）。
代用资料包括树木年轮、珊珊、冰芯和历史记录，这些资料已经用温度计资料做过校准 。要估计南半球这样伏的 ll'fiL度变化，资
料还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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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地表气温变化相似 。 在 1979-2000 年时期，对于北美（ 0.3 ℃每 10 年）和

~

-

欧洲（ 0.4 ℃每 10 年），卫 星和探空气球测量显示的地表与低层大气增温几乎

WGITARSPM&WGI
TAR 第 2.2.4 节

完全相同，但在某些地域特别是热带地区存在显著的差异（地表每 10 年＋ 0.1
士 0.1 ℃，而低层大气每 10 年翻 0.06±0.16 ℃） 。 地表和低 层大气的温度受到诸

如平流层臭氧耗损、大气中气溶胶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的不同影响。另
外， 空间采样技术 也可以解释 一些趋势J：的差异，但这些差异还没有完全被
解决。

模拟的 1860年以来温度上升和实际观测到的上升的比较
以摄氏度 ~I · 的温度异常

以摄氏度计的温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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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去4：模拟制的温度变化，并且把结果与观附变化做比较，可以了解重要变化的原因 。 6♂~R; 12气候模式 ＂i'iJ 以被用来模拟起源于自然矛［］人为因素的温度变化 。 （ a ）中条带代表的模拟是仅用自然强迫算出来的（太阳变化和火

山活动）。 Cb ）中条带所包裹的模拟值是用人类强迫算出的（温室气体和硫酸气溶胶的估计）。 Cc ）中的则是把自然和人类因子
都包括后算出的。叮见，包括了人为强迫可能解释了过去一个世纪温度变化的主要部分， {fl 与观测吻合最好的是出现在 Cc ）内
的结果， ~JJ 当把人为和自然强迫因子都包括进去的时候。这些结果说明，所包括的强迫对于解释观测到的变化是充分的，但并

不排除其它强迫可能也发生作用的可能性。用其它模式加人类强迫获得了相似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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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新的 、 更强的证据表明 ， 过去 5 0 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增暖现象可以归咎于人
类活动 。

2.10

观测到的整个 20 世纪的增暖不可能完全是自然起困的 。 过去 100 年地表温度

的增加仅由系统内部变率引起是很不可能的。过去 1000 年的重建气候资料也

6年；…

RSPM &WGI
12 J苔，

显示， 20 世纪的增暖是反常的，不可能仅仅由自然强迫引起；也就是说，火
山喷发和太阳辐射的变化不能解释 20 世纪后半段的增暖（图 2-4a ），但他们
可能对观测到的 20 世纪前半段的增暖有影响。

2.11

从新近的证据并考虑到存在的不确定性 ， 过去 50 年观察到的增暖大部分可能

是由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 。 尽管由于人为硫酸气溶胶和自然因子（火山

6百二；“

S PM&WGI

2革

和太阳辐射）引起的辐射强迫还存在不确定性，检测和原因判别研究（包括
作为人为强迫的温室气体和硫酸气溶胶）一致发现过去 35-50 年气候记录中
的人为信号证据。这段时期中，硫酸气溶胶和自然强迫是负的，不可能解释
同期的增暖（见图 2-4a ）：而多数研究发现，在过去的 50 年，仅仅由于温室
气体增加引起的增暖的速率和幅度同观测的 一 致，或比后者略大（图 2-4b ）。

而在 1860 - 2000 年记录时期，当把上述人为和自然因素结合起来时，可以发
现研究结果与观测吻合得最好（见图 2-4c ）。这个结果不排除其它强迫因素也

产生作用的可能性。而且，一些人为因子（如有机碳、黑碳（煤烟）、生物气
溶胶、土地利用的某些变化）没有在这些检测和原因判别研究中采用。对这
些人为强迫大小和地理分布的估算差异很大。

2 .1 2

海平面 、 雪盖、冰面积和降水的变化与地球表面变暖的气候是一致
的 （ 见表 2-1) 。 这些变化中一些是属于区域性的，同时可能是由于内部气

6亿？”

RSPM & WGll
4.3,11 'W

候变率、自然强迫或区域性人类活动，而不能单单归咎于全球性的人类影响。

2.13

20 世纪的增暖很可能是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海平面升高和海洋热容量增加的重

要原因 。 全球变暖通过海水热膨胀和广泛的陆冰减少促使海平面升高。基于

6石；在 2.2.25,
2 节

验潮仪记录，经过陆地运动订正， 20 世纪海平面平均每年升高 1-2 毫米。有

几个长期记录表明， 19 世纪上升幅度更少些（见图 2 - 5 ）。在目前的不确定性
范围内，观测和模式均未表明 20 世纪海平面变化的加速。观测到的 20 世纪
海平面升高速率与模式计算结果 一致。全球海洋热容量从 1950 年代后期开始
增加，这段时间有足够的次表层海温观测资料。

2.14

雪盖和冰面积减少了 。 从 1960 年代后期开始，北半球平均雪盖范围很可能己

~了，
R 第 2 .2 .5 'P

减少了约 10% （主要通过北美和欧亚大陆春季的变化），北半球中高纬度湖、
河的年结冰期在整个 20 世纪很可能减少了约 2 个星期。非极地地区的山岳冰
川在 20 世纪也普遍退却。北半球春、夏海冰覆盖面积从 1950 年代到 2000 年
可能减少了约 10-15% ，北冰洋夏末、秋初的海冰厚度在 20 世纪的最后 30 年

可能减少了约 40% 。尽管在全球变暖的同时，整个南极海冰覆盖从 1978 年到
2000 年没有变化， 90 年代南极半岛的区域性变暖确与 Prince Gustav 冰架和部

分 Larsen 冰架的崩解同步，但是这些冰架损失的直接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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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大陆多数中高纬地区降水在 20 世纪很可能增加了 5-10% 。 与之相反，

2.15

许多副热带地区平均降水可能减少了 3% （见图 2-6a ）。由于大气环流的变化、

~ WG 门在内第 2.5,

2.7.2.2,

& 2.7.3 节

-’

更加活跃的水循环和整个大气中水容量的增加，全球表面温度的升高很有可

能引起了降水和大气中水汽的变化。在 20 世纪后半叶，北半球中高纬地区的
暴雨事件频率可能增加了 2 ” 4% 。在 20 世纪，经历严重干旱或水涝的陆地面

积略有增加，但多数地区这些变化决定于年代际或多年代际的气候变率，在
20 世纪没有明显的趋势。

2.16

气候的其它重要方面也发生了变化（见表 2-1) 。

2.17

20 世纪陆地和海洋表面发生了持续的、大范围的变暖，北半球中高纬度的大

..-..

.

陆地区温度增加最大 。 从 1976 到 2000 年，陆表温度相对海面温度增加较快

~’ WGITAR 第 2 . 2.2 , 2.6.3,
『’
＆ 2.6.5 '11 , & WGll TAR
驾~ 6 . 3 节

（见图二 6b ），这同观测的自然气候变率如北大西洋和北极的气候振荡相 J 致，

也和｜模拟的温空气体增暖分布型 一 致 。 正如后边所描述的， r?.S－. 域增暖与观测
到的生物系统变化之间存在统计七显著的关联，这在各大洲的淡水、陆地和

过去 300年的相对海平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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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刊欧洲有限站点有近 3时的海平面高度的连续记录，表明川纪海平面上升最快。 ~~R 图 11”7
来自荷兰 阿姆斯特丹、法国布勒斯特、波 兰希维诺乌伊希切和其它地区的记录证 实 ，与 19 世纪相
比， 20 世纪海平面加速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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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海洋环境方面均得到证实。

2.18 与前 1 叫相比，从 1 阴年代中期以来，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 ENSO ）现象 ~AR 第 2.6.2 w
的暖位相变得更加频繁、持久和强烈 。 ENSO 一贯影响热带、副热带和一些

中纬度地区的降水和温度的区域性变化。然而，对一个更暖的地球是否会使
厄尔尼诺更加频繁，模式显示不明显。
2.19

气候上的一些重要方面未显示有变化 。 最近几十年全球有几个地区没有增暖，

。 WG门fl.R 第 2.2.2, 2. 2.5、

这主要发生在南半球各个大洋的部分地区和南极洲的部分地区（见图二 6b ）。

-

& 2.7.3 iJ

从 1978 年有可信的卫星观测数据开始，南极j每冰覆盖基本保持稳定，甚至还
有增加。对有限地区的研究表明，当前的分析还不能得出有关风暴活动或龙

卷风、雷暴日数或冰雹事件频率变化的可靠结论。此外，对于热带和热带以
外气旋以及中纬度严重局地风暴强度变化，由于资料不充分和结论相互矛盾，

也无法进行评估。

2.20

过去 50 年区域气候变化对世界很多地区的生物和水文系统具有影响

（ 见表乙 1) 。

年降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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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世纪以百分数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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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a: 20 世纪，除热带地区外平均而言，陆山水酬，而叫和南美叫地区减 ~~刊 2·25
少。尽管记录显示所有增加与温度升高和大气湿度增大 ’ 致，各个地区之间降水变化趋势差 异很大，同时这种趋势仅在 一些大

陆地区的 20 世纪才可获得 。 在这个时期内，经历严重干旱或水涝的陆地地区存在较小的长期趋势，但在许多地区这些变化决
定于年代际或多年代际的气候变率， 20 世纪的趋势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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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温度趋势： 1976到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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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b: 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陆地和海洋发生了持续的、大范围的变暖，温度增加在北美、
欧洲和亚洲的中高纬地区最大 。 大范围变冷只发生在太平洋、南大洋和南极的部分地区 。陆表温

+ I

.

＿.. 时材
筐， WGITAR 制公制

度相对海面温度增加较快，这和观测的自然气候变率如北大西洋和北极的气候振荡相 一致，也和模拟的温室气体增暖分布型一
致。如文中所述，一些地区增暖与观测到的所有大陆上的生物系统变化有关。

＿＿.，.－始 ． 镑，曹翁

2.21

20 世纪，区域气候变化特别是温度增加对生态系统有可觉察的影响 。 在世界

许多地方，观测到的人为或自然的生态系统 3 变化，在各种各样的地点具有连
贯性，并且与预期的区域性温度变化的影响在方向上 一 致 。 观测的与期望的

~ WGllTAA 第 5.4,
『－

10.1.3.2 ‘ 11 .2.

5.6 .2,

1 立 1.3.1,

&

13.2.4.1 ，节＆ WGllTAR

f!f~ SPM斗

变化方向相同这 一事实会 随机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例如，这种系统包括物种
分布、种群大小、繁殖或季节迁涉事件的时间 。 这些观测显示，区域性气候

变化是作用显著的 一 个因子 。 在扰动的类型（如火灾、干 旱 、风灾〉、强度和
频率等方面，也有 一 些观测到的变化，这可能与区域气候变化（人为或自然

的）和土地利用实践的影响有关 。 反过来，这类变化也影响生态系统的生产
力和物种的组成，尤其是在高纬和高山地区 。病 虫害爆发频率也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在森林系统中，这也同气候变化有联系 。在 非洲的 一 些地区，从 1970
年开始，区域气候变化（ ENSO 、萨赫尔干旱）和人为压力的共同作用已经使

谷类作物减产 。变暖 也有 一 些正面作用，例如从 1959 到 1993 年，欧洲的生
长季延长了约 11 天，冬季用于取暖的能耗也减少了 。
－－－… 静静睡

2.22

升高的海面温度对珊湖礁有不幸IJ 影晌 。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多数热带海洋都

记录了海面温度的升高 。尽管经常有一部分会逆转 ，当海面温度升高 l°C 时，

1 有 44 个区域研究，覆盖 400 多种植物和l 动物，时间长度在 20一50 年之间。主要区域包括北美、欧洲
不日 南极地 区。 16 个 区域 的研究包括了约 100 个物理过程，时间长度变化在 20 到 1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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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珊珊还是经历了严重漂白事件，而且这在任何季节都会发生；若温度升高
3 ℃，珊珊就会大面积死亡。这是厄尔尼诺发生时的典型事件，并由于海面温
度的升高趋于严重。这些漂白事件也经常被与海水污染等其它因素联系起来。
2.23

海洋系统的变化尤其是鱼类种群的变化被认为与大尺度气候振荡有关 。 厄尔
尼诺对南美和非洲沿岸的渔业产生影响，太平洋的年代际振荡也被联系到北

a霄E’E 回脚眨酷
lil ~~苍革辈革
~.Jffi叩
.z 在2.~ 2,.
14..1: ..3, &

11怠2.3.3

'['I

美西岸的渔业减产。

2.24

已经观测到河流流量、洪水和干旱方面的变化 。 区域性气候变化影响水文循
环的证据表明，更高的温度会导致水文循环增强。近儿十年，在东欧、俄罗
斯欧洲部分和北美的许多地区，河流峰值流量己从春季提前到晚冬。某些地

听在云ι
挠， 4i.3l.怠 1llID.2:.f:.2.，， 在4!.3J、＆
τ!ID.2'.2.. 1l 节，，＆ WGll TIAH
~if 4” 1!

区的干旱和洪涝频率增加与气候变化有关。例子包括萨赫尔地区和巴西东北
部与南部的干旱、哥伦比亚和秘鲁西北部的洪涝。

2.25

初步的证据表明 p 一些人类系统已经受到近期旱涝增加的影响 。 天

气灾害和气候变异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失上升说明对气候变化的脆
弱性正在增加 〈 见表 2-1 )o;
2.26

极端天气或气候事件引起严重的 、 不断增加的损失 。 极端事件现在是与气候
相关影响的主要原因。例如，在 1997 ” 1998 年的厄尔尼诺期间，出现了严重

E『E’， 回百副国院在罩研部
8l2酣~＆睡韦：：节
阻ll

的生命财产损失和其它环境破坏。气候极端事件和变率成为人们关切的问题。
初步分析表明，一些社会和经济系统己经受到最近增加的洪水和干旱的影响，

灾害性天气引起的损失明显增加。因为这些系统也受社会经济因子如人口和
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定量确定气候变化（人为的或自然的）和社会经济因
子的相对影响是困难的。例如，全球与灾害性天气相关的直接损失，订正通
货膨胀后，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升高了一个数量级（见图二7 ），并且
非灾难性天气事件的损失也同样增加了。尽管对灾害的准备普遍加强，与天
气有关的灾害性事件数量的增加比与天气无关的灾害性事件的增加快了 3 倍。
这种观测的增加趋势有一部分是和社会经济因子有关（如人口增加、增长的
财富、脆弱地区的城市化等），但部分也和区域气候因子有关（如降水变化和
洪水事件等〉。

2.27

由保险偿付的与天气有关损失的比例在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 并旦气候灾害
引起的不均匀的影响产生了发展和公平的问题。亚洲和南美的保险公司只赔

6在一

偿全部经济损失的 5% ，非洲的 10% ，澳洲、欧洲、北美和中美的 30% 。当
只有风暴造成的损失被考虑时，赔偿的比例相当高：而与洪水和作物有关的
损失赔偿比例却相当低。平衡损失已经被各国政府以及受影响的个体和组织
所采纳。

2.28

已观测到气候对人类健康有影响 。 许多通过细菌、食物和水体传播的传染性
疾病对气候条件的变化很敏感。经验告诉我们，洪水的增加将增加产生溺水、

6豆注~~；.：Gm
1.0注A纠 ＆ 113.2.S 'r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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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呼吸性疾病、水污染疾病以及发展中国家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风险（高

信度）。欧洲和北美的热浪与这些地也都市死亡率增加明显有关，但冬天更暖
的温度也使冬天的死亡率降低。在一些情况下，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与近米的

气候变化明显有关，例如在瑞典，伴随着 1980-1994 年暖冬频率的增加，暖
冬过后壁虱传播的脑炎发病率也增加，而且发病｜不：向北迁移。

2.29

对气候变化不利影晌的认识和了解已引起公众和政府的晌应 。

2.30

作为观测的和预计的气候变化一个结果，近十年里社会经济和政策的晌应已

~ WGlllTAR 第 3 . 2,

-

经出现 。 这些包括：刺激再生能源市场：由于关注气候变化而开展的提高能

3.4-5,
3.8.4, 6.2.2, 6.3.2, & 9.2.1

源利用效率计划；把气候政策融合进更宽广的国家政策中：儿个国家收取碳

税；一些国家采取国内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制度：国家和国际上与企业达成提

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损失（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
年度损失，以十亿美； L;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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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灾害性天气事件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升高了 10 倍

.

ε， WGllTAR 四 川

（订正了通货膨胀），比用简单的通货膨胀来计算要快得多。到 20 时纪 90 年代，这比损失中被保阶部分的比例从过去可忽略的

水平上升到 23% 。 小的｜｜二火淮阴：夭气相关事fl: （这 R 不包括）造成的总的损失比较小 。 在 201u：纪后平段， 1-j 夭气相关的损失有
·;1:r, 分被归全r'; - f 礼会经济｜大i 亲（如｜人 I J 的增加、增长的则’而丰unti臼马地卅 (l<JJ戒ilf 化等〉，但i 部分也被归结于区域气候 f.kl 了二（如降

水变化和以水学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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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

问题 2

高能效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自愿、协议：创建碳交易市场：公众和政治力量
对公共事业通过新能源政策减少和降低碳排放的支持；工业创新体系以降低

碳排放：建立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脆弱性、适应气候变
化和开展减缓活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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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作为《第 三 次评估报告》（ TAR ）中气候预测基础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引自
《 IPCC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SRES) C 见框 3-1) 。由于特别报告中的情景是在
《第三次评估报告》之前的较短时间内完成的，因此 TAR 巾不可能包括基于这

些情景的影响评价。因此， TAR 中的影响评价大多采用的是基于平衡气候变化
情景的气候模型的结果（如 2 × C02 ），相对较少的采用了 C02 以每年 1% 的浓

度递增的瞬变情景，或第二次影响评估报告所采用的情景（例 IS92 系列）。因
此，吕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设法将特别报告中涉及的排放情景所预测到的

气候变化的影响后果勾画出来。这就必然需要做出多种估计。而且在许多情
况下只可能做出定性的结论。对于气候变率变化、极端事件以及突发的／非
线性变化的预测在问题 4 中作了阐述。

框 3-1 I 因人为活动引起的未来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排放将改变大气，预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气候。

6不；二院情 3, 4, 5, & 6

气候的变化是气候系统的内部变异与外界因子（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人类活
动引起的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排放会改变大气的组成。未来的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排放取决于
口、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更新等驱动因子的影响，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情景是描绘未来口

能会怎样的可选择的景象，是分析各种驱动因子如何影响未来排放结果并评估相关的不确定性的

一种较为合适的工具。 SRES情景的构造是为了更新 IS92 系列的情景，由六个情景组成，基于一些

描述性的情况发展而来，这些情况涉及到这些驱动因子的各个方面（见图 3-1 ）。这些情景似是
非却又相互联系，并认为不存在固有的发生概率。它们是包含人口变化、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以
及明显的技术进步在内的4个方面（AlB 、 A2 、 Bl 、 B2）的组合。两个另外的情景组合， Al FI和AlT,
明确探时了对于AlB可供选择的能源技术发展（见图 3-1 a ）。温室气体C02 、 CH4;fDN20 、以及能
生成硫酸盐气溶胶的 S02 的排放结果见图 3-1 b - 3-1 e ，其他气体和颗粒也很重要。这些排放引
大气中这些气体和气溶胶的浓度发生变化。 SRES排放情景中的浓度变化见图 3-1 f-3-1 i 。应谊
注意，对于在大气中驻留时间较长的气体，如图板中（ f）所示的 C02 ，大气浓度对其排放的变化
应相对较慢（例，见图 5-3 ）；而在大气中驻留时间较短的气体和气溶胶，如图板中（ i ）所示的硫

酸盐气溶胶，大气浓度的反应就非常快。大气中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浓度变化对气候系统的影响E
以用辐射强迫的概念来进行大致的比较，该概念反映某因子在改变地球一大气系统中能量收支五
衡作用中的影响程度。如因温室气体浓度增加而产生正的辐射强迫，趋向于使地面变暖；相反士
因 一 些类型的气溶胶增加，如硫酸盐气溶胶，则会引起负的辐射强迫，趋向于使地面变冷。由

嵌板（f）一（ i ）中的气体浓度增加而引起的辐射强迫示于板 (j ）。注意，与 IS92情景一样，在 SRES情

景中，所有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放所形成的组合都使辐射强迫增加。

3.2

在所有的 IPCC 排放情景下，预测 21 世纪 C02 浓度、全球平均地面

气温和海平面高度都将增加 。

3.3

所有的 SR叫放情景都会引起大气叫农度的增加 。 对于 SRES 中列举的 6♂叫 3. 7 .J. J \Ii
六种情景，到 2100 年，预测的主要人为温室气体 C02 的浓度将达到 540 ～
970ppm ，而其在工业革命前和 2000 年却分别约为 280ppm 和 368ppm （见图

3-1 f) 。这些预测包括了陆地和海洋的气候反馈。不同的社会一经济假设（人
口、社会、经济和技术），会导致未来不同的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水平更进一

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目前汇过程的持久性（碳汇）和陆地生物圈的气候
反馈程度，将使每一情景 2100 年的浓度波动范围达到－ 10 ～十 30% ，因此，总

的变化范围为 490 ～ 1260ppm （比工业革命前的 1750 年的浓度高 75 ～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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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S 列举的六种情景所预测的 2100 年主要的非 C02 温室气体的浓度变化很大 。 e w咄咄R 币 4.4.5 \'1 &

3.4

多数情况下， AlB 、 Al T 和 B l 估计出的增加幅度最小，而 Al FI 和 A2 最大（ -

WGITAR .. .

见图 3-lg 和 3-lh ）。
在 SRES 情景中考虑了人为气溶胶增加或减少的可能性，这主要取决于化石 CJ WGITAA 讯 5 .5 节 ＆

3.5

燃料使用的程度和降低污染排放的政策 。 正如图 3-li 所示，所有列举的六种

－一一 第 3 . 6.4 节

η

SRES 情景都预测硫酸盐气溶胶的浓度到 2100 年将低于目前的水平，这将导致
与目前相比的相对变暖。另外，预测自然气溶胶（例如海盐、尘粒和排放引起

的硫酸盐和碳气浴胶）由于气候变化而增加。
根据 SR

3.6

t 放，｜

2100 年期间将升离 1.4 ～ 5 . 8 ℃见图 3-lk ），约是 20 世纪观测到的变暖中值的

2-10 倍。根据古气候资料，预测到的变暖速率至少在最近的 1 万年内都是史无
前例的（见图 9-1 ） 。 对于 1990 ～ 2025 年和 1990 ～ 2050 年两个时段，预测将

分别增加 0.4 ～ 1.1 ℃手LI 0.8 ～ 2.6 ℃。这些结果是基于许多气候模型 4 的所有 35
个 SRES 情景的全部范围月Fr 预测的温度升高｜幅度比第 二 次影响评估报告大。基
于 6 个 IS92 情景的第二次影响评估报告的温度升高范围是 1.0 ～ 3.5 ℃。较高

的温度预测和更大的变化范围，主要是由于 SRES 情景与 IS92 情景相比预测的
S02 的排放较低，这归因于能源系统的结构变化以及对局地和区域空气污染的
重视。

到 2100 年，基于同一种排放情景的多种气候模型预测得出的表面温度变化范围

3.7

与用一个简单模型基于 SRES 不同排放情景预测得出的温度变化范围基本相符 。
图 3-1 表明， SRES 情景为最大排放水平时产生的增温值。不确定性增加主要来

源于辐射强迫的不确定性。最大的强迫不确定性是硫酸盐气浴胶。

·.

•

图 3-1 ：构成 SRES 情景的不同社会一经济背景导致不同的温室气体和气溶胶不同的排放水平。

这些排放反过来改变大气中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浓度，引起气候系统的辐射强迫的变化。 SRES
排放情景相应的辐射强迫使得预测的问题和海平面上升，而这种 i；升反过来会产生各种影响。

WGITAR I飞I 3.12. 4.i4,
5.13, 9.13, 9.i4, & 11.12.
WGll TAR 1!1 19·1, .~
SRES 图 SPM-2. SPM-5,
SPM-6, & TS-10

SRES 情景中并没有包含额外的气候本身的内在作用，也没有确定的发生概率。由于 S IrnS 是在
《第 二 次评估报告》前校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这里所提到的影响评估应用的是基于平衡气候变化情景的气候模式的结果（例

如 2X

C02), C02 以每年 1% 递增的瞬变情景或第 二 次评估报告中的情景的应用（例如 IS92 系列〉相对较少。这些气候变化影

响反过来也会通过某些行为影响到社会

经济的发展途径，如通过所采用的适应对策或减缓措施等。图形上部的加重部分说明

了在探时气候变化时，变化的各个方面是如何和综合评估框架相联系的（见图 1-1 ）。

I

基于复杂物理基础的气候模式是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主要工具。为了明确各种情景的范围，这里月1
简单的模式作为补充进行校准，以便产生与复杂的气候模式相应的温度和悔平面数据。这些预测可
用 一 个简单的气候模式获得，其气候敏感性和海洋热｜吸收可校准到 7 个复杂的气候模式中的各个模

式。用简单模式中所用到的气候敏感性范围为 1.7 ～ 4.2 ℃，这与普遍所接受的 l.5 ～ 4.5 ℃的范围基
本相符。大气一海洋环流模式（ AOGCM ）研究认为，和 1961 ～ 1990 年相比， 21 UJ；纪末（ 2071 ～

2100) SRES 中的 A2 情景的祖度平均升高 3.0 ℃，变化范围为 1.3 ℃～ 4.5 ℃，而 SRES 中的 B2 情景
的温度平均升高 2.2 ℃，变化范围 0.9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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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l

－一一 日2

一一一 IS92a

‘

A2

A
-

A2 的示意线与情景的组合描述了 一 个组成非常不
均一 的世界，主要主题是向给肉足以及地方性的
保护 。 区域之间的生产力非常缓慢地趋于一致，
进而导致持续性的人口增长 。 经济的发展主要是
地区主导型的，人均经济的增长和技术更新的变
化较其他示意线缓慢且苓散 。

Bl
Bl 的示意线和情景组合描述了一个趋于一致的恍
界，在世纪中叶，全球人口达到顶峰后开始 F降，
这同Al 示意线一样 ： 但经济结构趋向于向服务和
信息经济方面迅速变化、材料密集程度下降、并
且采用了清洁和高效资源技术。 强调经济、社会

和环境的持续性，包括增加平等性等方面的全球
性解决方案，但排除额外的气候行动计划。

B2
目的示意线和情景组合描述 了 一个重点集中于经
济、社会和环境持续发展的地方性方案。随着低
于A2速率的持续性的全球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则
处于中等水平，与 Bl 和 Al相比，技术变更的速度
缓慢且种类增多。当然，情景也趋向于环境保护
和社会公平性，但主要强调地方和区域性水平的
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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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预测 21 世纪全球平均年降水量会增加 。 预测全球平均水汽、蒸发也都将增加。

矿工时 9.3.1 节

3.9

根据 SRES 所有情景的预测范围，全球平均海平面高度在 1990 ～ 2100 年期间

。可；；二叫 11.5.1 节

将上升 0 . 09 ～ 0.88 米，但区域间的波动十分明显 （ 见图 3-11 ） 。 预测 1990 ～
2025 以及 1990 ～ 2050 年间的t升高度分别为 0.03 ～ 0.14 米和 0.05 ～ 0.32 米。

这主要是由于热膨胀以及冰川和冰盖的消融所致。基于 IS92 情景的第二次影响
评估报告预测海平面七开范围是 0.13 ～ 0.94 米。尽管在这次影响评估中预测
的未米温度较高，但海平面上升的预测值却略有降低，这主要是由于采用了
改进了的模式，模式中由于冰川和冰盖的贡献变小。

3.10

与全球平均变化相比，区域气候和海平面的变化预测有很大的不同 。

3.11

几乎所有陆地的升温速度可能都比全球平均要快，特别是在冬季的北部高纬

~AR 第 10.3.2 节

度地区 。 最显著的升温是北美的北部地区以及 SW 沙i'I 北部和中部， 4±j:：个模型中
都显示这些地区的增暖水平超过了全球平均增暖的 40% 。相反，在南亚和东南
亚的夏季以及南美南部的冬季，其增暖水平低于全球平均值（见圈子2 ）。

3.12

在区域尺度上预测的降水则有可能增加或减少，通常介于 5% ～ 20% 之间 。 高

g♂孔R 第 10.3.2 节

纬度地区无论在夏季和冬季，其降水都很有可能增加。中纬度北部地区、热
带非洲、｜、南极的冬季以及亚 洲 东部和南部的夏季，预测降水也会增加。而澳
大利亚、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的冬季降水显示出一致的减少。在许多预测的平
均降水量增加的地区，其年际问降水量也可能会有很大的波动（见图 3-3 ）。
与预测的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值相比，预计区域的海平面变化幅度会更大，

3.13

6万；；二时l 1 1.5.2 节

因为海岸线地区的海平面升高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 （ 见图 3 －的 。 尽管几乎

所有的模式都预测北冰洋的海平面上升高于全球平均值、南半球海洋的海平
面上升低于全球平均值，但由于不同模式的预测结果相似性较差，复杂模式
所预测的未来海平面变化 l?.5". 域分布的可信度较低。

3.14

预测冰川在 21 世纪将继续大规模退缩 。 预测北半球的雪’盖、永冻层和海冰的

~ARti} 11 .5.4 节

范围将进一步减小。由于降水增加，南极大冰原的冰雪景将有可能增加：而
格陵兰冰）尿的冰雪 ；量： 因径流量增加超过了降水量的增加而有可能会减少。对
南极西部大冰原的稳定性的关注，在问题 4 中讨论。

•

图 3-2 ：背景图 Ca) SRES 中的 A2 情景和（ b) SRES 中的 82 情景的年平均的温度变化（彩色

阴影）。两个 SRES 情景都思示山了应用 AOGCM 模拟的相对于 1961 ～ 1990 年的 2071 ～ 2100 年的

一，气
， c£
变化情形。这里仅表币了 A2 和1 B2 两种阳景，其他｜同景＆有 AOGCM 模拟的结果。方框对 A2 平II

筐， WGITAR 国 9.10d &
9.10e, & WGI TAR 杠 10.1
（ 国 1)

B2 情景模式之间的区域变暖程度（例如，与每 一 个模式的全球干均变暖水平相比的增暧程度）的 一致性进行了分析。显示的区

域划分为：两个模式一致的增暖超过今球年平均水平（低于平均增暖）；或模式 f可以域的相对增暖幅度不－致（增暖阳度不一一）。

变冷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划分依据（从米应用）。九个模式中必须有至少七个结论相符才能被定义为一致。如果全球年平均增暖采
片J A2 的 1.2 ～ 4 . 5 ℃以及 B2 情景的 0.9 ～ 3.4°C 的变化 ~li 用，则 A2 和 B2 悄景的高于 40% 的区域变暖幅度就分别为 1.7 ～ 6.3 ℃
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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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和 82情景的降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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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W

60E

120E

全球平均降水量的变化（毫米／天）
曙耀画幅幅………

- 0. 75 - 0. 50 - 0. 25

日 川月－2 月
6月－7 月－8 月

0. 25

0. 50

0. 75

1. 5

3

图刊图中表明了（ a)

•

SRES

~的 A2 情景和（川RES 中的内景的年平均降水量变化（ 。平陆；10.1fm2}

彩色部分）。两个 SRES 情景应用 AOGCM 模拟表明了与 1961 ～ 1990 年相比的 2071 ～ 2100 年的变化结果。这里仅表示了 A2

和 B2 两种情景，因为其他的情景没有配套的 AOGCM 模拟模型。方框对模式之间的区域降水变化的一致性进行了分析。区域
划分的主要依据为：平均一致增加高于 20% （大量增加），平均一致增加高于 5 ～20% （少量增加），变化在－ 5%～ 5% 或平均变
化在， 5%～ 5% 之间（没有变化），平均一致下降在－ 5%…20% （少量下降），平均一致下降多于－ 20% （大量减少），或结论不一

〈无一致迹象）。九个模式中必须至少有七个结论一致才能被作为依据。

3.15

预计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既有有利的影晌也有不利的影
响，但是气候的变率越大，不利影晌的主导地位越明显 。

3.16

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越多，气候变化的影响越严峻 〈 中等可信度 ）。 气候变化
的影响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但对世界大多数地方来讲，预计

~ WGllTAR 第 12,

-

19.5, & 19.8

19.3,

1主

不利影响会占主导地位。气候变化的各种影响将随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风险
性加大。这些风险构成了其被关注的五个理由：对濒危物种和特有生态系统

的威胁；极端气候事件的破坏作用：对发展中国家以及贫困人口的严重影响：

全球的综合影响以及大尺度的高强度影响事件（见框 3-2 和图 3-1 ）。气候变化
对人类健康、生态系统、粮食生产、水资源、小岛和低洼沿海区以及总的市
场活动的影响总结如下。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大多数研究中尚没有考虑未

来极端事件频率和强度的变化（另见问题 4）。

什么引起海平面变化？

陆地水资源、地下水提

取、水库修建、径流变
化、渗流入含水土层

表面和深海环流
变化，风暴潮

贮存在陆地冰川
河流二二 角洲地区
淀积、土地运移

和冰盖的水体与
海洋水体的交换

当海洋变暖
时水体膨胀

及建筑物位移

,

飞品

丁子·，，． ：：
，

」旨 ’

~·

: # '..

，，马

，

,.
’

「

"'

图 3-4 ：沿海岸线的海平面高度由全球环境中随多种时间尺度变化的多种因素所决定，从几小
时（潮沙〉到百万年（由于地质构造和沉积引起的海洋盆地的变化）。在几十年到几世纪的时间范围

筐， WGITAR 框 TS-2

内，一些对平均海平面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往往和气候及气候变化过程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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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2 I 伴同温度升高的气候变化引起的值得关注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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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i'i
－－嘈 ． 粤您需善

·极端气候事件 ：己 经观测到一些极端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的增加（见问题2 ），而且可能随
着进一步的变暖而加强，由此人类生命、财产 、作物、牲 畜以及生态系统的危险性 也 会增

’~ WGllTAR 等， 15 . 2 & 19.6

加。对于内在的不断变化和不稳定的区域，现在的发展增加这些风险（例如，河流冲击平原
和低洼沿海区域）〈另见问题4 ）。

· 影响分布的不一致：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 响的风险远大于发达国
家，一些发达国家在气候变暖小于（几）度的情况下其市场会从中受益。在更大程度的变暖
情况下，多数地区都会处于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以负面影响为主的风险之中。但是，发展中

。吁：， 19.4 节

国家通常比发达国家将继续经受更严重的影响。在国家内部，脆弱性是变化的，最贫困人
口更会经常受到威胁他们生活和生存的影响。

·全球总影响：升温在（几）度范围内，虽然大部分人都可能受到负面的影响，不过对全球市

场的总体影响则有正有负。在更高的升温情况下，全球市场受到的负面影响将增加，而且

对大部分人的主导性影响都将是负面的。

·大尺度、高强度影响事件：在小于（几）度范围内的升温情况下， 100年时间范围内的大尺度
、高强度影响事件，如温盐环流崩溃或南极西部冰盖明塌等，发生的可能性较低。但这些
事件的可能性产生的风险及其后果的大小还远未有定量化的估计。在较高的变暖情况下，
在比 100年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其可能性和风险将增加，但目前还不能对其进行定量估计。
同时可参见问题4 。

6石i；二；： 19.5 节
Ow~l~AR 第 19.6 11

人类健康

3.17

气候变化将增加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 尤其是对热带和亚热带的低收入人群 。

。石叫； 5.3, 9.1. 9.5,

气候变化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人类健康，包括直接影响（如，在温带国家中
虽减少了冷胁迫但增加了热胁迫，在洪水和暴风雨中丧生）和通过传染性媒介

（如蚊子） 5 、水生病原菌、水质量、空气质量、食物供给能力和质量（如 一些
谷类作物的蛋白质含量降低）、人口迁移以及经济受挫等造成的间接影响（中
到高可信度）。 一 些影响可能是有益的（如减少了冷肋、迫、在 一 些地区减少了

疾病传播），但其表现的主导影响是负面的（表 3-1 ）。实际影响程度受到当地
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很大，对每个表现出的对人类的负面影响，都有
一 系列社会、制度、技术和采取行为方面的适应性措施减少这种影响。例如，

适应对策包括加强公共健康基础设施的建设、针对健康进行环境管理（包括空
气和水质 量 、食物安全、城镇和住房设计以及地表水的管理）提供适当的医疗
保健。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生产力
』4叫咱捶 ． 唱，事停

3.18

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升高预计会使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减少，特别是一些脆弱物
种灭绝的风险增加（高可信度） 。 因干扰而造成的对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将增
加，如火灾、旱灾、虫灾、外来种侵入、风暴以及珊湖礁白化事件等（见表

3-2 ） 。 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胁迫与其他胁迫（如土地转化、土地退化、收获、
污染等）共同作用，会使 一 些特有的生态系统受到本质上的破坏或完全消失，

5

巳经对 8 个案例进行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5 例疤疾， 3 例革登热。 7 个案例利用基于生物和l 过程的方
法，一个案例 机遇 经验和统计的 方法。

aa

l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 WGllTA网捕 5.2,3,

-

5.4 1, 16.2, 17 .2. &
19.3.2·3 w

表 3-1

｜如果没有气候政策介入，气候变化别人类健康的影响 。
2050

2025
C02 浓度 a

405-460

445-640

ppm

2100
ppm

540-970

ppm

自 1990 年全球平均温度变化b

I 0. 4 1. l°C

0.8-2.6°C

1. 4- 5. 8°C

自 199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升

I 3-14

5-32 cm

9 88 cm

高b

cm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c

热胁迫和冬季死亡率
. WGlI TAR 第 9.4节 。

与热相关的死亡和疾病增加
（高可信度 d ）。

｜热胁迫影响增大（高可信
1支 d ） 。

I

热胁迫影响增大（高可信

度d ） 。

一 些温带地区冬季死亡量下

降（高可信度 d ）。

？在疾和登革热潜在的传染区
域扩大（中高可－信度 d）。

传染病
WGll TAR 第 9. 7 节 d

｜ 症疾和登革热潜在的传染
｜区域进 “一步扩大（中至高
同 信度 d ）。

洪灾，风暴
WGII TAR 第 3.8. 5 & 9.5

和极端天气相关的伤亡、传
染病增加（中等可信度 d ）。

｜伤亡、传染病严重增加I （中
｜ 等可信度d）。

｜伤亡、传染病迅猛增加（
｜中等可信度勺。

营养

贫穷对增加的饥荒风险很脆

｜贫穷依旧造成对增加的饥荒

｜贫穷依旧对增加的饥荒风

节：

WGII TAR 第 5.3.6 & 9.9

节i

望，但相应的科学还很不完

｜风险脆弱。

｜险脆弱。

a 根据 35 个 SRES 预测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应用 一种便捷的碳循环模型所估测的最高和最低值所对应的 C02浓度范围 。参见
WGI TAR 3. 7. 3节 。

b 根据 35 个SRES预测的温室气体和 SOz排放情景，应用 一种简单的 气候模型所估测的最 高 和最低值所对应的全球平均温度变化
范围和全球平均海平面升高程度。参见 WGI TAR 9.3.3 和 11. 5. 1 节 。
c 2025 、 2050 和 2100年气候变化对市场影响的摘要阐述由第二］：作组 的研究评定推论而来，这种研究只是情景影 响的调查而

非基于SRES情景的预测，因为尚未见文献报导有关SRES情景预测的研究。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估在区域间差异很大，而且其
对温度、降水变化的区域性和季节性估测、极端气候频率或强度的变化、变化速率高度敏感。影响评估还对未来社会特征
的设定以及未来气候变化的适应效率和程度高度敏感 。相应地，对于 2025 、 2050和 2100 年的气候变化影响的摘要论述必然
是一般性的和定性化的。这种陈述以表格的形式展现也是考虑到使宽泛的情景描述更为有效。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还没
有研究探讨了全球温度升高到 2100年变化幅度上限时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d 可信度的判定采用了下列标准：非常高（ 95%或更大），高（ 67 一95%），中（ 33-67%），低（ 5-33% ）和很低（ 5%或更小）。参见
WGII TAR框 1-L

而且会使 一 些有高度灭绝危险或濒危的物种灭绝。珊珊礁和环状珊 E胡岛、红

树林、寒带和热带森林、极地和高山生态系统、大草原湿地以及残存的天然
草地是受气候变化威胁的生态系统的斗些例子。在 ’ 些情况下，受威胁的是

那些可以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 一 些生态系统（如，可以缓冲风暴影响的沿海
系统）。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可能方法包括建立允许物种迁移的保护区、公

园和储备场所，对物种进行人工养护和转移。

3.19

生态系统生产力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而且估计生产力的变化幅度从增加到

”’. .

~’ WGITAR 第 3.7 j~· &
’ F WGllTAR 第 5.2.2 & 5.6.3

减少都有可能（中等可信度） 。 C02 浓度增加将会使大多数植物生态系统的净

初级生产力（ C02 增肥效应）和净生态系统生产力增加，使得碳随时间在植被
和土壤中累积。气候变化可能使 C02 对生产力的直接效应增加，也可能使其
减小，这取决于植被类型、区域以及气候变化情景。
69

和2 l 如凯利雌伴气候变也对生态至多酬。 1
2050

2025

I 405--460

叫浓度a

445-640

ppm

2100
540-970

ppm

ppm

自 1990年全球平均温度变化b I o.ι1. 1°C

0.8-2. 6°C

Lι5.8 。c

自 199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升

5-32 cm

9 88 cm

I 3-14

高b

cm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c

珊珊礁
t隅11

珊湖礁白化频率和死亡量增
加（高可信度d）。

；第 16.4..5 ,

'Il\1<

12.. 4. 立，＆王7. 2.4’节：

海岸湿地及海岸线
[WGII '.D\'.R 第毡.4.

ti. 4 . 4·1r.1

2&

物种的生物多样性减少，依

由于海平面的升高，一些海
岸湿地消失（中等可信度d）。

｜海岸湿地的消失加重（中等
1 可信度d）。

｜海岸湿地进一步消失（中等可
｜信度d）。

海岸线的侵蚀增加（中等可
信度d）。

海岸线的侵蚀加剧（中等可
｜信度d） 。

海岸线侵蚀进一 步加剧（中等
｜ 可信度句。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_j一一 一一
一一＿J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_J
|
高纬度地区生长季加长；
一些濒危物种灭绝；许多其！独特的栖息地及其特有的物

I
I

他的物种处于灭绝的边去象（
i 高可信度 d）。

火灾和虫害对生态系统的扰
动频率增加（高可信度d ）。

火灾和虫害对生态系统的扰
动频率增加（高可信度 d）。

胁时可
范、川情

北极海洋冰进一步减少，有
利于船运但不利于野生生物

回 一泊句

。假

’

种消失（如南美洲海角区的
｜植被以及－些雾带森林）（中
I
i 等可信度 d ）。
许多中高纬度地区的森林净｜净初级生产力可能会或可能｜
初级生产力提高（中等可信
不会继续得到提高。
｜火灾和虫 害对生态系统的扰
度句。
I
i 动频率增加（高可信度 d ）。

冰融长
覆消加
洋层期
海冻冰
，永无「
退比一
一
的。

EU

植物的适直范围变化（高
信度d）。 e, f

川 ’湖度
冰少和信

军

L －nz
司”
句址。臼
臼
－ m／

iAnhu
止

咱，

。也
zaM 咱『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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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qJV

h

ι 1句’
用

多

肿射46

m
q
晴mm队
J

ill－厅gay －－ d4AOfM

H川 F旧 τ1

冰河盹随Mm

Z

i 珊珊礁臼化和死亡量更加恶
｜ 化（高可信度d）。
赖暗礁生存的鱼类的产量降
低（中等可信度d）。

陆地生态系统
L ：问 I1 JA;R ；第虫，：£..［，
豆 4.. :1 ，也 ιL ;iii . r6. 2,
Il.6. L 3, & 19. 2 －我i

ZJ

！珊蝴礁的白化和死亡量更加
i 恶化（高可信度d）。

ii

（如海豹、北极熊、海，象）

i 冰川，特别是热带冰川，冰块
｜体积大量减少（高可信度d）。

（中等可信度 d）。

地面的沉降导致基础设施破
坏（高可信度d）。

＊参见表 3-1 的脚注 a-d 。

e 累积市场效应是指通过如农业、商业林、能源、水、建筑等市场部门，合计获得的经济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净效应。这种估

算一般排除了气候变异和极端事件变化的影响，也不代表不同变化速率的影响，而仅仅是部分说明了对市场中非贸易的商

品和服务的影响 。这样的省略往往可能导致低估了损失而高估了经济收益。累积影响的估算还存在 一 定的矛盾，因为他们
往往用 一些获得来抵消另 一些 的损失，而且不同的个体间的累积权重也必然带有一 定的主观性。
f 这些效应已经被观测到，且预计会继续下去。 ［ TAR WGH 第 5. 2. 1 ，丘 4.3, 16.1.3, & 19.2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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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W
叫El· ‘L

型预测，陆地生态系统对碳的净吸收在 21 世纪前 50 年会增加，但随着气温升

2

变化而使干扰程度（如火灾和虫灾爆发）增加，汇将可能会减小。一些全球模

2 M凶

保持：但是，当森林变成熟，肥料效应变饱和、植物腐烂赶上其生氏、气候

V锦州拥

等，陆地 生态系统目前是一个碳汇。这一碳汇在未来儿十年内预计将会继续

岭t u

通过提 高水分利用效率而问接影响）、氮沉降（特别是在北半球）、气候变化

＝

措施、 C02 增肥效应对植物光合作用的 影响（通过增加碳同化而直接影响，或

11
·’·J 哼

由于增加的植物生长、死亡和腐烂三者的滞后造成的，由于过去的陆地管理

－···

（ 中等可信度 〉）。 当前的陆地生态系统是一个碳汇，这是部分地

卢 GG3

11.f （ 见表 3-2

wm响川
5

陆地生态系统目前是一个碳汇 ， 到 21 世纪末 ， 随着温度增加，汇的强度会降

／WW 臼U

3.20

高，在 21 世纪后 50 年会下降甚至会成为一个碳源。

农业
谷类作物模型表明 ， 在温带地区，温度增加较低时产量会增加，但温度增加

3.21

较高时， 产量将会减少 （ 中到低可信度 〉。 在大多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无论

~ WGll TAR

-

ti'\ 5.3.4-6 , &

9 .9 节

任何程度的温度增加 ， 都会使谷物产量降低 〈 中等可信度 〉（ 如表 3-3 ）。 在
中纬度地区，作物模型表明，温度增加在（几）度之内以及相应的 C02 浓度

增加，对作物产量总体来讲是正效应；而温度增加若超过几度，作物的产量
反应一般是负的。在热带农业区，类似的评价结果表明，甚至是温度的极小

增加，也会使一些作物产量降低，因为热带地区的温度己经非常接近这些作
物生长所能承受的最高极限。在降雨也将同时有较大程度减少的亚热带和热

带的旱地／雨养地区，对作物产量的负面影响将更加突出。包括自动农业适
应（如，种植时间的变化以及作物品种）的一些评价所估计的作物产量受到

的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比不包括适应性的模型的估计结果较小。这些评价考
虑了 C02 的施肥作用，但没有考虑技术革新、虫害和病害、土壤和水资源返

化或气候极端事件等的影响。牲畜生产者使其畜群适应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胁
迫方面的能力了解得还很少。（几）度或者超过几度范围内的变暖预计将使全

球的粮食价格增加，而且可能使脆弱人口遭受饥饿的风险增加（低可信度）。

表的 ｜如果没有做的气做策介入汽候变化对农业的学归结果守 ＊

C02 浓度a

寸严→

2050

2100
一一 一一

: ::::60 ppm

445-640 ppm

540-970 ppm

一

化自b1990年起全球平均温度变

0.ι1. 1 。c

升
自 1990年起全球平均海平面

3 14 cm

5-32 cm

在度作许物叮。产多量
i::11增高纬加度（巾地低区可，信谷类

在在增中纬减度混地合影区响，谷。物产量存

0. 8-2.6°C

…一

1.ι5 . 8。c

…,

局b

｝飞

一…

9 88 cm

对农业的影 晌 C
平均的作物产量g

[WGII TAR .第2. 5. 3. 在

10. 2‘ 2, 11
2, 12. 5,
Ll. 2、 3, 14, 2、 2，在 15.2、 3

节：

极端的低温和高温
[WGTT TA丑第 5、~）. 3节）

在信谷类度多数作句。热物产带和量亚降热低带（中地低区可,

一高一牲度h些（自l畜可吨些作信作。的信物度物热度d胁的 ）热迫。栋胁
句霜。增危害减少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在全）度面多以数下上降中的纬（变中度暖低地会可区使信，谷度超物d)过产(J量L

在产度热量呵。下带军降m的E热明显带地（中区低，可谷信物

极（高端可温信度度的d）变。化使影响加剧

极（高端可温信度度的d）变。化使影响加剧

发降低展中（中国低家可贫信困度农d）民。 的收入

格排增除气加候（变中低化可，预信度测粮
d）。食价

迫危害增加
加（高可信

收入和价格
［曹GII TAR 第 5.

3. 5-6 -WJ

一

本E 这参见些表评3估－是
1的建脚立注在a－当d 前。农业措施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的基础上的， （大多数情形下）允许在现有技术变换使用的基础上采
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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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叫．．

3.22

预计气候变化将会使许多受水资源胁迫的国家的水短缺和水质问题加剧，不

~ WGIT；明 第 9 . 3.6

过在一些其它国家则情况会有所缓解 。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 一般

\'i

&4.6 节

来说对水的需求会增加，但是在一些国家由于水资资利用效率的提高，对水
的需求也会降低 。 气候变化将使世界许多地区的河流流量和地下水补给量减

少，但在其他 一 些地区也可能增加（中等可信度） 。 不同情景中变化量 差别较
大，部分是由于降水量预测的差异（特别是降水强度），部分是由于蒸发量预

测的 差 异 。 图 3-5 中列出了两种情景下的水体径流量变化的情况。 C02 排放如
果每年增加 1% ，到 2050 年将会有几亿到几十亿人口的水供应减少 1 0% 或更

多（见表 3-4 ）。由于水温升高，一般来说淡水质量也会下降（高可信度），但
在一些地区这可以通过流量的增加来缓解。气候变化对水短缺、水质量，以

及洪灾和旱灾的频度和强度的影响，将对水管理和洪水管理带来更大的挑战 。

未受管理的以及管理较差的水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表现得最为脆弱。

表 3-4

｜如果没有制定的气候政策介入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结果 。 本

C02 浓度a

化白~990年起全球平均温度变

升自高
19~0年起全球平均海平面

I

2025

2050

2100

405-460 ppm

445- 640 ppm

540 970 ppm

o. 4

0. 8- 2. 6°C

l. 4 5.

5- 32 cm

9 88 cm

1. 1 。c

3一 14 cm

8 。c

水资源影晌 C

水WG供I应

1 TAR
4.5. 2节

tn

4.3.6 &

水：wG质I量
I TAR 第 4.3.101i)j

地到以冬降，雪
其季为河（高重流可要
量信峰的度值水d）来从。源春季的盆变 许少水供多，应水其胁他增加迫些国（高家水可胁的信水迫度供国句应家。减的
高温使水质量退化 。

一一

水发质生量改变变化
。 因水流容量变化

度高温
d） 。使水质量退化（高可信

水（高供可应信的度影d）响。 扩大

水（高质可量信的度影d）响。 扩大

发水质生量
改变变化（高囚可水信流度容d）量。变化

度海层句平中。面的上盐升水使增侵加入（中沿等海可蓄信水

水；WG需i求I TAR 第 4.4. 3节！

灌需的溉影求水量响需增，求加高量
温（高将将可受趋信气rP度l候于吟变使。化水

水信度需d求）。量 的影响扩大（高可

水（高需可求信的度影d）响。 扩大

极；WG端I事T件
AR

水由于的破更坏多增强加降雨（高事可件信将度使d）洪。

洪可水信度的破
d） 。坏进一步增加（高

洪变水化的的破情坏景将”增比加“没几有倍气。候

干旱频率增加（高可信度d） 。

干加旱
。 事件及其影响进一步增

SPM ; WGII TAR

SPMJ

＊ 参见表3- 1 的 a-d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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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ll 丁AR 第 4 .3-4, 4.5.2,

-

问题 3

(a)

.

• ...

飞a

飞‘t

‘

.

硝

、

.>

飞＇

»

飞飞

-

"

/

口
< -250

国
-250 至

国
150 -150 至

口
50

50 至一 25

-25 至 0

0 至 25

. . .

25 至 50

>150

50 至 150

年径流量的变化（毫米／年）
图 3-5 说明：预测的至 2050 年平均年水分径流量变化，相对于 1961-1990 期间的平均径流量，

很大程度上与预测降水量变化相对应 。径流量变化用水文学模型计算，输入的气候预测来自两个版

本的 Hadley 中心 AOGCM ，情景为大气有效 C02 浓度每年增加 1% 。这两个模型为：（a) HadCM2 平

J忍 耐 以

ε， WGllTAR 第 4.3β 节

均和（b)HadCM3o 预测径流增加的有高纬度和东南亚，预测径流减少的有中亚，以及地中海周困地
区、南部非洲、澳大利亚这些横跨 Hadley 中心的实验，与其他 AOGCM 实验顶测的降水量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对于世界的其
他区域，降水量和径流量的变化取决于情景和模型。

小岛国和低地沿 j每区

3.23

居住在小岛和 ／ 或低地沿海地区的人口由于海平面升高和风暴的影响在一些社

会和经济方面有特殊风险 。 一些居民将会面临海洪和海岸侵蚀增加的风险，数

~ WGllTAR 寄： 7,2.2, ; 7.2.

’..

&

19 .3.4 节

千万居住在小的、低海拔的小岛和三角洲上的居民，将会面临人口迁移以及基

础设施损失的风险，或需增加保护脆弱性沿海地区的投资。岛国和沿海地区的

关键性资源也将受到威胁，如，淡水、渔业、珊湖礁和环状珊湖岛、海滩以及
野生动物栖息地等。

73

. ...
3.24

海平面上升将使每年在沿海风暴中遭受洪灾的人口的平均数量增加 （ 高可信
度） 。 受威胁的人口的绝对数量增加最多的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在东非、西
非以及从土耳其到阿尔及利亚的地中海地区，受威胁的人口增加得不多，但
增加却是非常显著的。许多人口密度高的沿海城市对永久性的陆地淹没也非

常脆弱，特别是因海平面上升而造成的更频繁的沿海洪水对潮涌高度的叠加
影响。以上估计都是假定风暴发生的频度和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得出的，而风
暴发生则可以加剧海平面上升对一 些地区造成洪灾的风险。

总的市场影响
＿....…＇＂＇ • •~骨

3.25

总的市场部分的影响，用国民生产总值 （ GDP ）的变化来度量 。 对于大多数

~ WGflTAR 第 6.5,

-

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的全球平均温度升高的研究均表明，其；争市场影晌将

7 .2-3.8.3，筒，3.4, 18.4.3,
19.4.1-3, & 19.S 节

是负的（低可信度〉，对发达国家来讲，气温升高在（几〉度以内，；争市场影

响有正有负（低可信度），如果气温升高超过（几〉度时，；争市场影响则会是
负的（中到低可信度） 。 气候变化的影响将通过改变粮食、纤维、水和其它物

品的丰富程度、质量和价格，以及服务的改变等影响市场部门（见表于匀。另
外，气候变化还有其他市场效 应，如可通过改变能源需求 、水电供 应、交通

运输、旅游业和建筑业，或由 于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财产破坏和保险损失，
因海平面上升而损失陆地，发展和人口等的规划安景及重新安置，以及资源

需要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投资费用等。一些已经出版了的研究对净的市场部门
的影响结果的估计为，无论在部门、国家或地区尺度上都表明，大多数被研
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都会受到损失。对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全球

平均温度增加（几）度以内对市场的影响有正有负。在温度增加超过几度时，

C表r,3浓4 度－＂如果没有肯定的气候政｜策：：介：入5-4,60气p候pm变化对其他市场部门
平自均
19温
90年度起变全化球
b

0.ι1.

平自均
199海0平
年起面全升球
高b

3-14 cm

1°C

的影响结果 。 本

2050

2100

445-640 ppm

540-970 ppm

0.8一2.

1.ι5.

6°C

5-32 cm

8°C

9-88 cm

其他市场部门的影晌 C

自~1 TAR 第川ctr1

!

｜增＝~军在嘲丹能源需求 穰翻开响扩大

悟嘀俨扩大

加于建（高筑可物信致度冷d）的。 能源需求
“

经
［WC济
a部门
l TAR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保（高险可价信格度增d）加。 和可行性下降

第 8.3 节 i

…一一……

对金融部 门的 影响扩大 。

“·

总
［ WG的I市场影第
响 e 19.4 叩5节 ！
I TAR

许分损多发失展（低中可国信家度净d）的。 市场部

发（中展等中可国信家度的d）损。 失扩大

发失达（低国可家信市度场d）的。 影响有得有

损发达失增国加
家市（中场等的可获信利度减d）小。 而

＊ 参见表 3-1 的脚注 a- d 和表 3 -2 的脚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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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达损发（中度殷失国等增家中（可中加净国信等可过市的信场市（几度场部）呵度
家超的度 分损。失扩大
表时现，发
为

发达国家的市场影响也是负面的。从全球尺度而言，在全球平均温度增加几度

以内时，世界的 GDP 将增减百分之几：全球平均温度增加超过（几）度时，
净的损失会增加。这些估计中一般没有考虑气候可变性和极端气候事件变化的

影响，也没有考虑气候变化速率的影响，只对不参加市场贸易的商品和服务做
了部分的考虑，把 一 部分人的财产增加抵偿了另一部分人的财产损失。因此，

对单个国家在市场影响方面的估计的可信度普遍较低，而且，各种省略似乎会
低估经济损失和高估经济收益。

3.26

适应性可部分抵消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并旦可很快得到益处，但不

能阻止各种损失 。
3.27

已经跤， 一些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措施能够减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并增加其 6豆＇~~·； 惜别
下面影响 。 但这些措施将会有成本问题 。 关于其效益和成本方面的数量性的估
计、以及因地区和实体而不同的评估还很不全面。适应气候变化有多种方式，
如通过人们的行动来减少影响或利用新的机会，以及自然系统在气候变化压
力之下所作的一些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反应。本报告主要着眼于人为的适应性行
动。这些措施包括反应性适应（预先没有准备而随着条件的变化当即采取的行

动）、以及预先计划好的适应（预先准备好、在条件变化时同时采取的行动）。
适应可以由私人实体（如个人、家庭或商业公司）或公共实体（如地方、川、｜或国
家政府机构）来承担。一些已经公认的适应性措施的例子列于表 3-60 适应性措
施的效益和成本、以及其完善与否也因地区和承担实体的不同而不同。尽管与
适应相关的知识还不完善且仍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但已经得出许多有价值的
发现并总结出许多这方面的相关进展。

3.28

默幅度和更快速度时变化情景将比幅度较叫

3.5 节

战和破坏的风险更大 。 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包括气候极端事件、变率以及平
均情况变化的程度和速率。自然和人类系统都已经进化或发展出在一定的气候变
异范围内的应对能力，在这样的变化范围内形成破坏的风险相对低一些，而且恢
复的能力也高一些。但是气候变化导致超出系统经历过的历史范围的极端事件发
生的频率增加，会增加系统对极端事件的风险，而且使系统不能完全恢复甚至使
系统崩溃。平均情况的变化（如平均温度的增加），甚至是非异常的变化，都可

能使一些超过能够应对范围的事件的频率增加（如热浪）；也可能使一些其他事
件的频率减少（如短期寒冷的频率减少）（见问题 4 和图 4-1 ）。

3.29 适附加强可以便能够剧的变异和极端事件的相…化，使得其在 ~，；~·；，

182.2 &

目前和未来都产生效益 。 表 3-6 中列出的许多适应性措施目前被用于应对当前
的气候变异和极端事件，而且，扩大其应用可以提高吕前和未来的应对能力。
不过，如果未来气候变化的范围和速率增大，则这些努力在未来将会大打折扣。

3.30

适应性具有的潜在直接效益 ， 主要是通过减小气候变化的负画影响并增强其正

CJ
”

~臼
1a＇.：.~R'i'f第 5.3.4. 6.5. 1,

面影响 。 关于气候变化的未来影响的 一 些研究结果表明，适应确实减少了许多
负面影响并使正面影响得到增强。例如，对于因风暴而带来的沿海洪水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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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刊

|

些部门适应性措施的例 f

部门／系统

水
[WGil TAR 第 L1. 6 & 7. 5. 1
节 ； WGII SAR 第 10.6.4 &

｜适应性措施
针对“需求方”进行管理，使水利用效率增加（如价格激励、调节、技术标准）。
针对“供给方”进行管理，使水供应或水供应的可靠性增加（如建筑新的贮水或分流设施）。

改变体制和法律构架，使水在用户之间易于转移（如建立水市场）。

14.4节 ］

减少河流中的养分载荷，保护／增加河床两侧的植被，以抵消因高水温而造成的富营养化。
改革洪水管理计划以削减下游的洪峰 。
减少地表面不透水铺设物和利用植被来减少暴雨径流，以增加水分入渗。
重新评估堤坝、防洪堤以及其他防洪设施的设计标准。

食物和纤维
百GII TAR ~在 5. 3. 4-5节 ，

改变种植和收获时间以及其他管理活动。
采用最小耕作及其他措施保持土壤中的养分和水分、并防止土壤侵蚀。
改变革场的动物畜载量。
改种需水量较少、 i耐热、耐早及抗虫的作物或品种。
加强研究以发展新品种。
鼓励在旱地区域种植农业森林，包括建立村庄植林地和利用灌木和树作为饲料。
重新种植混合树种以增加多样性和灵活性，促进植被和林地自主更新。

WGII SAR 芽~ 2. 9, 4. 4. 4,

13.9, & 15.6节 ； SRTT 第
11. 2. H'i

协助相邻的保护区及种植林中的树种进行迁移。

改善农村的培训和教育力量。
在保险与当地供应受破坏时，建立或扩展计划以提供安全的食物供应。
改革政策，以鼓励那些低效的、非持续的或风险性的农业、放牧及森林措施进行转化（如对作
物、作物保险和水进行补贴） 。

沿海地区，沿海渔业
[_ WGTT TAR 第 6.6 & 7.5.1
节 ； 研GII SAR. 第 16. 3 ;

SRTT 15. H!f

川
ω

警

面
表

随

MM

AH
唱n
’ HH
叫J

限制诩

Eι
－

效健

刊刊用忻

和睬险
报以风

。

金融服务
阳GU TAR 第 8.3.4节 …

病

节 ； SRTT 第 14 . 4节

预应康

[WGII TAR 第 7. 5. 1 &
9. 11 节 ； WGII SAR 第 1 2. 5

疫况。岛少
。
施展状量热诚
设发康质小行
康’健水减推
健状和和以以
共现物生’，
公治生卫划育
进防、、规教
改病境房市众
和疫环住城公
建进测进行行
重改监改进进

人类健康

防止或阻止那些易受侵蚀、淹没、以及风暴洪水影响的沿海地区的发展。
利用“硬件”（堤坝、防洪堤、隔海墙）或“软件”（海滩养护、沙丘和湿地恢复、造林）建设来
保护沿海。
建立风暴预警系统和疏散计划。
保护和恢复湿地、洞口以及洪积平原，为渔业提供基本生存环境。
改进和加强渔业管理制度和政策，以促进渔业转化。
进行研究和监测，以更好地支持渔业的综合管理。

通过私人、公共保险和l 再保险分担风险。
通过建立代码和其他一套标准，或通过作为保险或信用需求的金融部门的影响未减小风险 。

分析表明，如果沿海防洪设施还像目前那样没有变化，因气候变化驱动的海

平面上升将使每年平均遭受洪灾的人数增加。但是，如果沿海防洪设施也能
按照未来的 GDP 发展速度成比例得到增强，未来每年平均遭受洪灾的人数将

会减少三分之二 （见图 3-6）。然而，这些估计指的仅仅是适应的潜在效益，而
不是可能得到的效益，因为在分析中通常采用与适应性选择和障碍因子相关

的武断的假定，经常不予考虑气候极端事件与变异性的变化，而且不能解释
那些不甚完美的预见。

3.31

关于适应性成本的评价还极少：一些可行性的评估表明，成本对适应性措施

的选择标准及时间选择高度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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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最好的评价是关于保护沿海地区

。豆＇.~~A；第 6.5.2

&

预测的关于 21 世纪80年代的适应
以及每年平均遭受沿海风暴袭击的人数
百 Ji 入

250
200
150
100

OwG注：； 6.5.1 节

50

图 3-6 ：预测的关于 21 世纪 80 年代的适应以及每 年 平均
。

遭受沿海风暴袭击的 人 数。左边两个柱线显示的是，在目前海
保护措施不变

加强保护措施

平面及升高 40cm 后，在 2080 年平均遭受沿海风暴的人数，这
里有两个假定，即沿海保护设施与现在相比没有变化、人口增

现在 的 海干面 高度

海干面升 高4 0厘 米

长保持适中或中速。右边的两个柱线表示的是同样的结果，但
假定沿海设施按照 GDP 增长的比例增强。

免受海平面上升危害的那些措施的成本。这些评估中所包括的措施有“硬件

建设”如堤坝、防洪堤、隔海墙，以及“软件建设”如用沙和沙丘进行海滩

养护。保护沿海的成本依不同的假定而不同，如受保护的海岸线的范围、建
筑类型、时间及其完成情况（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以及折扣率。这些因子
的假定不同，到 2100 年海平面仁升 0.5m 时，美国海 J＇.￥ 保护性费用范围估计

达到 200 亿美元至 1500 亿美元不等，该数字根据现在的价格计算。

3.32

气候变化对发展、可持续和公平预计会产生负面影晌 。

3.33

气候变化的影晌对那些最贫穷国家和国家内的最贫穷人口是不均衡的 ， 因此，

e w :l-TAR;

18.5.1-3 节

加剧了人们在健康状况以及拥有足够的食物 、 净水和其他资源方面的不公平 。

正如所提到的，气候变化将普遍使发展 lh 国家的人口在人类健康、 ？）＼. 供应、农

业生产力、财产以及其他资源方面处于相对较高的负面影响风险之下。贫困、
缺乏培训和教育、缺乏基础设施、缺乏技术、收入机会上缺乏多样性、退化的

自然资源基础、错误的激励、法律体制不充分、以及急需扶持的公共和私人制
度等，都使得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非常低。遭受负面影响力日之低的

适应能力，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比发达国家人们口的脆弱性更普遍。
-

3.34

非持续性的资源利用使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增加 。 将自然栖息地转为人类利用、

对环境中资源的 高 收获率、不能防止土地退化的耕作和放牧活动、空气和水污

. ..捧

~ WGllTAR 第 1.2.2 .

-’

4.7,

5.1 , 6.3.4, & 6.4 . 4 节

染 等 使系统适应变异或气候变化的能力降低，以及系统退化后的恢复弹力都降
低 。 这些压力使 得 系统以及依赖于系统而提供食物、服务和生活的人们对气候

变化高度脆弱 。目 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这种压力，但对于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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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要达到满意的发展目标而又不对系统施加不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更

是一种两难选择。

3.35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害能够削弱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更频繁和更严重的干旱能 6画：；；~m 1a~s.1.节
够加剧土地退化。暴雨事件增加可以使洪水、滑坡以及泥石流增加，而由此产
生的破坏在某些情况下能使多年的发展努力付诸东流。健康和营养状况的进步
在某些情况下会因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和农业的影响而倒退。这些灾害由于在

那些处于动态和不稳定的区域（如洪积平原、障碍性海滩、低地沿海以及毁林

的陡坡）的进一 步发展将加剧。

3.36

如果不予重视，气｛侯变化能｛吏一些发展规划的作用减小。 发展规戈4通常包括为 6石L二二4…节
管理那些气候敏感性的资源在基础设施、公共机构、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投入，

这些敏感性资源有水、水电、农业土地以及森林等。这些规划的实施受气候变
化和气候变异性增加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因子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被考虑得
很少。分析表明，规划完成的弹性较大，在某些情况下，适度增加投入会使规
划在一系列的气候条件下都能很好地得到完成，而且由于目前气候变异产生的
风险较大，较大的弹性会带来直接的价值。

3.37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的许多要求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 。 训 6页阴阳~. 1'8阳在
提高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需求的例子包括增加资源增量和减少不公平、减少

贫困、改善教育和培训、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关注地方资源管理，以及提高体
制的能力和效率。另外，主动减慢栖息地转化、更好地管理采收活动以便能够

较好地保护资源、采用保护土壤的耕作和放牧措施，以及更好地调节污染物排
放，均可减少气候变化导致的脆弱性，使资源利用朝着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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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这里的凹答集中在气候脉动的频率和幅度的预测变化问题上，这是由于大气
中温室气体含量和气溶胶浓度的增加所引起的。对气候极值的频率、强度和生

命期长度等问题做了特别强调，这些问题代表了对于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部门

而言重要的气候变化风险。生态系统中可能的突变／非线性变化在这里作了讨
论；而物理、生物和社会系统中的缓慢变化则在问题 3 中时论。

4.2

模式预测 ， 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将导致日 、 季节 、 年际和年
代际变率发生变化 。 预计在许多地区日温差将下降，伴随着夜间最低温度

----·

~’ WG I TAA 百＼＼r 9.3 .令e
胃F

J主 WGll

TAR

~）

14.1.3

w.

l~

的上升将强于白天最高温度。 一 些模式显示在北半球陆地冬季气温的日变率
减小，而夏季日变率将升高。现在的预测表明，未来 100 年内厄尔尼诺 事件儿
乎不发生变化或只在强度上略有增加。许多模式表明在热带太平洋将出现更类
似厄尔尼诺的平均状况，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较赤道西太平洋

变得更暖而且相应地降水型将东移。即使厄尔尼诺强度只有微小的变化或不发
生改变，全球变暖也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干燥和暴雨的极端事件，而且使得许多
不同地区与厄尔尼诺事件相关的干旱和洪涝的风险增加。而对于自然出现的海

洋－气环流型如北大西洋涛功等的频率和结构会如何变化问题则没有明显的 一
致性。

4.3

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生命期长度、发生地、频率以及强度将可能

或非常可能发生变化，而且极可能对生物系统带来负面影晌 。
..

，事

4.4

在全球气候及其短期（日、年内和年际）变化和较长期（年代际〉变化中，白

。 WG I TAR 前 1.2 & 2.7 \J-

然环流型如 ENSO 和北大西洋涛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气候变化既可以通过

平均值的改变也可以通过明确的气候环流型的改变而使自身得到充分体现，这
些变化会引起气候变量极端值的方差和频率发生改变（见图 4-1 ）。
. .-4 •

4.5

在几乎所有的陆地 ， 非常可能出现酷热日数和热浪增多 ， 而寒冷日数和霜冻日
数减少 。 平均温度的增大将导致酷热天气和创记录的酷热天气增多，而j 霜冻日

~

”

WGI TAR t1} 9.3.e &
10.3.2 w 在 WGllTAR 功
5.3, 9‘ 4.2, & 19.5 w

数和寒潮减少（见图 4-1 a b ）。许多模式的结果显示，在北半球陆地地区，冬

季气温的逐日变率表现为总体下降， TrlJ夏季的日变率七升。温度极值的这些变

化将可能导致作物和家禽的损失、降温的能耗增加和取暖的能耗减少、人口发
病率和与热协迫有关的死亡率t升（见图 4-1 ） 。霜冻日数的减少将使得与冷天

气相关的人口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以及一些作物遭受损失的风险减少，尽管
对某些其他作物而言这种风险可能是增加的。在许多温带国家，由于温度的小

幅度上升带来的农业收益可能使得国内生产总值 CGDP ）出现小幅度的增加。

4.6

极端降水事件的量级和频率在许多地区非常可能上升， 而且极端降水事件的问
歇期预计将缩短。这就可能导致更频繁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并伴随人员伤亡、

健康受到影响（如流行病、传染病、食物中毒）、财产损失、基础设施和房屋
的损失、土壤流失、污染物、保险和农业在其他方面的损失 。内陆地区夏季的
总体干燥形势将可能导致夏季干旱增多并使得荒火的风险增加。这种总体干燥

应该归因于温度的升高和！可能蒸发率的增强之间的共同作用，而这种共同作用
并未被降水的增多所平衡。全球变暖将可能导致亚洲夏季风降水的变率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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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高分辨率的模拟研究表明在一些地区，热带气旋的最大风强将可能增加
5-10% ，同时降水率可能增加 20-30% ，但是，没有研究认为热带气旋的发生

地将发生改变 。 对于热带气旋频率则几乎没有 一致 的模拟结果 。

4.8

缺乏足够的信息来确信小尺度现象将如何变化 。 很小尺度的天气现象如雷暴、

~；I TAR ~ 9.3.6 \1

龙卷、冰雹、雹暴和闪电等是不能用全球模式来模拟的。

4.9

21 世纪的温室气体强迫将在之后几十年至上千年内在物理和生物系

统中引发大尺度、高影晌、非线性和可能为突变的变化，其可信度
范围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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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1」气怪草草地悟
变化丘及牟其其可影挝
｜！可（且在能 （肥IT TAR 表 SPM-1).
2能1 世性纪极端气候现象的预测

在数几和热乎所浪有增陆多b面最（非高常温可度能上升） , 酷热日

一影些响地的代区表发生性例全子部a达到高信度）

对旅对许电于游力于多老家景作降温禽物龄点群和变遭的野迁体受需和生。城动物市贫风，热困风人加险口增，。死加亡．和严重疾病的发生增多。
损求增失多的且能险源增可供给量减少。

在数（儿非、霜乎常所冻可有能日数陆）面和最寒低潮温增度多b上升， 寒冷日

人许某加类热多些作害与能物源寒虫遭冷和需有受疾求关损病F传失降的发播的。病体风率险的和减范死少围亡扩，而大率其下、他活降作动。物更遭广受。损失的风险增加。

强区降）水事件增多（非常可能，在许多地

洪土府水壤多、 滑洪私失坡增
人 、 雪崩和泥石流的损失增加。
水

增政 和流的 力径的口流洪。对灾保些险漫系滩统及蓄减水层灾水的量压力的补增加充增。加。

在相应中纬的度干旱内风陆大险部增地加区（夏可季能干）燥增多，

作水森由物林于资产源火土量地总灾减量的F风少减痒使少险。得增、建质多筑量。基下地降的。破坏增加。

热强带（气可旋能最，大在风许强多地、区平均）和
C 最大雨强增

对海海人岸岸类流生态生失活系以及统的风海如岸珊险现建、筑礁传染和和基性红础树疾林病设施蔓的延破的破坏的坏增风增加险和加。其。他许多风险增加。

在的（也许干可旱多参和不见洪同下地涝栏强区的度，干增与旱厄强和尔强（尼可降诺能水事）事件件有）关

在在受受干干早旱和影洪响涝的地影响区的，地水力区发，农电潜场力和牧下场降的。产量下降。

一

亚洲夏季风降水变率增大（可能）

在亚洲的温带和热带地区，洪涝和干旱的程度和损失增加。

乎中没纬度有风多少暴一的致强度性增） b强（目前的模式几

对财海人产岸类和生基态生础活系；设统在l健施的康破的损坏的增风失加增险增加。加。。

~通信热过息带适来气旋当自的的《第响区应域＝措次分施评布估可，这报能会些告影发》第响生变可一化工以得作，但到组减技目轻术前总。尚未结出CF.现~部分） .
~· 申 ·静

4.10

气候系统包含许多通过复杂的非线性方式相互作用的过 程，这些过程能引起

气候系统中在系统受扰动充分时可能超越的那些临界值升高（甚至可能是突

’~ WGl TAR 第 7.3. 9.3.4,
& 11.5.4 W: WGll
TAR 结 5.2&5、8 节 ；＆
SRLULυCF 第 3&4 1言：

变）。这些突变和其他非线性变化包括来自陆地生态系统因气候引起的温室气
体排放的大量增加、温盐环流（ THC ，见图 4”2 ）的崩溃、南极冰益和格陵兰

冰盖的锐减。其中的一些变化在 21 世纪发生的可能性很低：然而， 21 世纪的
温室气体强迫将可能引起某些改变并由此导致在此后的几个世纪旦出现这类

变化（见问题 5 ）。其中的 一 些变化（如对于 THC ）在世纪到千年尺度内可能
是不可逆的。在有关这类变化的内在机制和可能性或时间尺度上目前还存在

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然而，来自极地冰芯的证据表明，近些年大气系统一－直
在发生变化，而且大尺度的半球性变化也将在几十年内迅速发生并对生物物
理系统产生大的后果。

4.11

在 21 世纪可能出现因为土壤和植被的大尺度变化而导致由气候原因引起的温
室气体排放的大量增加 。 与其他环境强迫和人类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全球变

暖将导致目前生态系统的迅速崩溃。这样的例子包括冻土带、北方和热带的

叫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_.. . . .

ffi . 谱

筐， WGll 丁AR 第 5.2,5怠，＆

-

5.9 节 ，＆ SRLυLUCF 第 3
&4 章

森林以及与它们相连的使它们更易于发生火灾的草地的干化。通过增加

来源于植物和土壤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表面特性和反
照率的改变，这类崩溃可以引起进一步的气候变化。
4.12

来源于无论是大气中化学汇的减少还是埋藏的 CH4 淤积物的释放，大

g♂；；~ 4.2.1.1 节

气中的 CH4 都决不可能大量、迅速地增加 。 在所有 SRES 情景中，都
不发生可能与对流层污染物的大量释放相伴出现 CH4 生命时间的迅速

增长的情形。埋藏在永冻土下的团体水合物和海洋沉积物中的甲炕储量
是庞大的，超过目前大气中含量的 一 千倍。在全球变暖引起水合物分解

并释放大量甲：院的过程中，将可能发生预期的气候反馈：然而，从国态
释放出来的大部分甲：院气体在沉积物和水体中就己经被细菌分解掉，从
而限制了排放到大气中的总量，除非有爆炸似的强烈的释放发生。这

个机制目前还没有实现量化，但是现在没有观测来证明，在过去 50,000

年里大气甲：院的记录中出现过迅速、大量的甲：院释放。

主要的海洋传送带

向大气的热
释放

图 4-2 ：世界海洋中的全球环流系统示意图。全球环流系统由各大海盆中主要的南－北温盐环流路径与大西洋的绕极环流汇

合而构成。暖的表层流和冷的深层流在大西洋和环南极洲（蓝色）的一些高纬深水区相连接，正是在这些地区出现海洋和大气间
的主要热交换。该洋流系统对热传输及其再分布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如北大西洋中的向极流使得西北欧洲变暖高达 10°C ）。模
式模拟指出，该环流系统的北大西洋分支对于大气。温＋度和水循环的变化特别脆弱。由全球变暖带来的这些不稳定性，可以
破坏这个对区域一半球气候具有强烈影响的环流系统 。 注意这是一个示意图，它并不能指示来自部分 THC 的水流的确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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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多数模式预测，导致流向欧洲高纬地区热传输减少的海洋温盐环流正在减弱

（ 见图 4 - 2 ）。 然而，即使是在温盐环流减弱的模式中，仍然反映出欧洲正在变

叫：…SPM&W

7.3 & 9.3.4 11\

I

暖，原因在于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目前的预测结果并不表明温盐环流会在
2100 年之前完全关闭。

－些证据显示，只有在辐射强迫的变化足够大而且能

维持时间足够长的情况下，在 2100 年以后，温盐环流才会在两半球彻底而且

可能是非可逆地关闭。模式指出，泪盐环流的减弱将降低它自身向不稳定状
态的发展（即 一 经减弱的温盐环流会表现为更不稳定，因而它的关闭就变得
更加可能）。

4.14

南极冰盖在 21 世纪在总量上可能略有增加 。 然而，西南极冰盖在未来 1000

。可；附有l 1i .5.4 节

年内将减少同时海平面将相应上升数米，但是关于下垫面的某些过程目前还

不完全清楚 。 由于四南极冰盖 CWAIS ）的地基因在海平面以F ，有关它的稳
定性问题已经涉及过。然而，源于这 一 原因的地基冰架的削弱引起海平面的
实质性七升普遍认为不可能在 21 世纪发生 ο

目前的气候和冰动力模式预测表

明，在未来 100 年内，南极冰盖整体上可能会因为预计的降水量增加而总量
增多，并对海平面的变化有下降几厘米的贡献。在未来 1000 年内，这些模式
预测西南极冰盖将会引起海平面七升高达 3 米。

4.15

格陵兰冰盖总量在 21 世纪可能减少并且使海平面升高几厘米 。 在 21 世纪，

g♂； 时伊

R ~~ 11 .5.4 '1\

由于预计增加的径流量将会超过降水增量，格陵兰冰盖总量将可能减少，并
对总的海平面上升贡献最多达 10 厘米。在气候达到稳定后的数以千计的时间

尺度内，冰盖还将继续反作用于气候变暖并对海平面上刑产生贡献。气候模
式指出格陵兰的局地变暖可能是全球平均的 1 ～ 3 倍。冰盖模式预测如果超过
3°C 的局地变暖持续数千年，将导致格陵兰冰盖的完全融化并造成海平面上
升大约 7 米。如果 5.5°C 的局地变暖持续 1000 年，格陵兰的贡献将可能造成
大约 3 米的海平面上升（见问题 3 ）。

4.16

永冻土的温度 、 表面形态学及其分布预计将在 21 世纪发生明显变化 。

目前，

永冻土占据了北半球 24.5% 的裸露陆地。在气候变暖情况下，许多永冻土地
区将趋于减退，特别是对于那些相对温暖的和不连续的永冻士地区。北半球
的永冻土面积最终将较现在减少 12-22% ，并使加拿大现有的永冻土区域消失
一半。在 21 世纪后期，永冻土南界线的变化将十分明显，但是一些厚冰盖永
冻土仍将继续残存成百七千年。 j享冰盖永冻土的融化可能会伴随着冰质量的
转移和表面的消失，这将可能引起水中沉降物增多和导致对发达地区的基础

设施的破坏。依赖于降水时段和排水条件，永冻土的返化会引起温室气体释

放，从森林到沼泽地、草原或湿地生态系统的变化，并引起土地流失问题和
滑坡。

4.17

在 21 世纪，许多自然的和人为的生态系统将可能发生突变或非线性
变化 。 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越大，则负面影晌的风险越大 。

84 1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OwG~~

II 丁A阴市 16.1·2 \'i

4.18

变化会增加在许多生态系统中发生突变和非线性变化的风险，这将影晌到

这些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繁殖力和功能 。 例如，即使水温持续升高仅仅

’~ WGllTAR 革 5.2. 6.4.5, &

-

1 7.2.4 节

1.0°C ，其自身或再加上任何其他的强迫（如过度的污染和淤积），就能导致
珊珊喷出他们的藻类（珊湖白化；见图 4 ” 3 和问题 2 ），并最终导致珊珊死亡

以及可能的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气候变化将使得适宜于一些陆栖和海栖物种
的自然环境向极地或适宜于陆栖物种的向更高海拔的山地迁移。增强的不稳

定性以及那些对某些物种定居所必需的自然环境和更为特殊的条件的改变将
导致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发生突然而迅速的崩溃，其结果是出现新的植物和

动物群体，而这些新群体具有比原先更少的生物多样性、更参杂的物种手lJ 增
高的生物绝种的风险性（见问题 3 ）。
4.19

生态系统中存在许多相互作用的非线性过程，并因此容易发生突变和临界效

应，这是由主导变量如气候中相对小的变化所引起的 。 例如：

分支珊珊

脑珊珊

图 4-3 ：珊E胡多样性受影响之情形：当海表温度升高时珊蝴因严重受到影响而出现分支珊珊

~u：山， 17.2.4 w

（如滞角质珊砌）减少或局地绝迹时，以及在主要珊珊（如脑珊湖）增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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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伽柳川番苦啦疆辛辛牵 ．

在作物的关键生长期内，如果温度升高超过某一临界值，就会影响作物

的生长发育进而导致作物严重减产，而临界值本身是随作物和品种的不

~ WG!ISAR 第 13.2.2&
13.6.2 节

同而变化的。有关危害临界值影响作物关键生长期的例子有：水稻小穗

不孕（在水稻开花和授粉过程中，如果温度大于 35 c 超过 1 小时，将
严重影响花的形成，并最终致使减产）：玉米花粉的活性降低（＞35 C);

小麦灌浆终止（当温度＞ 30 c 超过 8 小时）：土豆的块茎形成及生长受
阻（＞ 20 C ）。如果温度超过了危害临界值，即使持续时间很短，也会造

成这些作物严重减产。
红树林位于海洋和陆地的交界带，这是由于来自海洋的侵蚀过程和来自

陆地的淤积过程之间的平衡所产生的。海洋的侵蚀过程预计会随着海平

。豆！：飞去 ；3,

10.2.2.

面的上升而增强，而淤积过程也会通过气候变化和其他人类活动（如沿

海的发展）而变强。因此，对红树林的最终影响将取决于这两个过程之
间的平衡，这个平衡将决定红树林系统是否向陆地或向海洋迁移。

4.20

植被的大尺度变化可能会影晌区域气候 。 类似由陆地面积引起的地表特征的
变化会改变能量、水和气体通量，并会影响到大气成分，正是这些大气成分

引起了局地和区域气候的变化并由此改变了不稳定的状态（如北冰洋）。在没
有地表水的地区（典型的半干旱或干旱区），水汽传输和反射率影响着局地水

循环，因此植被的减少会导致局地／区域尺度的降水减少并改变干旱的频率和
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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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
对与气候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 一 经济部门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有

关的惯性和时间尺度问题的认识程度如何？

问题 5

气候变化 . 2001

框 5-1 1 时间尺度和惯性。
在《第三次评估报告》 CTAR ）中涉及的所有学科里， “时间尺度”和“惯性”两个术语没有
普遍接受的定义。为回答本问题，使用了以下的定义：
“时间尺度”是指过程中的某一扰动所需要的时间，它至少能展示出 50% 的最终结果，图 51表示了 一些重要的地球系统过程的时间尺度。
“惯性”是指气候系统、生态系统或人类系统对改变其变化速率作用因子响应的滞后、迟

钝或抗拒，包括引起变化的原因去除后系统的变化仍在持续 。

此处只是所引用文献中用来描述复杂的、非线性的、适应性的系统对外部强迫响应若干概念中
的两个概念。

地球系统中的特征时间尺度
过程：

（阶段以年表示）

全球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混合（ 2 ～4年）

大气成分

某种驱动使得C02趋于消失 一半的时间（ 50～200年）
某种驱动使得CH1趋于消失一半的时间（ 8 ～ 12年）

大气温度对C02浓度上升的响应 (120 ～ 150年〉

气候系统

（大 fIO, 000年〉

植物对高C02浓度的适应 (l ～ 100年）

生态系统

:3, ·I

-

WGl:9
11
海平面对温度变化的响应 －帆；l :9, 11
冰盖对温度变化的响应 －阳 l: 11

热量传输以及C02进入深海 (100 ～ 200年）

（大于 IO, 000年）

－阪； l

－哥们··1

植物生命期 (l ～ 1, 000年）

一百G1:9.

比 I: 3

附 i::3.

植物物质的腐烂（ 0. 5 ～500年）

－肌 l

能源的接终使用技术变化（ 1 ～ 10年）

:3
- WG lil: 3, 5, 9

能源的供应技术变化 (10～ 50年） －肌 I 11:3,5. 9

社会－经济系统

基础设施（ 30～ 100年） -

WGllJ:3.5,9

社会准则与管理（ 30～ 100年） －肌l IT ：：~ .

200

400

600

年

。

800

1000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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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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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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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L

某一驱动力所引起的至少一半某种变化结果所需的时间。当响应过程（例如 一 些植物的寿命）比

a

生态系统 （ 绿色 ） 和社会－经济系统 （ 紫色 ）。这里定义的“时间尺度”指的是对要表述过程的

咱
Mm础
…阳囚
…
附
／唰配

图 5一1 ：地球系统中一些关键过程的特征时间尺度 ：大 气成 分（ 蓝色 ）、 气候系统 （ 红色 ）、

驱动过程（温度的变化 ）馒很多时，就会出现适应的问题。因为某一代人活动的大部分后果要由
后代人来承担 ， 对时间尺度大于一代人时间的所有过程，就会出现代际间的公平问题。

日

本回答讨 论 与相互作用的气候 、 生态和社会一经济系统中重要过程有关的惯

性和不 同时间尺度，并给出一些例子。然后讨论可能是不可逆的变化一即指
引起 变 化的 驱动强迫减少或消失后，在若干代人的时间尺度上气候、生态和

社会 一 经 济 系统 的 某些部分无法回复到原先状态的情形。最后探讨惯性作用
怎样影 响 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决定。

5.2

惯性是广泛地存在于相互作用的气候、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固

有特性 。 因此，气候变化在到达相应的阙值之前，其位置尚未被很
好了解 ， 假如气候变化的变率和幅度没有受到控制的话，某些人为
引起的气候变化影响可能会慢慢变得明显起来，而另外一些影响可

能会变得不可逆 。
5.3

各种不同分量过程相互作用的惯性的综合效应 ， 是指在人为温室气体排放
减少后，气候以及受影响的气候系统只有在很长时间里才可能达到稳定 。 自

， 叫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

6吾土~~A~盐16

1750 年来人类活动导致 C02 释放引起的大气和海洋扰动将持续几百年，这是

因为与巨大的海洋库和陆地库问缓慢交换所引起的碳再分配过程较慢的缘故
（见图 5-2 和 5-4 ）。因为自然过程只能在地质时间尺度上使浓度恢复到工业化

前的水平，因此预计未来大气 C02 浓度将在数百年里维持在几乎是所达到的
最高水平上 。 相反，短生命期的温室气体，如甲炕 CCH4 ）的稳定排放将在几
十年内使其大气浓度达到稳定。惯性的意义也表明，避免长生命期温室气体

的排放有着长期的效益。
串 串 G ，靠

海洋和冰雪圈（冰盖、冰原、冰川和永冻层〉是形成气候系统在千年时间尺

5.4

度上的物理惯性的主要原因 。 由于海洋和冰雪圈的巨大质量、厚度和热容量

WG！！ τ及防队b.思？恳、 ＆
H5:.4f 'it,, & l,!ltGllJ峨时
9.t,9~2菇、＆ 11 飞16'

以及缓慢的热量输送过程，海洋一气候糯合模式预测，在辐射强迫变化之后，
近地表大气的平均温度要用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最终接近“平衡”温度。热量
从大气进入海洋表层即“混合层” 一 般要几十年，但热量进入深海的传输则

需要几百年。其相应的后果是，即使在大气浓度稳定之后，人类引起的海平
面升高也将无情地持续几百年。
大气 C0 2 的稳定目标越低，降低 C0 2 排放来满足其目标的时间就需要越旱 。

5.5

如果排放维持在目前水平，碳循环模式表明大气 C02 浓度将继续上升（见图
5-3 ）。

在C02减排后较长时间，其浓度、大气温度和海平面将继续上升
响应幅度

C02 排放峰值
。～ 100 年

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

,,
,,

,,

,

,, ,,

, ,,

,,

由于冰融化引起的沟平时t 升 ：
数千年
由于热膨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
数百年~u －－‘千年

温度达到稳定：
几个世纪

C0:2 it~.立 1 ’定－
100· <300 ,;

C02 111 放
今夭

100年

1 , 000年

d”4’ 也带·~’

图 5-2 ：在 C02 减排及大气浓度稳定后，近地表气温还将在一百多年时间里继续以每百年升高
零点几度的速度增加。在实现 C02 排减后，海洋的热膨胀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冰原的融化在几
百年内将继续对海平面上升产 生影响。该图只是对稳定在 450一 lOOOppm 间的任一水平的一般性描

m

~ WGI TAR
3.7, 9.3, &
－ 忖 .5 节. & WGITAR 照

3.13, 9.16. 9.19, 11.15. &
11.16

述，因此在响应幅度坐标轴上没有标注单位。在这个范围内对稳定轨迹的｜响应表明非常相似的时
间进程，然而在高 C02 浓度下，其影响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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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浓度 稳定在任 一 水平都需要全球净排放最终降低到目前排放水平的
一 小部分。

C02 浓度稳定在 450ppm, 650ppm 或 lOOOppm 将要求全球人为排放的
C02 分别在几十年、大约 一 百年或大约 二 百年降低到 19 9 0 年的水平以
F ，之后继续稳定地降低（见图 ι1) 。
这些时间范围限制部分是由于海洋吸收 C02 的速率决定的，这是因为表层和

深层海水问缓慢的碳传输过程造成的 。 海洋有足够大的吸收能力来吸收可预计

的人类活动释放到大气中的 C02 的 70% ” 80% ，然而这 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在
5000 年时间范围里，海洋沉积物的化学反应有潜力进一步去掉 15% 的 C02 。
4卢，· 串串曹＠

生物圈中碳吸收和碳释放之间的滞后表现为一种暂时的净碳吸收 。 全球碳循

5.6

环中的主要过程有 差 别很大的特征时间尺度（见图 5-1 和 5-4 ）。过去几十年

~’ WGITAR 第 3.2.2-3 &
『－

3 . 7 . 1-2 节 ，＆ WGITAR 国

3.10

里形成的陆地净碳吸收，部分是植物最终死亡和腐烂时碳的光合吸收和释放

过程中时间滞后的产物。 一 个例子是，上个世纪北半球在被荒弃的农田上森
林再生所导致的吸收将随着森林达到成熟生物量、生长减缓和死亡增加而减

少。由于 C02 的浓度增加或氮的沉降，植物碳吸收将最终达到饱和，然后不
断增加的生物量的分解过程赶上来 。 气候变化可能会增加未来的扰动和分解

速率 。一 些模式预测，最近全球陆地净碳吸收将达到峰值，而后保持不变或
下降。根据几个模式的预测，可能会在 21 世纪里通过这 一 峰值。对几十年后
全球陆地与大气的碳交换的预测还存在不确定性（图 5-5 ）。

＿＿＿＿. 普鲁伊够在

尽管增暖减少了海洋对 C02 的吸收，但是预计在大气 C02 浓度继续升高的情

5.7

~ WGITAR 第 3 . 2.3 &
－

3.7.2

节 ， ＆ WG I TAR 囱 3.10c , d

况下，海洋的净碳吸收至少要持续到 二 十 一 世纪 。 碳从海洋表层到深海的迁

移要花费几百年，而与海洋沉积物达到平衡则需要几千年 。

稳定C02排放对于 C02浓度稳定的影响
C02排放（ G t Cl年）

C02浓度（ ppm )

12

900

10

800

8

700

6

600

4

500

温度变化 （℃）

4

1.C。与 4 ’ liF

3

/

2

400
0

2000

2100

2200
-

2300

300
2000

2 000年C02排放水平

。

2100

2200

2300

2000

2100

C02浓度稳定在550 ppm时的排放路径

因 5-3 ：将 C02 排放稳定在现有 水平时，会引起大气 C02 浓度和温度持续升高 。 大气 C02 浓度

和温度 变化的稳定最终要 求排放降低到目前水平之下 。 在所有 3 组线中，红线表示的是将排放稳
定：在： WRE550 情景所限定 的 2 000 年排放水平上的结果（比 2000 年的实际排放稍高一些），蓝线 是

WRE550 稳定情景下的排放结果 。 两种个例只表明：在短期内全球的稳定排放是无法达到的，没有
表 明 WRE550 会是比其他情景更好的选择 。 其他的稳定情景见图 6寸 。 图 5-3 是构建在《第 三 次评
估报 告》 第 一工作组部分第 3 和第 9 章 描述的模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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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 创刊

ft

WGITAR 第 3.7 & 9. 3 节

当经受快速的气候变化时 ，

5.8

由于其内部晌应时间的差异生态群落有可能遭到

OwGl:TAR 第 5.2 节

破坏 。 生态系统提供服务如在一种可持续基础上维持粮食、木材和生物多样
性供应的能力损失可能不会马上表现出来。气候变化可能会对某些重要物种

生存产生不利的条件，但在业已存在的植物单体死亡或者困扰动而灭绝前，
某些长寿命植物的缓慢而滞后的响应隐藏了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例如，对 21
世纪可能的气候变化，某些森林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在某种林区遭遇火灾、
风灾、虫害或采伐后它如同过去再生时，一些物种有可能消失了或被别的物
种替代了。
-·

人类已经显示出适应长期平均气候条件的能力，但在适应气候状况的极端变

5.9

化和年际变率方面还显得力不从心 。未 来 100 年的气候变化可能会超过至少

~

-

..

WGll TAR SPM 2.7, WGll
TAR 第 4.6.4, 18.2-4, &
18.8 节 ，＆ WGlllTAR ~在
10.4.2 节

过去 5000 年人类社会所经受的任何变化。这些变化的幅度和速率都将给人类

以巨大的挑战。社会一经济适应这种变化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数年，也可
能是数十年，这取决于部门以及可用于适应这种转变的资源状况。在适应和

碳循环中的快 、 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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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全球碳循环中主要过程的时间尺度范围引起在大气 C02 浓度相对 1750 年平衡水平·J：.继续升高的情况F 大气 C02 扰
动的不同响应时间范围，并对问歇汇的发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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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目前陆地净碳吸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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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高纬度较长的生长季）。许多模式（
由组中首字母表示）预计，在几十年

_

IBIS
SDGVM

内净碳吸收的强度将继续增加，在 21

VECODE

世纪后期的几年内保持稳定或下降，

TRIFFID

I

氮的增肥效应以及一些气候变化（例

-

-10 」 _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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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原因如同文字部分。此处引用的

I

1850

模式结果是基于 IS92a 情景，实际七
1900

1950

2000

2050

2100

其他情景的模拟也得到相似的结论。

减缓方面做出决策以及实现这些决策，可能会存在数十年的惯性。事实上，

适应和减缓措施通常不是由同一机构做出，这将对确认和执行最可能战略组
合带来困难，并推迟采取响应气候变化行动的时间。
』·－蟠 ． ．牵＠

5.10

在察觉到响应重大挑战的需求，并作出计划、进行研究和开发一种解决方案

并实现它之间 ， 通常存在着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滞后。 通过深谋远虑来预测

~

-’

WGllTAR 第 1.4.1,

1.2;8.4,

& 18 .3.5 节 ‘＆ WGlllTAR
；在 3.2. 5 .3.1, & 10.4 节

需求，并提前进行技术开发，可以缩短这种延滞。从历史上来看，技术开发
对能源价格变化的响应是非常快的（一般地，在价格冲击与利用专利活动及
引进新型技术以做出响应之间的时间，不超过 5 年），但其扩散需要更长的
时间。扩散的速度通常取决于原有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不盲目地固守现有
的低效率技术，尽早合理采用迅速改进的技术，将使“学习曲线”的成本降
低（边干边学）。技术扩散的速度不仅强烈地依赖于经济上的可行性，而且依

赖于社会一经济的压力。对某些技术，如采用新的作物品种，己有的适应手
段的可行性以及有关信息将使快速适应成为可能。但是，在许多地区，人口

对有限土地和水资源形成压力，政府政策妨碍变革，或者信息和资金来源有
限，将使适应变得困难和缓慢。以频繁出现的干旱等气候变化趋势为例，它

们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如果认为它们只是由于自然变化引起的，那么适应

设施的投资问题，市场时常固守在次优的技术与技能上，而这将影响替代方
案的采用。许多技术革新的普及，需要面对人们传统的爱好以及其他社会和

文化的障碍。除非优势非常明显，否则与 一 些技术使用者有关的社会或行为
变化可能要经历几十年。能源使用和减缓温室气体，对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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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何
川

设计和基础设施对取暖、空调及运输等能源消费有关的影响。由于支撑基础

3 ＆

影响 ， 这一综合系统的演变相当缓慢＠ 这是特别明显的，例如，与城市规划

在

社会结构和个人价值同与之融合在一起的社会的物段基础、机构和技术互相

”

5.11

m
叫mu

势，可能采取不良的适应对策。

f
轩Z

气候变化的最佳措施可能会被延误。相反地，如果把气候变率错误地当做趋

问题 5

来讲，都属于枝节性的事情。人们消费模式不仅受人口、经济及技术变化、
可利用资源、基础设施和时间范围限制的驱动，而且受动机、习惯、需求、

义务、社会结构等其他因素的驱动。
5.12

社会和经济的时间尺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对社会和经济驱动力敏感 ，

可以通过政策行动和个人选择来改变 。 行为和技术的变化在一些严重的经济

E”
a ~到~Ill第T~~第 2 章 ， WGlll
& 10.1 .4.3 ff

& WGll SAR 第 20. 1 节

状况F 可能变化得很快。例如，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触发了整个社会
对节约能源和替代能源的兴趣，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完全偏离了能源消
费和经济发展增长速度之间的传统联系（图 5-6 ）。另外一个例子是， 1988 年

由于前苏联国家经济崩溃所引起的 C02 排放的明显减少。在两个例子中响应
是很快的（在几年内）。当对变化的压力小而惯性大时，相反的情形也明显存
在。在《排放情景特别报告》的情景中，已经隐含地假定了这一点，因为这
些情景不考虑重大压力的情形，诸如经济衰退、大范围冲突或者粮食储备锐
减和与之相关的人类灾难，从本质讲它们都难以预测。

5.13

只有在碳强度和 ／ 或能源强度上进行前所未有的削减 ， 才可能使大气 co.，. 浓

度稳定在 600p阳王以下 。 这就意味着，必须转变到另一条发展道路上，它有强

6正主主曰町

第 2.5 古 ？＆

SRES 第 3.3.4 官

调环境制约的社会、机制和技术的新结构。历史上，能源强度（每单位 GDP
所用的能源）的改善很慢，这反映出大多数技术发明者与使用者将能源效率
改进放在较低的优先位置上，而在 1980-1992 年间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从
历史记录来看，全球能源强度改进的年增长率（每年为 1%-1.5% ）必须加快
并且保持相当长时间，才能使 C02 浓度稳定在 600ppm 或更低（图 5-7 ）。碳
强度（每单位能源生产的碳）的减少速率将最终变化得更多［例如每年达到
1.5% 以上（历史基准线是每年 0.3%-0.4%) J 。事实上，能源强度和碳强度都

有可能继续改进，但是将温室气体稳定在 600ppm 水平下要求至少其中之一
改进速度要比历史速度高得多。稳定目标越低，基准线排放水平越高，那么
C02 需要偏离基准线的程度就越大，并且需要越早出现这种情况。

5.14

某路气候、生态和社会一经济系统的变化是很多代人不能有效逆转 F
另外一串则是根本不可逆转的。

5.15

明显的不可逆性有两种类型 。 ＂有效的不可逆”源自这样 一 些过程，它有能力

6吾吾盹阳

回到被扰动以前的状态，但这样要花费几百年到几千年的时间。一个例子是

第： 1箱.2:11 & t宁 2:5，节’

4岳 WSlli~f奇：

格陵兰冰原的部分融化：另外一个例子是预计到的平均海平面上升，这部分
是由于冰雪圈的融化，主要则由于海水热膨胀所引起的。目前业已遭遇到的
某些海平面上升，是由于过去一百年发生的地表大气增暖的结果。“根本不可

逆”源自这样的过程，一旦越过了其！现值，这个系统就无法白动再回复到先
前的状态。这种超过阂值根本无法逆转的例子，是由于气候变化和居住地丧
失的综合效应而引起的物种消亡。
5.16

某一闻值的确定以及在此闰值附近变化的阻力 ， 会受到接近闻值的速率的影
响 。 模式结果表明，对海洋温盐环流（参考问题 4 ）可能存在某一阙值，由

e窟。

草草 2A主3,, 71".:ID.fi.,

节， ι w~到H\b奇•1!£

第 1.4.3.5

,J

此假如 一 旦全球增温很快，可能导致向 一个新的海洋环流的转换，如同上 一

93

气候变化 2001

综介报 告

所选国家中 GDP和 C02排放的比较
C02排放（细线）

Mt C yr

GDP C 租线）
以 美国 1990年美元PPP 的卡亿JG 为单位

1

2,500

7, 000

克［~

6, 000
2,000
fi, 000

1,500
4, 000

1

A
－1

－ A

.）；.联后期

1997

1$1

1990

「「

1980

n
u

WGlll TAR"-;& 3.1 & WGll
SAR 阁 20-1

图 5-6 ：能源系统对经济变化的晌应，分

别用 C02 排放（以碳表示）和 G DP （以同等购
买力术语表示〉来说明。如果这种改变很剧

烈，那就几乎没有什么惯性 。 石油危机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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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短的时间里能源价格急剧上扬，导致大

多数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和美国，先前关系密

切的碳排放和 GDP 的快速旦持续分离。在前
苏联的解体中，这两个指标相关很好，使得排

放的减少与 GDP 的减少趋势基本吻合 。

个冰期所发生过的。这样 一 种转变在 21 世纪是不可能出现的，但 一些模式表

明这样的转换将是不可逆的（例如，即使在扰动停止后这个新的环流还会持
续）。当增暖速度较慢时，温盐环流口J 能会逐渐调整，同时可能不会越过阙
值。这表明混室气体排放轨迹在决定温盐环流演变方面很重要。当一个系统

接近阙值时，如全球增暖下温盐环流减弱的情形，对扰动的回复力将下降。
4户喝串 … ·

5.17

较高的增暖速率和多种压力的综合效应增加了超过某一阁值的可能性 。 植物

物种的迁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提供了一个生态阀值的个例。化石记录表明，
过去大多数植物物种迁移的最大速度大约为 1 公里／年。发生在迁移过程中
的己知约束条件（例如，从发芽到结果的平均周期，以及单个种子能迁移的

平均距离）表明，在没有人类干预情况下，即使没有由于土地利用给它们迁

移所带来的障碍，预计 21 世纪，很多物种也可能无法跟上它们所偏好栖息地
范围移动的速度。 － 个社会一经济阙值的例子是，业己存在压力情况下的冲
突，例如 一 个由数个国家所共有并争夺有限水资源的流域。还有来自环境胁

迫的进一步压力，例如溪流的减少，可能导致更多的暴力冲突。如果没有很
好地了解受影响的系统，在其出现前，阂值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

5.18

由于气候、生态和社会一经济系统中存在的惯性使得在某些情况下

适应问题不可避免，并且在一些情况下已经是必要的 ， 而惯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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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全球社会一经济结构驱动稳定 C02 浓度价格上扬

；联强！立提高 的 民期年平均速率（%）

3. 5

。词：T：：~ 2.8

；七速率 1号也 tlil ，这种仨民

2100f•：模式ieL：得到的

..
..

的惯性，该价格是能源和碳强度变化偏离历史上业已观测到速

...

-

650

度的函数。（ a ），对实现稳定到大约 550ppm 甚至在 450pprn 浓
度水平以上情形而言，为了实现给定的 C02 浓度稳定目标能源

强度（能源／GDP ）下降所要求的速率是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速
率范围内，但（ b ）为了稳定在 600pprn 水平以下，碳强度（碳

750

耐排稳定 的水平（ ppm )

排放／单位能源）改进所要求的速度必须高于历史达到的速度。
因此，随着稳定水平的降低，减缓成本会升高，稳定在 600pprn
的目标就要求比上述更高的成本（图 7-3 ）。

用影晌着适应与减缓战略的优化组合 。

5.19

由于地球系统包括社会部分内在固有的时间滞后作用和惯性 ， 采取行动还是

/

CJ

WGlllTAR 第 8.4.2 节

不采取行动的某些后果只能在未来许多年后才能觉察到 。 例如，各种温室气
体排放情景和稳定情景的初始轨迹差别比较小，但是对 2100 年的气候变化而

言其结果却比较大。在各种受影响的时间尺度上，发展途径的选择会造成多
种后果；因此，长期的全部成本和效益与短期的情况会完全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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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及其影响之间提供了一个可喘息的空间，使得人们有时间来制定适应计划。

．叫队节刷
M口

或减缓气候变化会更为有效 ，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花费会更低 。 时间滞后为忡

扣a
／ WZ 革 UUh

囱于惯性的作用 ， 如果及早采取比较可靠的行动而不是较晚采取行动 ， 适应

卢 四川

5.20

tFRt

同时，技术开发和股本替代的惯性是逐步采取减缓行动的一 个重要理由。经

济结构及经济过程中，惯性的最重要意义是，在偏离任一给定趋势时会发生
成本，并且这些成本会随着偏离速度的增加而升高（例如，碳强度高的设备

过早淘汰的费用）。早期的减缓措施可能会降低严重的、持续的或不可逆转的
影响的风险，同时减少对以后更多减缓的需要。通过加快技术开发和尽早实
现目前被市场不完善所影响的效益，加速行动可能有助于减少长期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的费用 。 假如有很大把握能在系统产生温室气体的特定时间范围
内使温室气体浓度低于上限之下，那么未来几年内的减排从经济上讲是有价
值的。减缓气候变化的决策依赖于惯性和不确定性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形成

－个顺序决策过程 。 深谋远虑和早期适应行动对有长寿命的基础设施的部门，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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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库和大桥，和较大的社会惯性，如 产权界定错误，是极其有益的。如果

能使预计的趋势具体化，则设想的适应行动的成本将非常有效 。

5.21

地球系统中时间滞后、惯性和不可逆性的存在 ， 意昧着某一项减缓行动或者

技术开发行动会有不同的结果 ， 这将依赖于何时采取行动 。 例如，在一个模

a
-

WGllTAR 第三7. 1

&

17.2.1 'ii

式中分析了 21 世纪太平洋海平面升高的影响，假定在 1995 年人为温室气体

排放减少到 零，那么由于变暖不可避免地所引起的海 平面上升（ 5-12cm ）将
远小于在 2020 年实现相同的减排所引起的海平面升高（ 14-32cm ）。这表明，

过去和现在的温室气体排放对未来海平面上升应承担更大的责任，以及推迟
假定的减排行动所带来的后果 。
＃

G

厄

f

3

,
i cu
v

路，直接接触了蜂窝电话。通过以更持续的方式利用能源，循环利用更多的

废物和产品，并且以一种更被接受的方式处理废弃物，发 展中国家可以避免
过去发达国家低效率使用能源的做法。因为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大量的投资，

所以上面的做法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基础设施和能源系统将可能更容易达到 。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技术转让可以减少技术惯性 。
4卢响捶 ·· 普普褂

5.23

气候、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存在的惯性和不确定性表明，为避免干扰气

11芙系统的危险水平制定对策、目标和计划时应该考虑安全极限 。 例如，大气
C02 、温度或海平面等稳定目标水平，可能受到以下因子的 影响：

气候系统的惯性，使得在减缓行动实施之后 一段时间还将引起气候变化
的继续

与不可逆变化的可能阀值位置和其临近阙值时系统行为有关的不确定性
在采取减缓目标和实现它之间的时间滞后
相似地，适应性受到包含有确定气候变化的影响、开发有效的适应对策和实

施适应对策的时间滞后的影响 。面临这些惯性和不确定性的综合问题时，预
防战略和渐近决策过程（反复行动、评估和再修订行动）是必要的。在适应

和减缓七，惯性对于前者的后果更不同，这是由于适应更倾向关注气候变化
的区域影响，而减缓贝。关注于气候系统的影响。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包含时间

滞后和惯性，而惯性 一般强调在减缓紧迫性上应有更高的关注。
5 . 24

存在于相互作用的气候、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中惯性的普遍性和不可逆的
可能性 ， 是有预见的适应和减缓行动产生效益的主要原因 。 如果行动滞后的
话，就可能失去许多实施适应和减缓方案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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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例如， 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越过了有线通讯线

〔WRauw

减少欠发达国家所带来的技术惯性 。 无法假定发展中国家将会自动地沿袭工

酷

通过 “ 跳跃 ”，〈 如采取超前的对策去避免今天工业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 可以

耐

出
／W币 弟叫

5 . 22

;f; 10.1.4.1 -3

问题 6
（ψ

者虑到历史和当前的排放， 一系列减排行动介入的范围程度、时间
是如何决定和影响气候变化的速率、强度、后果以及如何影响全球

和地区经济？
（阶

考虑到气溶胶可能的影响程度，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当前水平
到加倍或更高水平（等量 co2 －计），我们从区域和全球气候、环境以

及社会经济影响的敏感性研究中了解到了什么？对应于问题 3 中所
考虑的 一系列情景p 对每一稳定的浓度情景，包括不同的稳定途径，

相关的成本和效益进行评价，涉及如下内容：
预测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气候和海平面的变化，包括 100 年
之后的变化；
气候和大气成分变化对人体健康、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生产力以
及社会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和水）的影响及经济成本效益；
适应对策的范围，包括成本、效益和挑战；
通过定量或定性地评价为避免环境危害所采取的减排措施的国
家和全球成本效益，评价如何对这些成本效益进行比较，确定
达到每个稳定水平的技术、政策和措施的范围；
与区域和全球尺度的影响、适应和减缓相关的发展、可持续性
及公平性问题。

问题 6

6.1

在问题 3 中对无气候政策干预的情景下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环境和社会经

济后果进行了评价。在问题 6 中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评价了一系列的气
候政策干预所产生的效益。所考虑的减排情景是指能够稳定大气中 C02 浓度

的情景。作为减缓的补充，适应措施的作用以及减少排放对可持续发展和公
平目标的潜在贡献也进行了评价。可能采用的减排政策和技术及其成本将在

问题 7 中考虑。

6.2

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以降低预测的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

速率和程度 。
6.3

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越多、采取减排行动越旱，气候变暖和海平面升高的幅 ~CTP4
度越小、越慢 。 未来气候变化是由历史、目前和未来排放所决定的。假设发
达国家在 2000-2100 年期间每年减少 C02 排放的速率为 2% ，发展中国家不减

少其温室气体排放，预测了此种假设条件下全球平均温度和海平面上升飞在
这些假设条件下，全球排放和大气中 C02 浓度在 21 世纪一直增加，但相对
于发达国家不采取减排行动的情景而言，温室气体浓度增加速率降低。限制
排放的效果很慢，但随时间而增加。到 2030 年，预计大气中 C02 浓度比不采

取减排行动的 IS92a 情景大约低 20% ，但在此期间，对减缓气候变暖和降低

海平面上升的作用很小。到 2100 年，预计大气中 C02 浓度比 IS92a 情景下的
浓度大约低 35% ，预计的全球平均温度低 25% ，海平面上升降低 20% 。发达

国家每年减少 C02 排放的速率为 1% 的分析结果表明，减排量越少，大气中

C02 浓度降低、减缓温度上升和海平面升高的作用就越小。若采取同样的减
排，现在开始采取行动比以后采取行动对 2100 年的气候作用更大。

6.4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减少影晌这些温室气体浓度的气体对稳定辐射强迫是 ~；；二日第 3.7.3 't~
必需的 。 例如，对于最重要的人为温室气体，碳循环模型模拟结果表明，
要求在未来几十年、一个世纪或两个世纪内全球人为 C02 排放保持低于
1990 年的排放水平并在以后继续稳定减少，大气中 co ？浓度水平才能稳定在

450ppm, 650ppm 或 lOOOppm C 参见图 ι1 ）。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在未来十至
二 十年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峰值（ 450ppm ），大约 一 个世纪将达到 lOOOppm
（参见表 ι1 ）。最终 C02 排放量将仅为目前排放量的很小一部分。不同稳定水
平的效益将在问题 6 中讨论，而其成本将在问题 7 中讨论。

6.5

估算各种温室气体浓度稳定水平的增温幅度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图 6亿；； 9,3 ,3 － 节
6-lc 表明了将 C02 浓度稳定稳定在不同水平，并在之后保持不变，各种情
景所预测的全球平均温度变化。气候敏感性的不确定性造成对应于不同稳定

水平的排放量情况下预测的温度变化范围很大 7 。因 6-2 更明确表明最终 co?

6

在这些分析中，假设发达国家的 C凡， N20 和 S02 的排放在 1990 年的水平上保持不变，并且卤经排
放遵循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哥本哈根版本的情景保持 一 致的，发展中国家 C02 和其他温室气体
是按 IS92 情景排放。利用简单气候模型预测温度变化。在 IPCC 的《气候变化辐射效应特别报告》
中对 IS92 情景进行了描述 。

7

C02 倍增平衡状态时的全球平均温度经常用来衡量气候的敏感性。图 6-1 和］ 6-2 中的温度来自 一个校
准的简单模型，简单模型给出了与一系列复杂模型相同的响应，这些复杂模型的气候敏感性范围为
l.7°C-4.2°C 。这个范围与普遍接受的温度范围 l .5°C-4.5°C 具有可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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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子不同 C02浓度稳定水平的排放、浓度和温度变化
(a) C02

排放（ Gt C)

(b) C02
1, 100

浓度（ppm)

I, 000
A2
800
700
600
500

4

400

2

2050

2100

2150

2200

2250

300
2000

2300

2050

2100

2150

2200

2250

2300

(c ）全球平均温度变化（。 C)

。

。
。

4

WRE

廓线

_

WRE
WRE
WRE
WRE
WRE

一＿

。

_
-

。

一

1000
750
650
550
1150

S 廊线
SRES 情景

2050

2100

2150

2200

2250

2300

4””． ‘伊也 ．

图 6… 1 ：稳定大气中 C02 浓度可能要求大量减少排放，使其低于目前的排放水平，这可能会
放慢增温速率 。

a)

~ WGITAR 第 3 .7.3 & 9.3.3
－

节

＆

IPCCTP3

C02 捞敖J 利用碳循环预测了 WRE 情景将大气中 co~ 浓度稳定在 450, 550, 650, 750 和 lOOOppm 的 co.， 排放随时间变化曲

线。稳定的 C02 浓度水平目标越低，停止排放增加的时间就越早，将排放量降低到目前的排放水平的时间就越早 。 阴影部
分表明对应于特定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如碳循环模型中提出的那样）的 C02 排放估算的不确定性范围。也与 S RES 中三
种没有政策干预的情景 CAlB, A2 和 Bl ）下的 C02 排放进行了比较。

b)

C02 泼皮r WRE 情景指定的最终的稳定浓度水平，范围为 450-1000 ppm 。也与 SRES 中 三种没有政策干预的情景（ AlB ，但

和 Bl ）下的 co.， 浓度进行了比较。

c)

全王若干Z均温度·g;z化J 利用 一些复杂的模式调整的简单气候模式估算各种 WRE 情景的全球平均温度变化。预测的增温速度随
着大气中 C02 浓度增加速度的降低而降低，当 C02 浓度稳定之后温度继续增加（以黑点表示），但升温速率很低。假设非

C02 温室气体排放在 2100 年前遵循 SRES AlB 情景，之后排放水平保持不变 。 选择 SRES AlB 情景的理由是这个情景位于所
有 SRES 情景的中部。虑线表明预测的 S 情景和各种 C02 稳定浓度情景的温度变化（在（ a ）和（ b ）部分中没有表示出）。阴
影部分表明五种稳定水平下气候敏感性范围的影响。右手侧的彩色竖线所示为每一种 WRE 排放情景在 2300 年的不同气候
模型预测的温度范围。右边菱形所示为用平均气候参数得出的每…一种排放情景的长期平衡状态时的增温情况 。阁中 也给出
了所估算的 SRES 排放情景中 AlB, A2 和 Bl 三种情景在 2100 年的升温值比较（以红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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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I 叫景预测的川度附气中叫浓阳在不阳时叫景的减排量 a

C02 排y放f量l)

(Gt C

C02

排放年份

排累放计量
峰f直

2050

2100

16.4
12. 3
23. 9
17. 4
11.3
IL 0

13. 5
4.3
28. 2
29. l
4. 2
13. 3

2001-2100 (Gt C)

低的水于平
19~0年

大气（中pp的
m)浓度
2050

2100

490 600
465-560
520-640
490-600
455 545
445-530

615-920

浓度年稳份定

SRES 排放情景

AlB
AlT
Al FI
A2
Bl
B2

1,415
935
2, 105
1,780
900
l, 080

505一735

825-1,250
735 1,080
485-680
545一770

WRE 稳定水平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50
550
650
750
1, 000

3. 。一 6.9

6.4-12.6
8. 1-15. 3
8.9 16.4
9. 5 17.2

1.0- 3. 7
2. 7- 7. 7
4. 8 11. 7
6.6 14.6
9. 1-18.4

365- 735
590-1, 135
735-1, 370
820-1,500
905-1,620

2005-2015
2020 2030
2030 2045
2040-2060
2065-2090

<2000-2045
2030-2100
2055 2145

44远

2080卢2180

505
510

2135-2270

485
捕。

450
540
605
640
675

2090
2150
2200
2250
2375

a 在兰
的色
结第果
一文产工字＝作生指组的定．《的第IS，AM三黑模次色型评文估的字报变二化告模范》型围的模依附拟据录结了I果I复：1杂考1的中虑模有了S型E化R结S石果的燃结，料而果和B。E土I关Z地N－于利c~用R模E变排型化放的排变的放准化。确范范时围围依间是则据由取了两系决个于统简稳响单定应的和的碳途反循径馈环的。模不型确模定拟。
b 1990年的排放量为 7.8Gt

为 1.

C ，这数值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于土地利用变化排放量 的不确定而致，假设八十年代的年平均值

7 Gt C 。

浓度稳定水平与预测的 2100 年和平衡状态下的温度变化范围。为了估算这些

情景的温度变化，假设在 2100 年之前非 co ？温室气体排放是遵循 SRES 中的
AIB 情景，并在 2100 年之后保持不变。对每一 C02 浓度稳定水平，不同的非

C02 温室气体排放情景所估算的增温幅度是不同的。

6.6

根据图 6-1 所示情景并假设在 2100 年之前非 C0 2 温室气体排放按 SRES AlB

Ci1 叩 TAR ~~，.3.3 刊
?

情景， 在 2100 年之后排放水平保持不变，最终大气中 C02 的浓度稳定在
lOOOppm 之下的减排措施将使 2100 年全球平均温度增幅限制在 3 . 5°C 之内 。 大

气中 C02 的浓度最终稳定在 450-1 OOOppm 的情景，预计 2100 年全球平均地
表温度增加 1.2 “ 3.5°C 。在 21 世纪，虽然分析的所有 C02 浓度稳定情景都可能
避免 SRES 预测的 2100 年增温｜幅度为 l.4°C-5.8°C 的上部部分，但应注意，在

2100 年后大多数情景的 C02 浓度将会继续增加。由于海洋巨大的惯性（见问题
幻，甚至 C02 和其他温室气体浓度稳定之后，温度也将持续上升，虽然升温速
率低于浓度稳定之前并随时间降低。平衡状态时的温度上升将需要数百年的时
间，若稳定在 450ppm ，温度将比 1990 年升高 1.5-3.9°C ，若稳定在 IOOOppm,

温度将比 1990 年高 3.5-8.7°C8 。另外，对特定的温度稳定目标，要求稳定温室
气体浓度水平的不确定性范围很大（见图 ι2 ），在某 一 温度目标下要求稳定的

C02 浓度水平也依赖于非 C02 温室气体的浓度水平。利用综合气候模式分析稳

8

对所有这些情景，其他的温室气体和气溶胶对平衡状态时的增温贡献在气候敏感性下限和高气候敏
感性上限时分别是 0.6°C 和 1. 4°C 。辐射强迫增加等同于 C02 浓度额外增加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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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陈Gil丢到表荡，3

问题 6

综合报件

温室气体的各个稳定浓度导致的增温量存在广泛的不确定性

相对于 1990年 的温度变化 （ . C)

10

9

8

平衡状态时
的温度变化
6

4

3
＿＿. 囔静静母

2

~ WGITAR 第 9.3.3 节

图 6-2 ：利用简单气候模型预测了图 6-1 中

所示的 WRE 情景（ a) 2100 年和（ b ）长期平衡

状态下相对于 1990 年的温度增加情况。对不同

的温室气体稳定浓度水平的最低与最高估计时假

。

450

550

650

750

850

950

1,000

最终C02稳定浓度（ ppm )

设气候敏感性分别为 1. 7" C 和 4. 2°C 。中间的线

为高值和低值的平均。

定 C02 浓度的区域影响结果表明，预测的区域平均温度变化与 1990 年之后

C02 浓度增加 1% 的基线情景相比，地理格局相似，但增温幅度低 9 。

6.7

尽管相同的浓度稳定目标，但如果排放随时间的变化不同，温度随时间的变 哥：第 9.3.3.1 节
化也不相同 。 为了将大气中 C02 浓度水平稳定在 450 、 550 、 650 和J 750ppm,
在以前的 IPCC 报告中分析了两种排放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称为 S 和 WRE 时

间曲线 I 0 。 WRE 时间曲线在前几十年的排放量比 S 时间曲线高，但在后几十
年 WRE 时间曲线的排放量比 S 时间曲线低以达到相同的浓度稳定水平。估计

WRE 时间曲线减排时间推迟可以降低减排成本（参见问题 7) ，但会导致开始
增温更快。在 2050 年这两种时间由线所预测的温度差异为 0.2°C 或更小，这
时温度差异最明显，到 2100 年之后， WRE 和 S 时间曲线的温度变化范围聚

合。区I 6-lc 比较了 WRE 矛［］ s 时间曲线所预测的温度。

9

排放增长速率 与 IS92a 排放情景非常接近 。

i。

在 WGISAR 对 S 矛flWRE 时间曲线进行了讨论，在 IPCC 技术文件 3 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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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温室气体浓度稳定之后 ， 海平面和冰盖对气候变暖的晌应将持续数百年 （ 参
见问题 5 ）。 当 C02 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 280 增加到 560ppm 时，由于热膨胀

6百士；只

I

作用，在平衡状态下，预计海平面升高范围在 0.5-2 米；当 C02 浓度从工业革

命前的 280 增加到 1120ppm 时，海平面将升高 1-4 米。在 20 世纪，观察到的
海平面升高范围为 0.1-0.2 米，如果考虑到其他温室气体浓度增长所造成的影

响，预计海平面升高幅度将更大。在数百年至数千年的时间尺度上，还有其
他因子影响海平面上升（参见问题 5 ）。《第三次评估报告》中的模型模拟结果
预计，即使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 550ppm （等量 C02 ），由于极地冰盖（见问
题的与大陆冰层所致的海平面上升将高达几米。

6.9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其在大气中的浓度，可能推迟和减少气候变

化所造成的危害 。
6.10

减少 （ 减缓 ） 温室气体排放将减轻气候变化对自然与人类系统的压力 。 减排

~ WGllTAA 第 1.4.3, 18.8,
胃－

后全球平均温度增加与海平面升高速度减慢，使我们有较多的时间去适应。

& 19.5

w

因此，减缓措施也将推迟和降低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并因此产生环境与社会
经济效益。减缓措施和与之有关的成本在问题 7 中讨论。

..--..r.,
6.11

；咸排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较低水平 ， 减轻了危害 ， 相对而言有

较高的效益 。 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较低的水平能降低生物自然系统超过其

~ WGI TAR
”

tf)

9.3 . 3 节 ＆

WG ll TAR 第 1.4 .3.5, 5.2,
5.4, & 19.3-6 -13"

温度阙值的风险。例如，将 C02 浓度稳定在 450ppm 水平上， 2100 年的全球平
均温度的升高幅度将比稳定在 IOOOppm 条件下低 0.75-1.25°C C 见图 ι2 ），在

平衡状况下，两种温室气体稳定情景的增温幅度差异为 2-5°C 。自然系统受到
危害或丧失的地理范围、受到影响系统的数量将随气候变化的强度和速度的

增加而增加，温室气体稳定时的水平越低，受到不利影响的程度就越低。同
样，在较低的温室气体稳定水平札受极端气候事件影响的严秉程度可望降
低，受不利的净市场冲击的地区较少，受全球综合影响也较小，大规模的严
重影响事件发生的风险降低。图 6-3 简要表明了气候变化风险或关注气候变化
的原因（见框子刀，并将这些风险与不同情景下预测的 2100 年全球平均温度
变化范围对应起来。 l l

6.12

目前仍没有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在不同浓度水平的综合和定量的效益评 6丙1 ：：· ~ 19盯
估 。 虽然对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定性了解方面已经取得进展，但对不同情景

下的影响并没有完全定量。由于气候敏感性的不确定性、预计的温度、降水

和其他气候变量和现象的地理、季节模式变化的不确定性，对特定的排放情
景，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能唯一确定，在系统的关键过程、敏感性和适应气

候变化的能力方面也存在不确定性。另外，生态系统的组成与结构功能变化、
物种的灭绝、人类健康的变化、对不同人群和地区的影响程度的不同等都不

门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和不｜司部门或系统的影响不同，平均温度、降水、气候变率、极端气候事件的
频率和强度以及海平面的区域和季节变化也影响气候变化的作用。利用全球平均温度变化作为气候
变化所产生的压力的 一 种总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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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C02浓度可以减少气候变化危害的风险
不同情景顶洲的 2100年今球
千均温度变化｜幅度 l 0 C)

全球平均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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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独特的和濒危系统
物种灭绝。
独特的生有环境、沿海温地的丧失 。
珊湖礁的白化和死亡 。

II. 极端气候事件
一些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影响睦康、财产和l环境。

ITT . 影响分布
不同地区谷类作物产最变化有增有诚 ， 但大多数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为减产 。
在一些水分胁迫罔家，水的可获性降低 ， 而在其他罔家增加 。
在发展小国家，对健康的影响比发达国家风险大 。
许多发展中国家净的市场部门受到损失，在温度升高（几）度时，对发达同家的影响有 Jf.有负 ， 旧！立时增加时，影响为负面 ~I响 。

IV. 全球综合影晌
在温度升高（儿）度时，对全球综合经济影响有正有负，温度再增加时，影响 JJ 负面影响 。

即使温度升高低于（儿）度时 ， 受不利影响的人口数量多于获利的人口数量 。

旦大范围、影响大的事件
可能到2 100年，温盐环流明显减慢 。

冰盖的济解和1崩渍对海平而升高有明显影响（在2 1 00年之前可能恨小，在儿百年的时间尺度上可能很大） 。

图 6-3 ：稳定 C02 浓度可以减轻气候变化危害的风险。因 6 3 描述了各种全球平均变化强度
的不利影响的风险，全球平均温度变化作为气候变化强度的指标。图的右边为 2100 年不同 C02 稳

~

-

－嘈－

WGI TAR 第 9.3.3 '1 1 /!,
WGll TAR Zi119.8.2 节

定水平和所有的 SRES 情景预测的全球平均温度变化。如果将大气中 C02 浓度稳定在 lOOOppm 或 lOOOppm 以｜石，可以避免与 2100

年温度变化在 3. 5 ° C 以上的许多风险。稳定的浓度水平更低，风险也将进一步降低。白色表明中性或很小的负面或正面影响或
风险，黄色表明一些系统为负面影响或低风险，红色表明更广泛的或强度更大的负面影响或风险。影响或风险的评估仅考虑了

变化的强度，而没有考虑变化的速率。全球年平均温度变化作为气候变化强度指标，但影响也是其他一些因子的应变量，如全
球或区域平均气候变化强度和速率、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现象、社会经济情况和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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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货币和其他共同的单位来衡量。因为上述的限制，不同温室气体减排行

动，包括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定水平上的行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都不
能完全量化，以估算减排措施净效益为目的的减排成本也不能直接比较。

6.13

采取各种尺度的适应对策作为补救措施以减缓气候变化是必要策略，

也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有贡献 。
－－机悖 ． 祭品在飞者：

6.14

适应对策是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的一种经济有效的补救措施 。 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甚至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低水平，并不能够完全阻止气候变

~ WGll TAR
『’

18.3.5,

~宫 i .4.4 .2,

& 18.4. 1 节

化和海平面的升高，也不能阻止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升高所产生的影响。许多
有效的适应性响应措施会用来应对正在变化的气候和海平面升高，目前己经
存在 一 些措施。另外，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和利用各种机遇有计划的适应性战
略可能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然而，采取适应对策要承担费用，也不能防止所
有危害。同时采用适应措施与减缓措施减少气候变化影响 比单独采用 一种措
施更经济有效。在问题 3 中评价了实质性减少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适应措施

的潜力，由于与各种稳定浓度水平有关的全球温度增加范围有些重叠（见图
6-lc ），许多适应措施对各种稳定的浓度水平部适用。随着知识的积累，将减

少针对某一稳定水平的适宜的适应战略的不确定性。
A俨州嘈 ． 喝挂靠草草

6.15

减缓气候变化可以降低适应性措施的成本和减少挑战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
以降低气候变化的强度和速率，可能包括降低极端气候事件变化的频率和强

~’ WGllTAR 第 18 . 2.2, 18.3,
& 18.8 ''j'j

度。系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越小，系统所面临的压力增加速度就越慢，这将
有更长的时间进行适应气候变化，减少调整目前措施以应对气候变率和极端
事件（ 见问题 3 ） 。积极的、有成效的减排措施将减少适应性措施的成本，以
保持一定的效益水平。
－－冲－·内。靡 ．． 建辈革L

6.16

通过减缓和适应行动，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有利于持续发展的目标 。 如问
题 3 所述，同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具有破坏和阻碍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例如，

~ WGl!TAR
『，

第 18.6.1 节 ．

＆ WG 门 l TAR

10.3.2

第 2.2.3

&

w

极端气候事件的破坏性、水资源不足、水质退化、食物供应中断和饥荒、土
地退化及影响居民健康等） 。如果适当设计，通过减少这些灾害，减缓和适应

气候变化的政策能改进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120
........－＂－＇合 ． 春蕾毒

6.17

预计在不同国家、相同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气候变化影响是不同的 。 应对

气候变化的挑战表现出重大的公平性问题 。 气候变化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和发

~ WGllTAR 第 18 . 5.3

-

&

19.4 节

达国家的不公平性更加恶化，通过减缓和提高适应能力减轻这些压力可以降

低不公平性。认为发展中囡家的人口，特别是生活在这些国家的最贫困人口
比发达国家的人口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更高（见问题 3 ）。降低增温和海平面

上升速度以及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有益于所有国家，特别是有益于发展
中国家。
dψV惜时念 ．． 。命

6.18

减少和放慢气候变化也可以促进人类社会代间的公平 。 由于大气一海洋一气

12 在问题 7 中强调了减缓行动与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的相互关系。适应行动、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的相互
关系在问题 3 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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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llTAR 第 i . 2 & 18.5.2
？

节 ，＆ WGlllTAR 第 10.4.3

问题 6

候系统的惯性和气候变化对环境影响的长期性和不可逆的作用，当代排放的

温室气体可能影响到未来许多代人。相比当代人类而言，未来的人类可能更
加富裕、受到更好的教育、具有更使捷的通讯方法和更好的技术。因此，他

们能够在很多方面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根据气候变化的趋势，在未来几十
年，气候变化的后果将积累下来，有些方面可能达到 一 定的程度，这将是对
我们人类社会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的考验和挑战。对于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如物种灭绝或珍稀生态系统的丧失，这种丧失将是不可挽救和弥补的 。 当代
人类所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活动将减少未来人类在这方面面临的风险。

105

问题 7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成本和效益，以及时间架构方面，我
们了解些什么？

什么是经济和社会的成本效益，什么是政策和措施的公平含义，什么

是可以考虑的致力于地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的机制？
什么是可考虑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及其他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被认

为对加强开发和推广气候变化技术最有效？
哪些经济和其他政策选择可以考虑用于消除刺激私有和公共部门技术

在国家间转移和推广方面现有和潜在的障碍，它们对推测的排放可能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上述措施的时间安排如何影响经济的成本效益、以及下世纪及以后大

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

问题 7

气候变化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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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题关注短期和民期的减排潜力和成本。减排的首要效益（减缓气候变化

所能够避免的成本和危害）在问题 5 和问题 6 论述，减排的附带效益在回应
本问题和问题 8 日才论述。对问题 7 的回应将描述对定量估计减排措施的成本
时造成差别和不确定性的各种因素。第 二 次评估报告叙述了两类估计成本的

方法：自下而上的方法基于对具体技术和部门的评价，常用于评价短期成本
和潜力：自上而下的模型研究则着手于宏观经济关系。这两类方法导致成本

估计的差别，自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这种差别已经缩小。下面报告中包括
两类方法对短期成本的估计和自七而F 方法对长期成本的估计。接着讨论如

何满足短期排放限制、长期稳定目标以及达到这些减排目标的时间安排和成
本。对本问题的回应将终结于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公平性的讨论。

近期减少 C02 排放的潜力、障碍、机会、政策和成本
7.2

近期减排存在着重大技术和生物潜力 。
t耐~静乾 ． 梅奇告

7.3

自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在温室气体；咸排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技术进步 ， 这

种进步比预期的要快 。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许多技术都正在进步一例如风力

~ WGlllTAR 第 3.3-8 节，＆
『F

WGlllTAR 第 3 章附录

发电机的市场引入，生产己二酸排放的 N20 和生产铝排放的全氟化碳等工业
伴生气的迅速削减，高效双燃料汽车，燃料电池技术的进展，以及地下 C02
贮存等。减排技术选择包括改进终端设备和能源转换技术，趋向于采用无碳
和低碳能源技术，改善能源管理，减少工业伴生物和工艺过程气体排放，碳

吸收和贮存。表 7-1 总结了在大量的项目、国家和地区层次的部门研究的结
果和某些全球研究的结果，提供了 2010 到 2020 年的减排潜力估计。
·－－呻嗤 ． ． 命

7.4

森林、农业土地和其他陆上生物系统提供重要的碳减排潜力 。 尽管不是

永久的，碳保存和碳吸收也能为进一步开发和实施其他措施赢得时间 （ 见表

~ WGlllTAR 第 3.6.4 &
『’

4.2-4 节 ，＆

SRLULUCF

弘 2 ）。 生物减排可以在以下三种条件下出现： a ）保存现有碳库， b ）扩大碳库

增加碳吸收 13' c ）使用叮持续的生物产品，即用木材替代高耗能建材、用生
物质替代化石燃料。如果能防止碳泄漏，保存受到威胁的碳库可避免排放：
只有关注于毁林和其他减少碳库的社会经济动因，保存碳库才可能成为可持

续的。碳吸收反应生物生长的动态过程，通常慢慢开始，在几十年到几百年

内达到最大后再逐步减慢。虽然在这方面的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生物减
排潜力在 2050 年约为 1000 亿吨碳（累计）的量级，大约等于同期预测化石
燃料排放的 10% 到 20% 。实现这种潜力取决于土地和水的可获得程度及采取

土地管理活动的程度。

7.5

采取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和措施可能需要实施政策措施来克服障碍 。

7.6

成功地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选择需要克服许多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6币；；二与 1.5
行为和 ／ 或机构方面的障碍 ， 这些障碍阻止减排选择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机会

13 改变土地利用将影响大气中 C02 浓度 。 假定所有历史上土地利用变化释放的碳在下世纪被陆地生态
圈（即再造林）吸收， C02 浓度将减少 40 到 70p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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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间题 7

2010年和 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潜力估计 CWGIII SPM 表 SPM-1 ）。

部门

I

1990年历史｜
排放
|

百万盹碳｜
当量／年］ |

1990-1995年
碳当量排放

年增长率
叫

1

2010年减排洁力

|
|
|

［百万吨碳
当量／年］

I 2020年减排潜力｜每盹碳的净直接成本

|
|
|

［百万盹碳
当量／年］

建筑a

仅二氧化碳

1,650

1. 0

700 750

1, 000 1, 100

大部分可以以负的净成本实现 。

交通
仅二氧化碳

1,080

2.4

100 300

300-700

大多数研究指出净直接成本小于
25 美元／吨碳，两个研究认为净
直接成本超过50 美元／盹碳。

工业
仅二氧化碳
一能源效率事

I

I 2,
I
I

I
300

10. 4

I
I

一材料，效率

|

|

工业

|

|

农业b
仅 二氧 化碳
非 二氧化碳

|

垃圾b

I

非 二氧化碳

仅甲烧

非蒙特利尔

替代设备
非 二氧化碳

能源供应和转换c
仅二氧化碳

I 170
210
1, 2 5 0-

I 240
|

I0

I
I
|

I (1 , 620)

I

川oc

I

问2c

I
I
I

I

I 75% 由净直接成本为负的土地填

｜ 一 半以上为负的直接减排成本 。
｜成本不确定 。

I

I

I

!

|

jn; a

I

I
IL 0
!

I

I

|

|

｜埋的甲炕回收得到， 25% 的成本
｜为 20美元／吨碳当 景。

!

!

|

｜ 约 …半是由研究的不同的基准线

I
I

I
I

I
I

|

|

|

I

ln1a

IL 5

I

卜200

卜 100

I 50-150

｜阳200

I n/a

i 和 SRES 的基准线的数值造成 。另
i 一半可以净直接成本低于 200 美

l 元／ 吨碳当量获得 。

I 350-700

υ字在有限 的负成本选择，很多的

忖在择的成本小于 100美元／吨碳 当
旦主。

总计

6, 900-8,400d

1,900-2,6008

3,600 5,0508

a 建筑包括器具、建．筑物和建筑物外墙 。

b 农业的减排范围很大程度上由 CH4 、 N20和土壤C02排放的不确定性引起。垃圾主要是填埋产生的甲：院排放，其他部门主要是
C02排放，可以比较准确地估计。
c 包括上述部门中 。减排仅包括发电的选择 （燃料转变成天然气／核 能， C02 回收和贮存，改善发电厂效率及可再生 能源 〉。

d 包括第 3章评估过的所有部门和所有6种气体。不含有非能源的 C02排放源（水泥生产， 160 百万吨碳；天然气放空火炬， 60M
吨碳；土地利用变化600 ～ 1400 百万吨碳〉和在终端使用部门的燃料转换的能源 （ 630百 万吨碳〉 。 如果加上炼油和焦炉气
体， 1990年的 C02排放量7100 百万吨碳还应增加 12% 。不包括林业排放源及吸收汇的减排选择。
e SRES 的基准方案（ 包括 《京都议定书 》 的 6种气体）预测 2010年排放 11500 ～ 14000百万吨碳 当量 ， 2020年 12000 ～ 16000 百万

吨碳 当量 ，减排量 的估计与 SRES B2情景 的基准排放的趋势最兼容。减排潜力考虑了 正常 的投资资本周转 。 它们不受经济有
效措施的限制，但不包括成本高于 1 00美元／吨碳当量的措施（除《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气体外）或利用非通常所能接受的
政策以外的措施。

得到充分发掘 （ 见图？” l) 。 减排的潜在机会及障碍依地区、部门和时间而不
同。大多数国家将从财政创新、社会学习和创新、机构改革及取消贸易壁垒
中得到好处。这是由减排能力的重大差别引起的。任何 一 国的穷人在采用技

术或改变其社会行为的机会上受到限制，特别当他们还不是现金经济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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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肌0年全球Yl1向气体减:f:lr.潜力估计：上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 。

；戚排选择分类

造林和再造林（AR) a

201r当百年量万减／盹排年碳潜］力

［减当百扫量万t潜
／年盹力碳]
包组括织地中上的和含碳地量下生。物质的含碳量， 不包括土壤和死

197 584

减姆林（D)b

子~面二Y
土地利用变化（LC) c

435

总计

1,202 1,589

r-币雪哩！！丁？？都用最适合的管理方
1, 788

a 来源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别报告决策者摘要表3 。基于 IPCC定义的情景。不适用其他的情景。潜力指平均存

量变化的估计范围 （百万吨碳／年〉。
b 来源：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别报告决策者摘要表3o 基于 IPCC定义的情景。不适用其他的情景。潜力指2008 ～
2012年平均存量变化的估计范围（百万吨碳／年〉。
c 来源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别报告决策者摘要表4 。潜力指2010年净碳存量（百万 吨碳／年）变化的估计 。所
列活动不是唯 一 的或完全 的，并非所有国 家应用 所有这些活动 。 一些估计反映了相当的不确定性。

分时。大多数国家将从财政创新、机构改革及取消贸易障碍中得到好处。在

发达国家，未来的机会主要在于消除社会和行为障碍；在经济转型国家，机
会在于价格合理化：在发展中国家，则在于价格合理化，增加获得数据和信

息的渠道、先进技术的可获得性、财政资源、培训及能力建设。对任何 一 个
具体的国家，都可能在克服任何 一 级障碍中找到机会。

7.7

如果国家级气候变化应对措施能够作为限制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政策措施

的一系列计划来部署 ， 就会更为有效 。 国家气候政策手段可包括根据国情

~ WGlllTAR 第 1.5.3,
－’

5.3-4,

＆ 6.2 口

排放／碳／能源税， －r=iJ 交易或不可交易排放权，提供和／或取消补贴，土地政

策，寄存／返还系统，技术或性能标准，能源结构要求、产品禁令、自愿协

议、宣传、环境标志、政府支出和投资、以及支持研究开发 CR&D ）。文献一
般不对任何特定的政策手段给以优先考虑。

7.8

通过处理对竞争的关注与国际贸易制度的阳时泄漏， 国家叩门 阱Ill~：~＇~
间的协调行动可以帮助减少减排成本 。 一组愿意限制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的国家可以同意实施经过很好设计的国际措施 。 在第二工作组《第三次评估报
告》中所评价过的和《京都议定书》的措施是排放贸易，联合履行。I) ，清
洁发展机制 CCDM ）。其他在本报告中评价过的国际措施包括协调的或一致的

排放／碳／能源税，单一的排放／碳／能源税，技术和产品标准，工业部门的自
愿协议，资金和技术直接转让，协同创建如减少化石燃料补贴等有效条件。到
目前其中一些措施仅在一些区域已经得到了考虑。

7.9

110

I

国家间和区域间技术转让可以拓宽区域的选择范围 ， 规模经济和学
习效应可以降低技术转让的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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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一 1 ：环境友好技术的渗透（包括实践）：概念框架。各种障碍阻挠不同潜力的实现。克服

筐， WGlllTAR 能 5.2 节

障碍的机会存在于创新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之中。 一 项活动可以针对 一个以上的障碍。可以推
行同时针对所有层次的障碍的活动。它们的实施需要公共政策、措施和手段的配套。在经济和技术潜力之间的任何地方都可能

有社会－经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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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适当的人员和机构能力建设可以在任何阶段增加国内和跨国的技术流动 ， 并

改进其质量 。 环境友好技术的转让已被看作是达到可持续发展和减缓气候变

~ WGJllTAR ~在 2.4.5
胃－

&
10.3.3 '1J , & SR了T SPM

化的管理的可获得性和政府调控技巧能够加强国际投资的流动，帮助推动技

术转让。技巧可以由建立相关服务的竞争，机构的技能，立法和执法能力改
善而得到加强。能力建设是一个连续过程，需要跟七由技术和社会变化而产

生的减排选择的进化。

7.11

通过合理的经济政策和法规框架、透明和政治稳定，政府可以为私人和公共

部门的技术转让创造有利的环境 。 在宏观层次土应考虑的行动包括立法系统

筐， WGlllTAR 需 10.3.3 节 ＆

-

SR廿 SPM

改革、保护知识产权、开放竞争市场、减少腐败、阻止商业限制性措施、出
口信贷改革、政治风险但保、削减束缚性援助、发展基础设施和通讯设施、

改善宏观经济稳定性。在部门和项目层次上的行动包括燃料和电力价格合理
化、能源 E 业体制改革、改进土地使用权、项目审批透明化、进行地区技术
需求评价和技术的社会影响评价，新技术的跨国研究开发和示范项目。

7.12 形成私人和公共参与者的网络，并着重于能满足或适应当地需要和优先性 6豆豆~~；； 10.3.3 们
的、并具有多种效益的产品和技术 ，

将培育有效的技术转让 。

国家创新系统

) …. - ·…

CNSI ）通过采取（ a ）加强教育体制，（ b ）收集、评价和散发技术、商业、财政

和法律信息，（ c ）技术评价，示范项目和l 广泛服务，（ d ）支持市场中介机构，
(e ）更新财务机制，可以帮助技术转让。国家和多边援助的增加可帮助动员和
多元化额外的资金来源，包括官方援助，来帮助国家创新系统的活动。

7.13

增加如排放贸易 14 和技术转让等国际合作将降低减排成本 。

7.14

大量采用自下而七和自t 而 F 方法的研究报告了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见框

7-1 的定义）。限制化石燃料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变化很大，取决于对方法、
假设条件、排放情景、政策工具、报告年份和其他评判标准的选择。

7.15

自下而上的研究提出存在大量的低成本减排机会 。 根据对某些技术和部门
的自下而上的评估（见框 7-1) ，表 7-1 提出的减排潜力的一半可以在 2020

年以直接效益大于直接成本的方式实现，另一半可以以直接成本最多 100

美元／吨碳当量 (1998 年价格）的方式实现。然而由于下述理由，实现这些潜
力也许很困难。这些成本估计采用的贴现率是 5 ～ 12% ，与公用部门的贴现

率一致。私人部门的内部收益率变化很大，一般都相当高，影响到在私人企
业中采用这些技术。根据排放构想， 2010-2020 年的全球排放将能在按净成本

减少到 2000 年的水平以下。实现这种减排将涉及额外的实施成本，在－些情
况下这是很重要的：对支持政策的可能需求；增加研究开发；有效的技术转
让和克服其他障碍。在第三工作组《第三次评估报告》中评估的对全球、地
区、国家、部门、项吕的各种研究都有不同的范围和假设。不存在对每个部

门和地区的研究。
l4 这种基于市场的方法允许利用或买卖超出减排额度部分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来抵偿国内或国外的其他
排放源的排放。此处排放贸易广泛用于排放权交易和以基于项目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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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7-1 I 町本估计的町七和町下方法：关键因素和不确定性的酣

-

-

由于各种原因，减排成本的定量估计总是被重大的 差别和不确定性所包围。成本估计的 差 别源
自于（ a）分析所采用的方法，（b ）分析过程中隐含的因素和假设 。 自下而上的模型结合对现有和
预期的广泛技术的工程成本的详细研究，很详细地描述能源消费。然而，它们 一般相对较少地

... . 带董事

~ WGlllTAR ；在 3.3-8, 7.6.3,

8.2-3, & 9.4 节，＆ WGlll
TAR 书t SPM-2

包含非能源消费者的行为及与其他经济部门的相互作用。自下而上模型估计的成本可以从负（

由于采用无悔选择〉到正。负成本表示减排选择的直接能源效益超出其直接成本（净投资、运
行和维护成本）。市场和机构障碍会对采用这些选择产生阻止、推迟或增加成本的作用。包含
实施和政策的成本将增加自下而上模型估计的成本。

自上而下的模型是经济集约模型，通常从对历史趋势和关系的分析来预测经济部门之间的大规
模相互作用，特别是能源部门的其余经济部门的相互作用。自上而下模型一般相对较少地包含
能源消费和技术变化。自上而下模型的成本估计通常从零到正。这是因为在自下而上模型中估
计出的负成本选择假定在基准情景和政策情景中被采用了。这是两类模型估计有差别的重要因
素。

隐含某些因素将导致较低的成本估计，而另一些因素将导致较高的估计。包括多种温室气体、
吸收汇、衍生的技术改变、排放贸易能够得到较低的成本。另外，研究建议某些温室气体的排
放可以以零或负成本得到限制，其前提时利用政策，如纠正市场干预、计算附带效益和有效的
税收再分配来创造无悔的机会。推动经济有效减排的国际合作能降低减排成本。另 一方面，计
入对短期宏观经济冲击的可能性、在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机制方面的约束、较高的交易成本，
包括附带成本、低效税收再分配将得到较高的成本估计。因为没有 一个分析包含影响减排成本
的所有相关因素，成本估计将可能不反映进行减排行动的实际成本。

7.16

到目前， 自下而上分析对土地利用 、 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部门的成本估计的 6词：；二 4叫
变化很大 ， 而且在计算重要的成本构成方面不一致 。 到目前，自下而上分析
对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成本估计的变化很大，从几个热带
国家的每吨碳 0.1 美元到 20 美元，到非热带国家的每吨碳 20 美元到 100 美元

。财务分析和碳核算的方法是不可比的。许多时候，成本计算不包括基础设
施的成本，合适的贴现，监测、数据收集和实施成本，土地的机会成本和维

护的成本，或其他反复的成本。该成本常常是或被排除或被夸大。在这一范
围内的低的立击被认为带有低估的趋向，随着时间推移，对成本的了解和处

理正在改善。生物减排选择可能减少或增加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休的排放。

7.17

若干全球经济模型 〈 自上而下 ） ji在为满足给定的近期 C02 排放目标而 Ow~l;I：：；第 8时
15

实施的国内短期政策选择的减排成本在地区肉和地区间变化很大 （ 如图 7-2a
附件二地区的棕色线和表 7-3a 所示 〉。 模型在区域内的差别源于对未来 GDP

增长、碳强度、能源强度（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途径）的各种假设，同样的
原因也适用于地区间的差别。这些模型假设国家政策工具是有效的并与国际

政策工具相一致，即假定减排是在每个区域内利用市场机制（即设上限和贸

易）得到。在某种程度，混合使用市场机制、命令和控制政策的区域，成本
似乎较高。另一方面，包括国碳、非 C02 温室气体，包括技术变化、附带效
益或年收入再循环的目标将减少成本。

15 上述参考模型报告了检验排放贸易的效益的能源模型论坛 CEMF) 的结果。在此处所报告的分析的
模型不包含吸收汇、多种气体、附带效益、宏观经济冲击及引发的技术变化，｛§.包括总体的税收收

入再循环。上面的无悔选择包括在基准线内。

113

气候变化 2001

综合报告

~－

7.18

上述研究模型表明京都机制对控制给定的国家的高成本风险很重要，因此能

够补充国内政策机制和便不良国际影响的风险降到最低 。 例如，图 7-2b 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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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9.2,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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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棕色线和蓝线和表 7-3b 表示满足《京都议定书》目标的国内边际成本在没有
排放贸易时为 20 美元／吨碳到 600 美元／吨碳，在有附件 B 国家间的排放贸
易时为 15 美元／吨碳到 150 美元／吨碳。在进行这些研究时，大多数模型没

有包括吸收汇、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CDM 、负成本选择、附带效益或有目
的的税收再分配，这些都会降低估计的成本。另 一 方面，这些模型还有低估

减排成本的假设，如在附件 B 国家内和国家问充分的、无交易成本的排放贸
易，以及对减排响应时完全有效的并从 1990 年到 2000 年就开始了为满足京

都目标的经济调整。附件 B 国家排放贸易对成本的削减将取决于实施的细节，
包括国内和国际机制的兼容性、约束条件及交易成本。下面给出附件 B 国家
GDP 变化的宽大范围：
对于附件二中的国家，上述模型研究表示与 2010 年预测相比的 GDP

挠夭。图 7-2 表示没有附件 B 国家排放贸易时， GDP 损失的范围是
0.2 ～ 2% 。有附件 B 国家排放贸易时， GDP 损失的范围是 0.1 ～ 1% 。国别

研究则由于考察了更多的政策组合和具体的国家情况，变化范围就更宽。
对于多数转型经济，对 GDP 的影响是从可忽略到增加若干百分点，反

映出附件二国家所没有的改善能源效率的机会。在假设一些思苯大幅度
能源效率改善和／或继续经济衰退的条件下，在第 一 承诺期的分配的排
放额度将超过预期的排放量。在这种情况下，模型 1lQ_ 示， GDP 将因出售

所分配的排放额度的收入市增加。然而，另有一些经济转型国家，履行
《京都议定书》将使其 GDP 受到和附件二国家相似的影响。

7.19 尽管排放约束已经在附件一国家很好地建立了起来，对非附件一国家却有不 ~II；二第 8.3.2
同的“溢出效应 ” 16 。

非附件 一石油输出国家：分析分别报告了不同的成本，在其他成本以外，

特别是放期的 GDP 减少和预期的石油收入减少。研究报告表明 2010 等
最低成本是：在没有排放贸易时， GDP 将降低 0.2% ，有附件 B 国家排

放贸易时， GDP 损失小于 0.05%17 。研究所报告的最高成本为 2010 年的
石油收入在没有排放贸易时降低 25% ，在附件 B 国家进行排放贸易时降
低 13% （见表 7-3c ）。这些研究没有考虑附件 B 国家排放贸易以外的能

够减少对非附件一石油出口国影响的政策和措施 I 8 ，所以趋向于对这些
国家的成本和总成本的高估。对这些国家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取消对化石
燃料补贴，按照含碳量重新设置能源税、增加天然气的使用和非附件 一
石油出口国经济多元化来进一步减少。

16 溢出效应仅包括经济影响，不包括环境影响 。
17 这些成本估计可用 2000 - 2010 年之间 GDP 增长率 的差别表示。没有排放贸易， GDP 增长率减少
0.02 个百分点，有附件 B 国家的排放贸易，每年增长率减少不到 0.00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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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

全球模式预测的 2010年附件二国家GDP损失和边际成本
(a) GDP 损失
2 010年GDP损 失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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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41:

两种怕景 F 的结果范［ ti
没有碳排放权的国际贸易 ： 每个 ｜丘必须实现
规定的耐排

每个性 k 的 二个数据分别代农该仨．

樵式的最向i 、中间和最低顶拍'W 值

II 允许在附件酬之间进行龄的碳排放仪贸易

4俨 机串串 ． 串

图 7-2 ：全球模型预测的 2010 年附件二国家 GDP 损失和边际成本 。 （ a) GDP 损失和（ b ）边

际成本 。预测的 2010 年 GDP 的减少是相对于 GDP 的模型参考情景。这些估计根据能源模型论坛

筐， WGlll TAR 第 8.3.1 &

-

10.4.4 节

的研究得到。图中报告了含有附件二 的 4 个区域的预测结果。模型检验了两个情景。首先，各区域在仅有国内排放贸易的条件
下进行规定的减排。第 二 个情景，允许全部附件 B 国家问排放贸易，各区域的减排边际成本达到相同。这些研究隐含的关键因
素、假设和不确定性见柜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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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刊｜ 能源模型论坛模型结果比较。 a

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且

回囚一一一一一一

(a）对各种与附件B 国家满足京都目标相关的排放贸易主张的（以GDP 的百分比计的）损失计算 。
没有贸易

附件一贸易
I

欧洲

欧洲

模型

GANZ

美国

OECD

日本

GANZ

美国

OECD

日本

ABARE-GTE班

1. 96
0. 59

0.94
0.31

0. 72
0.25

0.23
0. 36

0.05
0. 13

1. 06
1. 88
0. 94

0. 57
0. 19
0.80
1. 20
0. 78

0. 72

2.02
1. 83
0. 96

1. 50
0.81
0.99
0.63
0. 55

0.47
0. 31
0. 67
0. 24

0. 13
0. 17

1. 83

1. 96
0.45
1. 93
0.42

1. 14
0.88
0. 54

0. 51
0. 91
0. 56

0. 61
0.81
0. 47
0. 13
0. 28

0.45
0. 10
。. 19
0. 22
0.30

AIM
CETA
G-Cubed
GRAPE
MERGE3
MS-MRT
RICE

边际减排成本（ 1990年美元每吨碳； 2010年京都目标） 。

(b)

欧洲

模型

GANZ

美国

ABARE-GTEM
AIM
CETA
Fund
G-Cubed
GRAPE
MERGE3

425
147

322
153
168

157

76

250
247
213
145
201
46

264
193
236
132
188

~~EM~iPA
RICE
SGM
WorldScan

I

日本

OECD
665
198

645
' 234

' 227
' 204
218
276
' 179
159
I 101
20

97
304
500
501
402
251
357

’
!

I

I

附件一贸易

106
65
46
14
53
70
135
76
77
62
84
20

(c ）根据不同模型得到的石油输出国对于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成本。 b
模型c

G-Cubed
GREEN
GTEM
MS-MRT
OPEC
CLIMOX

没有排放贸易 d

2咀~~%实石：福PD际：油利C收损收损入收入失入失

3
0.
1.

n/a

附件一国家排放贸易

1悦创3。5%明1%显5。%某石福P降油些：DL低P石利收损损收入损泊失失入输失

一7% 石油收入

"

<O
1.
-1
-1

“全球排放贸易”

”

出国收入

nja
n a
0.36% 福利收损入失
一 8% OPEC
丑／ a

a 表 7-3a 由 WGIII TAR表TS-5 得到，表 7-3b 由 WGIII TAR表TS-4得到， 表 7 -3c 由 WGIII TAR表TS- 6得到 。

b 石是油墨输西哥出和国的印度定尼义西不亚同；。 在在~一s~~~模
d模型型中和，OP是Egp模EC型国中家是加
OPE墨C西国哥家：； 在在2fi~~x模模型型中中，， 是是一西组亚石和汕北输非出石国油家输；出在国GT。 EM模型中，

C 模经危型济害报所
。 产告生了按的影照响《京（都通议常定模书型仅》用目标于2o对
1日通年过的施诫排加碳而税不或是拍
200卖8排放
20权
12年所得〉。的没收有入集考虑中对附带消效费益者支
的结付果来再，循如减环少，对地2区0环
10年境全污球
染
d

“贸易”指国家间的排放权贸易 。

n/ a ＝无可用数据。
其他非附件 一 国家：可能会受到 OECD 国家减少对他们出口的产品的需求

和高碳排放强度及其他他们必须继续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的负面影响。这
些国家也可能从燃料价格下降、高碳排放产品出口增加、环境友好技术和
改穿的存让中获证。对 一 个给定的国家，平衡的结果取决于这些因素中的
主导因素。因为关系复杂，区分受益者和受损者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碳泄漏：

一些碳排放强度高的工业在非附件一国家可能的重新分布和价格

变化对贸易流的广泛影响可能引起 5 ～ 20%的碳泄漏 190 税收减免飞切对
高耗能工业）将造成所不希望的碳泄漏的较高的模型估计结果，将增加集
约的成本 。 rm· 模型中不包括的环境友好技术和决窍的转让将降低泄漏，特

别是在长期内将起到比抵消泄漏更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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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题 7

＿，，川叫j害苦） . 然

7.20

一些温室气体排放源能够以无成本或消极性社会；争成本雨得到限制，在某种程
度上，政策能够开拓出无悔成本的机遇 。 这些可能通过克服市场不完善、计算

g

WGl llTAR 部 5.3·5, 7.3.3,

-

8.2.2, 8.2.4, 9.2.1-2, 9.2.4,
9.2.8, & 10.4 w

附带效益 （ 见问题川、收入再分配以减少不合理税收（双重获罪lj) 来达到。

市场不可健全。减少市场或机构失灵和其他阻碍采用经济有效减排措施的

障碍，可以降低相对于目前的私入成本，也可以降低总体的私人成本。

附带效益。减缓气候变化措施将对其他社会问题产生影响。例如，在许
多情况下减少碳排放将同时减少地区和区域空气污染。减排对策也将影

响交通、农业、土地使用和垃圾管理，还将影响其他社会关注的问题，
如就业和能源安全。然而，并非所有影响都是正面的，小心地选择和设
计政策可以较好地保证正面影响并减少负面影响。尽管很难估计和变化
范围很大，有时减排的附带效益的大小可与减排措施的成本相当，从而
增加无悔措施的潜力。

双重获二f!J 。某些措施（如税收或拍卖排放权）使政府得到收入。如果这
些收入用来抵消现存的不合理税收（收入再分配），这些收入将减少温室

气体减排的成本。抵消的程度取决于现有税收结构、所削减的税种、劳
动市场情况和再分配的方式。在一些条件下，可能产生经济效益大于减

排成本。

在长期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潜力、障碍、机会、政策和成本

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成本取决于目标值和排放途径。

aA 帝

LLμ
昧

aEWKF
、

-

RU 扣 R

4E·g

第川第

多数模型结果指出已知的技术选择 20 可以使大气中的 C02 在很宽的范围内达

--

AeJA2i3

T2T

达到未来低排放的途径不是唯一的，国家和区域将选择他们自己的方式。大

…

7.22

-

静
州

W

E

都

J um

胁

7.21

Hb
··ueu

到稳定水平，如 100 年或以后达到 550ppmv, 450ppmv 或以下，但实施这些

技术则需要相关的社会经济和体制改变。 为达到这些稳定水平，情景研究建
议全球单位 GDP 的碳排放必须在 1990 年的水平土大大降低。对至关重要的

能源部门，几乎所有的温室气体减排和稳定浓度情景都表示要在能源使用和
供应方面引入高效技术，及引入低碳或无碳能源。然而，没有一种技术选择

能达到稳定浓度所需的减排量。非能源和非 C02 温室气体的减排选择也能提
供大量的减排潜力。

18 这些政策和措施包括：非 co2 温室气体和非能源过程的所有温室气体的政策措施：汇的抵消：工业
重组（即从能源生产者主Jj 能源服务的提供者〉：使用 OPEC 的市场力量；（附件 B 国家的）基金、保

险、技术转让的活动。另外，研究一般不包括如下能减少减排成本的政策及结果：利用其他税收收
入来减少减排措施的税收或支助减排措施：减少使用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环境方面的附带效益；减排

政策造成的技术变化。
19

fl提泄漏在此定义为由于附件 B 国家实施减排而造成的非附件 B 国家排放的增加，表示为附件 B 国家
减排量的百分比。

20 “己去日技术选择”指当今己运行或示范阶段的技术，与本报告减排情景所参考的相同，不包括需要重
大技术突破的新技术。因此，考虑到情景研究的时间区间，可以认为这是 一种保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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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有经济竞争能力和环境友好技术的开发和扩散，能大大降低给定的稳定浓 ~；：：~ 10.3.3 节
度水平的成本 。 某 一基本工作实体已经考虑了相对于满足不同的稳定水平的技

术开发和扩散成本的含义。主要结论是减排成本严重依赖于开发和配置新技术
的能力。成功的技术扩散的价值很大，取决于减排的幅度和时间安排、假设的
参考情景、和技术的经济竞争性。

7.24

在决定；戚排成本方面 ， 稳定浓度的途径与稳定的目标一样重要 。 第 二 次评估报
告以后完成的经济模型研究指出，当今世界的能源系统近期逐渐过渡到低碳排

~ WG lllTAR 第 2.3.2 , 5.3.1,

-

8.4, & 10.4.2·3

w

放经济，这将减少现有资本存量提前退役的成本，也将为投资于技术开发和扩
散提供时间，也许能减少被锁定在迅速发展的低排放技术的较早版本中的风

险。另 一 方面，更快的近期行动将能降低迅速的气候变化对环境和人类危害，
同时减小气候和生态系统的惯性（见问题幻，也能刺激已有的低排放技术的

更快配置和对未来技术变化的强烈的近期激励，以减少被锁定在高碳排放强度
技术中的风险，还能为以后更严格的浓度目标留有较大范围，如果根据科学和
知识进步确认更严格的浓度目标是值得的。
4卢 M 斗串串 . .普鲁

7.25

百年尺度的经济有效性研究所估计的稳定大气 C0 2 浓度的成本随稳定浓度水

平降低而增加 。 不同的基准线对绝对成本有很强的影晌 。 当浓度稳定水平从

~’ WGl!I TAR 第 2.5.2, 8.4.1,

-

8.4.3, & 10.4.6 \\

750ppmv 到 550ppmv 时，成本增加是中度的：当浓度稳定水平从 550ppmv 到

450ppmv 时，成本大量增加（见图 7-3 ），除非基准情景很低（见图 7-4 ）。尽
管模型预测长期的 GDP 全球增长路径将不会受到显著影响，但这不说明在某

些短期内、某些部门或地区出现的大幅度的变化。这些结果不包含碳吸收，也
没检验更雄心勃勃的目标将导致的技术变化的可能的效果。与每种浓度水平相
关的成本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贴现率、减排的时间分布、所应用的政策的措

施，特别是基准情景的选择。例如致力于地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情景，稳定
在某一特别浓度水平的总成本将显著低于其他情景。随着时间的延伸，不确定
性的问题将变得越发重要。

7.26

在整个 21 世纪，能源研究开发和社会学习能有助于革新后的能源技
术的流动和应用 。

7.27

较低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要求不同的能源供应和增加能源的研究与发展以加速
环境友好的能源技术的发展与扩散 。 对化石燃料燃烧的 C02 排放是 21 世纪大

气中 C02 浓度变化趋势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一点是非常确定的。第三工作组

《第三次评估报告》评价的资源数据意味着 21 世纪能源结构的变化和引入新的
能源资源。化石燃料资源将不会限制 21 世纪的碳排放（见图 7 “ 5 ）。在探明的
常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中，含碳量远少于把二氧化碳稳定在 450ppmv 或以上的

相关累积排放量 21 。这些资源数据意味着 21 世纪能源结构的变化和引入新的能
源。对能源结构及相关技术和投资的选择一或更多地指向非常规石油和天然气资

源开发，或指向非化石燃料资源，或带有碳捕获和贮存的化石能源技术一将决
21

118

参考某一特定的浓度水平并不意味着同意在这一水平上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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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否和以什么样的水平和成本来稳定温室气体浓度。
＿..’的♀串 . . .

7.28

在能源、研究开发方面支出的减少与促进先进能源技术的发展与推广的目标
不符 。 附件二 国家的政府对能源相关的研究开发支出在 1970 年石油涨价后激

m

~’ WGlll TAR
10.3.3
SR了T 第 2 . 3 节

\'.i &

增，｛§＿ 80 年代初以来，实际上在平稳地减少。在一些国家，减幅达 75% 。节

能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发方面的支持在增加。然而，其他与气候变化有关
的重要能源技术，例如商品化生物质和碳捕获和贮存，在能源研究开发中一
直仅占很小的比例。
~卢伊静 如 · 串静

7.29

社会学习和创新以及体制改变将对减缓气候变化起到作用 。 集体作用和个人

~ WGlllTAR 第 1.4.3,
10.3.2, & 1 0.3.4 节

5.3.7,

行为的改变可显著影响温室气体排放，但这些改变发生在复杂的机构、法规
和法律设置中。若干研究提出现在的激励系统鼓励资源耗费型生产和消费，
增加所有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如交通和住房〉。在短期，有通过社会创新影
响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机会。在长期，这种创新与技术变化相结合，能加强社

会一经济潜力，特别是在当人们的偏好和文化标准趋向于低排放和可持续的
行为时。这些创新常常遭遇阻碍，也许可以通过鼓励更多的公众参与决策过
程来解决。这将对可持续性和平等的新探讨有所贡献。

稳定二氧化碳浓度需要多少成本？
GtC

万亿美元 （ 1990年价 ）

1800
18
1600
16

－卢句盏 啦 · 等＠

~ WGlllTAR 第 2.5.2,

1400

-

14

8.4.3, &

8.4.1,

1 0.4.6 革

1200
12

图 7一3 ：根据不同模型的特
1000
10

定的基准线，用三个全球模型对
C02 浓度稳定在 450～750ppmv

800

时的成本（按 1990 年美元价

600

的贴现值）进行了计算 。 不包

8

'

6

1990 到 2100 年贴现率为 5%

括可以避免气候变化的影响。
400

4

每个情况的成本计算者13 基于两
种达到给定目标的排放路径： S

200

（指第 二 工作组《第 三 次评估报

。

应问题 6 时描述的 WRE 。 柱图

2

告》的 WGI 排放路径〉和在回

。

说明 1990 ～ 2100 年的累积排
模型 ：

1990年至2100年

累 计的碳排放量

情景 ：

FUND

MERGE

MiniCAM

口 WRE

口 WRE

口 WRE

•s •s •s

放 。 未来累计排放 一 直达到碳
预定的上限，以 10 亿吨碳的单
位标示在柱图的上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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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全球平均 GDP减少
与基准值相比减少的百分比

4. 5

情景 ：

4.0

AlB

3.5
3.0

AlT

2.5

Al FI

2.0
A2

1. 5
1. 0

Bl

0. 5
B2
。

450

750

最终的 C02稳定水平（ppm)
图 7-4:

2050 年 GDP 减少、 SRES 情景、稳定水平之间的关系 。 随着稳定 水平更严格， GDP

趋于降低。成本对基准情景的选择非常敏感 。 预测的成本没有计及避免气候变化的潜在效益 。

.

t!J WGll lTAR 罔 8·18
唱F

综合的近期和长期考虑
7.30

气候变化决策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的连续过程 坦 在任何时间的决

策必须平衡行动不足或过度的风险 。

7.31

制定谨慎的风险管理策略包括对后果 〈 环境和经济 〉， 可能发生的事，及社会
对凤险的态度的仔细考虑 。 社会对风险的态度可能在国家之间变化，也许在

6同l；二 10.4.3 ~飞

代际之间变化。本报告确认第 二 次评估报告的发现：较好的气候变化过程及
影响和社会对其响应的信息可能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近期的气候政策是在稳

定浓度目标仍处在争论的过程中作出的。文献建议目标在于稳定温室气体浓
度的一步 一 步的决定。这也会涉及平衡行动不足或过度的风险。相关的问题
不是“什么是下 100 年最好的目标”，而是“对预期的长期气候变化和相伴的
不确定性，什么是近期最好的目标”。

7.32 稳定大气中腥气体的浓度将取决咱们京都议定书》 同意的减排量 。 大 6币I~.：：＇＼ 2.5.2 & 8.4 i'i
多数 SRES 以后的情景分析提出，达到 450ppmv 稳定水平可能需要附件 一 国

家在 2008 年到 2012 年的减排量远大于在《京都议定书》下承诺的减排量。
这一 分析也指出达到 《京都议定书》承诺的减排总量将与达到 550ppmv 或以
上的轨迹相 一致。其他分析提出即使达到 450ppmv 的稳定水平，开始更缓和

地脱离排放基准线，在以后的减排周期 大幅度减排的方案。合适的减排途径
受到系统惯性和对附件 一 国家初始减排与后续减排的力度和范围之间的相关
限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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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

7.33

减缓气候变化引起区域间和时序上的公平性考虑 。

7.34

国家和区域问及国家和区域内，代际间的技术、自然和财政资源分布的差异，

－－川、ω 部非 ． 带⑧

以及；戚排成本的差别，通常是减缓气候变化措施分析的关键问题 。 对未来各

E二’ WGIII TAR ;t；； 才 .3 , 2.5.2,

-

8.2.2, 10.2, &

10.4.5 节

国对减排的有区别的贡献和相关公平性等问题的许多争论也出于对这些问题

的考虑 22 。针对气候变化挑战提出了公平性的重要问题，即在何种程度上气
候变化的影响或减缓政策将造成或加剧国内、国家间、地区内、地区间的不

公平和代际间的不公平。对公平不同方面的发现包括：
国内公平：除非税收收入直接或间接优先用于低收入阶层，大多数研究

说明碳税的分布效应是逆的，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全部或部分地补偿
逆行性影响。

化石燃料储量和资源中的含碳量与 1860～ 1998年历史上化石燃料碳排放量相比较，以及

与SRER排放情景和第三次评估报告到2100年的稳定情景的累积碳排放的比较

Gt C
4, 000

3,000

制时川

（盘

{

脏和

规规常

盘源储
储资规

..

常常非

3, 500

1一

煤

2; 500
Al Fl

2,000
A2
AlB

1, 500

WRE650

B2

1860~ 1998

1,000
石油

...--,

年历史上化
石燃料碳排
放量

Bl

All

WRE550

500

。

储量和 资源

排放

SRES 情景

稳定情景

-

图 7一5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和资源中的含碳量与 1860 ～ 1998 年历史上化石燃料碳排

<Y 器 · 睡母

霍， WGlll 了AR 第 3 .8.1 节

放量相比较，以及与 SRER 排放情景和《第三次评估报告》到 2100 年的稳定情景的累积碳排放的
比较。左边的柱形图说明储量和资源的数据 。 非常规石油和天然气包括焦油沙、油页岩、其他重
汕、煤层气、深层高压地质气、水体中的天然气等等。没包括估计为 12,000 亿吨碳天然气水含
物 。 情景的柱形图说明 SRES 参考形景以及不同的 C02 稳定浓度水平的情景 。 注意即便 SRES 情

景在 2100 年的累积排放等于或小于稳定情景的排放，也不意味着这些情景将同样导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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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区域向公平：本报告评价的温室气体稳定情景假定发达国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首先限制和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 23 。回玄问和区域问公平的
另 一个方面是减缓气体变化可以抵消气候变化影响带来的更多的不公平
（见问题 6 ）。

代际公平：浓度的稳定更多地取决于累积量而不是年度排放，前一代

的减排将减少对后代的减排要求 24 。通过任俩 一 代的减缓气根变化来减
少气候变化的影响都可促进代际公平，因为不仅是影响，特别对那些缺

少资源的人的影响减少了，而且后代会有较小的气候变化要适应（见问
题 6 ）。

22 平等的方法分许多类，包括对分配、产出、过程、权力、责任、贫穷和机会等的考虑，反映了在判
断政策过程及相应产出时对公平性的各种各样的期望。

13 所有区域的排放都从基准线的某些点分离。在某种程度七稳定水平低或排放情景高时分离较早。
这些情景是不确定的，也不能提供有关公平的含义的信息和如何达到这样的变化及谁承担所出现的
成本 。
24

122

见上面温室气体减排的时间安排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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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8

对于预测的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如城市空气
污染、区域性酸沉降、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平流层臭氧损耗，以及荒漠

化和土地退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己知多少？为了以公平的方式将
气候变化响应战略并入局地、区域和全球尺度上的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我们对于环境、社会和经济成本与效益以及这些相互作用的内涵，
我们已知多少？

问题 8

气候变化 2001

8.1

综合报告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公认以下两点：第一，入类对环境的影响表现在若干方
面，多数是由与满足人类需求相联系的普通因素所驱动；第二， ， 这些问题的
多数起因和影响，是与生物地球物理过程和社会经济学相互联系的。对这个
问题的回答评估了对目前主要环境问题的起因和影响之间相互关系的现实认

识，重点评价了气候变化。对此，增加了对目前这些问题的大量分散的政策

方法的概要。如果这样做，则勾画出与一个问题相关的抉择是如何对另外一
个问题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的。具备了这些知识，有望存在有效的综合方法。

8.2

局地、区域和全球的环境问题常常以多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共同影
晌可持续的人类需求的满足 。

8.3

满足人类需求在许多方面使环境恶化，而环境恶化又会妨碍人类需求的满足 。

社会发展具有一系列的社会 一 经济途径。然而，如果对环境给予适当的考虑，

-…•c

~ WGITAR
胃－

这些途径是可持续性的。环境恶化已经在局地、区域和全球尺度上得到证实，

第 3.4 , 4.1 衍 ，

& 5 .2, WGllTAP 'iX; 4.1
& 5.1-2 y, , & ·1tGlll TAR
:,;} 3.6 & 4.2

如城市空气污染、淡水匮乏、毁林、荒漠化、酸沉降、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和

在基因和物种水平上的变化、土地退化、平流层臭氧损耗及气候变化。人类
过分地追求需求的满足造成或加剧若干方面的环境问题，这会增加气候变化

的脆弱性。例如：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增加氮肥的使用量和灌溉量，将森林
转变为农田。而这些农业活动又会通过温室气体的排放影响地球气候，通过

侵蚀和盐渍化使土地退化，减少生物多样性。反过来，环境变化又会影响人
类需求的满足。例如：农业生产力会受到降雨量和降水分布的不利影响，在
城市环境中人类健康也会受到热浪的影响。
--

8.4

正如不同的环境问题常常是由相同基础的驱动因子（经济发展、广泛的技术

变化、人口规模、生活方式及人口变化 （ 人口 、 年龄结构和迁移 ） 及管理结
构 ） 所引起的那样，共同障碍制约了对种种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 。

很多相同的障碍束缚着环境问题改善的方法，例如：
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增长的需求：

市场不完善：包括导致资源低效利用，对环境友好技术的市场渗透设置
障碍的政府补贴；对自然资源真正价值的认识不足：未能拨出专款用于

当地的具有全球价值的自然资源：未能将环境退化的代价反映在资源市
场价格七

有限的技术利用和转移、技术的低效利用以及对未来技术研究与开发的
不当投资：
对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的不当管理。

8.5

通常认为相互独立的若干环境问题之间，实际上是通过常见的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和社会一经济过程与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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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表明气候变化与其他环境问题之间是怎样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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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8

气候变化与各种环境问题之间的联系

左亨候变化

Jll~臭化

，竟’乱，串

图 8一1 ：气候受制于其中的环境分量的相互作用的地质化学过程和循环的控制。该框架显示了这些问题的一部分。为求简

单明了，这些问题之间单个的双向箭头表示了若干其中的联系。例如：生物和生态过程通过控制进入大气或从大气中消耗的
水汽和其他温室气体的量，在区域和全球尺度上对调整地球气候起着重要的作用。气候的变化影响生态系统（如森林）的分界

线组成和功能，森林结构和功能的变化通过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特别是碳、氮和水的循环影响地球气候系统。还存在其他的链
接，如空气质量和森林的直接的或通过酸性降水的联系，为简单起见未在这里表示出来。

地面臭氧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
嘈静骨精

8.7

地面臭氧空气污染及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起着重要你用 也 产生地面臭氧污染
的相同物质（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同样也会引起全

球对流层中臭氧的增加，并使之成为继二氧化碳和甲：院之后排在第三位的主
要辐射强迫因子（见图 2-2 ）。在一些区域，生成臭氧物质的排放是通过区域
环境协议和其他规则来控制的（见表 8-3 ）。
飞，串串

8.8

全球气候变化和正在上升的对流层臭氧背景值会加剧城市的 污染问题。 基于
若干 SRES 情景的预测结果表明：在北半球中纬度的大部分地区，对流层臭

WJ.tlllT那引R :·nA＋我M~也

41$63 位 ，＆ 甘、四川商有 ？在
77.2::2；~，＆

916 'iY

氧浓度增加了 40ppb 或更多。这样的增加几乎倍增了很多大城市的臭氧浓度
基准值，这大大地降低了空气质量。气候变化也会影响控制光化学反应的气

象条件（区域温度、云量和地面风速）和主要污染事件的发生频率。尽管较

1:25

高的温度将会产生更多的城市臭氧、污染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的变化还尚
未进行评估，但伴随着人为的气候变化而来的热浪次数的增多，将加剧由于
城市空气质量所造成的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酸沉降和气候变化
.－－－. . ~ .

8.9

从化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硫生成的硫酸盐气溶胶导致酸沉降和气候系统变冷 。

酸沉降对陆地和水生态系统都会有不利影响，并对人类健康和很多物质造成

~’ WGI TAR 第 5.2.2.6, 5.5.3, 6.7,
- ’ & 6.15 节 ， WGllTAR
第 5.6, 5.7.3, & 15.2.4.2 节 ，＆

损坏。由于气候变化（例如湿度和温度增加）， 一 些影响可能会加剧。许多国

SRES

第 3 .6 .4 '15

家都已经采取措施减少硫的排放，最近 几年在 一 些区域已经观测到硫酸盐沉
降的减少（见表 8-3 ）。在 SRES 情景中，这种情况已经导致对未来硫酸盐气胶

的浓度预测低于第二次评估报告的值。反过来，这导致了对气溶胶辐射强迫
较小的预测，亦即对温室气体引起的温暖化的抵消作用较小 。

平流层的臭氧损耗和气候变化
____. .,;:

8.10

平流层的臭氧层损耗导致 UV-B 辐射增强和气候系统冷却 。 在最近二十年，

e 唱’

~ WGITAR 第 4 . 2.2 & 6.4

-p·

观测到的平流层臭氧的损耗已经减少了（目前比较寒冷的）平流层下部向对
流层的红外线辐射。平流层臭氧损耗也已经改变了对流层臭氧的浓度，并且

随着更多的紫外线太阳光进入对流层，它已经导致更快的甲：院光化学破坏，

减少它的辐射强迫。这些作用也导致气候系统的冷却。
d，，回. ，一蜡像

8.11

造成臭氧层损耗的很多卤化物也是主要的温室气体 。 例如，自从进入丁4 业时
代，氯氟短（ CFC8 ）的增温作用是总的辐射强迫的重要←古日分。由于平流层臭

~ WGIT）气R

-

第 4.2 .2 &

6.3 . 3 节

氧损耗（上面提到的）引起的变冷使氯氟经 的增温作用大约减少一半 。《蒙特

利尔议定书》将最终消除这两种辐射强迫的影响。但是，有 一种替代 CFCs 的
物质是氢氟炬，该物质在《京都议定书》中也被列为温室气体。这样会引起
两个议定书目标之间的潜在冲突。
＿＿＿＿. 章吗耀、嚼

8.12

在下一个 50 年的时间中，气候变化将改变平流层的温度和风的格局，可能增

强氯氟炬对平流层臭氧的损耗 。 混室气休的增加一般会导致平流层更冷，这

~ WGITAR

-

第 4 . 5, 6.4,

7. 2.4.2 节

改变了平流层的化学过程。一些研究预测，未来十年内，在氯氟经浓度大量
减少之前，目前的气候变化将导致北极地区上空平流层臭氧层损耗的显著增
强。尽管很多气候／臭氧层之间的反馈作用已经确认，但是在这一评估报告

中尚未达成定量的共识。

生物多样性、农业、林业和气候变化

8.13 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叩与气候的变化紧密相关， 叫然 。 气候的 哥儿 4. 5 .3 节
变化和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引起生物多样性和一些生态系统功能 的改

变。反之，生态系统的变化又影响陆地与大气之间温室气体（如 C02 、 CH4 、
N20 ）、水分与能量的交换，改变地表反射率。因此，理解它们之间的综合作
用及反馈机制，对于评价未来大气、自然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的状况是必不

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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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自然气候的波动已经显示出气候变化对自然和管理生态系统的影响 。 例如，

~’ ；：：喘iτ：帮R略特：在 5&6 举

人类历史上洪灾、干旱和热浪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与厄尔尼诺相关联的
变暖事件证明气候格局的改变对鱼类、海洋哺乳动物及沿海和海洋的生物多

样性有不利影响。海平面升高、海洋温度升高、 co ？浓度增加及风暴频率和
强度的变化影响沿海生态系统，如珊湖礁、盐沼及红树林。表 8-1 给出了气
候变化对区域尺度自然生态系统的主要影响。

8.15

气候变化只是处于管理和未管理状态的生态系统遭受众多胁迫的一种 。 土地
利用变化、资源需求、营养和污染物质的沉积、收获、放牧、栖息地的破坏

’~ ~阳~：：1~~ 革第 4.5&6
军 ＆
1-2 驻

与损失以及入侵的物种等都是生态系统的主要威胁。它们可能导致物种灭绝，
引起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因此，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额外的胁迫，可能改变或
危及生态系统及它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结果，气候变化的影响还受到自然
资源的管理措施、适应措施及与其他胁迫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图 8-2 举
例说明气候变化与食物供应与需求的其他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

8.16

气候变化可能影晌未管理状态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分布和迁移 。 许多物种的数

~ ~卢t鸣lTA
、．晦n静第静 5 京

量已经受到灭绝的威胁，由于变化着的气候胁迫，预期它们将被置于更加危
险的境地，致使当前的栖息地变为不适宜。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的植被分布
模型表明：由于不同物种具有不同的气候适应能力、不同的迁移能力，不太

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群系的迁移，但会受到新物种入侵的影响。
最后，从相关的角度看，气候变化会加速害虫和病害的传播，从而影响自然
生态系统、农作物及家畜（如：气温和湿度阙值的变化使害虫和病害迁移到
新的地区）。
8.17

处于自然和管理状态的生态系统，特别是森林的碳储存能力，改变气候变化
的影晌和反馈。 比如，森林、农业用地及其他陆地生态系统孕含着巨大的碳

TAR% 4.3 W &
6豆”··
LυCFSPM

减排潜力。虽然不一定是持久性的，碳的保持和吸收可使我们赢得时间进一
步发展和采取其他的选择。陆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可能会由于气候变化而加剧，
影响到碳的储存，且当前的毁林行为更会增加这些胁迫。应当注意，如果不

进行适当的管理，将来 C02 的排放量将会更大。比如，放弃对森林火灾的控
制或在农业方面将直播方式转变为精耕细作方式，至少可能会造成部分累积
的碳快速地排放。

土地退化、荒漠化和气候变化
8.18

预测的气候变化的程度可能加剧许多地区过去几个世纪就已发生的土地退化
和荒漠化 。 土地利用的转变和集约化的土地使用方式，特别是世界上干旱和
半干旱地区，已经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土地退化及荒漠化程度增加。这些变

a ~民咄
10~A节
R 罪.，；G~isτ'AR
s, 9,3,!-0.
5.5 i.l’ , & WGIJ
SPM-1

TAR 去

化足够大，从卫星遥感图像上清楚可见。土地退化已经影响 100 个国家的 9

亿多人口，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壤资源，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每年记录到的数百万公顷的土地减少将会明显地破坏经济基础，导致 一 些不

可逆转的情况发生。采用 SRES 情景的《第一次评估报告》预测结果表明：
在中纬度内陆地区干旱增加、降水强度增大、降水分布更不规律、以及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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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气候变化对附态系统伽样性不！｜ 附则1W;f11 rm~W(J<J f)(
在WG 川 T章AR节中的

区t或

影响

非洲

气候变化将会加快生物多样必不可逆转的损失。预测到植物和动物物种的明显灭绝，将会

参考

影响农业生计、旅游和基因资源（中等可信度）。
由于热力和水胁迫、海平而上刑、洪水和干旱以及热带台风引起的农业生产和水产养殖的

亚洲

减产将会降低在干旱、赤道和温带亚洲的许多国家的粮食安全，在北部区域农业生产将会

TS 5. 1. 3 节＆第
10.2.3.2
TS 5.2. 1-2 &
第 11. 2.1-2

w

扩展和增加（中等可信度）。
由于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变化和人口压力，气候变化将加剧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中等
可信度）。海平面上升将置生态防护带于危险之中，包括红树林和珊湖礁（高可信度）。

澳新大西利兰亚

l ℃的温度上升就会威胁物种的生存，这些物科目前已接近它们承受的渴度范围的上限，尤
其是在高山边缘地带。在受限制的气候小环境中的某些物种和由于地貌土壤差别或地形的
分裂而无法迁徙的物种将会变得很危险或灭绝（高可信度）。在澳大利亚，对于气候变化特

TS 5.3.2 ＆第
12. 4. 2,
12.4.4-5, &
12.4. 7节

别脆弱的生态系统包括珊珊礁、澳大利亚西南和内陆地的下早和半干旱栖息地，以及澳大
利亚高山系统 。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沿沟：区域 的淡水湿地都很脆弱、而新西 兰的 一些生态系

统对于杂草的加速入侵很脆弱。
自然生态系统将会由于1品度和大气C02浓度的增加而变化。自然保存意义上的多样性将会处

欧洲

于快速变化的威胁之下。重要的动物栖息地（湿地、冻土和孤立的栖息地）的损失将会威
胁一些物种，包括珍稀／地方性的物种和候鸟 。广义地讲，对北部欧洲的农业有一 些正面影

响（中等可信度）；南 欧和东欧生产力将下降（中等可信度）。

TS 5.4.2-3 &
13. 2. l. 4,
13. 2. 2. 1,
13.2.2.3‘F节5, &
13.2.3. 1

.;.'1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拉丁美洲

北美洲

已经充分确认拉丁美洲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多样性集中地之一，预计气候变化的影响将会

物的产量也是减少的；在 一些区域口粮 的生产也将受到威胁（高可信度）。

TS 5.5.2 &
5. 5.4i ＆节第
14.2. - 2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将会导致特有的生态系统类型的损失［如高原山地、独特的海

TS

增加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风险（高可信度）

o

ep 使考虑C02 的效应，在许多地方预测的主要作

岸湿地（如盐泪、内陆大草原“壶穴”）等］（高可信度）。伴随着C02浓度的增加， － 些作物

&
2. 2-3节

5.6.4 咀 5

第 15.

将从适度的温暖化中受益， 1£1. 效果随作物和l 区域不同而改变（高可信度），包括加拿大草原
和美国大平原上一 些区域的干旱引起的产量下降，加拿大北部现在的产区潜在的粮食产量
的增加，暖温带混合林产量的增加（中等可信度）。然而，作物受益的增加率将会衰减，并

可能随着更进一 步的升温而变为净损失（中等可信度）。独有的然生态系统如大草原湿地、
高山冻土、冷水生态系统将会处于危险之中，并且有效的适应是不可能的（中等可信度）。
如－－句卢’－·

TS 5. 7 ＆节
第
16.2. 7-8

北极圈

北极阔地 区对于气候变化极端脆弱，预计主要的物理、 生态和经济影响会很 快出现。

南极圈

在南极圈，预测的气候变化将要产生的影 响将会缓慢地实现（高可信度）。温度的升高和冰
盖的减少很可能引起南半球海洋的物理海洋学和生态学的民；期变化，伴随着生物 学活动 的
加强和鱼类的生长速度的增加。

TS 5. 7 ＆第
16.2.3 &
16.2ι2节

一

小岛国

预测的未来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将影响物种的构成和生存方面的改变。估计在已知的濒
危植物中，

工 分之一（ 30%）为海岛所特有，同时 23% 的鸟类物种也会受到威胁。依赖于经常

的稳定环境状态的珊湖礁、红树林、海草床等会受到大气和海洋温度上升和海平面升高的
不利影 H向（中等可信度）。沿海生态系统的衰退将会对礁类水生植物产生消极影响，威胁礁

类渔业生产（中等 可信度）。

夏季干旱更加频繁。可能受到影响的系统包括与水资源民乏、牧场和土地下
沉有关的系统（见表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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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5.8 ＆第
17. 2. 4• 5 &
17. 2. 8. 21j·

问题 8

综合报告

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的联系

非持续的林业

气候变化

总训工V
施氮肥

干吗'lb~

水文和 C02 变化

生境的丧失与破坏

生物多样性丧失
作物基因多样性的丧失

头专二

图 8-2 ：该图显示出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因子在粮
肥力降低

盐化与侵蚀

食供应和需求上的联系 。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不断增
加的粮食需求，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而这反过来又带
来一系列与土地利用有关的问题，如将荒地改良为农田
（粗放） ； 使用化肥和 ／；或利用灌溉增加产量（集约化），
或开发其他的不可利用的土地。由于生态系统转变为仅
生长少数物种（通常为外来植物）的农田，耕地扩大导
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因为森林被牧地或农田取代，森
林转变为农田相对于大气引起碳的净损失。由于农业系
统的保水能力低于森林，森林砍伐将增加洪水发生的可
能性。集约化的作物生产包括一系列化学措施，而这些
措施大部分是施用氮肥，导致释放含氮化合物（其中有
些是很强的温室气体）到大气中和含氮径流至流域的副
作用，带来许多环境和健康问题 。灌 溉的扩张影响其他
用途的淡水供应，导致水使用权的不足和纠纷。满足增
加了的农业生产的需要都会潜在地增加全球生物多样性
损失的速率、气候变化和荒漠化 。特 别地，还存在水是
构成所有这些问题的基础的相互关系，但为简单计未在
图中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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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M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土地退化和荒漠化K域影响的个例。
在WGI I TAR 的
参考章节

区域

｜预测l

非洲

｜降雨量的变化和土地利用的加强将加剧荒漠化进程。荒漠化将会由于西非撒哈拉、北部非

TS 5. L 6，弟

洲、南部非洲国家的年平均降雨量、径流和土壤湿度的减少而加剧（中等可信度）。干旱和

在 1毡， 2. 暗斗亏，在
表 SPM-2

姐 ES突

其他极端事件的增加可能会添加对水资源、食物安全和人类健康的胁迫，制约该地区的发

10.

2. I

展（高可信度）。

亚洲

｜ 水的短缺一一已经是生态系统、食物和纤维的生产、人类设施和人类健康一个制约因子一

TS 5.2.3 ＆第
1LJ.1 ,&

一可能会由于气候变化而加剧。在亚洲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径流和水的利用率可能减少，｛亘

n. 立 3节

在亚洲北部可能会增加（中等可信度）：夏季土壤湿度的减少将会加剧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
土壤退化和荒漠化。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由于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ENSO）引起的年际波动将导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严重的洪水和干

II IS
5.3 ＆第
l立 l 5. 3 .&

旱。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预计这种变化还会持续，并可能伴随着更大的水文极端
事件出现 。
由于预测的许多区域干燥趋势和更多类似厄尔尼诺事件状态的变化，水很可能会成为 一个

I 12. 3节

关键问题（高可信度）。水质会受到影响，而更强的降水事件会增加快速径流、土壤侵蚀
及冲积物的载荷。富营养化是澳大利亚水质的主要问题。

叩副厂…丁玩玩：i面正豆圣在异；1届五福王届高画面歹；一头百~1ii鼠药ii证函豆R~孟寸~豆7至一
大（高可信度）。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洪灾将增加（中高可信度）：洪水将增加沿海地区受到侵

j !3 ES或在第
, I 13. 2.1 节

蚀和导致湿地减少的巨大风险 。一 半的高山冰川和大量永久冻土地区在21 世纪末期将消失（

I

l

中等可信度） 。
拉丁美洲

基于模型试验的研究揭示：随着极端降雨量和干湿期分布的变化，在气候变化的条件下水

TS 5. 5. l，第

文循环可能会更加剧烈。在过去十年，墨西哥频繁的严重干旱与这些模型的部分研究结果

[4. 2. 4节

Il4 部棠，在第

一致。厄尔尼诺与巴西东北部、亚马孙河北部地区和秘鲁－玻利维亚高原状盆地的干旱状态
有关 。 巴西南部和秘鲁西北部这些时期显示出不规则的湿润状态。冰川的损失和后退会对

该地区的径流和水供应造成不利影响，该地区的融雪 是一个重要的水源（高可信度） 。

年 1700M3 ，水的短缺将会成为问题。在 1990 年，大约 二分之一的世界人口
用水超过水资源的 20% ，而至lj 2025 年，仅仅由于人口增长，大约 60% 以上的

人口将会生活在用水紧张的国家。更高的温度将会加重这种紧张情形 。 然而，
通过采取适当的水资源管理措施可以减轻不利影响。随着世界人口的持续增

加，尽管气候变化仅仅是水资源紧张的因素之一，但很显然它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因素（见表 8-2 ）。应用 SRES 未来气候情景，《第 三 次评估报告》预测显

四 l 1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表

收利用意味着水资源高度紧张。同样， 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水资源少于每

荔＆

体可更新资源的 20% 时，水资源紧张常常是发展的制约因子， 40% 或更多的回

表

维持生态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有若干水资源紧张的指标，当回收利用大于整

第＆

。 淡水对于人类健康、粮食生产、卫生设施、制造业和其他工业用途，以及

as
At
盼旧－

8.19 所有三种类型的淡水问题一过少、太多和太店都可能会由于气候变化而加剧

忡民

淡水和气候变化

tPI
肉ω
、”
Taa
唱』 Fb

水供应非常有限的小岛国，对于气候变化对水平衡的影响是非常脆弱的（高可信度） 。

旦立肌

小岛国

2

少（中等可信度）；适应性的响应措施可能会抵消 一部分对水资源和水生态系统的影响，但
不是全部（中等可信度）。

政 1
山
p
h乱一一

在北美西部以融雪 为主的流域，将会遭受春季洪峰的提前到来（高可信度）和夏季流量的减

MMm
路

北美洲

o;;::;_4:.
4
A.
a
龟，.＇！＞.Z ·混得地.ZP

示，许多地区在大多数情景下洪水和干旱发生的风险呈增加趋势。在一个更
加温暖化的世界上的部分地区，如南部非洲和地中海周边国家，水的可利用

率降低。由于海平面升高，许多沿海系统将会遭受咸水侵蚀地下淡水及潮水
侵入海湾和河流，并对淡水的利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8.20

一些国家水资源管理者正开始明确地考虑气候变化 ， 尽管实施方法尚未完全

－~，：~©~

4.2.4

w

确定 。 究其实质，水资源管理是基于最小的风险适应变化着的环境，现在也
包括变化着的气候。所采取的方法也己逐渐从“供方”（即通过增大水库容量
供水以满足对水资源的需求或建设防洪设施等）向“需方”（即适当调整水的

需求与可用水量一致，更有效地用水及不修防洪抗旱设施等）转移。

8.21

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 ， 为在发展响应对策、增

进有利影响和降低成本方面获取协同作用提供了机遇（见图 1-l) 。
8.22

通过获取协同作用，一些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可以为其他若干环境问题产生广

＇？ ：盹
2‘~~ !":2搞
2喝乱， ~4.4.4.‘

泛的附加效益，但也会有不利影响发生 。 特别的范例包括：减少诸如城市空
气污染和酸沉降这样的负面环境影响；保护森林、土壤和水域：降低不适宜
的补贴和税收；以及更有效的技术更新和传播、有利于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实现。但是，这有赖于找出解决气候变化或其他环境问题的方法，以
及对相关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会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及蒙受意想不到的损失。
例如，减少能源和土地利用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选择会对其他环境问
题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

在能源部门，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局地和区域污染物可以通过下列方法来

减少：高效的环境友好的能源使用、增加低碳排放化石燃料的份额、先
进的化石燃料技术（如局地高效混合循环汽轮机、蜂窝燃料和混合热电）
和可更新能源技术（如增加对环境友好生物燃料的使用、水电、太阳能、
风能和潮沙能）。增加生物量的使用来替代化石燃料，会对土壤、生物
多样性和水的利用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这取决于土地利用和管理
体制。

.

在土地利用部门，生物碳库的保持不仅能阻止碳排放到大气中去，而且
还对土壤生产力具有有利的影响，防止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和减轻由于生
物量的燃烧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通过造林而固定的碳能加强碳汇储量、

保护土壤和水域，但如果发展不当，将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和水的利用产

生负面影响。例如：在一些行动中，只种植一种作物的农业经营方式会
减少生物多样性。
8.23

相反，解决气候变化以外的其他环境问题具有附加的气候效益 ， 但各种问题
之间的联系同样可能会导致负作用 。 例如：

~’E ~晴旧8四”2τf主Rτ 草 2.4, 9.2..8. &
& SRES

旨在减轻空气污染的政策可能大量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例如：日益严
重的污染通常是与所有区域快速增长的交通部门有关，颗粒物质和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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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前体物质包括其中。通过提高能效或扩大非化石燃料能源的使用

来减轻这些污染物的排放对人类健康、农业和森林的影响，同时也能减
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控制硫排放对人类健康和植被都有正面的影响，但硫酸盐气溶胶部分抵

消了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因此，控制硫的排放会增强可能的气候变化。
如果在发电厂通过对烟道气体的脱硫来控制硫的排放，会招致能源罚款
及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相应增加。
－－时哺 ．． 骸骨

8.24

采用环境无害化技术和措施对经济 、 环境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特别的机

~ WGI门到问：自 7.5.4
胃F

w&

WGlllTJ飞R 第 10.3.2 忡

遇 ， 同时避免温室气体排放 。 例如：供需双方在应用高能效技术的同时，减

轻了各种与能源有关的环境影响，而且可降低在能源投资上的压力，缩减公
众投资、提高出口竞争力和扩大能源储备量。采用更具可持续性的农业措施（

如在非洲）表明气候变化的减缓、环境保护和长期经济效益彼此之间有相互
促进的效果。农田林网和有机农业的引入或推广能在增进食物安全的同时减

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分散式经营的发展模式在中小型城市中起着更强的作
用，这种经营模式能减少农业人口的迁移、减轻对交通的需求，而且可以使

用环境无害化技术（生物燃料、太阳能、风能和小型水力发电）发掘巨大的
自然资源储备。

8.25

减小对气｛肌变化的脆骂号，｜主通常青E 减小对其他环境胁迫的脆弱』｜
伊j 女口:

保护濒危的生态系统：以可持续的方式来消除社会压力和管理资源也能

帮助独特和濒危的系统适应由于气候变化而造成的额外压力。考虑潜在
的气候变化和综合社会一经济需求与发展计划能使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和l 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更加有效。
土地利用管理：解决或避免土地退化也减少了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特
别是当响应策略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这些因素限定了土地利用措施及
其气候变化引起的额外风险。在一些区域森林采伐持续地进行着，导致

碳的损失和洪峰径流的增加，通过再造林恢复植被（并尽可能地造林）
和植被恢复有助于防治沙漠化。
淡水管理：常常由于人口和发展的压力而引起的淡水可利用率、丰富程
度和污染问题，会因气候变化而加剧。减少对水资源压力的脆弱性（如

通过节水、水需求管理和更有效的水利用）可以减少对气候变化带来的
额外胁迫的脆弱性。

8.26

寻求环境政策和诸如发展和公 平 性这样的主要国家社会经济目标的协同作用

有助于缓解和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 。 可持续发展
是与确定每 一 个社区状况的环境、社会和经济要素密切联系的。图 8-3 体现

了可持续发展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展示了 一些重要的问题如气候变化、
可持续性、贫困、公平性与这三个基本要素有关。正如气候政策能产生改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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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及内在联系

e

增稳

率 Lt
t 效到
，品长 E

－Z
A
’

o;~$~：， 49
图 8-3 ：三角形的顶点表示三个主要的方面或可持续发展
贫困

的领域：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经济领域重点适用于增进

公平
可持续性

人类福利，主要通过增加货物和服务的消费。环境领域集中于

气候变化

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可恢复性。社会领域强调加强人类联
系及个人和群体意愿的实现。三个领域之间联系的例子显示在

代间公平 ， 价值与文化

社会
授权
参与和咨询
管理

环境
生物多样性／恢复力

三角形的边土。重要的议题，如气候变化、贫困、公平性、可

持续性位于三角形之内，与所有三个领域相互作用。

自然资源
污染

利这样的附加效益一样，非气候的社会一经济政策可以带来气候效益。这样
的附加效益的利用会促使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环境、社会和经济挑战之间存
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这三种类型问题的任何一种不可能孤立地得到解决。
－－嘟 • • ©俗

8.27

只有有限的经济资源、低水平的技术、贫乏的信息系统、不完善的基础设施、
不稳定和脆弱的体制、不公平地分享和获得资源的国家不仅对气候变化非常

~ WGllTAR 第 18 $，技 ＆
” WGIUTAA 第 1 .5.1, 2.4A,
5.3. 10.3.2. & 10.3.4 节

脆弱 ， 而旦对其他环境问题也非常脆弱，同时适应这些变化着的环境和／或

减缓它们的能力也非常小 。 当气候政策与国家政策发展的非气候目标相结合
并被转换成广泛的过渡措施来取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减缓所需要
的社会和技术变革时，这些国家的适应和减缓能力得以加强。
·－酬叫号啦 • 1普森

8.28

在多边环境协议中列举的环境问题中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作用，在实施中也可

CJ

WGUITAA 第 10.32

w

利用其协同作用。 全球环境问题在一系列的公约和文件中提出，如《维也纳
公约》及其《蒙特利尔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联合国森林论坛》，以及一系列
区域协议，如《关于长距离跨国界空气污染公约》等。表 8-3 提供了这些公

约和文件。它们包含了有关共享或协调政府和民间组织来制定总体目标的类
似的要求，如国家级履行的战略和行动计划框架的制定、数据收集和信息处

理、人力资源和组织机构能力的更新和加强、统计责任等。它们也提供科学
评估中可被利用的协同作用的框架（参见框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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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国际环境条约节远 。
通过的时间和地点

公约和协议

华马盛德里
顿， 1959

一 《俨南南极极圈圈条条约约》N 的环境保护议定书》

' 1991

一一

拉姆黎萨 ， 1971

一 《《修关正于湿，，关地于特湿别地是特作别为是水作鸟为栖水息鸟地栖的息国地际的重国要际性重公要约性》公约H 的议定书》

巴，

198 2

《防止船舶污染的国际公约》

伦敦，

1973

《关于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的国际贸易公约》

华盛顿， 197 3
巴黎，

《防止内陆源海洋污染公约》

一

波恩，

《迁徙性野生动物保护公约》

1974
1979

日瓦，

1979

' 1984
' 1988

堡
胡
瓦陆 ',

1991
1994
斯斯 ' 1998
, 1998
' 1999

蒙特哥湾，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2

←町币、·一一’－四－－四－－－叩｝白白咆斗，由d明…白白. .

一 《《维关也于损纳臭耗氧臭氧层层保护物质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维蒙特也利
纳， 1985

一 《《对关于用关控于制控有制害有废害弃废物弃跨物国跨界国输界送输及送其及处其理处的理巳的塞巴尔塞公尔约公》约彤 的修正》

巴塞
内尔瓦 ' 1989

尔，

日，

1987

1995

赫 尔 辛基 ，

1992

《 UN/ECE跨国界水源和国际湖泊的保护和利用公约 》

一 《《联关合于用国联气合候国变气化候框变架化公框约架》公约N 的京都议定书》

京纽约都 ' 1992

一 《《生关物于H多生样物性多公样约性》公约N生物安全性的卡塔戈纳议定书》

蒙特约利热尔
里
内卢， 1992

' 1997
' 2000

巴黎，

《联合国对遭受严重干早和 ／或荒漠化、特别是非洲国家反荒漠化公约》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

-

一一

1994

斯德哥尔摩， 2001

《联合国森林论坛》

纽约， 2001

a 包括本项是考虑到在森林和它们的环境价值 问题上达成条约的国际努力的重要性 。

d卢－· 电普 ．． 嗤

框 a-1 I 评价气候变化和平流层具氧损艇。
《蒙特利 尔 议 定书》 的 臭氧科学评估专业委员会和 I PCC 已经对关于平流层臭氧层和气候系统之
间的稿合作用 的认识状况进行了 综合评价 。 在过去几年里 ， 臭氧损耗的科学评估报 告里已经包

括了损耗臭氧气体 的 气候相关性 。 此外 ，这些评价还包括目前和未来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浓度
是如何影 响 臭氧层恢复 的 。 IPCC还评价 了由于臭氧层损耗造成的气候致冷趋势。另外，还采取
了 一 些联合行动，如评价航空对气候和 臭氧层的影 响 、关于这些气体的全球增温特性的潜在决
策是怎样影 响 《蒙特利 尔 议定书》 中 臭氧损耗气体（主要是HFCs ）的替代品的减缓需求的。这些

评估提供 了关于一个问 题 的 决策和行动是怎样影响另 一个问题的，并且它们 孕育着政策框架之
间的 有效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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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9
对于下面问题气候变化和模型预测的确凿性发现和主要不确定性是
什么？
未来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放？

未来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浓度？
未来区域和全球气候变化趋势？
区域和l 全球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减排和适应对策的成本和效益？

问题 9

八切

JI

9.1

！：口

对气候变化及其影晌、减排和适应对策的认识通过综合评价框架下多学科和
跨学科研究 、 监测不断得到进展 。 随着认识的深入，对政策制定来讲， 一 些发
现就变得更加具有普遍性， 一些不确定性对政策制定也更加重要。一些不确定

性源于对数据和关键过程认识的缺乏，以及对于什么是已知的或可以知道的争
议。其他不确定性与预测响应信息和事件的社会和个人行为有关。不确定性随

着问题的复杂性而逐渐增强，这是由于出现 一 些附加因素包括了更综合范围的
自然、社会和政治影响和政策反应。气候对人类影响的反应是不容置疑也没有

选择的；但是人类社会可以对气候变化进行有准备的反应，在不同对策中进行
选择。《第 三 次评估报告》和其他 IPCC 报告的 一个目标是发现、评价、定量，
如果可能的话减少这些不确定性。

9.2

在这个报告中，气候变化中一个确凿性发现是在不同过程和方法、模型和假

定中都成立，而且相对不受不确定性影晌的结果 。 可以期望将它们归结为可在
该报告中所提出的“很好证实”（高度认同并且大量证据）和“证实但不完善”
（高度认同但证据不足） 一 类。确凿性与可能性不同： 一 个结论“非常的不可
能”的发现可能与“事质上确认”的发现一样确凿。《第二 次评估报告》的 一个
主要进展是通过《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SRES ）给出了多个温室气体排放和浓

度的趋势。确凿性发现是在很大范围这些可能的世界中能够维持的那些结论。

9.3

这个背景下的主要不确定性是指，如果这些不确定性减小的话 ， 会导致与这个

报告中问题有关的新的和确凿的发现 。 这些发现可以为需要解决的政策提供更
好或更多的信息。这些不确定性永远无法得到完全解决，但它们可以通过更多
的证据和认识来得到改善，尤其是通过寻找一 致的结果和确凿的结论 。

9.4

确凿性发现和主要不确定性在综合评价框架的背景下同时出现 。

9.5

本报告中描述的综合评价框架常常将模型预测中通用性结论和主要的不确定

性放在一起 。 这样的框架可以包括认识气候、生态圈和人类社会所有的学科。
它强调在 TAR 不同工作组报告中描述的各系统之间的联系，同时考虑气候变
化与其他环境问题之间的联系，以助于确认认识的差距。它可以说明这些主

要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整个事件。图 1.1 说明适应和减排是如何在评价中被综
合起来的。人类和自然系统将不得不适应气候变化，发展就会受到影响。适

应可以是白发的，或者通过政府促进进行，适应行动可以减轻（而不是完全避
免）气候变化对这些系统和其发展的

－ 些影响。这些适应行动得到效益但要承

担花费。温室气体的减排与适应性不同，它是从源头开始减少排放。它减少浓
度水平（与可能出现的浓度相比），减少气候变化以及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和
不确定性。进而减少对适应的需求，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对社会－经济发展

的影响。同时与适应性主要以解决气候变化对当地的影响为目的不同，减排是

解决气候系统的影响。减缓的主要效益是避免了气候变化，但它也有成本。另
外，减缓可以提高附加效益（如减少空气污染改善人类健康）。 一个完全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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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评价气候变化将考虑包括图 l 斗中所有反馈的整个动态循环，但这无

法在 TAR 中实现。

9.6

在表 SPM-3 中列出的许多筋道位发现与气候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反应以及反应

的迹象有关。许多重要的衣筋定位与反应的程度和／豆豆时间的定量，以及对方
法和假定改变的可能效果有关。

气候变化的起因

9.7

现在已经有更强的证据说明人类对全球气候的影晌 。

9.8

不断增加的观测机构为变暖的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描述，而且模型研究指出过

。 问题 川 问题 2. 1 川

去 50 年中观测到的大多数地球表面的变暖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 。 从全球来
讲， 20 世纪 90 年代非常有可能是仪器记录有史以来（即 1861 年以来〉最热

的十年。对于北半球来讲，近 100 年变暖的大小可能是过去 1000 年以来最大
的。观测同时加上模型仿真，有更强的证据说明过去 50 年中观测到的大多数

变暖是由于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而引起的。这种观测也使模型对未来气候变
化预测能力的信心不断提高。对人类影响更好的定量分析取决于自然变化的

大小和特征，以及由于自然因素和气溶胶（特别是间接效果）产生的气候强
迫，和相关的人为气候变化的区域趋势等主要不确定位的减少。

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未来排放和浓度

9.9

人类活动增加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 。

9.10

1750 年（工业化革命初期 ） 以来，由于人类活动， C0 2 C 辐射强迫的最大贡

＠ 问题 2川， 3.5, & 5.3

献者 〉 在大气中的浓度已经增加了大约 31 % ，所有 SRES 情景都预测未来
浓度将持续增长 （ 见图 9-la ） 。 其他温室气体的浓度在 1975 年以来也上升了
（如 CH4 增加了 150%, N20 增加了 17% ）。在过去 42 万年中（在冰核中可以

测试的范围）都没有超出目前 C02 的浓度，甚至可能在过去 2000 万年中都没
有超过。上升的速度在过去 20000 年可持续的变化中是史无前例的。在基于

一 组 SRES 情景（详见框 3-1 ）对未来温室气体浓度进行的预测中， C02 的浓
度将持续增长到 2100 年。大多数 SRES 情景显示，与 2000 年相比， 2100 年

S02 C 硫基气溶胶的前体）的排放下降。一些温室气体（如 C02 、 N20 和碳氟
化物）在大气中存留的寿命很长（一个世纪或更长），而气溶胶的寿命仅有几

天。在各个假定中的主要衣筋定位决定了 SRES 情景中未来排放范围大，并

决定了未来的浓度。这些不确定性包括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管
理结构，是非常难于定量化的。而且对臭氧、气溶胶前体排放情景的研究还
不充分。由于缺乏对碳循环模型以及包括气候反馈效果所有内在因素的了解

产生了一些较小的不确定性。考虑所有这些不确定性使得 2100 年 C02 浓度
的范围在 490 到 1260ppm （工业化前的浓度大约在 280ppm, 2000 年大约在
368ppm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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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与未来的大气C02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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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2000 年的大气 C02 浓度 。 从 2000 年到 2100 年是基于 SRES 六个示样情景和 IA92a 情景（与
第二次评估报告相比）计算得到的 C02 预测浓度。

9.11

化石燃料 C0 2 排放在 21 世纪 C0 2 浓度趋势中基本确定占据主导地位 。 这已

。 问题 4. 11

& 7.4

经在 SRES 情景范围中预测的化石燃料排放超过可预见的生态系统的汇体现
出来。据估计即使所有由于土地使用变化导致的碳排放能够被陆地生物圈存

储（如再造林〉的话， C02 的浓度也仅仅减少 40 到 70ppm 。在土地利用变化
和生态圈对碳的释放、存储和排放的反馈的影响 上还存 在重要的衣锦定位，

这些进而影响 C02 浓度。

未来区域和全球气候变化

9.12

20 世纪气候已经变化；据预测， 21 世纪变化将更大 。

9.13

在所有 SRES 情景中， 21 世纪全球平均温度将持续上升，根据古气候数据，
这种上升速度非常可能在过去的 1 万年中是没有先例的（见图 9-1 b ）。 几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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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3川 1, & 4.5

问题 9

有陆地变暖可能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在北方高纬度地区的寒冷季节。

非常有可能会有更多炎热日子，严寒日子、冷潮和霜冻日子减少，日气温范
围变小。
9.14

在一个温暖环境中 ， 水循环将变得更强 。 全球平均降雨预计将上升。在许多

地区会有强度更大的降雨（因此导致洪涝）。在中纬度大陆内部会出现更频繁

。 问题 2.24, 3.川川，
&4.6

的炎热夏季，因此带来干旱的危险。即使厄尔尼诺现象变化很小或没有变化，

全球变暖可能带来干旱和暴雨等极端气候，增加出现洪涝和干旱的危险，这
些已经在许多地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而发生了。

9.15

在一个温暖环境中 ， 海平面将上升主要由于热膨胀 ， 以及冰川和冰盖的减

。 问题 3川

少 ， 这种上升即使在温室气体浓度稳定之后的几百年中继续保持 。 这是由于
深层海洋对气候变化的调整的时期长。冰层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将持续几千年。

模型预测区域（年均）升温将大于 3°C ，持续数千年后，会使格陵兰冰层完全
溶化，海平面上升到 7 米。
9.16

影响未来气候变化预测定量分析的主要衣筋定位为 与 SRES 情景相关的不确

。 问题 3.6

3.9, & 4.9-19

定性，以及用模型模拟气候变化，特别是对气候系统中重要的反馈过程的认
识，尤其是包括与云和气溶胶等相关的气候反馈等的不确定性。考虑这些不

确定性，从 1990 年到 2100 年，全球表面升温可能的范围是 1.4 - 5.8°C C 见
图 9 -

lb ），海平面上升的范围是在 0.09 到 0.88 米之间。另外的不确定性是

SRES 情景预测的温度上升和海平面上升分布的可能性 。 主要不筋定位同样也
影响区域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详细结果，因为区域模型和驱动它们的的全球
模型的能力限制，以及不同模型结果之间存在不一致性特别是在一些地区分
析和降雨分析方面。进一步的主要不确定性与机制、定量、时间范围和大规

模突然／非线性变化的可能性有关。

气候变化的区域和全球影响
9.17

预测的气候变化将给环境和社会串经济系统带来有益和有害的影晌，

但是变化越大 ， 变化的速度越快 ， 有害影响将更加重要。

9.18

区域气候的变化 ， 特别是温度的上升， 已经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产生，并将继

。 问题 3时 3. 1 阳

续对多种自然和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 观测到的这种影响的例子有冰川的缩小、

季节雪盖的减少、河流和湖泊中推迟结冰和提前化冻、北极冰层的消失、延
长中和高纬度地区植物生长季节、植物和动物范围向两极和高纬度移动、改
变 一 些动物和植物的季节迁移、使 一 些动物和植物的数量减少和破坏珊珊暗

礁等。所有 SRES 情景说明这些观测到变化的速率可能在未来会增加， 21 世
纪变暖的趋势是 20 世纪观测到的 2 到 10 倍。许多自然系统对气候变化来说
都是脆弱的：例如，海岸风暴潮的影响将由于海平面的上升而恶化，冰川和
永久冻土带将持续退化。在一些中高纬度地区，植物（树木和一些农作物）的

产量在温度稍微上升时将会提高，世界许多地区的植物的产量在温度上升高
于（几）度时将下降。在许多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对几乎任何温度上升产量
都是下降的。

139

地球表面温度的变迁： 1000--2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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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一 1b ：地球表 面 温度的变化： 1000 年到 2100 年。从代表数据（如树木年轮 、 珊珊、冰核

筐， WGITARSPM 困地＆时

以及历史记录）构建出来的北半球平均表面气温（南半球充分的数据无法得到）显示出在 1000 年到 1860 年的变化。线表示 5 0
年平均，灰色区域表示每年数据 95% 信度限制。从 1860 到 2000 显示出仪器观测的全球和年均表面温度变化；线表示 10 年平
均。 2000 年到 2100 年现实的是基于模型研究出的在平均气候敏感性下 SRES 六个示样情景和 IA92a 情景（与第二次评估报告
相 比 〉计算得到 的全球平均表面温度。标记“几个模型全部 SRES 范围”的灰色区域表示 35 个 SRES 情景的全部范自外加不 同

气候敏感性下模型分析的范围。

9.19

生态系统和物种对于气候变化和其他 （ 如观测到的区域温度变化产生影晌所

表明的 ） 压力是脆弱的 ， 有些将受到无法恢复的破坏和损失 。 处于危险之中

的自然系统包括珊珊礁和珊珊环岛、红树林、北部和热带森林、极地和高山
生态系统、草原湿地以及残留自然草地等。虽然一些物种可能在数量和范围
上会增加，但是气候变化将使一些更脆弱物种和生物多样性消亡的危险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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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3 . 18

步增加。已经得到比较好的证实，随着气候变化的强度和速度的增加，破坏

或损失，以及受影响系统的数量会在地域范围上扩展。

9.20

气候变化有可能不均衡地对发展中国家和这些国家的贫穷人群产生有害影响 。

。 问题 3. 17, 3.21-2川33

预测的气候极端事件的变化将产生重要的后果，特别是对水和食物安全、以
及人类健康产生严重的后果。人类社会和自然系统对极端事件的脆弱性通过

干旱、洪涝、热流、雪崩和风暴等事件引起的破坏、困苦和死亡己经得到说
明，这些在最近几十年中已经出现增长趋势。虽然在估计这种变化时有 一 些

不确定性，但据预测， 21 世纪中， 一 些极端事件，诸如干燥和降雨，因而导
致旱灾和水灾，其频率和强度将会增加。这种增加会伴随着对水的压力的增

加（由于需求的增加这种压力已经出现），特别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影响
食物安全和健康。相反，冷潮等极端低温事件的频率和大小，据预测未来将

会减少，会产生正面和负面效应。

9.21

许多生活在小岛、低洼海岸地区的居民将处于来自于海平面上升和风暴 j啊

。 问题 3.23-24

起的社会和经济影晌的风险中 。 数千万生活在三角洲、低洼海岸地区和小岛
上的居民将面临海平面上升后的迁移风险。由于风暴潮，海岸湿地的减少和
河流减慢，未来负面影响还包括海水侵蚀和洪涝灾害。

9.22

确认手！！定量这种影晌的主要衣掰二E位来自于缺乏局音日矛口1

信息，特别是对极端事件的预测，没有充分考虑极端事件和灾害变化的后果，
对一些非线性过程和反馈认识的限制；还有由于气候影响所产生的灾难成本，
以及缺乏对不同地区关键过程的相关数据的掌握和了解的不确定性，评价和

预测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压力如土地利用变化、当地污染
等综合效果的反馈的不确定性等。

；戚排和适应对策的成本和效益
9.23

适应气候变化很有必要，其成本可以通过预估、分析和规划来降低 。

9.24

由于气候的变化和相关的影响已经出现，适应不再是一种选择，它是一种

。 问题 3 .2阳＆ 3.33

必要，主动的和被动的适应，虽然在不同地方和部门之间会有所区别，但
都具有减小许多气候变化不利影晌 ， 增加有利影晌的潜力 。 但是，与人类系

统相比，其潜力对自然系统来讲非常有限。不同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目前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以及所面临气候的压

力。因此，发展中国家适应的潜力更有限，据预测他们会受到更多影响。对
于中等程度或渐变的气候变化的适应要比大强度和突然的气候变化的适应容

易。如果在任何地区，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极端事件，比预期的更迅速，

减缓人类脆弱性的适应潜力将减小。

9.25

适应成本可以通过预计和计划来降低，而且许多成本相对较小，尤其是在适

。 问题 3川 3.36-37

应政策和措施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作出贡献的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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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关于适应性的主要不确定性与当地变化模型分析的不足，缺乏远见、对成本

。问题 3.27

和效益认识的不足、可能的附加效果包括可接受性和实施的速度、适应的各

种障碍，以及发展中国家更有限的适应机会和能力等有关。

9.27

减缓最主要的效益是可以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所相关的成
本。

9.28

温室气体减排 （ 减缓 ） 行动将减轻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压力 。 综合

。问 题 6. 10

来讲，对减缓气候变化全球主要效益的定量估计是不存在的。与 1990 年相比

，平均气温土升高于（几）度，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危害，因此减排的净主要

效益是正的。一个主要的不确定性是在气候变化小于（几）度时有害和有益
影响的净平衡。这些平均值掩盖了大的区域变化范围。

9.29

减缓气候变化带来成本和附带效益 。

9.30

为达到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 ， 明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必要的 。 例如，对最

。 明 6.4

重要的人为温室气体 C02 来讲，碳循环模型的结果说明，要将大气中 C02
的浓度稳定在 450, 650 和 lOOOppm ，将需要全球人为 C02 排放相应在几十年

中、 100 年、 200 年降低到 1990 年水平以下，而且要在其后快速下降。排放
将在未来一二十年内（450 ppm），在一个世纪内达到 Cl,000 ppm ）达到峰值。

最终稳定需要 C02 排放减少到比目前排放低一点的水平。主要的衣锦定位与
气候变化反馈和未来不同的发展途径的可能性有关。

9.31

；戚排的成本和效益在不同部门、国家和发展途径之间变化很大 。 一般来讲，

a 问题 7. 14, 7.17, & 7.34

很容易确认’些部门如煤炭，可能还有油和气，以及高能耗部门非常可能在

减排中受到损失。其经济损失更加直接、集中和明显。而可能获益的包括可
再生能源和服务业，他们的发展将受到对低排放燃料和生产技术需求的激励。

不同国家和发展模式有很不同的能源结构，因此他们也在减排中有不同的成
本和效益。碳税会对低收入阶层产生负面影响，除非税收直接或间接用以补
偿这种效果。

9.32

已经证实附件一国家的排放限制对非附件一国家存在“溢出 ” 影晌，当然这

0

07.19

0

07.27

种影响的程度很不同 。 附件一国家排放限制这种效果的分析表明预测的非附
件一石油输出国的 GDP 和石油收益将减少。

9.33

低排放情景要求能源资源的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增加能源研发资金以促进这
种转变以及先进的环境无害化能源技术的发展 。 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 C02 排
放无疑将给 21 世纪大气 C02 浓度变化趋势带来最重要的影响。《第三次评估

报告》中的资源数据表明在 21 世纪能源结构会出现改变，引入新的能源资
源。化石燃料资源将不会在 21 世纪限制碳排放。但是比起达到 C02 浓度稳定

在 450ppm 或更高水平 25 时的累计碳排放，探明常规油气资源中的碳含量要
低得多。这些资源数据可能表明在 21 世纪能源结构会出现改变和引入新的能
源资源。能源结构，相关技术和投资的选择一一不论是更多地开发非传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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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资源，还是开发非化石能源资源，或者带有脱碳或固碳技术的化石能源技

术一一都将决定温室气体浓度是否可以稳定，如果可以，稳定的水平和成本是
多少。主要的衣筋定位是未来能源和含碳燃料的相对价格，以及非化石燃料
能源替代时与非常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相对的技术经济吸引程度。

9.34

自 1995 年以来 ， 节能和低碳技术进步已经取得显著成果 ， 而且要比第二次评

估报告预计的快 。 净排放的减少可以通过改进生产和用能技术、转向低碳或

。 问题 7.3

无碳技术、 C02 去除和存储、改善土地利用和森林活动以及转向更持续的生
活方式来实现。在风机、混合燃料汽车、燃料电池和地下 C02 存储等方面正
在取得重要进步。主要的衣筋定位有：（ a ）导致成本实质性下降和低碳工艺

和产品快速发展的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b ）未来这个领域中私人和公共研发

的开支规模。

9.35

《 第二次评估报告 》 所提到的研究推荐了一些切实的降低减缓成本的技术和其
他机会 。 如果它们能成为限制或减少温室气体；争排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 国

。 问题 7. 6& 7.23, & n在 7-1

家对气候变化的晌应将更为有效 。 稳定的成本受到发展途径的强烈影响，那
些温室气体排放实质增加的发展途径需要更多的减排以达到稳定目标，因此

成本更高。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那些有助于解决障碍的措施），可以实
质减少减排成本，甚至成为净效益。在下列领域中，通过 一 系列政策可以争
取“无悔”机遇：
N＃）γ策。技术选择可以在 2010 年实现全球减排 1.9-2.6Gt 碳当量／年，

2020 年为 3.6-5.0 Gt 碳当量／年。其中大约一半的减排可以通过某一 项
经济成本（净资本成本、营运成本和维护成本）来实现，其直接效益大

于直接成本：另外一半的减排成本可以低于 100 美元／吨碳当最 26 。根
据排放情景，全球排放可以在 2010 年至 2020 年这个时间框架内下降到

2000 年的水平。主要的衣锦定住在于对接受采用新兴减排技术的阻碍因
素的辨别、其范围和本质，以及克服这些障碍的成本。

的｛j}IJ效益。根据一些因素（如温室气体排放的地点、当地主要气候，以

及人口密度、构成和健康〉减缓附加效益的大小可以和减缓政策和措施
的成本相比较。主要的衣稀之古往是在对健康风险和空气污染，特别是细

微气溶胶和颗粒物的科学评估中效益的大小和分布。

xx袁红抑。 一 些减缓措施，如碳税或排放权拍卖等，为政府提供收

入。如果用以减少现有扭曲或不平等的税制（“收入再生勺，这些收入将
减少实现温室气体减少的经济成本。这种抵俏的定量将视现有的税制结
构、减税类别、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和再生利用的方法而定。在某些情况

下，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超过减缓成本。主要的不确定性在于减缓的
25 这里引用的特定浓度水平并不意指一－致同意的稳定水平 。
26 这些估计的成本为 1998 年价，贴现率采用 5% 到 12% ，与公共部门的贴现率一致 。 私人部门的内部
收益率比变化很大，而且常常明显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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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净成本在各地区之间有所不同，取决于现有税制中扭曲的程度和可接
受的减税的类型。

9. 3 6

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 排放贸易将减小参加贸易目的减排成本 全球模型研

。 陆的1i8i-t$

究（其结果十分依赖于假设）预测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减排成本有可
能通过附件 B 国家 27 充分实行碳许可贸易得到降低。附件 1 OECD28 国家的
总体成本有可能通过碳许可贸易降低 一 半。附件 1 经济转型国家不会受到影
响，或者 GDP 会上升几个百分点。对于非附件 1 石油输出国，在这种贸易下

减排成本也有类似的减少。其他非附件 1 国家这种贸易总体效果有可能是正
的。这些国家在没有附件 1 国家贸易时有可能受损或受益，而在附件 1 国家

贸易时所受影响比较小。主要不稀定位是基本成本的范围，它在不同国家之
间变化很大，以及成本估计；在以下方面如何出现变化 (1 ）何时改善方法（ 2)

何时模型的一些假定的约束能够放松等。下面给出与这些假定有关的因素：

允许去掉排放许可贸易，而与其他政策和措施保持 一致
考虑、各种市场失效
允许引发的技术变化
包含附加效益

双重红利的机会

非 C02 温室气体和所有温室气体非能源排放源的政策
汇的抵消

9.37

虽然一些模型结果表明在实现浓度稳定时的减缓行动不会对长期全球 GDP 的

。 附础，

增长有显著影响 ， 这些结果并没有表明短期内部门或地区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

9.38

具有突然短期效果的非预期公共政策 （“ 快速修复 勺 可能要比预期具有逐渐

＠ 问题 7..24 & ? ..J;f;

效果的政策的经济成本高得多 。 成本的定量上一个主要不确定性在于出现政
策改变时（如作为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突然改变的结果）有 一 个设计良好的

对付意外的计划。其他对于成本的主要衣筋定住在于快速短期效果的可能性，
包括，或导致，碳工艺和产品成本的突然下降，转向低排放技术，以及／或变

为更可持续生活方式。

9 . 39

近期的减排和适应行动将减少风险 。 由于气候系统（如大气中 C02 寿命为

。 问题 5..19! &5.2:4

100 年）和人类的反应中存在长期滞后性，减排和适应的近期行动将减少风
险，气候、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惯性是适应和减缓行动为
什么有益的主要原因。

9.40

适应可以一种经济有效的方式对减缓措施进行补充 ， 以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 ，
同时还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 些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

27 附件 B 国家：一组在《京都议定书》附件 B 中所列国家，同意对其温室气体排放设置目标，包括除
土耳其、自俄罗斯外所有的附件 l 国家 (1998 年修正） 。

28 附件 l 国家： 一组在 UNFCCC 附件 1 中所列国家，包括所有 OECD 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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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L9&821l~那

拉口

报
A口
综

=

！且2

和环境因素的未来发展途径产生的排放与其他途径相比较低，因此达到某 一
特定目标稳定目标所要求的额外的政策和相关的成本也较低 。 一个主要的不

筋定位是缺乏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之间相互作用的知识。 一 个相关的问
题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全球主要公约和议定书的进程，如这些包括世界贸易、

跨边界污染、生物多样性等综合到 一起进行变革的进程。各个国家将可持续
发展概念与决策过程结合起来的速度也不确定。

9.41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展途径可以导致低温室气体扫t放 。 未来发展途径和

＠ 问题 5.2川

未来气候的关键选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已经有信息可

用来帮助政策制定者在一系列成本效益对策选择和可持续发展途径中评价成
本和效益。有计划的适应要比被动适应的成本低得多 。 气候变化稳定可以减

缓和推迟其影响，降低损失，给予植物、动物和人类更多时间来适应。

进一步的工作
」，－… 也＠

9.42

在 《 第三次评估报告 》 CTAR ）已 经在认识气候变化 、 人类对其反应等方面所

需要的许多知识都取得了明显进步 。 但是，还存在一些重要的差距，需要进

~

-

WGI TAR SPM , WGll TAR
SPM ，＆ ，叫／（飞 111 lARSPM

一步的工作，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气候变化的检测和特性

对区域气候变化和气候极端情况的了解和预测
全球、区域和当地气候变化影响导致的破坏的量化
减缓和适应性活动分析

将气候变化问题的所有方面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
开展综合和全面研究以提高判断什么是“对气候系统危险的人为干扰”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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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irez-Rojas , Sarah C. B. Raper, M. Jim Salinger, Robert J. Scholes, Susan Solomon , Thomas F. Stocker, John M.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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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些数字 考虑了各种订正，如城市热岛 影响等。该
记录包含着较大的变率，如 20 世纪大部分的增温发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 ）第一工作组第三
次评估报告以先前的报告为基础，并吸收了过去 5 年中气

候变化研究的新成果l 。来自许多国家的数百名科学家2参
与了报告的编写和评审。

生在两个时段，即 1910 年至 1945 年及 1976 年到 2000

年。

· 从全球来看， 20 世纪 90 年代很可能 7 是 1861 年以
来仪器记录中最暖的 10 年， 1998 年很可能是同期最

暖的一年（图 la ）。

本决策者摘要于 2001 年 1 月在上海 3 由 IPCC 成员国

· 新的北半球代用资料分析说明， 20 世纪的增温可能7

家政府批准。摘要介绍了目前对气候系统的认识水平，

是过去的 1000 年中所有世纪中最明显的， 20 世纪 90

并提出了对其未来演变及其不确定性的估算。详细信息

年代可能 7 是最暖的 10 年，而 1998 年是最暖的年份

可以从基础报告中找到，同时附录中的信息来源提供了

（图 lb ）。由于资料偏少， 1000 年以前的年平均温度

对报告各章节的交叉参考。

所知甚少， 1861 年以前的南半球情况也不很清楚。
平均而言，在 1950 年和 1993 年之间，陆面夜间的日

日益增加的观测结果给出了一个变暖的世界

平均最低温度每 10 年增加 0.2 ℃，是白天日平均最

和气候系统的其他变化的整体图景

高温度增加速率的 2 倍（每十年大约是 0.1 ℃）。这
样就延长了中高纬地区的无霜期。同期海面温度的

自从第二次评估报告（ SAR4 ）发表以来，新的现代

增加约为陆面平均气温增加值的一半。

和古气候研究资料、改进的资料分析、更严格的资料质

量检验以及对不同来源资料的比较等，均导致了对气候

过去 40 年大气层 8 千米以下部分已经升温

变化更好的理解。
自 50 年代以来（足够的气球探空时期）， 8 千米以下低
20 世纪全球地面平均气温升高约 0.6 。C

层大气的总的全球升温和近地层的类似，都在每 10
年 0.1 ℃量级上。

自 1861 年以来，全球地面平均气温（陆地和海面近

自 1979 年有卫星观测记录以来，卫星观测和气球探

表层气温的平均值）己经增加。 20 世纪期间增加了

空都说明， 8 千米以下低层大气的全球平均温度每

。 .6 士 0.2 ℃ 5

（图 la ）。该数字约比 SAR 在 1994 年

10 年约增加 0.05 士 0.10 ℃，但全球地面平均气温

的值大 0.15 ℃，这是因为在新增的年份内（ 1995 年

每 10 年已经显著地增加了 0 .15 ± 0. 05 ℃。这个

至 2000 年）温度相对较高和改进的资料处理方法。

增暖速率的差别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它主要发

6

生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最低层 8 千米大气和地面由于平流层臭氧减少、大
气气溶胶和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受到的影响不一

l 在IPCC ，气候变化指无论由自然变率或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随

样。因此，在短时期内（如 20 年）存在温度趋势差

时间的任何变化。该术语与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不同，在该公约中

异在物理上容易理解。此外，空间采样技术也可以

气候变化指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气候变化 ， i亥变化会改

变全球大气成分，它不包括在响应的时段内观测到的自然 气候变

率。

解释一部分趋势差异，但这些差异现在没有被完全

解释。

2 共有 122 位主要作者召集人和主要作者， 515 位撰稿作者， 21
位编审， 420 位评审专家。
3

99 个 IPCC 成员国代表 团 参加了 2001 年 1 月 17 20 日在上海

举行的第一 工作组第 8 届会议。

4 在这份决策者摘要中， SAR 代表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 。
5 一般而言 ，温度趋势精确到每单位时间 0.05 ℃ ，所用时期常
常受资料限制。

6 一般使用 5% 的统计意义和 95% 的信度水平 。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走

7 在本决策者摘要和技术摘要 中 采用下述术语表示判断的可信度：
基 本肯定（判断结果几率大于 99 % ）；很可能（ 90 99% 几率 ）；可
能 （ 66-90 % 几率 ）； 中 度可能（ 3 3- 66 % ）；不可能（ 10-33%);

很不可能 (1 一 10% ）；非常不可能（小于 1% 的几率 ），详情参阅

各章节 。

科学基础

第一 工作组决策者摘要

下列时间段内， 地球表面温度变化
(a ）过去 140年
」一￥型近乎叶。去了号。〕应
（制时器）旧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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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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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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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过去 140 年和 1000 年地球表面气温的变化。（ a ）给出地球表面温度逐年变化（红柱）和近似逐年代变化（黑线，经近年代际时间只
度抑制脉动的过滤年度曲线）。每年资料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细工字黑线代表 95% 信度区间），主要漉于数据差距、随机的仪器误差、海
面温度数据误差校正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陆地城市化调整误差订正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等。在过去的 140 年和 100 年中，全球表面平均

温度增加的最好估计为 0.6 ± 0.2 ℃。（b ）此外，根据代用资料已建起在过去 1000 年间北半球平均表面温度的逐年变化（蓝线）和 50 年
平均变化（黑线），这些代用资料按温度表数据进行标定（见图中主要代用资料清单）。灰色区域代表每年资料的 95% 信度区间。由于使

用相对分散的代用资料，较为遥远的年代里这些不确定性将增加，而且通常比器测记录大很多。然而， 20 世纪变暖的速率和时间与过去
1000 年的其他 9 个世纪相比要大得 多。同样， 20 世纪 90 年代可能是过去千年中最热的十年， 1998 年可能是最热的一年。 ［根据（ a ）第 二
章，图 2.7c 和（ b ）第二章，图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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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的全球陆地面积略微增多。在许多地区，这些

雪盖和结冰范围已经减少

变化是由年代际和多年代气候变率引起的，如

卫星资料表明，自 60 年代末以来，雪盖面积很可能 7

ENSO 向更暖事件的转化。

减少了约 10% 。地面观测表明，在 20 世纪北半球中

在一些地区，如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近几十年

高纬地区河湖每年的结冰期很可能 7 减少了约 2 个

干旱的频率和强度已经增加。

星期。
在 20 世纪，非极地区的山地冰川广泛消退。

气候的一些重要方面似乎未变

自 50 年代以来，北半球春夏海冰面积减少约 10-

15% 。在最近几十年，北极夏末至秋初的海冰厚度可

近几十年全球有几个区域没有变暖，这主要是在南

能 7 减少了约 40% ，期间冬季海冰厚度减少较慢。

半球海洋上的部分区域和南极大陆部分地区。
1978 年以来，即有可靠的卫星观测 以来，未见明显

的南极海冰范围变化趋势。

全球平均海平面升高，海洋热容量增加

从全球来看，热带和温带风暴强度和频率的变化由
根据潮沙站资料， 20 世纪全球平均海平面升高 0.1

年代际和多年代际变率所控制， 20 世纪内未 见 明显

至 0.2 米。

的长期趋势。这方面的分析结论相互矛盾，无法得

自 50 年代以来，全球海洋热容量增加。在这期间对

出风暴活动变化的明确结论，特别是在温带地区。

海洋次表层温度有较充分的观测。

．

在所分析的有限区域，没有发现龙卷风出现频率、雷

暴日数或冰雹事件有任何显著的系统变化。

气候的其他重要方面也发生了变化

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放继续
20 世纪北半球大陆大部分中高纬地区降水每 10 年很

可能 7 增加了 0 . 5-1.0% 。热带陆地地区（ 10。N 到
10。S ）降水每 10 年可能 7 增加了 0.2-0.3% ，过去几
十年热带的增加不很显著。 20 世纪北半球大部分亚

热带陆地地区（ 10。N 到 30 。N ）的降水可能 7 已减
少，数值在每 10 年约 0.3% 。对比之下，未发现南半
球各纬度带出现可比较的降水系统性变化。由于缺

乏资料，无怯建立海洋地区的降水趋势。

20 世纪后期，北半球巾高纬地区强降水事件频率可

能 7 已增加 2-4% 。强降水事件频率的增加可以起源
于若干原因，例如大气中水汽、雷暴和大规模风暴

活动的变化。

. 20 世纪期间中高纬度陆地地区云量可能7 已增加2% 。

以预期影晌气候的方式改变着大气
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和外部因子（自然的和人为的）

都会引发气候变化。采用辐射强迫概念 8 可以对影响气
候的外部因子进行广泛的比较。正辐射强迫（如由不断
增加的温室气体浓度造成的）会使地表变暖。由某些气
j容胶（微小的大气粒子）增加引起的负辐射强迫会使地
表变冷。诸如太阳输出或火山爆发活动的变 化 等自然
因子也会产生辐射强迫。要了解以往自然变率意义上
的气候变化及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需要描述以上气

候强迫因子的特征和它们随时间的变化（图 2 ）。图 3 为
目前对大气成分浓度的增加及其它机制造成辐射强迫

的计算。

在大部分地区，这个趋势同观测 到的温度日较差减
小密切相关。

自 1 950 年以来，极端最低气温出现的频率很可能 7

由于人类活动，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及其辐射强迫继续增加

已减小，而极端最高气温出现的频率略有增加。

和前 100 年相比， 70 年代中期以来厄尔尼诺 ／ 南方

涛动（ ENSO ）暖事件（它每次都会影响大部分热带、
副热带和部分中纬度地区的区域降水和温度变率）
的发生变得更经常、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在 20 世纪（ 1900-1995 年），经历严重干旱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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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辐射强迫是对改变地球大气系统人射和出射能量平衡的因子的
测 量指标，并且是表征潜在气候变化机制的因子的重要性的指数。

用每平方米多少瓦表示（ Wm一2 ）。

科学基础

第－工作组决策者摘要

自 1750 年以来，大气二氧化碳（ C02 ）浓度增加了

石燃料燃烧造成的。其他则主要由土地利用变化尤

31% 。在过去的 42 万年间，并且可能在过去的两千

其是森林砍伐造成的。

万年间，从未出现过今天的 C02 浓度水平。至少在

目前人类活动排放的 C02 的一半左右为海洋和陆地

过去的 2 万年间从未出现过目前这样的增长速率。

所吸收。在陆地上， 20 世纪 90 年代对人为 C02 的吸

在过去的 20 年，排放到大气的 C02 四分之三是由化

收很可能超过了由于砍伐森林造成的释放。

图 2：大气组成过去变化的长期记录提供了 人 为排 放

工业化时代人类活动对大气影响的指标

影 响的见证背景 。（ a ）表明大气中 二氧化碳（ C02 ）、
甲皖（ CH4 ）和氧化亚氮（ N20 ）在过去 1000 年的

(a ）三种充分混合温室气体的全球大气浓度

变化。来自南极和格陵兰几个地点的冰芯和粒雪资

样样品资料，（ C02 曲线所示，同时为代表全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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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盐浓度时间演变（图中曲线所示，偶发的火山
影响已被剔除），不是大气中的浓度的时间慎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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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1 750年 ， 气候系统2000年全球平均辐射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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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许多外部 因子影晌 气候变 化。这些辐射强迫来自大气成分的变化，土地使用造成的地表面反射率的变化和太阳输出的变化。除太
阳变化以外，其余均与某种人类活动有关。矩形代表这些强迫的贡献率，有些会产生增温，有些会降温。火山爆发产生的强迫是负强
迫，只会持续几年，此处未列入。给出的气榕胶的非直接影响是它们对云滴大小和数量的影响。气溶胶对云的第 二 个非直接影响，即

对云的生命期的影响，这也产生负强迫，这里未给出。航空对温室气体的影响已包括在每一矩形。矩形上的线表示估计的范围，这是
根据已出版的强迫值和物理理解水平得到的。 一些强迫比其它的确定性高得多。不带矩形的竖线表示由于不确定性较大无总给出最佳
估计的强迫。对每一强迫的总体科学理解程度如所注释差别甚大。有些辐射强迫的因子，破坏全球热平衡，在全球充分混合，如 C02 。
其他的则是由于空间分布的原因有很强区域特点的扰动，如气溶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的原因，将正负值简单相加无法得出对气候系

统的净影响。本评估报告的模拟（如图 5 ）显示，这些扰动的净影响使全球气候自 1750 年以来变暖。［根据第六章，图 6.6]

过去二十年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年增长率一直

了 1060 ppb9 ( 151 %），而且目前仍保持增长趋势。

保持在约 1. 5 ppm9 (0.4% ）左右。在 90 年代，其

现在的甲烧浓度是过去 42 万年中所没有的。与 20

年增长率呈现不同，变化于 0.9 ppm (0.2% ）和 2.8

世纪 80 年代比较， 20 世纪 90 年代甲：皖浓度的年增

ppm (0. 8% ）之间。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陆地与海洋对二氧化碳的吸收与释放受到了气候变

率（如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
自 1750 年以来，大气中甲皖（ CH4 ）浓度已经增加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9

ppm

（百万分之一 ）或 ppb （十亿分之一 ）是干空气中温室

气体分子数与全部分子数之比。

例如， 300 ppm 是指每一百万

个干空气分子中有 300 个温室气体分子。

科学基础

第一工作组决策者摘要

长速度放慢且更多变。目前比一半略多的甲 ：皖排放

溶胶也因地区不同而呈现较大差异，并对排放变化

是人为的（例如化石燃料使用、牛、水稻种植和废弃

迅速作出反应。

物填埋等）。另外， 一氧化碳（ CO ）排放最近被辨认

除了直接辐射强迫外，气溶胶通过对云的影响具有

为甲 ：皖浓度增加的一个原因。

间接辐射强迫。尽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对这个

自 1750 年以来，大气中 一氧化二氮（ N20 ）的浓度

间接影响，即负辐射强迫，已有更多的证据。

增加了 46 ppb (17% ），并继续增加。现在的浓度至

少在过去 1000 年里是没有的。目前排放大约三分之

在过去的世纪中自然因子对辐射强迫起了少量作用。

一是人为的（如农业土壤、养牛基地、化学工业等）
1995 年以来，许多卤化怪气体（如 CF Ch 和 CF2 Cb)

自 1750 年以来，由于太阳辐射变化而引起的辐射强

既破坏臭氧，也是温室气体，其大气浓度或增长速

迫估计大约为＋0.3 Wm-2 ，其中大部分出现在 20 世

度放慢或减少，这都是由于在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

纪的上半叶。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卫星仪器

修正案的约束之下排放有所减少的结果。它们的替

观测到由于 11 年太阳周期引起的小幅波动。己提出

代化合物（如 CHF2Cl 和 CF3CH 2F ）和一些其它的

关于太阳影响气候的增幅机制，但现在还缺乏坚实

人造化合物（如全碳氟化合物（ PFC ）和六氟化物

的理论和观测基础。

(SF6 ））也是温室气体，其大气浓度正在增长。

大规模火山爆发产生的平流层气溶胶会引起可持续

1750-2000 年期间因混合均匀的温室气体增加而产

数年的负辐射强迫。几次重要火山爆发出现在

生的辐射强迫估计约为 2.43 Wm-2 。其中， C02 为

1880-1920 年和 1960-1991 年两段时期内。

l.46Wm-2, CH4 为 0.48 Wm 2 ，卤化怪为 0.34Wm 2,

在过去的 20 年可能是40年内，两种主要自然因素（太

N10 为 0.15 Wm-2 （见图 3 ，此处也给出不确定性）。

阳变化和火山气溶胶）辐射强迫的净效应估计为负值。

从 1979 年到 2000 年观测到的平流层臭氧减少引起了

负辐射强迫（－0.15Wm-2 ）。假设现有的规定能得到

模式预测未来气候能力方面的信度已增强。

完全遵守与实施，在 21 世纪卤化怪的正辐射强迫可

望减少，同时随着臭氧层恢复平流层臭氧减少引起

要对反馈和区域特征提供详细估计，就需要有基于

的负辐射强迫幅度也将减少。

物理的复杂气候模式。这类模式还不能模拟出气候的所

对流层臭氧含量估计自 1750 年以来增长了 36% ，这

有方面（例如它们还无法完全解释所观测到的 1979 年以

主要是由于几种形成臭氧的气体的人为排放引起的。

来地表和对流层之间温度差趋势），同时还有一些与云及

这个增长相应于 0.35Wm-2 的正辐射强迫。臭氧强

其同辐射和气溶胶相互作用有关的特定不确定性。然而，

迫依地区不同而呈现较大差别。与寿命期长的温室

由于在一 系列时空尺度上已证实的良好表现，这些模式

气体如 C02 相比，臭氧强迫能更快地对排放变化做

提供未来有用预测信息能力方面的信度已经得到改进。

出反应。
对于气候过程的理解及其在气候模式中的表达得到

人为产生的气溶胶寿命很短并且大部分产生负辐射强迫

了改进，这包括水汽、海冰动力学和海洋热量传输。
一些最近建立的模式，不需要如早期模式那样对海

人为气溶胶的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和生物质燃烧。

一气界面的热通量和水汽通量进行非物理调整，就

这些排放源也和空气质量退化及酸沉降有关。

能对当前气候产生满意的模拟结果。

自从 SAR 发表以来，在更好地确定不同类型气溶胶

包括自然和人为强迫估计的模拟再现出所观测到 20

的直接辐射作用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据估计，硫

世纪大范围地表温度变化（图 4 ）。然而，这些模式

化物气溶胶的直接辐射强迫是一0.4Wm-2 ，生物燃

可能还没有包括一些其他过程和强迫的作用。但是，

烧气溶胶的是一0.2Wm-2 ，化石燃料有机碳的是一

模式和观测之间广泛的－致性可以用来对某一假定

O. lWm-2 ，化石燃料黑碳气溶胶的是＋0.2Wm-2 。对

排放情景下今后几十年所预测的增暖率进行独立检验。

于总体 气溶胶效应及其随时间变化情况进行量化的

模式对于 ENSO 、季风和北大西洋涛动以及过去气

能力与对土述气体的量化相比 ， 可信度要低得多。 气

候所选择的时期的模拟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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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的和更强的证据表明，过去 50 年观测到

如图 4c 所示。这些结果表明，被考虑的强迫对于解释所

的增暖的大部分可归结于人类活动

观测到的变化是充分的，但不排除其他强迫也发生作用
的可能性。

SAR 得出结论：“有证据表明人类对全球气候产生

了可以分辨得出的影响”。那次报告也注意到，人为信号

根据新的证据，考虑到尚保留的不确定性，近 50 年

还正处于从自然气候变率的背景中浮现的过程中。自从

所观测到的增暖的大部分可能7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浓度

SAR 以来，在减少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辨别和量化对不

增加引起的。

同外部强迫响应程度方面，已经取得了进步。尽管 SAR
所确认的许多不确定性来源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存在，新

的证据和改进的理解支持一个更新的结论。

此外， 20 世纪的增暧很可能 7 已经对所观测到的海平
面上升起到了显著影响，这是通过海水热膨胀和陆地冰
的大范围消退实现的。在目前的不确定性范围内，观测

现在有了更长时间、经过仔细检验的温度记录以及

和模式都没有显示 20 世纪海平面上升的显著加速。

新的有关气候变率的模式估算。正如现在模式所估
计的那样，过去 100 年的增暖仅由内部变率引起是

在整个 21 世纪人类影晌将继续改变大气组成

很不可能 7 的。过去 1000 年的气候资料重建（图 lb)
也表明，这个增暖是反常的，不可能完全起源于自

根据由 IPCC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SRES ）得到的排

然变化。

放情景（图 5 ），利用气候模式对大气温室气体和气 j容胶

关于气候对自然和人为强迫的响应，现在有了新的

浓度以及未来气候进行了预测。为更新 IS92 情景才构想

估算，同时新的检测技术也得到了应用。检测和原

出这些情景。 IS92 情景用于 SAR ，这里为了比较有时也

因判别研究均发现了近 35-50 年气候记录中的人为

给出 IS92 情景。

影响信号。
模拟气候只对自然强迫的响应（如对太阳辐射变率

温窒气体

和火山喷发的响应）无法解释 20 世纪后半叶的升温

（见图 4a ）。但是，它们表明，自然强迫因子在所观

在 21 世纪，对于大气 C02 浓度趋势来说，可以基本

测的 20 世纪前半叶增暖中起到作用。

肯定 7 ，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 C02 排放还将起主要作

尽管在人为硫酸盐气榕胶和自然强迫因子（火山和

用。

太阳辐射）方面还存在不确定性，近 50 年来因人为

随着大气 C02 浓度增加，海洋和陆地吸收人为 C02

温室气体影响的增暖可以得到辨认。在这段时间，

排放的比例将不断下降。如模式所示，因海洋和陆地

虽然有不确定性，硫酸盐气溶胶强迫作用是负的，

吸收 C0 2 的减少，陆地和海洋气候反馈的净效应将

因而不能解释增暖。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

进一步增加所预测的大气 C02 浓度。

自然强迫变化基本上也估计是负的，同样不可能7解

对于说明性的 SRES 情景，碳循环模式预测到 2100

释增温。

年大气 C02 浓度界于 540 和 970 ppm 之间（比 1750

用观测记录比较模式模拟变化的检测和原因判别研

年 280 ppm 浓度高出 90 到 250% ），见图罚。这些

究，现在可以考虑对外部强迫的模拟响应程度方面

预测考虑了陆地和海洋气候反馈。不确定性，特别

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由于气候敏感性方面的不确定

是有关陆地生物圈气候反馈的幅度，可造成每一情

性。

景下约 一 10% 到＋ 30% 的变化。因而全部预测的浓度

这些研究多数发现，过去 50 年仅仅由于温室气体浓

范围是 490- 1260 ppm （高于 1750 年浓度水平 75-

度增加造成的增暖速率和幅度同所观测到的增暖相

350% ）。

当，或者更大。而且，多数考虑了温室气体和硫酸

改变土地利用会影响大气 C02 浓度。可以假设，即

盐气溶胶的模式计算结果与同期观测一致。

便迄今所有因土地利用变化而释放的碳在本世纪内

当所有上述人为和自然强迫因子结合起来时，可以

均为陆地生物圈所吸收（例如通过再造林），大气

发现，过去 140 年模式模拟与观测之间的最佳吻合，

C0 2 浓度也只能减少 40 到 70 p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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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年平均地表温度模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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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模拟地球的温度变化，并将结果与观测到的变化做比较，可以为了解重大变化的根本性原因提供线索。 气候模式可以用来模拟由
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度变化。图（ a ）中带状区间所代表的模拟结果是只用自然强迫即太阳辐射变化和火山活动得到的。图（ b)
中带状区间所代表的模拟结果是用人为强迫即混室气体和硫酸盐气溶胶得到的。图（ c ）中带状区间所代表的模拟结果是同时采用自然
强迫和人为强迫得到的。由图（ b ）可见，包括人为强迫可以解释过去 一 个世纪所观测到的温度变化的相当大一部分，但模拟与观测间
最好的拟合是在同时包括自然和人为因素后得到的（图（ c ））。这些结果表明所包括的强迫足以解释所观测到的变化，但并没有排除其
它强迫可能贡献的可能性。这里模式结果的带状区间是通过 4次运转同 一 个模式获得的。用其它模式模拟人为强迫的影响得到了与图（ b)
相似的结果。［根据第十 二章 ，图 12. 7]

在不同的说明性 SRES 情景下，稀缺水源的 2100 年

一样重要的辐射强迫因子，并将对北半球大部分地

非 C02 温室气体浓度结果相差特别多。其中 CH4 为一

区空气质量达标产生影响。

190ppb 到＋ 1970ppb （目前浓度是 1760ppb), N20

为了稳定辐射强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减少控

为＋ 38ppb 到＋ 144ppb （目前浓度是 316ppb ），对流

制这些温室气体浓度的气体是必要的。例如，对于

层 03 总含量变化于

12% 到＋ 62% 之间， HFC 、 PFC

最重要的人为温室气体，碳循环模式表明，要将大气

和 SF6 浓度变化幅度更大，所有的数值都相对 2000

C02 浓度稳定在 450 、 650 或 1000 ppm ，将要求全

年。在某些情景下，对流层 03 总含量会成为和 CH4

球人为排放分别在几十年、大约一个世纪和大约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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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全球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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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气候将取决于自然变化和气候系统对人类活动的晌应。 气候模式可以预测诸如全球地表温度和海平面上升等许多
气候变量对各类温室气体及其它人为排放情景的响应。图（ a ）表示 6 个说明性的 SRES 情景下 C02 排放。方框内的文字解释了这些情景。

同时表示的还有 IS92a ，以便与 SAR 比较 。图（ b ）表明所预测的 C02 浓度。图（c ）给出了人为 S02 的排放。其他气体和气榕胶排放也
包括在模式里，但图中未表示。图（ d ）和（ e ）分别表明了所预测的温度和海平面响应。图（ d ）和图（ e ）中“若干模式所有 SRES 包络线”
分别表示用简单模式得到的温度和海平面上升值，但此模式已经过调试，使其得到与具备各种气候敏感性的复杂模式相同的输出。所有
SRES 包络线指 35 个 SRES 情景所包括的范围 。“模式平均所有 SRES 包络线”表示在各种排放情景下所有这些模式结果的平均值。注意，

从这些排放情景得出的增暖和海平面上升趋势将持续到 2100 年以后。也注意，这些区间没有考虑与西南极冰盖冰动力过程变化有关的不
确定性，同时也没有考虑在预测非硫酸盐气溶胶和温室气体浓度方面的不确定性。［根据（ a ）第三章，图 3.12; (b ）第三章，图 3 .12; (c)

第五章，图 5.13; (d ）第九章，图 9.14; (e ）第十一章，图 11.12 ，附录 2]

个世纪内降到 1990 年水平以下，而且以后也要继续

度及其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政策。另外，作为气候变

稳定减少。最终， C02 排放要降到目前排放量的很

化的结果，自然气溶胶（如海盐、沙尘以及造成硫酸

小一部分。

盐和碳素气溶胶的排放等）可能会增加。

气溶胶

21 世纪的辐射强迫

SRES 情景对人为气溶胶（例如硫酸盐气溶胶（图

在 SRES 说明性情景下，相对于 2000 年，整个 21 世

5c ）、生物质气溶胶、黑碳和有机碳气j容胶）给出了

纪由于温室气体引起的全球平均辐射强迫将持续增

增加或减少两种可能性，这取决于化石燃料使用程

加，其中 C02 所占的份额从略高于一半到约四分之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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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幅度而言，气溶胶的直接加间接辐射强迫的

纬度地区的寒冷季节。最为显著的是北美北部，以及

变化预计比 C02 的要小得多。

亚洲的北部和中部的增暖。在每个模式里，这些地区
的增暖幅度都超过全球平均的 40% 。相反地，南亚和

在所有的 IPCC SRES 情景下，全球平均气温和

东南亚的夏季以及南美南部的冬季的增暖却小于全

海平面预计都将升高

球平均。
最近的热带太平洋表层温度趋势变得更近似厄尔尼

为了对未来的气候进行预测，模式考虑了过去以及

诺状态，东部热带太平洋增暖比西部明显，降水带相

未来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放，因而模式包括过去的排放

应地向西移动。这种状态在不少模式预测里都将继续。

对目前变暖的估计，以及对未来变暖的贡献。

降水
／：：：：＇ ξ曰

”飞l.IDI.

根据全球模式模拟，对于多种情景， 21 世纪全球平
· 预计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在 1990-2100年期间增加 1.4

均水汽浓度和降水预计将增加。到 21 世纪后期，北

5.8 ℃（图 5d ）。这些结果是针对所有 35 个的 SRES

半球中高纬度和南极的冬季降水可能7 将增加。而在

情景，并利用若干个气候模式计算得到的 10, II 。

低纬度陆地地区则是区域降水增加和降低并存。在

温度增加的预测比在 SAR 中的结果要大，根据 6 个

预测平均降水增加的地方，降水的年际变率很可能

IS92 情景 SAR 给出的增温幅度为 1.0- 3. 5 ℃。这个

会增大。

更大增温和更宽的变幅，主要是由于相对 IS92 情景

SRES 情景中所预测的较低二氧化硫排放。

极端事件

所预测的增暖速率比在 20 世纪观测的变化大得多，

并且根据古气候资料，很可能是至少过去 1 万年内所

没有过的。
到 2100 年，在一个给定的情景强迫下一组气候模式
所给出的地表气温响应范围，与在不同的 SRES情景
强迫下一个模式所给出的响应范围相当。

表 1 描述了对 20 世纪后期所观测的极端天气和气候

事件变化的信度（左栏）及对预测的 21 世纪变化的信度

（右栏） a 。这个评估依据观测和模式研究，以及对于所有
共同采用情景下的未来预测的物理推测，同时也建立在

专家判断的基础上 7 。

尽管在气候敏感性上存在不确定性，在几十年的时
间尺度上，目前所观测的增温速率可以用来限定对

某一给定排放情景的预期响应。这种方法表明，在
IS92a 情景下，在未来几十年，人类活动导致的增暖
可能在每 10 年 0.1-0.2 ℃的范围内，与图 5d 中简单

模式预测的相应范围近似。

对其它一些可能对环境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极端

事件，目前尚没有足够的信息进行变化趋势的评估，
同时模式的空间分辨率也不够，无法进行可靠的预

测。例如，气候模式没有对雷暴、龙卷、冰雹和闪电
这样很小尺度的现象进行模拟。

根据最近进行的全球模式模拟，几乎所有的陆地很

有可能7将比全球平均增暖更快，特别是在北半球高

10 有物理依据的复杂气候模式是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主要工具。
为了使用全部情景，也采用 一 些简单气候模式作为补充，但它们

经过校准，以便可以在温度和海平面变化上产生与复杂气候模式

厄尔尼诺

在预测热带太平洋未来厄尔尼诺事件频率、强度和
空间型变化上的信度还受到复杂模式在如何模拟厄

尔尼诺方面存在一些缺陷的限制。现在的预测表明，

相当的响应。这些预测是用简单气候模式获得的，其气候敏感性

未来 100 年厄尔尼诺事件强度没有变化或有少量增

和海洋热吸收是用 7 个复杂气候模式校准的。在简单气候模式中

加。

所用的气候敏感性是 1. 7 4.2 ℃，与通常接受的 1. 5-4. 5 ℃敏感

即使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变化很小或没有变化，全球

性值接近。

II 此区间不包括在辐射强迫模拟上的不确定性，例如未考虑气熔
胶辐射强迫的不确定性。 一 个小的碳循环气候反馈得到考虑。

a 详见第二章（观测）和第九、十章（预测）。

161

气候变化 2001

综合报告

表 1 ：观测与预测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变化的信度估计 a
所观现~.变化的信度

现象上的变化

m预测变化的信度

(20 世纪后期）

可能的 7

(21 世纪）

几乎所有陆地地区最高气温升高，热日

很可能的 7

数增加

很可能的 7

几乎所有陆地地区最低气温升高，冷日

很可能的 7

数和霜日数减少

很可能的 7

大部分陆地地区温度日较差减小

以上，的 7

可能的 7 ，许多地区

陆地地区热指数 12 增加

很可能的 7 ，多数地区

可能的，许多北半球中

强降水事件增多 b

很可能的 7 ，许多地区

夏季陆地变干，干旱风险增加

可能的 7 ，多数中纬度大陆

高纬度陆地地区

可能的 7 ，几个地区

内部（其它地区预测不一致）
在现有的几个分析中未

热带气旋最大风速增大 c

可能的 7 ， 一些地区

热带气旋平均和最大降水强度增加 c

可能的 7 ，一些地区

观测到

评估资料不足

a 详细见第二章（观测）和第九、十章（预测）。

b 对其它地区，或者资料不充分，或者分析结果相互矛盾。
C 热带气旋的位置和强度在过去和未来的变化是不确定的。

增暖也可能导致更强的干旱和强降水极端事件，增

大多数模式结果显示出北半球温盐环流的减弱，这

加旱涝的风险。在许多地区，这些事件伴随厄尔尼

导致向北半球高纬地区热量输送的减少。但即使对

诺事件发生。

表明温盐环流减弱的模式，受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

影响，欧洲｜气候仍将变暖。现有的气候模式预测没
季风

有表明到 2100 年温盐环流完全停顿。 2100 年以后，
如果辐射强迫的变化足够大，并且持续时间足够长，

与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有关的变暖可能 7 引起亚洲｜夏

两半球的温盐环流将会完全停顿下来。这种停顿可

季季风降水变率增加。季风平均持续期和强度的变

能是不可逆的。

化取决于排放情景的细节。这种预测的信度也受到

气候模式是否很好地模拟了详细的季风季节演化事

雪与冰

实的限制。

温盐环流

北半球雪盖和海冰范围预计将进一步减少。
冰川和冰盖在 21 世纪预计将进一步大范围退缩。

由于降水增多，南极的冰盖质量可能 7 会增加；而
12

热指数：描述人体舒适度的温度和湿度条件的组合指标。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由于径流增加快于降水增长，格陵兰的冰盖质量可

科学基础

能 7 会减少。

第一工作组决策者摘要

目前冰动力学模式预测，南极西部的冰盖将导致未

人们关心西南极冰盖的稳定性，因为它坐落在海平

来 1000 年内海平面上升达 3 米。但这些结果主要

面之下。尽管对其动力学仍理解得不充分，特别

依赖于关于气候变化情景、冰动力学和其它因素

是对更长时期的预测很难把握，但现在普遍认为

的模式假设 。

在 21 世纪能导致海平面显著上升的地基冰损失

是很不可能 7 的。

为解决在信息和理解方面仍存在的差距需要

进一步行动
海平面
在所有的 SRES 情景下，预计 1990-2100 年全球平
均海平面将上升 0.09 - 0 . 88 米。这一上升主要是由

于热力膨胀和冰川｜、冰盖质量的损失（图 5的。根据
IS92 情景， SAR 提出的海平面升高范围是 0.13-0.

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提高气候变化检测、判别气候变
化原因和理解气候变化，减少不确定性，以及预测未来气
候变化 的能力。尤其需要开展系统的和长期的额外观测
以及模拟和过程研究。观测网的减少受到了密切关注。下
术领域是研究行动的高度优先领域：

94 米。尽管本次评估中温度增加预测值更大，但海

平面预测值却略微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使用了改进

的模式。这些模式认为冰川和冰盖的贡献较小。

· 系统的观测和重建：

一 扭转世界上许多地区观测网恶化的趋势。
一通过提供长期、准确、 一致的资料，包括执行综

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将持续数个世纪

合全球观测战略，维持和增加用于气候研究的观

测基础。
长生命期的温室气体（即 C02 、 N10 、 PFC 、 SF6)

一加强对过去气候时期的气候重建工作。

排放对大气组成、辐射强迫和气候具有持久的影

一 改进对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空间分布的观测。

响。例如，在 C02 排放发生以后的几个世纪，由这

模拟和过程研究：

些排放引起的大气 C0 2 浓度增加的四分之一左右

一改进对导致辐射强迫变化的机制和因子的理解。

仍然留在大气里。

一理解并描述重要的未解决的过程和反馈，包括气

在温室气体浓度稳定以后，全球平均温度将继续上
升，上升速率为每个世纪十分之几度，而不是所预
测的 21 世纪浓度未稳定情况下全球平均温度上升
速率每个世纪几度。稳定时的浓度水平越低，全球

温度变化就越小。
在温室气体浓度（即使在现在的浓度水平上）稳定
后的几百年内，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仍将持续上升，而

候系统内的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一改进量化气候预测和气候情景不确定性的方怯，

包括用复杂模式进行的长期集合模拟。
一改进各种全球和区域气候模式，重点改进对气候

变率、区域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的模拟。
一有效地将物理气候一生物地球化学系统搞合

起来，并进而改进对人类活动描述的相合。

且由于海洋热膨胀的作用海平面也将继续上升，这
归因于长时间尺度深水海洋对气候变化的调整。

交叉连贯这些焦点问题迫切需要增强国际合作和协

在气候稳定后的几千年内，冰盖还将继续对气候变

调，以便更好地利用科学、计算和观测资源。这也将促进

暖进行响应，并对海平面上升作出贡献。气候模式

科学家之间的资料自由交换。特别需要在许多地区尤其

表明，格陵兰局地增温可能 7 是全球平均的 1-3 倍。

是在发展中国家增强观测与研究能力。最后，正如本评估

冰盖模式预测，如局地增暖超过 3 ℃，并且持续几千

报告目标所追求的，还需要经常不断地交流对于决策制

年，将导致格陵兰冰盖全部融化，使全球海平面大

定有关的研究进展情况。

约上升 7 米。如局地增暖达到 5.5 ℃，而且维持 1000

年，格陵兰冰盖的融化将可能 7 导致海平面大约升高
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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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中的排放情景（ SRES)

A1. Al 框架和情景系列假设了 一个这样的未来世

即全球人口与 Al 框架相同在 21 世纪中达高峰然后下

界，即经济快速增长，全球人口快速增长并在 21 世纪

降，但其经济结构快速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产业，材料

中达到峰值然后下降，同时新的更有效的技术快速出

消耗强度减少，清洁高效资源技术得到利用。该情景

现。这些情景的基本点是地区间的趋同，能力建设以

系列强调了从全球角度解决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

及增加的文化和社会问相互联系，以致地区间人均收

续性，包括改进公平，但并未另外采取气候行动。

入上的差距大大减小。 Al 情景系列被划分成 3 类，分

别描述了能源系统内技术变化的不同方向。其中

82.B2 框架和情景系列假设了这样的未来世界，

Al FI 代表强烈依赖化石燃料， AlT 代表主要依赖非

即其基本点在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在区域

化石燃料， AlB 代表一种均衡的燃料使用策略（均衡

尺度上进行解决。在此世界中，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但

是指不过分地依赖某一种能源，其基本假设是在所有

增长率低于 A2 ，经济发展速度中等，技术变化没有凹

的能源供应和终端利用技术方面具有相似的改进速

和 Al 框架快，但比之更为多样。尽管这些情景也强调

率）。

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但主要着眼于局地和区域层次

上。
A2.A2框架和情景系列假设了一个非常不均质的

世界。其基本点在于自行发展和区域特点的保存。各

说明性情景可以从 AlB 、 Al FI 、 AlT 、 A2 、 Bl

地区间人口出生率的趋同过程非常缓慢，致使人口持

和 B2 等 6 个情景类型中选取。所有情景均应被看作是

续增长。经济发展主要是内向型的。同其它情景系列

同样合理的。

比较起来，人均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更加脆弱，与其
它框架比也更为缓慢。

这些 SRES 情景没有考虑、外加的气候行动，这意

味着：没有任何情景曾明确假设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

81. Bl 框架和情景系列假设了一个趋同的世界，

框架公约或京都议定书排放目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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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 综合报告

变化的原因，并能提供气候系统中由于自然和人类引起

的未来变化的模拟。

A . 1 IPCC 及其工作组
A.2 第一工作组的第一次、第二次评估报告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IPCC ）是由世界气象

组织（ WMO ）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于 1988 年创

在 1990 年的第一次评估报告中，第一工作组基于

建的，其宗旨是并将继续是对气候变化 l 各方面的认识水

过去几十年已经得到的研究成果，对气候系统和气候变

平提供评估，包括人类活动是如何引起这些变化及其影

化的现状理解做了详尽的描述。重点强调了 一些主要的

响。人们所共识的是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观点。温室效应是行星的自然特征，对其基本物理过程

放对气候系统的改变具有潜在的影响（见框 1) ，其中既

有了较好的了解，大气温室气体含量正在不断增加，而

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影响。同时也认识到对这样一个全

且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预计未来温室气体排放

球范围议题的评述需要建立全球性的组织，包括全球科

将持续上升，并将导致行星地表平均温度急剧升高，这

学机构参与的对有关议题的评估。

样的升高将超过过去几千年的自然变化，并且其可逆过
程是很慢的。过去一百年里，温度上升了大约 0.5 ℃，这

在第一次届会上， IPCC 成立了三个工作组，目前

与气候模式中加入温室气体增加所做的预测结果非常吻

分别负责：第一工作组，对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科学问

合，但是对与自然变化的了解的水平也具有可比性。最

题的阐述：第二工作组，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适应问

后，应该指出的是，目前的理解水平和气候模式的现有

题；第三工作组，减轻气候变化的对策。 IPCC 在 1990

能力都限制了对某些区域气候变化的预测。

年完成了第一次评估报告，又于 1996 年完成了第二次

评估报告。

根据其它的研究结果和期间完成的特别报告，

IPCC 第一工作组在 1996年的第二次评估报告（ SAR2)
IPCC 的报告有下面的特点：（ 1) 对气候系统及相关

中评估了新的研究进展。该报告强调大气中温室气体

因素己知的和未知的最新描述；（ 2 ）基于国际上专家团

含量在继续增加，而保证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

体的成果；（ 3 ）经过公开和平等的专业评审过程；（ 4 ）依

（这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款的最终目标）要求大量

据科学出版物，其发现按对决策者有用的方式得到归纳。

减少排放。另外，全球气温持续升高，至少自 1860 年

尽管评估信息与政策相关，但是 IPCC 不会建立或支持

来最近一些年为最暖年份。而气候模式模拟观测到的

某项公共政策。

事件和趋势的能力也已有了提高，尤其是在气候模式

中引入硫酸盐气榕胶和平流层臭氧等作为辐射强迫因
第－工作组的评估范围包括气候系统目前变化的观

子。利用这种模拟能力与观测到的区域温度变化的规

测和趋势，过去变化和趋势的重建，与变化有关过程的

律做比较，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定量描述由人类活动

了解以及将这些知识用于模式中，这些模式有助于了解

影响全球气候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局限性来自于难

以从自然变化的噪音中区分出所希望的信号以及其它
一些关键因子的不确定性。不管怎样，该报告也证实
“各种证据表明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产生可辨别的影
响”。最后，根据大量的未来温室气体含量情景对气候
系统的多组响应做了模拟。

I

IPCC 惯用的气候变化指的是一段时间内气候的任何变化，这种

变化或者是由于自然变化或者是由于人类活动的结果。这里的惯
用法有别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用怯，后者的气候变化指的是
由于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全球大气成分的改变，并且有别
于在可以比较的时间区间内所观测到的自然气候变率。详细的科

学技术术语的定义见附件一 中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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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技术摘要的 SAR 指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

对过去和现在的气候认识到何种程度？

已发生哪些变化？

未来会发生哪些变化？

ζ三三正主〉

观测：

’

模拟：

!//////

’

111111
J I / I '

．环流

·自然变率
·强迫 l2SJ 子
’全球气候
·区域气候
·离影响事件

·极端事件

．稳定水平

·温度
·降水
· 雪盏／冰盖

I

I

’,,

·？每平面高度

观测和模拟的比较

时间序列：

本技术摘要z

古代和器测
时期

即日 C节

现在

未来

。和立节

阿口G节

图 1 ：气候系统及与人类有关的关键问题。本技术报告以详细报告的各章节为基础，采用上述结构提供解答。

关人类对当今气候影响的比较表明了什么？

A.3 第二次评估报告：本技术摘要

（章节

E)
IPCC第一工作组第三次主要评估报告以过去的评估

• 另外，利用目前的预报工具，可能的未来气候是什

为依据，并加进了最近五年内气候研究的成果。该技术摘

么？即对数个气候强迫因子的大量预测，目前对全

要以有关章节的基础信息为基础，这些章节在附件的来源

球温度、区域降水结构、海平面和极端事件变化的预

注解中可前后互相参阅。本摘要的目的是描述气候系统的

测了解如何？

（章节 F)

主要特征（图 1) 以及 21 世纪初的气候变化，主要有：
最后，哪些是能提高我们对气候系统的认识水平并

’ 与过去气候变化有关的观测记录就平均状况和极端

状况在全球和区域尺度上表明了什么？

（章节目

减少存关未来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最急需开展的研究lli

动？

’ 对引起气候变化的因子包括自然的（例如太阳变化）
和与人类有关的（例如温室气体）现象的定量了解

有多少？

（章节 C)

IPCC 第一工作组的第三次评估报告是几百名来自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对报

目前模拟气候系统对这些强迫因子的响应能力如

告的编写和评审都做出了贡献，以下是他们对气候系统

何？特别是，目前全球气候模式中描述的关键物理

了解的总结。

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如何？

（章节 D)

依据目前的观测数据和目前的气候预测能力，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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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 ：什么驱动了气候的变化？
地球从太阳吸收的辐射主要集中在地球表面，然

浓度改变对排放变化的响应非常快。

后这种能量又通过大气和海洋环流重新分布，并以长

波（红外）方式辐射回太空。从年平均和把地球作为

火山活动能向平流层喷发出大量的含硫气体（主

一个整体角度考虑的话，进入的太阳辐射能量和出去

要是二硫化物），它们将形成硫酸盐气溶胶。单个火山

的陆地辐射大致平衡。任何改变接受太阳辐射或失去

喷发能产生较大的但是短暂的负的辐射强迫，通常在

辐射到太空的因子，或改变大气和大气、陆地与海洋

几年的时间里使地球表面和低层大气变冷。

中的能量重新分布的因子，都会影响气候。这里和先
前 IPCC 报告提到的全球地球 一 大气系统可获得的净

太阳的能量输出在 11 年周期里变化很小（ 0.1%),

辐射能量定义为辐射强迫。正的辐射强迫会使地球表

而在较长的时间期里则会发生变化。在数十年到数千

面和低层大气变暖，而负的辐射强迫使它们变冷。

年的时间尺度里，我们十分了解的地球轨道的缓慢变

化使得太阳辐射在季节和纬度分布上有所变化，这些
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将降低地球表面到太空的辐
射效率，因为来自地球表面的多数向外陆地辐射被大

变化在遥远的过去如冰期和间冰期里对控制气候变化
起着重要的作用。

气所吸收，并在高纬和低温下重新射出。这就导致正
的辐射强迫使低层大气和地表增温。由于较少的热量

当辐射强迫发生改变，气候系统会在不同时间尺

逃逸到太空，这就是增强的温室效应一一由于水蒸

度上作出晌应。其中最长的响应是由于深海的巨大热

汽、二氧化碳、臭氧 、 甲烧和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

容量和冰原的动力调整。这意味着对一个变化（或者

自然存在，在地球大气产生数十亿年的效应的增强。

正的或者负的）的短暂晌应可能会持续几千年。地球

辐射强迫值依赖于每种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大小，相

辐射平衡的任何变化，包括那些由于温室气体或气溶

关气体的辐射特性，以及业已存在在大气中的其它温

胶浓度的增加都将改变全球水循环和大气海洋环流，

室气体的浓度。另外，很多温室气体排放后，能在大

由此影响天气分布型式以及区域温度和降水。

气中停留几百年，因此对正的辐射强迫需要有一个长
时间的约定。

任何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都将融合到全时间和空

间尺度范围的自然气候变化背景中。气候变率的发生

对流层中人为源形成的气溶胶（微小的空中粒子

是由于气候系统强迫的自然变化引起的，例如太阳辐

或水滴），如来自化石燃料和生物质燃烧的气溶胶，能

射射入强度的改变以及由火山喷发引起的气溶胶浓度

反射太阳辐射，这种情况会导致气候系统的变冷趋

的变化。由于气候系统各成分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如

势。由于黑碳（煤灰）气熔胶能吸收太阳辐射，通常

大气和海洋的藕合，自然的气候变化在外部强迫不发

它使气候系统增暖。另外，气溶胶浓度的变化可以通

生变化时也会出现。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 ENSO ）现

过影响云的特性和寿命而改变云量和云反射率。大多

象，即是年际时间尺度的这类自然的内部变化例子。

数情况下，对流层气溶胶常常产生负的辐射强迫来使

要想从自然变化中区分出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必须

气候变冷。将超过煤炭和其它化石燃料工（几十年到

在自然气候变率的背景“噪音”中判别出人类的“信

几百年）的寿命短得多（数天到数周），所以它们的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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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气候系统里观测到的变化

盖、陆冰和海冰的范围、海平面、大气和海洋环流的结
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以及气候变率的综合特征的过

地球气候正在改变吗？毫不含糊的回答是“是”。大

去变化作了重点论述，章节的结论部分对这些不同的气

量观测支持这一结论，并且为这些变化的迅速程度提供

候要素的观测趋势进行了比较，试图给出一个整体图象。

依据。这些数据对构建一个更困难问题的答案提供了所

其内部一致性程度对评估了解气候系统的目前信度水平

依据的基本事实，问题是：“为什么气候系统会变化？”。

是一个关键要素。

这些会在后面的部分作阐述。

B. 1 观测到的温度变化
本节对观测事实提供了最新的归纳总结，以描述过
去气候系统已发生的变化。气候系统的许多要素已经得

仪器记录的陆地和海洋温度

到直接测量，即“仪器记录”。例如，地面温度广泛的直

接测量始于大约 19 世纪中叶。其它地面天气要素，如降

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平均地面温度已经上升了。－

水和风，近全球观测也开展了大概一百年。在某些地区，

6 土 0.2 ℃30 自 1861 年有仪器记录以来， 20 世纪 90 年代

海平面测量已进行了一百多年，但是潮沙观测只在某些

可能是最温暖的十年， 1998 年是最温暖的一年（图 2 ）。从

地区才有较长的记录。探空观测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

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估计全球队 15 ℃增暖的主要原因是

才系统地开始的。海洋表面观测也有较长的记录，它们

与后来 6 年（ 1995 到 2000 年）资料的增暖记录有关，第

是从 20 世纪中叶由船舶和在 70 年代后期由浮标完成的，

二个原因是与估算变化方泣的改进有关。目前，稍为较大

现已拥有 20 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的几乎全球范围的次表

的不确定性范围（ ±0.2 ℃， 95% 的信度间隔）还是客观

层海温测量数据。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由地球观
测卫星获得的其它资料已对气候系统各种成分提供广泛

的全球观测。另外，不断增加的古气候资料集，如树木、
珊蝴、沉积物和冰正在给出距今百年和千年前地球气候

的信息。

3 一般地，由于时间段受到资料获取程度所限，温度趋势在每单位
本节对关键气候要素，如温度、降水和大气湿度、雪

时间大约最接近 0.05 ℃。

图 2 ：相对 1961-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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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年温度趋势， 1901 - 2000

(b）年温度趋势， 1910

(c）年温度趋势， 1946

(d）年温度趋势， 197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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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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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01-2000, 1910-1945, 1945-1975 , 1976 2000 四段时间的年温度趋势，趋势分别由圆点区域大小表示，红点表示增加，蓝点

表示减少，绿点表示较少或没有变化，趋势是通过年平均网格距平资料计算得到的，符合计算年距平值最少需要 10 个月资料的要求，在
1901-2000 年，趋势的计算是只是利用 100 年中至少包括了 66 年年距平的网格资料，对短时间段内（ 1910 一 1945 年， 1946-1975 年，
1976-2000 年）的较少的年数分别是 24, 20 和 16 年。［根据图 2.9]

存在的。另外，由于一些新的研究技术的提高，第二次

20 世纪初增暖与20 世纪后期增暖的区域结构是不同

评估报告后，估算 19 世纪末以来全球温度升高信度的科

的。图 3 是整个 20 世纪以及 3 个时间段增暖的区域特征。

学基础也已有了加强，这方面包括海面温度资料根据时

在最近时间段的增暖（ 1976-1999 年）几乎是全球性的，

间连续偏差订正的独立性检验以及城市热岛效应对全球

但是最大的温度增长发生在北半球大陆的中高纬度。年

陆地温度趋势影响的新分析。正如图 2 指出的， 19 生疾

际变冷在北大西洋西北部和北太平洋中部比较明显，但

后期以后大多数全球温度增暖主要出现在二个不同阶

是北大西洋变冷的趋势在近期有所改变。所显示的最近

段： 1910-1945 年和 1976 年之后，两段时间温度升高的

温度变化型式部分地与大气一海洋涛动的各阶段，如北

速率大约为 0.15 ℃ ／ 十年。最近，陆地增暖大于海洋增

大西洋一北极涛动、太平洋十年涛动有关。因此，几十

暖，在 1950-1993 年海面温度的升高大约是陆地表面平

年区域温度趋势受气候系统区域变率的影响很大，可以

均温度升高的一半。与 1997 、 1998 年厄尔尼诺事件有关

偏离全球平均。 1910

的全球温度的高值可作为一个极端事件，并对最近的增

洋，相反， 1946-1975 年北大西洋和北半球大部分地区表

暖速率也负有责任。

现出明显的变冷，而在南半球大部分地区却是增暖。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1945 年的增暧主要集中在北大西

｜ 第一工作组技术摘要

新的分析表明从 1950 年以来全球海洋热容量已经有明显
a)

的增加，一半以上的热容量增加出现在海洋上层 300 米以
上，相当于该层温度升高速率约为 0.04 ℃ ／ 十年。

0,5

't'.

0，。

1950-1993 年日最大、最小地面温度的最新分析仍
！日表明，虽然不是每一个地区，但大部分地区温度日较

差显著减少。平均而言，最小温度升高的速率是最高温

“- 1 0

面发生了增暖，而平流层变冷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1990

2000

b)

）且’E
（
υ’
户

地面、气球和卫星测得的温度表明对流层和地球表

1980

1970
句·

度的 2 倍（ 0.2 对 0.1 ℃ ／ 十年）。

从卫星和气球记录得到的地表以上的温度

1960

-2

Ag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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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以后），即同时获得卫星和气球数据时间内，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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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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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和气球记录表明对流层低层的增暖比观测到的地面增
援小很多。对 1958 年来大气层最低层 8 公里和地面温度
趋势的分析表明二者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如图旬，大约
每十年增暖 0.1 ℃。尽管如此，由于卫星记录开始于 1979

图 4:

(a ）气球和卫星及地面观测的对流层季节温度距平时间序

列，（b）气球和卫星观测的平流层低层季节温度距平时间序列。［根
据图 2.12]

年，从卫星和气球得到的温度资料显示全球中低对流层
的增暖速率大约是每十年 0.05 ± 0.10 ℃，全球平均地表

温度升高为 0.15±0.05 ℃ ／ 十年。增暖速率的不同从统
计上讲是明显的。相反， 1958-1978 年，地表温度趋势变

通过代用记录得到的器测时代前地面温度

化几乎为零，而大气层最低 8 公里的变化趋势接近 0.2

℃ ／ 十生平。 19 有主早来所观测到增暖差别的一半可能4 是由

20 世纪比过去 1000年的任何时间的增援速率和持续

于地面和对流层观测空间范围的不同、一系列火山喷发

时l目可能都要大， 20 世纪 90 年代可能是::ft孚球 1000 年

的物理效应和发生在这段时间的厄尔尼诺（见框 4 关于

来最暖的十年， 1998 年可能是最暖的一年。在了解最近

ENSO 的一般性描述）的综合作用有关。其它的差别很大

一千年来的温度变化己取得了重大的进步，特别在单个

可能是由于真实的而非观测性的偏差，这主要是由于热

温度重建的综合集成上。北半球新的详细的温度记录见

带和副热带地区温度变化速率不同引起的，该地区在

图 5 ，该数据显示了北半球与 11-14 世纪有关的相对暖和

1979 年前大气层 8 公里下的变化速度较快，而之后的变

的时段和与 15-19 世纪有关的相对冷的时段。尽管如此，

化较慢。在北半球中纬度大陆的增暖速度没有明显的不

没有证据支持中世纪温暖期和小冰期分别是全球同步的。

同。对流层高层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来没有检测到明显的

如图 5 表示的 20 世纪北半球增暖的速率和持续时间似乎

全球温度变化趋势。平流层，如图 4b 所示，卫星和气球

在这一千年是前所未有的，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 15-19

观测都表明有显著变冷，同时由于火山喷发，不时穿插

世纪小冰期的恢复。通过得到的古气候资料的空间代表

着 1 到 2 年的增暖。

性的敏感分析，这些分析可得以补充，注意到即使与上一

千年的最暖期比最近十年的增暧超出了温度不确定性的
95% 信度区间。更进一步，几种不同的分析业已完成，每
一种都表明北半球过去十年的温度比过去 600 到 1000 本

4 在本技术摘要和决策者摘要中，下面的词语被用来表示信度的近

的任何时段都暖和。这是一个时间序列，是利用半球范围

似判别估计，基本肯定（结果是真的几率大于 99% ），很可能（ 90-

的树木年轮、冰芯、珊珊和其它年分辨率代用资料的计算

99% 几率），可能（ 66-90% 几率），中等可能（ 33-66% 几率），不
可能 (10-33% 几率），极不可能 (1-10% 几率），芜全不可能（低

于 1% 几率）。读者可以详见各章节内容。

得到有年分辨率的温度时间序列。由于获得的资料较少，
对从现在以前一千年的年平均，以及对 1861 年前南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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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公元 1000-1999 年北半球千年温度重建（蓝色 一 树木年轮，珊珊，冰芯和历史记录）以及仪器记录（红色），并注明了北半球平

滑后的曲线（黑色）和两个标准方差限度（灰色区域）。［根据图 2.20]

多数地区的状况了解得较少。

陆地年降水量继续增加（很可能， 0.5 至 1%／ 十年）。在
副热带地区（ 10。N 至 30。N ），平均而言陆地一地表降水

在土一小冰射手口将冰那（在大约 100000 和 10000 年

下降（可能约为 0.3% ／ 十年），尽管已有信号显示近几年

前）可能发生了大而迫迈的年代际温度变化，待别在北

有恢复的迹象。热带陆地表面降水测量表明在 20 世纪降

孚球高纬度地区。在消冰期，

水可能增加了约 0.2-0.3% ／ 十年，但是过去几十年增加

开发决策发分析框架子

IO ℃可能出现在数十年的时段段里。在最近 10000 年，有

不是很明显，

IO。N 至 10。S 热带地区（相对海洋）的数值

迹象表明出现了明显快速的区域温度变化，这部分是由

相对较小。不用说，降水直接测量和模式降水估算再分

于气候的自然变率造成的。

析都表明在热带海洋大部分地区降水都增加了。在某些
有资料的地方和时段，径流的年变化与总降水的变化有

B.2 观规lj 到的降水和大气湿度变化

着很好的联系。北半球中高纬度陆地降水的增加与总云
量 的长期增加有很强的相关性。与北半球相比，南半球

自第 2 次评估报告以来，除东亚外:It孚球中高纬度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就大范围纬度平均分布来讲可比较的系统性降水变化没

｜科学基础

有被检测到。
在北半球多数地区大气总水汽含量可能每十年增加

能是影响这些变化的原因 。

Bλ 观测到的海平理变化

了几小百分点。利用固定地点地面观测以及卫星和天气

气球得到的对流层低层测量结果，对某些选择地区以往

在仪器记录阶段的变化

25 年时间里的水汽变化作了分析。尽管会存在资料的时
间连续性偏差和趋势的区域变化，过去几十等大多数可

根据潮沙测量数据， 20 世纪全球平均海平面的升高

靠的数据集资料表明总体的地面和对流层低层水汽增加

遂度在 1. 0-2. 0 毫米 ／年范围内，中心值为 1.5毫米 ／年

情况出现。自有观测数据记录（ 1980 年）以来，平流层

（中心值不应该作为最好的估算值来解痒）。（见注释栏 2

低层水汽也可能每十年增加了约 10% 。

关于影响海平面的要素）如图 6 所示，最长（最多 200 到

300 年）的区域海平面仪器记录值来自潮沙测量，基于较
:ft半球中一高纬度大陆地区J岳云量的变化麦明 20 世

少的长期潮沙测量数据， 20 世纪海平面上升的平均速度

纪开始以来云覆盖的可能增加约为 2% ，现在已证实这与

大于 19 世纪的速度。没有检测到 20 世纪明显的海平面加

同期温度的 7库存正相关。对于澳大利亚，南半球大陆

速升高现象。由于订正因子的可能影响和数据的有限，与

唯 一 完成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变化。副热带和热带陆

模式结果并不吻合。

地地区以及海洋上空的总云量变化尚不确定。
有仪器记录前的变化
B.3 观测到的雪盖和陆一海冰范围变化
自最多大约20000年前上一次冰期以来，海平面的位

雪盖和陆冰范围的减少与陆地表面温度的的升高有

置与现在的大不相同，由于大团冰原的消失，先前的冰原

正相关关系。卫星资料表明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雪

使海平面开离了 120 米以止。在大团冰原转变为海洋时，

盖的范围很可能减少了约 10% ，北半球陆地温度的升高

也会导致垂直大陆运动，既有上升运动，也有下降运动。

与雪盖的减少有很高的相关。现在有充足的证据支持高

全球海平面最快的上升发生在 15' 000 到 6, 000 年前间，

山和陆地冰川响应 20 世纪增暧引起的大量撤退。在一些

平均速度大约为 10 毫米 ／ 年。利用地质数据，海平面升

海洋地区，由于区域大气环流的变化引起的降水增加掩

降变化（如相应的海洋容量变化）在过去 6, 000 年平均

盖了过去二十年温度的升高和冰川的重新推进。过去 100

上升速度为 0.5 毫米 ／ 年，在过去 3, 000 年速度达到了

到 150 年，地面观测表明在北半球中一高纬度每年湖冰、

0.1-0.2 毫米 ／ 年。这个速度大约为 20 世纪发生速度的

河冰持续时间很可能大约缩短了约 2 个星期。

1/10 ，在过去 3' 000-5' 000 年，全球海平面在 100-1,
000 时间尺度的振荡没有超过 0. 3-0. 5 米。

北半球海冰量减少了，但是南极海冰范围显著变化

趋势不明显。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北极春夏海冰范围缩小

B.5 观测到的大气和海洋环流结构的变化

了 10-15% ，这与春季温度的升高和一定程度上高纬度夏
季温度的升高都是一致的，在冬季温度升高的区域，北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 ENSO 的变化情况（见

极海冰范围没有减少的征兆。相比较， 1973 年来南极温

框 4 存关茄述）与以前 100 年此存很大的不同， ENSO 的

度和海冰范围的年代际变化没有明显的关系，在 20 世纪

暖位相比冷位相变得更频繁、持续和加强。最近 ENSO 的

70 年代中期稍微减少后，南极海冰范围保持稳定，甚至

变化影响了全球热带和副热带的降水和温度变化，这种

稍微增加了。

影响可能已经对过去几十年全球温度的升高产生了 一些

影响。年代际间太平洋振荡和太平洋年代振荡与太平洋
新的数据麦明在 1958-1976 年和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的夏末秋初北极海冰厚度有可能减少了 40% ，在冬季

盆地年代际到几十年的气候变率有关，可能这些振荡i周
节着与 ENSO 有关的气候变率。

减少得更少。相对短的数据记录长度和不完整的采样限
制了对这些数据的解释，年际的变化和年代际的变化可

其官影响全球大部分区域的重要环苑待征正在被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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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 ：什么引起海平面的变化？

海岸线的海平面变化决定于全球环境的诸多要

冰原的水。 事 实上，上 一 次冰期造成海平面较低的

素，它们在大范围的时间尺度上起作用，从数小时（潮

主要原因是存储在北半球大陆冰原大 量 扩展引起水

水）到百万年（由于大地构造和沉积物引起的海盆变

量 的变化。热膨胀之后，山地冰川和冰盖的融化会

化），在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尺度内，对平均海平面

对未来数百年的海平面升高造成较大的贡献。不确

大的影响与气候和气候变化过程有关。

冰川和冰盖只占世界陆冰面积的百分之几，但是它

们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比格陵兰和南极大的冰原

首先，海水变暖时，它就会膨胀。在海温观测

大得多，这是由于在较冷的气候下，冰原具有较低

和模式结果基础上，热膨胀被认为是引起历史上海

的降水和融化率。因此，确信较大的冰原对未来几

平面变化的最主要原因之 一 ，而且热膨胀也被认为

十年海平面的变化只具有较小的净贡献。

是未来几百年海平面升高的最主要原因。但深海的
温度变化较慢，因此即使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

了，热膨胀还将持续几百年 。

海平面也受到与气候变化不是明显有关的过程

的影响。陆地水的存储大以及海平面）会因地上水
的枯竭、水库建设、地表径流的变化以及由于水库

海水增暖值和影响水深随区域而变化。而在给

和灌溉渗入深蓄水层而改变。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影

定的温度变化下，暖水的膨胀比冷水的大。由于热

响到由于热膨胀和冰川融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程

膨胀的地理差异、盐度、风场和海洋环流的变化，

度。另外，河流三角洲地区海岸带的下沉也会影响

海平面变化也具有地理分布特点。与全球平均海平

区域海平面。由于自然地质过程引起的垂直大陆运

面升高相比，区域变化的程度很大。

动，如地慢的缓慢运动和地壳的大地构造移动会对
局地海平面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与气候有关的影响

当海洋中水的质量增加或减少时，海平面也

差不多。最后，对季节的、年际的和年代际时间尺

会变化。当海水与存储在陆地的水进行交换时，这

度，海平面的变化受到大气和海洋动力变化影响，

种现象就会发生。主要的陆地存储是冻结在冰川或

最有力的 一 个例子就是厄尔尼诺事件。

定。如降西洋涛动（ NAO ）与大西洋和温带欧亚的西风

的和极端的降水事件很可能存了很显著的增加。相反的

急流强度有关。在冬季 NAO 表现出年际到几十年时间尺

情况也是存在的。尽管如此，在某些地区，虽然总降水下

度的不规则振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冬季 NAO 经常

降了或保持不变，但是强的和极端的事件（定义为在十

处在促进强西风急流的位相，这与欧亚冷季的增暖有关。

个百分点之上或之下）却增加了 ， 这要归因于降水事件

新的证据表明 NAO 和北极海冰的变化可能有很大关系，

频率的减少。总的来说，可能对中一政策承诺主要在北

现在人们相信 NAO 层海温测海量数据。荡的一部分，自

半球，统计上讲由强的和极端的降水事件引起的总的年

种振荡影响着北半球温带的大部分地区。同样的南极振

降水量 比例显著增加了，在 20 世纪后 50 年强的降水事件

荡在过去 15 测卫星获得的其它资料己刘吏南大洋上空有

发生频率可能增加了 2-4% 。 在 20 世纪（ 1900 - 1995 年），

较强的西风急流。

全球大陆经历严重干旱和严重洪涝的地区相对有少量增

加。在一些地区 ， 如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业已观测到

B.6 漠漠g111 的气候变率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变化

干旱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在最近几十年有所增加 。 在大部
分地区 ， 这些变化主要受年代际和几十年的 气候变率控

新的分折麦呀，在一些总降水已经增加的地区，强

悄 l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制，如 ENSO 向更暖事件转变 。 在许多地区 ，

日间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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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利用北欧：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法国的布勒斯特、英国的切尔内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在 1774

1873 年的曲线消除了趋势，以

去除冰后期反弹的一级贡献），波兰的斯万欧金（前德国 Swinemunde ）以及英国的利物浦资料。利物浦资料是“调整过的平均高水”
资料而不是平均海平面资料，其中有一段间隔期 (18.6 年），刻度指示为土 100 毫米。［根据图 1 1. 7]

度差别减少了，而日最低温度的升高使大部分中一高纬

暴日数和冰雹）的最新分析没有提供长期变化方面有说

度地区无霜期加长。自 1950 年以来，全球许多地区低于

服力的证据。一般而言，由于相对少的发生几率和大的空

正常的季节平均温度的频率很可能显著减少了，但是高

间变化，灾害性天气事件趋势的检测是极其困难的。

于正常的季节温度频率稍有增加。
B.7 整体图象：一个变暖的世界和气候系统的其它变化
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热带和温带风暴的特征己
经变化了。热带风暴强度和频率的变化主要受年代际到

正如上面总结的，气候的全面变化已有很多资料证

几十年变化的控制，这个可能是明显的，如在热带北大

明，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阶段，此时间段里

西洋。由于数据的不完整、分析的局限和矛盾，尚无法确

有不断增加的直接测量。图 7 展示了温度指标（图 7a ）和

定北半球温带气旋的强度和频率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增

水文及暴雨指数（图 7b ）的变化趋势，并且提供了关于

加，过去几十年里在北太平洋、北美部分地区和欧洲｜区

这些变化确定性的说明。

域性的增加已经得到了证实。在南半球，少量的分析业
已完成，它们表明白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温带气旋活动减

少了。对一些选定地区局地灾害性天气变化（如龙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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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温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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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a];b ）水文和与

风暴有关的指标变
化观测框架 。 ［根据 图

会 自 1979 以来很少变化或无变化

i：尽

化观测框架。 ［根据图

2.39b]

E和副热

综上所述，些趋势描绘出一幅全球变暖的整体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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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引起气候变化的强迫因子

人们分别完成了对陆地和海洋表面温度的观测及其

除了地球气候过去的变异与变化之外，许多观测还

校正工作（海温估计采用了两种完全不相关的方

记载了 一 些可以引起气候变化的因子的变动。其中最瞩

法）。所有数据均显示出全球一致的升温趋势，其中

目的就是大气温室气体和气熔胶（微小气粒或液粒）浓度的

包括两段全球性主要变暖期：从 1910 年至 1945 年和

增加以及太阳活动的变化，它们能够改变地球辐射收支

从 1976 年至今。相关的成本和效益是地区表升温速

平衡，进而改变气候。这些气候强迫因子的观测记录是了

度快于海洋表面的趋势。

解上节所记述的过去气候变化输入信息的 一部分，十分

气球观测结果显示自 1958 年以来对流层低层温度一

重要的是预测未来气候的变化（参见章节 F ）。

：在长，尽管自 1979 年以来仅有微弱增长。 1979 年
之后，有气象卫星数据，它的分析结果显示出与气

正如过去气候变化的记录一样，强迫因子的观测数

球相似的趋势。

据在记录长度和质量上也是参差不齐。太阳辐射的直接

陆地日较差变化范围变小与云量和降水量的增多以

观测只有大约 20 年的历史。持续性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及水汽总量的增加相 一致。

的直接监测大约从 20世纪中叶开始。其它长寿命的气体。

几乎全球范围的山地冰川范围和陆地冰量的减少与

例如甲烧，监测开始得就更晚。从冰芯所得远古大气数据

全球地表温度的增加相 一致。但最近在沿海地区也
有少数少数例外，这些例外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相
关的降水增加相符合。

雪盖的减少以及湖、河冰期的缩短与北半球地表温
度的增加密切相关。

北极春夏季海ill< 总量和厚度的系统少与其邻近地区
陆地和海洋的温度升高相 一致。
海洋热容量在增加，全球平均海平面在上升。
从定性的角度来说，过去 25 年对流层水汽总量的增
加与对流层温度的升高和水圈循环的加强相 一致。
这就导致了许多地区更多的极端的和强的降水事件

以及降水量增加，如在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

气候在一些重要方面还没有显示出变化的迹象 。

地球上有些地区主要是南半球的某些海域和南极洲

的部分地区，在最近几十年内并没有变暖。
自有系统的卫星观测后 (1978 年以来），南极洲海冰

的范围没有出现重大的变化趋势。
基于有限的数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所观测到的
热带和副热带气旋和局地强风暴没有出现明显的异
常趋势，尽管有时几十年的震荡周期比较明显。

可以揭示出一些温室气体浓度上百万年的变化。相反地，
那些大气中短寿命的强迫因子（例如气溶胶）的时间序列观

测是最近才开始的，且远不完整，因为它们比较难于观
测，且空间分布变化较大。目前的数据已显示出人类活动

在过去的一百万年后期既对长寿命的温室气体浓度有影
响，也对短寿命的强迫因子有影响。图 8 显示出工业革命
期间人为排放所导致的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硫（气溶胶的前

体物）大幅度增加的结果。

由于这些强迫因子变化而造成的全球地气系统能量

的变化可用 一个术语来表示，那就是气候系统的辐射强

迫（ Wm-2) （参见框 1) 。按这种方式定义，气候变化的辐
射强迫就是一个指数，它代表的是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
对地面一对流层系统所造成的基于全球平均水平的相对

影响。本节阐述了自工业革命前至今的气候变化辐射强
迫的最新进展。图 9 给出了自工业革命开始（ 1750 年）至
1999年辐射强迫的估计值，其中包括自然定量的和人为引

起的辐射强迫两部分。尽管由于火山爆发的不连续性而
在图中没有考虑其影响。但火山爆发的确是另 一个重要
的自然强迫因子。在本节下面的各小节中将对强迫因子
进行逐一综述。
图 9 中所示的强迫因子在其形式、数量和空间分布上
变化都很大。有一些温室气体是直接被排放到大气中，另

各种选用指标的变化和趋势表明，在过去的 20 世纪

里全球地表温度有普遍的增加趋势，尽管在短时期内和
其是如果最终需要更低的但这是基本肯定的。

一些则是排放到大气中的化学物质通过化学过程而产生。
有一些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具有较长的寿命，所以它们在大
气中均匀也合，而另 一 些寿命较短，其浓度空间变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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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温室气体的浓度都明显增加。

表 l 列出了几种重要的温室气体，世纪内未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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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一千年里，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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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C02)

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从 1750 年的 280ppm5 增加到
1999 年的 367ppm （增加 31% ，见表 1 ） 。今天大气中二氧

化碳的浓度在过去42万年没有被超过，甚至在过去2000

(b)
（送

万年也没有被超过。过去一个世纪的增长率几乎是史无
前例的，至少在过去的 2 万年期间是这样的（参见图 10） 。
二氧化碳的同位素组成和观测到的大气氧气的减少，表
明大气二氧化碳的增加主要由于化石燃料燃烧以及森林

破坏过程中有机碳的氧化所致。来自于数十万年前冰芯
气；包中远古时代大气数据为工业革命时期二氧化碳浓度
增加提供了依据（图 10 ）。与早先几千年间相对不变的大
图 8 ：大气组成变化的记录（ a ）在过去 1,000 年中大气 C02, CH4

气二氧化碳浓度（280 ± 1Oppm）丰目比，工业革命期间这种增

和 N10 浓度。 i主些记录来自于过去几十年的大气直接采样数据

加非常引人注目。自 1980 年以来，平均增加速率是 0.4%/

（图中直线表示 C02 ，而曲线表示全球平均 CH4 ）和取自南极和格

年。这种增加来源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过去 20 年的

陵兰岛的多个样点的冰芯和积雪资料（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右侧

主要排放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剩下的（ 10-30% ）主要由

坐标刻度表示这些气体的辐射强迫估计值。（b ）由于火山爆发影响
而存留于格陵兰岛若干冰芯中硫酸盐浓度（直线）和美国与欧洲的
S02 排放总量（十字符号）。［根据图 3.2b (C02 ），图 4. la 和 b(CH4)
以及图 4.2 (N20 ）和（ b ）图 5.4a]

于土地使用的变化，其中特别是森林砍伐。从图 9 中可
以看出，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温室气

体。它目前的辐射强迫是 l.46Wm-2 ，占全球长寿命且
均匀混合温室气体浓度变化引起的辐射强迫的 60% 。

大。大多数气体既有自然源，又有人为源。最后，如图

9 所示，各个因子的辐射强迫既可以是正效应（使得地球
表面增温），也可以是负效应（使得地球表面降温）。
C.1 观测到的全球均匀混合的温室气体浓度及其辐射强

迫变化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5 本文中微量气体的大气浓度以该气体相对于干空气的摩尔比例
（摩尔混合比）来表示 (ppm = 10- 6, ppb = 10- 9, ppt 二 10一
12 ）。大气总量表示大气中该气体总的质量（如， Mt
g ）。全球碳循环中碳的质量单位是 PgC = GtC 。

= Tg =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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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从工业革命前 (1750 年）至今（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大约 2000 年）这一时期内多个因子的全球年平均辐射强迫（ Wm一 2) （数值
也列于第六章的表 6 .11 ）。详细说明参见第六章的 6.13 。矩形框的高度表示中间值或最佳估计值，无矩形框的表示没有最佳估计
值。矩形框上垂直线带有“ x ”分隔符的代表不确定性范围的估计，大部分业已发表的强迫值都在此范围内。没有矩形框的垂直线

带有“。”分隔符的代表由于不确定性范围很大而不可能给出估计中间值。此处的不确定性范围没有统计基础，因此与本报告其它
地方相同的术语有所区别。科学理解水平这一 指数是根据人们对各种辐射强迫的了解而定的，有高，中，低和很低情形。它代表
了人们对强迫估计的可靠性的主观判断，例如，对计算强迫有关的某些必要因子的假设，对决定强迫的物理 ／ 化学机制的了解，以
及对强迫进行定量估计的不确定性的认识（参见表 6 .12 ）。均匀混合的温室气体（如 C02,

CH4, N20 和 CFC ）（见表 6. 1 和 6. 11)

的各自平均贡献归并一 个单矩形条框表示。化石燃料燃烧则根据人们对它们各自的最佳了解程度和范围被区分为黑碳和有机碳两

种 。 矿物灰尘带来辐射强迫影响的符号至今仍不能确定。人们对对流层气溶胶，飞机尾迹，以及卷云的间接强迫影响的了解仍十
分有限。本文中只考虑了把对流层气榕胶当作液态云摘所带来的第一种间接影响。飞机尾迹，以及卷云的第 二种间接辐射影响概

念上很重要，但在定量估计上仍存在较大困难。与火山爆发有关的平流层气溶胶在其影响时间内所产生的强迫变化很大，本处不
予考虑（但参见图 6. 8 ）。所有的强迫都有明显的空间分布和季节变化的特征（图 6.7 ），所以全球年平均等概念在此处不能给出辐射
扰动的完整图像。它们只是相对地给出全球年平均范围内第 一 层次的描述，而不能当作是对总的自然和 ／ 或人为强迫的气候晌应。
如第 二 次评估报告中强调，全球平均的辐射强迫的正负效应不能简单地相加，也不能完全基于全球气候影响这样的出发点就把辐
射强迫的正负效应作为 一 个优先事项。［根据图 6.6]

过去 40年大气二氧化碳放度的直接观i!J!if麦明二氧化

期气候变率改变了海洋和陆地对大气二氧化碳吸收和排

碳浓度增长速率的年际变化很大。 20 世纪 90 年代年增长

放的速率。大气二氧化碳增加的最快的时候通常是在强

率从 0.9 变化到 2.8 ppm／ 年，相当于 1.9 到 6.0 PgC/

厄尔尼诺年（框的。这些较高速率的增加似乎可以解释成

年。这种年际变化统计上与短期气候变率有关，这种短

厄尔尼诺年期间陆地吸收二氧化碳量的减少，相应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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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例举几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温室气体。［根据第 ＝ 章和表 4.1]

C02

CH4

N20

CFC-11

HFC-23

CF4

（二氧化碳）

（甲娱）

（氧化亚氮）

（氟利昂 － 11)

(Hydrofluoro

(Perfluoro

一carbon-23)

-methane)

工业革命前浓度

约 280ppm

约 700ppb

约 270ppb

。

。

40ppt

1998 年浓度

365ppm

1745ppb

314ppb

268ppt

14ppt

80ppt

浓度变化比 b

l .5ppm／ 年 a

7.0ppb／ 年 a

0.8ppb／ 年

-l.4ppt/ 年

0.55ppt/ 年

lppt/ 年

大气寿命

5 至 200 年 c

12 年 d

114 年 d

45 年

260 年

a 在 1990

> 50,000 年

1999 年期间， 二氧化碳的速率在 0.9ppm／ 年－ 2.8ppm／ 年之间变化，甲烧的速率在 0-13ppb／ 年之间变化。

b 只计算 1990-1999 期间的速率。
二氧化碳的生命期长短不一，这是由于不同的清除过程其更新速率不同。

d 生命期曾被定义为“调节时间” ， 那是考虑了气体存留的间接影响。

表 2 ：根据大气二氧化碳和氧气测量所得全球二氧化碳收支（PgC ／ 年）。正值表示向大气中释放，负值表示从大
气中吸收。［根据表 3 .1 和 3. 3]

第二次评估报告 a , b

此次报告 a

1980 至 1989

1980 至 1989

1990 至 1999

大气中碳的净增加

3.3±0.1

3.3±0.1

3.2±0.1

碳排放（化石燃料，水泥 t

5.5 ± 0.3

5.4 士 0.3

6.3 士 0.4

海洋一大气通量

一2.0

± 0.5

-1.9±0.6

-1.7±0.5

陆地一大气通量 d

-0.2 土 0.6

-0.2 ± 0. 7

-1.4 土 0.7

a 注意表中不确定性标准差范围在± 1 之间。第二次评估报告（SAR ）中的不确定性标准误差范围为± 1.6 （大约 90% 可信度），本报

告中把它调整到士 l 之间。 J佳误差范围表示的是不确定性 ，不是年际变化，事实上它的量值大得多。
b 以往 IPCC 碳收支是根据模式中海洋的吸收以及陆地一人气系统通量之差所得。
c 20 世纪 80 年代化石燃料的排放自第二次评估报告（ SAR ）之后作了适当的向下调整。

d 陆地一大气通量表示由于土地利用变化量与剩余陆地汇的差。这两项在目前大气测量中不能被分开。通过不同分析估计 1980 至
1989 年土地利用变化，剩余陆地汇，可用如下方法推出：土地利用变化 1. 7PgC ／ 年（ 0.6 至 2. 5);

剩余陆地汇－ l.9PgC ／ 年

(3. 8 至 0.3 ）。 90 年代以后的数据暂时没有。

：海洋比平常吸收更多的 二氧化碳的趋势。

二氧化碳的增加被用来建立这种收支。这项研究与其它

分析结果相似（如对大气 二氧化碳同位素组成的分析，以

现在，人们可以根据大气Jjilff)Jif计算过去 20 年来人为

及对海水中 C02 和 13C02 的不同测量等）。 20 世纪 90 年代

产生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增加与在肪地和海岸的吸收

收支建立在新的观测数据基础上，重新估计 1989 至 1998

之阔的分布比例。表 2 给出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与 SAR

年收支这是用 SAR 中的方古去，并反映在 IPCC 《土地利

在有海洋模式帮助情况下得到的结果相似）和 20 世纪 90

用、）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别报告》中（ 2000 ）。）地生物

年代的全球二氧化碳收支。观测到的大气氧气的减少和

圈作为 一个整体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是碳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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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间尺度大气C02 浓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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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大 气 C02 浓度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变 化 。（ a ）大气 C02 浓度的直接观测 。（ b ）过去一千年南极冰芯所得大气 C02 浓度 C02 ，为比

较也给出近期的大气观测（ Mauna Loa ）的结果。（ c) Taylor Dome 南极冰芯中 C02 浓度。（ d) Vostok 南极冰芯中 C02 浓度。（颜色代表
不同的研究）。（ e 至 f) 根据地球化学循环理论推导的 C02 浓度。（彩条和线代表不同的研究）。

(g ）大气 C02 浓度的年增量。剔除季节循

环的大气 C02 浓度的月增量。垂直箭头表示厄尔尼诺事件，水平线表示 1991-1994 的加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根据图 3.2 和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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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

是说，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森林砍伐）释放的二氧化碳将
2000

完全被其它陆地汇所抵消，这主要发生在热带地区和北

(a)
1750

半球副热带地区。估计土地利用变化而引起的 二氧化碳
的释放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样，剩余陆地汇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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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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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过程的模拟研究（陆地和海洋碳循环模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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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二氧化碳高浓度（ C02 施肥作用）将促进植物的生长，

500
1000

＂三

ltd

0.2 丢

t!t-

全球碳循环机制有了初步的量化认识。隐地模式结果显

冷

0.0

1200

1400

人为氮沉降过程对二氧化碳的吸收有重要作用，和其它

年

1600

1800

2000

机制一起，如土地管理的变化，有可能是造成上述陆地
剩余碳汇的原因。模拟出的 20 世纪 80 年代气候变化对陆
地汇的影响较小，并有不确定性。
1750

甲虫完（ CH4 )

.0
0.

主 1700
ffi-

甲烧（ CH4 ） 浓度自 1750 年以来增加了 150%

1650

(1060pp 时，但过去 42 万年里目前的甲：境浓度没有被超

过。甲烧（ CH4 ）是一种温室气体，它既有自然源（如湿
地），也有人为源（如农业，天然气开发，废弃物等）。大
过化学反应从大气中清除。如图 1 1 所示，自 1983 年以来

大气甲烧浓度全球有代表性的系统观测业已开展。人们
还从冰芯和岩石层中获得样品，从而推算出很久以前的

（叶＼这 Q）徐明甜

气中目前大约一半稍多的甲烧排放来自人为源。它们通

大气中甲烧的浓度。目前甲烧的直接辐射强迫是 0.

5

。

48Wm 2 ，大约是全球长寿命且均匀混合气体贡献总量的
1985

20% （参见图 9 ）。

大气甲烧含量持续增加，从 1983 年的 1610 ppb 到

1998年的 1745 ppb ，但观测到的年增加率在这期间却在

1990

1995

2000

年

图 11:

(a ）由冰芯、积 雪 和整体空 气 样品画出过去 1000 年内 CH4

浓度变化（摩尔比，按 ppb=lO 9 ） 。 在右坐标轴上显示出自工业

减少。年增加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变化很大，其中， 1992

革命以来辐射强迫几乎是线性增加。（b)l983

年几乎为零， 1998 年为 13ppb 。目前对这种变化没有明

浓度的月平均（逐月变化）和季节平均（光滑线） 。 （ c ）从 1983 年至

确的定量解释。自从 SAR 以来，人们对某些甲烧的人为

1999 年 全球大 气 甲：院浓 度 年增长速 率。 其计算是根据上述季节 变

源，例如水稻田，有了更精确的研究。

化趋势曲线推导而得 。 不确定性为± 1 个标准偏 差 。［根据图 4.1]

1999年全球平均 CH4

大气甲烧浓度增加速率是根据没有完全了解清楚

的源和汇之间很小偏差计算得到的，这使得人们对未
来大气甲统浓度的预测变得困难。民然影响金球甲院

大气甲 ：境浓度的预测（也相应地限制了辐射强迫贡献的

收支的主要因素已经被识别，但从定量的角度看它们

预测），特别是因为甲烧的自然排放和清除相当大地受

大部分还是相当不确定的，因为估计多变的生物源排

气候变化的影响。

放率十分困难。对甲：境的源强的定量和定性的了解的

有限限制了人们根据任何给定的人为排放情景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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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亚氮 （N20） 的大气浓度自工业革命以来稳步增

300

长，目前比 1750 年增加 16%(46ppb） 。恒目前其派度

250

0 .06

在至少过去一千年里是最大的。氧化亚氮是一种既有自
过化学反应清除。大气中氧化亚氮的增加速率持续在
0.25%／ 年（ 1980 至 1998 年）。业已观测到氧化亚氮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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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源又有人为源的另一种温室气体。它在大气中主要通

4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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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 150

少；生物源排放的减小：由于火山爆发引起大气环流的

变化所带来的大范围平流层的消失等等。自 1993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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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亚氮浓度的增加速率恢复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观测

值。这种观测到的多年变化周期对我们了解控制大气氧

图 12 ：根据平滑后的观测值和排放模式得出的 1950

化亚氮的过程有所帮助。至今，我们仍不能解释这种温

球平均 CFC 一 l 1 (CFCl} ）的对流层放度（ ppt ）。右侧坐标轴表示

室气体多年变化趋势。

CFC-1 l

1998 年的全

的辐射强迫。［根据图 4.6]

与 SAR 相比，氧化亚氮的全球收支处于较好的平衡

状态，但单个源排放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氧化亚氮自

然源的排放估计大约是 10 TgN ／ 年（ 1990 年），其中土
壤贡献大约 65% ，海洋贡献大约 30% 。现在，新的、估计

0.34Wm 2 ，这是全球均匀混合温室气体贡献的 14% 。

更高的人为源（如农业，生物质燃烧，可信度要低得多。

（图 9)

管理）排放大约为 7 TgN ／年，与 SAR 相比，这使源与

汇估计趋于平衡。然而，自 SAR 以来，对这种长寿命的

观测表明， CFC 替代品的大气浓度正在增加，许多

重要温室气体的可预测性认识并没有明显的改进。它对

这些替代品都是温室气体。 HCFC 和 HFC 含量的增加来

辐射强迫的贡献大约是 0.15Wm 2 ，是长寿命且全球均

源于它们早期的持续使用以及作为 CFC 替代品的使用。

匀分布温室气体总量的 6% （参见图 9 ）。

例如， HFC-23 的浓度在 1978 至 1995 年期间增加了 2 倍。
因为目前的浓度相对较低， HFC 对辐射强迫的贡献还相

卤化碳及其有关化合物

对较小。 HCFC 对辐射强迫的贡献也很小。所有这些气
体未来的排放都受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限制。

这些气体既能使得臭氧消失又对温室效应有贡献，

自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修正案限制它们的排放以来，它
们在大气中的浓度有的在减少（如 CFC-JI,

PFC （如 CF4 和 C2F6 ） 和 SF6 也是人为产生，它们

CFC-113,

大气寿命非常长，对红外辐射有强吸收。所以这些化备物

CH3CCl3 和 CCl4） ，有的在缓慢增加（如 CFC 12） 。许

虽然它们的排放量较小，但对未来气候的影响很大。 CF4

多卤化碳还是有辐射活性而且长寿命的温室气体。卤化

在大气中可以至少存留 50000 年。它有自然源，但目前的

碳是由碳和氟，氯，澳，腆等合成的化合物。人类活动是

人为排放是自然源的 1000 倍多，并是观测到的浓度增加

这些化合物大部分唯 一 的源。含有氯的卤化碳（如氟里

的主要原因。在每千克单位基础上，同外 SF6 分子的温室

昂－ CFC ）和含有澳的卤化碳（如哈龙）对平流层臭氧

效应是 C02 分子的 22200 倍。虽然它目前的大气浓度较

有耗损破坏作用，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中受到控制。在 1994

低（4. 2ppt），但它的增长速率明显（0.24 ppt/ 年）。观测

年对流层中臭氧消耗气体总量达到极大值，随后逐渐减

到的SF6增长率与根据销售和储存数据而计算所得的排放

小。一些重要的卤化碳在大气中的含量已经达到峰值，参

十分一致。

见有关 CFC-1 1 的图 12 。对流层中 CFC 和卤化碳的浓

由与报告的排放相 一 致。卤化碳对辐射强迫的贡献是

c ；其它重要辐射强迫气体变化的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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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物排放量 的减少。然而，对亚洲某些站点，观测表明对

流层臭氧可能在增加，这可能与东亚排放量 的增加有关。
臭氧是平流层和对流层中都很重要的温室气体。飞

目前的模式研究越来越多，对对流层臭氧的辐射强迫的

在大气辐射收支平衡中的作用强烈地依赖于高度分布，

估计的可信度也越来越大。然而，跟均匀混合的温室气

因为它的浓度随着高度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它的浓度的

体的研究相比，仍比上不足，但与气溶胶的研究相比，却

空间分布变化也很大。大气中臭氧不是直接释放成份，

比小有余。对工业革命之前的大气臭氧分布的了解不够

它是在大气中通过光化反应而产生的，这些光化反应与

以及对当代（即 1960 年之后）模拟全球趋势的认识不足

自然产生以及同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前体物有关。 一旦

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形成，大气中臭氧的存留时间相对来说较短，通常从几
周到几月。所以，估计臭氧辐射作用非常复杂，比以上

只有间接辐射影响的气体

全球均匀分布的长寿命温室气体不确定性大得多。

几种化学活性气体，包括活性氮族成份（ NOx）， 一氧
观测到的过去 20 年间平流层臭氧的减少引起了地

化碳（ CO ），以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它们在对流

面一对流层系统 0.15 士 0.1 Wm -2 的负辐射强迫（即起

层的氧化能力上起着部分的作用，因此对大气臭氧的分

致冷作用） o IPCC1992 气候变化科学评估补充报告指出，

布有重要影响。这些污染物不仅通过影响臭氧而成为间

人为卤化碳引起的臭氧层破坏将带来负的辐射强迫。图

接温室气体，还影响甲烧及其它温室气体的大气寿命。氮

9 中显示出其估计大小比 SAR 结果略大，因为过去 5 年

氧化物（ NOx ）和一氧化碳的源主要是人类活动。

里臭氧层的破坏在继续，同时根据许多模式研究结果这
是比较确定的。大气环流模式研究表明，尽管臭氧消失

一氧化碳可确认是重要的间接温室气体。模式计算

各地存在差异（例如高纬度低平流层），这种负辐射强迫的

表明， lOOMt 一氧化碳的排放的间接影响与 5 Mt 甲：院排

大小与地面温度减少的大小成正比。所以，过去 20 年这

放的直接影响相当。北半球一氧化碳的总量大约是南半

一 负辐射强迫部分抵消了长寿命且均匀混合气体增加带

球的一倍，它主要是在 20 世纪后半叶由于工业化和人口

来的正辐射强迫（图 9 ）捐助计负辐射强迫的不确定性来源

增加所致。

于对对流层顶附近臭氧耗损机制认识的不够。模式计算
指出，平流层臭氧的减少将使得紫外辐射穿透到更低的

活性氮族NO和NOl合称NOx）是对流层中最重要的

对流层，从而增加某些气体（女口甲烧）的清除速率，进而放

化学成份，但是它们总的辐射影响很难评估。 NOx 对辐

大臭氧减少带来的负辐射强迫。由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

射收支平衡的影响来自于它的增加将影响其它几种重要

作用，未来儿十年臭氧层将逐渐恢复，与目前相比，未

的温室气体的浓度，例如，甲：皖及 HFC 的减少和对流层

来与平流层臭氧相关的辐射强迫可能变为正值。

臭氧的增加 。 NOx 化学反应生成物的沉降对生物圈有施
肥作用，从而对减少大气 二氧化碳有一定贡献。虽然人

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对流层臭氧增加引起的全球平
均辐射强迫估计在人为源温室气体强迫基础上增加了

们很难定量描述，但预计未来 2100 年 NOx 的增加将引起
的其它温室气体的显著变化。

。 .35 士 0.2Wm 2 ，这使得对流层臭氧成为继二氧化碳
和甲烧之后第三种重要的温室气体。臭氧是在大气中通

C . 3 气溶胶变化的观测和模拟

过光化学反应而产生，而其未来的变化除其它因素外决
定于甲烧以及其它污染物的排放（参见下文）。臭氧浓度对

气j容胶（非常小的气粒或液滴）对地气系统的辐射收支

用。物排放变化的晌应很快。在有限的观测结果和几个

有重要影响。气溶胶的辐射效应主要在两个不同方面，其

模式研究的基础上，对流层臭氧被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

一 ，直接影响，气溶胶本身散射和吸收太阳辐射以及红

增加了大约 35% ，其中有些区域增加较多，有些区域增

外热辐射；其二 ，间接影响，气溶胶改变云的微物理特

加较少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以来 ， 对几个有常规测量

性，进而对云量的大小和云的辐射特性有所影响。气j容

的背景站点，多数观测表明对流层臭氧的浓度没有增加。

胶是由不同的过程产生的，其中包括自然过程（例如沙尘

这种情况在北美洲和欧洲、｜可以解释为这些大陆的臭氧前

暴，火山爆发）和人为过程（例如化石燃料及生物质燃烧）。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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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对流层气 j容胶的浓度在最近几年由于人类活动的

的降水效率的改变（第二位间接影响）。图 9 所示的研究给

排放（既有气榕胶本身的排放，也有其前体物的排放）而有

出第一位间接影响变化范围的专家判断，现在的结果范

所增加，从而使得辐射强迫增加。大多数气溶胶存留在

围比 SAR 稍大，第二位间接影响有关的辐射扰动跟与第

低对流层（几公里以下），但许多气溶胶的辐射特性对垂直

一位间接影响相比是同符号的，且程度相当。

分布非常敏感。气溶胶在大气中参与物理和化学反应，特
别是在云中。它们主要是在降雨过程中迅速被清除（一 周

人们对在冰及多相云中的气榕胶的间接辐射影响存

之内）。因为气溶胶的短寿命以及源的不均匀分布，它们

所定性了解，但定量了解仍然不够，尽管可以确定是正

在对流层的分布很不均匀，其中极大值都在源附近。气

反馈。目前不可能估计冰核人为源的数目。除了在很低温

溶胶的辐射强迫不仅依赖于它们的空间分布，而且依赖

度（－ 45 摄氏度）各项同性核化过程起主要作用情形下，对

于它们的粒子大小，形状，化学组成以及水循环中的其

云中的冰形成机制至今认识不足。

它因子（如云的形成）。从观测试验和理论的角度看，考虑

所有的因子，给出气熔胶辐射强迫的精确估计十分具有

cι 观测到的其它人为强迫因子变化

挑战性。
土地利用（反照率）的变化
然而，人们在准确定义许多不同气溶胶直接作用方
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SAR考虑、丁三种入为气运胶成份 1 硫

土地利用的变化，其中主要是森林的砍伐，将引

酸盐气溶胶，生物质燃烧气熔胶以及化石燃料燃烧产生

起 － 0.2 土 o.2wm-2 的负辐射强迫（参见图例。在高纬度

的黑碳（烟灰）。观测表明，化石燃料燃烧和生物质燃烧产

地区估计影响最大。这是因为森林砍伐将使得相对低反

生的有机物气j容胶十分重要。自 SAR 以来，考虑与工业

照率的雪盖森林被相对高反照率的雪盖区域而代替。以

气溶胶有关的化石燃料有机碳气溶胶增加将带来总的光

上的估计建立在假设工业革命之前植被与现在的相同的

学厚度的增加（随之而来的负辐射强迫）。目前人们可以通

模拟上。然而，这种强迫的不确定性较大，与本报告中的

过观测和用气溶胶辐射模式对这些成份分开进行定量估

其它因子相比较，土地利用的变化因子研究廖廖无几。

计，以及对矿物灰尘的辐射强迫范围进行估计，如图 9 所

示。硫酸盐的直接辐射强迫是一 0.4Wm 2 ，生物质燃烧

C.5 太阳活动和火山活动变化的观测和模拟

气榕胶是一0.2Wm 2 ，化石燃料有机碳气j容胶是 o.1wm-2,

化石燃料碳黑气j容胶是 0.2Wm 2 。然而，不确定性仍然

自 1750 年至今，由于太阳辐射变化而引起的对气候

很大。这主要来源于确定大气气溶胶浓度和辐射特性，以

茶统的辐射强迫大约是 0.3 土 0.2Wm

及确定人为气 j容胶比例的困难，特别是对含碳气溶胶源

最主要的变化估计发生在 20 世纪土半时。地球气候系统

的了解十分有限。这将使得人们对气溶胶总量估计的误

能量的最基本来源是太阳辐射。所以，太阳辐射输出的

差很大（达到 2-3 倍），对气榕胶垂直分布估计的误差则

变化是重要的辐射强迫因子。地球全光谱积分的总太阳

更大（达到 10 倍）。人们对人为灰尘气榕胶的了解也十分

辐照度（TSI) 的绝对值误差大约是 4Wm-2 ，但是自 20 世

有限。结合模式计算，卫星观测使得人们能够定性地识

纪 70 年代末期的卫星观测结果表明在过去两个太阳 11

别晴空情况下总的气溶胶的辐射影响，但定量仍然不确

年周期循环中总太阳辐射相对变化大约为 0 . 1% ，相当于

定性很大。

辐射强迫变化 0.2Wm 2 。在卫星观测之前，没有对太阳

2

（见图刀，并且

辐射可信的直接测量。人们从其它量的观测（例如太阳黑

估算人为气榕胶的间接宿射强迫仍存困难，尽管观

子）来重新建立总太阳辐照度历史序列的方法尚未证实有

iff!if-麦明在暖三中气熔II~将带来负的辐射强迫。目前有两

效，较长时间范围内的变化也很大。太阳辐射的变化不

种不同的方法来估算气溶胶的间接影响：经验方陆和机

仅仅表现在总量度变化，还表现在各光谱区间分布的改

理方告。前者用来估计工业气溶胶的影响，后者用来估

变，尤其是紫外区域，它们与平流层臭氧的形成密切相

计硫酸盐，化石燃料有机碳气溶胶和生物质燃烧气溶胶

关。气候模式研究表明考虑太阳辐照度变率和太阳光谱

的影响。另外，分析间接影响模式用来估计气榕胶粒子

变化对臭氧的效应对评估太阳变化对气候的影响模式模

大小和浓度的初始变化（第一位间接影响），以及估计随从

拟有所改进。人们还提出了放大太阳变化对气候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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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机制，但是缺少严密的理论基础和观测事实的支持。

气候模式是对地球气候系统的简单的数学表达（见框
3 ）。模式对气候系统晌应的模拟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

火山爆发引起的平流层气熔胶的增加在过去几年里

控制气候系统的物理、地球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理

带来了负强迫。比较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发生在 1880 至

解程度。自从 SAR 以来，研究者用模式对地球气候系统

1920 以及 1960 至 1991 。自 1991 以后，没有火山爆发。

的模拟有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本节详述了目前人们对

火山爆发引起的平流层气熔胶的增加，与较小的太阳辐

控制气候系统的最重要的过程的理解以及它们在目前气

射变化一起，在过去 20 年里，也许 40 年里，带来了负的

候模式模拟中如何很好地得到体现，然后，本节还评估

净自然辐射强迫。

了目前模式的综合能力，以便对未来气候做出有价值的
预测。

C ~ 6 全球增温潜努

D.1 气候过程与反馈
表 3 所示的是各种气体的辐射强迫和全球增温潜势
(GWP)o 全球增温潜势是某一给定物质在一定时间积分范

气候系统中的过程决定了气候系统的自然变率，以

围内与二氧化碳相比而得到的相对辐射影响值。表 3 中包

及对诸如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扰动的响应。许多基

括了新气体类型的有机氟化物分子，它们当中有许多是

本气候过程的重要性得到充分认识，其过程也很好地得

酶，它作为未来的碳氢化合物替代品。一些气体的全球增

到模拟。反馈过程对初始扰动起着放大（正反馈）或减小

温潜势比其它的不确定性更大，尤其是那些没有详细寿命

（负反馈）的作用，因此，它对正确模拟气候演化有着重要

测量值的气体。直接的全球增温潜势是通过使用改进的二

的影响。

氧化碳辐射强迫的计算， SAR 中 C02 值脉冲的响应函数，
以及许多卤化碳化合物辐射强迫及大气寿命的新数值而得

水蒸气

到相对于 C02 的比值。。某些气体来源于间接辐射反馈的

间接全球增温潜势也有估计值，其中包括 co 。具有准确

用于解痒由气候模式顶砌的对应于 C02 增加引起的

大气寿命值的气体的直接全球增温潜势的误差估计大约在

大的JfJ暖的主要Jx 货是大气中水蒸气的增加。大气中温

± 35% ，而间接全球增温潜势的则更加不确定。

度的升高，引起了其含水能力的增加，尽管如此，由于
绝大部分大气是非饱和的，这并不直接意味着水蒸气自

D ，气候系统及其变化的模拟

己一定会增加。在边界层内（大约是大气最低的 1 到 2 公
里），水蒸气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而在边界层以上的自

前面两节内容报告了从遥远的过去到现在的气候，

由对流层，那里水汽的温室效应是最重要的，情况较难

主要是通过给出气候变量的观测事实，及引起气候变化

确定。由现有模式得到的水汽反馈，大约把相对于固定

的幅射因子的观测事实。这一节将通过描述对未来气候

含量水蒸气的增暖放大了一倍。在 SAR 以来，尽管云中

变化进行定量估计的唯一工具，即数值模式，建立理解

水汽的逸失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模式中水汽的分布和

未来气候的桥梁。对地球系统能量收支平衡的基本认识

实际观测还存在差别，模式中水汽的处理已得到了较大

意味着相当简单的模式可以对某些全球平均变量进行广

的改善。模式已经能够模拟到位于热带和副热带有观测

泛的定量预测，但只有精密的气候模式才能对复杂的反

记录的潮湿和干燥地区，以及它们如何在各年、各季节

馈过程以及详细的局地变化进行准确的预测。气候系统

间进行演化。如果更进一步的话，这并没有提供一个反

过程的复杂性使得人们不能用外推过去趋势的方怯，或

馈的检验，尽管明显的差值倾向于一个正的晴空水汽反

统计的方讼，或其它纯经验的技术去研究未来的气候。

馈，其量级可以和模拟中的相比。

气候模式可以用来研究对未来辐射因子不同输入情景的

气候响应（章节的。同样地，预测未来二氧化碳（含各种

:A

不同碳库的相对吸收）以及其它温室气体释放对气候的

影响需要人们对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理解，并把这些过
程考虑进数值碳循环模式中。

叫 I 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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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相对于二氧化碳的直接全球增温潜能（ GWP ）（对于大气寿命有确切值的气体）。全球增温潜能是估计由于大
气释放 l 千克特定温室气体而带来的全球增温相对于大气释放 1 千克二氧化碳所带来的全球增温的比值。不同时
间尺度全球增温潜能的值不同表示了不同气体的大气寿命的影响。［根据表 6. 7］。
寿命
（年）

气体
二氧化碳
甲烧
氮氧化物

全时球间增长度温潜（年能)
20 年

100 年

500 年

C02
CH4
N10

11

124~b

62
275

23
296

7
156

HFC-23
HFC-32
HFC-41

CHF3
CH2F2
CH3F

260
5.0
2.6

9400
1800
330

12000
550
97

10000
170
30

HFC-125
HFC-134
HFC-134a
HFC-143
HFC-143a
HFC-152
HFC-152a
HFC-161

CHF2CF3
CHF2CHF2
CH2FCF3
CHF2CH2F
CF3CH3
CH2FCH2F
CH3CHF2
CH3CH2F

29
9.6
13.8
3.4
52
0.5
1.4
0.3

5900
3200
3300
1100
5500
140
410
40

3400
1100
1300
330
4300
43
120
12

1100
330
400
100
1600
13
37
4

HFC-227ea
HFC-236cb
HFC-236ea
HFC-236fa
HFC-245ca
HFC-245fa
HFC-365mfc
HFC-43 lOmee

CF3CHFCF3
CH2FCF2CF3
CHF2CHFCF3
CF3CH2CF3
CH2FCF2CHF2
CHF2CH2CF3
CF3CH2CF2CH3
CF3CHFCHFCF2CF3

33
13.2
10
220
5.9
7.2
9.9
15

5600
3300
3600
7500
2100
3000
2600
3700

3500
1300
1200
9400
640
950
890
1500

1100
390
390
7100
200
300
280
470

3200
50000
10000
2600
2600
3200
4100
3200

15100
3900
8000
5900
5900
6800
6000
6100

22200
5700
11900
8600
8600
10000
8900
9000

32400
8900
18000
12400
12400
14500
13200
13200

氢氟碳

全氟品种

SF6
CF4
C2F6
C3Fs
C4F10
c-C4Fs
CsF12
C6F14
酷和卤化磁

0.015

CH30CH3

<<1

HFE-125
HFE-134
HFE 143a

CF30CHF2
CHF20CHF2
CH30CF3

150
26.2
4.4

12900
10500
2500

14900
6100
750

9200
2000
230

HCFE-235da2
HFE-245fa2
HFE-254cb2
HFE-7100
HFE-7200
H -Galden 1040x
HG-10
HG-01

CF3CHClOCHF2
CF3CH20CHF2
CHF2CF20CH3
C4F90CH3
C4F90C2Hs
CHF20CF20C2F 40CHF2
CHF20CF20CHF2
CHF20CF2CF20CHF2

2.6
4.4
0.22
5.0
0.77
6.3
12.1
6.2

1100
1900
99
1300
190
5900
7500
4700

340
570
30
390
55
1800
2700
1500

110
180
9
120
17
560
850
450

a 甲皖的全球增温潜能包括了它对平流层水汽和臭氧贡献的间接影响。
b 甲烧和氧化亚氮的值经过了时间调整，这主要是考虑了它们在生存期间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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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 ：气候模式：是如何建立的？又该如何应用？

综合 气候模式是建立在用数学方程表示的物理

环和海洋碳循环，而大 气化学组成部份则均在 气 候

定律基础之上，它的求解是采用全球三 维格点来得

模式本身之外运行。当然，最终目的是尽可能考虑

到的。对于 气候模拟来说，气候系统的主要组成都

所有的地球气候系统组成部份及其相互作用，在对

应在子模式（大 气 ，海洋，陆地地表，冰 雪 圈，以及

未来 气候变化的预测中不断考虑到各个组成部份的

生物圈）中有所表达，其中包括它们本身之间以及相

反馈影响。下图显示出气候模式过去，现在和未来

互之间的过程。本报告中的大多数结果都来自模式

的可能演化。

结果，这包括这些所有组成的一 些内容。包含大气

和海洋祸合过程的全球气候模式也称之为大气 一海

有些模式通过“通量调整”来处理误差或近地

洋环流模式（ AOGCM ）。例如，在大气模式中，有描

通量 不平衡，这些都是为了使得模拟与观测结果更

述大尺度动量、热量 以及湿度传输的方程。类似的

接近而根据经验在大气和海洋界面上在一定时间内

方程在海洋模式中也存在。目前典型的大气模式分

进行的系统校正。人们设计了 一个技术，以去除一

辨率是大约水平 250 公里和垂直 1 公里（边界层以

些模式误差对结果的大部分影响。经常采用的方法

上）；典型的海洋模式分辨率是大约水平 125-250 公

如下：首先用模式进行一 次“控制”气候模拟，然

里和垂直 200- 400 公里。模式中方程的积分步长是

后用模式进行气候变化试验模拟，例如增加模式大

半个小时。许多物理过程，例如与云和海洋对流相

气中 二氧化碳的浓度。最后，两者的差被用来估计

关的过程，其空间尺度远小于模式格点，故不能用

由于扰动带来的气候变化。这种误差技术过滤掉了

模式模拟进行显示求解。它们的平均影响通过考虑

模式中大多数人为调整影响，以及前后不同模拟过

与大尺度变量的物理相关而近似地被考虑。这种技

程中的系统误差。然而，不同模式结果的比较使得

术就叫做参数化。

某些误 差特征对结果输出的影响仍十分显著。

为了对未来气候变化进行定量预测，人们必须

地球气候系统的许多方面是无秩序的，例如它

用气候模式对控制未来气候变化的所有重要过程进

的演化对初始状况小的扰动非常敏感。这种敏感性

行模拟。随着计算能力的日益强大，气候模式在过

限制了为时两周的中期天气预报的可预报性。然

去的几十年里业已发展起来。这期间，气候系统各

而，由于气候系统更缓慢变化组成部分对大气的系

组成部份的模式，包括大气，陆地，海洋，海冰，均

统影响，气候仍然有其可预报性。不管怎样，为了

独立发展完成，并逐渐实现桐合。不同组成间的桐

能够在目前的初始条件和模式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作

合困难重重。最近，硫循环组成部份被搞合进气候

出可靠的预报，人们需要用不同的全球模式，在不

模式，它们被用来考虑硫的排放以及气溶胶粒子的

同的初始扰动情况下进行多次重复运算。这些集合

氧化形成。目前在少数几个模式中考虑了陆地碳循

是对气 候状况进行概率预报的基础。

以吸收和反射太阳辐射（从而降低地表 气 温），同时又吸

性的整体表示而在模式中 有很大的改进。 云表现为 气 候

收和放射长波辐射（从而增暖地面） 。 这些作用的整体效

模拟中 一 个显著的潜在误 差。 模式系统性地低估 云 对太

果取决于云的高度、云的厚度及其辐射特性。 云 的辐射

阳辐射的吸收，这种可能仍然是 一 个存在争执的问题。

特性和变化取决 于大气 中水汽 、 水粒 、 冰粒、大气气溶

云净 反馈的 符号还是一 个不确定 的问题， 不 同的模式给

胶的分布和云的厚度。尽管还有相 当 大的 不确定性 ，云

出了相 当 大的 差异 。 更进一步的不确定性来自 于 降水过

参数化的物理基础因在云水收支方程中引人云微物理特

程，及在 准确模拟日循环及降水量 和频率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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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模式的发展、过去、现在、及将来
20世纪70年代中期

大气

20世纪80年代中期

仁

20世纪90年代初

20世纪90年代末

当前

21 世纪初？

非硫酸盐气溶胶

非硫酸盐气溶胶

大气
陆地表面

硫循环模式

框 3 ，图 1 ：过去 25 年气

海洋碳循环模式

候模式的发展变化，其中
显示了不同变量的独立发
展，以及捐合到复杂气候

大气化学

模式的过程。

综合大气一海洋环流模式非常复杂，需要大量的运

动力和物理过程的简化。简单的，较复杂的，综合的

行计算资源。为了探讨温室气体排放的不同情景，以及

模式一起构成了“气候模式系列”，它们对于探讨模式

更全面地估计模式参数化假定或近似的影响，简单模式

参数化的选择，评估气候变化的重要结论起着唇齿相

也得到广泛应用。这些简单模式包括模式分辩率的降低，

依的作用。

平流层

流层低层的温度降低被归因于臭氧的减少，南极的臭氧

涧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非 C02 浓度的增加。对流层中产

由于手旅层结构的变化和对其辐射与动力过程的重

生的波动可以传播到平流层，并在那里被吸收。结果，平

要作用的认坝，平就层在气候茶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

流层的变化会改变这些波的吸收地点和方式，这种作用

得到重视。大气中包括平流层的温度变化的垂直廓线，

又可以下传到对流层。太阳光照的变化，主要是在紫外

是检测和成因研究中 一个重要指标。大部分观测到的平

波段（ UV），会引起由光化学反应造成的臭氧变化，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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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平流匡加热速率并进一步改变对流层的环流。分辫

包括最新陆面表征的模式研究表明 ， C02 增加对植

率的局限和对一些平流层过程相对较差的描述，增加了

仿生理的直接效应，可以导致热带大肪地区土壤水分蒸

模式结果中的不确定性。

发蒸腾损失总量的相对减少，这与区域增暖和变干相联

系的，由通常的温室效应预测的。当入为气候变化协口，
海洋

气温增加，降水变化，净辐射加热变化，和 C0 2 的直接
效应）可以影响陆面状况（如，土壤湿度，反照率，粗糙

在海洋过程的模拟方面存了一些大的进展，待别是

度和植被）时，陆面变化有重要的反馈作用。能量 、动量、

热量传输方面。这些进展，与分辨率的增加相联泵，在

水、热量和碳在陆面和大气间的交换，在模式中可以被

减少模式对通量调整的要求，形成自然大尺度环流莹的

定义为局地植被类型和密度，以及土壤厚度和物理特性

其实模拟和改进厄尔尼诺模在｛方面非常重要（见 f/I 4)

的函数，它们都基于由于使用卫星观测而不断得到改进

0

海洋洋流携带热量从热带到高纬度地区。海洋与大气交

陆面数据库 。 最近在植物光合作用和水利用方面的认识

换热量、水（通过蒸发和降水）、和 C02 。由于其巨大的

进展在新一代的陆面参数化中，被利用来稿合陆地能量、

质量和热容量，海洋减缓了气候变化，并影响海一气系

水和碳循环，它们已为场地观测验证并引入到部分 GCM

统变率的时间尺度特征。在与气候变化相联系的海洋过

中，得到了陆地一大气通量模拟中可证实的改进。尽管

程的了解方面有了较大进展。分辨率的增加，以及对重

如此，在土壤湿度过程、径流预报、土地利用改变和雪

要的次网格尺度过程（如中尺度涡旋）表征（参数化）的改

以及次网格尺度不均匀性处理等方面还有一些重要的问

进，增加了模拟的真实性。在小尺度过程，如溢流（通过

题需要解决。

狭窄通道的洋流，如通过格陵兰和冰岛的），西部边界流
（即沿岸的大尺度狭窄流），对流和混合等的表征方面仍存

陆面覆盖的改变可以在几方面影响全球气候。潮湿

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对气候的影响还不清楚，气候

的热带地区（如南美，非洲和东南亚）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已

模拟中的边界流较实际的弱而宽。

被证实为最重要的在进行中的陆面过程，因为它减少了
蒸发，增加了表面温度，这些作用已经定性在模式中得

冰冻圈

到体现。但是，大规模森林砍伐，特别是在亚马逊河地区
对水文循环的定量作用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海冰过程的表征在不断改进，现在一些气候模式

引入了冰动力过程的物理处理。全球模式中，对陆地冰

破循环

过程的麦征仍需发展。冰冻圈包括地球上那些季节性或

长年性被雪冰覆盖的地区。海冰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较

基于过程的陆地和海洋碳循环模式的最新进展和它

海面反射更多的入射太阳辐射（即有较高的反照率）；并且

们相对于观测的检验，给它们在未来情景研究中的应用

在冬季绝缘海洋，减少其热量损失。这样，海冰的减少

提供了可靠依据。在自然界中， C02 快速地循环于大气、

给高纬度气候变暖提供一个正的反馈。更进一步，由于

海洋和陆地。但是，人类活动引起的 C0 2 扰动需要非常

海冰较海水包含较少的盐，因此海水结ilk 时，海洋表层

长的时间才能够消除。这是由于海洋和陆地碳储存地增

的含盐量（盐度）和密度会增加。这促进了与低层海水的交

加率受到限制的过程引起的。人为 C02 由于海水的高溶

换，而影响海洋环流。冰山的形成和冰架的融解将淡水

另 一（因碳化学 的自然性质）而被海洋吸收，但吸收的速度

由陆地返还海洋，因此这些过程速度的变化可以通过表

由于有限的垂直混合速度而受到限制。人为 C02 被陆地

面盐度的变化影响海洋环流。雪盖较陆地有较高的反照

生态系统的吸收有几种可能机制，如土地管理， C0 2 施

率；因此，尽管作用比海冰小，雪盖的减少也会导致类

肥作用（由于大气 C02 浓度增加引起的植物生长的加强），

似的正反照率反馈。雪方案和冰覆盖及其厚度的次网格

以及人为 氮输入的增加。这种吸收由于只有相对较少份

尺度变率的复杂性不断增加，这可以显著地影响反照率

额的植物碳可以进入长期储存（木材和腐植质）受到限制。

和大气一海洋交换，它们已经被引入部分气候模式。

排放的 C02 被海洋和土地吸收的比例随 C02 浓度的增加

会减少。基 于过程的海洋和陆地碳循环模式（包括物理，
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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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进行比较评估。不建立模式来模仿碳循环中人类活

式中已包括许多相关的过程，但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来

动的扰动，并能够产生与观测到的全球趋势总体类似的

准确描述这些自然状态。更进一步，由于 ENSO 和 NAO

海洋和陆地碳吸收的时间序列。模式间还存在很大的不

是区域气候变化的决定性因子，并且可能引起突发和超

同，特别是在如何处理物理海洋环流和陆地生态系统对

出直观想象的变化，因此在严格取决于局地变化的气候

气候的局地响应方面。尽管如此，现在的模式一致指出，

变化的这些方面存在着增加的不确定性。

当气候变化的效应得到考虑时，海洋和陆地对 C02 的吸
收会减小。

D.2 辑合系统

温盐环琉（ THC}

温盐环流（THC）在大西洋中纬度热量输送中起着主
要的作用。由温度和盐度效应引起的密度差异引起的

如D. l 节所指出的，气候系统各不同的组成部分（大

THC 是海洋中全球尺度的循环。在大西洋表层温暖海水

气，海洋，冰雪圈，陆面）内部间存在着许多的反馈。

向北流动，在北大西洋下层冷咸海水回流，这一过程中

但是，许多重要的过程和反馈的发生是通过气候系统各

热量得到传输。大西洋 THC 的重新组织可以由表面浮力

组成部分间搞合来实现的。它们的表征程度对预测大尺

的扰动触发，

度响应是非常重要的。

流、海冰形成、热量交换、

影响表面浮力的有降水、蒸发、

大陆径

导致区域和全球气候变化的

过程等。考虑到 THC 的引人，大气和海洋的相互作用看
自然变率模态

起来也对年代际和更长时间尺度有重要影响。大尺度大
气强迫的相互影响，包含有在低纬的加热和蒸发，在高

现在越来越认捉到，自然环苑犁，并11ENSO和NAO,

纬的降温和降水增加，组成了现代大西洋THC 潜在不稳

在全球气候及其年际和更去时间尺度变率中起着至关重

定的基础。 ENSO 通过改变热带大西洋的淡水平衡，也可

要的作用。最强的年际尺度气候的自然波动，是 ENSO 现

能会影响 THC ，从而提供了一个低纬和高纬间的精合。

象（见框 4 ）。它是一个固有的大气 一 海洋祸合模态，其活

表征通过海底山脊和狭窄海峡的小尺度洋流的不确定性，

动中心位于赤道太平洋，但对世界范围内的局地气候都

限制了模式对 THC 显著变化的模拟。北太平洋较少的盐

有重要的影响。全球气候模式现在只能表现出代表

分，使得太平洋中不能发生深的 THC 。

ENSO 的热带太平洋的变率，这主要是通过增加赤道地

区径向分辨率实现的。类似于 ENSO 期间发生的海表温

非线性事件和快速气候变化

度和大气环流型，同样发生在年代际或更长时间尺度上。
气候系统中快速和不可逆变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北大西洋涛动（NAO）是北半球冬季大气环流变率的

但其有关机制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同样在这种转

主导型，现在已不断地得到真实模拟。 NAO 与北极：动

换的可能性或时间尺度方面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气

(AO ）紧密相连，它有一个另外的环北极的分量。有很强

候过程包括许多复杂的过程和反馈，它们以复杂的非

的证据表明， NAO 主要是由于对流层一平流层系统的大

线性方式进行相互作用。如果系统被充分扰动的话，这

气内部过程引起的。大西洋海表温度（ SST ）的波动与

种相互作用可以引起气候系统超过临界状态。从极地

NAO 的强度相联系，在 NAO 和大西洋间一个中等强度

冰芯获取的证据表明，大气状态可以在几年内变化，大

的双向相互作用，会导致年代际变率，其出现对气候变

尺度半球的变化可以有几十年那么快。例如，大西洋

化预测十分重要。

THC 的快速转向崩溃的临界的可能性，已被 一 系列模

式所证实。现在还不清楚这种临界值是什么，以及人

气候变化可以麦现为围绕平均值的变动，同时也可

类活动引导超越它可能性有多大（见章节 F .6 ）。大气环

以麦现为其对待定气候状态的倾向，如已证明的，观测

流可以被描述为不同的倾向性类型：例如，从 ENSO 和

到的最近 30 年 NAO 指数向正值发展的趋势，以及 1976

NAO / AO 引起，以及它们位相的变化会发生得很快。

年以来热带太手岸的气候“合移”。祸合模式可以模拟观

基本的理论和模式说明气候变化可以首先被描述为这

测到的自然气候变率特征，如 NAO 和 ENSO ，这表明模

些形态出现频率的变化。植被的变化，或者通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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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4 ：厄尔尼诺 ／ 南方涛动

在年际时间尺度上最强的自然变率是厄尔尼

流动和转向。这样，较冷的富含营养的海水沿赤道和

诺 ／ 南方涛动（ ENSO ）。“厄尔尼诺” 一词，最早是指

美洲西部沿岸自下层上翻，有利于浮游植物、浮游动

每年在圣诞节期间发生的，沿秘鲁海岸向南的弱的

物、以及鱼的发育生产。由于对流和雷暴易于在暖水

暖洋流，仅与其后不寻常的大的增暖相连。但是，这

上方发生，海表面温度的分布型决定了热带地区降水

种沿岸的增暖， 一 般与国际日界线附近的更广阔海

的分布，反过来，这通过潜热释放又决定了大气加热

洋的异常增暖相联系，而就是这个太平洋海盆范围

型。加热驱动热带大尺度季风型环流，从而决定风的

现象建立了其与异常全球气候型的连接。与“厄尔尼

整体情况。热带这种大气和海洋间很强的祸合作用引

诺”相连的大气部分就是“南方涛动”。科学家们经

起了厄尔尼诺现象。

常将这种大气和海洋共同作用的现象合起来，称为

ENSO （厄尔尼诺一南方涛动）。

厄尔尼诺期间，从热带西太平洋来的暖水当信风

减弱时向东迁移，使热带风暴的分布型迁移，进一 步
ENSO 是一个自然现象，在珊珊芯和安第斯山

减弱了信风，从而加强了海水温度的变化。当暖水沿

脉的冰芯证据表明，它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赤道太平

赤道向东涌动时，海面在西部下降，而在东部升高，

洋地区的海洋和大气条件很少达到平衡状态，但厄

最高达 0.25 米。但是，大气环流的变化并不局限于热

尔尼诺与它的反位相拉尼娜，由 一 个赤道太平洋海

带地区，而是伸展到全球，影响急流分布和中纬度的

盆范围变冷组成，两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波动是不

风暴路径。大致相反的型式发生在相反的拉尼娜相位

规则的，倾向于 3 到 6 年周期。每次事件最强的位相

现象中。

一般可以延续为大约一年。
与 ENSO 相联系的变化产生了每年全世界天气和

太平洋海表温度明显不同的分布型，决定了

气候很大的变化。这些经常对人类和社会有深远的影

ENSO 事件不同的阶段。关键的特征是，位于赤道西

响，因为和它们经常相联系的有干旱、洪水、热浪和

太平洋的“暧池”，那里有全世界最暖的海水；东太平

其他 一 些严重破坏农业、渔业、环境、健康、能源需

洋冷很多的海水；和沿赤道在 10 月份最强、 3 月份最

求、空气质量以及火灾危险等的变化。 ENSO 在模

弱的冷舌。大气在赤道从东方来的信风，将西部的暖

拟大气中 C0 2 变化中也起着显著的作用。热带太平洋

水堆积起来，产生沿赤道从东向西 0.60 米高的向上

正常的富营养和 C0 2 海水上翻，在厄尔尼诺期间被抑

的斜坡。风驱动表面洋流，这决定了表面海水向哪里

制。

的人为森林砍伐或者通过 全球变暖，可以发生得很快，

坷。在SAR 以采 ， 加强区域细节的技术也得到了显著提

可能 会 导致进 一 步的气候变化。大约 5,500 年前撒哈

高，并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它们被划分为 三类：

拉的快速出现，可能代表了这种陆地覆盖的非线性变

和可调节分辨率的 AOGCM ；区域（或嵌套有限区域）气

化的 一 个例子 。

候模式（RCM ）；以及经验 ／ 统计和统计 ／ 动力方怯 。 这

高

些技术表现出了不同的长处和短处，它们在大陆尺度的

D.3 区域化技术
在 SAR 中，区域气候信息仅给予了有限程度的强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应用强烈取决于特定应用的 需 求 。
总体来说，粗分辨率的 AOGCM 可以较好地模拟

仁：！科学基础

j 第 －工作组技术摘要

大气手均环旋待征。在区域尺度，它们依地区不同，模

以不使用通量调整进行运行，这种改变来自于大气和海

式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平均偏差变化很大；在次大陆级的

洋两个组成部分的改进。在大气模式中，对流、边界层、

地区，平均的季节温度误差典型值为 ±4 ℃，降水的偏

云和地表潜热通量方面的改进得到广泛关注。在海洋模

差为一 40 到＋ 80% 间。这表明了与 SAR 评估的 AOGCM

式中，改进体现在分辨率、边界层混合以及涡旋的表示

相比，有了重要的改进。

等方面。使用和不使用通量调整的模式得到的气候变化
研究结果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尽管如此，稳定的、不

自 SA R 以来高 ／ 可变分辨率大气环流模式
(AGCM）通常表明，模式中的动力和大尺度流随分辨率

使用通量调整的模式的发展增加了它们在模拟未来气候
能力 15 面的信心。

的增加而改进。尽管只有很少的工作，但在某些个例

中，结果表明与粗的全球模式相比，其系统误差会变

20 世纪的气候

坏。
由于一些模式使用增加的温室气体和硫化物气溶胶

自 SAR 以来，高分辨率 RCM 明显成熟很多。与

再现20 世纪地面气温增暖趋势，模式在预测未来气候方

AGCM相比，区域模式不断地改善所模拟气候的空间细

面能力的信心不断增强。这在图 13 得到证实。但是，只

节。由观测到的边界条件驱动的 RCM 所模拟的区域平均

是使用了理想化的硫化物气溶胶，其他一些额外过程和

温度误差一般低于 2 ℃（区域尺度从 105 到 106 km2），降

强迫的贡献或许还没有包括在模式中。 一 些模拟研究表

水误差一般低于50% 。区域化工作表明，在细尺度上，与

明，额外强迫如太阳变率和火山气榕胶的引入会改善所

大的区域平均结果相比，变化可能在幅度或符号上都会

模拟的 20 世纪气候变率的某些方面。

有很大的不同。模式结果之间还有相对较大的差别，尽

管形成这些差别的原因还不清楚。
D.4 能力的总体评价

极端事件

对气候模式中模拟的极端事件的分析和信心仍在显
珑，待别是对风暴路径和风暴频率。“热带气旋状”涡

自 SAR 以来，调合模式存了显著的发展和改进。

旋在气候模式中被模拟，尽管在对它们进行解释，用

总体来说，官们提供了可信的气候模拟，至少到次大

于提出可靠的关于热带气旋变化的预测方面还有许多的

/J$级尺度和从季到年代际的空间范围。揭合模式，作为

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说，对极端事件在观测（参见 B.

一小整类，被认为是提供未来气候估计的适当工具。这

6 节）和相合模式两方面的分析研究工作仍不发达。

些模式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模拟气候的所有方面（如，它

们还不能完全解释观测到的自 1979 年来的地面一对流

年际变率

层温度差别的趋势）。云和湿度还是明显的不确定性的

源，但在模拟它们方面已经有了改进。没有一 个模式可

揭合模式在模拟ENSO方面的佳能得到了改进 F 但

视为是“最好的”，使用 一 系列经过仔细检验的相合模

其位置偏西，强度总体来说低估。在适当使用表面风和

式，来探讨不同情况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对模式表现

次表层海洋数据初始化的情况下， 一些祸合模式在预测

不断增加信心的理由来自于以下方面。

ENSO 事件方面取得了 一 定程度的成功。

通量调整

模式比较

模式预测的总体信心由于一些模式不使用通量调整

模式间系统性比较的不断增加提供了气候模式不断

的良好性能而得到增加。这些模式现在 一直可得到稳定

增长能力的重要依据。例如，粮仓模式比较计划（ CMIP 〕

的、多世纪的地面气候的模拟结果，这被看作官们在用

使得能够对在标准配置祸合模式响应标准强迫运行下进

于进行气候变化顶柳时存足够的能力。许多模式现在可

行一个广泛和系统性地评估和互相比较 。 现在己能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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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不断的证据积累过程来完成。 SAR 同样指出在一
些因子中的不确定性，包括内部变率、强迫和响应的量

全球平均温度的观测值初模拟值

1.0

级和类型，这使得它们不能得到 一个确定的结论。
0.8

E . 1 检测和归困的含义

0.6

G

0.4

检测是证明一个观测到的变化比能被自然变率解释

1手

举 0.2
;::!!

得更显著（在统计意义上）的过程。归因是在一些给定可信

兰兰

度基础上建立因果的过程，包括有争议假设的评估。入

。

为气候变化强迫变化的响应，发生在自然界内部和外部

-0.2

强迫的气候变率背景下。内部气候变率，即不是被外界

一0.4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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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因子强迫的气候变率，发生在从数周到数世纪乃至上千

年的所有时间周期上。慢气候部分，例如海洋，因为与

年

天气变率想相关，而在年代际和世纪的时间尺度上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这样，气候就能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
图 13 ：相对于 1900-1930 年观测平均值的全球年平均温度距平观

测和模拟值（摄氏度），利用 AOGCM 模式，在相同的温室气体
与气溶胶强迫和少量不同的初始条件做出的控制试验和三个独立

下，产生具有相当大小的长时间尺度的变化。强迫气候

变率（信号）的外部因子，可以是由于自然强迫因子的

模拟，三种温室气体与气溶胶的模拟分别标有“运行模拟 1 ”，“运

变化，比如太阳辐射或火山气熔胶；或由于人为强迫因

行模拟 2 ”和“运行模拟 3 ”。［根据图 8

子的变化，比如温室气体浓度或气溶胶的增加。这种自

.15]

然气候变率的存在，意味着人为气候变化的检测和归因

是一个统计“信噪比”问题。检测研究证明一个观测到的
变化是否在统计意义上高度非同寻常，但并不一定意味

着我们知道它的原因。将气候变化归因为人为原因，需
要使用统计分析和对多种证据仔细的评估，在事先给定的

在某种程度上定量化的祸合模式的改进结果。古气候模

误差界限下，观测到的变化为：

式比较计划（PMIP）提供了模式对中全新世（距今6,000

· 不可能全部是因为内部变率；

年）和晚冰川最盛期（距今 21, 000 年前）模拟的比较。这

· 与所估计的且与给定的人为和自然强迫结合产生的

些模式模拟古气候某些方面的能力，与一系列古气候代
用资料相比较，给出了模式（至少在大气部分）在一系
列不同强迫下的信心。

响应一致；而且
’ 与对除去给定共同强迫的重要因素下最近气候变化

物理上可能解释不一致。

E . 2 一个更长时间的 ， 经过更仔细核查的观测记录

E ， 人类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辨认
最近 5 年中的 3 年 (1995, 1997 和 1998）是全球有仪

B 和 C 节分别给出观测到的过去气候和强迫因子的

蒜泥f1Jlif记录以来的最暖年份。对全球和半球平均温度记

变化。 D 节通过预测气候系统对这些变化的响应，对气

录观测样本误差的影响进行了估计。对基于卫星的温度

候模式进行了检验。本节使用那些信息，检验迄今人类

记录（微波辐射计， MSU ）的误差和不确定性也有了更深

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能否被识别这一问题。

人的了解。 MSU 和探空资料的差异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
解决，尽管地面和对流层低层间差别的观测趋势还不能

这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SAR 总结“有一系

列证据表明，

存在一个可辨别的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

产生影响”。它注意到人为气候变化信号的检测和归因可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被完全解释（ B 节）。最近 1,000 年新的温度重建表明，即

使考虑到在古气候重建方面很大的不确定性（参见 B 节），
最后 100 年温度的变化不可能全部归因于自然原因。

CJ 科学基础

E.3 内部变率新的模式估计
如现在的模式估计所表明的，最近 100年的变暖看
起来非常不像仅是由于内部变率引起的。言喜讯记录较

短，包括人类影响时期；古气候记录包括了自然强迫
变化，比如那些由于太阳辐射变化和重要火山喷发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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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一 些模式表示出较观测类似或大的变率，即使

模式不包括外源的变化。关于人为影响信号的检测，结
论是它对用以估计内部变率的模式不敏感，最近的变化

图 14 ：利用 三个不同的气候模式一哈得菜，地球流体动力实验

也不能单纯由内部信号解释，即使在模拟的内部变率的

室和汉堡模式，得到的 1000 年的全球平均地表气温距平控制模

幅度由于增加 2 个或更多的因子而最多的情况下。大多

拟结果，并与最近的仪器记录进行比较。模式控制试验没有表明

数最新的检测和归因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在扣除在

地面气温的趋势与观测趋势一样大，假如这些模式的内部变率是

用来作检测和归因研究的大的空间尺度和长的时间尺度
的人为信号估计外的剩余变率后，由模式估计的地表内

正确的话，最近的增暖不可能是由于气候系统单独的变化引起
的。［根据图 12.

l]

部变率与仍在观测中的剩余变率是不 一 致的。但是请注
意，用来估计不 一 致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如图 14 所示，
没有模式控制的模拟表现出地面气温趋势和最近 1,000

年的观测趋势一 样大。
巳 5 估计气候变化信号的敏感性

E ‘ 4 对自然强迫晌应的新的估计
在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和模式对人为强迫的响应方面，

基于物理原理和模式模拟的评估表明，仅有自然强

有许多定性的一致性。模式和观测均表现出金球气溢的

迫不能够解释最近观测到的全球变暖，或者观测到的大

增加，随地一海详温度差的增加，海ill<花固的结小，泳

气温度垂直结构的变化。海洋一大气全部祸合的模式使

川后退，以及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降水的增加。还存在

用最近 1 到 3个世纪的太阳和火山强迫重建资料，来估计

一些定性的不一致，包括模式预报了在中至高层对流层

自然强迫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贡献。尽管自然强迫的重

较观测到的或者卫星或者对流层探空仪的温度记录更快

建还不确定，包括它们的影响会产生长时间尺度（多年代）

的变暖这一事实。

变率的增加。这带来了与由古气候重建所带来的相近的

低频变率。有可能净的自然强迫（即太阳加火山）在过去的

在检测研究中考虑温室气体和硫化物气溶胶的所有

20 年，可能甚至是 40 年中，是负的 。 统计评估证实，模

模拟发现，在解择最近 30年地面和对旅层趋势方面， 一

拟的自然变率，包括内部和自然的强迫，不可能解释 20

小强的人为信号贡献是需要的。自 SAR 以来，有了更多

世纪下半叶的变暖（见图 15 ）。但是，存在有可以检测的

模拟考虑温室气体的增加，也有一些对气溶胶作用进行

火山对气候影响的证据，及可以检测的太阳影响的证据，

描述的方法。 一 些研究包括了温室气体的显示表示（与

特别是在 20 世纪早期。即使模式低估了太阳和火山强迫

C02 当 量 增加相对的）。其它 一 些还包括了对流层臭氧

响应的强度，空间和时间型式表明，仅有这一效果自身

变化，交互式的硫循环，硫化物气溶胶散射的显示辐射

不能解释观测到的 20 世纪的温度变化。

处理，以及改进的对平流层臭氧变化估计。大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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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相对 1880 - 1920 年平均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距平，它是根据仪器记录并与榈合海气 气候模 式强迫得到的四个模拟结果集成比

较后得到的（ a ）只有太阳和火山强迫；（ b ）包括加入棍合均匀的温室气体、平流层和对流层臭氧变化和硫酸盐气熔胶的直接和间接
作用的人类沼动强迫，（ c ）包括所有的强迫，既有自然的也有人类活动的。粗线表示的是仪器记录资料，细线表示的是每 一 个模式在四

个模式集成中的单独模拟结果。注意资料是年均值。模式资料只是在有观测点的地方采样得到。硫酸盐气溶胶变化的计算是相互影
响的，对流层 臭氧的变 化利用了 一 个化学传输模式单独计算得到。 云 的亮度（硫酸盐气榕胶的第一个间接影响）变化利用单独模拟
计算得到，并包含在模式中 。平 流层臭氧变化的计算基于观测。火山和太阳强迫基于测量到的和代用资料合成后的业已发表的研究

结果， 1990 年净的人类强迫为 i.owm -2 ， 包括由于硫酸盐气溶胶引起的净的 1.owm -2 冷 却 。气 候

1860 年， 1990 年的净自然强

迫为 0.5 wm -2 。 由于 Pinatubo 火山爆发， 1992 年是净的冷却 2.owm -2 。受 人类活动强迫的其它模式给出了与（ b ）相同的结果 。 ［根
据图 12.

7]

当气候对这些人为因子响应的检测经常还比较含糊的情

影 响的特定组合是困难的，但是所有的研究者R发现显著

况下，温室气体对过去 50 年地面气温变化影响的检测

的人类贡献在解释至少最近 30 年的地表和对流层趋势

还是确凿的。在 一 些个例中，进行了集合模拟，以减

是需要的 。

少依赖于时间的响应估计的噪音。估计气候变化信号的
不确定性，反馈过程对初始扰动起着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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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 广泛分布的检测技术

科学基础

温度

第一工 作组技术摘要

能因为自然强迫没有引人所有的模式模拟中所消除。区
分温室气体，硫化物气溶胶强迫等不同响应的研究，对

人类影响气候的证据是由根据大量的检;t)Jif技术得到

硫化物气溶胶和自然信号幅度的不确定性进行了估计，但

的。 SAR 以来的一个主要进步是所用检测技术的增加，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仍然能够在最近气候记录中检测到人

以及在使用这些技术方面结果独立于假设程度的评估。

为温室气体信号的存在。

有使用型相关的研究，也有使用一个或更多固定型及可

变时间型的优化检测研究，以及其它一些技术。研究数

使用的检测和归因方法，不应该对由小别强迫引起

量的增加，技术广度的增加，评估人为气候强迫作用能

的全球手均响应幅度的误差麦现 CH 敏感。在本报告使用

力的提高，以及结果相对于使用这些技术作出的假定的

的信号估计方怯中，信号的幅度是由观测估计而来的，而

确凿性，使得人们在检测和归因方面增加了信心。

不是模拟响应的幅度。这样估计就和那些决定晌应模拟
幅度的因子是独立的，就如模式使用的气候敏感性一样。

结果对所考虑的时问尺度和空间范围是敏感的。数

此外，如果由于一个给定强迫产生的信号被单独估计，其

十年的数据在区分出内部变率信号方面是必须的。理想

幅度在很大程度上与用以产生晌应的强迫的幅度独立。

化研究表明，地表温度变化只在 5,000 公里尺度内是可

太阳和硫化物气溶胶间接强迫幅度的不确定性不应该影

以检测的。这些研究表明，型相关研究中在模拟和观测

响估计信号的幅度。

间发现的一致程度与在理论上预计的是一样的。
海平面

大多数归因研究发现，在最近 50年，估计单独由于

温室气体增加引起的全球变暖的速度和大小，即可以与

通过海水的热力膨胀和广泛的陆冰丧失， 20 世纪的

观测到的增暖相当，或者会更大。归因研究强调运一 问

增暖对观测到的海平面升高很可能有显著贡献。在现在

题，即“相对于一个特定的强迫因子，模拟的响应幅度

的不确定性中，观测和模式都一致表明，在 20 世纪中没

是否与观测一致”。多信号技术的应用，使得能够在多个

有明显的海平面升高加速过程。

气候影响因子中分辨它们各自不同的效果。时间依赖信
号的引入，促进了自然和人为强迫影响的区分。随着更

E.7 在检测和归因中尚存的不确定性

多的晌应型的引人，不可避免地出现退化问题（不同组合

的型得到相对于观测类似的结果）。尽管如此，即使在分
析中引入了所有主要的晌应，某一明确的温室气体信号

在减少不确定性方面存了一些进展，尽管在SAR 中
辨认的许多不确定性的源仍然存在。官们包括：

仍是可检测到的。而且，大部分模式同时引入温室气体

. J1旋层中温度变化的垂直廊线在观测和模式中的差

和硫化物气熔胶的估计和在这一阶段的观测是一致的。

别。这些随着更真实的强迫历史记录在模式中的应

当人为和自然因子都被引入考虑时，就得到了最近 140年

用而减少，尽管没有完全解决。同样，在最近 20 年

模式模拟和观测最好的一致结果（参见图 15 ）。这些结果说

观测到的地面和对流层低层的趋势，不能通过模式

明，强迫的引入足以解释观测到的变化，但不排除其它

土地管理，成。

强迫也有贡献的可能性。总体来说，可以发现温度响应

从模式和观测中估计内部气候变率还有很大的不确

增加的温室气体浓度的幅度，与在考虑的尺度范围内所观

定性。尽管如上文所指出的，它们不可能是（接近很

测的结果之间存在一致性（参见图 16 ），但是在其它自然

不可能）有足够大，能够把检测到的气候变化业已发

和人为因子方面，模拟和观测还存在着差异。

生这一结论否定掉。
除最近 20 年外的，建立在代用资料或有限观测基础

所包括的其它强迫的不确定性，不妨碍最近50年人

上的太阳和火山强迫的重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为温室气体放应的确认。尽管还不确定，但硫化物强迫

温室气体对气候影响的检测，可能由于太阳强迫被

在这段时期是负的。这段时期大部分的时间，自然强迫

臭氧一太阳或太阳一云相互作用的放大，在这些不

的变化强迫也被估计为负的。这样，人为温室气体影响

改变型或者依赖于时间的对太阳强迫的响应情况下，

的检测，既不能被硫化物气溶胶强迫的不确定性，也不

而看起来很确凿。这些过程引起的太阳信号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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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模拟型号所需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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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a ）“度量指标估算”，据此将几个模式模拟的信号叠加，以重构观测记录中相应的变化。垂直线段表示由于内在变率而产生的

5%-95% 的不确定性。 一 个围绕单位量的范围意味着强迫振幅与模式模拟晌应部分叠加，其结果与相应观测变化相 一致，而一个包

含零的变 化范围意味 着 此模式的模拟信号无法被检测 。信号定义为大尺度（

> 5000 公里）范围内 1946 年到 1996 年近地面气温（相

对于 1896 年到 1996 年之间的平均）作为外部强迫的集合平均响应。第一 个输入（ G ）显示了根据观测结果仅包含对温室气体的响
应与内在变率假设得到的尺度因子和 5% 95% 的置信区间。范围明显小于 1 （与其它模式结果 一 致），说明仅由温室气体强迫的模
式对观测到的变暖信号估算过高。另外的 8 个输入表示温室气体和硫强迫（ GS ）下模式模拟的只度因子，包括间接硫酸盐强迫和对
流层臭氧强迫两个过程，臭氧强迫也包括平流层臭氧耗损（分别为 GSI 和 GSIO ）。除了 CGCMl 外，这一 范围其它模式模拟都与单

位量 一 致。很少有证据显示，在仅仅考虑 GS 信号和内在变率的假设下，模式会系统性地过高或过低估算观测到的晌应幅度（也就

是说此种诊断分析中自然强迫净效应很小）。除了 ECHAM3 （用星号表示）外，其它模式观测的残差变率与这一假设一 致。有人想
引入假设，使模式仅仅模拟对人类活动的响应，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对自然强迫的响应，因此在这些单一信号的模拟中，估算的不确

定性是不完全的。然而，正如这些不同模式模拟的 一 样，高置信度范围表明，近年来近地面温度变化不能解释为气候的内在变率造
成的。接下来的三个输入对不确定性进行了更全面的分析，这 三个输入分别代表单一 的温室气体（ G ）、硫酸盐气熔胶（ S ）、太阳
因子加火山（ N ），在只考虑太阳因子（ SO ）和只考虑火山（ V ）的情况下也进行了相应信号的模拟。在这些情况下，为了考虑自
然强迫响应中的不确定性，同时进行多个因子的模拟。不确定性在增加，但仍能检测到温室气体的响应。只有一 种情况（ ECHAM3)

似乎过高地估算了温室气体的响应（ G 信号的只度范围与单位量不一致）。但是这一结论对利用何种成分作为控制量来定义检测空
间比较敏感。目前的研究仍不清楚对引人火山信号会如何响应这 一 问题。在包含太阳因子和火山强迫的情况下（ HadCM2 和

HadCM3), G 和 S 信号可以被检测出来，与是否联合或单独估算自然信号无关，并且与单位量保持 一致（对 S 、 V 响应允许存在不
同误差）。（ b ）基于（ a ）中的结果，在 5%-95% 置信区间上，对 20 世纪全球平均增暖贡献的估算。尽管估算结果变化依赖于所假设
的模式信号及强迫，并且估算一 个以上的信号会出现高的不确定性，但是所有模式模拟的结果都表明，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对 20 世纪全球变暖具有明显的贡献。［根据图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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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它们还没有引入模式中，也有许多推测性。

框 5 ，简要描述了四个 SRES 框架及其情景系列的主要特

· 人为强迫中的离不确定性与气熔胶的影响存关。目

征）。这些 SRES 情景没有考虑额外的气候行动计划，也

前的检测和归因研究尚未包括一些人为因子的影响，

就是说， SRES 中没有任何情景明确假定履行联合国气候

诸如有机碳、黑碳、生物质气溶胶、土地利用变化

框架公约或京都议定书中的排放目标。但是，温室气体的

等。尽管它们各自的全球影响估计相对较小，但是

排放直接受到为其他目的而采取的非气候政策的影响

这些强迫的影响量级和空间分布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例如空气质量）。此外，政府的政策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影

不同模式对同一强迫的聊应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

晌温室气体的排放，如人口的变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异，往往远大于同一模式是否考虑气溶胶的影响所

技术变化、资源利用、污染治理等等。这些影响明确地体

存在的差异，这充分说明气候变化预测存在非常大

现在 SRES 的发展框架及相应的情景当中。

的不确定性，同时有必要通过获得高质量的观测记

录和进一步完善模式来量化和降低不确定性。

由于 SRES 到 2000 年 3 月 15 日才被通过，模式模拟

者没有时间将最后通过的情景应用到模式中去，也来不
在， 8 概要

及在第三次评估报告中反映出相应的模拟结果。但是，根
据 1998 年 IPCC 主席团的决定，情景草案已经提前提供

根据新的证据，并考虑到尚存在的不确定性，最近

给模拟者，以便于第三次评估报告的编写。当时，直接从

50 年来观溯到的大部分变暖可能是由于温室气体放度的

每个框架（ AIB 、 A2 、 Bl 和 B2 ）的情景群组中选取了

增加而引起的。

一个标示性情景。标示性情景是基于其初始的量化值能
充分反映框架及模式的特征而选取的。标示性情景不意

F ，地球朱来气候预测

味着或多或少比其它的排放情景更可能发生，但它只是
作为某一框架的示意性情景。后来在 Al 系列中选择了其

气候模式作为一种工具，将各种强迫因子（例如温

它两个情景（ AIFI 和 AIT ），这两个情景分别代表了在

室气体、气溶胶等）的未来情景作为模式输入，给出一系

其它强迫因子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两种不同技术的发展方

列预计未来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的可能性。 F .1 部分描述

向。因此 6 个情景组均有一个用来示例的情景，所有都具

了 IPCC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SRES ）中给出的强迫因子

有同等的可能性。由于后来两个情景在最后阶段才被捷

的未来情景，本节中提出的未来变化也是尽可能基于这

出来，因此在本报告中 AOGCM 的模拟结果只用了四个

些情景做出的。 F.2-F.9 部分给出了未来气候变化的预

草案标示性情景中的两个作为模式输入。目前，仅有 A2 、

测结果。最后， F .10 给出了未来温室气体浓度稳定的情

B2 情景被多个 AOGCM 模式综合在一起应用。简单气候

景下气候变化的预测结果。

模式应用所有 6 个示意性情景，其输出结果是 AOGCM

模式模拟结果的补充。在许多情况下，也采用 IS92a ，以

f, 1

1陀C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销自）

便同第二次评估报告（ SAR ）中的结果进行直接对比。

1996 年，为了有效地更新和替代众所周知的 IS92 系

SRES 中最后确定的四个标示性情景与本报告中用于

列情景， IPCC 着手制订一套新的排放情景。 IPCC 排放

AOGCM 试验使用的情景草案只存在很小的差异。为了

情景特别报告（ SRES ）对这些被批准的新排放情景进行

确定草案和 SRES 中的情景之间的差别可能产生的影响，

了描述。分别拟定出四个不同的叙述性框架来一致地描

四个情景草案和最终标示性情景分别被用于一个简单的

述排放驱动因子及其模变之间的关系，并且为有关情景

气候模式来进行研究。其中三个标示性情景（ AIB 、 A2 、

量化奠定了基础。最后确定的40个情景广泛涵盖了人口、

B2 ），分别应用其草案和 SRES 情景模拟出的温度差异很

经济、技术等方面未来温室气体和硫排放驱动因子（其

小。对于所有的这些情景来说，主要的差异在于用于标准

中 35 个情景包含运行气候模式所需要的所有温室气体资

化的值从 1990 年变为 2000 年，使得该期间早期产生一个

料）。每一个情景都代表了四个框架中某一特定情景的量

较高的强迫。净强迫存在很小的差异，到 2100 年，随着

化描述。所有基于同一框架的情景组成一个情景系列（见

这些情景两个版本间的温度变化差异达到 1%-2% 的范

201

气 候 变 化 2001

综合报告

框 5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SRES ）中的排放情景

A1. Al 框架和情景系列描述的是一个这样的未来

技术变化越来越分离，低于其它框架的发展速度。

世界，即经济快速增长，全球人口峰值出现在 21 世纪
中叶、随后开始减少，新的和更高效的技术迅速出现。

81. Bl 框架和情景系列描述的是一个均衡发展的

其基本内容是强调地区间的趋同发展、能力建设、不

世界，与 Al 描述具有相同的人口，人口峰值出现在世

断增强的文化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地区间人均收入差

纪中叶，随后开始减少。不同的是，经济结构向服务

距的持续减少。 Al 情景系列划分为 3 个群组，分别描

和信息经济方向快速调整，材料密度降低，引人清洁、

述了能源系统技术变化的不同发展方向，以技术重点

能源效率高的技术。其基本点是在不采取气候行动计

来区分这三个 Al 情景组：化石密集（ Al FI) 、非化石

划的条件下，更加公平地在全球范围实现经济、社会

能源（ AlT ）、各种能源资源均衡（此处的均衡定义为，

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假设各种能源供应和利用技术发展速度相当的条件
下，不过分依赖于某一特定的能源资源）。

B2.B2框架和情景系列描述的世界强调区域性的
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全球人口以低于 A2

A2. A2框架和情景系列描述的是一个极其非均衡

的增长率持续增长 ， 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技术变

发展的世界。其基本点是自给自足和地方保护主义，

化速率与 Al 、 Bl 相比趋缓 、 发展方向多样。同时，该

地区间的人口出生率很不协调，导致持续的人口增

情景所描述的世界也朝着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的方向

长，经济发展主要以区域经济为主，人均经济增长与

发展，但所考虑的重点仅仅局限于地方和区域一级 。

围 ， 这些差异将随之减小 。 但是，对于 Bl 情景，最后版

970ppm （比 1750 年的 280ppm 超出 90% 到 250% ）。如模

本中的温度变化明显偏低，作为所有温室气体均达到低

式所示，由于海洋和陆地对 C02 的吸收量减少，陆地和

排放标准的结果， 2100 年将产生大约 20% 的温度 变化的

海洋气候反馈的 净效应使得大 气 中的 C02 浓度进一步增

差 别。

高。不 确定性 ， 特别是陆地生物圈的 气候反馈幅度的不

确定性，将导致每一 个情景 出现大约从一 10% 到 30% 的

图 17 六个示例情景给出了 C0 2 、 CH4 、 N 2 0 三种
主要的温 室 气体及 S0 2 的人为排放。很显然这些排放情

变化 ， 总的范围为 490ppm 到 1260ppm （比 1750 年浓度
值超出 75% 到 350% ） 。

景覆 盖 很大的排放范围。为了比较，图中也给出了

IS92a 排放情景 。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有别于 IS92a, 6

增加陆地生态茶纺碳存僻的措施将影聊大气 中的C02

个 SRES 排放情景的 S0 2 的排放明显减少， 这主 要归因

放度， 但是通过这一手段 C02 放度减少的土月2手均为 40一

于能源系统结构调整以及人们对局地和区域空 气污染的

70ppm 。 在本世纪 ， 如果历史上土地利用变化排放的碳能

关注。

够重新存贮在陆地生物圈（例如通过再造林） , C02 的浓
度将降低 40 到 70ppm 。 因此 ，在本世纪内 ， 化石燃料的

F.2 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未来变化的预测

202

C02 排放明显地控制着大气 C02 浓度的变化趋势 。

模式表明 ， SRES示例情景将产生极其相异的 C02 浓

模式 计算结果表 明 ，到2 100 年主要的非 C02 的温室

度变化轨迹（见 图 1 8） 。采用 SRES 示例排放情景，碳循

气 体浓度在 6 个 SRES 示例情景 中差异很大。 总的来说 ，

环模式预测 2 1 0 0 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将达到 540 -

AlB 、 A l T 和 Bl 增加最少，而 A l FI 和 A2 增加最多。 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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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8 年到 2100 年的变化范围是一 190 到＋ 1970ppb

(-

学中具有重要作用， CH4 和 HFC 两种温室气体在大气

1 1 到 1 12% ，而 N20 从＋ 38 提高到＋ 144ppb (+12 到

中的存留时间将会因此发生变化。这很大程度上取决

+46%) （见图 17b 和 c ）。 HFC ( 13 旬， 143a 和 125 ）从

于 NO x 和 co 排放的数量及其之间的平衡。经计算，

当今可以忽略的水平升高到了成百上千的 ppt 浓度值。

2000 年到 2100 年对流层臭氧的变化范围是一 12 到

PFC CF4 预计升至 200 到 400ppt ，而 SF6 预计升至 35

+62% 。 21 世纪预计 AIFI 和 A2 情景下臭氧排放增加

到 65ppt 。

地球气候系统将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两倍多。臭氧浓度
的升高是由目前人为 NO x 和 CH4 排放同时和大幅度增

对于 6 个 SRES 示例性排放情景来说，间接的温室

co,

气体 （NOx,

加所造成的。

voe ） 和 CH4 排放的可能变化，预

计将改变对流层短基 （ OH ） 的全球平均浓度，到下个

这 6个SRES示例’！育景中一些情景所预计的全球温室

世纪变化范围从 －20% 达到十 6% 。由于 OH1=£对流匡化

气体和其他污染物排放的大幅度增加，除导致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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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6 个 SRES 示例性情景 AlB,

2000

2020

年

A2,

Bl 和 B2, AlFI 和 AlT 中，

C02, CH4, N20 和 二氧化硫的人为排放量 。 为了对比，还

给出了 IS92a 情景的结果。［根据 IPCC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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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这个问题会跨越大陆边界，并在半球尺度上与
1300

NOx 的排放发生搞合和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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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强迫以毁林速率表示。 SRES 排放情景包括了人为

气溶胶（例如磷酸盐气溶胶，生物质气溶胶，黑碳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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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机气溶胶）排放增加或减少这两种可能性，这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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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方法用于气候预测 。为了对比，也给出了 IS92a 情

景的辐射强迫。很明显，这些新的 SRES 情景与 IS92 情
景相比，涵盖的范围更大。这主要是因为 SRES 情景同

350

IS92 情景相比降低了未来的 S02 排放量，而且一些 SRES

情景的累积碳排放量也较大。

300
1980

2000

2020

2040

2060

2080

2100

在几乎所有的 SRES情景中， C02 、 CH4 、 N10 和对
图 1 8 ：对 6 个 SRES 情景和 IS92a 情景，运用目前的方法计算出

流层臭氧的辐射强迫持续增强。其中 C02 辐射强远占总

的大气 C02, CH4 和 N20 浓度值。［根据图 3 .12 和 4.14]

辐射强迫的比例将从一半提高到 3 / 4 。由于采取抑制平

流层臭氧损耗的控制措施，消耗臭氧层气体所造成的辐

射强迫得以下降。直接气溶胶（硫酸盐和黑碳及有机碳
化合物）的辐射强迫（相对于 2000 年）在各情景中是不
外，还将造成全球环境恶化。由于提高对流层臭氧的本

同的。直接气 j容胶加间接气j容胶的作用在数量上比 C02

底水平， SRES A2 和 Al FI 情景预计的变化将使全球大

的作用要小。对未来强迫的空间分布未作估算。简单气

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下降。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的夏季，

候模式的计算考虑了气溶胶对云的间接影响，与 S02 排

近地面 03 的浓度平均升高 30ppb 或更多。其本底水平将

放呈非线性关系，同 SAR 一样，计算时假定当前日辐射

提高到 80ppb ，这将使大多数都市甚至农村地区难以达

强迫量为－ 0.swm-2 。

到现有的空气质量标准。农作物和森林生产力也会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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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模式结果：至 2000 年的历史人为辐射强迫估算量，和 6 个 SRES 示例性情景的辐射强迫量。图中阴影区域涵盖了 35 个

SRES 情景的辐射强迫范围。计算方在去基本完全采用各章中描述的方法。这些数值是基于 7 个 AOGCM C02 加倍条件下的辐射强迫
得出的。利用同样的计算方毡，也给出了 IS92a, IS92c 和 IS92e 强迫值。［根据图 9 .13a]

F.3

未来温度变化的预测

j容胶影响的两种情况下，其地表温度的晌应方式更为相

似。
AOGCM 的结果

模式推算出几个大只度气候变量的变化。由于气候

气候敏感性可能处在 1.5 ℃ －4.5 ℃范围内。与 1990

系统辐射强迫的变化，陆地增暖速度和幅度大于海洋，并

年 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及第二次评估报告相比，该估算

且在高纬度地区出现强的相对变暖。根据模式推算，在北

没存发生变化。气候敏感性是指在 C02 浓度加倍的情况

大西洋和环南极海域，相对于全球平均来说，出现较小的

下全球表面温度的平衡响应。由于气候模式及其内在反

地表气温升高；在许多地区，气温的日变化范围缩小，夜

馈机制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与云相关过程的反馈机制的

间最低温度的增加大于白天最高温度的增加。许多模式

不确定性，致使估算出的范围往往偏大。 IPCC 本次评

表明，在北半球陆地，冬季地表气温日变化总的来说减

估报告中第一 次使用瞬时气候响应（ TCR ）。 TCR 定义

小，而夏季日变化增大。由于气候变暖，推算结果显示冰

为在 C02 浓度加倍时间范围内以 1% ／年速度增加的试

雪覆盖和海冰的范围将缩小。所有这些变化与近年来的

验中，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所发生的变化。假定这种二氧

观测趋势一致，正如 B 章节所述。

化碳浓度升高速率反映了所有温室气体的辐射强迫。

TC R 综合了模式敏感性各种要素及影响响应的因子

将AOGCM对一系列情景进行的多模式集合预报用

（例如海洋的热吸收）。目前 AOGCM 使用的 TCR 范围

于量化平均气候变化和模式模拟结果的不确定性。到 21

为 1.1 ℃－ 3.1 ℃。

世纪末（ 2071

2100年），全球平均表面气温的平均变化，

相对于 1961-1990 年，对 A2 析、示性情景草案为 3.0 ℃
模式中引人硫酸盐气溶胶的直接效应，将减缓 21 世

( 1. 3 ℃－ 4.5 ℃），对 B2 标示性情景草案为 2.2 ℃（ 0.9 ℃→

纪中叶全球平均增暖的幅度。与两个模式对同 一 强远的

3.4 ℃）。与其低 C02 浓度增长率相 一致， B2 情景下模拟

响应方式相比，对于一个给定的模式，在有无硫酸盐气

出 一个较小的变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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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

对于几沪年的时l司尺度，尽管在气候敏感性方面存

计的温度升高要比 SAR 的预测值大， SAR 根据 6 个 IS92

在不确定性，目蔚观溯到的增暖率可以用来约束既定排

情景计算得出的范围大约是 1. 0-3. 5 ℃。预测的温度较

放停景 7推算血的响应。通过对简单模式的分析以及

高且变化范围较大主要是因为 SRES 情景与 IS92 相比降

AOGCM 模式对理想化的强迫情景响应的比对，发现未

低了 S02 的排放。根据古气候资料，预计的变暖速率比 20

来几十年对大多数排放情景来说，大尺度温度预测的误

世纪己观测的变化大得多，并且很可能至少在过去 10000

差可能会随总体响应幅度的升高而相应地升高。当前所

年间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观测到且归因于人类影响的增暖速率及其不确定性，在

大多数情景下，为数十年预测提供了与模式相对无关的

以全球手均温度变化作J彤云， SRES 停景的相对排序

不确定性估算量。为了与近年来的观测事实相符，在

会随时阅历变化。尤其是对于较高化石燃烧利用的情景

IS92a 情景下，未来几十年人为增暖的幅度可能位于

（既高 C02 排放量，例如 A2), S02 排放量也很高。短期

0. 1 ℃－ 0.2 ℃／十年之间。这个结论很类似于图 22 中所

内（大约到 2050 年），情景（例如 A2 ）中高的 S02 排放

示的在此情景下七个简单模式模拟出的响应范围。

量显著减缓了因温室气体排放增加而引起的变暖。在情景
Bl 和 B2 中，可看出相反的作用，情景中既降低了化石燃

在 SRES 停景试验中，对不同停景地理响应持征大

料的排放量，也降低了 S02 的排放量，却导致了近期的大

部分都是类似的（见图 20） ，理想化的 l%C02 放度增加

幅度变暖。从长期来看，生命期长的温室气体如 C02 和

权分试验也具存类似的待征。 l%C02 浓度增加试验，此

N20 ，它们的排放水平是最终气候变化的主要决定因子。

试验不含硫酸气溶胶，与 SRES 试验最大的差异在于，

SRES试验中工业化地区硫酸盐气溶胶的负强迫最大，变

到 2100 年， SRES 停景排放量的差别和不同的气候

暖呈现区域性缓和。在第二次评估报告中只有两个模式

模式响应对全球温度变化的不确定性其存大致相同的影

提及这种区域效应，但现在的大多数模式都能模拟反映

呐。辐射强迫的不确定性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出现。其

出该效应。

中最大的辐射强迫不确定性是由硫酸盐气溶胶引起的。

同全球平均相比，很有可能几乎所有的陆地将会更

Fλ 未来降木变化的预测

加迅速地增暖，尤其在北半球高纬度的冬季更是如此。

目前，由 SRES M 和 B2 排放情景驱动的 AOGCM 模式

全球手均水汽、蒸发量和降水量预计会增加。在区

的模拟结果（见图 21) 表明，对于每一个模式，模拟出的

援尺度，降水的增加与减少都已启魂。最近基于 SRES

冬季所有高纬度北部地区的增暖幅度均超过全球平均增暖

A2 和 B2 排放情景的 AOGCM 模拟结果（见图 23 ）显示，

率 40% 以上（所考虑的模式和情景范围为 1. 3 ℃－6.3 ℃）；

高纬度地区夏季和冬季的降水可能会增加。在冬季，北

在夏季，中亚和北亚增暖速率超过全球平均速率的 40%,

半球中纬度地区、热带非洲和南极降水也有所增加。在

只是在南亚、南美洲南部的 6/7/8 月份期间、东南亚两

夏季，东亚、南亚地区的降水有所增加。澳大利亚、中美

个季节，模式模拟结果一致显示其增暖速率低于全球平

洲和南部非洲的冬季降雨量持续降低。

均。
据一些的最新 AOGCM 模式、老的 GCM 摸式和区

简单气候模式模拟结果

域化研究结果，降水量的年际变率与平均降水量之间存
在很强的相关性。未来平均降水量的增加可能导致降水

受计算费用的制约， AOGCM 只能在一定数量的情

景 7运行：经过调试和校准， 一个简单模式可体现出全

6 基于物理的复杂气候模式主要用于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为了

球平均的 AOGCM 响应，这样可以在大多数情景下进行

拓宽情景范围，利用简单气候模式进行补充，以获得与复杂气

模拟运行。

候模式等价的温度和海平面响应。这种预测通过运行简单气候
模式而进行， i亥模式的气候敏感度和海热通量需要和 7 个复杂

在 1990-2100 年期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预计升高

206

气候模式进行校正。简单气候模式中应用的气候敏感度范围是

1. 7-4.2 ℃，与通常接受的 1.5-4.5 ℃的范围具有可比性。

1.4 到 5.8 ℃（图 22 (a ）） 。这些结果涵盖是在所有 35 个

7

SRES 情景下得到的并基于许多气候模式得出的。 6, 7 预

迫不确定性。包括了 一个小的碳循环气候反馈机制。

l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i. 亥
: 范围不包括辐射强迫模拟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例如气熔胶强

D 科学基础

60N

30N

EQ

30S

60S

120W

180

A2

0

。

60W

2

3

4

60E

5

6

120E

8

10

180

12

60N

30N

EQ

、

30S

〈二〉

60S

180

82

120W

。

。

60W

2

3

4

120E

60E

5

6

8

10

180

12

图 20 : SRES A2 情景（上图）温度的年平均变化（彩影）及其年均变化范围（等值线）和 SRES B2 情景（下图）的相应温度年均
温度变化及其范围（单位：℃）。两个 SRES 情景都给出了 2071-2100 年期间与 1961 一 1990 年期 ｜同的关系，都是由 AOGCM 来完成的。
［根据图 9. lOd 和 9 . l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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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率的提高，反之，降水变率的减小仅仅可能出现在平

降水和降水强度增加的幅度。极端降水事件的频率在几

均降水量减少的地区。

乎所有地区预计都将增加。预测显示，夏季内陆地区将
普遍干燥，这归因于温度的升高和潜在蒸发的共同作用，

而这种共同作用并未被降水的增多所平衡。不同模式在

F.5 极端事件未来变化的预测

关于中纬度风暴强度、发生频率以及变率的未来变化问
直到最近，才将当前已观测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题上没有多少一致性的证据。没有多少一致性的证据支

变化与模式模拟的变化进行对比（见表的。很可能几乎

持热带气旋的频率和形成源地将发生变化。然而， 一些

所有的陆地均出现越来越多的酷暑天气和热浪，这种增

强度指标显示将会增强，而一 些理论的和模拟的研究表

加预计主要在土壤湿度减少的地区最大。预计陆地上几

明，这些强度的上限也将上升。热带气旋的均值和最大

乎所有的地方均发生日最低温度升高的现象，在冰雪消

降水强度将可能明显升高。

退的地区一般更为明显。霜冻天气和寒潮天气可能会越

来越少，预计地表气温和地面绝对湿度的变化将导致热

对于其他 一些极端现象，其中部分对环境和社会可

指数（温度和湿度的综合效应指标）的升高。地表温度

能具有重要影响，目前还缺乏足够的信息来评估近期趋

的增加将导致“冷度日”（一天中温度超过某一临界值，

势，而且模式的信度和认识水平也不足以制作确定的预

需要降温的度量指标）的增加、“暧度日”的减少。根据

剔。特别是，很小尺度的天气现象，如雷暴、龙卷、冰雹

推算，降水极端事件频繁发生，其增加的程度大于平均

和闪电等不能用全球模式来模拟。对于中纬度气旋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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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关于区域性相对变暖的模式间 一 致性分析（这里的变暖是相对于每一个模式的全球平均变暖）。图中所示的区域划分遵照以下

的原则：变暖幅度超过全球平均 40% （极度变暖）；变暖大于全球平均（高于平均变暖）：变暖幅度小于全球平均（低于平均变暖）；或
者模式间关于区域性的相对变暖幅度不 一 致（变暖幅度不 一 致）；当然也包括变冷的类型（从未发生）。这里的 一 致性结果是指 9 个模
式中至少有 7 个模式结果一致。所用模式模拟出的全球年平均增暖幅度为： A2 情景 1.2 ℃－ 4.5 ℃， B2 情景 0.9 ℃－ 3.4 ℃。因此，区
域性的 40% 的增幅表示增暖范围为： A2 情景 1. 7 ℃ － 6.3 ℃， B2 情景 1. 3 ℃－ 4. 7 ℃。［根据第 10 章，方框 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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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模式表明，北半球温盐环流 （ THC ） 正趋于

何变化问题的研究仍显不足。

减弱，这有助于减缓北大西洋北部表层海水的变暖。即使

在温盐环流减弱的模式中，仍然存在欧洲的变暖，原因在

F.6 温盐环流未来变化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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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简单模式结果：（ a ）使用 一个简单气候模式，经许多具有各种气候敏感性的复杂模式对比调试，预测出的在 6 种示例性 SRES 排

放情景下的全球平均温度。为了比较，运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了 IS92a 的情景。较暗的阴影表示，在使用平均模拟结果（平均气候敏感率
为 2.8 ℃）情况下 35 种 SRES 情景的全部预测结果。较轻的阴影表示，所有 7 个模式的预测结果（气候敏感率为 1. 7 4 ..2 ℃）。竖线表示，
在 6 种示例性 SRES 情景下，通过 7 个 AOGCM 模式调试后，简单模式 2100 年预测值的变化范围。（ b ）除使用人类活动强迫历史资料外，
其它与（ a ）一致。［根据图 9 .14 和 9 .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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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区域性降水变化的模式间 一 致性分析。图中所示区域划分遵照以下的原则：降水平均增加 20% 以上（大幅度增加）；降水平均
增加 5%-20% （小幅度增加）；降水平均变化－ 5%-5% （无变化）；降水平均变化为一 5% 一－ 20% （小幅度减少）；降水平均减少在 20%

以上（大幅度减少）；或者模式模拟结果不统一（没有一致信号）。一致性定义为 9 个模式中至少有 7 个模式的模拟结果 一 致。 ［根据第 10
章，框 l ，图 2]

于温室气体的增加。在大气温室气体；度稳、定为目宙飞豆

诺的响应，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增暖将强于赤

两倍的实验中，北大西详温盐环流预计在一至几个世纪

道西太平洋，并伴随降水形势出现相应的平均东移。尽

内将从初始的减弱状态恢复过来。只有在辐射强迫的变

管许多模式显示赤道太平洋表层海温平均态呈类似厄尔

化速度足够大而且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的情况下，温盐

尼诺的变化，原因还是不确定的。在某些模式中这与云

环流才会在任一半球完全崩溃。模式指出，温盐环流的

辐射强迫和／或东西向海表温度梯度的蒸发性抽吸有关。

减弱将降低它自身对扰动的抵制能力，即一经减弱的温

在复杂模式中，由于在对如何准确模拟厄尔尼诺问题上

盐环流会表现为更不稳定，因而它的关闭就变得更加可

还存在若干缺陷，降低了对未来热带太平洋厄尔尼诺事

能。但是，还没有把握说温盐环流不可逆的崩渍是否可

件的发生频率、振幅、空间分布的变化预测的信度。目前

能发生，或者在什么临界点上它才可能发生以及它的气

的预测表明，未来 100年内厄尔尼诺事件的振幅几乎不发

候含义何在。目前，没有一个精合模式的预测显示 2100

生变化或略有增大。然而，尽管厄尔尼诺的振幅变化不

年以前温盐环流将完全关闭。虽然大多数模式给出了北

大或不变，全球变暖也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干燥和暴雨等

大西洋温盐环流减弱的结果，但表层热通量和淡水通量

极端事件，并且使得一些地区随着厄尔尼诺事件的增多

的相对作用模式之间各不相同。在瞬时响应中，风应力

发生干旱和洪涝的风险增大。同样可能发生的是，与温

的变化看上去作用很小。

室气体浓度增加相关的气候变暖将引起亚洲｜夏季风降水
变率的增大。季风平均维持时间和强度的改变依赖于排

F ” 7 自然变率模态的未来变化的预测

放情景的详细过程。这类预测的可信度受到气候模式模
拟季风在季节演变细节上的好坏程度的制约。在诸如北

许多模式显示出赤道太平洋地区为类似乎均厄尔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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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观测和预计的天气、气候极端事件的可信度估算。表中描述的是对观测到的 20 世纪下半叶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的变化（左栏）和预计的 21 世纪极端事件的变化（右栏）的信度评估 a 。该评估基于专家的判断结果，不仅
依赖于观测和模式模拟的研究成果，而且取决于通用情景下未来预测的实际合理性（见脚注 4 ）。（根据表 9.6)
观测变化的信度

发生变化的现象

预计变化的信度
(21 世纪）

(20 世纪下半叶）
可能

几乎所有陆地上出现较高的最高温

很可能

度、更多的酷热天气
很可能

几乎所有陆地上出现较高的最低温

很可能

度、较少的寒冷、霜冻天气
很可能

大部分陆地气温日变化幅度减少

很可能

可能，很多地区

陆地热指数 8 增高

很可能，大部分地区

可能，北半球中高纬度的

更大强度的降水事件发生 b

很可能，很多地区

大陆更加干燥及相应的干旱风险增加

可能，大部分中纬度内陆地区

它的实施
可能，有些地区

（其它地区缺少连续的预测资料）
有限的分析资料中没有观测到

热带气旋峰值风速强度增加 c

可能，某些地区

缺乏资料进行评估

热带气旋平均和峰值降水强度增加

可能，某些地区

a 详情见第 2 章（观测）和第 9 、 10 章（预测）。
b 其它地区要么缺乏资料，要么分析存在矛盾 。
c 过去和未来热带气旋位置和频率的变化是不确定的。

化问题上还没有明显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模式之间变

此同时，格陵兰冰盖则可能由于径疏的增加超过降水的

化的幅度和特征各不相同。

增加而总量减少。西南极冰盖（ WAIS ）已经吸引了特别
的关注，原因在于它拥有足以使海平面抬升6米的冰总量

F.8 陆冰（冰川、冰盖和大冰原上海冰和雪盖的未来变

以及这样的可能性，即当周围的冰架削弱可能导致冰层

化预测

的迅速消退时与基底处于海平面以下相关的不稳定性。
然而，目前普遍认为，在 21 世纪，产生于这种原因的接

21 世纪，冰川和冰盖将继续官们本来已经广泛蔓延

地冰损失会导致海平面的真正上升是非常不可能的，尽

的消退，而北半球的雪盖和海冰预计也将进一步减少。目

管其动力学问题饥末得到适当的认识，尤其是对于更长

面。经开发了 一 些方怯，用于估计那些起因于季节性和

时间尺度的预测而言。

地理性地面气温变化的从属型冰川融化，这些结果来自

大气海洋环流模式（ AOGCM ）试验。模拟研究表明，全

F . 9 海平面的未来变化预测

球平均情况下，冰川体的演变主要是受气温变化而非降
7j(.变化的控制。

应用一些大气海洋环流模式，按照IS92a 情景（包含

硫酸盐气溶胶释放的直接作用） ' 1990 年至 2100 年期间
南极冰盖可能会因为更大的降水而使总量增加，与

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预计将在 0.11 到 0. 77 米范围内。

这一范围反映出模式存在着系统的不稳定性。导致这样

8 热指数：衡量人体舒适度的气温和湿度的联合指标。

的海平面升高的主要贡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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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加速的热膨胀贡献。 .11 到 0.43 米，

平均情况。在 IS92 情景基础上，第二次评估报告中海平

冰川贡献。 .01 到 0.23 米；

面上升的范围是 0.13 至 0.94 米。尽管这次评估中温度变

格陵兰贡献－ 0.02 到 0.09 米；

化比原来高，但海平面高度的预测却比原来略低， 这主

南极贡献一0.17 到＋ 0.02 米。

要是因为使用了降低冰川和冰盖的贡献的改进模式。如

同样包含在变化总量中贡献较小的因子如永冻土解

果陆冰的储量维持目前的比率，海平面高度的变化幅度

冻、沉积物的沉积作用和自上一次大冰期以来因气候变

可能在一0.21 到 0.11 米之间。对大气海洋环流模式平均

化带来的仍存在的冰盖贡献。为了建立从不同 SRES 情

而言，对于 21 世纪上半叶这些 SRES 情景得到的结果只

景选择所得到的海平面升高的范围，应用了经过几个大

相差 0.02 米或更小。在 2100 年之前，这些结果将在大

气海洋环流模式调整过的简单模式关于热膨胀和陆冰变

约中值的 50% 幅度范围内变化。而 2100 年以后，海平面

化的结果（ F .3 关于温度一节）。

升高的情况则严格依赖于排放情景。

对于所有的 SRES 情景，预计在 1990 至2100 年间海

模式结果在定性结论方面是一致的，即与全球平均

平面将升高 0.09 至 0.88 米（见图 24 ） ，主要是热膨胀

（其它地区预测习梅平面的区域变化幅度是非常大的。然

和来自冰川以及冰盖的质量损失造成的。中值是 0.48

而，由于模式间几乎没有多少相似性，大气环流模式预

米，这相当于 20 世纪海平面上升速度的大约 2 至 4 倍的

测的海平面变化的区域分布的信度还很低，尽管几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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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SRES 情景的 1990 至 2100 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热膨胀和陆冰的变化是利用 一 个分别对 7 个大 气 海洋环流模式较准过的简单

气候模式计算得到的，而且已加入永久冻土变化、沉降物沉积的影响以及冰盖对于历史气候变化的长期调整的贡献。图中 6 条曲线分
别代表了 6 种示例性情景 下 AOGCM 的平均 。 深色阴 影 区域给出所有 35 种 SRES 情景下 AOGCM 的平均变化范围。浅色阴 影 区域给出
所有 35 种 SRES 情景下所有 AOGCM 的变化范围。最夕｜、围曲线包含的区域为所有 AOGCM 和情景的 l幅度，这包含了陆冰变化、永久冻

土变化和沉降物沉积的不确定性。注意该范围并没有考虑西南极冰盖中与冰动力变化有关的不确定性。［根据图 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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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模式都预测北冰洋海平面升高较平均值高，南半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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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100

洋海平面升高较平均值低。另外，无论对于均衡说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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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说，陆地运动在 21 世纪都将继续以不受气候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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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的海平面下降的许多地区将会被相对的海平面上升

F.10 对 C02 浓度稳定廓线晌应的未来变化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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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和气溶胶

5

所有研究的稳定廓线都要求 C02 排放最终下降到低
于自蔚的水手。达到稳定的 C02浓度水平 450 至 lOOOppm

的人为 C02排放速率可以用前述的 C02冰盖质量的损（图

25a ）。该结果（图 25b ）与第二次评估报告中的结果没有
本质的差别；但是，结果的变化幅度比原来的更大，主要
应归因于模式中不同假设造成的未来陆地碳吸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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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约 1 百年或 2 百年左右之内使全球的人为排放

20

作

变化幅度。 C02 稳定在 450, 600 或 1000 ppm 要求分别

(c)

5

排降到低于 1990 年的水平，而且在那之后还要坚持稳定
地降低排放。尽管海洋具有足够的吸收容量可以吸收大

2100

混合速度太慢使得这个过程需要耗费数百年的时间。结

2200
年

气中可预见的人为 C02 排放量的 70-80% ，但是由于海洋

2300

图 25 ：在不同大气中 C02浓度的稳定水平终值情况下预测的 C02

果是，尽管排放发生几百年以后，这些排放产生的浓度

排放量。（ a ）组代表假定的 C02 浓度轨迹（ WRE 情景）， (b ）组

增量的 1/4 仍然残存于大气中。为了在 2300 年以后维持

和（ c ）组分别代表用两个快速碳循环模式即 Bern-CC 和 ISAM

定常的 C02 浓度，就要求那时的排放量降低到可以与碳

预测的可能 C02 排放量。通过这样的方住，即把模式调试为近似

吸收率相平衡。具备持续千万年的能力的陆地和海洋自

然吸收是小量的（＜ 0.2 PgC ／ 年）。

对 C02 和气候响应的范围，来获得 ISAM 模式的范围。这种方陆
产生出 一个关于碳循环晌应中不确定性的下边界。而对于 Bern
cc 模式，其范围是通过将 C02 施肥效应行为的不同边界化的假

定与异氧呼吸对温度和海洋的翻转时间的晌应合并考虑来获得
的，由此取得关于碳循环晌应中不确定性的上边界。对于每一个

4主主臼

\,J.llD.

模式，上下边界是由阴影区的上下边缘来确定的。相应地，下边

在未来 C02 浓度达到稳定水平后，由于海洋中的长

界（隐蔽的）由 一 条底线来表示。［根据图 3 .13]

时间尺度过程，全球平均气温将在数百年里持续以每世

纪零点儿度的速率开高。利用经 7个大气海洋环流模式校

海平面

准的 一个简单气候模式做的 2.8 ℃的平均气候敏感性试

验，研究了 C02~衣度廓线运到的 450ppm 至 1000ppm 的

如果温室气体浓度达到稳定（即使维持目前的水

稳定水平对气温的影响。对于所有达到稳定的途径，气 手），海事商在数百年年内仍将继续升高。 500 年以后，热
候系统均表现出在 21 世纪及以后会明显增暖（见图 26懂膨胀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可能只能达到其最终水平的一半。

稳定的浓度越低，总的气温变化就越小。

模式预计在 C02 浓度为前工业时期的 2 倍和 4倍时，海平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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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升的幅度分别为 0.5 到 2.0 米和 1 到 4 米。长时间尺

5

度是将热量传入深海的弱扩散和慢环流过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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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J水｝I／体相当部分的减少是可能的。目前的 oJc JIf 边

1 000

450
ppm

米。因此，即使是冰盖中小量的变化也将产生显著的影响。
模式预测，如果出现持续几千年的超过 3 ℃的年平

均局地变暖，将肯定导致格陵兰冰盖完全融化，并造成

0

海平面抬开 7米。对于第 11 章中用到的所有模式，预测

2o'oo

2100
年

的格陵兰温度一般高出全球平均温度 1.2 到 3. 1 ℃。对
于中等幅度稳定情景那样格陵兰气温增暖 5.5 ℃的情形

（见图 26)' 1000 年后格陵兰冰盖可能将造成海平面抬升

2300

2200

图 26:

简单模式的结果：当 C02 浓度沿 WRE 廓线达到稳定时（见

第 9 章的 9.3.3 节）预测的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为了比较，在 SAR

3 米。当气温增暧 8 ℃时，海平面抬升达 6 米，伴随着冰

中基于 S 廓线的结果也用绿色标出（ SlOOO 未给出）。结果是由 一个

盖大量地消失。如果气温升高幅度较小，冰盖融化将变

与 7 个大气海洋环流模式校准的简单气候模式平均产生的。基线情

得相当缓慢（见图 27 ）。

景是 AlB 情景，它只对于 2100 年前来说是明确的。 2100 年以后，

除 C02 以外的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被假定为维持 AlB 中 2100 年的
值。根据 C02 浓度的稳定水平，图中对各种预测作了标识。 2100 年

目前的冰动力模式预测，在未来 一 千年 内，即使冰

以后的断线表明在简单模式对于 2100 年以后的结果中不确定性增

架出现显著变化，西南极冰盖 （ WAIS） 对海平面上升的

加。黑点代表 C02 出现稳定水平的时间。对于 WRElOOO 廓线而言，

贡献将不超过 3 毫米 ／ 年。这些结果强烈怅赖于模式对

稳定水平年份是 2375 年。［根据图 9 .16]

气候变化情景、冰动力和其他因子的假定。如果不考虑
内在的冰动力不稳定性的可能性，表层融化将影响到南

600

面上，因此将导致 WAIS 出现不可逆的瓦解。这种瓦解
过程将至少需要几千年时间。由表面融化引起东南极冰

盖彻底瓦解的临界值估计超过 20 ℃的增暖，该情形在过
去至少 1500 万年内未曾发生过，而且也远远超出了当前

考虑的任何一种气候变化情景的预测结果。

J

4321
nunununu
nununυnu

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在区它就不可能回撤到更高的地

一
一提
’苦创
（兴）
「－
）制 ．
晏叫
学

预计在冰盖表面净质量损失带将发展。 一旦 WAIS 易于

500

’’

J

,

uf
户

+ no

极冰盖的长期变率。如果变暖超过 10 ℃，简单径流模式

’
/

JdF

,,,,
JdF

,,,,
,,,
’’’/
,,,,
,,’,,

+5 . 5 。C
/

,, ,,

dF

F

,’/
’’’/

2200

2400

2600

2800

3000

公元年

G 翩不断提高的认识
图 27 ：在同等的海平面高度变化情况中格陵兰冰盖的响应，这些

前面几部分包含了对下列问题的介绍，即目前对过

去和现在气候的认知程度、目前对气候系统中各种强迫

响应是对于在第 3 个千年期间的 三种气候变暖情景而出现的 。 曲

线标识指的是公元 3000 年之前格陵兰年平均气温的增温量，这是
一 个两维气候和海洋模式的预测结果，该模式考虑了温室气体浓

和物理过程的认识以及它们在气候模式中得到多好的反

度在公元 2130 年之前的上升和之后维持定常的强迫。注意，对于

映。以今天拥有的知识水平，最好的评价应该是能否检

第 1 1 章中使 用的模式，预测的格陵 兰温度一般 比全球平均温度高

测出气候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能否归因于人类影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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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 2 到 3. 1 倍 。 ［根据图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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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可用的最好的手段，可以制作对于不同的温室气体

的气候漂移在某些部分需要进一步澄清，因为它使得信

排放情景未来气候将如何变化的预测。

号和噪声的区分变得更加困难。就气候系统自身的长期
自然变率而言，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个变率以及提高现有

这一部分将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展望未来。从温室气

对那些有序变率分布型如 ENSO 的预报能力。

体和气 j容胶的排放到它们对气候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整

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见图 28 ）。

通过发展模式结果的多神集合预报，更全面地探索

许多因素继续制约了我们对目前气候变化的检测、原因

未来气候吠态的概率待征。气候茶统是非线性的、无序的

分析和了解的能力，以及对未来气候变化可能是何种情

揭合系统，因此要做出准确的未来气候状态的长期预测

形的预测。在以下九个广泛的领域需要做深入的工作。

是不可能的。因而更应该把焦点放在对系统的未来可能
状态的概率分布预报上，这可以通过加强对模式结果的

G.1 资料

集合方法的研制来实现。

在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的观测网倒退的状况应该得到

提高全球或区域气候模式的完整体系，以提高对地

控制。除非观测网有了显著提高，否则在全球许多地区

区影响和极端天气事件的模拟。这就要求在两个方面有

就很难或者说不可能检测出气候变化。

进一步提高，即对主要的大气、海洋和陆地系统之间的祸
合过程的认识，以及广泛的用于评估和提高模拟表现的

扩大气候研究的观测基础以便提供其存宽广的时间
和空阔覆盖范围的准确、去时闯资抖。考虑到气候系统

诊断性模拟和观测研究。 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对于解
决极端事件的变化问题所需资料的充足性问题。

的复杂性和内在的几十年时间尺度过程，需要长时间的、

具有一致性的资料来支持对气候和环境变化的研究和预

G.3 人类影响方面

测。目前和近期历史的资料，过去数百年和数千年与气

候相关的资料，都是需要的。极区资料和能用于对全球
尺度的极端事件做定量评估的资料目前尤其缺乏。

更正式地将物理的气候生物地球化学模式与人类系
统模式联系起来，从而为茄宽的探索联茶著地球系统中
人类和非人类两大组成的可能因一果一因关系型奠定基

G.2 气候过程和模拟

础。目前，人类的影响一般只通过对气候系统提供外部强
迫的排放情景来考虑。未来需要更多的综合模式，这些模

估计更合适的未来温室气体和气熔胶的排放。特别

式中需要开始从一系列有贡献的活动、反馈和响应的角

重要的是当前和将来能够在以下几方面取得实际的提高，

度考虑人类活动与物理、化学、生态子系统的动力学之间

即在温室气体特别是气溶胶的排放所造成的浓度，在解

的相互作用。

决生物地球化学的固碳和循环，尤其是在决定当前和未
来 C02 的源和汇的时空分布上。

G.4 国际框架

更加全面地了解和刻画主要过程（如海洋混合）和

通过加强国际框架的建设，加速国际社会对气候变

大气、生物群落、陆地和海洋表层以及深层海洋中的各

化认识的进展，这对于协调国家的和学术机构的努力是

种反馈（如来自云和海冰的反馈）。对于如何从总体羊提

必要的，因此研究、计算和观测的资源可能会成为最大的

高诊断预测能力，概念上的社袋见象和过程是重要的，而

，总体优势。这个框架的要素存在于受国际科学联盟理事

且会有效地增加人们的注意力。观测与模式间的相互配

会从ICSU ）、世界气象组织（ WMO ）、联合国环境规划

合是取得进步的关键。非线性系统的快强迫会产生令人

署（ UNEP ）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支持

惊奇的发展前景。

的国际计划与项目中。在以下方面存在一种加强合作的
相应需求，即在国际性的研究团体、 一些地区研究能力建

强调更加全面的去期气候变率分布~。在模式计算

和气候系统中都存在这一 问题。模拟中，模式结果出现

设，以及正如在这次评估的目标中提及的有效地描述与

决策相关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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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IPCC 及其工作组

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的介绍（来自

IPC C 秘书处，日内瓦）或 IPC C 的网站为
http: /
168

/v..晴w.ipcc.ch

A.2 第一工作组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评估报告

IPCC, 1990a：气候变化： IPCC 科学评估。 J.

影1q句

(WG il )

T. Hough to 口， G. J. Jenkins

矛日 I.I.

Ephraums(eds. ），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英
图 28 ：在开发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减缓评估所需的气候和相关

国， 365 页。

情景中应该考虑的预测中的不确定性梯次传递表 。 ［根据图 13. 2]

IPCC, 1992 ：气候变化 1992: IPCC 科学评
估补充报告。 J.T.

Houghton,

B.A.

Callander 和 S.K. 飞T arney( eds. ），剑桥大

学出版社，剑桥，英国， 198 页。

IPCC, 1994 ：气候变化 1994 ：气候变化的辐
射强迫和对 IPCC IS92 排放情景的评价。 J.

T. Houghton, L. G. Meira Filho, J.
Bruce, Hoesung Lee, B . A. Callander, E.
Haites, N.

Harris 和 K.

Maskell (eds.),

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英国， 339 页。

IPCC, 1996a ：气候变化 1995 ：气候变化科
学。第一工作组对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的贡
献［J. T.

Houghton, L. G. Meira Filho, B.

A. Callander, N. Harris, A. Kattenberg
和 K.

Maskell (eds. ）］，剑桥大学出版社，

剑桥，英国和美国纽约， 5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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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第三次评估报告：本技术摘要

这些问题的背景在第一章。
框 1 ：什么驱动着气候变化？一第一章。

8 部分＝气候系统中观测到的变化
TS 页码

技术摘要中的部分与专题章节

171 一 174

B.l 观测到的温度变化
器测记录中陆地和海洋的温度－ 2.2.2和 2.3 。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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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和天气气球记录中表层以上的温度

185-186

大气中的臭氧气 2.2, 4.2.4 和 6.13 。

-2.2.3 矛口 2.2.4 。

186-187 只具有间接辐射影响的气体－4.2.3 和 6.13 。

来自器测记录前代用记录的表面气温

C.3 气溶胶变化的观测和模拟

最近的 1000 年－ 2.3 。

最近的冰河期和间冰期
1 丁4-1 丁S

2.4 。

气溶胶变化的观测和模拟－ 5.l,

B.2 观测到的降水和大气湿度变化

187

水蒸汽－ 2.5.3 。

4,

5.2, 5.3, 5.

6.7 矛口 6.8 。

C.4 观测到的其它人为强迫园子变化

陆地表面年降水－ 2.5.2 。
187-188

t

土地利用（地面反照率）的变化－ 6.13 。

C.5 太阳活动和火山活动变化的观测和模拟

云量一2.5.5 。

175

C.2 其它重要辐射强迫气体变化的观测

B.3 观测到的雪盖和陆一海冰范围变化

188

太阳活动和火山活动变化的观测和模拟－6.10独

C.6 全球增暖潜能

雪盖和陆冰面积－ 2.2.5 。

海冰面积－2.2.5 。
全球增暖潜势－ 6.12 。

北冰洋海洋厚度－ 2.2.5 。

175

B.4 观测到的海平面变化

器测记录时期的变化

~ D部分： 气候系统及其变化的模拟
188-193 TS 页码

20 世纪的潮沙资料一 11.3.2 。

口5-1 丁6

1 丁6-17 丁

框 2 ：什么原因导致海平面变化？ -11.2 。

D.l 气候过程与反馈

器测记录前的变化－ 11.3.1 。

框 3 ：气候模式：它们是如何建立并如何应用

B.5 观测到的大气和海洋环流结构变化

的？

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 ENSO) -2.6.2 和

水？气－ 7.2.1 。

2.6.3 。

云－ 7 .2.2,

北大西洋、北冰洋和南极洲涛动－2.6.5 和

平流层－ 7.2.4 和 7.2.5 。

2.6.6 。

海洋－ 7.3 和 8.5.2 。

B.6 观测到的气候变率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冰雪圈－ 7.5 和 8.5.3 。

变化

陆地表层－ 7.4 和 8.5.4 。
193-194

暴雨和极端降水－ 2. 7.2 。

1 丁丁－ 179

技术摘要中的部分与专题章节

-8.3 。

7 .2.3 和 8. 5 .1 。

碳循环－ 3.6 。

热带和温带风暴－ 2. 7.3 。

D.2 藕合系统

B. 7 整体图象：一个变暖的世界和气候系统

自然变率的型－ 7.6 和 8.7

的其他变化

框 4 ：厄尔尼诺 ／ 南方涛动（ ENSO ）「7.6.5

变暖的世界－ 2.8 。

矛口 8.7.1 。

微小变化或不变－ 2.2.5 和 2.7.3 。

温盐环流－ 7.3.7, 7.7 和 9.3.4 。
194-195

非线性事件和快气候变化－ 7.7 。

D.3 区域化技术

C 部分：引起气候系统变化的强迫因子

技术目录－ 10.1, 10.2 和 13 。
TS 页码

技术摘要中的部分与专题章节

低分辨率的大气海洋环流模式－ 10.3 和 13 。

180-185

C. J 观溯到的全球均匀混合的温室气体放度 I 195-196

高分辨率的辐射对流模式一 10.5 和 13 。

及其辐射强迫变化

D.4 能力的总体评价

I

二氧化碳－ 3.2.2, 3.2.3, 3.3.l, 3.3.2 和

通量调整－ 7.2, 7.3, 7.6, 8.4 和 8.9 。

3.5, 6.13 。

I

20 世纪的气候－ 8.6 。

甲烧－4.2.1 和 6.13 。

|

极端事件－ 8.8 。

氧化亚氮－4.2 和 6.130

I

年际变率一 8.7 。

卤怪及相关混合物－4.2.2 和 6.13 。

|

模式比较－ 8.6.2 和 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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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部分＝人类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辩认

I

206

F.4 未来降水变化的预测
全球平均降水及变率－ 9.3 可

TS 净辐

技术摘要中的部分与专题章节

196

E.l 检测和归因分析的意义
检测／归因分析一 12 .1.1 和 12.2 。

196 197

E.2 一个更长的，经过更仔细核查的观测记录。

197

E.3 内部变率新的模式估计

208

极端事件的变化－ 9. 3 .60

209-210

E.4 对自然强迫响应的新估计

210

199

201

冰川｜、冰盖和大冰原－ 11.5.4 。

211-213

全球平均海平面变化

E.6 广泛分布的检测技术

区域海平面变化－ 11.5.2 。

温度－ 12.3 和 12.4

海平面的极值－ 11.5.3 。

213 214

11.5.1 。

F.10 对 C02 浓度稳定廓线响应的未来变化

E. 7 在检测和归因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预测

总结－ 12.5 。

温室气体与气j容胶－ 3. 7.3 。

E.8 概要

温度－ 9.3.3 。

过去 50 年观测的大部分变暖现象一 12.6 。

海平面－ 11.5.4 。

F 部分 z 地球未来气候预测

G 部分＝量的净影响来

TS 页码

技术摘要中的部分与专题章节

TS 页码

技术摘要中的部分与专题章节

201-202

F. l IPCC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SRES)

215

G.l 资料

观测网和观测系统现状恶化－ 14.2.1 。

SRES 情景 －6.15.2, SRES 报告。
框 5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中的排放情景

202-204

215

温室气体与气溶胶－ 14.2.6 。

F.2 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未来变化的预测

过程－ 14.2.3 。

C02 浓度曲线－ 3.3, 3.7 和附录 H 。

变率的类型－ 14.2.2 。

陆地生态系统中的碳存量－ 3.2 和 3.60

模式结果的集成一 14.2.2 。

非 C02 温室气体浓度－4.3, 6.15 和附录 H

模式的层次－ 14.2.2 。

215

间接温室气体的排放与空气质量－4.4.5 。
气溶胶浓度对于排放的依赖性－ 5.5, 6.15 和

附录 E 。
预测的气溶胶排放和 SRES 情景－ 5.5 。
辐射强迫－ 6.15 和附录 E 。

F. 3 未来温度变化的预测
大气海洋环流模式结果－ 9.3 。
简单气候模式结果－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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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人类影响方面
物理系统 ／ 人类系统一 14.3,

4.4.5 矛口 6.15 。

205-206

G.2 气候过程和模拟

-6.15 .2, SRES 报告，附录 E 。

间接温室气体的排放与大气化学－ 4.4.4,

218

F.9 海平面的未来变化预测

显著的人为强迫的贡献一 12.2.3 。

海平面－ 11.4 。

199-201

F.8 陆冰（冰川、冰盖和大冰原）、海冰和雪
盖的未来变化预测

E.5 估计气候变化信号的敏感性
对人为强迫的响应－ 12.2.3

F. 7 自然变率模态的未来变化预测
自然变率模态的变化－ 9.3.5 。

211

仅是自然强迫－ 12.2.3 。

197-198

F.6 温盐环流未来变化的预测
温盐环流的减弱－ 9.3.4 。

过去的 3 个五年－ 12.2.1 。

197

F.5 极端事件未来变化的预测

215

G.4 国际框架

13.L

第二工作组摘要

决策者摘要
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二工作组报告

第二工作组报告技术摘要
此报告 己为 IPCC 第二工作组接受 ，但未经详细批准 。

第二工作组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三次评估报告的部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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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二工作组报告
在 IPCC 第二工作组第六次会议 （2001 年 2 月 13 日 － 1 6 日，瑞士，日内瓦）上详细批准了本摘要。这是 IPCC 关于自然和
人类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适应性和脆弱性以及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结果方面正式通过的声明。

根据下列作者提供的草稿 ：

Q.K. Ahmad£"01eg Anisimov, Nigel Arnell£··sandra Brown, Ian Burton , Max Campos , Osvaldo Canziani , Timothy Carter,
Stewart J. Cohen, Paul Desanker, William Easterling, B. Blair Fitzharris, Don Forbes , Habiba Gitay, Andrew Githeko, Patrick
Gonzalez, Duane Gubler, Sujata Gupta, Andrew Haines, Hideo Harasawa, Jarle Inge Holten , Bubu Pateh Jallow, Roger
Jones, Zbigniew Kundzewicz, Murari Lal , Emilio Lebre La Rovere , Neil Leary , Rik Leemans , Chunzhen Liu , Chris H.D.
Magadza, Martin Manning, Luis Jose Mata, James McCarthy, Roger McLean, Anthony McMichael , Kathy Miller, Evan Mills,
M. Monirul Qader Mirza, Daniel Murdiyarso, Leonard Nurse, Camille Parmesan , Martin Parry, Jonathan Patz, Michel Petit,
Olga Pil ifosova , Barrie Pittock, Jeff Price , Terry Root, Cynth ia Rosenzweig , Jose Sarukhan, John Schellnhuber, Stephen
Schneider, Robert Scholes , Michael Scott, Graham Sem, Barry Smit, Joel Smith , Brent Sohngen, Alla Tsyban, Jean-Pascal
van Ypersele, Pier Vellinga, Richard Warrick, Tom Wilbanks, Alistair Woodward , David Wratt ，和许多评审人员。

气候变化 2001

1.

综合报告

引言

统影响的发现。息估算适应的成本有效性区域所关注的

一 些问题。第五节确认了为进一步认识气候变化潜在影

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IPCC ）第二工作组

响和适应性而需开展研究的优先领域。

的报告《气候变化 2001 ：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中，针

对自然和人类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适应能力和脆

2. 新发现

弱性 l ，以及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进行了评价。本报告以
IPCC 过去的评价报告为基础，同时重新检验了过去评估

中的关键性结论，并纳入了最新的研究结果。 2,

3

2.1 近来的区域气候变化，特别是温度升高，已经影

晌了许多自然和生物系统

在 IPCC 第一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 2001 ：科学基

已经观测到的证据表明，区域气候变化，特别是温

础》中，评价了所观测到的气候变化、成因和未来气候

度的升高，已经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各种自然和生

的可能变化。第一 工作组报告得出如下结论： 20 世纪全

物系统。业已观测到的变化的例子有：冰川退缩、永冻土

球平均表面温度已经升高了。 .6 ± 0.2 ℃。根据 IPCC 拼

融化、河湖水面结冰时间推迟和河湖冰面提早融化、中

放信景待别报告 （SRES） 拟定的情景范围，经济因测认

高纬度地区生长季延长、动植物范围向两极和高海拔地

为到 2100 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将比 1990 年增加上 4

区扩展、某些植物和动物种群下降、树木提前开花、昆虫

。 C ～ 5.8oC ，全球平均海平面将上升 0.09 ～ 0.88 米。这

提前出现、鸟类提前孵化等（见图 SPM-1) 。在许多水

些预测表明，增温因地区而异，并伴有降水量的增减，同

生、陆地和海洋环境中，区域温度的改变同自然和生物

时还伴有气候变率的改变和某些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和强

系统业已观测到的改变间的相互关联己有文件资料证明。

度的改变。这是对自然和人类系统产生影响的气候变化

[2 . 1 ' 4 . 3 ' 4. 4' 5 . 7 ，和 7. l]

的一般特征，是第二工 作组评价工作的框架。现有的文

献尚未分析预测变暖范围上限所对应的气候变化影响 、
适应性和脆弱性。

上述结论和图 SPM-1 中表明的研究结果均源自文献

调查。文献表明， 20 年以上的长期研究揭示生物和自然

系统变化与区域温度变化相关 5 。在大多数情况下，检测
由 IPCC 成员国政府于 2001 年 2 月在日内瓦批准的

出自然和生物系统发生变化的方向都是与已知变化机制

本决策者摘要，描述了对气候变化影响、适应性和脆弱

一致的。在预计变化方向（没有提及幅度）上有可能观测

性的认识现状及其不确定性。更详细的内容可见报告全

到的偶然事件可以忽略不计。在世界很多地区，与降水

文。 4 本摘要的第二节提出了 一些一般性发现，它们是综

有关的影响可能十分重要。目前，还缺少足够时间序列

合整个报告中交叉信息得出的结果。每一个发现都针对

(20 年以上）的气候与生物方面都有的系统资料，这些资

气候变化影响、适应性及脆弱性的 二个方面，每一个方

料对评估降水的影响十分必要。

面都极为重要。第三节介绍了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系

土地利用变化和人口等因子也对这些自然和生物系

统产生影响，导致一些很难分清是由哪些特殊因子引起

l 在 IPCC ，气候变位指无论由自然变率或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随

的具体变化。然而，综合考虑这些系统所观测到的变化，

时间的任何变化 。该术语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不同 ，在该公约 中

在方向上与预计温度变化的影响是一致的，在不同地方

气候变化指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气候变化， i亥变化会改

和 ／ 或区域上是关联的。因此，结合各种证据，和技术

变全球大气成分 ， 它不包括在响应的时段内观测到的自然 气候变

出非常高信度6的结论：即近来的温度区域变化已经对许

率。第一工作组负责由自然驱动和人类活动形成气候变化的原因。

2 本报告由 183 名主要作者和主要作者召集人和 243 名撰稿作者完
成，并经 440 个政府和专家评审人员砰审，还有 33 名编审监督了

整个评审过程。

3 来自 100 个 IPCC 成员国的代表团出席了 2001 年 2 月 13-16 日在
日内瓦举行 的 第 二 工作组第六次会议。

5 超过 400 种动植物的区域研究共有 44 个，这些研究的时间长度大
约在 20 50 年，主要在北美、欧洲和南极地区进行。有 16 个区域

4技术摘要是一份更全面的总结，决策者摘要每段后方括号内标记

研究涵盖了大约 1 00 种自然过程，这些过程发生在世界上大部分地

内容为技术摘要中的相关段落号，以便读者得到更多的信息。

区， 时间 变化长 度为 2 0 到 150 年 。 i羊见技术摘要第 7 .1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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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PM-1 ：满足严格标准的、研究气候变化对自然和生物系统影响的、系统的和长期的站点 。水文、冰 川退却和海冰数据代表 10 年至 100

年的趋势，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数据代表至少 20 年的趋势。遥感研究覆盖了大范围的区域，单一或多种影响的数据都与已知自然生物系
统对观测到的与温度有关的变化的响应机制是 一 致的。所报告的影响覆盖很大的范围，图中只选择代表性站点。

多自然和生物系统产生了可察觉的影响。

（见框 SPM-1) ，其中 一 些系统会遭受重大的、不可逆转

的危害。面临风险的自然系统包括：冰川、珊珊礁及珊珊

2.2 初步迹象表明，一些人类系统已经受到近来洪水和

岛、红树林、寒带和热带森林、极地和高山生态系统、大

干旱增加的影响

草原湿地、残余的天然草地等。气候变化可能使某些物种
生存范围和数目增加，但同时也将使某些更脆弱的物种

新的证据表明，近来在一些地区频率增加的旱涝已

灭绝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的风险增加。可以很确定地 6 说，

经对一 些社会和经济系统产生了影响。当然，这些系统

也受到社会经济因子变化的影响，如人口变化和土地利

用变化。 一 般而言，气候与社会经济因子相对作用的大
小还难以定量分析。［4.6 和 7 .1]

6 在决策者摘要中，在需要表明信度判断的地方使用下述用语（根
据作者们的综合判断，使用的观测证据、模拟结果和他们已经检验

过的理论）：非常高（大于或等于 95% ），高（ 67-95% ），中等（ 33-

2.3 自然系统对气候变化是脆弱的，一些系统将受到不

67% ），低（ 5-33% ），非常低（小于等于 5% ）。在其它情况下，利

可逆转的危

用定性的方式评估科学认识水平：很确定、不芜全确定、比较可能

自然系统因其适应能力有限，对气候变化特别脆弱

的解择和主观推剧。评估信度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的方法和名词的
定义在技术摘要第 1.4 节和第三次评价报告的第一章中详细介绍。
上述用语在决策者摘要使用时用脚注和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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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PM-2 ：重视预计的气候变化影响的理由。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风险随气候变化的强度而增加。本图的左半部分显示，相对于 1990

年的观测温度增加和 IPCC 第 一 工作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中预计的温度增加幅度。图的右边概念性地显示出重视气候变化风险的
5 个原因。白色表明没有影响或微弱的影响，黄色表明对一些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或风险低，红色表明有大范围和 ／ 或较大强度的负面
影响或风险。影响和风险的评估仅仅考虑变化的强度，而没有考虑变化的速率。图中用全球年平均温度代表气候变化的强度，但预计
的影响则是全球和区域平均气候变化的强度和速率、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现象、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适应性的函数。

受危害或损失的地域范围，以及受影响的系统数目，将

高通常会导致作物潜在产量减少：［4.2]

随着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速率的增加而增加（见图 SPM

在大部分中纬度地区，在年平均温度升高超过几度

2 ）。（4.3 节 7. 2.1]

时，作物潜在产量一般都要减少并伴有波动；［4. 2]
在很多缺水地区，特别是在亚热带地区，可用水将

2.4 很多人类系统对气候变化是敏感的，其中有些是脆

会减少证4. 1]

弱的

受由病菌引起的疾病（如疤疾）和水传染引起的疾
病（霍乱）影响的人数将会增加，高温造成的死亡率
对气候变化敏感的人类系统主要包括水资源；农业

也会增加；［4. 7]

（特别是粮食安全）和林业；沿海地带和海洋系统（渔

由于强降水事件增加和海平面上升，很多居民居住地

业） ；人居环境、能源、工业、保险和其它金融服务以及

（根据对数千万居民的居住地的研究）受洪涝影响的

人体健康等。这些系统的脆弱性会随着地理位置、时间、

风险大大增加；（4. 5]

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而变化。

由于夏季温度升高，制冷用能需求增加。［4. 5]

4.5,

4.6 矛口 4.

[4 .1 年4.2, 4.3, 4.4,

7]
根据模式和其他方法研究，预测气候变化的有利影

根据模式和其它方法研究，预计气候变化的不利影

响包括：

晌包括：

在大部分热带、亚热带地区，大多数预测的温度升

2圳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 在某些中纬度地区，对温度升高小于几度的情况下，

影响 、适应性和脆弱性

框 SPM-1. 气候变化的敏感性、适应性和脆弱性
敏感性是指系统受与气候有关的刺激因素影响的

程度，包括不利和有利影响。这里所描述的与气候有
关的刺激因素，是指所有的气候变化因素，包括平均

气候状况、气候变率和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影响
可以是直接的（如由于平均温度、温度范围或温度变
率的变化而造成作物产量的变化），也可以是间接的
（由于海平面上升造成沿海地带洪水频率增加引起的

灾害）。
适应能力是指某系统适应（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

气候事件）、减轻潜在损失、利用机遇或对付告候变化
后果的能力。

脆弱性是指系统易受或没有能力对付气候变化包

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不利影响的程度。脆弱性
是某一系统气候的变率特征、幅度和变化速率及其敏

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

第二工作组决策者摘要

2.6 问题也影响定量分析大规模的并可能产生不可逆转

影晌的事件的风险

预计 21 世纪的气候变化 7 具有导致地球系统发生大
规模及不可逆变化的可能性，从而产生洲际和全球范围
的影响。这些可能性依赖于所用的气候情景，而尚未对所

有可能的气候情景进行评价。这种例子包括：传输温水到
北大西洋的大洋环流显著减缓、格陵兰和西南极冰原的

大量减少、陆地生物圈碳循环的反馈以及永冻地区陆地
碳的释放和沿海沉积物中水合物的甲烧释放造成的全球

变暖加快。对地球系统很多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并不十分
了解，但可能性非常低。尽管如此，这些可能性会随着气

候变化速率、程度和持续时间的变化而增加。（见图
SPM-2 ）。［ 3. 5'

5. 7 ，和 7 .2. 5]

如果地球系统发生这些变化，它们的影晌将是广泛

和持久的。例如，海洋温盐环流的显著减慢会改变深层海

洋的含氧水平及海洋与海洋生态系统吸收的碳量，并减
弱欧洲｜部分地区的变暖。西南极冰原的碎裂或格陵兰冰
盖的融化各自都会使全球海平面在未来 1000 年最大升高

3 米 8 ，淹没很多岛屿和大片的沿海地区。取决于冰原减
作物的潜在产量会增加；［4. 2]

少的速率，海平面升高的速度和程度很可能大大超出人

森林管理得当，全球木材供应会增加；［4. 3]

类和自然系统在没有重大影响时的适应能力。由于变暖

一些缺水地区如在东南亚部分地区，人们可用水会

引起的永冻区陆地碳和沿海沉积物水合物的甲烧释放，

增加；［4. 1]

会进一步增加大气的温室气体浓度，从而加剧气候变化。

中高纬度地区冬季死亡率会减少；［4. 7]

[3. 5' 5. 7 和 7. 2. 5]

由于冬季温度较高，供暖所需能源会减少。［4. 5]

2.7 在各种尺度上，适应是补充减缓气候变化努力的一

2.5 所预计的极端气候事件的变化有可能造成重大后果

个必要的战略

人类社会和自然系统对极端气候事件的脆弱性，己

适应性措施具有减少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增强有利

经从干旱、洪涝、热浪、雪崩和风暴等灾害所造成的损

影响的潜力，但这会增加成本，还不能避免所有的损失。

失、痛苦及死亡中得已证明。虽然对这些变化做出的预

极端事件、变率和变化速率都是分析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测还有不确定性，但由于气候的平均状况及变率的改变，

和适应性的关键要素，而不再仅是简单的平均气候状况

21 世纪一些极端事件发生的频率和／或严重程度还要增

的变化。人类和自然系统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动地适

加，因此可以预计，随着全球变暖，这种影响的严重程度

应气候变化。相对于为保护自然系统的适应行动而言，有

还要增大（见图 SPM-2 ）。相反，寒潮等极端低温事件

更多的选择和激励采取人类系统的适应行动，尽管如此，

的发生频率和程度预计将减少，但会产生正面和负面的
影响。未来极端气候事件变化的影响预计会对贫困人口

产生巨大的影响。表 SPM-1 中，列出了未来气候变率和

极端气候事件变化影响的一些典型例子。［ 3. 5' 4. 6, 6 和

7 .2.4]

7 由图 SPM-2 表示的预测气候变化的细节见第一工作组的决策者
摘要。
预测西南极冰原和格陵兰冰原对海平面升高作用的细节见第一 工

作组的决策者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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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PM-1 ：预计的极端气候事件变化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的例子。

预计的 21 世纪极端气候现象变化 i

预计影响的典型例子b

及其可能性 a

（发生在一些地区的信度为非常高可信度CJ

I

简单极端事件
最高温度升高；在几乎所有陆地

· 老年人和城市贫穷人口的死亡率和严重疾病发病率增加［4. 7]
对家畜和野生动物的热胁迫增加［4.2 和 4. 3]

地区热日天数和热浪次数增多
（很可能 a)

－

旅游目的地改变［表 TS-4 和 5. 8]

· 大量作物损失的风险增加［4. 2]
降温用电量增加，减少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增加［表 TS-4 和 4. 5]
降低与寒冷有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4. 7]

最低温度升高；在几乎所有陆地

地区冷日、霜冻日数和寒潮 d 减少

降低大量作物损失的风险，增加其它作物不利影响的风险［4. 2]

（很可能 a)

一些病虫和疾病细菌的范围和活动扩大［4. 2 和 4. 3]
降低取暖能源需求［4. 5]

洪涝、滑坡、雪崩和泥石流损失增加［4. 5]

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增大（在许
多地区很可能 a)

． 土壤侵蚀增加［5

.2.4]

洪水径流量增加，可增加一些平原蓄水区的蓄水量［4. 1]
对政府和私营洪水保险系统及减轻灾害压力增加［表 TS-4 和 4.6]

复杂的极端事件
中纬度地区内陆夏季干旱和旱灾

降低作物产量［4.2]

的风险增加（可能 a)

由于地面下沉，对建筑地基的危害增加［表 TS-4]
水量与水质下降［ 4 .1 和 4. 5]

· 森林火灾风险增加［ 5. 4. 2]
热带气旋的最大风速增大、平均

人的生命风险、传染性疾病流行风险和其它风险增加［4. 7]

及最大雨量增加（在一些地区可

· 沿海侵蚀和对沿海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危害增加［4. 5 和 7 .2.4]

能 a)

e

‘ 对沿海生态系统如珊珊礁和红树林的危害增加［4.4]

在许多地区与厄尔尼诺事件有关

降低干旱和洪涝易发区的农业和草地生产力［4. 3]

的洪涝和干旱强度增加（可能 a)

降低干旱易发区水力发电的潜力［ 5.

1. 1 和图 TS-7]

（亦可参见干旱和强降雨事件）

亚洲夏季季风降水变率增加何影）
中纬度地区暴风雨强度增加（现有

的多种模型预测结果不尽相同）

d

对温带和热带亚洲地区，洪涝和干旱强度与危害增加［ 5.2.4]
． 人体健康和生命的风险增加［4. 7]
” 财产和基础设施损失增加［表 TS-4]
． 对沿海生态系统的危害增加［4. 4]

a 可能性是指 IPCC 第一工作组第三次评估报告所用的可信度判断：很可能（ 90-99% 的可能性） ；可能（ 66-90% 的可能性）。
除非在其它地方另外说明，有关气候现象的信息引自 IPCC 第一工作组第三次评估报告的决策者摘要。

b 通过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将减轻不利影响。
c 非常高可信度的可能性为 67-95% ，参见脚注 60

d 来源于 IPCC 第一工作组第三次评估报告的技术摘要，第 F .5 节 。
e 热带气旋的区域分布变化是可能的，但尚未对此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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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工作组决策者摘要

有计划地适应气候变化，可以在自动适应气候变化基础

地，全球平均气温增加几度以后，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

上带来更好地效果。在各种尺度上，适应是补充减缓气
候变化努力的一个必要的战略。［6]

可能是既有受益又有损失（低可信度6 ）；更多的增温则造
成经济损失（中等可信度6 ）。随着预计的变暖程度的增
加，对经济影响分布预计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

可以总结过去适应气候变率或极端气候事件的经验，

的差距会加大（中等可信度6 ）。对发展中国家估算损失影

用来制定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适宜战略。对当前气候变

响越严重，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

率和极端事件的适应性措施常常会产生有利影响，并奠

就越低。［ 7.2.3]

定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基础。然而经验也证明，发挥这
些潜在适应对策的全部作用还有许多限制。另外，只注

此外，从全球尺度来看，全球平均温度升高几度，全

重短期效果的决策、忽视已知的气候变率、使用不完整

球 GDP 将在增加或减少几个百分点范围内变化（低可信

的预测和利用不充分的信息以及过分依赖保险机制时，

度6 ）：如果温度升高更多，则导致净损失增加（中等可信

可能会采取一些不适当的适应措施，例如在风险较大地

度6) （见图 SPM-2 ）。即使全球平均温度升高小于几度，

区盲目发展。［6]

预计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人也要比从气候变化获益的

人多（低可信度6 ）。这些结果对一些假设很敏感，如区域
2.8 资源最少的地区适应能力最弱，而且最脆弱

气候变化、发展水平、适应能力、变化速率、影响的评价
和所采用的估算货币损失和收益的方法，包括折扣率的

人类系统适应和对付气候变化的能力取决于许多因

选择。［ 7 .2.2]

素，如资产、技术、教育、信息、技能、基础设施、业）
资源的程度以及管理能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

就生命的损失和相对于投资与经济的影响而言，预

可能促进和／或获得适应能力的潜力。人口和社区在适

计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最大。例如，极端气候事

应气候变化能力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发展中国家，尤其

：对发展中国家 GDP 相对百分点的影响远远超过发达国

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和社区，在这方面的能力通常最

家。［4. 6]

弱。结果使这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较弱，对气候
变化危害最为脆弱，这就像其对其它问题脆弱一样。这

2.9 适应性、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公平性可以相互促进

种情况在最贫穷人群中表现尤为突出。［6. 1 ，关于区域信
息还可以参见 5.1.7, 5.2.7, 5.3.5, 5.4.6, 5.6.1, 5.

6.2, 5.7 ，和 5. 8. l]

很多对气候变化脆弱的社区和地区同时也面临着人
口增加、资源耗尽和贫穷的压力。凡是能够减少资源压

力、改进环境风险管理、改善贫穷人口幸福安康的政策也
以货币单位的方式估算了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气

都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公平性、增强适应能力、减少

候变化影响的成本与效益。这种估算一般不包括气候变

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其它压力。在设计和执行发展行

率或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也没有考虑不同变化速率的

动方案时，如能考虑气候风险因素，将可以促进公平和更

影响，而仅仅部分考虑了对不在市场体制中进行贸易的

可持续的发展，并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6. 2]

货物和服务的影响。这种省略可能会低估了经济损失，而

高估了经济收益。因为综合影响评估会对一些方面只计

3. 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影晌及其脆弱性

算收益，而对另一些方面只计算损失，以及还因为用于

综合各单项的权重具有主观性，这种影响评估常常引起
争论。［ 7 .2.2 和 7.

3 . 1 水文和水资源

2. 3]
气候变化对河流流量及地下水回灌的影响因区域和气

虽然存在上述提到的一些局限性，依据发表的数篇

文章估计数值，对研究中所有变暖幅度，全球平均温度

的升高 9 都会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产生净的经济损失（低可

信度6 ）。增温幅度越大，损失越大（中等可信度6 ）。相反

9 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仍作为气候变化幅度的一个指标。年间考虑
的这些研究中，受情景影响的变量包括区域范围的气温、降水和其

它气候变量的不同变化。

227

｜ 综合报告

气候变化 2001

候情景的不同而不同，主要取决于降水变化的预测结果。

冬季降雪已经成为降雨，这将导致更大的河水流量高峰，

对多数气候情景，较为一致的预测结果是：在高纬度地区

且高峰期由春季转为冬季。［4. l]

和东南亚地区，年平均径流量将增加，而在中亚、地中海

近邻区、非洲南部和澳洲将减少（中等可信度 6) （见图

最为脆弱的水资源系统可能是那些没有进行管理的

SPM-3 ）；然而，不同模型所预测的变化程度不同。在其

水资源系统及目前已经受到胁迫或管理不善和不可持续

它地区，包括中纬度地区，由于对降水和蒸发的预测结果

管理方式的水资源系统。管理不善和不可持续管理方式

都存在差异，而且蒸发可以抵消降水的增加，因此预测的

的水资源系统是由于不鼓励有效利用水分和水质保护、

河流流量的变化尚无一致的结论。预计大多数冰川加速

不完善的流域管理、水的供给和需求疏于管理、缺乏有

融化，许多小冰川可能消失（高可信度6） 。一般而言，对

效的专业指导政策等造成的。在没有进行管理的水资源

年平均径流量变化的预测的可信度低于只基于温度变化

系统中，很少或根本没有用来缓冲水质和水量变化的设

影响的预测，这是因为不同情景对降水的预测差异更大。

施。在不可持续的管理系统中，水和土地的使用加剧了

在流域范围内，气候变化的影响随流域自然特性和植被

因气候变化产生的脆弱程度。［4. l]

而发生变化，此外也随土地覆盖而变化。［4.1]
水资源管理技术，尤其是水资源综合管理，可以用
目前，世界上约 1/3 的人口，大约 17 亿人，生活在

来适应气候变化对水文的影响，的参考情景作为基准线

贫水国家（定义为 20% 以上的用水来源于再循环水，这

的影响，从而降低脆弱程度。目前，更多采用的供水方的

是通常采用的贫水指标）。预计到 2025 年，这部分人口

管理措施（如加强洪水防御、建造堤垣、利用储水区包括

将增至 50 亿，当然这会依赖于人口增长速度。气候变化

自然系统、同时，础设施以增加水分收集和分配），而不

可能进一步减少这些受水短缺影晌国家的河流流量和地

是水分需求方的管理措施（改变胁迫），但后者是日益引

下水补给量，如中亚、非洲｜南部以及地中海近邻地区，但

起关注的焦点。然而，世界各国实施这种有效管理的能

在其它一些地区可能增加河流流量。［4 .1 ，关于区域信息

力目前还参差不齐，许多经济转轨和发展中国家能力还

还可参见 5.1.1,

比较低。［4 .1]

2,

矛口 5.

5.2.3, 5.3.l, 5.4.l, 5.5.l, 5.6.

8.4]
3.2

农业和粮食安全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对水的需求量一般

会增加，但在一些国家由于水利用效率提高，用水量正

根据试验研究，作物产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差异明

在下降。气候变化一般不可能对城市和工业用水需求有

显，这是由于作物种类和品种、土壤特性、病虫害、二氧

很大的影晌，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灌溉用水，这将

化碳（ C02 ）对作物的直接影响，以及 C02 、气温、水分

取决于蒸发的增加如何被降水的变化所抵消或加剧。温

胁迫、矿物质养分、空气质量和作物的适应能力间的相

度越高，植物的蒸腾量越大，这意味着未来的总体趋势

互作用不同所致。 C02 浓度增加可以刺激作物生长和提

其它这些国家要继续i也. 1]

高产量，但这一有利影响也许不一定大于过度高温和干

旱的不利影同缸中筝可信JJt ） 。最大二次评估报告（ SAR)
在许多地区，由于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增加，致使

以来，即一个特定的浓度稳目标可个特以定的通过不同

洪水的频率及规模也增加，并使大多数地区径流量和一

型中得到考虑，用来评估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粮食供

些平原地区地下水补给量增加。土地利用变化可能使洪

应、农田收益和价格的影响。［4.2]

水更加恶化。 一些地区由于蒸发量加大，枯水季节的河
水径流量在日趋减少；降水量的变化也许会加剧或抵消

一类是假设排放目标明确，化引起的假量损失及适

蒸发量的增加。由于水温升高和废弃物的径流与外溢造

应措施将涉及到成本问题。农业和畜牧业的适应性技术

成的污染物增加，预计的气候变化将引起水质下降。在

手段可能包括，调整种植时间、施肥量、灌溉、品种和选

河水径流量减少的地区，水质退化可能更为严重，但增

择动物种类等。［4.2]

加水流稀释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水质退化。在目前降

雪成为水分平衡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区，由于大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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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农业自身的适应性，作物模拟评估结果

第二工作组决策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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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PM-3 ：相对于 1961 一 1990 年， 2050 年平均年径流量的预测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降水变化的影响。利用两个版本的 Hadley 中心大

气海洋环流模式的气候预测情景为大气中等效 C02 浓度每年增加 1% ，两个版本为：（ a) HadCM2 全部平均 g 和（ b)HadCM30 预计在高

纬和南亚径流量增加，中亚、地中海附近地区、南非和澳大利亚减少，这些结果同哈德菜中心试验广泛一致，也和其它 AOGCM 试验结
果一致。对世界其它地区，降水和径流的改变依情景和模式的不同而不同。

表明，当变暖低于几度时，气候变化对中纬度地区作物

的不利影响。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热带地区具有自身适应

产量的影响有正面效应；当变暖高于几度时，气候变化

能力的作物受到的不利影响小于缺乏适应能力的作物，但

对中纬度地区作物产量的影响有负面效应。这些结果的

其产量依然低于目前气候情景下的产量水平。［4. 2]

可信度为中等可信度到低可信度。类似的评估结果表明，
热带地区一些作物已经接近其最高的极限温度，而且干燥

如果不考虑气候变化，多数的全球及区域性经济研

土地／雨养农业占主导地位，因此即使微弱的升温也可使

究结果表明，尽管这种预测的可信度在遥远的未来更低，

作物减产。降雨量明显减少时，热带作物产量将受到严重

二十世纪全球实际物品价格下降的趋势将持续到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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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经济模型评估表明，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和价格

护场所、公园和保护区，以使物种得以迁移， 2 ）利用捕

的影响预计会造成全球收益百分比的微小波动（何可信

捉饲养和改变活动场所。然而，这些手段可能因费用太

度 6 ），对较发达的国家而言会有较大的增加，对发展中

高而难以实施。［4. 3]

地区而言增加较少甚至是减少。继续研究经济模型对评

估中的基本假设的敏感性可以提高这一研究结果现的可
信度。［4.2 和框 5-5]

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储量似乎正在增加。在第二次评
估报告中，碳储量增加是由于 C02 浓度上升、温度升高
和土壤湿度变化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而提高作物生产力造

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全球年均气温升高几度

成的。近期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生产力增加，但其在田

或更高 ， 贝 IJ 粮食供给能力的增长会滞后于需求的增长，

间生产条件下的升高幅度低于盆栽试验结果（中等可信

进而粮食价格会升高（不芜全确定的 6 ）。本评估依据己

度6 ）。因此，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吸收更多的是由于土地使

有的研究，表明如果温度升高幅度在几度以内，经济模

用和管理的改变，而不是 C02 浓度的升高和气候变化的

型不能明确地将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其它方面变化的影响

直接影响。由于上述各因子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如北

区分开来。目前开展了 一些气候变化对脆弱人群经济影

极地区陆地生态系统和湿地既作为排放源又作为吸收

响的综合研究，如对小农户和城镇贫困人口的影响。尽

汇），陆地生态系统继续为碳汇的程度是不确定的（中等

管结论是不确定的并需要进一步研究，仍可以发现气候

可信度 6 ）。［ 4. 3]

变化将降低脆弱人群的收入水平，并使饥饿人口的绝对

数量增加。尽管不完全确定，但气候变化通过增加极端

和第 二次评估结果相反，对全球木材市场的研究表

事件和时、空改变，将造成非洲粮食安全更加恶化。［4. 2]

明，微弱的气候变化会提高木材的供给能力，增加发展

中国家在木材市场中的份额（中等可信度6 ），这些研究假
3 . 3 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

定没有增加碳吸收和储存的森林项目，但采取了土地和

产量管理的适应对策。木材价格的降低会使消费者从中
植被模型研究一致表明，气候变化条件下生态系统

将受到严重的破坏（高可信度 6 ）。尽管可能不会发生生

受益，而生产者则可能受益也可能受损，这主要取决于

木材产量和潜在枝叶枯萎效应的区域变化。［4. 3]

态系统和生物群系的整体迁移，但对特定的地区而言，

物种的组成和优势物种可能会有所改变。当然，这些变

3.4

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

化将落后于 气 候变化几年到几十年，甚至到数个世纪

（高可信度6 ）。［ 4. 3]

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大尺度影响预计包括海面温度上
升、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海冰覆盖面积减少、盐度、海

全球或区域气候变化已经并会继续对野生动植物的

浪状况和洋流的变化。海洋是气候系统的组成部分和响

分布、数量、密度和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同时由于气候 ／注机制，对气候起着重要的自然和生物地球化学反馈作
变化对植被的影响作用还会产生间接的影响。气候变化

用。许多海洋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敏感。反映在多年气

会使淡水鱼分布的边界向极地方向迁移，同时喜冷、喜

候一一海洋系统（如太平洋十年涛动）及其转换中的气候

凉的鱼类数量减少，喜温性鱼类增加（高可信度6 ）。目

趋势和变率，对鱼类丰产和繁殖动态具有重要影响，进

前，许多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已经面临很高的濒危，由于

而强烈影响以渔业为生的人类社会。［4. 4]

气候变化会恶化其生存条件，土地利用会破坏其栖息环
境，且其迁徙难度增加，这些不利因素的协同作用将会

气候变化将使许多沿海地区洪灾严重、侵蚀加速、湿

使其处境更加艰难。如果缺乏适当的管理，在 21 世纪，

地和红树林减少、海水倒灌并影响淡水资源。气候变化

这些障碍会使目前的一些“严重濒危”物种灭绝，大多

包括海平面上升，将加剧风暴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如风

数“濒危和脆弱”物种更加稀少并进一步灭绝（高可信

暴潮和海岸侵蚀。高纬度地区的海岸带还会受到较高海

度 6 ）。［4. 3]

浪和永冻层消退的附加影响。由于其它因素会影响到海
平面的上升和沉降，因此不同地区相对海平面的变化不

降低物种灭绝风险的可能适应措施包括： 1) 建立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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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4.4]

第二工作组决策者摘要

气候变化对多样和富饶的沿海生态系统如珊珊礁、
环状珊蝴岛和暗礁岛、盐滩地、红树林的影响，取决于海

已出版的研究资料仅限于发达国家的研究，无法作出夏
季和冬季死亡率的均一性比较。［ 3. 5 和 4. 7]

平面上升相对增长速度和沉积的速率、水平迁移的空间

尺度和障碍、气候一海洋环境如海平面气温和风暴的变

大量的经验表明，洪涝的增加将会增加溺死、爆发腹

化以及人类活动对海岸带的影响。珊珊礁在过去 20 年中

泻和呼吸疾病的风险，在发展中国家，还增加饥饿和营养

的白化问题存在多种原因，其中就包括海温升高的因素。

不良的风险（高可信度6 ）。如果区域性的气旋数量增加，

未来的海洋表面温度升高将增加珊珊礁的生存压力，致

则会经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尤其对于那些人口稠密、资

使海洋疾病的发生机率增加（高可信度6 ）。［ 4.4]

源短缺的地区。气候变化将使部分地区尤其是热带地区

作物产量和粮食生产下降，使原本粮食短缺的人群营养

海岸带适应性战略的评估重点由原来的海岸线硬件

缺乏，导致儿童发育不良，成人活动减少。一些地区社会

保护性结构（如海堤、海坝）转向软件保护性措施（如海

经济衰退，日常生活和健康受到不利影响。 ［3 . 5 ' 4. 1 ' 4.

滩养护）以及有管理的规避和加强生物自然和社会经济

2, 4.5 ，和 4. 7]

系统的防护。海岸和海洋管理的适应性手段与其它领域

的政策一并考虑时，如减灾计划和土地利用计划，适应
措施将更为有效。［4.4]

对预计的每一种不利影响，都可以用社会、机构、技
术和行为的适应性措施来减轻对健康的不利影响。适应
性措施可能包括：加强公共健康基础设施建设，以健康为

3.5 人体健康

导向的环境管理（包括空气和水的质量、粮食安全、城市
和房屋设计和地表水的管理）及提供适当的医疗设施。总

从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短期天气事件对人体健康

之，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对脆弱的低收入人

的影响，尤其是酷热、空气污染、风暴和洪水影响、季节

群最为严重，主要集中在热带或亚热带国家。一般而言，

和年际的气候变率对某些传染性疾病影响的认识得到进

适应性政策可能减轻这些影响。［4. 7]

一步提高。人们对有害于健康的影响因子以及可能的适

应对策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4. 7]

已经获知一些靠病菌、食物和水传播的传染性疾病
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多数的预测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在

3.6

人居、能源与工业

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人类居住环境受气候变化的
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

气候变化情景下，疤疾矛口登革热可能传播的地理范围会

微有增加。可信度为中等可信度到高可信度6。目前世界
上约有 40% ～ 50% 的人口受到疤疾和登革热的侵扰 10 。尽

1 ）由于资源生产力或市场对物品或服务需求的变化，而
影响了支撑人类居住的各经济部门；［4. 5]

管一些传染病会出现区域性减少的现象，但在目前分布

2 ）可能直接影响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输送和配给系统）、

范围内，这些传染病和许多其它传染病在地理分布和季

建筑、城市服务（包括交通系统）和特殊工业（农业

节上分布却有增加的趋势。然而，在所有情况下，传染病

工业、旅游和建筑）的某些方面；［ 4. 5]

的实际发生是受当地环境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和公共健
康设施条件的强烈影响。［4. 7]

3 ）通过极端天气事件、健康状况的变化或人口迁移可能

直接影响人口。大规模人口（小于 1 百万）和中、小
规模人口居住中心所面临的问题略有不同；［4. 5]

所预计的气候变化将伴随着热浪发生次数增加，这

种热浪在很多情况下会因湿度增加和城市空气污染增加

气候变化对人类居住地区最普遍的直接影响是洪水

而进一步加剧，因此可能造成与热浪有关的死亡率的增

和泥石流，这些是由于降水强度的增加造成的，沿海地区

加和流行病的发生。有迹象表明，它对城镇人口，尤其是

老人、病人和没有使用空调的人群（高可信度6 ）影响较
大。有限的证据表明，在一些温带国家冬季死亡的减少

量远超过夏季死亡的增长量（中等可信度6 ）。至今为止，

10 有 8 项研究模拟了气候变化对这些疾病的影响，其中 5 项是关于
在疾和登革热。有 7 项研究使用了生物或基于过程的方泣， 1 项采
用了经验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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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海平面上升的作用。沿河和沿海的居住地区尤其

增加了 10.3 倍，（所有的损失均以 1999 年美元价计，没

会受到影响（高可信度6），但是在城市如果排水、供水、

有用平均购买力进行调整），其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损失

排污设施能力不强的话，城市洪涝也会成为 一 个问题。

约占四分之一 。同期这些损失中入保部分也从每年几乎为

在这些地区，人口密度大、居住条件差、很少或无法获

零增加到每年 92 亿美元。再考虑小规模的、非灾害性的

得资源如清洁生活用水和公共健康服务、适应能力很差

与天气相关事件，上述损失将增加两倍。在 1985 年至 1999

的那些新开垦的和城市非居住地区十分脆弱。人类居住

年间，作为保险业脆弱性增加的指标，全球财产／意外事

地目前正在经历其它一 些重大环境问题，包括水资源、

件保险费与和天气有关的损失比率降低了三倍。［4.6]

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和交通等方面，在高
温 ／ 降水量增加的情况下将会更加恶化。［4. 5]

尽管已经付出巨大的努力并继续努力建筑防御设施

和提高防灾的能力，但应对天气事件的费用已经迅速增
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低洼沿海地

加。过去 50 年，业已观测到的部分灾害损失上升趋势与

区迅速发展的城市化，大量地增加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密

社会经济因子联系在一起，如人口增长、财富增加、脆弱

度和财产价值，而这些都有可能受到热带气旋等沿海气

地区城市化等，而部分灾害损失上升趋势与气候因子联

候极端事件的影响。模型预测表明，与海平面没有上升的

系在一起，如降水量的变化和洪涝事件。准确地将这些

情景相比，在中等情景下（ 2080 年海平面上升 40 厘米）

灾害归因于何种因素非常复杂，而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

每年受到风暴潮洪水袭击的人数将翻几番（从 7 千 5 百万

事件中，这两方面原因之间的综合作用也不同。［4.6]

到 2 亿，这一数目受适应措施的影响）。海平面升高对沿
海地区基础设施的潜在影响也很大，对某些国家如埃及、

气候变化以及预计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天气事件的变

波兰、越南等国家来说，预计损失达数百亿美元。［4. 5]

化，可能会增加风险评估中保险精算的不确定性（高可

信度6 ）。这可能会对提高保险费增加更大的压力，和 ／ 或
经济结构单一 、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气候变化脆弱

导致保险范围重新分类的风险即将一些项目列入非保险

型行业（农业 、 林业、渔业）的那些居住地区比经济结

范围的一定风险。这些变化将触发成本增加，放慢金融

构多样化的居住区更为脆弱（高可信度 6）。对北极地区

服务向发展中国家扩展的速度，减弱保险业对各种突发

的发达区域，永久冻结带地区有大量的冰，要特别注意

事件的保障作用，增加自然灾害发生之后社会对政府赔

减轻融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如对建筑和交通设施的严

偿资金的需求。如果发生这些变化，公众和私营实体在

重影响（＃常高可信度 6）。对同样的灾害，工业、交通

提供保险和风险管理的相对作用方面有望得到改变。［4.6]

和商业基础设施如居住基础设施一样具有脆弱性。制冷

所需要的能源需求增多、取暖所消耗的能源需求减少，

历史记录表明，虽然低可能性、高影响事件或多重

各种影响依情景和各地情况而定。对一些能源生产和配

空间关联事件可能会严重地影响金融部门的部分业务，

送系统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如供应减少或系统可靠性

尤其是当那些部分适应能力同时受到非气候因素的削弱

降低，而此时其它一些能源系统可能会受益。［4. 5 和 5. 7]

时（例如不利的金融市场环境），但是金融部门作为一个
整体还是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那些财产 ／ 灾难保

可能的适应措施包括人类居住地区及其基础设施的

险和再保险部门以及小型专门的或非多样化的公司已经

计划、工业设施的布局和制定类似的长期决策，以此降

表现出很大的敏感性，包括由于应对天气事件触发的利

低那些虽然发生可能性低（但可能性正在增加）但后果

润减少和破产 。 ［4.6]

严重（也许正在增加）的事件的影响。［4. 5]
适应气候变化使金融部门不仅面临复杂的挑战，而

3.7 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

且也面临很多机会。例如，参与制定定价、准备金税款处
理方面的规章，从风险市场回撤能力等，都会影响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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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应对一般天气事件和极端天气事件的

部门恢复能力。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实体也可能通过提高

费用迅速地增加。灾害性事件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从 50

灾害防范、防止灾害损失计划、制定相应怯规 、 改进土地

年代的每年 39 亿美元增加到 90 年代的每年 400 亿美元，

利用等来增加适应能力。然而，在一些情况下， 一些公共

l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出旦、适应包坚弱性

保险项目和救济计划，因在脆弱地区如美国发生洪水的

｜第二工作组决策者摘要

5. 改善对影晌、脆弱性和适应性的评估

平原和海岸带地区引入发展项目会成为自满和错误的适

应措施。［4.6]

自 IPCC 以前的评估报告以来，在检测生物和自然系
统的变化方面取得了 一 些进展，也采取了 一些措施提高

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在那些

对适应能力、极端气候事件的脆弱性和其它关键的与有

依靠初级生产力作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国家。 一些国

关影响问题的认识。这些进展表明，需要开始设计适应性

家国内生产总值（ GDP ）已经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有

战略和适应能力建设的行动。然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

一个例子是损失了高达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与天

究，以加强未来评估能力和减少不确定性，确保决策者可

气相关的风险变得难以保险，保价攀升、投保困难，就会

以获得足够的信息以响应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后果，包

公平问题和发展受抑制的问题。相反，保险业、融资体制

括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和由发展中国家开展的研究。［ 8]

和发展银行更多地参与进来，将会增强发展中国家适应

气候变化的能力。［4.6]

为了缩小目前已有的认识水平与决策者需求间的距
离，以下为重点研究的领域：

4. 脆弱性因区域不同而不同

气候变化下人类和自然系统敏感程度、适应能力和
人类和自然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在不同地区、

在同 一地区对不同人群来说是不同的。在基准气候条件
和预计的气候变化条件之间的差异会导致地区间受气候

脆弱性的定量评估，重点是在气候变异的范围、变化
频率和极端气候事件的严重程度方面。
· 评估对预测的气候变化和其他触发因素引起突变的

影响不同。不同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系统有不同的特征、不

可能阙值。

同的资源和制度，受到不同程度情况的影响，这些都导

理解生态系统对多重胁迫的动力响应，其中包括全

致各地区对气候变化有不同的敏感程度和适应能力。从

球、区域和更小尺度的气候变化。

这些差异中，归纳出世界主要地区着重关注的问题。然

研究各种适应对策的方法，计算各种适应办法的有

而，即使在相同的区域，影响、适应能力和脆弱性也是不

效性和成本，确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人群的

同的。［ 5]

不同适应机会和困难。

多方面评估预测的各种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特别
如上所述，所有区域都有可能面临一些气候变化的

是在非市场条件下对物品和服务的影响，在评估中对

不利影响。表 SPM-2 高度概括出不同区域重点关注的问

不确定采用一致的处理方法，不确定因素包括但不只

题。由于一些区域气候变化灾害频繁和适应能力有限，这

限于受影响的人口、土地面积、濒危物种数量、影响

些地区特别脆弱。多数欠发达地区对气候变化特别脆弱，

的货币价值以及这些方面在不同稳定水平和其他政

这是因为对气候变化敏感的部门是他们的经济主体，同

策情景中的影响。

时也因为它们人力、资金和自然资源少以及机构能力和

改进综合评价工具，包括风险评价，以对自然和人

技术实力都比较有限。例如，小岛国和地势低洼的沿海

类系统及不同政策结果的相互作用进行估计。

地区对海平面升高和暴雨非常脆弱，多数国家的适应能

对机会的评估，包括对影响、脆弱性、决策过程中

力有限。预计极地地区的气候变化影响大，而且十分迅

的适应、风险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信息的评估。

速，其影响包括海冰的范围和厚度减少、永久冻土带的

改进对气候变化和其他胁迫对人类和自然系统的影

退化。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对季节性河流流量、洪

响进行长期监测的系统和方法，并提高对这些影响

涝和干旱、粮食安全、渔业、健康影响和生物多样性减少

的认识。

等的不利影响非常脆弱，这也是这些地区非常关注的问
题这些地区适应能力一般很低。即使是在适应能力很强

在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性的区域评估方面加强国际

的地区，如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有一些脆弱的社

合作和协调，包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能力建设和培训

区如土著人，另外生态系统适应能力也很有限。在欧洲、

是特别需要的交叉性重点（特别有关上述列出的各项）。

南欧和北极地区的脆弱性明显高于其它地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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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PM一2 ：区域适应能力，脆弱性和重点关注的问题 a , b
地区

：适应能力 ，脆弱性和重点关洼的问题

制｜｜

I

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导致非洲人类系统的适应能力低，同时因主要依赖雨养农业干旱和洪涝频
繁发生以及贫穷等因素使非洲人类系统脆弱性高。［ 5. 1. 7]

· 很多情景预测谷物产量下降，粮食安全降低，特别是粮食进口的小国家（中等可信度到高可信度

6）。 ［5.1.2]
－ 非洲主要河流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在地中海地区和非洲南部国家的平均径流量和可获水量降低

（中等可信度6）。［5.1.1]
在非洲，因病菌导致的传染病范围的扩大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中等可信度6）。［ 5.1.4]
由于平均年降水、径流和土壤湿度的减少，荒漠化会继续恶化，特别是南部非洲、北非和西非（中

等可信度。。［5. 1. 6]
非洲｜干旱、洪涝和其它极端事件的增加，会增加对水资源、粮食安全、人体健康和基础设施的压

力，并将限制其发展（高可信度6 ）。［5. 1]

植物、动物物种的消失预计会十分明显，从而影响农村生活、旅游和基因资源（中等可信度6）。［5.
1. 3]
· 海岸地区人类居住将会受到海平面上升所导致的洪水和海岸带侵蚀的不利影响，如几内亚海湾、

塞内加尔、冈 比亚和埃及，以及非洲东南部沿海等（高可信度6 ）。 ［5. 1. 5]
亚洲｜

|

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人类系统适应能力低、脆弱性高，而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强、脆弱
性低。［ 5. 2. 7]

在亚洲温带和热带地区，极端事件包括洪涝、干旱、森林火灾和热带气旋增加（高可信度6 ）。［5.
2.4]
亚洲｜许多干旱、热带和温带地区的国家，由于高温和水资源短缺、海平面上升、洪涝和干旱及热

带气旋等影响，农业和水产养殖业生产力降低，可能导致粮食安全性降低；亚洲北部地区，农业

面积可能扩大，生产力可能提高（中等可信度 6 ）。［5.2.l]

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径流和可获水量减少，而在北部地区将增加（中等可信度6）。［5.2.3]
亚洲部分地区，由于传染病病菌扩散和热胁迫，人体健康可能受到威胁（中等可信度6）。［5.2.6]
． 在亚洲温带和热带地区，由于海平面上升和热带气旋强度增加可能有数以千万计的生活在低海拔

沿海地区的人们迁移；亚洲温带和热带降水强度的增加可能增加洪水的风险（高可信度6）。 ［5. 2.5
和表 TS-8]

气候变化增加亚洲一些地区对能源的需求 、降低旅游吸引力以及影响交通（中等可信度6）。 ［5. 2.
4 和 5 .2 . 7]

由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的变化和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使生物多样性面临更加严峻威胁（中等可

信度 6）海平面上升将使生态系统面临风险，如红树林和珊珊礁（高可信度 6）。［ 5. 2. 2]
· 亚洲｜永久冻土带南部边界向极地方向移动可能导致热岩j容和热侵蚀，对基础设施和工业造成不利

影响（中等可信度 6）。 ［ 5. 2. 2]
澳大利 ｜

· 人类系统适应能力一般很高，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一些人群如一些地区的土著人，其适应能

亚和新｜

西兰

|

力低且脆弱性高。［ 5. 3 和 5. 3. 5]

·

气候和 C02 浓度变化对温带作物的影响最初为正面影 响，但如果气候继续变 化，对一些地区和

一些作物的影响将变为不利影响。（中等可信度 6 ）。［5.3.3]
由于预测本区域的大多数地区有干旱趋势，厄尔尼诺现象增加，水成为关键问题（高可信度6 ）。
[5. 3 和 5. 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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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PM一 2:

地区

（续）

适应能力，脆弱性和重点关洼的问题

· 由于暴雨强度和热带气旋强度的增加（中等可信度6），以及热带气旋频率的区域具体变化，将增
加因洪水、风暴潮和大风造成的生命、财产和生态系统的风险。［ 5.3.4]
对气候地理要求严格且由于地表破碎、土壤差异或地貌不能迁移的一些物种，可能面临风险或灭

绝（高可信度 6 ）。澳大利亚对气候变化特别脆弱的系统包括：珊珊礁、澳大利亚西南部和内陆地
区的干旱和半干旱居住区和澳大利亚高山生态系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沿海地区的淡水湿地和高
山系统是脆弱的，新西兰生态系统对杂草加速侵入也是脆弱的。［ 5. 3. 2]

欧洲｜

欧洲人类系统适应能力一般很高，南欧地区和北极地区的欧洲的脆弱性高于其它地区。［ 5.4 和 5.

4.6]
夏季，南欧地区径流、可获水量和土壤湿度可能降低，并使南北的差异加大；冬季，南欧和北欧

的径流和可获水量都可能增加（高可信度 6 ）。［ 5.4.1]
· 在 21 世纪末，一半的高山冰盖和大面积的永久冻土带可能消失（中等可信度6 ）。［ 5.4.1]
· 欧洲大部分地区间流洪水的危险增加（中等可信度到高可信度6 ）；在沿海地区，洪涝、侵蚀和湿
地减少的风险将大量增加，影响人类居住、工业、旅游、农业和沿海自然生活环境。［5. 4.1 和 5 .4. 4]
· 北欧，气候变化对农业有有利影响（中等可信度6 ）；南欧则生产力降低（中等可信度6）。［5.4.3]
· 生物区系向极地和向高海拔迁移。重要的动植物生活环境（湿地、苔原、隔离的栖息地）消失，一

些物种种类受到威胁（高可信度 6）。［5 .4. 2]
高温和热浪也许改变传统的夏季旅游目的地，不可靠的降雪天气条件将对冬季旅游业不利（中等

可信度6 ）。［5.4.4]
拉美

拉美地区人类系统适应能力低，尤其是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适应能力低，脆弱性高。［ 5. 5]

以冰川融化作为重要水源的地区，冰川的消失和退却将对径流和水的供应产生不利影响（高可信

度 6 ）。［5.5.l]

· 洪水和干旱更加频繁，洪水会增加一些地区的沉积和使水质降低（高可信度6 ）。［5. 5]
热带气旋强度的增加可能改变由强降水、洪涝、风暴潮和大风造成的生命、财产和生态系统的风

（高可信度 6 ）。［ 5. 5]
在拉美许多地区，即使考虑到 C02 浓度增加的作用，预计重要作物的产量将下降，一些地区维持

生计的农业可能受到威胁。（高可信度 6 ）。［ 5. 5. 4]
· 传染病病菌扩散的地理分布可能向极地和高海拔地区扩大，疤疾、登革热和霍乱的发生将增加（中

等可信度6 ）。［ 5. 5. 5]
由于海平面上升，沿海居住条件、生产活动、基础设施和红树林生态系统可能受到不利影响（中

等可信度6 ）。［5.5.3]

· 生物多样性消失的速率可能增加（高可信度6 ）。［5. 5. 2]
北美

在北美地区，人类系统的适应能力一般很高，且脆弱性低，但一些团体（如土著人和依赖对气候
敏感的资源的人群）的脆弱性较高。

中等程度变暖和 C02 浓度增加可能有利于作物生产，但对不同作物和不同区域的影响不同（高可

信度6 ），如加拿大大草原和美国大平原由于干旱产量降低，加拿大北部产量则增加、温带混合林
生产力提高（中等可信度 6 ）。然而，如果进一步升温，对作物的有利影响将迅速下降，有可能变
为不利影响（中等可信度6 ）。［ 5 .6.4]
· 在北美西部，以融雪为主的流域春季水流高峰提前来到（高可信度6 ），可能减少夏季水流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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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PM-2:

（续）

地区飞适应能力，脆弱性和重点关注的问题
等可信度6）；多数情景预测大湖一圣劳伦斯湖湖面降低、水溢量减少（中等可信度6），适应措施将
抵消一些但不是全部对水用户及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中等可信度6）。［5.6.2]
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大草原湿地、高山苔原和寒冷水生生态系统将面临风险，有效的适应是不

可能的（中等可信度 6 ）。［5. 6. 5]
海平面上升将加剧对海岸带的侵蚀、泛洪和海岸带湿地的消失，风暴潮，尤其是佛罗里达和美国

大西洋沿海地区的大部分地区的风暴潮的风险增加（高可信度 6）。［5.6.1]
在北美地区，与天气有关的保险损失和公共部门减灾费用一直增加；保险行业的计划还没有系统

地包括气候变化信息，因此，其影响潜力可能是惊人的。（高可信度 6 ）。［5.6.l]
传染病包括症疾、登革热和莱姆关节炎在北美分布的范围可能扩大。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和增加

热胁迫可能造成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中等可信度6 ）。社会经济因素和公共健康措施可能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对健康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5. 6. 6]

极地

|

· 极地地区自然系统对气候变化是极度脆弱的，且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低；技术发达的群体有
可能容易适应气候变化，但一些土著人遵循传统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能力和选择余地来适应气候
变化。［ 5. 7]

预计极地地区的气候变化是最明显和迅速的，将引起主要的自然、生态、社会和经济影响，尤其

是在北极、南极半岛和南太平洋（高可信度 6）。［5. 7]
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有：北极海冰的范围和厚度的降低，永久冻土带的融化、海岸带侵蚀、冰原

和冰架的变化，物种的分布和数量的改变（高可信度 6）。［ 5. 7]
一些极地生态系统也许通过物种的引入、逐渐的替代和物种组成的改变，以及可能通过总生产力

的不断增加来适应气候变化； J水界边沿的一些物种的生活环境可能受到威胁（中等可信度6）。［5. 7]
极地地区包含重要的气候变化驱动因子，一旦激发这些驱动因子，其作用也许持续几百年，大气

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很长时间之后，还会对冰原、全球海洋循环和海平面升高引起不可逆转的影响

（中等可信度 6 ）。［5. 7]

小岛国｜

· 小岛国的人类系统适应能力一般低且脆弱性高（高可信度6）。小岛国有可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
严重的国家。［ 5. 8]

预计未来 100 年海平面每年以 5 毫米的速度上升，可能会引起侵蚀、土地和财产的损失、人的迁移
加剧、风暴潮的风险增加、沿海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降低、海水向淡水资源的侵入，以及响应和适

应这种变化的高昂费用（高可信度 6 ）。［ 5. 8. 2 和 5. 8. 5]
水分供应有限的岛屿，在气候变化对水分平衡方面的影响极度脆弱（高可信度6 ）。［5. 8. 4]

由于较高的 C02 浓度，通过白化作用和降低钙化速率，将使珊珊礁受到不利影响（中等可信度6）。
温度的升高和海平面上升的加速，红树林、海草、其他沿海生态系统和与之有关的生物多样性将受

到不利影响（中等可信度 6 ）。［4.4 和 5. 8. 3]
沿海生态系统的退化使以渔业为生和以渔产品为主要食物的人群受到不利影响和威胁（中等可信

度 6 ）。［4.4 和 5. 8 .4]
由于有限的耕地和土壤盐碱化使小岛国的国内粮食生产和出口，对气候变化极度脆弱（高可信度

6 ）。 ［5 .8.4]
由于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和赚取外汇的许多岛屿的旅游业将面临严重的

破坏（高可信度 6 ）。［5. 8. 5]
a 由于现有的研究没有包括所有的气候情景和模型，以及自然和社会系统的敏感性和适应性的不确定性，对区域脆弱性的评估只是定性的。

b 表 SPM-2 中列出的区域，在技术摘要图 TS一2 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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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二工作组报告
IPCC 第二工作组第六次会议 （2001 年 2 月 13- 16 日，瑞士， 日 内瓦）接受了本技术摘要，但未经详细批准。工作组或委员

会届会“接受”

IPCC 报告，指该材料未经逐行讨论并取得 一致意见，但它对所涉及的主题仍提出了全面、 客观和平衡的观点。

主要作者：

K. S . White（美国）， Q. K . Ahmad （孟加拉） , 0 . Anisimov （俄罗斯）， N Arnell （英国）， S . Brown （美国）， M . Campos （哥
斯达黎加） ， T. Carter （芬兰） , Chunzhen Liu （中国）， S . Cohen （加拿大） , P Desanker （马拉维） , D. J. D okken（美国），

w.

Easterling （美国） , B . Fitzharris （新西兰）， H . Gitay （澳大利亚）， A . Githeko （肯尼亚）， S . Gupta （印度） , H . Harasawa
（ 日 本） ,

B . P . Jallow （冈比亚） , Z. W . Kundzewicz （波兰）， E. L. La Rovere （巴西）， M. Lal （印度）， N . Leary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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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dza （津巴布韦）， L.J. Mata （委内瑞拉）， R. McLean （模大利亚） , A . McMichael （英国）， K .Miller （美国）， E . Mills （美
国）， M.Q . Mirza（孟加拉） , D . Murdiyarso （印度尼西亚）， L. Nurse （巴巴多斯） , C . Parmesan （美国）， M .L. Parry （英国），

0. Pilifosova （哈萨克斯坦）， B. Pittock （澳大利亚） , J. Price （美国）， T . Root （美国） , C . Rosenzweig （美国）， J. Sar 英国
han （墨西哥） , H . J . Schellnhuber （德国） , S . Schneider （美国） , M . J . Scott （美国）， G. Sem （巴布亚新几内亚）， B . Smit
（加拿大） ,

J . B. Smith （美国）， A . Tsyban （俄罗斯）， p . 飞Tellinga （荷兰）， R . Warrick （新西兰）， D. Wratt （新西兰）

编审：

M. Manning（新西兰）和 C . Nobre（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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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估范围和手段

综合报告

与预测的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是很高的。支撑入类

社会的大量地球系统对气候很敏感，并会受到气候变化

1.1

评估授权

的影响（极高可信度）。可以预期的影响包括：海洋环流、
海平面、水循环、碳氮循环、空气质量、自然生态系统的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IPCC ）是由世界气象

生产力和结构、农牧场和林地的生产力、植物和动物物

组织（ WMO ）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于 1988 年

种（包括人类疾病的传播媒介和寄主）的地理分布、行

组建的，以评估有关认识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及其

为、数量和生存等。气候变化引起的这些系统的变化以

潜在影响、减缓和适应对策等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方

及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直接作用，引发的技和负技地影响

面的信息。目前， IPCC 由三个工作组组成：第一 工作组

人类社会的福利。人类社会的福利将通过以下的变化受

(WGI) 负责观测和预测的气候变化；第二工作组（ WGII)

到影响：水、粮食、能量的供应与需求和其它从这些系统

负责气候变化有关的脆弱性、影响和适应性的研究；第三

中获取的有形食物的变化；用于休闲和旅游目的的环境

工作组（ WGIII ）负责气候变化的减缓对策方面的研究。

的非消费性利用机遇的变化、非使用价值的环境如文化
和保存价值的变化；收入的变化；极端气候事件导致的

本报告一《气候变化 2001 ：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财产和生命损失的变化和人体健康的变化。在世界各地，

是第二工作组提交给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TAR ）的，

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损害可持续发展前景，并可能进一步

与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 l 相联系的有关科学、技术、环境、

扩大已经存在的不平衡。其影响将依人、地、时的分布而

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报告。在第三次评估报告中，第二工

变化（极高可信度），进而导致严重的公平性问题。

作组被授权为评估生态系统、社会经济部门和人体健康
相对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气候变化对这些系统潜

尽管可以证明风险很高，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

在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这次评估也检验增强气候变化的

性却不易确定。风险性是各种不同类型影响的可能性和

正面影响和减轻气候变化负面影响以适应气候变化的可

量级的函数。第二工作组的报告评估以下有关方面的认

能性。这次新的评估基于 IPCC 以前的评估，重新检验早

识水平的进展：哪些系统可以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系

期评估的主要结论，突出新的信息和最近的研究结论。

1.2

什么是潜在危机？

人类活动一主要是化石燃料的燃烧和土地利用 ／ 覆

盖的变化一正在改变大气成分的浓度或地面吸收或反射
辐射能量的特性。第三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细部分一
《气候变化 2001 ：科学基础》发现：“根据最新的证据并

考虑尚存的不确定性，过去 50 年观测到的气候变暖很大
部分可能是由于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而引起的”。未来气
候变化的预期包括附加的气候变暖、降水类型和降水量

的变化、海平面升高和一些极端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的
变化等方面。

框 TS-1. 气候变化的敏感性、适应性和脆弱性

敏感性是指系统受与气候有关因素的影响程度，

包括不利和有利影响。这里所描述的与气候有关的
因素是指所有的气候变化因素，包括平均气候状况、

气候变率和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影响也许是直

接的（女日由于平均温度、温度范围或温度变率的变
化而造成作物产量的变化）或间接的（由于海平面
上升造成沿海地带洪水频率增加引起的灾害）。

适应能力是指系统适应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

候事件、减轻潜在损失、利用机会或应付气候变化
的能力。

IPCC 报告中气候变化定义为持续一定时间的任何气候变化，这

脆弱性是指系统易受或没有能力对付气候变化

种气候变化是由于自然变率或是人类活动导致的结果。而气候变

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不利影响的程度。系

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定义的含义与此不同，其是指直接或间接由

统脆弱性是气候的变率特征、幅度和变化速率及其

1

人类活动改变了全球大气的组成成分而触发的气候变化，是在可
比的时间段内观测到的自然气候变率之外的气候变化。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

人类干预

卡→

气候变化
包括变率

暴露

犁－mm锺

减缓
气候变化

也E

通过温室气体掘和汇

初始影响

遥远
自动适应

应对影响和脆弱性的

不能消除的影响

和净影响

计划
适应措施

政策影响

图 TS-1 ：第二 工作组评估的范围。

业的自愿协议、化的敏感性、它们对减缓或克服不利影

1. 3

评估方法

晌 或增强有利影响的适应能力和它们对不利影响的脆弱

性（见框 1) 。可能的影响包括：在下一个世纪内对一些

评估过程包括对进一步认识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

系统造成大量的、不可逆转的破坏或损失的影响、升、

性和脆弱性的一切可能的信息进行评估和综合，大部分

可能很快适应的中等程度的影响，以及对某些系统可能

信息来源于经同行审议发表了的论文。也有一些资料是

有益的影响。

从未经同行审议发表的论文和未发表的原始资料中获取
的，但本报告作者已经对其进行了质量和有效性鉴定。

图 TS

1 给出了第二工作组的评价范围及其与气候

变化系统其它部分的关系。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从而

第二工作组的评估由 一个国际专家组实施，专家组

使自然和人类系统面临改变了的一系列胁迫或因素之中。

由政府和科学团体提名，再由 IPCC 第二工作组主席团根

对这些因素敏感的系统将受到变化的影响或冲击，激发

据他们的科学和技术专长进行选选，以达到广泛的区域

出本能的或预期的适应特性。这些本能的适应性将重新

平衡。这些专家来自研究院、政府、企业、使参与某境机

修正气候变化的残余影响或净影响。可以采取有计划的

构。他们参与 IPCC 的工作但不从 IPCC 取得任何报酬，

适应措施来减轻不利影响或增强有利影响，作为对己知

并奉献大量的时间支持 IPCC 的工作。

影响的反应或对未来潜在影响的预防的政策响应。政策
响应也可以通过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 GHG ）排放或

这次评估是为了检验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性、系统

增强 GHG 吸收汇的方式来减缓气候变化。第二工 作组的

和区域的脆弱性，并提供跨系统和跨区域的全球性综合

评估工作集中在图 TS-1 的中间部分一发生 、影 响和脆弱

分析。根据可利用的文献资料，尽可能在可持续发展和公

性一以及适应政策。

平框架范围内检验气候变化。第一部分通过讨论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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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S- 2: IPCC 第 二 工作组第三次评价的区域：注意小岛国所在的地理位置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 、 加勒比海和地中海。欧洲和
亚洲的边界为从鸟拉尔山脉东部、乌拉尔问和里海。对于极地地区，北极地区为北极圈以北的地区，包括格陵兰；南极地区包括南极大
陆和～ 58 s 以南的海洋。

化、方法和工具，以及情景之间的关系建立评价的平台。

1.4

不确定性的处理

各独立章节评价了水系统、陆地生态系统（包括农业和
森林）、海洋和海岸系统、人类居住设施（包括能源和工

从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更加重视了发展和表达不

业部门）、保险和其它金融服务，以及人体健康的脆弱

确定性的方法。评估不确定性的两个方怯已用于第二工

性。对世界上八个主要区域都专门编撰一章，这八个区

作组的评估工作中。一是定量评估方法，评价案例 的可

域是：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拉丁美

信度，对这些个例的相关过程、系统行为、观测、模式模

洲、北美洲、极地地区和小岛国。这些区域如图 TS 2 所

拟及估计的现有认识足以支持本报告作者能就所选结果

示。所有这些区域差别巨大，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能

的贝叶斯概率达成广泛共识。二是定性评估方法，评估

力和脆弱性在每一个区域内变化显著。本报告的最后一

和报告支持某个结论的科学认识的质量或水嘀5上分别。

部分综合了适应能力及其减缓不利影响、增强有利影响

这些方泣和它们的基本原则在 IPCC 准备的材料： 第三次

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的潜力，审评了与联合国气候

评估报告：交叉性问题指南文章也Lttp: //www . gispri.

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第 2 条诠释相关的信息，以

or . jp ）上有更详细的解释。这份材料用于在第三次评估

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国际协议的关键性条款。这次报告

报告中促进各工作组内部和各个工作组之间使用统一 的

亦包含一个决策者摘要，为负责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人

术语和概念。（ 1.1,

2. 6]

员提供该报告的简要综合的结论。该技术摘要提供了本

次评估报告更全面的摘要，在每一段落的最后用方括号

2.

评估的方法和工具

标注其在评估报告全文中的章节，为对某一特别题目感
兴趣的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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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需要利用广

影响 、适应性和脆弱性

第二工作组技术摘要

直接地处理有关脆弱性、适应性和决策方面跨领域的问题。

框 2 ：可信度和认识水平

特别是，这些方法和工具已经开始应用于分析研究成本和
可信度的定量评价

评估价值影响、处理不确定性、跨部门和跨区域的综合影

响、并应用于决策分析框架评估适应能力。总体上讲，这
在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中，第三次评估报告的作者根

些一般方法论上的进展正在使我们的分析具备更坚实的基

据观测到的证据、模拟结果以及他们已经检验的理论，

础、认识可能采取的与未来气候变化有关的适应对策。［2. 8]

采用了专家判断的方怯，给定了代表作者之间对结论正
确性的信任程度的可信度。采用了 5 个级别的可信度指

2.1

用指示性物种或系统检测对气候变化的晌应

标。在技术摘要表格中，符号代表的意义为：
从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开发了多种方法并应用于
极高可信度第＊＊丰＊＊）

大于或等于 95%

检测 20 世纪气候变化对非生物和生物系统的影响。对模

高可信度（＊＊＊＊）

67-95% 的可能性

式预测未来影响的一个重要补充，就是评估近期的气候

中等可信度（＊＊＊）

33-67% 过去几十

变化对人类和自然系统已经产生的影响。这样的检测受

低可信度（＊＊）

5 - 33% 的可能性

到多重的、常常是内部相关的共同影响这些系统的非气

极低可信度（＊）

小于或等于 5% 的可能性

候强迫因子的阻碍。为克服这一障碍，可使用指标物种

（如：蝴蝶、企鹅、青蛙和海葵等）检测对气候变化的响
认识水平的定性评估

应以推测气候变化分别对自然系统（如本土草地、南极大

陆沿岸、赤道雨林、太平洋岩石圈内潮沙等）的更普遍性
在采用定性分析方怯中，第二次评估报告的作者根

的影响。这种检测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观测

据支持证据的数量和专家之间关于对这些证据解释的统

和预测的气候变化，寻找与期望相符合的跨越许多研究

一程度，合，了支持这些结论的科学理解的认识水平。

的变化的系统特征。随着跨越不同系统和跨地理区域的

采用了 4 个级别的定性指标：

研究的重复进行，这些观测到的变化归因于气候变化的

模型预测表同愿管这样的研究数以百计，但一些区域和系
· 很确定z 在已知的过程中纳入了模型：观测结果与

统仍未有充分的研究。［2. 2]

模拟结果一致，或多个线索所支持的发现。
’ 确定但不芜全r 尽管许多参数化没有得到很好的测

为调查观测到的区域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中生物或

试，但在多数的己知过程中纳入了模型，观测结果

物理过程的可能联系，编写组收集了超过 2500 篇与气候

与模拟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一致，但不是全部的，目

和动物、植物、冰川、海冰、湖冰或间冰有关的论文。为

前的经验估测很好但关键过程随时间而变化的可能

确定这些系统是否受到正在变化的气候的影响，只有那

性很大，或仅有一个或几个线索所支持的发现。

些满足以下至少两条标准的研究论文才能被包括进来：

存争异的解痒t 不同模型的表示法代表了观测或证
据的不同方面，或纳入了关键过程的不同方面，导
致结果有相异的解释。

· 这些系统的特性显示出随时间变化（如范围边界、融

化日期等）。

猜测：在文献中不能充分表达的，但概念上是可能

’ 这些系统特性与局地温度的变化相关。

的观点，或包含许多难以减少的不确定性［框 1-1 ］。

． 局地温度随时间变化。

泛的物理、生物和社会科学的专业学科知识，由此也将

至少以上三个标准中有两个必须显示出统计上的显

使用大量的方法和工具。从第二次评估报告出版以来，利

著相关。仅仅考虑温度是因为在文献中它可以很好地确

用这些方法已经改进了在生物和物理系统上气候变化的

定温度对每一检验的系统的影响，同时温度趋势比其它

检测，并有大量的新发现。另外，从第二次评估报告出版

局地变化的气候因子如降水变化，更具全球均一性。遥选

以来，已经采取了谨慎的步骤来扩展“工具箱”以便更有

的研究必须用 10 年以上数据进行检验， 90% 以上的研究

效地探究气候变化的起因和后果两方面的人为因素，更

时间跨度超过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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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严格标准的使用，使能够用于分析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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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参与评估的方法。［2. 3]

数目缩减至 44 个，而这 44 个动植物的研究涵盖了 600 个

以上的物种。这些物种中，大约 90% （超过 550 个）显示

2.3

综合评估

了其特性随时间变化。在这 550 个以上的物种之中，用

己知的温度与每一物种特性相联系的机理，给予科学的

综合评估是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知

解释，大约 80% （超过 450 个）显示了在预期的方向上的

识的结合、阐述和交流的过程，以研究和认识复杂系统

变化。因此，从这 550 个以上物种中超过 450 个物种显示

这就导致正之间的关致。这种评估所使用的方泣包括计

出在预期方向上的变化，表明这种变化并不是随机的和

算机辅助模拟、情景分析、模拟尝试和共享的综合评估，

偶然的。

以及基于现有的经验和专门知识的定性评估。第二次评
估报告以来，无论是全球的还是区域的综合评估，还是

检验冰川｜、海冰、雪盖程度／雪融化或湖冰、河冰

在开发和应用这些方法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

的 16 个研究包含了 150 个以上的站点。在这 150 个以土

的站点中， 67% （超过 100 个站点）显示出随时间变化的

到目前为止，综合评估模型的进展主要集中在全球

特性；而在这 100 多个站点中，有关的已知温度与特性

或区域尺度上的减缓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影响、脆

物理过程的机理能给予科学的解释约 99% (99 个以上站

弱性和适应性问题则在其次。因此，需要力的虱发展评估

点）显示出预期方向的变化趋势。从 100 多个站点的 99

脆弱性的方法，特别是在已经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并

个以上站点显示出在预期变化方向上的变化，表明这种

采取了响应措施的国家尺度及其较小尺度上；还需要发

变化并不是随机的和偶然的。［ 5 . 2' 5 . 4' 19. 2]

展明确地方告，包括适应性和适应能力、具有明确的特
殊用途的方怯。［2.4]

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影晌

2.2

2.4

成本和估价

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研究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方
怯和工具得到了改进，包括：强调应用过程模式、完善

经济成本和估价的方法取决于使用、退化或储备资

气候变化情景、精确社会经济基准数据和时间和空间尺

源的机会成本的概念。机会成本取决于市场的竞争或垄

度上的高分辨率（以及提高时空分辨率）。每一大陈主的

断，

国家研究和区域评估已经检验了各种模式和工具的各种

贴现率，贴现率随着国家、时间和时代的不同而变化。如

衔接。初级影响模式已经链接于全球系统模式。虽然在

果已知不同的可能结果的概率的话，则可评估不确定性

许多评估中通常为首次评估，但都包括了适应性方面的

的影响。公众的和非市场化的物品和服务可以通过对这

内容。

些物品的支付意愿或因这些物品缺乏而可接受的补偿意

（几十年到性是否可内到化。它还取决于对未来的

愿进行估价。对不同的群体、社会、国家和物种的影响必

方法论的欠缺仍然存在，并涉及到气候变佑的尺度、

须进行评估。如果采用内部一致的标准，对一国内个体

委主搓、验证、适应性和人为因素的整合等方面。评估区

和集体的福利选择配置进行比较是合理的，比较不同社

域和局地脆弱性及长期适应战略的过程需要高分辨率

会、伦理和政府结构之间的福利选择配置目前则尚无意

（精度）的评价、尺度之间联接的方怯论，使用新的相应

义。

的数据库的动力模型，另外还缺乏各种不同尺度的验证。

242

区域内跨部门的综合评估需要考虑脆弱性与局地或区域

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在成本及估价方法论上没有

发展的关系。评估对极端事件脆弱性的方法和工具已经

新的实质性的进展。将现有的 jJ 法用于更广泛的气候变

得到改进，但在气候变化情景及对主要气候异常的影响

化领域，揭示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目前，需要努

模型的敏感性方面可信度依然很低。为此，需要认识和

力加强多目标评估方法的研究。虽然多目标评估日益重

综合全球变化的更高一层次的经济影响和其它人为因

要，但是必须改进那些可能更精确地反映不同社会、政

素；在许多领域，损失选择适应措施的适应模型和脆弱

治、经济、文化的兼容性的基础标准化手段。另外，从方

性指标仍处于初级开发阶段；这需要改进促使利益相关

怯学角度，综合这些跨领域的方怯仍然不完善。［2. 5]

l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2.5

决策分析框架

第二工作组技术摘要

取适应措施之后的脆弱性。［ 3. 2]

负责制定和履行适应性政策的决策者应该能够依靠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传景。评估气候变化及其

一个或更多的决策分析框架的结果。常用的方法包括成

影响的几个核心过程均涉及到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覆盖

本－效益分析和成本一效率分析、各种类型的决策分析

分析（ LUC-LCC ）。首先， LUC-LCC 影响碳通量和

（包括多目标研究）、参与技巧如政策的运用。

GHG 排放，这将直接改变大气成分和辐射强迫特性。其
次， LUC-LCC 改变了土地表面特性从而也间接地改变

几乎疫存决策者在评估适应对策时使用决策分折框

气候过程。第三，地面覆盖的调整和转变也会改变生态系

架。在第三次评估报告中回顾的大量的气候变化影响i平

统的特性和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最后，几个减缓

价中，只有一小部分包含了适应选择及成本、效益和不

GHG排放的对策和战略也涉及到土地覆盖和改变土地利

确定性特征的综合和定量评估。这些信息对决策分析方

用措施。现已有多种多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覆盖变

法应用于适应性问题都是必要的。在适应决策支持系统

化情景。这些情景大部分并不是明确用于解决气候变化

中需要大量应用这样的方法来确立它们的功效，以及确

问题，而是集中在其它问题上，如粮食安全和碳循环。第

定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适应性研究方向。［2. 7]

二次评估报告以来，在确定当前和历史土地利用和土地
覆盖类型以及评估未来情景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3.

未来变化情景

目前综合评估模型是发展 LUC - LCC 情景的最适宜的工

具。［ 3 . 3 . 1 ' 3. 3 . 2]

3.1

情景及其作用

环境f背景。环境情景涉及环境因子的变化，而并非指
情景是对世界未来可能状态的描述，这种状态是协

未来将会出现的不考虑气候变化的气候。由于这些因子

调的、内部一致的和合理的。在气候变化影响、适应性和

在调整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上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

脆弱性评价方面，通常要求情景能提供被认为可能影响

此需要情景尽可能地描述未来可能的环境条件，如大气

给定的系统或活动的未来可选择的展望。可区分为气候

成分（如 C02 、对流层臭氧、酸化化合物、紫外线－ B(UV一

情景：描述 IPCC 特别感兴趣的强迫因子；非气候情景：

B ）辐射），水的可获性、使用和质量以及海洋污染。在

提供与气候情景相对应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绝大部

以往的影响评价中除 C02 肥效作用的直接影响外，很少

分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价基于影响模式的输出结果，

考虑其它环境因子的变化，随着综合评价方法的出现，环

这种模式以定量的气候和非气候情景作为输入参数。［3 .1.1,

境情景的应用正在增加。［ 3.4.1]

框 3-1]

3.3
3.2

海平面上升情景

社会经济、土地利用和环境情景
海平面上升情景设定为评估海岸带地区人类居住设

不同温室气体稳定的土地利用和环境变化的非气候

施、自然生态系统和地貌构成受到威胁的程度。相对海平

情景对于表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脆弱性及适应

面情景（即相对于局部陆地表面变动的海平面上升）是许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景最近才与气候情景一起在

多影响和适应评价最关心的问题。潮沙相对位置和浪高

影响评价中广泛采用。

需要有 50 年或更长的记录，以及恶劣天气和海岸过程的
资料，以确定基准高度或趋势。最近的卫星测高法和水准

社会经济信景。社会经济情景被广泛地用于预测
GHG 的排放而不是评价气候脆弱性和适应能力。大多数

测量技术已经促进和规范化了全球大面积的相对海平面
的基准测定。［ 3. 6. 2]

社会经济情景确定几个不同的主题或领域如人口或经济

活动，以及如管理结构、社会价值、技术变化形式等背景

尽管未来海平面上升的一些分量可以用海一气祸合

因子，这一情景使得我们可以建立基准的社会经济的脆

模式进行区域模拟，但目前设定情景的最常用方怯是用

弱性及先前的气候变化，确定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评价采

简单模型估算全球平均值。对海岸导致重大影响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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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1: SRES 排放情景及其对大气构成、气候和海平面的影响。人口数量、 GDP 和人均收入比率（区域公
平的一个措施）用于估算排放的综合评估模型的输入参数（基于表 3-2 和表 3-9 ）。

时间 i 全球人口
(10 亿 t

；纠
（ 1a12美
ω元p /

人均收入
比率 c

度地面
（p；~浓)d

C02 浓度

全球温度

全球海平

(ppmt

变化（。cJ'

面升高
（厘米） g

354

。

。

367

0.2

2

463-623

0.8-2.6

5-32

478 1099

1.4-5. 8

9-88

年l
1990

5.3

21

16.1

2000

6.1-6.2

25-28

12.3一 14.2

40

2050

8 .4-11. 3

59 187

2.4-8.2

~

2100

7. 0-15 .1

197-550

1.4-6.3

>70

a

60

2000 年的数值为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中 6 种排放情景的估计范围； 2050 和 2100 年的数值为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中 40 种排放情景的估

计范围

b 参见脚注 a ；国内生产总值（ 10000 亿美元 ／ 年， 1990)
c 参见脚注 a ；发达国家、经济转轨国家（附件一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非附件一 国家）的比率。

d 北半球工业化大陆的模型估算结果，利用 AlF 和 A2 排放情景，是排放情景特别报告的上限部分 2000 年、 2060 年和 2100 年的排
放（ TAR WGI 第四章）。

e 1999 年的观测值（ TAR WGI 第三章） ; 1990 、 2050 和 2100 年的数值来自于简单模型，在运行了 35 个全部定量化的排放情景特
别报告的排放情景 ， 并考虑了与气候敏感性有关的碳循环反馈的不确定性（数据来自于 S.C.B.Raper, TAR WGI 第九章）后得
到。注意 2050 和 2100 年的范围不同于 TAR WGI （附件 II ）提出的范围。在 TAR WGI . （附件 II ）中的范围是利用了排放情景特
别报告中的 6 种排放情景运行了两种碳循环模型的结果。

f 相对于 1990 年的全球年平均气温，不同气候模型运行七种 AOGCM 、 35 种完全定量的排放情景的平均气候敏感度范围为 2.8 ℃。
g 基于全球平均温度变化，但也考虑了陆冰、永冻层和沉积的不确定性（TAR WGI 第十一章）。

事件发生率的变化，如风暴潮和风浪，可以将历史上观

变化调整基准气候（典型的是基于如 1961-1990 年这样

测到的结果叠加到上升的平均海平面高度上作分析研究。

的参照期间区域气候的观测值）。虽然早期的平衡模式的

最近， 一些研究考虑用概率描述未来海平面上升，以超

结果还有应用，但最近许多影响研究是基于渐进 GCM 输

出影响风险临界值来评估海平面上升。［3.6.3, 3.6.4, 3.

出建立的情景。多数情景表示的是平均气候的变化，但

6.5' 3 .6.6]

最近的 一些情景也已经体现（气候）变率和极端天气事

件的变化，这些变化能对一些系统产生严重影响。 GCM
3.4

气候情景

输出的是粗网格的信息。为获取区域详细的信息，有三
种主要方法：简单内插、统计学的次网格尺度化和高分

在影响评价中已经应用的气候情景主要有三种类型：

辨率的动力学模式。简单插值方怯可以再现 GCM 变化的

增量情景，类比情景和基于气候模式的情景。增量情景是

型式，在情景开发上得到最广泛地应用。相比而言，统计

根据预测的未来变化对基准气候进行简单的调整，这对

和模型手段可以产生有别于大尺度 GCM估计的局地气候

研究一个系统对气候的敏感性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然而，

变化。还需要更多地开展研究评估分区域的影响，原因

由于它们包含了强制的调整，从气象学上讲可能不是真

之一是 GCM 预测有大量的不确定性，还需要通过模式内

实的。类比情景可从过去的记录或从其它区域类比变化

部比较、新型模式的模拟检验，以及模型尺度化方法等

了的气候得到，但可能难于辨别且很少应用，尽管其有时

使预测结果进一步走量化。［ 3. 5 . 2' 3 . 5 .4' 3. 5. 5]

有助于认识超出目前范围的气候条件影响。［ 3.5.2]

3.5

21 世纪的情景

最常用的情景是总环流模式（ GCM ）输出结果，且

通常构造为通过模拟现在和未来气候之间的绝对或相对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2000 年， IPCC 完成了《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SRES)

=1 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以取代早期 IPCC1992 年提出的 6 个 IS92 情景。这套更

可能增加。亚洲｜夏季季风降水的变率也很可能增加。而在

新的情景考虑了 1990年至 2100年时段内社会经济变化的

许多内陆地区，特征的详细分析，干旱一一以及洪水一

假设范围（如：全球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对全球变化

一事件的频率也将加剧，热带气旋的最大风速强度和平

其它领域的影响也进行了预测，对 2050 和 2100 年的若干

均降水及最大降水强度也很可能增加。用目前的气候模

影响列于表 TS-1 。例如： 7 月份北半球工业化大陆在最

式尚不能确定中纬度风暴在平均强度上的变化趋向。［表

高 SRES 排放情景下平均地面臭氧浓度预测将从 2000 年

3-10]

的约 40ppb 上升至 2100 年的大于 70ppb ，比较而言清洁

空气的标准低于 80ppb 。在局部烟雾事件中臭氧的峰值

3.6

我们怎样改进情景及其应用？

可能高于此值数倍。在给定的 SRES排放范围和有关碳循

环的不确定性情况下（表 TS一 1) ，估计 2100 年 C02 浓度

目前已经很好地确立和验证了情景开发和应用的一

在 478ppm 至 1099ppm 的范围内的变化。这一变化范围

些特征，包括确定基准状态的全球和区域数据库的持续

也代表了辐射强迫的变化。这种变化范围意味着从 1990

改进，在应用基于模式的情景之前，广泛应用增量情景以

年至 2100 年全球变暖估计为 1.4-5. 8 ℃，涵盖了气候敏

研究系统的敏感性，由专门国际机构或利用简单模型改

感性的范围。这个幅度高于第二次评估报告的 0.7-3.5

进长期全球平均变化估计的有效性而且更被广泛应用，

℃，这是因为在 S RE S 情景中辐射强迫的水平高于

以及不断增长的可获取的信息，从而使构造使全球变化

IS92a-f情景一一这主要是对硫酸盐气熔胶排放的估计更

某些方面的区域情景成为可能。［ 3.9.1]

低，特别是在 2050 年之后。至 2100 年，对于该全球温度

变化的幅度并结合考虑冰融化敏感性的范围，相应地，全

目前情景的发展也有很多缺陷，其中许多在积极的

球海平面上升的范围是 9-88 厘米（第二次评估报告的范

探索之中。这些探索包括尽力在情景中适当描绘社会经

围是 15-95 厘米）。［ 3. 2. 4. 1, 3 .4. 4' 3 . 8. 1 ' 3. 8. 2]

济、土地利用及环境变化、获取高分辨率（在时间和空间

上）的情景、在情景中考虑变率和平均状态的变化。需要

从区域气候的手均变化方面来讲，在假定的新SRES

加强对建立情景方面的关注，在情景中强调与政策有关

排放情景下运行 GCM 的结果与以前的运行结果相似。第

的问题，如稳定 GHG 的浓度或适应，以及改进对预测中

一工作组提交给第三次评估报告的结论显示，预期的温

不确定性的描述，并尽可能地在风险评估框架之内考虑。

暖化速率在大部分陆地上大于全球平均，在冬季高纬度

[3. 9. 2]

地区更为显著。随着温暖化的持续进行，北半球的雪盖
和海冰范围将减少。模拟显示，在 6-8 月份北大西洋和

极地附近南部海域，以及南亚、东南亚地区和南美南部

4.

自然和人类系统

地区的变暖低于全球平均值。就全球而言，平均水汽和

降水将会增加。局地而言，北温带、南极洲和赤道非洲｜在

自然和人类系统会受到各种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

12-2 月份的降水预计将会增加。在中美洲｜降水减少、而

如平均温度、降水量的变化、气温和降水变率的改变以及

东南亚降水变化很小，对这一点，模拟结果都是一致的。

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繁和严重程度等。与联合循环燃气轮

估计 6-8 月份在北部高纬度地区、南极洲、南亚地区降

受到气候变化的间接影响，如海平面上升、土壤湿度的变

水增加；在东南亚降水变化很小，在中美洲、澳大利亚、

化、陆地和水体的变化、火灾和虫灾发生频率、带菌生物

南部非洲和地中海区域降水减少。

和寄主分布的变化等。系统对这些变化是否敏感取决于
系统自身的一些特点，以及潜在的不利和有益的影响。适

极端气候事件在发生频率和强度土的变化也是可以

应能力可以缓解对系统的不利影响。人类管理系统的适

预计的。基于第一工作组报告的结论，至 2100 年仅在温

应能力取决于可获得的资源、信息、技术、技能和知识，

室气体胁迫下，伴随着炎热天气频率的增加，白天的最

也取决于推动或限制人类系统如何响应气候变化的文化、

高和最低温度将很可能增加（参见表 TS-2 ）。热浪也将

经济、社会、政府各部门的稳定性和效率。

很可能变得更加频繁，而寒潮和霜冻天气日数（在适当

的区域）将会减少。许多地区高强度的降水事件在也很

4.1

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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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2 ：预测的极端气候事件变化的影响案例。

预测的 21 世纪极端气候现象的变化和可能一性 a

预测影响的典型案例b
（发生在一些地区的信度为高可信度巳 ）

简单极端事件

最高温度升高、在几乎所有地方热天天数和热浪d 次数

老年人和城市贫穷人口的死亡率和重大疾病的发

增多（很可能 a)

病率增加

增加对家畜和野生动物的热胁迫
旅游目的地的改变
增加降温需电量和降低能源供应的可靠性

最低温度升高；在几乎所有陆地地区冷天、可能会增加
寒潮日数减少（很可能 a )

降低与寒冷有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降低大量作物的危害风险，而增加对其它作物不
根本性的假设
·

一些病虫害细菌的范围和活动扩大
降低取暖能源

强降水发生频率增大（许多地区很可能a)

洪涝、滑坡、雪崩和泥石流危害增加
土壤侵蚀增加
洪水径流增加导致一些洪水平原含水层回灌增加
政府与私营的洪水保险系统和赈灾面临的压力增加

复杂的极端事件

中纬度内陆夏季干旱和旱灾的风险增加（可能 a )

降低作物产量
由于地面下沉，对建筑地基的危害增加
水量与质量下降
森林火灾风险增加

热带气旋最大风速增大、平均及最大雨量增加（在一些

人的生命风险、传染性疾病流行风险和其它风险

地区可能 a )

增加

e

沿海侵蚀和对沿海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危害增加

对沿海生态系统如珊珊礁和红树林的危害增加
在许多地区与厄尔尼诺事件有关的洪涝和干旱强度增
加（可能 a)

降低干旱和洪涝易发区的农业和草地生产力
降低干旱易发区水力发电的潜力

（参见干旱和强降雨事件）

亚洲｜夏季季风降水变率增加（可能 a )

洪涝和干旱强度与对温带和热带亚洲的危害增加

中纬度地区暴风雨强度增加（现有的各种模型预测结

对人身健康和生命的风险增加
财产和基础设施损失增加

果都不尽相同）

d

对沿海生态系统的危害增加
a

IPCC 第一工作组第三次评估报告利用可能性判断可信度：很可能（ 90-99% 的可能性）；可能（ 66-90% 的可能性）。如果在其它
地方没有声明，有关气候现象的信息引自 IPCC 第一工作组第三次评估报告的决策者摘要。

b 通过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将减轻不利影响。
c 高可信度的可能性为第二工作组第三次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脚注 6 所述： 67-95% 。

d 信息来源于 IPCC 第一工作组第三次评估报告的技术摘要， F.5 节 。
e 热带气旋区域分布的变化是可能的，但还没有结论。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第二工作组技术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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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S-3 ：径流变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以来于降水变化的模拟结果，不同模式下结果不同。在图中， HadCM2 模式和 HadCM3 模式下高

纬度地区和东亚地区径流量增加［参见 4.3.6.2），中亚地区，径流量减少，地中海沿岸地区、南部非洲和澳大利亚在变化趋势上，大部分

模型都有一致的结果。另外一些地区，降水和径流依气候情景而变化。

一些地区，呈现径流量明显增加或减少的趋势。由

于影响因素很多，如水文状况随时间的变率、器测记录

退却，许多小冰川会消失（高可信度）。退却的速度依赖
于温度升高的速率。［4.3.6.l,

4.3.11]

时间短和其它非气候变化因素，因此，判定是气候变化
导致了径流量变化趋势的可信度还很低。相反， J!i!溯到

气候变化对径流量和地下水补给量的影响在不同地

大范围的冰川加速退却、河流径流量峰值由春季变为冬

区和不同模式下是不同的，主要依赖降水变化情况而定。

季，这些现象与气温升高有很大关系。这些现象的可信

一些地区，不同的情景虽然预测的趋势是一样的，但变化

度很高，原因是这些现象主要是由于气温升高引起的，而

幅度不同g 在另一些地区，不同情景预测的径流量和地下

不受影响河流径流量大小的那些因素影响。冰川将继续

水补给量的变化趋势不同。图 TS-3 为两种气候变化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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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的可能径流变化情况 。预测的河流径流量和地下水

亚、南部非洲、地中海近邻国家。

补给量 的趋势与强度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降
水预测的可信度。径流量在高纬和南亚地区增加，在中

一般来说，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

亚、地中海和南部非洲地区降低，这与气候模型预测结

需求量会增加，但存一些国家对水资源需求量也会减少。

果一致。对其它地区的模拟结果则取决于模型。（ 4. 3. 5'

气候变化也许降低一些贫水国家的可获水量，而使其它

4. 3 .6.2]

一 些地区可获水量增加。气候变化对城市和工业用水的
需求量不会有很大影响，但对灌溉用水量影响很大。对

在降雪作为水分子Z衡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区，坷水

城市和工业部门，非气候因素将继续对供水需求有很大

流量的高峰期由春季转为冬季（高可信度）。气温升高，

影响。然而灌溉用水主要由气象因子决定，在特定地区

冬季降水量更多以降雨的形式出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灌溉用水量无论是增多还是减少均取决于降水量的变化

在春季融化之前以雪的形态储存在地面上。在特别寒冷

温度升高和蒸散加剧，对灌溉用水的需求就会增大。（4.4.

的地区，由于 气温升高降水仍以降雪 的形式出现，故地

2' 4. 4. 3' 4. 5. 2]

区径流量随时间的变化不大。径流量随时间变化最大的

地区可能是在交错地带，包括中东欧、路矶山脉南部，这
些地方极小的增温都会大量减少降雪。（4. 3. 6. 2]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河流径流量和

地下水补给总量、时间分自己和质量的变化，而且还取决
于系统的特征、对系统产生的压力方面的变化、系统采

水温升高一般造成水质变坏（高可信度）。径流量可

取什么样的管理和措施适应气候变化。非气候变化因素

以改变温度对水质的影响，径流量可以加剧温度对水质

可能比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更大。水资源正面临着

恶化的影响，但也可减轻温度对水质的影响，这取决于

改变管理措施的挑战，许多 1J 丽的压力增加，将增加对

径旋量是增加还是减少。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水

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但许多管理措施的变化，可以减少

温升高改变了水体中的生物化学过程（ 一些使水质退化，

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未得到管理的系统可能对

一些有净化作用），更重要的是升温降低了水中溶解氧的

气候变化是最脆弱的。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没有管理措

浓度。在河流中，径流量增加可以抵消不利影响，以及

施来缓冲水文变率对这种系统的影响。［ 4. 5. 2]

了各种化学成分。径流量减小，贝 lj 使水中化学成分浓度

增加。在湖泊中，及这些有可能t邸肖温度对木质影响，也
有可能加重温度对水昧的影响。（4.3.10]

由于不确定性，使得目前的水资源管理面临气候变
化问题引起的挑战。对水资源进行综合管理可以加强水
资源适应变化的能力。过去在设计和建设基础设施时没

大部分地区洪水强度和频率可能会增加， 一些地区

有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因为不可能假设未来的水文状况

括水期流量可能会减少。虽然对一些集水地区径流量变

与过去一样，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要把不确定因素考虑

化的预测信度很低，但不同气候情景预测的极端流量和

到水资源的计划和管理中去。对水资源进行综合管理是

流量变率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虽然降水变化的影响还

日益受采用的方主去，以协调水分的供需平衡与变化，它

依赖于集水地区的其它一些特征，但预测的暴雨频率增

要比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方式灵；舌。提高了对每周、每月

加会引起地区洪水强度和频率的增加。枯水期径流量是

河流径流量的预测能力，也可能改善水资源管理和提高

降水量和蒸发量的函数。 即使预测该地区的降水量增加

应对水文变化的能力。（4. 6]

或有很小变化，但如果预测蒸发量增加，枯水期的径流

量也会主进一 步减少丛 .3.8变4. 3. 9]

然而，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特别是对
水资源进行综合管理的能力）差异很大。实际上，在市场

当前全球大约 1/3 ，即 17 亿的人口生活在贫水国家

规范和管理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对水资源进行综合管理

（定义为 20% 以上的用水来自循环水，作为贫水指标）。随

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水资源综

着人口的增加，这个数目在 2050 年预计将增加到 50 亿左

合管理方法纳入到专门设置的机构。在这些地区，即使

右，这与人口增长速率有关。预计气候变化会进一步减

在没有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对水资源进行综合管理对改

少许多贫水国家的河流径流量、 地下水回灌量，例如，中

善管理效率也是很有必要的。（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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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S一4 ： 图中表示在特定的 气候变化情景下（有适应和没有适应，相应研究列于表 5-4 ）作物产量变化的百分比（图中用竖条表示）。每
一列对应不同地区和作物。每两个竖条分别代表有适应措施和没有适应措施情况下的产量变化百分比。竖条范围表示在所有研究的气候’｜育
景中的最高的和最低的变化值。竖条水平方向没有任何含义。图中 X 轴上列出了各项研究的负责人的姓名 。 详细信息见 WGII TAR 第 5

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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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粮食安全

些作物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低纬度地区的作物（高可信

度）。最高温度升高一般对很多作物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在不同的作物种类、品种、土壤条件、对 C02 直接

（高可信度）。 ［ 5.3.3 ]

效应的反应和当地条件下，作物产量对气候变化的反应
差异很大。温度升高低于几度时，温带地区作物产量一

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存关 C02 对作物直接影响方

般增加，但各地情况还会有所不同（表 5-4 ），这结论为

面研究的重要进展麦明： C02 对作物的存益作用在某神

中等可信度。如果温度再升高，对温带地区作物产量会

胁迫丁可能麦现更加明显，包括温度胁迫和水分胁迫。

造成负面影响。对耕作制度进行适当调整可以减少温带

虽然这种影响只在少数几种植物上、在试验条件下观测

地区粮食产量的损失，并在大部分地区可以提高粮食产

到，了解还不完全、不能完全适合大田环境。农业对气

量（图 TS-4 ）。在热带地区， 一些作物所处的环境温度

候变化的适应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用作物模型进行

已经接近其所能忍受的最高临界气温；在旱作农业为主

的大量模拟试验表明：在农场水平上调整耕作方式如播

的地区，温度的极小增加一般会降低当地粮食的产量；在

种日期和改变品种所需费用不高。用作物一经济模型、综

热带降水量大量减少地区，粮食产量会受到更严重的不

合评价模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综合模拟表明， 一 些直

利影响（中等可信度）。对耕作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热

接的适应措施如土地利用变化、灌溉设备配置和建设，

带地区粮食产量受到负面影响的程度会比不作调整要小

所需费用很高。

一些，但产量还是下降，这结论为中等可信度。各种极
端事件也将对粮食产量造成影响。最低温度升高对一 些

土地退化和水资源减少是未来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主

作物有利，特别是温带地区的作物，但同时也会对另 一

要拢拢 。 如果温度和降水产生负面影响，可能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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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流层水汽总量的增。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比气候变

4. 3

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

化对土壤状况的间接影响更大。于是，适应措施可以明
显减轻这些因素的影响。目前需要开展研究的关键问题

生态系统易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土地利用变化、养

是评价资源条件的退化是否会明显增加农业和农业人群

分和污染物质的沉降、收获方式、放牧、外来品种的入侵

的脆弱性的风险。［5.3.2,

和自然气候变率等。气候变化是可以改变或使这些系统

5.3.4, 5.3.6]

面临危险的额外因素。土地和水资源适应性管理和其它
如果不发生气候变化，全球和区域的大部分研究都

因素的相互作用可以改变气候变化对这些系统的影响。

预测农产品的价格会下降。对未来预测的可信度还会降

对于进行商品生产（如种植的木材生产）的集约化管理

低。估计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对全球收入的波动影响

的土地和水体，集约化程度越高，它适应气候变化的能

很小，在多数发达地区一般产生正面影响，在发展中地

力就越强。［5 .1,

5. 2]

区正面影响较小或为负面影响（低到中等可信度）。减轻

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措施（农艺上和经济上的适应措

气候变化、不适宜的生境和破坏生境的土地利用变

施）的有效性在不同地区是不相同的，很大程度上取决

化因素的协同作用已经威胁到许多物种的数量，有可能

于各地区的资源，包括稳定的和有效的体制。［ 5.

使这些物种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没在适应措施，在 21

3. l,

5. 3.5]

世纪内，一些被分类为“濒危”的物种将会灭绝，分类为

“受到危害或脆弱”的大部分物种将会越来越稀少（高可
大部分研究表明：年平均温度升高 2.5 ℃或更高会

信度）。这对那些主要以野生动物为生的低收入人群来说

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低可信度），因为全球粮食生产增加

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物种减少会影响野生动物对整个

的速度低于对粮食需求的增加速度。如果茸平均气温梵

生态系统的作用（例如昆虫授粉、天敌害虫防治等），影

高低于2.5 ℃，全球影响评价模型就不能区分气候变化和

响到娱乐（狞猎，野生动物观赏等）和土著人的文化和宗

其它影响因子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最近还对脆弱

教活动。降低物种灭绝风险的适应措施包括：建立动物

人群如小生产者和城市贫困人口进行了综合研究以估计

庇护场所和公园、建立物种迁移保护通道以及人工喂养

气候变化对他们造成的经济影响。研究显示：气候变化

和转移物种生存地点。然而，这些措施由于成本过高而

会降低脆弱人群的收入水平，增加处于温饱线以下的绝

受到了一定的限制。［5 .4]

持续性的大（低可信度）。［5. 3. 5' 5. 3. 6]
大量的观察和试验研究表明，区域气候变化与生态
虽然冬季温度升高可以减小温带地区新生家畜的死

系统的生物和自然过程之 i再是有联系的。如北部高纬

亡率，但如果没有相应的适应措施，极端气候事件增加

度地区植物生长季节每十年延长 1.2 到 3.6 天（这是改

有可能增加与热胁迫有关的家畜死亡率（确定但不完

变群体组成的一个因素）；湖水和河水的温度升高减少

全九一种有效的方法应是采取各种手段使家畜能从生理

了冰面覆盖的时间：高 L1J 牧草分布上移z 热胁迫引起野

上适应温度升高的影响。然而，由于还缺乏实验和模型

生物种死亡和分布面积减小。其它的变化还包括种群

模拟，这方面的研究做得还不够。［5.3.3]

数量的变化、物种个体大小以及迁移时间的变化（参见

TS 2.1 和 7 .1 ，图 TS-11 ，表 TS-16 中的更多信息）。
由于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用大尺度、综合评估模型

[5.2.l]

定量估算气候变化对生产、显示出工业革命的可信度还

很低。这些模型对一些已经进行过敏感度分析的要素反

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的植物分布模型研究表明＝由

应都相当敏感。然而，对其它大量参数是否敏感还未见

于物种之间有不同的气候适应能力、不同的迁移能力，以

报导。其它一些不确定性还包括在目前田间条件下 C02

及由于外来物种的影响等，不可能发生大的生态系统和

浓度升高对作物产量的影响程度和持续情况、病虫害对

盆杨撑泵的迁移。生态系统的组成和优势物种的改变都

作物和动物影响的潜在变化、作物响应气候变化的空间

会导致生态系统类型发生变化，助于支持未来评估，到

变率，以及气候变率和极端事件的变化对作物和家畜的

的完全不同。但这些改变一般会滞后于气候变化几年、几

影响。［框 5-3]

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高可信度）。上述研究中还没有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第二工作组技术摘要

包括干扰因素的变化如火灾、毁灭性灾害或害虫侵入等

潜在的土地退化，储存在系统中的碳有可能丢失或吸收

的影响。［5. 2]

碳的速率降低（中等可信度）。［5. 5]

最新模型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可能会显著地破坏生态

部分湿地可能演变为林地和荒地，永冻土的融化使

茶绽（高可信度j 。针对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和生态系统迂

冻土带受到破坏（高可信度）。在高纬度地区，

（图变暖

移可能性大的地区，进一步开发了在第二次评估时已有

对生态系统碳储量最初可能有不利影响，因为气候变暖

的简单相关模型。正在使用观测数据、较新的植物动力

使有机碳的分解速率可能比碳的增加速度更快。在这些

学模型和渐进气候模型相嵌套改善预测结果。然而，精

系统中，冬季反射率和对能量吸收的变化可能在几十到

确的输出结果取决于详细的过程，目前的模型还不能完

几百年时段内对冬季变暖有正反馈作用，并引起雪融化

全包括这些太详细的过程。［5 .2]

时间提前和森林分布向极地迂移。［5.8,

5.9]

C02 浓度升高会提高大部分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

大部分湿地的作用依集水地区的水文情况而定，因

力（植物生长、枯枝落叶和死亡），而温度升高可能会产

此，实际操作不太可能采取响应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措施。

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高可信度）。对不同树种进行多年

北极地区和北极外围的冰原沼泽湿地地区，以及南部集

的 C02 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在 C02 高浓度水平下，植物

水面积很小的湿地地区，可能对气候变化最脆弱。东南亚

节能和再造林是合理的长期施用 C02 后，没有迹象表明

的泥炭土地的转变利用方式的速度和排水措施的增加，

对 C02 的敏感性降低。然而， C02 浓度对生态系统净生

将极大地增加这些地区发生火灾的风险和影响热带湿地

产力（包括植物生长、枯技落叶、落叶分解、土壤循环）

的环境。［5. 8]

和生物群落净生产力（包括上述方面和火灾和其它干扰）

产生正面影响的可能性较低，一般可能是负面影响。从

高纬地区和高山生态茶统适应气候变化的祝会存限，

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的研究证实，气候变化通过各种天

因为这里的生态系统最易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对

气灾害和营养循环的变化对植物产生影响，影响最严重

野生资源的精心管理可以使气候变化对土著人的影响达

和发生时间最早的可能是发生在北方森林。［ 5.6.1.1,

到最小。许多高纬度地区特别依赖于一种或少数几种资

5.6.3.1]

源，如木材、石油、驯鹿，或以防火为职业。经济南多样
化可以在资源获得性、特定物品和服务的经济价值发生

陆地生态系统储存的碳量似乎在增加。第二次评估

巨大变化时降低这种变化。在许多高山群落的一些地方

报告将这归因于大气中 C02 浓度增加、气温升高和土壤

特有的物种，由于它们没有能力向更高海拔迁移，这些物

湿度的改变，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增加植物生产力。最近

种对气候变化非常脆弱。［5. 9]

的研究也表明植物生产力增加，但在大田条件下生产力

增加的幅度低于盆栽试验结果（中等可信度）。因此，陆

与第二次评估报告相反，全球木材市场研究表明：考

地生态系统固碳量的增加主要是受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

虑到土地和产品管理方面的适应性措施全球气候变暖可

方式变化的影响，其次是受到 C02 浓度增加和气候变化

能增加全球木材市场的供应（中等可信度）。在区域和全

策的情况由于上述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哪种陆地生态

球尺度上，适应措施的范围和种类将主要取决于木制和

系统继续为碳汇还不能确定（例如，北极陆地生态系统

非木制产品的价格、替代品的相对价格、管理成本和技

和湿地生态系统即可以作为源也可以作为汇）（中等可信

术。在具体地区，森林的生长和生产力的变化将制约并可

度）。

能限制适应战略的选择（高可信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可通过土地和产品管理，进而反应在价格上调节适应措

气候变化可能会降低于旱和半于旱地区（例如草原、

施。管理森林的适应措施包括：砍伐死的或趋于死亡的树

于林地、林地）土壤含水量和生产力。 C02 浓度的增加可

木、种植更适应当地气候的新品种、种植转基因品种、加

以抵消一部分损失。然而，很多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同时

强或减少管理。消费者将从降低木材价格中获益，生产者

还受到厄尔尼诺、拉尼娜和其它极端气候事件如火灾的

可能获益，也可能受到损失，这将取决于区域木材生产的

影响。这些事件和干扰频率的变化会导致生产力的降低、

变化情况及其产生的相应影响。［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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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将军致鱼类分布的;ft界 （;ft半球j 和南界

理计划等的适应性措施。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渔业还依赖

（南半球）向两极地区迁移，寒带地区和冷水域的鱼种生

于气候相关因素对渔业的影响，依赖于对捕捞压力和生

存环境将消失，温暖水域中的鱼种的生存环境将扩大

存环境骂因素的协同作用的丁懈。［6.3.4,

6.6.4]

（高可信度）。作为 一类系统，内陆水域系统对气候变化
和其它压力是脆弱的，因为其花圈 f卜，并受到大量入类

扩大海洋养殖业的适应措施可以部分地补偿捕捞量

活动的干扰（高可信度）。最脆弱的部分包括湖冰和河冰

的减少。 1990 年以来，海洋水产业产量翻了 一倍， 1997

的减少和消失（极高可信度）、冷水水域的鱼类生存地消

年其产量已经占到市场上鱼类和贝类产品总量的 30% 。

失（极高可信度）、灭绝数量和外来鱼种的侵入增加（高

但是，将来水产业的生产力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

可信度）、目前的污染可能加剧，如富营养化、有毒废物、

为提供鱼肉、鱼油和作为其他鱼类食物的鱼种可能易受

酸雨和紫外线辐射（中等可信度）。［ 5. 7]

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数量不断减少，如鳞鱼、凤尾鱼
等。海洋温度升高和有机物的富营养化导致熔解氧浓度

4.4 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

降低，为野生和饲养鱼类疾病的传播以及沿海海藻的爆
发创造了条件。因水产业的发展而引发的沿海地区污染

全球气候变化将军致海洋麦面温度开高、海手面土
升、海冰覆盖减少和海水盐度、海浪和海洋环流发生变

和生境破坏，也可能会限制海洋野生动物储量的增加和
生存。飞6. 3 .5]

化，这些变化有的已经发生。预计海洋变化对全球气候
和近沿海地区气候都具有重要的反馈作用（参见 TAR

许多沿海地区正在遭受到湖沙抬高、海岸带侵蚀加

WG 已。同时，它也可能对海详生物生产包括渔业生产

剧、海水倒灌侵蚀淡水资源等不利影响。随着气候变化

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海洋环流的变化和海水的垂直

和海平面的主开，这些影响还会进一步加剧。海平面上

混合作用将影响水体中生物成分的分布和海水对 C02 的

升对那些砂质和沙砾的海岸和海堤、海岸沙丘和湿地环

吸收效率，海水上涌对沿海渔业和沿海气候都有重大影

境的丧失、许多中纬度低海拨地区灌溉的影响尤为严重。

响。［ 6. 3]

沿海生产力高的生态系统、沿海居民区以及海岛状况将

继续面临一些压力，预计这些压力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如果和厄尔尼诺现象存关的J(ffj]fff_ 事件发生的频度增

并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成为灾难性的影响。［6. 4]

加，海洋浮游生物和鱼类幼苗数量可能减少，并对鱼、海

洋哺乳动物、海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有不利影响（高可

低纬度热带和副热带海岸线地区，特别是那些人口

信度）。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已经认识到除 ENSO （厄尔

压力待别大的地区，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会

尼诺和南方涛动）的变化之外，多年稳定的气候一一海洋

加剧现存的许多问题。例如，在某些三角洲地区，过量抽

状态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外一种状态，南方的数量都会

取地下水、大量截流河水用于灌溉等人类活动导致地面

受到这种波动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鱼群数量

下沉。海平面上升将加速淹没低海拨地区、加速地下水

的波动不仅是由于鱼群数量过多或其他种群因素造成的，

的盐碱化以及增加对海岸带的侵蚀等等。亚洲一 些较大

也是生物对中期气候变化的一种反应。同样地，海洋哺

的三角洲地区和一些小岛国目前比十年以前更脆弱。在

乳动物和海鸟的生存也受到年际间和长期海洋和大气的

未来，这种脆弱性将继续增加，这些地区的风险特别大。

一些特性和过程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在高纬度地区，这

[6.4.3, 6.5.3]

种波动和影响更大。［6.3.4]

尽管就气候变化对高纬地区（极地）的沿海地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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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海洋系统对渔业管理的作用方面有了进一步

各种影响研究很少，但这些地方也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

的认识，从而可以采取相应的适应措施，这些适应措施

影响。除丁以岩石为主或快速再现的：岸以外，海平面

是基于可接受的捕捞比例和鱼数量的恢复。对与气候有

的土升、更剧烈的海浪、海面冰盖的减少、地面温度的升

关的因素引起鱼群分布情况的变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高促进永久冻土融化和地面冰面减少，将造成沿海地区

结果表明：许多国家渔业的可持续性将有赖于增加双边

土地面积减少，这些影响的综合作用对居民和基础设施

或多边捕捞协议的灵活性、结合国际鱼群数量评价和管

产生严重影响，还会引起海岸带的退却。［6 .4. 6]

l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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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莓I[L-[fij_土开、海面温度开高、 j阳风暴数量手口频率

受影响的情况和程度不同。结果很难对并没有很多例外

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沿海生态系统，如珊珊礁、暗礁、

的气候或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给出 一 个概括的定论，恒可

豆豆、沼、红树林、淹没的水生植物等。海平面上升对红树林

以根据各地气候影响的方式、地域范围和其他一些能具

和盐沼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海平面垂直上升速度和淹没陆

体考虑到的因素及其适应能力（财富、平民教育、技

地面积的多少，可以通过开发海岸带来减轻这种影响。随

术和机构能力），先来对人居进行分类，以有助于解释各

着海平面升高，珊蝴礁可能还能得以保存，但由于受到

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 7. 2]

海水的漂白作用、紫外线的影响、污染以及其他方面的

气候变化对人居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二种方式之一 ：

影响，珊珊礁会退化。过去 20 年，珊珊礁白化作用与几

种因素有关，包括海洋温度升高。未来海面温度进一步
升高，对珊珊礁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剧，还将导致海洋疾

1)

气候变化改变了生产力（如农业和渔业）或改变了市

病发生频率增加（高可信度）。 C02 浓度的增加会影响海

场对某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包括本地居民需求的改

水化学组成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珊珊礁的发育与健康有

变和外来游客需求的改变），影响了支撑人居条件的

不利影响，也对沿海渔业和利用珊珊礁资源有不利影响。

经济部门。影响程度部分取决于居住区是农村还是城

[6.4.4, 6.4.5]

市农村。农村一般依赖一种或两种基于资源的行业，

城市一般（但不总是）依赖多种可选择的资源。同时，
目前很少开展对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浪高度和方向、

受影响的程度还依赖于人居的适应能力。［ 7. I]

海浪和风暴潮的潜在变化的研究。预计这些变化对沿海

2 ）气候变化也许直接影响了居住地的基础设施（包括能

的自然和人类系统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因为这些变化

源运输和分配系统）、建筑物、城市服务设施（包括运

将进一步增加海平面升高的不利影响。

输系统）和特定行业（如农用工业、旅游业和建筑业）。
例如，三角洲地区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也许会受到沿

利用90年代早期形成的方法对不同的海岸类型的脆

海和河水泛滥的影响；城市能源需求会随着制冷、取

弱性进行了综述。这些研究和以后的研究证明，不同国

暖需求的改变而改变；沿海和山区的旅游也许会受到

家、不同地区脆弱性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运用通

季节气温变化、降水季节模式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

用的方法，确定了三种沿海适应战略：即保护、适应、和

响。尽管城市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可能保证良好的基

退避。从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对沿海地区的适应措施

础设施和服务条件，但其人口密度和基础设施也意味

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以前重点强调硬件保护（如防海墙、

着较多的人口和较多的资金将面临风险。综合考虑这

腹股沟），现在更多的强调软性保护措施（即海滩管理）、

些因素与其它预防措施将极大地降低风险程度。然

有计划的退避以及促进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包

而，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较大城市

括利用洪涝保险分摊财产风险。［6. 6.

以及较小的居住地（包括乡村和小城镇），要想降低这

l, 6. 6. 2]

种风险则面临着缺乏财力、政治力量薄弱和机构能力

对沿海地带和海洋生态系统进行综合评价，更好地

差的困难。［ 7. 1]

了解它们与人类活动和多年气候变率之间的相互作用，

3 ）极端天气事件、健康状况的改变或迁移可能直接影

将有助于本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管理。如果在制定适应措

响人群。极端天气事件可能导致死亡、意外受伤和疾

施中综合地考虑其他地区的政策情况，如降低灾害的计

病。例如：冷胁迫减少，人们的健康状况可以得到改

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等，那么沿海地带和海洋生态系统管

善，热胁迫和疾病的增多，人们的健康状况会受到不

理的适应措施就会更有效。

和j影响。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迁移可以影响居住地的
人口数量和特点，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对该城市服务的

4.5 人居‘能源和工业

需求。人口多的城市（如人口数量超过 100 万）、中等

城市和小城市所存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
气候变化对人居的影响是一种综合的影响，它最初

大城市是农村、较小居住地和边界地区移民的目的

表现为与人居有关的其它因素发生改变，在不同地区、不

地。但是人口聚集地区对国家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也较

同地域范围、不同经济条件以及不同的政治和机构能力

多。因此，较小的居住地可能在气候变化下更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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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类型

a, b

可信度。

居住区类型，程度排序
依赖资源（对资源的影响）

沿海、沿河和低洼地（对建筑及基

人口大于 JOO 万

人口小于 JOO 万

础设施的影响）

的城市（对人口

的城市（对人口

的影响）

的影响）

城市．

城市，

乡村，

乡村，适

城市，适

城市

乡村，

乡村，

适应能

适应能

适应能

应能力

应能力

适应能

适应能

适应能

适应能

适应能

适应能 适应能

力高

力低

力高

低

f哥

力低

力高

力低

力高

力低

力高

洪水、滑坡

低－中

中－高

低－中

中－高

低－中

中一高

中一高

中－高

中

中－高

中

中－高

****

热带气旋

低－中

中一高

低－中

中－高

低－中

中－高

中

中－高

低－中

中

低

低－中

***

水质

低一中

中

低一中

中一高

低－中

中一高

低一中

中一高

低一中

中一高

低一中

中一高

***

海平面上升

低－中

中一高

低－中

中－高

中

中－高

中

中－高

低

低一中

低

中－高

＊＊＊＊（＊＊依赖资源的地区）

热浪／寒潮

低一中

中一高

低一中

中一高

低一中

低一中

低一中

低

低－中

中－高

低－中

中－高

＊＊＊（＊＊＊＊城市）

水资源短缺

低

低一中

中

中一高

低

低一中

低一中

中一高

低

中

低－中

中

＊＊＊（＊＊城市）

火灾

低一中

低一中

低－中

中一高

低一中

低一中

低一中

低一中

低－中

低－中

低一中

中

＊（＊＊＊城市）

冰雹、风暴

低－中

低－中

低一中

中－高

低一中

低一中

低一中

中

低－中

低－中

低－中

低－中

**

农业／林业／

低一中

低－中

低一中

中一高

低

低

低

低

低

低一中

低一中

中

***

空气污染

低－中

低一中

低

低

淆

淆

淆

淆

低－中

中－高

低－中

中－高

***

永久冻土融化

低

低

低－中

低一中

低

低

低

低

淆

淆

低一中

低一中

****

热岛效应

低

低

淆

淆

低

低

淆

淆

中

低－中

低－中

低－中

***

力低

海业生产力

a表中的数据是由 作者根据参考文献中的直接观测和参考其他地方的影响确定的。印刷体的数值来源于等级级别；黑体数值表示来源于文献的直接观测；斜体数值表示参考了其它相
似的影响。一般的印刷体值代表对不同人居类型的逻辑推断，但未能从研究中得到证实，也未能参考其它的相似的影响。

b 影响等级分类： 低（ L) ＝没有可察觉的影响，或容易克服的影响；中（ M) ＝有明显的影响，尽管影响不是破坏性的，但需要巨大的技资和在适应方面有一定难度；高（ H) ＝明
显的破坏性影响，也许不能克服这些影响，或者适应费用巨大（本影响研究是基于 C02 倍增的情景，或基于对目前天气事件影响的描述，但在评价对 21 世纪中后期时，纳入了 IPCC

的渐进情景）。注意“城市 l+M”和“城市 OM”分别指人口超过和低于一百万。

c 对可信度的分级，参见技术摘要 1.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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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3 ：气候变化对人居的影响，按影响类型和居住类型分类（影响机制）

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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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大中城市周围不规范的居住地很受关

些地区，暴风、水资源短缺、火灾等也有中等程度的影

注，因为他们目前面临若干健康与环境灾难。而气候

响。永久冻土融化、热岛效应对一些地区可能造成一定的

变暖将加剧这种灾难，同时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也有

影响，但从全局来说对居住区的影响程度较小，在适应措

限。［ 7. 1]

施上很少给予考虑。［ 7.2,

7.3]

表 TS-3 是气候变化和人居相互关系中气候引起的环

预计全球气温升高导致制冷能耗增加而取暖用能减

境变化的几种类型。表中列出了三种常见的人居类型，每

少。热浪增加将增加制冷用能，而寒潮频率的减少则降低

一种都基于三种不同的气候影响人居机制中的一种。气

取暖用能。不同地区和不同的气候情景下，气候变化对能

候变化通过这些机制影响居住条件，这种影响与作用机

源消费的影响是不同的。居所、能源系统、工业等适应气

制有关。因此，对一个特定的居住区，由于气候变化影响

候方面，使设计和建造处于更严重的天气事件的居住地

资源基础（如农业生产产量提高），则产生正面的影响，

和如何充分利用气候变化的有利方面提出挑战。例如，众

或气候变化影响基础设施（如洪水的经常发生造成一定

所周知，电网的传输系统就会受到极端事件如热带气旋、

的损害，电力系统负荷过重等），而产生负面的影响。不

龙卷风和冰雹等的影响。如果一个地区在不需要很多的

同的居住区受影响的程度可能不同（例如海平面上升对

基础设施投资的条件下，居住区就能避免环境灾难和对

内陆地区的居住条件没有直接的影响），影响程度由高到

他们健康的影响，反映了当地的适应能力。气候变暖意味

低排序。目前对人居影响评价的研究大多基于 C02 倍增

着当地居民不仅要适应气温的升高，而且还要求适应其

的气候情景，或者是基于目前天气事件（类比），还没有

它的环境变化。城市专家一致认为：如果一个地区没有很

基于 IPCC 的渐进气候模型进行研究。［ 7. 1]

好的基于当地的、有助于获得国家资源的技术、机构能力
和政治支持，那么这个地区就不能成功的适应环境变化。

气候变化可以重塑一个地区的局部环境，如造成一

[7. 2' 7. 3 ' 7 .4' 7. 5]

定地区水分过多或亏缺，有时是同一地区季节变化不同。
气候变化后潜在的最广泛、最严重的影响是由于降水强

可采用的适应措施包括：居住区及其基础设施规划

度的增加和海平面土开而导致的洪水、滑坟、泥石疏、雪

和工业设施的合理布局。从长远来考虑制定政策以降低

局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几乎每一个气候

那些目前发生机率很小（但正在增加），但影响程度很大

带的各种居住地区都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确定，但

（可能增加）的事件的不利影响。许多传统的和先进的技

不完全）；沿海和沿河的居民可能最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

术有助于更好地进行环境管理和计划，包括利用市场机

响；城市地区在暴雨多发时会出现洪涝的危害，因为这

制来调节污染控制、需求管理和减少废弃物、混合利用分

些地区缺乏预防严重影响的排水设施、缺乏对水供应和

区制和交通规划（制定适当的条款鼓励骑自行车和步

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处理能力和复杂的设计（包括传统的

行）。同时，适应措施中还包括环境影响评价、能力研究、

硬件和更先进的系统设计）。另一个影响最严重的是热带

环境战略计划、环境审核、国家环境状况报告等。许多城

气旋（咫风或台风），在热带地区，热带气旋强度可能增

市已经综合利用这些战略措施制定“地方 21 世纪议程”。

加。热带气旋与暴雨、周风以及沿海地区的风暴潮等共

许多地方 21 世纪议程都对一系列城市问题提出相应措

同作用，可能对内陆造成破坏性灾难。它们在地域上不

施，这些问题与未来的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 7. 2, 7. 5]

像洪水和泥石流那样普遍。全球有数亿人口的居住地受
到洪水的危胁。例如，据估计，在中尺度气候情景下， 2080

4.6 保险及其他金融服务机构

年海平均将上升 40 厘米，每年全球受风暴潮影响的人数
将增加几倍（从 7500 万到 2 亿，与适应措施有关）。海平

金融服务部门，从广义来讲可以分为公共机构和私

面上升造成的沿海基础设施的损失在一些国家就可达数

营机构，他们可以提供保险、减灾、金融、财产管理等服

百亿美元，如埃及、波兰、越南。表 TS-3 中列出了如热

务，由于该部门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同时它的综合作用

浪、寒潮等带来的影响，这些对资源状况（如农业）、人

会对其他部门产生影响，因此金融服务部门成为表示气

类健康、提供冷暖的能源需求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也

候变化对社会经济潜在影响的一个特定指标。此部门是

包括了对环境的影响，如降低空气和水体的质量。在一

适应性的主要行为机构（比如支持制定建筑规则，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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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支持土地利用规划），并且金融服务部门形成了风险

析这种影响。在 1985 年和 1999 年间，作为保险业脆弱性

分摊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将气象灾害损失分摊于其他部

的指标，全球财产／意外事件保险费与天气有关损失的

门和整个社会中。但是，不管是公共还是私营部门提供的

比率降低了三倍。［ 8. 3]

保险，因在脆弱地区如美国发生洪水的平原和海岸带地

区引入发展项目会成为自满和错误的适应措施。。气候变

过去灾害损失的上升趋势， 一 部分和社会经济因素

化对金融部门的影响主要通过极端事件分布频率和强度

有关，如人口增加、财富增加、脆弱地区的城市化加剧

的变化表现出来（表 TS-4 ）。［ 8 .1, 8. 2' 15. 2. 7]

等，另一部分和气候因素有关， 如降水量的变化、洪水
和于旱事件等。准确区分这两种因素非常复杂，而且在

近几沪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损失呈供遂土开

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事件中这两种因子的作用也不均

的趋势。重大事件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从 20 世纪 50 年代

衡。许多观测到的与气象相关损失的变化趋势和气候变

的年均 39 亿美元增加到了 90 年代的年均 400 亿美元（以

化下的预期趋势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为因素和

1999 美元核算，没有进行购买力校正），这些损失中约有

非气象因素导致的损失比气候因素导致的损失低得多。

1/4 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同期损失中的投保额也从几乎

[8.2.2]

为零增加到了年均 92 亿美元。如果包含了各种事件，损

失会再增加 1 倍（见图 TS-5 ）。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

近期的经历麦呀，和气候相关的损失会迫使保险公

加强灾害防备方面进行了非凡而不懈的努力，但气候灾

司削弱收益率，提高保脸费，减少覆盖面，提高对公共扑

害导致的损失还在快速增长，而且这些努力仍然无法确

偿金和减灾款的需求。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增加，将增

定业已观测到的增加的损失，即使是一直致力于将自然

加保险和政府部门的脆弱性、适应性措施的复杂性以及

因素和人为驱动作用区分开来的理论研究也没能定量分

减灾的艰巨性。［ 8 . 3 ' 15 .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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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S-5 ：气象灾害的损失近几十年来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重大事件的年经济损失从 50 年代的 40 亿美元 ／ 年增加到 90 年代的 4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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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下降了 2 / 3 。值得注意 的是，日常损失基本有两种情况，包括了非灾害性天气事件。如果将普通的非灾害性事件也包括在内，损失将
增加两倍。图中数字来源于正式的自保费用，不包括不太规范的自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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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二工棚技术摘要

表 TS-4 ：极端气候现象及其对保险业的影响：观测到的变化以及 21 世纪的预期变化（表 3-10 后；另见表 8-1 ）。

极端气候现象

观测的变化

预测的变化

的变化

和保险部门

相应时间尺度

招关的事件
可能性

敏感部门 ／ 活

敏感的保险

动

方E

类型

极端温度
几乎在所有陆地

可能 a （部分

地区，最高气温

地区的热浪

升高，炎热天气

变化趋势复

和热浪增加 b

杂）

很可能 a

热浪

一一一一一

热浪、干旱

日、周最高值

一 一一一一一

月、季最高值

电力的可靠性、 ：人产卫商寿生务、、健康，财

人居

商务中断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林业（树木健

，农作物，

康），自然资源，

中断

农业，水资源，
电力供应和可
在未来工业，卫

生，旅游等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在几乎全部的陆

很可能 a （在

地地区，最低温

很可能 a

霜冻，严寒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日、月最低值

一一一一一一

农业，能源需

卫生，农作，财

第一工作组

求，卫生，交通，

产，商务中断，

度升高，冷天、

的报告中没

人居

交通

霜期、寒流都减

有考虑寒流）

人居设施

财产，洪水，交

少b

极端降水

强降水事件增加

许多北半球

许多地区很

中高纬地区

可能 a

暴洪

时、日最高值

通，商务中断，

都有可能 a

健康，卫生
一一一一一一

洪水，浸泡，

周、月最高值

泥石流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H一“一一『一一－－”町’一－咽

农业，林业，交

财产，洪水，作

通，水质，人居，

物，海产，商务

旅游

中断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夏季干旱以及和

少数地区有

大多数中纬

由现有模式地 月、季最低值

林业（树木的健

作物，财产，卫

旱灾相关的风险

可能 a

度内陆地区

面下沉，自然

康），自然资源，

生

有可能 a （其

火灾

农业，水资源， i

增加

它地区的预

水能供应，人居

测缺乏 一 致

性）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林业，农业，能

财产，作物，交

1原分配和可靠

通，航空，生命，

降低，中等

供给，人居，死

健康

可能性 a

亡率，旅游

中纬度风暴强度

在北半球增

目前的模型

雪暴、冰暴、

增加 c

加和南半球

无统一结论

二当
=I'主朋
ι－＇－－’

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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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4:

（续）

极端气候现象

观测的变化

预测的变化

和保险部门

的变化

相应时间尺度

相关的事件
可能性

敏感部门 ／ 活

敏感的保险

动

方面

类型
时

冰雹

农业，财产

财产，作物，交
通，航空

L--

在许多地区和厄

没有确定性

尔尼诺相关的干

结论

可能 a

－… －－’一’－－－－－－－－－

一 一一一一一

各种

一一 一一一 串 』回响” 咱－『－－ 由－』

－一

，由自由”’

-’

林业（树木健

财产，洪水，交

康）；自然资源，

通，作物，航海，

农业，水资源，

商务中断，生

加（另见干旱和

（水）能供给，人

命，健康

极端降水事件）

居

干旱和洪灾

旱和洪灾强度增

极端风力

中纬度区风暴强

没有具说服

目前的模型

度增加 b

力的变化迹

无统一结论

时、日

中纬度风暴

林业，电力分配

财产，交通，航

和可靠性，人居

空，航海，商务

象

中断，术就
』－－－－一－－ ι”““蝴’－ －”桐’四”” ’啊”’”’· ”喃喃帽”’”” ”喃喃帽””’

时

龙卷风

L - - -

E国－

-

a圃回国国·国国－

t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林业，电力分配

财产，交通，航

和可靠性，人居

用咱元海，商务
中断

一一一 一 一 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热带气旋的最高

在有限的分

一些地区可

风力增强，平均

析资料中未

d目与’E
气a

和极端降水强度

观测到极端

增大 c

风力；降水

热带风暴，包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 一 一一一 一

时、周

林业，电力分配

财产，交通，航

括气旋，咫风

和可靠性，人

空，航海，商务

和台风

居，农业

中断，生命

电力的分布和

生命，财产，交

可靠性、人居、

通，航空，航海，

自然火灾

商业中断

资料不全
其他极端事件
对于较高温度，

参考以上相

参考以土相

热带和中纬度地

关条目

关条目

即时

闪电

区的风暴增加参
考以土条目
阳，回－由

喃自”自由

喃喃砸自－－

·”－－··啕－

－由E

-

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 一－ L - －』－－－ －咀－’”’ －”白白白－

-

』－ －－－－’”””’啊－

热带气旋，亚洲｜

参考以上相

参考以上相

浪潮（伴随强

海岸地区的基

从命，航海，财

夏季季风，中纬

关条目

关条目

风登陆）海岸

础设施，工农

产，作物

淹没

业，旅游

度风暴强度增加

逐日

参见以上条目
』－』－『－』白白－』自由－一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亚洲夏季季风性

第 一 工作组

降水的变率增加

没有考虑

可能 a

－脑－

－鸭”””肉”

”肉”’·『同『，．．

－回－

洪旱灾害

·幅』币曲”明白用电句·

·’”回四”咽嗣同

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 」－－－－『－－－－白白 喃自『－

季节性

农业，人居

作物，财产，健
康，生命

a 第一工作组用可能性表示对可信度的判断：很可能（ 90-99% 几率）；可能（ 66-90% 几率）。如无专门指出，有关气候现象的信息
取自第一工作组决策者摘要。左边三栏给出了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表示观测到的和预计的极端事件的变化。

b . 信息取自第一工作组技术摘要 F.5 节。
c . 热带气旋发生区域分布变化是可能的，但尚未确定。

258

l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第 τ工作组技术摘要

主雪小金融服务机构具存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能

如果天气灾害风险得不到保障，或保险费过高，或

力，尽管历史资料麦呀， 一些低概率、影响力大的事件或

保险或财政能力受限，公平和发展限制就会突显出来。这

多小地理位置相近的事件对部分金融机构也会产生影聊，

样，不确定性的增加又限制了发展。相反，增加保险的实

尤其是适应能力也同时被非气候因素减弱的时候（例如

施力度或途径、增强灾害的防备和恢复能力，将会提高发

萧条的市场环境，使保险业主的担保财产和其他固定资

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广泛引入微观融资体制

产发生贬值）。目前已确认气候变化以及与气候有关事件

及发展融资服务，也许是提高发展中国家适应能力的有

的变化都会增加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图而影响到保险

效机制。［ 8. 3]

市场的作用。这样的发展趋势将使保险费用增加和 ／ 或
造成将部分风险划分为非保险项目，从而使一些项目无

对金融服务机构的这些评估提出了需要改善的领

法上保险。这样就增加了政府支持的保障和减灾体系的

域，也对第二次影响评估报告的结论作了确认和发展。

压力，将使目前在一些地区已经滞后的保险体系更加薄

评估报告对一些需要了解的领域进行了着重阐述，尤其

弱或发展受到限制（例如，在大金额的赔付上增加扣减

是需要深入分析造成经济损失的原因；评估在处理气候

率和 ／ 或确定赔付上限）。

变化造成的破坏和适应能力方面的财政能力，以及获得
经济来源的可能途径：需深入分析各部门的脆弱性和对

随着保险业规模的扩大、保险范围的多样性、与其

极端气候情景的抵御能力，并在进一步研究这一部门

他金融服务机构的联合以及风险转移方式的完善，保险

（公共和私营）如何进行创新，以满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生物质气熔胶然而，财产 ／ 灾难保险和再保险对灾害非

国家适应性资金的潜在增长需求和分摊和降低气候变化

常敏感，个别公司因天气事件引发的灾难已经破产。有

风险。［ 8. 7]

些地区在某种情况下，作为提供信贷的银行业对气候变

化也可能十分脆弱。多数情况下，银行会将风险转嫁给

4.7

人类健康

了购买债券的承保公司。［ 8 . 3 ' 8 . 4 ' 15 . 2 . 7]
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具有多重影响，有些影响

金融服务机构面对适应气候变化问题2挑战与机遇并

是正面的，但多数是负面的。极热和极冷天气的变率、洪

存。参与调节定价及储备金税制，企业从风险市场的撤

涝和干旱的频率、地方空气污染状况以及空气过敏源对

退的能力，都是影响金融机构复苏的例子。各国、各地区

居民健康都具有直接影响。另一些影响健康的因素来源

应对气候风险的手段各不相同，通常都是商业、公共管

于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影响，这些影响包

理、自我保险相结合。在面对气候变化时，这些因素的相

括传染病的发病动态，区域粮食生产水平和营养状况不

对作用也会发生变化。一些潜在的适应性措施会达到互

良，以及由于人口流动和经济萧条对健康产生的各种连

益效果，既实现了持续发展又减缓了气候到厨且一些是

带影响等。

高能效的措施既有助于该行业适应气候变化，又提高了
建筑物本身低于自然灾害的能力。［ 8.3.4, 8.4.2]

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人类健康状况因近十年来所

观测到的气候趋势而确实发生了变化。确定这种影响的
从死亡数量、投资成效、经济影响的角度来讲，气候

困难在于大多数健康紊乱是多因素造成的，而且社会经

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最为严重（尤其是以第一产业

济水平、地域条件、环境因素随时间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国家），有一个例子是，由于自然灾害
造成的损失运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一 半。天气灾害使发

年际阔气候变异（特别是厄尔尼诺周期）对健康影响

展倒退，特别是当把用于发展目的的资金转用于灾后重

的研究结果麦明了人类健康对气候的敏感性，待别是蚊

建时。［ 8. 5]

子传播的疾病。将现有的研究成果、理论推理、以及预测
模型输出的结果结合起来，可以得出气候变化对人类健

康影响的一些结论。

2 保险和金融服务部门常用“减轻” 一词，正像“适应性”被用于
气候研究与政策部门 一样 。

如果热浪的频率和强度增加，那么死亡和患严重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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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危险性也会增加，老年人在苦和成镇人口尤其是如此

疾病（如登革热、利什曼原虫、脑炎，莱姆氏病，以及扁

（高可信度）。热浪的影响会因湿度增加和城市空气污染

虱脑炎）目前的分布边界（中高可信度）。在某些地区，

而加剧。预测结果表明，中高纬度城市（温带）的热胁

由于气候变化使降水减少或者使温度升高超过了媒介适

迫增加最大，尤其是对于缺乏适应性建筑和空调设施的

宜传播的极限，传染性疾病将有所降低（中等可信度）。

人群。用热浪对城市人口影响的模型所做的预测表明，

一 系列数学模型 一致得出：本世纪的气候变化情景将增

即使实施了气候适应措施， 一些美国城市仍受热浪的袭

加居住在潜在症疾和登革热易感染地区的人口比例（中

击。平均而言，每年夏天将会有额外的数百人死亡。虽

高可信度）。气候条件的变化将增加通过水和食物传染各

然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与热胁迫相关的死亡数量影响

种疾病的发生几率。［ 9. 7]

也可能是显著的，但目前几乎还没有对这些人口的研究。
在温带地区的许多国家，暖冬和较少的寒冷袭击会减少

气候变化可以引起海洋环境的变化，增加了人类食

与寒冷有关的死亡（高可信度）。有限的研究表明，至少

用鱼类和贝壳类生物的中毒危险。与温水相关的生物毒

在部分温带国家，冬天减少的死亡数远远超过了夏天增

素，如热带海区的鱼肉中毒现象会向高纬度地区扩展（低

加的死亡数（中等可信度）。［9. 4]

可信度）。较高的海面温度也将延长有毒藻类的盛长期

（中等可信度），而其盛长期和人类中毒间存在复杂的关
极端事件频率和强度的任一小增加，如风暴、洪水、

系，而且对生态和经济都具有破坏作用。地表水的水量

于旱、台风，都会通过多神方式对人类健康造成不皮影

和水质变化都将影响到病疾的发生几率（中等可信度）。

响。这些自然灾难能够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也可通过损

[9. 8]

毁住所、人口迁移、水源污染、粮食减产（致使饥饿和
营养不良）等问接影响健康，增加传染病的发病率（包

气候变化造成很食供给发生变化，会使世界一些地

括荆疾和呼吸系统疾病），而且会损坏健康服务设施（极

区贫厨人群的营荠和您庭水平受到影响。研究表明，在

高可信度）。如果区域性台风增加，常常会发生灾难性的

世界范围内，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影响，特别是在资源馈缺的人口稠密区。近年来，与气

但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降低的可能性最大。据估计目前

侯密切相关的主要灾害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发展中国家有 7.9 亿人口营养不良。边远地区的人群，

包括发生在中国、孟加拉国、欧洲、委内瑞拉、莫桑比

困难以进入市场，对区域粮食供给的减少或短缺尤其脆

克等的洪涝，以及横扫中美洲的 Mitch 咫风。［9. 5]

弱。营养不良使儿童身体和智力发育不良，成人劳动能

力减弱，感染疾病的可能性增加。气候变化将增加发展

气候变化将会因空气污染问题而降低城市空气质量
（中等可信度九增温（部分模型的模拟结果是紫外线辐

中国家营养不良的人口数量，特别是在热带地区。［ 9. 9'

5. 3]

射）会增加地面臭氧浓度，而臭氧是一种对呼吸系统具

有严重负面影响的污染物。气候变化对其它空气污染物
的影响研究还较少。［ 9. 6]

在某些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以导致社会动荡、
经济衰退和人口迁移，进而影响人类健康。自然灾害和

环境退化引起的人口流动也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高可信
高温、降水变化以及气候变率的变化将改变传染病

度）。［9. 10]

的地理分布和染病时节， 一些传染病及并发症的感染区

域和季节将会扩展。 一 些媒传东病是通过吸血生物进衍

通过社会、制度、技术和行为方面的适应措施可以

传播，如蚊子和扁虱，这些生物的生存取决于气候和生

降低每一个可预见的对健康不利的影响（见表 TS-5） 。总

态因子的相互作用。目前，世界上约有 40% 人口生活在

体来看，气候变化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对低收入人群最严

症疾易染区，在健康设施不完善或破损严重的国家，升

重，特别是热带、亚热带地区国家。为此，有必要加强公

温将导致症疾传播区域向高海拔（中高可信度）和高纬

共健康基础设施（计划、服务和监督体系）的建设和维

度（中低可信度）地区扩展。较高的温度以及降水和地

护。受影响地区对健康风险的适应能力也取决于社会、环

表水间的相互配合，会延长部分区域的染病季节（高可

境、政治和经济条件。［ 9. 11]

信度）。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率的变化，会改变多种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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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表 TS-5 ：降低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适应性选择。

｜ 教育幽沟

影响健康的因素

立法

技术

热胁迫

一建筑指南

一住房，公共建筑，降低城市

早期预警 系统

文化和行为
一着装，午休

热岛效应的规划，空调
极端天气事件

一制定法律

一城市规划

一制定建筑规范

一 避风设施

： 一早期预警系统

利用避风设施

一强制迁移
一建筑的经济激励
空气质量

一排放限制

一交通管制

一改进公共交通，采用催化尾

一共用汽车

一健康教育

节水行为

气净化器，使用烟囱

一 传染媒介监控

媒传疾病

t 污染警告

一接种疫苗，控制繁育

一持续监测、预防和控制措施
水传疾病

一水源保护法律

一病原的基因 ／ 分子生物学筛选

一水质制度

一提高水处理技术（如过滤）

一 使用开水

一改进卫生设施（例如厕所）

5.

区域分析
人类和自然系统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程度，随地

一养成经常洗手和其他

良好的卫生习惯
使用地下排水厕所

时，会加剧荒漠化。非洲主要受影响的领域如图 TS-6 。

5. 1. 1 水资源

区和人口分布区域的不同而不同。基准气候与未来气候
变化的区域变化将增加，地区间气候影响因子的差异。不

水资源是非洲最脆弱的领域，影响到生活用水、农业

同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系统具有不同的特征、资源和机构，

用水和工业生产用水。在水源共享的地区，区域性合作协

因此，在遇到不同压力时其适应力和敏感性差异很大。由

议可以降低不利影响，减少可能的冲突。在过去的半个世

于这些差异，世界上各地区关心的问题也就不同；甚至

纪中，的要小得多。源变化趋势表明可用多 量 减少了

在同 一地区，其影响、适应能力、和脆弱性也不尽相同。

75% 。虽然过去 20 年来非洲的河流流量不断降低，尤其

由于目前的研究并不是采取一套共同的未来气候情景和

是西非撒哈拉地区，但这种趋势主要是人口增长造成的

研究方怯，以及由于自然和社会系统的敏感性和适应能

一一对多数国家来说，同期人口普遍增加了 3 倍。人口的

力各不相同，区域脆弱性评估宜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怯。

增长和水质退化威胁着非洲｜大多地区的用水安全，同时，
人口的继续增长和全球变暖，很可能进一步加剧非洲｜半

5. 1

非洲

湿润地区的水源馈缺。

非洲｛Xif气候变化＃常脆弱。主要受影响的领域包括水

非洲是降水向径流转化最低的陆地，平均只有 15 % 。

资源、粮食生产、人口健康、荒漠化和沿海地区，与极端

尽管赤道附近、非洲际部和南部海岸地区比较湿润 i 但其

事件相关的灾害尤其严重。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同时发生

它地区都为半湿润偏旱或干旱区，气候变暖的 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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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变化情景下，湿润苔原3在

南非极端气候事件的强度明显增加 2 生物群

~消失或迁移，其他生物群中

的迁移有平lj千国 L作物取代种植林木 ； 疤痕

的一些物种也将悄失

的发病区将向南扩张

图 TS-6 ：对非洲｜主要的影响。

将降低半湿润区的土壤湿度和径流。目前主要流域的变

5 . 1. 2 粮食安全

化趋势表明，过去十年来，主要河流的径流减少了约
目前一致认为气候变化，主要是极端气候事件增加

17% 。

以及时空变化，将加剧粮食安全问题。非洲大陆的许多

许多非洲国家已经通过大量增加水电投资来促进经

地区已经经历过粮食生产短缺的境况。潜在的土壤水分

济发展。水库贮量对径流变化和干旱时期非常敏感。湖

亏缺将对粮食生产产生额外的负担。有粮食危机的国家

泊和堤坝贮水量已经达到警戒水位，而且已经威胁到工

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风险很大。在非洲国家，内陆

业生产活动。模型结果以及水库和湖泊的现状表明，由

和沿海的渔业生产是摄入蛋白的主要来源。由于水分亏

ENSO 现象引起的洪灾和干旱会使水库贮水量降低，而

缺和土地退化，内陆渔业生产会因偶发干旱和生活环境

由于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这种过低贮水量的发生频率

破坏变得更为脆弱。海水增温很可能影响海洋渔业 0 [10.

还会增加。［ 10.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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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 .3 自然资源管理和生物多样性

5 . 1 .7

适应能力

不可恢复的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将会因气候变化而

由于许多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制约，目前非洲适

加剧。气候变化将致使种类多样的生物群落发生剧烈

应气候变化的总体能力还＋分薄弱。将长期变化纳入国

转变，使南非的湿润苔原及其它 一 些生物群落中的许

家行动的计划和采取无悔战略能增加本地区适应能力。

多物种消失。植被火灾发生的频率、强度和范围以及由

季节预报是一种有效的保护生命安全的适应措施一一例

于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栖息地的改变都会削减自然的

如和海面温度相关的重大疾病暴发预报。目前的技术和

适应能力并导致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的变化将会影响

方法，尤其在农业和水资源方面，还远不能满足未来的需

到水供应、薪柴以及生态系统可提供的其它服务。［ 10.

求，而气候变率的增加对其又形成新的压力。非洲国家自

2. 3. 2]

身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

5 . 1 .4 人体健康

气候变化同时也提供了很多机遇。适应全球气候变
化的机制，包括技术转让和碳汇作用，能够为充分发挥非

温度和降水的变化对人体锺庭其存许多负面：影响。

洲的资源优势和人力优势提供新的发展途径。在科技、资

升温将扩大病媒的适宜生活范围。在卫生设施欠缺的地

源管理和发展方面的区域合作已经不断增多，和国际市

区，干旱和洪涝会增加水传播疾病的发病率。降水增加

场的接轨也将使经济呈现多元化和增加粮食安全。

可能导致裂谷热（一种病）频繁爆发。城市中恶劣的卫生

条件和沿海地区水温的增高都会加重霍乱的发生。［ 10.2.

4.1. l, 10.2.4.4]

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影响评估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非洲气候的多样性、降雨变率以及稀少的网络观测站点，
使地方性和区域化的未来气候变化预测变得十分困难。

5. 1 . 5 居住地和基础设施

目前已基本了解了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和脆弱性，对气
候变异的敏感性评估也已建立但还不完善。然而，未来变

尽管在许多情况丁，发展的基础设施一一如交通、住

化的不确定性使应对气候变化成本的预测的可信度较低。

房、服务还很不芜备，然而却主要是由政府投资建设。由

这种评估可以使各个国家基于它们自身的条件而开始为

于洪灾、热浪、沙尘暴、周风、以及其它极端事件的频率

这些成本估计建立自己的方法框架。

增加，其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力可能超过社会经济的

承受能力，致使社会、健康、经济服务系统的运转严重恶

5 ‘ 2 亚i

化。这种情况将危及到人类的安全。［ 10.2.5.3]
在整个亚洲地区，气候变化会对资源产生巨大的压

海事面土开、海岸带侵蚀、海水倒灌、洪涝对非洲的

力。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60% 以上，自然资源已经炭

社会和经济存显著影响。非洲｜多数大型城市处于沿海地

炭可危，某些地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极其有限。多数

区，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和城市发展目标，对极端气候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自然资源，例如水、森林、

事件、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都高度脆弱。无序快速的扩

草场、牧场和渔业。气候变异的程度随亚洲｜不同区域和国

展使人口在遭受与气候有关因子诸如洪水等气象灾害时，

家的不同而明显不同，亚洲的几个脆弱区域对气候变化

感染疾病的人群显著增加。［ 10.2.5.2]

的敏感程度及其受到影响的几个方面详见表 TS-6 。亚洲｜
地区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列于表 TS-7 ，供选择区域或问

5 . 1 . 6 荒漠化

气候变化引起的温度、降水、辐射和风的时空分布

题的种类。

5.2.1 农业和粮食安金

变化，将会}Ja剧荒漠化。在非洲的干旱、半干旱、半湿润

愧旱区，荒漠化成为可持续资惊管理的严重威胁，破坏
了粮食和水安全。［ 10. 2. 6]

粮食安全是亚洲地区最关心的问题。由于受到高温
和水资源胁迫、海平面上升、洪涝灾害增加以及由强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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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6 ：部分亚洲地区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 。

气候要素变化和

脆弱地区

主要变化

影响

海平面上升

主要

0.5 2 ℃（海平面升高

孟加拉国

10-45 厘米）

河口沼泽林带

一大约 15% 的土地被

淹没（ 750 平方公里）

次要

－经济损失

植物物种减少

一野生动植物减少

一安全系数下降，失

一盐j责化增加

4 ℃（降水增加 10%)

西伯利亚冻原

业增加

一永久冻土减少
一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南
界北移 100-200 公里

叫化

一承受能力变化

［

影响建筑工业

一影响采矿工业

冰冻岩石的可压缩一影响农业发展

性变化
热侵蚀

>3 ℃（降水增力日 20%)

增加 2 ℃（降水变化

哈萨克斯坦

一径流变化

一冬季洪涝增加

一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

水资源

夏季流量增加

一夏季水资源不足

孟加拉低洼地区 淹没范围大约增加

洪水深度变化

一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

5 ～ 10% ；海平面升

一健康问题增多

23-29%

高 45 厘米）

式改变

一水稻产量下降

表 TS一7 ：亚洲｜部分地区对气候变化影响脆弱的主要部门 ， 可信度水平参阅技术摘要 1.4 节。

地区

粮食和纤维作物 i 生物多样性 i

7｝＜资源

海岸生态系统 i 人体健康

亚洲｜北部

易恢复

易恢复

易恢复

高度脆弱

飞 人居

中度脆弱

｜ 轻度脆弱
或不脆弱

****

***

**

**

***

亚洲干旱一半干旱地区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甲－－－－＋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甲－－－「－－－－－－－，－－－－－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由一白白白｝－，，－－一

一中亚

｜ 高度脆弱

****

←一青藏高原一一一十！ 轻度脆弱或 一
不脆弱＊＊

亚洲｜温带区

！ 高度脆弱

****

＊中＊度脆弱

~

高度脆弱

****

高度脆弱

中度脆弱

***

**

中度脆弱

高度脆弱

***

****

中度脆弱

｜中无资度脆弱 |｜ 中度脆弱

无

［ 高f脆弱

料无资料

｜ 高？脆弱

！ 高f脆弱

亚洲｜热带区

一南亚

一东南亚

一十 二度~~一… i 高度卢； ，－；~牛马 －1 －－；；度脆弱 － r~度脆： 高度脆弱
一伫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寸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t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

高度脆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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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脆弱

***

!

高度脆弱

****

； 高度脆弱

****

j 中度脆弱

***

…寸

｜ 高度脆弱

***

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第二 工作组技术摘要

气旋引起的熄风影响，作物生产和水产都受到了严重的

受气候影响大的产业部门脆弱性增加，进而影响到经济

威胁（高可信度九 二般来说，在中高纬度地区，作物的

发展（中等可信度）。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变暖，将导致现

产量将增加，在低纬度地区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由于

存的永冻地带地冻层变薄或消失，引起亚洲｜北部大范围

夏季的延长，引起亚到十｜北部的农业生态系统的边界北移，

的永久冻土退缩。在蒙古和中国东北可能也有少量永久

使农业生产潜力普遍提高（中等可信度）。气候变异和变

冻土南界向北移，青藏高原连续的和非连续性的（间断或

化将影响作物的种植季节安排，也会影响到作物生长季

季节性的）永久冻土带间的分界线可能沿东部和西部的

的长短。在中国，主要农作物的产量会有所下降。严重的

边界向高原中心移动。［ 11. 2. 1. 5]

水分短缺与热胁迫结合在一起，将对小麦生产产生更重

要的不利的影响。即使在未来 C02 升高的正面效应作用

在北亚，发生森林火灾的频率可能增加（中等可信

下，印度的水稻生产力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在亚洲温

度九近地面气温增加，尤其是在夏季，更易产生雷暴和

带和热带地区，如果气候变得温暖潮湿，作物病害如小

闪电，从而更频繁地引发北部林区的森林火灾。由于全球

麦赤霉病、稻瘟病、稻纹枯病会更加广泛蔓延。降低气候

变暖，北亚北部森林火灾的发生更加频繁。［ 11.2.1.3]

变异不利影响的适应性措施包括调节作物种植管理进程
安排，以充分利用湿润季节的优势，避免生长季内受极

5.2 . 3 水资源

端天气事件的危害（例如，台风和强风）。［ 11.2.2.1]
淡水的有效供给对预计的气候变化高度脆弱（高可信

亚洲是世界主要水产区， 80% 的荠殖鱼类、野、贝芜

度）。冬夏时节，亚洲北部的地表径流将显著增加（中等

类都产自亚洲。由于过度开发、深海捕捞、海岸带开发、

可信度）。用 7K量超过潜在可用水资源总量20°/c目的国家，在

以及由于陆地活动造成的污染，对许多野生资源都产生

干旱季节的水源危机加重。在气候变化情景下，亚洲干旱

了严重的威胁。另外，海洋的生产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到

区和半干旱区的地表径流会急剧下降，气候变化将改变径

浮游生物迂徒的影响，如日本海沙丁鱼的季节性迁徙，与

流流量和流量在年内的季节分配。如果夏季气温升高 2

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引起的温度变化相对应。强风暴

℃，降水减少 5

和咫风也经常侵扰沿海地区，增加了废弃物向海中的沉

少，严重影响到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在南亚和东南亚许多

积。海洋渔业和内陆渔业需要在区域尺度上进行有效保

国家，水会变成最紧缺的日用品，特别是用于灌溉的水库

护和可持续管理，以使水产资源能够满足地区和国内的

设施容量较小的地方。城市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增加都

营养需求。［ 11.2.4.4]

给水的可利用程度和水质带来压力。［ 11.2.3.1]

5 . 2 . 2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5.2 . 4 极端天气事件

10% ，哈萨克斯坦的地表径流会大量减

气候变化将加剧亚洲的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和人口

亚洲温带和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对极端气候事件

压力对生物多样性所造成的威胁（中等可信度）。亚洲众

如台风 ／咫风、干旱、洪涝等十分脆弱。气候变化和变异

多生物物种将面临的危险也在攀升。在印度 15000种高等

将加剧运些地区的脆弱程度（高可信度）。极端天气事件

植物物种中，大约有 1250 种正在受到威胁。在中国、马

造成的不利影响波及亚洲各地，有事实证明，整个 20 世

来西亚、缅甸和泰国也明显具有类似趋势。由于气候变

纪，区域范围内这些极端气候事件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

化和生境破坏的协同作用，在亚洲，许多物种和其它许

增加。［ 11.1.2.2, 11.1.2.3 , 11.4.1]

多物种中的大量种群正逐渐濒临灭绝 。 在沙漠生态系统
中，干旱频率的增加会引起当地绿洲周围草场的消退，造

尤其是在夏季风盛行时期，降水强度的增加将使提

成当地动物辑落大量死亡并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如果海

带和热带亚洲惕发洪涝的区域增多。亚洲的干旱、半干旱

平面升高 1 米，孟加拉国的河口沼泽林（最大的红树林生

地区夏季干旱程度的加剧，将导致发生严重的旱灾（中等

态系统）将完全消失。［ 11. 2. l, 11. 2. 1. 6]

可信度）。亚洲许多温带和热带地区的国家，在 20 世纪已
频繁地受到洪涝和干旱灾害的影响，将来洪涝依然会在

由于全球变援引起的永久冻土消退，会使北部亚洲

许多温带和热带地区更频繁地发生。据预测，在印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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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8 ：在未考虑适应性措施时，不同的海平面上升幅度对亚洲一些国家土地流失和人口的影响。
可能的土地流失
国家

海平面升高幅度
（厘米）

涉及人口

（平方公里）

(%)

（百万）

(%)

45

15, 668

10.9

5.5

5.0

100

29, 846

20.7

14.8

13.5

印度

100

5, 763

0.4

7 .1

0.8

印度尼西亚

60

34, 000

1.9

2.0

1.1

日本

50

l, 412

0.4

2.9

2.3

马来西亚

100

7, 000

2.1

>0.05

>0.3

巴基斯坦

20

l, 700

0.2

丑 .a.

口 .a.

越南

100

40, 000

12 .1

17 .1

23.l

孟加拉国

泊尔、孟加拉国的部分地区，极端降水事件和洪灾频繁

由于海平面土开，亚洲大豆三角洲和低洼沿海地区

发生的可能性会有一定的下降。［ 11.1.3.3, 11.2.2.2,

将被淹没（高可信度）。沿海地区与气候相关的影响包括

11.1.2.3, 11.4.1]

海平面变化和热带气旋强度和频率的变化造成耕地损失

和盐渍化。亚洲海岸线主要的低洼地区，由于海平面升
在亚洲｜温带和热带地区的一些国家，毁林进行农牧

高引起的土地损失以及人口迁移的预测见表 TS-8 ，用以

生产已成为林地损失的最主要驱动因素。随着洪旱灾害

说明问题的范围。目前，亚洲的海岸侵蚀并非完全由海

的增多，这些活动将对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如土壤侵

平面上升造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为活动使每年河流

蚀，肥力下降，作物基因多样性减少，水资源枯竭）。

将悬浮物带入海里引起的，这些行为可加剧气候变化对

[11.1.4.1]

亚洲｜沿海地区的影响。［ 11.2.4.2]

在印度和孟加拉国，热带气旋和风暴潮对生命和财

5 . 2 . 6 人体健康

产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气旋强度的增加并伴随着海平
面的升高，亚洲多气旋国家的低洼沿海地区，生命和财

在Iffl}A幽静和热带地区，温暖和湖湿的环境会增加

产将蒙受更加严重的损失（中等可信度）。预计的气候极

与酷热相关的疾病和传染病的发病机率（中可信度）。亚

端事件强度和频率增加对作物生长和农业生产，以及主

洲｜近地表面空气温度的升高和降水的变化都将对人体健

要的经济和环境活动（例如旅游，交通）都具有重要影

康产生不利影响；虽然天气变暖降低了温带国家的冬季

响。［ 11.2.4.5, 11.2.6.3 ］采取区域和全国性的多种预防

死亡率，但夏季热胁迫的发生频率和持续时间都会增加，

措施，如在区域社区中通过认识和认同风险因素，是转

尤其是大都市或人口稠密区。全球变暖将增加亚洲部分

移或减少极端灾难性气候事件对温带和热带亚洲国家社

干旱、半干旱地区、温带和热带地区呼吸系统疾病和心

会和经济影响的保证。［ 11.2.4.5, 11.2.6.3, 11.3]

血管疾病的发病事件。环境温度和降水的变化可使带病

传播媒介扩展到亚洲｜温带区和干旱区。带病媒介传播到
区域或国家级的各类防御措施，包括各区域性社团

更北的纬度可能对人体健康可造成严重影响。沿海较高

的意识和对风险因子的认识，是亚洲温带和热带地区国

的海面温度为浮游植物大量繁殖提供了条件。这种浮游

家避免和减轻极端天气事件对经济和社会结构影响的保

植物繁殖是传染性细菌疾病的温床。在气候变暖情形下，

证。 [11.

靠水传播的疾病一包括霍乱和由诸如贾第鞭毛虫、沙门

3. 2]

氏菌等引起的－系列腹泻疾病一可能在南亚的许多国家
5 . 2 . 5 三角洲和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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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加普遍。［ 11.2.5.1,

11.2.5.2, 11.2.5.4]

！五工作组技术摘要

5 . 2 . 7 适应能力

利亚内陆和新西兰的部分地区。该区域可能会对越来越
频繁的厄尔尼诺现象敏感。 [12.1.5]

亚洲国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取决于采取适应措施的

能力、可获得的技术、以及生物物理限制因素例如土地、

在 GHG 浓度稳定前，中高纬度的北南温度梯度预计

水资源、土壤特性、作物育种的遗传多样性（如至关重要

会增加（中高可信度）。西风增强，并伴随跨越塔斯马尼

的抗热水稻品种开发）以及地形。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

亚州和新西兰的西东向降雨梯度增强。 GHG 浓度稳定之

家面临着人口增加、城市化扩张、水资源不足和环境污

后，这些趋势可能会相反（中等可信度）。［ 12.1.5.1]

染问题，它们妨碍社会经济活动。这些国家必须分别和

集中权衡采取气候变化行动和近期需求（如饥饿、空气

气候变化增加了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压力，以及增

和水污染、能源需求）之间的利弊。应对措施必须从三个

加了肪拙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压力。这些压力包括

至关重要的方面来考虑：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粮食生产

外来动物和植物物种的侵入、以及农业和城市的发展，

力。设计出预计潜在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措施能帮助抵

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和崩溃、旱地盐 1责化（澳大利

消大部分负面影响。［ 11.3.1]

亚）、森林覆盖减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稀缺水源的
竞争等。在这两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较落后的人

5.3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群，特别是土著人，更易受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健康和生
活条件恶化的影响。主要恶化的问题包括：在脆弱的沿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横跨回归线和中纬度地区，具有

海地区人口和基础设施剧增、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以

多种气候类型与生态系统，包括沙漠、热带雨林、珊珊礁

及复杂的管理体制。［ 12.3.2, 12.3.3, 12.4.1, 12.4.2,

和高山地貌，气候易受周边海洋的强烈影响。澳大利亚

12.6.4, 12.8.5]

大部分地区对未来到～ 100 年间变干的趋势表现出明显
的脆弱性（图 TS-3 ），因为目前比较肥沃的农田正受到

5 . 3 . 1 水资源

间歇性干旱的不利影响，而且已经有大面积处于干旱与

半干旱地区。新西兰是一个多山的小国家， 一般来说属

水资源在一些地区早已相当紧迫，因此是非常脆弱

于海洋性气候，气候较为温和，虽然认为也存在一定脆

的，特别在盐渍化方面（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以及农

弱性（中等可信度），但似乎比澳大利亚能更好地适应于

业、电力、城市和环境用水对水源供应的竞争上（高可

气候变化。表TS-9 说明了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信度）。在许多地区由于地表蒸发增强及降雨可能减少，

影响的主要脆弱性和适应性。［ 12.9.5]

都会对水的供应、农业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分地区

关键物种的生存与繁殖有不利的影响（中等可信度）。
目前还没有针对不同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和不同社会

[12. 3. 1 ' 12. 3. 2' 12. 4. 6' 12. 5. 2' 12. 5. 3' 12. 5. 6]

情景的跨部门综合评估气候变化影响的净成本，在 IPCC

《气候变化区域影响特别报告》中的可信度仍很低，对澳

5.3

2 生态系统

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相当于 C02 浓度倍增时气候变化影
响成本相当于 GDP 的一 1.2 到－ 3.8% 。这种评估没有考
虑大多数目前认同的影响和适应情况。［ 12. 9]

气温每升高1 ℃就会威胁到生长在靠近生存温度范围

土限的一些仿神的生存，特别是在高山边缘地带和西澳
洲的西南部。那些由于土地清理、土壤或地形差异而不适

极端事件是吕前气候影响的主要根源，预计极端事

宜迁移或重新找到定居地点的物种就会濒危或灭绝。澳

件的变化将主导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增加的热带气挠

大利亚其它特别脆弱的生态系统包括珊珊礁、干旱和半

和强降雨强度以及改变特定地区热带气旋的频率，可以

干旱生活环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岸带的淡水湿地也

改变特定区域的特定强度的暴雨、洪水和风暴潮的重现

很脆弱，新西兰一些脆弱的生态系统加速了杂草的蔓延。

期。从目前大气一海洋（ A-0 ）藕合模型的气候变化情

[12.4.2, 12.4.3, 12.4 . 4, 12.4.5, 12.4. 7]

景得出，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在 21 世纪的降雨量将明显

减少。 ENSO 现象导致洪水和延长干旱期，特别是在澳大

5 .3 3 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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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9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要部门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适应性：在第二列中各种影响的可信度用＊表出

（可参见本技术摘要的 1.4 部分对可信度的等级划分）。可信度、脆弱性及适应性的评估是以第 12 章的信息为基
础的，并假设了当前人口和投资增长模式是连续的。

部门

:

影响

； 脆弱性

适应措施

＼ 适应能力 ＼ 章节

水文和 i 一灌溉及大城市水供应紧迫，

｜ 某些地区很高 ！ －计划，水配置，定 ｜ 中等

水供应

I

|

盐渍化增加＊＊＊＊

I

价

112.3.l, 12.3.2

|

一咸水入侵一些岛时告海蓄 ！ 在有限的区域 ！二号：早供水，退避比一一一一 l…二
水层＊＊＊＊

｜ 内很高

I

陆地生卜旱地和河流盐渍化增加（澳 i 高
I 大利亚）＊＊＊
I

｜ －改变土地利用措施 j 低
I
I

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减少，尤其是受 ｜ 某些地区中到 ｜ 一景观管理；高山地 ！ 中到低
到破坏的区域、澳大利亚高 ｜ 高

|

仄可能忡／｜飞

i

112. 3. 3

!12.4.2, 12.4.4,
112.4.8

山区和西澳的西南部＊＊＊＊

：讪；；二i 一一一一一－ l ~一一一一一一－ 1二二卢牛

12.1.5.3,
12.5.4, 12.5.10

牛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 ； －一一一一一－ 1三年丰

水域生卜 一些沿海淡水湿地盐渍化＊＊＊ ｜ 高
态系统

卡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卡

一河流和内地湿地生态系统变 ｜ 中
化＊＊＊

七号一…
I

｜ －自然干预措施

！低

12.4.7

卜 改变水的配置

｜ 低

12.4.5, 12.4.6

「中（在澳大利 1二 二号卢己二，卢 卢
i u高
亚内陆水域）

沿海生卜珊珊白化，尤其是大堡礁 ！ 高
态系统

12.4.3

|

少营养物质流入量 l

I －培育珊珊

l低

12.4.7

****
－更多有毒海藻暴发？非

不清楚

12.4.7

农业、

j 一如果旱灾和森林火灾的风险 ！ 随地点而定， ！ 一改变政策和管理， ； 中

牧业、

!
I

林业

112.3.4

增加，生产力会降低，乡村社 l 随时间的推移 ｜
区承受的压力增大＊＊＊

防火，季节性预报 i

112.5.2, 12.5.3,
I 12.5 .4

i 受害加重
!

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十一一一
－市场，计划，地方 l 中

I 12.5 .9

性特色作物和燃料

不确定

作物，碳贸易

I

I

｜ 中

卜 灭虫，喷洒农药

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 t
一病虫害蔓延增加＊＊＊＊

｜ 中

I 12.5. 7

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卜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开始会由于 C02 升高而增加 ｜ 随时间改变
生产力，但后来会被气候变 ！
化作用抵销＊＊

叫 l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 －改变耕作措施，改 l

|

变产业

112.5.3,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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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9:

（续）

部门

影响

脆弱！性

适应措施

适应能力

旱二
a: 71
•

园艺

正、负面影响（＋和一），取决于

总体偏低

－迁移

τ「＝「
司

12.5.3

•

物种和地区忡

渔业

一补充数量的变化（一些物种）＊＊

尚不清楚

－监测，管理

人居和

－洪水、风暴、风暴潮、海平面

（在一些地区）

－分区规划建设，制

工业

人体健

上升的影响增大＊＊＊
－传染病的增多和蔓延＊＊＊＊

r司
~＂－习

12.5.5
中

12.6. l, 12.6.4

中到高

12.7.l, 12.7.4

定防御灾害计划

--

－检疫，根除，控制

古
I可"

康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光化学空气污染增加＊＊＊＊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中（一些城

一排放控制

一一一一一一一

高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12.7.1

市）

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和西南地区，农业生产活动对区

I

50

域降雨量的减少特别脆弱（中等可信度）。受高温和厄尔
尼诺变化的影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分地区，干

旱发生频率及其后效对农业的不利影响可能有所增加

（中等可信度）。由于 C02 浓度增加，植物生长和水分利
用率（ WUE ）的提高可以弥补一些由于气候变化而引起

a ）目前的播种日期

40
运~ 30

运 20

制

~

10

的部分负面影响（中等可信度），尽管在温度升高超过2 ～

0

4 ℃和降雨改变时会出现负面影响（中等可信度）。图 TS-

翩 10

。

7表明了在一定的气候变化情景范围内澳大利亚的小麦生

2

3

4

温度升高（℃ ）

产状况。根据农林产品出口量，可以看出，该区域对其它
地区气候变化所引起的产量和商品价格变化很敏感。［ 12.

50

5 . 2 ' 12 . 5 . 3 ' 12 . 5 . 6 ' 12 . 5 . 9 ' 12 . 8 . 7]

40

b）适宜的播种日期

去

'--' 30
由盛行风和边界洋流引起的营养物质上升的范围和
位置会影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渔业。另外， ENSO 也影

响了 一些鱼种的补充和引起有毒海藻暴发。［ 12.5.5]

~

、V』

姿式 20
制

·'l_ 10
。

5.3 . 4 人居 、 工业和人体健康

t

-A

nu
。

在受影响地区人口和资金投入增加的显著趋势，使
得对热带气旋和风暴潮的脆弱性增加。因此，预计的热

2

3

4

温度升高（℃）

口 20%

口 0%

． ω%

带气旋强度增加、当地特定发生频率的改变及海平面上
升一起将产生更大影响，特别是在一定的重现周期内，风

图 TS-7 ： 在 C02 (700ppm 水平下）和温度、降水量在一 定范围内

暴潮浪高高度增加（中等到高等可信度）。高强度降雨频

变化，澳大利亚小麦的年平均总产量的变化百分率： a ）目前的播种

率的增加，会增加洪水对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损害（中

期， b ）优化的播种期。在温度升高 0-4 ℃情况下随降水 量变 化 产量

等可信度）。［ 12.1.5.1,

12.1.5.3, 12.6.1, 12.6.4]

反应 ： 20% （白色） ' 0 （快蓝色）， -20% （深蓝色） 。

269

气候变 化 2001

比！！主

气候的明显变化会增加一些病菌的传播，这具有很

由于气温升高和大气 C02放度增加，自然生态茶纺

高的可信度，尽管有生物安全和医疗服务，但是象由蚊

会发生变化。永冻层也将减少、树木和灌木将侵入目前

子传播的罗斯河病毒和穆雷谷地脑炎暴发的可能性还会

北部的永久冻土地带、阔叶林将侵入目前的针叶林生长

增加。［ 12.7.1]

地区。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力可能增加（也是由于
氮沉降的结果）。但是由于升温使分解速率增加，可能

5 . 3 .5 关键的适应选择

将这些额外增加的碳储存量抵消。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
也受到了这种气温迅速变化的威胁。动物的重要栖息地

关键性的适应对策包括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湿地、苔原、与外界隔绝的栖息地）的减少也将威胁

(WUE ）和有效的水贸易机制、更适当的土地利用政策、

到 一 些物种（包括稀有 ／ 特有物种和 一 些候鸟）。由于

给土地使用者提供气候信息和季节性预报服务，以帮助

生态系统的改变可能会引起海洋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

他们处理气候变率和变化、改善作物品种、修订工程标

统及陆地生态系统中的动物种群的演替（高可信度，确

准并且重新分区规划基础设施的发展、改善生物安全性

定但没有完全的证据）。［ 13.2.1.4, 13.2.2. l, 13.2.2.

和医疗服务。但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许多自然生态

3-5]

系统的适应能力是很有限的，由于成本、接受能力及其

它因素的影响，许多管理系统的适应能力也受到限制。

[12.3.2, 12.3.3, 12.5.6, 12.7.4, 12.8.4, 12.8.5]

在欧洲｜南部变干和变暖的气候情景下，土壤的性质
也将变差。这种影响的程度在各个地区间差别很明显，且

会因降水量的变化而改变（中等可信度，确定但没有完
5.4 欧洲

全的证据）。［ 13.2.1.2]

当前天气条件影响着欧洲的自然、社会以及经济系

在山区，温度的升高将导致生物带向高海拔迁移。物

统的各个方面，在这些系统中各方面都已经显示出了对

种将重新分布，在有些情况下，有些物种濒临灭绝（高可

气候变化的敏感和脆弱。气候变化加剧了这种风险（极

信度）。［ 13.2.1.4]

高可信度）。对气候变化所表现的脆弱性，欧洲各亚区之
间有实质性的差别。欧洲南部和欧洲｜北极地区要比其它

尽管森林害虫和病害将可能增加，但在欧洲｜北部的

地区显得更加脆弱。边远地区和不太富裕地区的适应能

商业森林的原木产量将增加（中等可信度，确定但没有

力较差，这将导致严重的公平问题（极高可信度）。在第

完全的证据）。由于干旱与火灾风险的升高，可能会使地

三次评估报告中与欧洲的主要脆弱性有关的发现与

中海地区的木材产量减少（高可信度，确定）。［ 13.2.2.1]

IPCC 《气候变化区域影响特别报告》和第二次评估报告

中所表述非常一致，不过对亚区的影响会更加具体－

5.4.3 农业和粮食安全

些，并且包括了与适应能力有关的新信息。［ 13.1.1, 13.

1.4, 13.4]

由于大气 C02 浓度提高，大部分作物的产量将会增
}J{]o 在欧洲南部和东部，产量增加将被水资源短缺的风

5. 4 . 1 水资源

险所抵消，还会被因气温升高使大部分禾谷类作物的生
长期缩短所抵消。欧洲｜北部可能出现正面影响，而南部

目前欧洲的水资源及其管理正在承受压力，气候变
化会加剧这神压力（高可信度）。在除了融雪洪峰减弱的

则会有部分农业生产系统受到威胁（中等可信度，确定但
没有完全的证据）。

地区外，欧洲大部分地区洪水灾害可能增加。水资源短

缺的风险会增加，特别是欧洲南部（中等可信度）。气候

由于气候变化使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生产发生变化，

变化可能加大欧洲｜南北部水资源的差异（高可信度）。到

包括动物区系的迁移，这些变化终将导致淡水鱼、咸水

21 世纪末欧洲｜将会有一半的高山冰川消失。［ 13.2.1]

鱼及贝类生物多样性改变。不可持续的开发利用和环境

变化会加剧这种变化（高可信度）。
5 . 4 ‘ 2 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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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10: 1990 年和 21 世纪 80 年代欧洲｜沿海地区洪水发生及其影响范围的估算。洪水影响范围的估算对所假

设的保护性标准非常敏感，这应该仅解释为提示性的术语（不包括前苏联）。
洪水影响范围

1990

21 世纪 80 年代

1990 年受影响人口

经历洪水平均人数

假定不采取适应对策

地区

（百万）

（千人 ／ 年）

由于海平面上升而增加的量（% ）

大西洋沿岸

19.0
1.4
4.1

19

波罗的海沿岸

地中海沿岸

5.4 、 4 人居和金融服务

50 到 9,

000
000
12, 000

。到 3,
260 到

3

力）和完善的政策、机构和技术支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
的适应潜力相对较高。但是其自然系统的适应潜力普遍

由于气候变化使财产受到中等程度的损失，保险业

银低（高可信度）。［ 13. 3]

面临着潜在高代价的气候变化影响，但是如果及早采取

主动措施，那么还会有很大的余地来实施适应性的举措

5.巴

拉丁美洲

（高可信度）。交通、能源及其它工业也将面临需求与市
场机遇的变化。聚集在沿海地区的工业将面临海平面上

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在整个拉丁美洲无论从季节到

升和发生极端事件的影响，有必要采取保护措施或者搬

长期的各种大时间尺度，都有气候变率发生。在拉丁美洲

迂（高可信度）。［ 13.2.4]

的许多亚区，这种正常气候变率一般来说和那些已经产
生重要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影响的现象相联系，那些

休闲娱乐的地点选择也可能由于温度升高而发生改
变。热浪会降低以往夏季在地中海地区度假的传统需求。

变化产生的后果可能会由于全球变暖及其伴随的天气气
候变化而加剧。

积雪条件的可靠性降低，对于冬季旅游业来说也将产生
不良影响。［ 13 . 2.4.4]

降水量的变化极大地影响着流速及径流量，它们同
时也受到冰川与积雪融化的影响。降水量的变化及其迹

沿海地区洪水、侵蚀及湿地减少的风险会将明显增

象取决于所属的地理亚区。在拉丁美洲各亚区中温度也

加，这些都潜在地影响着人居、工业、旅游业、农业及沿

会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可能取决于源数据的来源及数据

海自然栖息地。尽管北海沿岸已完全置于洪水的威胁之

质量以及用来研究和分析的记录时段，这些变化中有一

下，但是欧洲南部对这些变化表现得更为脆弱（高可信

些可能会对气候变化有贡献（低可信度）。［ 14.1.2.1]

度）。表TS-10提供了对欧洲｜沿海地区洪水的影响与风险
的估算。［ 13.2.1.3]

ENSO 对拉丁美洲的年际间的多数气候变化起主要

作用（高可信度j 。这些地区对厄尔尼诺的影响脆弱，厄
5 . 4 . 5 人体健康

尔尼诺对拉丁美洲大陆各地的影响也不同。比如，厄尔尼
诺现象与巴西东北部、亚马逊河北部地区、秘鲁一玻利

因受炎热时间长，传染性疾病的蔓延及沿海和河岸

维亚的阿地普拉诺高原以及中美洲的太平洋沿岸的干燥

沿线地区的洪涝，人体健康（市区因空气污染而加剧）面

状况有关。近几十年来墨西哥最严重的干旱发生在厄尔

｜｜伍一系列风险。与严寒有关的风险将减少（中等可信度，

尼诺现象出现的年份，而巴西南部和秘鲁西北部则出现

解释有争议）。［ 13.2.5]

了异常的湿润情况。拉尼娜现象则与哥伦比亚过多的降
水量与洪水以及巴西南部的干旱有关。如果厄尔尼诺现

5 . 4 .6 适应能力

象与拉尼娜现象增多，拉丁美洲遇到的上述情形会更加
频繁。［ 14.1.2]

欧洲｜由于经济状况较好（高的国民生产总值（ GNP ）及

其稳定增长））以及稳定的人口（在本区域内具有搬迁能

拉丁美洲的一些亚区将经常遇到一些极端事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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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这种水文和气候现象的异常结合对拉丁美洲产生了

林作为它们的繁殖场所和栖息地的。由于海平面上升导

灾难。热带咫风和相关的暴雨、洪水和滑坡在中美洲和

致海岸淹没、河岸及平原地区洪水泛滥，将影响到这些

墨西哥南部变得非常普遍。在南美洲的西北部和巴西东

地区的水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用地，同时也会使社会经济

北部，许多极端事件的发生也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很大的

和健康问题恶化。 [14.2.3]

关系。［ 14.1.2]

5

5 . 4 农业

5. 5 . 1 水资源
基于 GCM 和作物模拟模型，在阿根廷、巴西、智利

在拉丁美洲有确切证据表明冰河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

及乌拉圭进行的农业研究表明，许多作物产量都将降低

退缩了。高山地区气候变暖导致了重要的雪山和冰面溶解

（如玉米、小麦、大麦、葡萄），甚至在考虑了 C02 施肥的

消失（中等可信度），将有可能影响到高山体育运动和诙

直接影响和考虑在农场水平上采取中等程度的应对措施的

游。由于这些对河水流量有影响，这种气候变暖的趋势将

停况 7也是如此（高可信度）。预计气温升高会使该地区

影响到河水在灌溉、发电及航运方面的效能。［ 14.2.4]

作物生育期缩短从而使作物产量降低。过去 40 年里，农

业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为 10% 。目前
5 . 5 . 2 生态系统

农业仍然是这一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一地区
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 30-40% 。它对最贫困地区人口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拉丁美洲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

大的集中地之一，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增加生物多样性减

粮食安金是非常重要的。用以维持生存的农业在拉丁美洲

的部分区域已受到了严重威胁，包括巴西东北部。

少的风险（高可信度）。在中美洲所见到的蛙类和小型哺
乳动物的数量减少了，这可能与区域气候变化有关。由

确定但不完全，气候变化将降低林业产量，因为在

于人类活动影响、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及范围增加因降水

旱季，水分匮乏常常限制了树木的生长。这种情况在拉

量的耗水导致的蒸散量减少 、 全球变暖以及厄尔尼诺现

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可能会持续很久而且会更加突出。

象的综合影响使目前存留在亚马逊河流域的森林面临着

表 TS-11 总结了对这些地区不同作物和不同管理措施的

威胁。中美洲新热带区的季节性干旱森也会严重威胁林。

研究结果，所有研究都是在雨养情形下进行的；大部分
结果显示出了负面影响，尤其是玉米。［ 14.2.2]

在干燥情况下树木死亡率增加，尤其是在亚马逊区

新近形成的边缘地带附近更为普遍。这些边缘也许由于

5 . 5.5 人体健康

毁林的增加而使大部分森林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
容易受到降水量减少的影响。在墨西哥，有将近 50% 的

气候变化对拉丁美洲人体健康的影响范围可能主要取

落叶热带森林受到影响。 1997 年至 1998 年期间， ENSO

决于人口的多少、人口密度、居住地及富存程度。热浪和

事件所产生的大量降水奇迹般地改变了秘鲁沿海地区的

寒剧对该区域高风险人荐的死亡率存！影响（中等可信度九

干燥生态环境。全球变暖将会扩大热带森林的适宜范围，
以保证植物生长类型的平衡。但是，毁林的驱动因子很

气温升高将影响到生活在受污染城市中人群的健康，

大，又会使热带森林范围的扩展化为乌有。土地利用与

如墨西哥城、智利的圣地亚哥。业已证实，在巴西、秘

气候变化间相互作用的正反馈过程将促使湿润热带森林

鲁、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ENSO 会引起疾病传

的损失加速。［ 14.2.1]

媒种群发生变化，也会引起由水传播的疾病的影响范围

有所变化。在秘鲁和古巴的研究己表明，温度及降水的
5 . 5 . 3 海平面上升

增加将改变传染性疾病的地理分布如霍乱和脑膜炎（高

可信度）。尽管推测疾病的发生模式在不同地区可能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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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手面土开会减少目蔚的红树林适宜生存区域和彩

不同，但已有证据证明极端事件的发生将使死亡率和患

成新的湖水淹没区，从而影响到整个红树林生在茶绽，

病率（损伤、传染病、社会问题和卫生基础设施）增加，

导致一些红树林仿神发生迁移。这些也将影响到区域内

正如 1998 年中美洲的咫风米奇、 1999 年墨西哥和委内瑞

的渔业生产，因为大部分商业用的贝类和鳝类是以红树

拉的暴雨及 2000 年智利和阿根廷的暴雨一样。［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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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一 11 ：气候变化对拉丁美洲 一年生作物的影响评估。

i 气候情景

研究 a

研究区域

降水量－ 25%
'

对产量的影响（%）

小麦
玉米
土豆
葡萄

减产
增产
增产
减产

小麦
大麦

-30

小麦
玉米
大豆

-50 到一 15

墨西哥， Tlaltizapan

玉米

-20
24
-61
-61 到－ 6

智利， Norte

+3 ℃

Downing, 1992

作物

Chico

.

'

.

GISS, GFDL ，英国 MO

Baethgen, 1994

De Siquira et al. ,
1994

Licerman 不口 01 Brie日，

I GISS

GFDL

英国 MO

GFDL, GISS

乌拉圭

巴西

1991

40 到一 30

-25 到－ 2
-10 到十40

Liverman et al. ,
1994

GISS,

GFDL ，英国 MO

墨西哥

玉米

Sala 矛口 paryelo ,

GISS, GFDL ，英国 MO

阿根廷

玉米

阿根廷

小麦

-5 到一 10

墨西哥（ 7 个站点）

玉米

增产一减产

阿根廷（43 个站点）

玉米
小麦
向日葵
大豆

1994

Baethgen 和 margin,

英国 MO

36 到一 17

乌拉圭（ 9 个站点）

1995
Conde et al. , 19973
Margin et al. , 199t

Hofstdte et al., 1997

, CCCM, GFDL
GISS, GFDL ，英国 MO,

incremental

乌拉圭

大麦
玉米

16 到＋ 2
8 到＋ 7
8 到＋ 13
22 到＋ 21

一 lOb

-8 5到
d +Sc
-13 到＋ lOC

a 参考第 14 章参考文献，提供了所有的文献；

b 增加 l ℃；
c 降水量变化在一20-20%;

d 增力口：2 ℃。
5.6 北美

及水资源可利用程度等方面的变化，都要求采取相应的

适应对策，例如，包括在防暴风雨设施、供水基础设施以
北美将经受气候变化正负两方面的影响（高可信

及社区保健服务方面的投资。［ 15.3.2, 15.4]

度）。对生态系统和人类聚居地的不同影响会加大对气候

敏感的资源生产的地区间差异及对极端事件的脆弱程度。

5. 6. 1 社区和城市基础设施

面对日益频繁的多种胁迫，采取相应适应对策的机遇与

挑战也在增加（表 TS - 12 ）。作为对目前与气候有关的

极捞事佯的频度、强度和持续时阔的潜在变化是::ft

挑战的回应， 一些新颖的应对措施正在受到考验（如防

美与气候变化存关的最重要的风险之 一 。气候变化对城

水堤），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措施可以作为气候变

市的潜在影响包括冬季严寒期缩短、酷热频度增加、海平

化的地区性措施而继续执行。温度、降水、疾病传播媒介

面上升、风暴潮风险增加、与风暴和超常降水相关的洪涝

273

i 综合报告

气候变化 2001

表 TS-12 ：北美亚区气候变化适应性问题，一些为本地区特有的问题也已指出。
北美亚区域

活动

气候变化适应对策选择和挑战

大多数地区或全部

一变化的日用品市场

－水、环境市场所起的作用

亚区

一超大面积范围水资源的深度开发一内

一改变水和能源系统的设计和操作

一农业和林业方面的新技术或新措施

及跨国

一集权、土地争端、谈判协议一国内及
跨国

一受威胁生态系统的保护或对新景观的适应

一夏季（温暖天气）旅游增加的作用

一城市扩张

一极端事件所引起的水质量风险

一交通膨胀

一管理社区健康以应付变化的风险因子
一公共紧急援助和私人保险作用的变化

北极地区

沿海地区

五大淡水湖地区

一冬季运输系统

一 针对永冻层和结冰条件进行的设计

一土著人生活方式

一两种经济和共同管理群体所起的作用

一商业性海洋资源减少（鳝鱼、蛙鱼）

一水产业、栖息地保护、船队减少

－沿海地区发展强度加大

一高需求区域的沿海规划

一湖面水位变化的敏感’性

一在海岸线人侵增加时，对降低的湖面平均水位
进行管理

发生时间、频率、严重程度方面的变化。这些事件的出

理以及增加水用户之间的用水配额自愿转让。这些措施

现会对健康产生影响，尤其是热浪增加和极端事件变化。

可以减轻夏季流量减少对水用户造成的影响，但要抵消
对许多水生生态系统的不可逆影响，可能很难或根本不

进行适应性基础设施投资，将可减轻社区受到不利

可能，而且可能不能为所有水用户继续稳定保质提供目

影响的程度，这些投资可能相当昂贵。农村、贫困人群

前容易得到的用水量。在一些地区（如美国西部）将会看到

及土著居民可能无泣进行这样的投资。此外，基础设施

有效的水供应将从农业灌溉向城市和其它相对高价利用

投资决策是建立在气候变化之外的其它多种需要之上的，

水的部门的转移。这样的重新分配提高了社会优先权并

包括人口增长和现有系统的使用和损耗程度。［ 15.2.5]

调节了相关费用，这种费用调节将取决于体制是。

5 . 6 . 2 水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

5 . 6 . 3 海洋渔业

由于降雨的不确定性使得对北美年总径流量的变化

目前认为，海洋／海岸带环境中的气候相关变异性在

还很难有一致的认识。从模拟看出，在大多数情景下，增

太平洋、北大西洋、臼令海和墨西哥湾几个北美渔业的产

温对湖面蒸发影响的结果，在大多数情景下，会导致

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海洋鱼群产量和空间分布过

最大的湖一一圣劳伦斯湖系统一一水位和流量降低（中等

程的变化与气候变化以及与未来商业捕鱼方式的不确定性

可信度）。暴雨事件增加将带来大量的泥沙沉积以及非点

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高可信度）。从捕捞太平洋娃鱼和

源污染聚集于河流（中等可信度）。另外，在季节俭融雪均

居鱼的经验说明，可持续的渔业管理将需要及时的和准确

重要水资源的地区（如哥伦比亚河流域的加利福尼亚州），

的影响鱼量的环境热学信忌，同时要求对获得的这些信

增暖似乎会导致径沥的季节性转变，冬季会出现大量的

息，在制度上和操作上能做出快速灵活的反应。 [15.2.3.3]

径流，而夏季的流量会减少（高可信度）。这可能对进入和
流出河流的夏季水的质量和利用率造成不利影响（中等可

5.6.4 农业

信度）。图 TS-8 标示出了可能的影响。［ 15.2.1]
较小的和较中等的气候变化将不会危害食物和纤维

对这种季节性径流变化的适应性对策，包括改变人

生产（高可信度九相对于其它地区来说，当一些地区的相

工贮水容量管理、加强对地下水和地表水供应的协调管

对优势明显减少的话，将会对地区产量造成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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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巳

人 口 不多 ／水资源丰富的地区 2

拳在的生态、水电、和洪水影响：

亚北极和北极地区
人 口 稀少（多依核子每然系统；）： 冬季＊是这－7,蚓横坏的重妥特征：

春季洪水灾害的风险增加

冰层变薄，不结冰期增加1-3个月，开阔的水域增加

南部地区冰川消退或消失．在北部员lj推进 ·

湖卤水位波动的变异性增加，一些三角湖可能彻底变子

影响捷量和河流生态、

由于气温变暖且生长季变长使水生生态和物种分布发生改变

增加对蛙鱼和其它鱼种的拥制
对措海湿地造成洪灾

改变何口盐分含量和生态

VJ. 美国中西部和加拿大草原
农业腹地一大多数为南券农业、一些地区产
主依赖灌溉：
年河流流盘减少或增加，流盘可能在夏季
大幅戚少

严重干阜发生的可能性增加
半干旱地区干旱的可能性增加

太平洋沿海地区的州 ｛美国 ）

灌溉需求的增减和可用水量的不确定性一对农
业收入、地下水位、河流流量和水质产生影响

大量的和迅速增加的人 口 三自北向南水
丰皮降钝z 集约化的灌溉农业：大量的
控水水泵’i 设薇，s 对水龟的严重依裁 z 濒
克物种问题＝增加的水资源竞争性：
冬季雨量增加／雪量蹄丛F一过早形成季
节性径捷高峰，秋季／冬季洪水增加，

人 口 号E集、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 E 湖水水位和流爱的

主异目前移喝水电、舷．运和岸线结构 z

季7.k供应减少
内华达山胁和Cascade!也区的年径捷

伴随径捷的减少和湖水水位的下降可能的降水增加

可能增加

发电能力下降，航运水道深度降低

旧金山湾和萨克拉门托／圣乔琼三角

湖面冰的覆盖面积减少一些年份无冰覆盖

洲地区夏季盐分含罩可能升高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生物量的变化、鱼类的北迁、冷水

湖泊和河流生态学改变 一温7k物种受益 $

物种可能灭绝

冷水物种受到威胁｛蛙鱼大鸟哈鱼）

VIlL 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东部地区
III.

大量的人 口 （主要是成市人 口 ）普遍克足的水供应、大量的小水坝、但
总的水森蓄水能力有很 z 人 口 稠蜜的冲击平原：

洛基山地区 （美国和加拿大｝

雪覆盖盘阳覆盖期的减少

南部人 口迅速增加、北部人 口 握握增加 E 灌溉农业、缺
乐业、和城市化扩展增加 T 水的竞争＝其他地区汗溪土
港的面积 z

流速及流量可能大幅度下降
海岸佳’剧目速、咸水入侵沿海地下水

冬一春季军续升高，降雪可能增加．雪融提前．过多的雨

冰冻／~撞在数量、时阎方面的变化．影响春季洪灾

雪发生顿卒 －季节性问捷径撞撞量变化，夏主要径梳可能变

泪择生态系统可能消失

小． 夏季土攘水分减少

鱼类的分布、迁移模式改变

河流温度变化影响物种组成 s 使冷水鱼更加孤宜

民西南地区
这速增加的人口，对有限的地下水和地在水
的依蝠，边界地区的水硫问题．若量克物种问

民

美国的东南部 、墨西哥湾 、 大西洋中部地区
不断增长的人 口 一尤其是在沿海地区、水质／非点添污染源问题、对水生
生态系统的胁迫 ：

题，对4-ll: 洪水的拢弱性：

极端降水事件、跑风对，人口密集的沿海冲击平原构成威胁

R雪场和径流量可能增加

可能的较低的某本掩量、较大的峰捷盐、较长时闹的干旱

地下水量可能降低水供应暗少

降水可能增加－径植／河流水流吐可能牵制日或喊少、流量变异增加

水温升高一对水生物种造成进一步胁迫

墨西哥湾北部缺氧地区明显扩大－与降水量／非点源污主任摄相关的其他影响

强雨事件发生频率增加一洪水暴攘的凤撞增加

河口系统、理地范围、生物活动和物种分布发生变化

图 TS-8 ： 对北美地区水资源的可能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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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可信度）。总体而言，这将会产生较小的净的正面

通货膨胀带来的灾难性损失，在北美过去 30 年内增

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农业福利将随适度的气候变暖

加了 8 倍（高可信度）。私营承保机构（特别是财产保险）的

而增加。然而，若气候进一步变暖，收益将会很快降低

出现甚至过剩以及再保险正在涌现，而且，与气候有关

一－甚至变成净的损失。美国大平原和加拿大大草原地

的利润损失和无力偿还已经时有发生。随着变富裕及人

区干旱的潜力会增加。在加拿大，粮食产区有限北移的

口向脆弱地区的迁移，北美的保险（占全球的 59% ）损失正

机会也可能增加。

在增加。保险业对这些变化的脆弱性因地区而异。

C02 直接的生理效果所增加的产量以及农场和农业

最近的极端事件已经使保险公司有了一些应对措施，

市场层次上的调节（如行为土的、经济上的、和制度上的）

包括增加对建筑物的标准和灾害准备方面的关注。保险

将会抵消一些损失。农场和农业市场层次上的调节对经

公司的传统措施起初是基于历史上的气候经验；最近，他

济的影响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可能被

们已开始利用模型来预测未来与气候有关的损失，其前

过高估计，因为这些调节还没有被考虑进去（中等可信

景令人惊讶。政府作为承保者或救灾者起着主要作用，特

度）。但是，农民对投入和产出的选择的能力很难预测，

别是当私营保险公司无法承保时。

这将依赖于市场和制度。 [15.2.3.1]

5.7

极地地区

5 . 6 . 5 森林和保护地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极地地区的气候变化与地球上

据预测，气候变化在未来到一 100 年内，无论是森林

其它地区相比是变化最显著的地区。北极地区二十世纪

面积还是其生产力都将可能增加（中等可信度）。然而，气

100 年来的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地区的增温趋势在 5 ℃范

候变化会引起一些“干扰因子”（如火、虫害爆发）的性质

围内（极高可信度），降水亦增加（低可信度j 。在加拿大

和范围的变化（中等可信度）。极端或长期气候变化情景表

东部有一些地区气候冷凉。海冰的覆盖范围每十年减少

明，大面积扩展森林范围的可能性降低（低可信度）。

2. 9%, 1978 - 1996 年期间海冰的厚度已逐步变薄（高可
信度）。据统计，自 1915 年以来，整个欧亚大陆春季降雪

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会使特殊的生态系统

已明显减少（高可信度）。永冻主面积已减少并开始变蹂

类型消失一一高山地区、特殊的沿海湿地（如盐沼）和内陆

（极高可信度）。在一些地区，永冻层之上的季节性融冻

湿地（高可信度）。通过有计划的保护工程，特别是确定和

层的厚度增加，形成了新的大范围永冻土融化区。在南

飞呆妒那些已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这是一种适应对案。

极，随着冰架的显著减少，南极半岛气候变暖的趋势十

由于有适应性的管理，受到管理的木材产地比没有管理

分明显（极高可信度）。在南极大陆，高山陆地植被的范

的地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少。 [15. 2. 2]

围正在增加（极高可信度）。其它地区变暖趋势不明显。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初期，南极海冰后退了 3 个

5 . 6 . 6 人体健康

多纬度；不过自从 1973 年以来，它并没有显著变化（中等
可信度）。［ 16.1.3.2]

包括疤疾、登革热等由病原体产生的疾病其范围可

能扩展到美国甚至发展到加拿大。由扁虱传播而发生的

北极对气候变化极端脆弱，像预计的那样，对自然、

莱姆关节炎也可能扩展到加拿大。然而，社会经济因素

生态以及经济方面的主要影响正迅速显露出来。各种反

如公共健康措施，将会在决定这些疾病的存在与否和存

馈机制将会引起一种放大响应，其结果将对其它系统和

在范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与水有关的疾病可能会随气

人类造成一 系列的影响。在陆地和海洋将会带来不同的

温和水温的变暖而增加，并伴随农业和城市地区的强径

物种组成，种群分布向极地迁移，人类社区传统的生活

流事件的发生。对流性风暴频率的增加可能导致与暴风

方式将受到严重破坏。在北极的发达地区和永冻层极为

雨有关的哮喘病例更多地发生。［ 15.2.4]

丰富的冰区，要特别关注以减少正在融化的永冻层所带
来的不利影响，如对建筑物和交通的严重破坏（极高可信

5.6.7 公共和私营保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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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当然，气候变暖也将会带来一些有利的影响，如减

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第二工作组技术摘要

少了对热能的需求。北冰洋海冰大量减少将会对开通北

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将给小岛国带来严重威胁，

极海洋线路和生态旅游带来好处，这将给北极贸易和当

这些小岛国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以及加

地通讯带来很大的潜在利益。［ 16.2.5.3, 16.2.7.l, 16.

勒比海和地中海周围地区。小岛国的特征表明，其与海洋

2.8.1, 16.2.8.2]

相比而相对较小的陆地面积、有限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

上的相对孤立性、极小的经济开放程度，对外部冲击、对
在南极地区，预测的气候变化将会慢慢地产生影响

自然灾害和其它极端事件具有高敏感性；迅速增加的高

（高可信度）。因为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影响都将会

密度人口、较差的基础设施、有限的资金、人力资源、以

发生，即使在温室气体排放已经稳定后，这些影响也将

及技能，都使其脆弱性增加。这些特征限制了小岛国减少

会继续持续较长时间。例如，对极地大冰原和全球海洋

和适应气候变化及海平面上升的能力。［ 17.1.2]

环流式的影响将是缓慢而持久的，在未来的几个世纪内

这都将是不可逆转的，并且会引起世界其它地方的变化，

许多小岛国已经或正在受到目前海洋和大气状态大

包括海平面上升。据预测，南极半岛周围的冰架将会进

范围的年际间变异的影响。结果小岛国受到的最明显和

一步大量减少。随着生物活动的加强和鱼类生长速率的

最直接的影响可能与降雨时段的变化、土壤水分收支、盛

提高，变暖的气温和海洋冰块的大幅度减少很可能还会

行风（风速和风向）、短期的区域和当地海平面变异、海浪

对南部海洋的生态和自然海洋产生长期影响。［ 16.2.3.4,

运动模式有关。在过去和现在的气候趋势和气候变化中

16.2.4.2]

已经证实这些变化，即：平均温度每 10 年上升 0.1 ℃、在
被调查的大多数小岛国所处的热带海洋地区的海平面每

极地地区包含许多气候变化的驱动因子。报预测，由

年上升 2 毫米。对不同地区所观测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表

于复杂的物理和生物学过程的作用， ， 大洋州南部吸收的

明，水面空气温度的升高远远大于全球变暖的速率，特别

碳将大量减少。由水分含量变化所引起的冻土地带的温

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降

室气体排放、暴露的沼泽的分解以及永冻层融化都将增

雨量变异的记录显示出了与 ENSO 的发生有密切关系。

加。高反射率的冰雪范围减少，将会加大变暖的趋势（极

然而，这些变异部分可能是由于热带地区和南太平洋辐

高可信度）。由北极增加的径流量和雨量、南极冰架的融

合区的转移，这种转移对雨量变异的影响还须进一步研

化、以及海洋冰块减少，将淡化海水，其结果将减缓北大

究。对目前海平面变化趋势的解释当然也受制于观测记

西洋和大洋南部的温盐环流，并且减少深层海水的交换

录，特别是受制于潮沙测量标准的限制。 [17.1.3]

量。［ 16.3.l]

5.8 1 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自然极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主要是通过物
种的迁移和改变物种的组成。一些物种可能濒危（如：每象、

虽然小岛国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并不显著，

海豹、极地熊），而另外一些物种则可能会壮大起来（如北

但未来气候和海平面上升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可能是相当

美驯鹿和鱼类）。尽管这些变化可能对许多当地生态系统

严重的。小岛国适应能力弱、对外部波动高度敏感、以及

和特殊物种造成破坏，但未来气候变化将可能最终使得

对自然灾害高度脆弱，这些将会影响到几代人。对以可持

极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总体产量有所增加。［ 16.3.2]

续模式发展的大多数小岛国来说，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将是极端困难的。［ 17.2.l]

按照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的土著居民，适应气候变化

的机会非常有限（极高可信度）。海泳、降雪季节、居住地

5 . 8 ‘ 2 沿海地区

以及食物种类多样性的变化，都将影响狞猎和采集活动，

并且可能威胁长期流传下来的传统和生宿方式。技术上

小岛国已经遭受影响的大部分沿海地区的变化都归

比较发达的社区，可能会变更交通模式、增加投资以利

因于人类活动。据预测，在未来 JOO 年中海平面每年上升

用新的商业和贸易机会，较快地适应气候变化。［ 16.3.2]

5 毫米，将会加重对沿海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对沿海

是负 i1ii影响（高可信度）。反过来，由于自然恢复能力的降

5.8

小岛国

低和适应成本的增加，将增加沿海环境的脆弱性。由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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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严重程度因地区而异，一些小岛国最需要考虑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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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8 . 5 人体健康、居住地，基础设施和旅游业

它们是否有足够的潜力来适应在其国内的海平面土升。

[17.2.2.l, 17.2.3]

在小岛国，一些人类系统也将受到未来气候变化和

海手面止开的影响。许多热带岛屿地区的人体健康问题
5.8 嗖 3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应该得到重视，因为这些热带岛屿正在经受病原菌和水

生疾病的侵袭，而这些疾病可能与 ENSO 现象、干旱和
据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将影响物种

洪水有关。极端气候事件也会对一些地区的福利造成巨

组成及其竞争。据估计，每三个已知的濒危植物中就会

大负担，这些负担在未来将会增加。在小岛国，几乎所有

有一个是岛上特有物种，而岛上特有鸟类则有 23% 面临

的居住地、社会经济设施、以及诸如旅游之类的活动都

濒危。［ 17.2.5]

位于或靠近沿海区域。旅游是许多小岛国的国家税收和

就业的主要来源（表 TS-13 ）。气温和降雨区域的变化，就
依赖于稳定的环境条件的珊潮礁、红树林和海藻

像海滩减少一样，会损害许多小岛国的经济（高可信度）。

床将受到气温升高、海水温度升高和海平面上升的不

这些地区对未来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非常脆弱，所以

利影响（中等可信度）。偶尔发生的海面温度梵高，已

通过执行持续的合理使用资源的计划项目来保护和繁荣

经使遭受大范围珊珊白化的珊珊数量受到影响。红树

海滩及景点是非常重要的。沿海区域的整体管理已被许

林通常生长在热带营养 ／ 沉积物富积的海岸和海湾地

多小岛国作为一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区，由于人类活动已经发生了改变。海平面升高可能

之一。［ 17.2.7,

17.2.9]

会影响为海岸和其它资源提供保护的红树林向陆地、

沿岸迁移，。海面温度增加对已经遭受了来自陆地污染

5 ‘ 8.6 社会文化和传统资产

和径流胁迫的海藻群落产生负面影响。在上述这些系
统里，依赖于此而栖息和繁衍生息的鱼类数量可能受
到负面影响。［ 17.2.4]

某些传统的岛屿资产（物品和服务）也将受到气候变化
和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这些有用的资产包括生存和传统

技术（技能和知识）以及有凝聚力的社区结构，这些结构在
5.8.4 水资源、农业、和渔业

过去曾使这些小岛在遭受各种袭击后得以恢复。海平面

上升和气候变化加之其它环境胁迫，已经破坏了在许多
水资源和农业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小岛
国都拥有有限的耕地和水资源。社区依赖于来自集水区

太平洋岛国内的独特文化和宗教遗址、传统的世袭资产
以及一些重要的沿海保护地区。 [17.2.10]

的雨水和极为有限的淡水。另外，种植业主要集中于或
靠近沿海，低洼小岛和珊珊礁岛上更是如此。由于海平

6. 适应性、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性

面上升，地下水位和土壤盐1责化的改变将对当地的许多
主食作物，如芋头，产生很大影响。

虽然气候变化适应措施既需要资金投入也不一定能

完全避免其破坏作用，但却具有持续降低气候变化不利
虽然捕鱼主要是手工或小规模的商业行为，但对于

影响和增强有利影响的巨大潜力。在自然系统中，适应

许多小岛来说，捕鱼是他们的一项重要活动，而且对小

性措施具有反应性，而在人类系统它也具有可预见性。图

岛居民的蛋白的摄入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未来气候变

TS-9 举举了气候变化适应性的几种类型和例子。对气候

化条件下，许多鱼类和甲壳类动物的繁殖场所和栖息地

变率和极端事件采取适应性措施的经验表明，无论是公

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如红树林、珊珊礁、海草床

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真正采取潜在的适应性措施都有

和盐池。在未来气候变化下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

困难。私营部门或市场驱动的部门或区域适应性措施，其

在许多小岛国，水资源、农业和渔业对目前已经观测到

实施程度和有效性受到其它因子、制度条件和市场失灵

的海洋和大气状态的变异很敏感，随着未来气候和海平

的各种因素的限制。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证据显示私营

面的变化，这些影响将很可能加剧（高可信度）缓17.2.6,

部门适应性能够用来补偿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作

17.2.8.l]

用。在某些情况下，适应性措施可能会带来没有预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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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表 TS - 13 ：旅游业对一些小岛国的重要性。

国家

游客数量（千人）

旅游收益 b

游客数占总人口
的百分比 a

安提瓜岛和巴布达
巴哈马

巴巴多斯

佛得角
科摩罗（群岛）
古巴
塞浦路斯
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
斐济
格林纳达

海地
牙买加
马尔代夫
马耳他

毛里求斯
巴布亚新几内亚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
萨摩亚
塞舌尔
新加坡
所罗门群岛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瓦努阿图

232
1618
472
45
26
1153
2088
65
2211
359
111
149
1192
366
1111
536
66
88
248
65
68
130
7198
16
324
49

占 GNP 的百分比

364
586
182
11
5
11
281
98
28
45
116
2
46
131
295
46
2
211
165
55
31
167
209
4
29
27

63
42
39
12
11
9
24
16
14
19
27
4
32
95
23
16
2
31
41
24
20
35
6
3
4
19

占出口的百分比

74
76
56
37
48

n/ a
49
33
30
29
61
51
40
68
29
27
3
64
67
46
49
52
4
4
8
41

a 指 1997 年入境游客量相对于人口的比值。

b 旅游收益的数据为 1997 年的有：巴哈马、佛得角、牙买加、马尔代夫、马耳他、毛里求斯、萨摩亚群岛、塞舌尔、新加坡、所
罗门群岛；数据为 1996 年的有：安提瓜和巴布达、古巴、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格林纳达、海地、巴布亚新几内
亚、圣卢西亚、圣文森特 z 数据为 1995 年的有：巴巴多斯、科摩罗（群岛）、塞浦路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瓦努阿图：数据为
1994 年的有：圣基茨和尼维斯。

的后果，如对环境的破坏。如仅靠自发反应和自动适应气

和长远效益。对当前气候和与气候相关联的危害（比如复

候变化产生的叠加影响，其生态、社会和经济代价将是巨

发性的干旱、风暴、洪水和其它极端事件）的适应性通常

大的。这些代价大部分可以通过有计划和可预见的适应措
施来避免。如果设计周密，许多适应性战略能够在近期和

将来带来多种效益。然而，这些措施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也有一定 的局限。适应性能力的加强将减少行业和地区对

•
ttili

农业措施发生变化
保险费用发生变化
购买空调

台设

平
um
f和

拉

’护1

干

标

11EEE

· b

制

变化相关的机遇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潜力 。 通过公共代理

Mm
林w
〈
时制

的适应措施在降低气候变化脆弱性以及提供一些和气候

--

1=.长季节长度的变化
生态系统组成的变化
温地地理位耸的迁移

、、

房探锐机
选钻战励
险建计统筑鼓
保处设系建的
买高新敝白的肘
购在重预新移

区的持续发展和公平性。［ 18.2.4, 18.3.4]

如果不考虑自发性的适应措施，有计划的和可预见

自发性措施

~ I ~~~~
C在嗣，棋？一嚣哺也

气候变化包括变率和极端事件的脆弱性，并促进行业或地

预见性措施

对支付进行补偿和补贴
强制性的建筑怯规
海滩维护

机构提供适应设施也是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
面。适应性政策 、 项目和措施的实施一般都会带来即时

图 TS-9 ： 气 候变化适应性的几种类型，包括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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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 化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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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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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带来的损失是严重的，在一些行业还正在增长。这

v

”

y

丁飞变化了问（年）＜l~了
（ 当长发 叹： 变J:f:)

出现的频

些损失表明自发的适应性已经不足以补偿气候条件短时

性突变带来的破坏。缺乏适应频率变化和 ／ 或非均衡状
态变化能力的社区更加脆弱，尤其是对于气候变化引起

的极端事件。未来的适应措施能否成功地抵消气候变化
的不利影响取决于对气候变化、变率和极端事件的适应
能力。［ 18.2.2]

率／可能性

（ 如 年）

一X *

Xpc Xcc +X*

6 ‘ 1 适应能力

气候作用值（ X)

地区、国家和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适应能力千差万
白白帽 X平均值的趋势（20年平均 ）

XIK 立起始阶段气候作用的平均值（气候变化前）

别，而且也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表 TS-14 概括丁各个

行业的适应性措施和适应能力，表 TS-15 涵盖了 TAR 中
各区域的此类信息。最脆弱的地区和社区最容易受灾害

文cc 汇结束阶段气候作用的平均值（气候变化后）
今X ＇＇＇ ＝利益才有关系统气候作用的上限值：值＜ -X 丰表 ffi
有问题，可 以考虑是极端事件或超出了灾害的阀值
界限
一X ＊ ＝利益相关系统气候，作用的 f ~则在 ： 俏＜ -X 非农示

性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适应能力也十分有限。适应和

对付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决定于其经济状况、科学技术

水平、信息、技能、基础设施、制度和公平性等多个方
面。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资源匮乏、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信

有问题，可以考虑是极端事件或超出了灾害的阀值

息不畅、技术力量不足、基础设施差、制度薄弱动荡、权

界限

利分配和资源利用不均衡，就缺乏气候变化适应力且具

D 潜在的最小灾常对利益相关系统的影响范回来口区域
仁3 极好启事件的吁能性（女n 气候作用值＞＋X*

有高度的脆弱性。如果组织或区域的适应能力受其中任
何一个因素的限制，它们对气候变化灾害的脆弱性就会
加大，正如它们对其它逆境更脆弱性一样。［ 18 . 5 ' 18 . 7]

图 TS-10 ：气候变化、变卒 ， 极端事件和覆盖区域 。

6.2 发展、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与正在和已经变化了的气候条件的适应措施一致。只有
当适应性措施和应对非气候逆境的决策或项目保持一致，

各种要求提高适应性能力的活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或在综合考虑的时候，才可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与气候变

的活动在本质土都一致。提高适应性能力是降低脆弱性

化相联系的脆弱性很少独立于非气候条件之外。气候因

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对于最脆弱的地区、国家和社会经

子的影响是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压力体现出来的，根据这

济组织。许多对气候变化脆弱的地区和行业也承受着其

些状况可以对气候适应性（由个人、团体和政府实施的）

它因素的压力，诸如人口增长和资源枯竭。通过降低资

进行评估和应用。适应性措施的费用通常相当于其它的

源消耗、提高应对环境危机的管理水平、提高适应能力

管理或发展费用的一小部分。为了提高有效性，气候变化

等完善政策的行动，可以使适应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的适应性措施必须考虑非气候逆境，必须与现在的政策、

目标相得益彰。气候适应能力以及公平性目标可以通过

规范、发展目标和管理结构相一致。［ 18.3.5, 18.4]

主动改善社会最贫困人口的福利水平得到共同发展，协、

如，提高粮食安全性、配备安全供水和健康保健设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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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脆弱性和适应性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总是同

供住房和其它资源。虽然他们还没有将气候变化、变率

气候变率和极端事件密切相关，而不是简单地和平均变

考虑到风险之内，各种开发决策、可能并没有考虑气候

化状态相联系（图 TS-10珍m 个世纪以来，社会和经济

变化和变率的风险，但都对完善一个地区和社区的适应

总在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适应气候。大多数的行业、地

性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发展模式的设计和实施中主

区和社区总是能够采取措施适应平均变化的状态，特别

动考虑到气候的风险性对于降低脆弱性、实现可持续发

是当变化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时。然而，气候变率和极端

展非常必要的。［ 18.6.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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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表 TS一 14 ：各部门的适应性和适应能力（第 4 章至第 9 章的主要发现）。

部门

飞 主要发现

水资源

|

水资源管理者具有适应变化的经验，许多现有技术可以作为适应性选择措施加以评估和利用。然而，由于
气候变化的普遍性，一些传统的适应性措施可能会被剔除，一些可利用的适应性措施也经常得不到应用。
一适应性可包括对供应方（例如改变基础设施或者制度上的安排）和需求方进行的管理（如改变要求或减少
风险等）。无论气候如何变化，现有的大量的无悔性政策都将产生净的社会效益。

一对水资源管理者而言，气候变化只是众多压力中的一个。尽管在未来的资源管理中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了水
管理决策，但还没有任何管理决策只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些脆弱性超出了水管理者的常规职权。
一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经济成本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适应性的假设，经济上最佳的适应措施可能受
到与不确定性、制度和公平相关的限制因素的制约。
一通过脆弱性问题的暴露和公众对气候危险性认识的提高等，极端事件常常成为水资源管理变革的催化剂。

气候变化改变了极端事件和变率的指标，并使适应性决策复杂化。
一适应性能力受到制度可行性、财力 、管理科学、计划的时 间框架 、组织和法律框架、技术和人口流动等的

影响。
水资源管理者需要变化研究和管理工具以帮助决策适应不确定性和变化，而不是改善气候情景。
生态系统及其服务 ！ 一适应一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丧失是可能的，特别是在管理的生态系统中。而对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功能

|

性造成损失的适应也许是困难的，或者根本不可能。
一农业具有相当大的适应能力，包括改种作物和资源替代。但是能够考虑到气候变化和年间变率的适应性措

施尚未明确。
一农业具有适应的可能，但如果缺少足够的周转资金和均衡（或剩余）资金就不可能实现 ；
一在自然资源极度贫乏和农民适应能力极其有限的地区，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会更大。
一在许多国家，草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基础设施的缺乏和在资源管理上资金投入不足限制了适应性措施

的选择。

一商业林具有适应能力，反映了不确定状态下长期管理决策的历程。在土地利用管理（树种的选择）和产品
管理方面（加工处理一市场）都具有适应性。
一发达国 家的适应措施比较完善，而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适应能力则比较薄弱，特别是热带、亚热

带地区的国家。

海岸地区

｜ 一如果没有适应对策 ，全球变暖和海平面升高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一海岸带的适应性不是简单选择一种技术去应对海平面的升高（战略目标是保护、适应或回退），这是一个

复杂和多次反复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一在适应措施选择与海岸带管理、减灾方案、土地利用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时，他们将更容易被
接受并更有效。
一现有政策、发展目标将左右适应性措施的选择，这就要求研究者和决策制定者要朝着建立一个能够被普遍
接受的适应性框架方面努力。
一海岸系统对变化的适应能力同海岸恢复力大小有关，海岸恢复力的大小与其地貌、生态和社会经济组成有

关。增强恢复力一一包括应对影响的技术、制度、经济和文化的能力，是一个特别有效的适应性战略，为
解决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满足持续发展的需求提供了机会。

一低影响和高适应能力的沿海社区和海洋产业部门受到的影响将最小，而经济资源不足、基础设施差、通讯

和运输手段落后、社会支撑系统薄弱的社区则缺乏适应性措施，对气候变化较为脆弱。

人居、能源和工业 ｜ 一范围大、损失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极端气候事件变化造成的，这些极端事件超过了人类
系统所设计的承受能力。
许多适应措施的选择能够降低人居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然而，城市管理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处理
当前问题的能力（人居，卫生，水，能源）已经十分薄弱，再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就会更加超出他们的
处理能限。
一资金匮乏、制度缺陷、缺乏合适和周密的计划是人类居所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障碍。
一如果脱离了当地的基础条件、技术状况和受到支持的政治领导集体，就不可能有成功的环境适应措施 。

适应能力及意愿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将阻碍对适应性和脆弱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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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一 14:

（续）

部门

主要发现

保险和其它金融

一在短期内，金融和保险服务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可能会随着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的变化而变化。

服务

一气候变化风险的增加将导致传统业务的扩展和新金融风险管理产品的发展，但造成损失的事件变率的增加

将进一步加大实际上的不确定性。
一金融服务公司对外部的剧烈变动具有适应能力，但尚没有证据显示气候变化也包含在其投资决策中。
一金融行业的适应能力受相关的政策规范、公司从风险市场的回退能力以及与灾难储备相关的财政政策的影

晌。
一适应性将引发公共和私营保险业作用的变化。与气候关联的损失在时间、频率和 ／ 或空间分布的变化都将
使已经超负荷的政府保险和灾害援助项目的需求增加。

一发展中国家在寻求适时的适应措施时面临一些特殊困难，包括资金不足、无怯得到技术和政府没有计划支
持。

一保险公司适应措施包括提高保险价格、政策不可更新、废止新政策，限制最大保额和增加扣除部分一一但
这些活动可能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投入。

一发达国家一般具有较好的适应能力，包括利用技术、经济方式实现成本分摊。
人体健康

一适应性措施包括社会、制度、技术或者行为方面的改进以降低潜在的不利影响，提高有利效应。有大量可
供选择的适应性行动，可供全体居民、社区或者个人选用。

一最重要和最经济的适应性措施是重建公共健康设施一一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近几年来，公共健康设施已经
减少。如果有足够的资金和公共健康资源，如培训、监视和紧急救护、预防和控制方案，许多由于气候变

化可能会更加恶化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可能会得到有效的防治。
一适应性措施的有效性将取决于时间，最初的防治目标是在事发前降低危险性，而第二步的“介入”则是为
了防止在将来发生此类事件。

一对气候相关胁迫的适应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包括资源水平、管理的有效性及民政机构、公共健康设施的质量
和原有的疾病情况。

一适应能力也取决于对气候、气象、极端事件和传染性疾病之间关系的研究和认识。

7. 全球性问题及综合

变化环境中时，大约有 80% 的生物事例和 99% 的物理事

例，其气候和物理或生物过程的关系与已经确定了的关

7. 1 气候变化影晌的观测

系相一致（如冰川能量平衡的变化；温度超过生物临界
值后，动植物生存区域的变化）。表 TS-16 显示近 450 种

20 世纪的＇J!i!,i1J!if结果麦呀，气候变化已经对多神物理

生物过程和物种变化都同区域温度变化有关，图 TS 11

和生扬茶统产生了影响。这些与气候相联系的观测到的

标识了已经研究报道的受区域温度变化影响的区域位置，

变化包括冰川的退缩、永冻层的解冻、冰冻期以及河流

这种一致性进一步表明，区域气候变化和已发生的物理

和湖泊解冻期的变化、北半球大多数中纬度和高纬度地

和生物系统的变化是相联系的。根据观察到的变化，可

区降水量和降水强度的增加、生长期的延长、树木花期

以肯定地讲， 20 世纪的气候变化已经对许多物理和生物

提前、昆虫提早出现、鸟类提早产蛋等。已有资料表明，

系统产生了可以察觉到的影响。 20 世纪所观测到的生态

在全球所有的淡水、陆地和海洋环境中，区域性气候变

和物理系统的变化显示这些系统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

化和所观察到的物理和生物系统的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

尽管这种气候变化相对于预测的 21 世纪的气候变化要小

统计相关性。［ 19. 2]

的多。生物系统对长期气候变化的高度敏感性从史料中
也得到了证实。［ 19.2.2]

由于多种影响因子的存在（如土地利用变化，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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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区域气候变化与许多观测到的影响之间的联系会面

区域气候变化对物理和生物系统的影响迹象要比对

临难于分辨的复杂局面。尽管如此，研究发现，已经明

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影响更加清晰、明了，因为社会和经

确了的对区域气候变化敏感的系统，在处于典型的气候

济系统还同时受许多复杂的与气候无关的冲击，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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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15 ：地区的适应性和适应能力（第 10 章至第 17 章的主要研究结果）。

地区

＼ 主要研究结果

非洲｜

｜ 一适应性措施将提高应变能力，并在水资源（灌溉和水资源再利用，水库和地下水资源管理，脱盐处理）、农业（作

物改变、技术、灌溉、畜牧业）、林业（本地树种的再生，高效率节能灶具、可持续的群落管理措施等）等方面已经
获得了净效益。

一如果没有适应性措施，气候变化将通过改变生态系统、引起物种的迁移和灭绝而显著降低野生自然保护区的作用，
这说明非洲｜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十分脆弱性。
一国家间风险共担的办法将增强适应性对策，包括灾害管理、风险通告、紧急状态撤离、水资源的合作管理等。

一大多数非洲国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极差，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普遍比较贫困、周期性的干旱、土地分布不均衡
和对雨养农业的极大依赖，从而限制了其适应能力的提高。
一为了增强适应能力，这要求当地的执政者在政策制定和气候适应性合作方面能够采用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亚洲｜

l 一土地资源、水资源、粮食生产、灾害防备是需要优先考虑应用适应性措施的领域，特别是比较贫困和对资源依赖性

大的亚洲国家。
一为应对与气候变异相关的脆弱性，要求采取适应性措施的领域包括人体健康、海岸住宅区、基础设施和粮食安全。

亚洲大多数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比较薄弱。在一些国家，灌溉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将十分困难和昂贵。
一对亚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气候变化仅仅是众多需要处理问题中的一个，如近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饥荒、水
供应和污染、能源等。能够用来适应气候变化的资源是有限的。适应性措施要同发展活动紧密相连，在适应性选择
的评价时应考虑这些活动。

一气候变化的早期迹象已经被发现，而且在未来 10 ～ 20 年将变得更加清楚。如果这时还不及时设计并实施适应性对
策，要想避免出问题可能就太迟了。长期的适应性需要采取有预见性的行动。
一地区和国家范围内应用广泛的预防措施减少灾害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非常有效，这些措施包括公众灾害意识的培养、
保险的推广。
一有效的适应性措施的形成需要地方的参与，包括社会团体理解及对资源持续管理过程中多重冲击的认可。

一国家之间的适应性能力存在差异，适应能力的大小决定于社会的结构、文化、经济能力和环境破坏程度。限制因子
包括资源贫乏、基础设施落后、贫困、收入不均、制度不健全和技术落后等。

一亚洲在如何利用机会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使得对气候变化敏感的地区能够增强恢复力以适应气候变异方面面临

挑战。
一通过采用系统的研究方怯、强调多个胁迫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和减少对气候情景的依赖性，将可制定更好的适应战略。
澳大利亚 ｜ 一需要需要适应性措施来管理由于气候变率和极端事件引发的风险。畜牧经济和社区被认为对气候变化具有一定的适
和新西兰 ｜

应能力，但对于干旱频率的增加或干旱期的延长却是十分脆弱的。

i 一适应性选择包括水资源管理、土地利用方式及政策、基础设施的工程标准和健康服务等。
i 一当适应性措施同广泛的生态和社会环境相协调时，这种适应性措施是可行的，它将会产生净的社会和生态效益，而
且会被利益相关者采用。

一适应性措施可能会由于短期和长期的计划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而受到限制。

一贫困的社区包括许多土著居民，由于经常露天生活，缺少足够的房屋、医疗保健和其他适应性资源，对于与气候相
关联的灾害和健康胁迫特别脆弱。

欧洲｜

｜ 一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稳定的人口（具有迂移能力）和完善的政治制度、技术支撑体系，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性潜
力很大。

一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对当前天气扰动的响应有助于确定未来气候变化下的临界敏感。
一森林方面的适应要有长期计划，不太可能及时采用适应措施。
一对农场的分析表明，如果充分地采用了适应性措施，有可能大大降低不利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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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15:

地区

（续）

i 主要研究结果
一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性一般都较低。

一许多边远贫困地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较低，因此，如果没有合适的应对政策，气候变化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不公平。
拉丁美洲 ｜ 一适应性措施具有降低农林业与气候相关的损失的潜力。
一通过水资源的管理能够提供一些机会来适应水资源短缺和洪涝等。
一在渔业上采取的适应性措施包括改变捕捞品种和提高价格可以减少损失。

北美到小｜

｜ 一气候和海平面的快速变化对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冲击将拉动对适应性措施的需求。在某些情况下，适应性措施可能带
来净效益，特别是在气候变化比较缓慢的情景下。
一大多数领域的利益相关者相信存在有效的适应性技术，但是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会和经济代价。

一在农林业方面，适应性措施被认为是最可能成功的。然而，在水、健康、食品、能源和都市等方面的适应，还需要
完善制度和基础设施。
一在水资源方面，对季节性地表径流变化的适应包括贮存、联合供应管理和调水。继续保持当前这种非常可靠的供水
或许不太可能，特别是调水用于高附加值的情况下。诸如“水市场”这样的适应性措施可能会引起对其可获得性的
担忧以及配水优先权的冲突。
一适应性措施，如堤坝常常能够成功地解决天气变化造成的水资源波动，但这也可能导致增加极端事件的脆弱性。
一通过保护性项目实施的适应性措施，比如对受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的生态系统的保护，如苔原和湿地，一般具有中等

程度的适应性潜力，但弥补对水生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就可能十分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
极地

!

在极地，可以通过物种的迁移和改变物种的组成来适应气候变化。海象、海狮和极地熊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而
另外一些物种（如一些鱼类）也许会因气候变化而兴旺起来。
一由 于沿袭传统的生活方式，土著社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潜力十分有限。
一虽然资金的高投入可能导致维持原有生活方式的代价增加，但技术发达社区可能能够很好地适应气候变化 。
一适应性依赖于技术进步、制度安排、资金提供和信息交流等。

小岛国

｜ 一对适应气候变化的要求与日俱增，即使全球减少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迅速实施。
一大多数适应性措施将由这些小岛国的居民和团体进行实施，要实施这些适应性措施，需得到政府的支持。
一需要在综合降低风险措施和其他行业的激励政策方面取得进展，比如持续发展计划、灾害预防和管理、海岸综合管

理和健康保健计划。
一海平面升高的适应性措施是后辙、适应和保护。向高地迂移、抬升地面和建造防洪堤等措施似乎没有实际应用价值，

特别是在受到自然空间大小限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一减少健康威胁程度的措施包括健康教育计划、健康保健设施、垃圾和固体废弃物的管理、灾害预防计划等。
一岛上居民利用传统的知识 、适宜本地的技术和习惯的方法，已经开发了一些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但由于国家的物
质、资金和技术的限制、人力资源技能的短缺、缺乏租地使用权保障、过度拥挤和建设用资源的限制，这些小岛国
在总体上适应能力还比较低。
一许 多小岛需要外部资金、技术和其他方面的援助来提高适应能力。通过区域合作和有限资源共享，也许能提高小岛
国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增长和城市化。初步结果显示， 20 世纪区域气候变化己

这些观测到的区域影响，无论是一致性的还是有其它的

经影响到部分社会和经济系统（例如在一些地区洪涝和

解释，在确定气候变化是否正在影响这些系统时，也仅

干旱危害的加剧，也使相应的保险受到的影响增加）。对

仅是低或中等的可信度。［ 1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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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图 TS 一 11 ：满足严格标准的、研究气候变化对自然和生物系统影响的、系统的和长期的站点。水文、冰川退却和海冰数据代表 10 年至

100 年的趋势，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数据代表至少 20 年的趋势。遥感研究覆盖了大范围的区域，单 一或多 种影响的数据都与已知自然生
物系统对观测到的与温度有关的变化的晌应机制是 一 致的。所报告的影响覆盖很大的范围，图中只选择代表性站点。

7.2 关注气候变化的五个理由

则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加。温度升高和受影响程度之间
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但估算的温度变化阂值估计的可

对有关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性的一些现存
知识进行综合，得出以下需关注气候变化的五方面的理

信度一般比较低。这种阙值将确定气候变化影响不同
类型。［ 19.8]

由：独特并受到威胁的系统、全球总体影响、影响的分

布、极端天气事件和大范围的异常事件。对方面的关注

7' 2. 1 独特的和受到威胁的系统

有利于理解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潜在利益，

这也有助于决策者仔细考虑，什么可能是构成对气候系

全球平均气温小幅度的升高可能会对一些系统和种

统的人为干扰（ UNFCCC 的第二条内容）。没有哪一个

类产生显著的、不可逆转的危害，包括物种在当地、区域

单方面的影响会比其他方面的影响更重要。

3 与 1990 年相比，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水平可划分为 0-2, 2-3
图 TS-12 显示了与所关注的理由相关的气候变化作

和 ＞ 3 ℃的 三个等级，并分别定为微度、中度和高度 三个指标水

用的定性结果。在全球平均气温 3 小幅度升高的情况下，

平。由于已有文献足以证明 l ～ 2 ℃的气候变暖事实，因此“微度”

一些相关的理由显示潜在的不利影响，而另外显示一些

指标水平涉及的温度范围较大 。这些变化的强度应该作为何时可

能产生影响的一个模糊指标；它们不是特意定义的绝对｜词值 ，它

不利影响或风险较小。在温度升高幅度较大的情景下，所

们不能用来描述气候变化影响的各个方面，如气候变化速率及降

有的证据都显示出潜在的不利影响，不利影响的大小

雨变化、极端气候事件 、海平面升高的滞后（潜在）效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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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16 ：研究发现与区域温度变化相关的过程和物种 a 。
地区

冰川、雪的覆盖／融

德被

化、湖 ／ 河冰 b
非洲｜

鸟类

两栖和爬行

无脊椎动物

哺乳动物

动物

。

南极洲
亚洲｜

3

2

14

。

澳洲l

3

。

258

92

7

。

17

4

3

。

10

。

。

2

。

欧洲

29

4

13

北美洲

36

4

32

3

。

87

10

拉丁美洲
合计

46

。

7

11

47

12

46

22

。

15

。

29

。

292

6

a 列中的数据表示各个地区物种数和变化，这些数据是在进行与区域温度变化相关的特定研究中获得的，为了完成该表，需要每一
项显示物种或物种变化过程随时间的变化和区域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大多数研究都显示温度变化和物种变化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第一个数表示在预测的全球增温的情况下物种或过程的数量：第二个数表示与预测全球温度升高相反情况下的物种或过程的变化
数据。空白表示在该地区或者项目上没有进行研究。

b 没有包括海洋冰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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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有一定程度负面影响和较低的威胁；红色表示高强度的影响和威胁。 20 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 0.6 ℃，并带来一些影响， 1990 年
后全球平均温度增加的影响被划分为多项，这些数字仅仅强调在全球平均温度升高达到阔值时，这些影响和威胁是如何变化的，而没有
表示在不同气候变化速率下它们的影响和威胁是如何变化的。这些温度可以用来作为影响的大概指标，而不是绝对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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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的消失。一些植物和动物物种、自然生态系统和

负面影响，而且随着温度的升高，负面影响也不断增加

人类聚居地居民对气候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温度升高小

（中等可信度）。某些方面（如沿海地区和水资源），发展

于 1 ℃的气候变化对它们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如果全球平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可能受到气温升高的不利影响，而

均气温升高 l ～ 2 ℃，气候变化对物种和系统的负作用将

其他方面（如农业、人类卫生）在一些国家能够从气候变

更多并更严重，升温越高，影响越大。温度和其他气候因

化中获得好处，而在另一些国家仍然受到损害。［ 19. 5]

子变化的速率和量级越大，超过系统临界值的可能性也

就越大。许多受到威胁的系统都处于一种危险状态，这

研究结果对许多假设都是敏感的，如地区气候变化、

种危险除来自气候变化外，还有其他非气候因素，如土

发展水平、适应能力、变化速度、影响评估、用于累加损

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污染。［ 19.3]

失和受益的方法，包括折扣率选择。另外，这些研究并没
有考虑一些潜在的重要因素，如极端事件的变化、对非气

气温小幅度升高引起的气候变化，待别是在土地利用

候驱动的极端事件的威胁的有利和补偿响应、区域气候

和土地覆盖变化的影响7亨，一些扬手中也许会遭受到在局地

迅速变化（来自洋流循环），多种胁迫的综合作用。因为

或全球灭绝的威胁。这些物神包括濒危物神、分布范围狭
小和神样密度低的杨神、对生存环境要求严格的物神、生

不得不利用这些因素来解释总体影响的评估，但评估并
没有包括所有类别的影响，特别是非市场影响，这说明气

莞呈斑块伏分布的物神。小幅度气温变化影响的种类包括

候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总体评估的考虑是不完全的。考虑

坦桑尼亚的森林鸟类、中美洲的 Replendent Quetzal 非

到对总体影响估计的不确定性，小幅度升温带来的负作

洲的山地大猩猩、在新热带密林特有的两栖类动物、安第

用就可能被忽略。［ 19.5]

斯山脉的眼睛熊、 Sundarban湿地特有的孟加拉虎和其他

种类、南非好望角植物区系特有的对降水敏感的植物种

7 . 2.. 3 影响的分布

类。受到威胁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珊珊礁、红树林和其他

海岸湿地、 200 ～ 300 米以上山区的山地生态系统、草原

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高

湿地、残留的原始草地、冷水和冷水鱼类生境、永冻层上

可信度）。发展中国家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可能比发

生态系统和为极地熊和企鹅提供生存环境的生态系统。中

达国友更严重（中等可信度）。小幅度的温度升高，对许

度到强度的变暖而引起气候和海平面的变化，可能对人类

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会产生负面影响（中等可信度），而

居住区产生极大的危害，这些居住区包括低海拔海岸地

对发达国家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中等可信度）。这种差异

区、海岛、冲积平原和山坡的居住区一一特别是社会经济

部分地归结于位置和敏感性不同（例如，对农作物而言，

系统脆弱的居住区，如游民和非正常居住区。另一类受到

在中、高纬度地区，当前温度低于其所需的最佳温度，而

潜在威胁的聚居地包括那些高度依赖于对气候变化敏感的

低纬度地区却高于农作物需要的最佳温度），这种差异还

自然资源的传统居民。 [19. 3]

部分地归结于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的适应能力弱。在
中等幅度升温的情况下，正面效应将转变为负面效应，原

7.2.2 总体影响

负效应进一步加重（高可信度）。这些研究结果并没有完
全考虑气候变化的非市场作用，例如对自然系统的影响，

随着温度矿、幅度的开高，市场行业的，总体影响可能

自然系统对小幅度升温可能都十分敏感。易受影响区包

会使世界 GDP增加或者减少几小百分点（中等可信度力

括三角洲地区、低海拔的小岛国和许多在没有气候变化

对非市场行业的d总体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低可信度九少

情况下水源都不充足的干旱区，在这些地区和国家，气候

量的净影响来源于发达经济体，其生产占了全球的主体，

变化可能加剧对贫困人口的不利影响。由于缺乏资源应

并且气候变化对其影响可能是正面的。考虑到公平性，对

对和适应气候变化，可以推断，社会最贫困的成员最易受

贫穷国家影响更大，这种影响即使在中等升温的情况下

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还没有研究结果解释气候变化对

也是负的。在这种气候变化情景下，即使净经济影响是

贫困人口和社会其他人口影响的分布。［ 19. 4]

有利的，但大多数人受到的影响仍可能是负的。随着中

等到大幅度的升温，从气候变化中获益将越来越少，而

在 21 世纪，随着时l司推移，气候变化对非管理茶统

损失将随之增加，所以，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必然造成

的影响将会加剧，而对管理茶统的影响可能加剧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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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在 21 世纪，气候变化影响的分布受到多个因素的

的这些特性使得要适应它们变得十分困难。一些发展模

影响。由于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气候变化的程度也将

式可能更易于遭受极端事件影响，如沿海地区的大规模

增加。随着人口增长及其对土地、水、基础设施和其他

开发活动更易于遭受风暴潮和热带气旋袭击，从而增加

资源需求的增加，加剧自然和社会系统脆弱性的非气候

系统的脆弱性。

压力也可能随时间而增加。增加的人口、收入和财富也

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和人造财富要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许多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会随着温度小

其结果如按美元不变价算，将可能增加对市场行业的损

幅度的升高而增加；当温度大幅度升高时，它们也将大

害，历史上已经有这样的例子。抵消这种影响趋势的因

幅度增加（高可信度）。极端事件主要包括洪水、土壤水

素包括增加财富、提高技术、完善制度，这些可以增强

分亏缺、热带气旋、高温和火灾等。极端事件影响通常作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降低脆弱性。［ 8, 19.4]

用于局地，可能强烈地影响到一些特殊行业和一些地区。
极端事件的增加可能突破临界点或自然｜词值，从而导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影响和脆弱性是增加还是减

极端事件影响的规模迅速增加（高可信度）。多种连续发

少，这种增加或减少可能部分地取决于气候变化和发展

生的非极端事件也是一个难题，因为这种事件将耗尽保

速度，而且对管理系统和非管理系统还存在差别。气候

险和再保险公司的保险储备，从而降低适应能力。［ 8' 19.

变化的速度越快，气候变化对未来的不利影响和超过系

6. 3. l]

统承受临界值的可能性就越大。发展的速度越快，受到
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资源也越多，当然未来社会的适应

极端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的增加将给全球各行业和

能力也越弱。相对于目前非管理的和轻度管理的系统，

各地区带来不利影响。农业和水资源易于受到水文和极

集约管理系统适应能力得到提高，效益将更显著。由于

端温度变化的影响；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会

这个原因以及非气候因子在未来可能增加对自然系统的

受到热带气旋和风暴潮频率增加的不利影响；随着温度

压力，自然系统的脆弱性将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

升高，与炎热相关的生物死亡率将增加，而与寒冷有关

渐增加（中等可信度）。［ 19.4.2,

的生物死亡率将会下降；洪水可能导致与水有关的传染

19.4.3]

病、寄生虫疾病的传播和流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
未来发展道路如可持续发展或者其他，将勾画未来

如此。极端事件对金融业的危害影响到各种金融机构，从

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气候变化的影聊也可能影响到世界

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到投资公司、银行和灾害救济基

不同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气候变化是人类和自然生

金都将受到影响。极端事件统计结果的变化，意味着一

态系统面临的众多冲击因子之一 ，这些因子影响的严重

些工程设计标准需要修订（如大坝、桥梁、建筑设计和分

程度部分取决于人类社会所走的发展道路。所确定的发

区制等的标准制定），这种修订将根据预计的回收期、经

展方向对人类和自然系统的不利影响越小，它就越有可

济运行评估和」些受天气影响的特殊企业的生存能力来

能降低气候变化对人类和自然系统的脆弱性。通过聚集

制定。［ 19.6.3.l]

财富、完善技术、信息、技能、建立适当的基础设施、卓
有成的效制度和合理公平性等都可以增强适应能力，这

7.2 . 5 大范围的异常事件

也可以影响到未来人类社会和自然系统的脆弱性。通过
改变粮食和纤维的生产能力、水的质量和供应、人类健康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具存潜在触发地球茶统发

状况、将资金和人力资源用于适应气候变化，这些都可能

生潜在大规模变化的可能，这将可能在区域和全球范围

使得气候变化影响问题对可持续发展前景产生影响。［ 18]

内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虽然目前对这种触发作用的可
能性不太了解，但决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否则将造成

7.2.4 极端天气事件

严重的后果。可能被触发的极端事件包括北大西洋和南
极深水循环的完全或部分停止、南极西部冰盖和格陵兰

芹多气候影响与极端天气事件相联茶，气候变化的

冰盖的分离、生物圈碳循环的紊乱。由于这些事件是受

作用也同样如此。极端事件的潜在破坏力随着极端事件

到气候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复杂作用而触发的，因而很难

的强度、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增大而增大，极端事件

确定这些大规模的、非连续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概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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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非连续事件的影响可能要滞后于触发因子几十甚至

敏感性：目前，自然和人类系统对气候因子量化敏

上百年。这些触发因子对气候变化的速率和尺度是敏感

感性的研究还十分缺乏。这些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主

的。大幅度温度升高可能使气候系统出现大范围的不连

要有：强非线性关系、不连续的或突发反应、时间变化反

续气候事件（中等可信度）。

应以及同其他系统复杂的相互反应等。但是。对许多系统
而言，系统反应的曲率、阑值和相互作用的量化研究工作

这些不连续气候事件在地区和全球范围都可能造成

还十分薄弱。当前需要开展的工作是建立和改进基于过

严重的后果，但目前仍十分缺乏关于其深层影响的分析。

程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动态模型，估计系统对气候

几个气候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在温度大幅度升高后，北

变化晌应的模型参数，验证模型的模拟结果。这项工作应

大西洋的洋流将完全停止。虽然完全停止可能要在几个

该包括应用可观察到的事实、能够利用的古代观察数据

世纪后才发生，区域性对流的停止和洋流的显著减弱在

和系统长期监测数据，来运行和调试这些模型。为进一步

下个世纪就可能发生。 一旦这一事件发生，北大西洋地

调查研究获得理解系统对气候变化敏感性的经验数据，

区的气候将会迅速发生变化，并对该地区的社会和生态

应优先考虑不断地探测观察到的气候变化影响。

系统产生影响。南极西部冰盖的融化塌陷将会使全球海

平面升高几米，要想适应这一变化将是十分困难的。虽

适应性：在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和适应能力的研究

然这一事件真正发生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但这个过程可

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目前的工作是要很好地理解将适

能在下个世纪被触发并不可挽回。温度升高将使海洋和

应气候波动的经验应用于适应气候变化，并应用这种信

陆地生物圈碳循环的反馈机制紊乱。陆地生态系统的净

息估算适应的成本有效性；建立在不确定情况下的适应

碳储存能力将出现饱和并下降一一下个世纪这一情况将

措施的决策预测模型。还需要做的工作是理解适应能力

会发生，这将可能导致正反馈比负反馈占优势，并极大

的决定因素，并利用这种因素去进一步理解区域、国家和

地增强地球变暖的趋势。［ 9. 6. 3. 2]

社会经济组织间适应能力的不同，以及适应能力是如何
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这方面的进展有助于确定提高适

8. 1＇言息需求

应能力的成功战略，这些策略能够作为减缓气候变化、实
现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的目标的补补充行动。

虽然在气候变化认识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但关于物

理、生态和社会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敏感性、适应能

脆弱性：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评价大部分是定性的，

力、脆弱性的理解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要优先考虑在

并强调了脆弱性的来源和特点。为了提供气候变化潜在影

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以促进理解气候变化对社会系统和

响的更具体的、数量化的信息，并提供不同地区、国家和

自然系统的潜在影响，并有助于做可能的决策分析。

社会经济组织脆弱性的相对大小，未来的工作需要综合研

究气候变化对系统的影响、敏感性及适应能力。同时也还
影响：有必要采用先进方法研究气候和其他非气候因

要求发展对多种措施进行综合评估的指标或者是脆弱性指

子在局部范围的影响，以改善对气候变化潜在影响的理

数，比如受到气候变化正面或负面影响的人口、物种、系

解，包括区域差异和区域内哪些系统需要对影响采取适

统和土地面积的数量或者百分比、系统生产力的变化、经

应措施。该领域的研究应利用系统敏感性、适应性和脆

济福利变化的相对和绝对的货币价值、分配不公平的度量。

弱性的研究结果，这些结果可确定气候影响因子的类型

以及影响系统的非气候胁迫因素。这项研究特别需要在

不确定性：改进和应用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还存在

发展中国家开展，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历史数据、完

很多的不足，特别是为决策提供科学信息方面。需要改进

善的监测系统和研究开发能力。发展当地在环境评价和

“可能性”、“可信度”的表达方法，改进估算结果的不确

管理方面的能力将有利于提高投资的效益。极端气候事

定性范围的表达方法，以及改进这种估算方法使其能适

件的频率和强度、气候波动和地球系统大规模突发事件

合更大范围的不确定性。目前所用的通过分散信息估计

如温盐环流的减慢和停止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优先

总体影响的邑的解释是模型必须进行修正。还要进一步努

研究事项。还需开展工作包括进一步理解社会、经济因

如能源资 、 各种判断方法，转为在综合评估模型中用概

素是如何影响不同人群的。

率分布方怯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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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道路取决于大范围的政策选择和除气候变化领域以外的
主要政策的变化。（见 2.2.3,

1. 本报告就减缓气候变化的科学 、技术、环境、经

2.3.2, 2.4.4, 2.5.1,

2.5)

济和社会方面进行评估。在第二次诗怡报告出版后，减

缓 I 气候变化的研究继续进行，并受到政治上的变动（如

4.

减缓气候变化将受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策和

1997年签订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京

趋势包括与发展，可持续性和公平有关的政策的影响，

都议定书》）的部分影响，本报告包括了这些研究进展。

并对官们产生影响。若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相一

本报告还吸取了若干 IPCC 特别报告中的内容，它们是

致，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将促进可持续发展。一些减排

航空和全球大气特别报告，技术转让方怯论和技术问题

政策将对气候变化以外领域产生很大效益：如减少健康

特别报告（ SRTT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SRES ）和土

问题；增加就业；减少环境负面影响（如大气污染）；保

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特别报告

护和加强森林，土壤和水流域；减少增加温室气体排放

(SRLULUCF ）。

的扭曲性补贴和税收；并引发技术进步和推广扩散以实
现更广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样，满足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发展道路将产生更低的温室气体排放。（见 1.3, 1.

；成排温室气体的实质

4, 2.2.3, 2.4.4, 2.5, 7.2.2, 8.2.4)

2. 气候变化2问题具有独特的特点。它是金球和沃
期（可长达几个世纪）问题，涉及气候、环境、经济、

5. 国家阔、区域间和代际问技术、自然和财政资

政治、体制、社会和技术领域复杂的相互作用。它会对

源的不同分配和不同的减排成本是分析气候变化减排措

更广泛的社会目标（如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产生国际

施的关键考虑因素。许多关于未来各国不同的减排要求

性和代际间的影响。响应气候变化的决策带有不确定性

和相关公平问题的争论也考虑了这些情况 5 。应对气候

和风险，包括可能的非线性和／或不可逆变化。（见 1.

变化挑战提出了公平性这个重要问题，即气候变化和减

2.5, 1.3, 10.1.2, 10.1.4, 10.4.5)

3

排政策在什么程度上产生或加剧了国家内和国家间以及
地区间的不平等。因此，所有稳定浓度情景（除了不采

3. 不同的发展道路斗会产生非常不同的温室气体排

用新的气候政策也将达到稳定的情景，如 Bl ）假设发达

放。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以及本报告评估的减排情景说明

国家和其他经济转型国家将首先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

减排行动的性质、程度、时间和成本取决于社会经济和

排放 6 。

技术发展道路，以及希望达到的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
（见图 SPM - 1 中 C02 总排放的例子）。低排放的发展

6. 低排放情景要求采取不同的能源资源开发模式。
图 SPM-2 将 SRES 不同情景下 1990 年至 2100 年累积

碳排放与全球化石燃料储量 7 和资源的含碳量作了一番
比较。图中显示 21 世纪化石燃料资源丰富，以至于碳排

放没有极限。但不同于相对较多的煤炭和非常规的石油
1 减缓定义为人为地减少温室气体源排放或增加汇。

和天然气储量，常规的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或石油资

2 在 IPCC ，气候变化指无论由自然变率或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随
时间的任何变化。该术语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不同，在该公约中
气候变化指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气候变化，该变化会改
变全球大气成分，它不包括在响应的时段内观测到的自然气候变

率。
3 指总报告中的章节。

5 公平性有几种类型，包括基于分配、结果、过程、权利、义务、

4 在本报告中“不同的发展道路”指所有国家的社会价值、消费

贫困和机会等，反映了对政策的公平性不同的期望值及结果。（见

和生产模式产生的不同的可能情景，包括但不局限于延续当今趋

1.3, 10.2)

势的情景。这些道路不包括另外的已实施的气候计划（不包括情

6 所有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偏离了基准线，当稳定目标更低或基

景，不明确要求实施 UNFCCC 或实施京都议定书的排放目标），

准情景更高时，全球排放偏离将产生的更早。这些情景有不确定

但包括其他间接影响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的假设。

性，因为没有考虑公平性影响，以及如何实现它和它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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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PM-1 ：参考情景与稳定浓度情景之间的比较。此图分为 6 个部分，每一部分代表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SRES ，见框 SPM-1 ）中的 一

组参考情景。每一部分表示的是 SRES 参考情景组下（灰色）和 TAR 中 二氧化碳浓度稳定的减排情景下（其它颜色）的全球二氧化碳排
放量（ GtC ）。 Al 系列分为三个组（平衡的 AlB 组（图 SPM-la ）、非化石燃料 AlT 组（图 SPM 一 lb ）及高比例的化石燃料 Al FI 组（图
SPM 一 le), Al 系列相关的减排情景的 二氧化碳浓度分别稳定在 450 、 550 、 650 和 750ppmv ；图 SPM 一 ld 中 A2 组的浓度分别稳定在
550 和 750 ppmv ，图 SPM-le 中 Bl 组的浓度分别稳定在 450 和 550 ppmv ，图 SPM-lf 中 B2 组的浓度分别稳定在 450 、 550 和 650

ppmv 。报告没有稳定浓度为 lOOOppmv 的情景。此图表明稳定浓度越低基准排放越高，贝 lj 排放差距越大。高低情景间的排放差距有可能
与同一情景组中参考情景和稳定情景间的排放差距 一样大。虚线表示的是重叠范围的边界。

源量中的含碳量比将 450ppmv 或更高浓度（本文引用

？原结构将发生变化并将出现新的能源形式。能源结构改

这个特定浓度水平并不表示人们一致同意要将温室气体

变及相应的投资将决定稳定温室气体的浓度水平和成

浓度稳定在这个水平）的二氧化碳浓度稳定情景容许的

本。目前这类投资绝大部分用来勘探和开发更多的常规

累积碳排放量要少得多。这些资源数据暗示在 21 世纪能

和非常规化石资源。（见 2.5.l,

2.5.2, 3.8.3, 8.4)

限制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增强碳汇的选择
丁．自 1995 年 SAR 以来，温室气体减排在技术上取
7 这里的储量是指按照现有技术和价格，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可以开

采的蕴藏量 。资源是指地理和 ／ 或经济特性不明确的、但在可预见
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条件下有开发潜力的蕴藏量。而资源底数包括储

得重要进展，并且比预期的速度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各种技术都取得了进展：例如风力发电机的市场导入，生

量和资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称之为“附加资源”的额外资源

产己 二酸排放的 N1 0 和生产铝排放的氢氟碳化物的大量

量，它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确知蕴藏量 ，也 ／ 或者无法确知其经济

减少，高效的双燃料发动机汽车，燃料电池技术的进步和

意义或者没有经济意义 。 （ SAR ，第二工作组）。非传统化石燃料资

地下二氧化碳储藏示范。减排技术措施包括提高终端利

源指焦油沙 、 页岩油 、 其他种类的粗石油、煤层甲烧等等 。

用效率，节能技术，转向低碳和可再生生物质燃料，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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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SPM一 1

IPCC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SRES ）中的排放情景

Al. AI 情景系列对全球未来的描述如下：

经

口高峰同样出现在本世纪中叶然后下降。但不同的是

济高速增长、全球人口高峰出现在本世纪中叶然后下

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服务和信息经济的比重更高，

降、快速引进新的和更高效的技术。最重要的假设是

材料强度降低，清洁和高效技术的引进。 Bl 强调的是

地区间趋同、能力建设和增加的不同文化和社会的相

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全球解决方案，包括提

考虑透、各地区间人均收入的差距快速减小。根据能

高公平性，但不采取额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

源系统内技术变化趋势的不同， Al 情景系列分为 3
个组：高比例化石燃料（ AIFI) ，非化石能源（ Al T),

B2. B2 情景系列对全球未来的描述如下：强调经

平衡的各种能源（ AlB) （平衡的定义是不过分依赖

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地区解决方案。全球人口

某种特定能源，假设各种能源供应和终端技术都以相

将持续增长，但速度低于 A2 ，适当的经济发展，比 Bl

似的速度发展）。

和 Al 慢但是更多样化的技术进步。 B2 也强调环境保
护与社会公平，但其关注的焦点在地区层次上。

A2 .

A2 情景系列对全球未来的描述如下：巨大

的地区间差异。最重要的假设是自力更生和保护地区

在每个情景系列中选了 一个解释性的情景，分别

的特性。地区间生育模式趋同的速度非常慢，这导致

是 A 1B, A 1FI, A 1T, A2, B 1 和 B2 ，这 6 个情景的

持续的人口增加。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不一致，人

合理性应该是相同的。

均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都比其它情景系列慢。
SRES 情景不包括额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

Bl. Bl 情景系列对全球未来的描述如下：与 Al
情景系列相同的趋同世界，与 Al 具有相同的人口，人

这意味着无一情景执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
考虑了京都议定书中的排放目标。

放技术，改善能源管理，减少工艺过程排放，碳分离和

及使用和延长核电厂寿命，低碳能源供应系统将

储存。（见 3.1, 4.7)

做出重要贡献。 2010 年后，化石和 ／ 或生物质能
电厂的碳排放将通过燃烧前或后的碳去除和储存

表 SPM-1 总结了很多行业研究的结果，大部分是项

大幅度减少排放。对环境、安全、可靠性以及核

目、国家和区域级的，部分是全球级的，表中给出了 2010

照率的雪盖森林被相对高反的区域而（见 3.8.4)

年至 2020 年间温室气体减排潜力的估算。关键发现如

·

农业部门，反色动物、水稻田，氮肥使用和牲畜

废物的甲烧和 N10 的排放可以减少。（见 3.6)

下：
数百项建筑，交通和制造业的终端能效技术和实践

· 根据应用的情况，氟类气体的排放可以通过改变

占总潜力的一半以上。（见 3.3, 3.4, 3.5)

工艺过程，改进回收，再循环和储藏而被降低到

至少到 2020 年，相对便宜和丰富的化石燃料的供应

最少，或通过采用其他化合物和技术而被避免。

和转换将保持主导地位。在可得到经济输送的地方，

（见 3.5 和第三章附件）

伴随着提高转换效率和更多使用联合循环和 ／ 或热

·

电联产厂，天然气将在减排上起重要作用。（见 3.8.4)

综合表 SPM-1 中各部门的减排潜力，考虑了从一

通过林业、农业的副产品的生物质能，市政和工业

些研究所能得到的部门和技术潜力重叠的可用信息，给

废物用作能源，在有适合的土地和水资源的地方精

出全球的减排潜力的估计。一半的减排潜力可在 2020 年

心种植能源作物，土地填埋的甲烧，风能和水能，以

以直接效益（节能）大于直接成本（净资本，运行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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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PM-2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与资惊量中的碳、 1860

1998 化石燃料排放的碳和一些 SRES•I背景及 TAR 稳定情景中 一 直到 2100

年累积排放的碳之间的比较。左边的柱状表示的是资源和储量的数据（章节 3.8.2 ）。非传统油气包括沥青沙、油页岩、其它重油、煤
层甲皖、深层高压气和含水层中的气体等，不包括约为 12, OOOGtC 的气体水化物（络合物）。情景柱状显示 SRES 参考情景与各 二 氧
化碳浓度稳定情景均集中在一定范围内。如果 2100 年时 SRES 情景中的浓度等于或小于稳定情景中的浓度，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情景将
导致稳定的二氧化碳浓度。

护成本）来实现，另一半以直接成本最高至 100 美元／

这些研究没有覆盖每个行业和地区。表 SPM-1 中列出的

吨碳（ 1998 年价格）而实现。采用的贴现率为 5 - 12%,

减排潜力变化范围反映了它们依据的这些研究的不确定

与公共部门的贴现率相当。私营部门的内部收益率差别

性（见框 SPM-2 ）。（见 3.3 - 3.8 ）。

很大，通常很高，影响了私营企业对这些技术的应用程

度。

8. 森林，农业用地和其他陆地生态系统提供很大的
减排潜力。尽管不必是永久的，保护森林和国碳将为进一

根据不同的情景，这能使全球排放以所述的净直接
成本在 2010

步开发和实施其他措施提供时间。可以通过三种策略进

- 2020 年时减少到 2000 年水平以下。实现

行生物减排： a ）保护现有的碳库； b ）扩大碳库来增加固

这些减排包括附加的实施成本，在某些情况下将很高，需

碳； c）用可持续生产的生物产品，如用木材替代能源强度

要政策支持（女口第 18 段描述），增加研究与开发，有效的

高的建材和用生物质替代能源（见 3.6, 4.3 ）。如果能够

技术转让以及克服相关障碍（见第 17 段）。这些问题，以

有效防止碳泄漏，保护受到威胁的碳库将有助于减排，并

及没有包括在此估算的成本和效益将在第 11 、 12 和 13 段

且只有着手解决了导致毁林和损害碳库的社会经济动因，

讨论。

保护碳库才是可持续的。碳吸收反应了生物生长的动态
过程，通常慢慢开始，到达顶峰后又进入几十年到几百年

本报告评估的各种各样的全球、区域、国家、部门以

的衰退期。

及项目级的研究所覆盖的范围和采用的假设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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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PM-1

: 2010 年和 2020 年温室气体减排潜力估算（章节 3. 3-3. 8 和第 3 章附录）
1990年排放
E
』E
三主

部门

建筑 a
仅涉及 C02

I (MtCeq/ yr)

1650

Ceq 年平均

2010 年减

2020 年减

增长率（%）

排潜力

排潜力

1990一 1995

(MtCeq/yr)

(MtCeq/yr )

1.0

700-750

I 避免 1 吨碳排放的净直接成本

1000- 1100

大多数减排能在负成本下实现
大多数研究表明净成本小于 $25/tC,
但有两个研究结果表明成本将超过

交通
仅涉及 C02

1080

工业
仅涉及 C02

2300

100-300

~

一原材料效率：
工业

200

~

600

170

1250-2800

1350 750

N20 减排成本为 $0一$10/tCeq

少数成本可能为负

！ 从垃圾填埋回收刚甲烧的成本为负，

仅涉及甲：皖

能源供应和转换 ，

成本不确定

｜ 大多数减排成本为 $0一川C呵，

不可获得

废弃物 b

蒙特利尔协议书
的替代
非 C02 气体

l 一半以上能在负成本下实现

I

农业 b
仅涉及 C02
非 C02 气体

$50/tC

.4

一能源效率：

非 C02 气体

300-700

其它 25% 的成本为 $20/tCeq.
。

不可获得

~

100

不可获得

约一半的减排是由于研究基线和SRES
基线值的不同引起，另一半的减排成
本在 $200/tCeq 以内

I （叫

1. 5

50-150

350-700

总计

｜ 存在有限的负成本减排：许多措施的
减排成本小于 $100/tCeq

仅涉及 C02

1900-2600e 3600-5050e

a 包括电器、建筑物和附属物。

b 农业的大范围主要是由于存在于土壤 C02 和 N20 排放中的很大的甲烧不确定性引起的。废弃物主要是垃圾填埋排放的甲烧。
其它由于化石燃料燃烧而排放二氧化碳部门的估算可以更为准确。

c 包含在以上的部门数据中。减排仅包括电力生产措施（燃料向气体 ／ 核能转变、

C02 收集和储存、提高发电效率和利用可再生

能源）。

d 包括第 3 章中的所有部门。不包括非能源排放源的 C02 排放（水泥生产： 160MtC ；燃气火炬： 60MtC ；土地利用变化： 6001400MtC ）和终端用户能源转换的 C02 排放（ 630MtC ）。如果加上炼油和焦炉气排放的 C02, 1990 年全球 C02 排放量（ 7100MtC)

将增加 12%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包括林业排放和碳汇减排措施。

e SRES 基准情景（包括京都议定书中的 6 种气体）预测的 2010 年和 2020 年的排放范围分别为 l 1,500-14,000 MtCeq 和 12,00016,000 MtCeq 。减排量预测结果与 SRES-B2 情景中的基准排放趋势一致。潜力的减少考虑了资本存量的常规周转。它们不局限
于成本效益措施，但不包括成本为 100 $/tCeq 以上的措施（不包括蒙特利尔协议中的气体）或一般政策下不可能采用的措施。

森林保护和碳吸收将产生更多的碳储存，如果这些

放。虽然自然干扰之后通常产生重新固碳，但管理这些

生态系统被自然或人为地严重干扰，将产生更高的碳排

干扰将对限制碳排放起到重要作用。替代产生的好处原

” a I IPCC第三次评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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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是无限延伸的。对农作物、木材和可持续生物能源

9. 走向低排放的道路很多，每个国家和地区应选择

产品的生产用地进行合理管理将为减缓气候变化带来更

自己的道路。模型结果麦师已知的技术措施8 ，足以实现

多的效益。考虑到土地使用的竞争问题和 S A R 和

相当大范围内的大气中 C02 浓度稳定目标，如550ppmv,

SRLULUCF 的评估，生物减排选择的全球潜力截止

450ppmv 或更低的放度稳定目标，但其实施需要与相关

2050 年达到 lOOGT 碳的数量级（累积量），虽然这有

的社会经济以及体制的改变相结合。为了达到这些稳定

很大不确定性，相当于同一时期化石燃料潜在排放量

目标，情景建议 GDP 单位碳排放必须在 1990 年水平上大

的 10-20% 。实现这一潜力取决于土地和水资源的可获

幅度降低。在本报告评估的每一个稳定浓度情景中，技术

得性，以及采用不同土地管理方法的程度。生物碳减排

进步和转让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关键的能源部门来

潜力最大的地区是热带和亚热带，迄今报告的有关生

说，几乎所有温室气体减排和稳定浓度的情景都以引入

物减排选择的成本估算变化很大，成本在热带国家从

高效的能源利用和供应技术，以及使用低碳能源为特点。

0 .1 美元 ／ 吨碳到 20 美元 ／ 吨碳，在非热带国家 20 一

但没有一种技术能满足所有的减排需求。非能源排放源

100 美元 ／ 吨碳不等。财务分析和碳计算方怯也不可

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提供了重大的减排潜力。国家间

比。另外，许多时候，成本计算不包括基础设施的成本，

和地区间的技术转让将扩大区域的选择范围，而且规模

合适的贴现，监测、数据收集和实施成本，土地的机会

经济和学习曲线将降低采取措施的成本。从这 2.3.2,

成本和维护或其它经常性成本，这些成本常常是或被

2.4, 2.5)

排除在外或被忽略。在成本范围低的一端被认为带有
低估的趋向，随着时间推移，对成本的了解和处理正在

10. 任会认坝、 P:if新和体制结构改变将为减缓气候

改善。若合理实施，除了减少大气中 C02 ，这些生物减

变化做出贡献。集体规则和个人行为的改变对温室气体

排选择通常会产生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例如，增加

排放将产生重要影响，但离不开复杂的体制和法规环境。

生物多样性，流域保护，加强可持续土地管理和农村就

一些研究认为当前的激励体系通常鼓励资源密集的生产

业）。它们还可能减少或增加非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

和消费模式，这种模式增加所有部门（例如交通和住房）

（见 4.3, 4.4)

的排放。在短期内，引入社会创新有改变个人和组织行为

的可能性。从长远看，社会创新与技术进步相结合可以加
强社会和经济潜力，

“由谁支付”喜好和文化准则转向

低排放的和可持续的行为时。这些创新会遇到阻力，可以
通过在决策中增加公众参与来解决。这将为人们实现可
框 SPM-2

估算成本和效益的方法及其不确定性

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增加新的途径。（见 1.4.3, 5.3.8,
10.3.2, 10.3.4)

由于很多因素，定量估算减排措施的成本和效

益存在很大差异和不确定性。 SAR 评估了两种估
算方法：自底向上法，即第 7 段中描述的对每个行
业和技术进行评估，由上至下法，即第 13 段描述
的宏观经济研究。两种方法的估算结果不同，但自

SAR 以来，差距正在缩小。即使消除差距，也还存
在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在任一既定假设条件下检验
单一因素的变化引起减排成本的变动来评估不确定
性的影响，前提是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恰
当的处理。

8 “已知技术措施”指正在运行或中试的技术，与本报告讨论的减
排情景中的含义相同 。 它不包括需要显著技术突破的新技术 。 因
此，考虑到情景的时间范围为下个一百年甚至更长，这个结论可能
是较保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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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失灵。减少市场或体制失灵和其他阻碍经济有

效的减排措施的障碍，将降低私人成本。
11. 对减排行动的成本和效益的估算各有不同，原

附带效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将对其他社会

因是：“）我们如何衡量福利不同： （2） 分析的方法和

问题产生影响。例如，在某些国家减少温室气体的

范围不同：以及 （3 ） 分析所用的主要假设不同。因此估

排放将同时减少地区的和区域的大气污染。还将对

算的减排措施的成本和效益可能不能真实反映减排行动

交通，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废物管理和其他社会

的实际成本。关于（ 1) 和（ 2 ），估算成本和效益涉及到

关注的问题产生影响，如就业和能源安全。但是，不

税收收入返还，以及如何考虑实施和交易成本、影响分

是所有的影响都是正面的。谨慎的政策选择和设计

布、多种气体、土地利用选择、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效

将保证正效益并减少负效益。在某些情况下，减排

益、附带效益、无悔机会 10 、外部成本以及非市场影响等

措施产生的附带效益可以与减排措施的成本相比，

问题。估算过程包括以下假设：

因而增加了无悔措施的潜力。当然效益估算很困难

人口变化，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结构；人口的流动性

并且偏差也很大。（见 7.3.3,

增加；技术革新包括提高能效和获得低成本能源；

8, 9.2.10)

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无政策（基准线）

双重红利。有某些手段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如税

情景中的财政和价格扭曲。

收或拍卖排放许可证）。如果将此收入用来降低

减排目标和时间。

现在的扭曲性税收，这些收入将减少温室气体减

有关执行措施的假设，如排放贸易的范围，清洁发

排成本。这种抵消的程度取决于现在的税收结

展机制（ CDM ）和联合履行 (JI 唱法规以及自愿协

构、减税的类型、劳动市场条件和税收返还的方

议 11 ，和实施这些机制的交易成本。

式。某些情况下，减排的经济效益超过了减排成

贴现率：因为时间跨度大，使假设的贴现率变得非

本。（见 7.3.3,

8.2.4, 9.2.2 - 9.2.

8.2.2, 9.2.1)

常关键，对合适的长期贴现率没有共识，但文献显
示越来越多的人在考虑采用随时间逐步下降的贴现

13. 正如第 11 段历叙述的一样，不同研究之 l可以及

率，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贴现率从而赋予远期发生

不同地区之阅附件 B 国家实施 K友都议定书P 的成本乡

的效益更大的极重。它应区到于市场交易中私入采

不相同，主要取决于《京都议定书》灵活机制的使用以及

用的更高瞅瞅率。叽 7.2, 7.3, 8.2.1, 8.2.2, 9. 峨

它们与国内措施相互作用的假设。绝大多数的金球范国
研究利用国际能源经济模型来分析和比较这些成本，其

12. 减排政策可以利用以下的无悔机会，将一些温
室气体排放源的净减排社会成本降低到零或负数（见

中有 9 个研究得出对 GDP 的影响口如下（见 7 .3.5' 8.

3.1, 9.2.3, 10.4. 的 1

7.3.4, 9.2.1):

附件二国家 13 ：在没有附件 B 国家排放贸易的情况
下，大多数研究预测在不同的附件二地区， 2010 年 GDP

总损失大约为 0.2-2% 。实行附件B 国家14完全排放贸易，
9 附带效益指针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产生的连带的或副效益。这
些政策不仅会影响温室气体排放 ， 还会对资源利用效率产生影响，
如减少与化石燃料使用有关的地方和地区性污染物排放，还会影

响到交通、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就业、燃料安全等问题 。 有时称
之为“附带影响”，以反映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负效益。

10 与 SAR 中 一致，无悔机会指可以减少能源成本，减少地方 ／ 区
域污染，效益等于或大于社会成本的措施，不包括避免气候变化
带来的好处。

12 还有许多研究更详细精确地考虑了各种不同的政策，成本估算
结果范围更大（见 8.2.2 ）。

1 3 附件二 国 家 ： UNFCCC 附件二 中列举的国家，包括 OECD 组织
中的全部发达国家。

11 自愿协议指政府部门与一个或多 个私人团体达成的协议 ， 或被

14 附件 B 国 家指京都议定书中附件 B 包括的国 家， 它们已经同意

公共部门认可的单边承诺，以实现超出法规规定以外的环保目标

温 室气 体排放目标 ， 包括除土耳其和白俄罗斯的所有附件 l 国 家

或改进环保性能 。

( 1998 年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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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2010 年 GDP 损失为 0.1-1.1%15。这些研究包括

C02 浓度稳定在越低水平，成本越高。基线不同将对绝

了在第 11 段中列出的广泛的假设。本段介绍的模型结

对成本产生强烈影响。将大气中 C02 浓度 750ppmv 降

果采用的假设是全部实行排放贸易，没有交易成本。模

低到 550 ppmv ，成本的增加是中度的，从 550 降低到

型也没有包括汇或其他非 C02 温室气体。没有附件 B 排

450ppmv 时，成本增加的幅度很大，除非基线情景很低。

放贸易的情景假设各个地区内部完全使用国内排放贸

这些结果没有考虑碳汇，非 C02 气体以及更高的稳定目

易。没有包括 CDM 、负成本措施、附带效益或有目的

标对技术进步的诱发作用飞每个稳定浓度目标对应的

的税收返还。对于所有地区，还有以下因素可以影响成

成本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贴现率，减排额随时间的分

本：

配，采用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对基线情景的选择。以

限制附件 B 排放贸易的使用，实施这些机制产生的

地方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情景，所需要的达到

高额交易成本，以及低效的国内行动都将提高成本。

特定浓度稳定水平的成本比其他情景 17 低很多。（ 2.5.

· 包括第 12 段中提出的包括无悔机会 10 的政策和措施，

2, 8.4.l, 10.4.6)

执行 CDM ，碳汇，非二氧化碳气体都会减少成本。

每个国家各色的成本差别会更大。

15. 任何一种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的经济成本和效益
在各部门阔的分布是很不平均的：可以通过合适的政策

模型显示京都议定书机制对控制一些国家可能产

在不同程度土降低减拼成本。一般来说，蒙受损失者相对

生的高额成本风险起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补充国内机

于获利者而言，他们的经济成本遭受的损失更加立竿见

制。同样，它们可以减小不公平的国际影响并平衡边际

影、集中、且必然。采取减排政策，煤炭、可能还有石油

成本。全球研究表明，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执行京都

和天然气及某些能源强度高的部门，如钢铁生产将极可

目标的成本从 20 美元／吨碳到， 600 美元／吨碳，在

能遭受经济损失。而其他产业，包括可再生能源产业和服

附件 B 国家排放贸易的情况下，成本从 15 美元 ／吨碳

务业将通过价格变化和获得本来会投向碳强度高的部门

到 150 美元／吨碳。这些机制能够降低多少成本取决于

更多的资金和资源而长期受益。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政

实施的细节，国内机制与国外机制的互补，约束及交易

策将通过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增加社会整体效益，应用

成本。

《京都议定书》节）。减少实现附件 B 目标的经济成本。
泄漏，型政策，例如减免碳强度高的产业税收，将重新分

经济转型国友；对于绝大多数这类E友，对 GDP 的

配成本，同时会增加社会总成本。大多数研究表明，碳税

影H刷A忽略不if到增加几个百分点不等。这表明经济转

将对低收入人群产生负面的收入影响，除非用税收收入

型国家拥有附件二国家所没有的提高能效的机会。假设

如资产、或间、地补偿。（见 9.2.1)

能源效率大幅度提高和 ／ 或一些国家经济继续衰退，第
一个承诺期的分配数量将超过预期排放。这样，模型显

16. 已经很好地建立了附件一国家的减拼约束，尽

示由于对分配数量进行排放贸易获得收入， GDP将增长。

管可能会对非附件一国家产生溢出效应 180 （见 8.3.2,

但是对某些转型国家来说，实施京都议定书会产生与附

9.3)

件二国家相似的影响。

14.

百年尺度的成本有效性研究估算，将大气中

16 引发的技术进步是一个新近兴起的讨论领域。 TAR 所评估的那
些研究百年时间跨度的 C02 浓度与成本之间关系的文献没有一个

论及过引发的技术进步。有些研究引发的技术进步的模型表明，在
15 可以用很多表格显示成本 。 例如，如果附件 B 内实行贸易，发达

相似的 GDP 增长率但不同的政策体制条件下，百年时间跨度的放

国家执行京都议定书的年度成本为 GDP 的 0.5% ，这意味着每年

度将不同（见 8.4.1.4 ）。

1250 亿美元，或者到 2010 年 OECD 国家每人花 125 美元，（情景

1 7 见图 SPM一 l ，在达到给定稳定浓度的目标时，基准情景对需要

特别报告中的假设）。它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是 10 年内每年减少

采取的减排措施的影响。

0.1% 。

1 8 隘 出效应只考虑经济影响，没有考虑环境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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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预期的GDP将降低，预期的石油收入减少19。有
一个研究结果说明， 2010 年，在没有排放贸易的情

17. 成功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措施需要克服许多技术、

况下， GDP 最低损失为 0.2% ，有附件 B 排放贸易时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行为和 ／ 或体制上的障碍，

GDP 损失为 0.05%20 。 2010 年，在没有排放贸易的

它们阻碍了实施减排措施带来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机

情况下，研究结果中石油收入损失最高的为 25% ，有

遇。各区域和部门存在的潜在减排机会和障碍类型各不

附件 B 排放贸易时，：油收入损失最高为 13% 。这

相同，并随时间变化，自然系统、力不同造成的。在任

些研究没有考虑附件 B 国家排放贸易以外的政策和

何国家穷人采用技术或改变他们的社会行为的机会有

措施 21 可以减少对非附件一石油出口国的影响，因

限，特别是他们不属于现金经济的情况下，并且绝大多

此估算结果可能夸大了这些国家的石油成本和总成

数国家可以从创新的财政和体制改革以及消除贸易障碍

本。非附件一石油出口国家通过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中受益。在工业化国家，未来的机会主要来自于消除社

根据碳含量调整能源税收，增加天然气的使用以及

会和行为障碍。对于经济转型国家，机会源于价格合理

经济多元化，者刚等进一步减弱这些国家所受到的影响。

化。在发展中国家，机会源于价格合理化，获得数据和

其他非附件一国家：它们还可能由于 OCED 国家对

农业和先进技术的可获得性，财政资源，培训和能力建

高碳产品进口需求的减少，需继续进口的高碳产品

设。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消除任何一组障碍都将带来机

价格的提高而受到不利影响。这些国家将从燃料价

会。（见 1.5, 5.3, 5.4)

格降低，增加高碳产品的出口和转让环境友好技术
和诀窍中受益。一个国家的净平衡取决于哪些因素

18. 如果采取一揽子政策手段限制或减少温室气体

起主要作用。这些复杂性使我们不能确定赢家和输家。

排放，将使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更为有效。一揽子气

． 碳泄漏22：碳强度高的产业可能会转移到非附件一国

候政策手段可以包括（视国情而定潜在行排放税／碳税／

家，并且由于价格变化对贸易流动产生的更广泛影响

能源税，可交易或不可交易排放许可证，补贴，押金／退

将导致于20% 的碳泄漏（见 8.3, 2.2 ）。已实衍的

款制度，技术或性能标准，产品禁令，自愿协议，政府支

减免高能耗产业税收的做法和其他因素将不太可能

出和投资，以及支持研究和开发。各国政府将采用不同

造成更高的碳泄漏，但会增加总成本。但模型未予

的评估标准，这将导致不同的措施组合。文献一般没有

考虑的技术转移（环境友好技术和技术诀窍的转让）

特别偏好那种政策手段。年的排放。下，市场手段会经

有可能能够减少碳泄漏并在长期内抵消泄漏。

排放途径特别是在对其建立了管理能力的地方。能效标
准和性能规定已被广泛采用，有时优先于市场手段。近

期以来，自愿协议被更频繁使用，有时超过了采用严格
措施。人们也越来越强调通过信息运动、环保标志以及
绿色市场的单独使用或者与激励性补贴结合使用，来教

育和影响消费者或生产者的行为。由政府或私营部门支

19 六个研究的详细内容见表 9.4 。
2。这些估算的成本以 2000 - 2010 年的 GDP 增长率的差表示。没

持的研究和开发很重要，这将推动减排技术的长期应用

和转让。（见 6.2)

有排放贸易情况下，每年 GDP 增长率减少 0.02% 。附件 B 排放贸
易情况下，每年 GDP 增长率减少 0.005% 。

21 这些政策和措施包括：非 C02 气体和非能源排放源的其他所有

19. 将气候变化政策与国家和部门的非气候目标政

气体；汇的抵消；产业调整（如能源生产向能源服务转变）；利用

策整合在一起，并转化成内容更广泛的渐进式战略，以

OPEC 的市场力量：以及投资（附件 B 国家），保险和技术转让。另

便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减缓气候变化所必须的长期社会经

外，这些研究通常没有考虑以下可以减少总成本的政策和措施：税

济变革，可以使减排变得更加有效。如同气候政策将产

收返还或支持其他减排措施减少化石燃料使用产生的环境附带效
益；减排政策引发的技术进步。

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附带效益一样，非气候政策也会

22 碳泄漏是指由于附件 B 国家实施减排造成非附件 B 国家排放的

产生气候效益。有可能通过将气候目标纳入一般社会经

增加，以占附件 B 国家减排量的百分比表示 。

济政策而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许多国家，能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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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碳强度还取决于能源基础设施开发、价格和税收政

式过渡，可以将现有资本存量被迫提前退役的风险和成

策这些更广泛的规划。采用先进环境友好技术可以为实

本降低到最小。早期减排也为技术开发腾出了时间，避免

现环境友好发展提供机会，并同时避免温室气体强度高

人类被过早锁定在必须快速发展低排放技术的早期思维

的活动。应特别注意促进向中小型企业转让技术。另外，

模式中。另 一方面，更有进取心的早期减排行动还能够减

在国家综合发展战略中考虑附带效益将减少气候行动的

少气候急剧变化所引发的环境和人类风险。

政治和体制障碍。（见 2.2.3,

2.4.4, 2.4 . 5, 2.5.1, 2.

5.2, 10.3.2, 10.3.4)

它还将剌激现有低排放技术的快速推广，为将来的
技术变化提供强有力的近期激励机制，以免被锁定在高

20. 国家l司和部门间的协调行动存利于降低减拼成

碳排放技术上，并允许我们将来随着对科学认识的加强

本、解决竞争问题、减少与国际贸易规则的潜在冲突及

币制定更严格的目标。〔见 2.3.2, 2.5.2, 8.4.l, 10.4.

碳泄漏问题。 一组想限制其总体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将

立， 10.4. 到

同意执行经过精心设计的国际措施。也京都议定书》中规

定的措施和本报告中评估的措施包括：排放贸易、联合

23. 以丁三者两两相关，即国际规则的环境存放性、

履行（ JI ）、清洁发展机制（ CDM ）；本报告中评估的其

气候政策的左右本存放性和协议的公手性。任何一个国际

他国际措施包括：协调的或和谐的排放税 ／ 碳税 ／ 能源

制度可以设计成为既有效率又很公平。本报告评估的文

税、单一 的排放税 ／ 碳税 ／ 能源税、技术和产品标准、行

献以国际制度总体的形式展示支持这些目标的不同的战

业的自愿协议、资金和技术的直接转移、共同酝酿削减

略，包括如何通过适当地分配任务和奖励条件，使参与某

但采取了土地和实施环境。但是到目前为止，仅有某些

一制度更具有吸引力。尽管分析和谈判经常侧重于如何

地区考虑实施部分的这些措施。（见 6.3, 6.4.2, 10.2.

减少系统成本，文献还认识到制定一个有关气候变化的

7, 10.2.8)

有效制度必须对可持续发展和非经济问题给予更多的重
视。（见 1.3 ,

10.2)

21. 气候变化政策制定本质上是带有很多不确定性

的、与时俱泣的新透过程。文献建议谨慎的风险管理战

认识上的差距

略需要仔细考虑结果（包括环境和经济结果）、可能带来

的风险和社会对风险的态度。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年代

24. 在以往的IPCC 评估报告中我们在认捉土已经肢

的人对风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因此本报告再次确认了

得了一些进步 ， 包lf§M拌学、技术、环境、经济和社会等

SAR 的研究结论，即有关气候变化进程、影响及社会晌

角度来认识减缓气候变化。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包括在

应的更多更好的信息一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在稳、定自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是必要的，它们可以加强未来的评估、

标依然处于讨论之中时有可能不得不作出近期的气候变

尽可能地减少不确定性，并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提供

化决策。文献建议应逐步来达到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目

足够的信息。

标。这也将涉及如何减少行动过火和行动不足带来的风

险。相关的问题不是“什么是未来 100 年内最好的道路”，
而强“在气候变化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什么

是近期最好的道路”。（见 10.4.3)

以 r是日蔚人类的知识与决策要求仍存在很大差距
的建议优先研究的领域：

· 进一步探索技术和社会创新措施的区域、国家和部
门内的具体潜力。这包括有关近期、中期和长期的 二

22. 本报告证实了SAR 的结论，即早期的减缓行动 ，

氧化碳、非二氧化碳与非能源减排措施的潜力和成

包括一盘子的减排措施、技术开发以及减少科学认识的

本，了解不同区域间的技术推广，识别社会创新导致

不确定性等等，能够增强人们为稳定大气中温室气 体浓

的温室气体减排的机会，综合分析减排措施对陆地

度的行动的灵活性。最佳的减缓措施组合随时空的变化

系统碳流入和流出的影响，“地理”工程领域内的一

而变化。 SAR 以来的经济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在近

些基本问题。

期就促使世界能源系统偏离现状逐渐向低碳经济发展模

有关所有国家减缓气 候变化的经济、社 会和体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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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优先领域包括分析区域性特定的减排措施和障

性和社会、经济、生态风险的决策分析框架；改进

碍、有关公平性评估的含义、在综合评估领域发展

全球模型和相关研究，以及他们在处理和报告非附

适当的方法和改善的数据来源以加强减缓气候变化

件一国家和地区时的假设及相容性。

和能力建设、加强未来的研究和评估，特别是在发

在发展、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的框架内评估减缓气候

展中国家。

变化的措施。例如，探索不同的发展途径，包括交

减排措施的潜力和成本分析方法，特别关注结果可

通部门在内的各部门的可持续消费模式、对减缓和

比性。例如，表述和度量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障碍；

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综合分析、识别气候变化政策

使减排模型技术更相容、可复制和可获得；对技术

和一般性的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结合起来的可

进步过程的建模；改进评估附带效益的分析工具，

能性、代内间和代际间有关减缓气候变化的公平性

如在温室气体和其它污染物之间分担减排成本；对

的综合分析、公平性评估方面的含义、分析在多种

不同温室气体稳定的情景，系统地分析成本对基本

稳定政策体系下减排选择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含

假设的依赖性；开发在指定气候政策时处理不确定

义。

l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技术摘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三工作组报告
工作组或委员会届会“接受” IPCC 报告，指该材料未经逐行讨论并取得 一致意见，但它对所涉及的主题仍提出了全面、客

观和平衡的观点。

主要作者：

Tariq Banuri （巴基斯坦） , Terry Barker （英国） , Igor Bashmakov 俄罗斯） , Kornelis Blok （荷兰） , John Christensen （丹
麦） ,

Ogunlade Davidson

Jochem

（德国） ,

Pekka Kauppi
（挪威） ,

Snorre Kverndokk
Moreira

（塞拉利昂） ,

（巴西 1),

Michael Grubb

（芬兰） ,

Olga Krankina

Anil Markandya

Tsuneyuki Morita

（英国） ,

（日本） ,

（英国） ,

Kirsten Halsnaes

（俄罗斯） ,

Bert Metz

Jiahua Pan

（中国） ,

（丹麦） ,

Alan Krupnick

（荷兰）

Catrinus Jepma

（美国） ,

（荷兰），

Eberhard

Lambert Kuijpers

（荷兰），

, William R. Moomaw （美国） , Jose Roberto

Lynn Price

（美国） ,

Richard Richels

（美国） ,

John

Robinson （加拿大） , Jayant Sathaye （美国）， Rob Swart （荷兰） , Kanako Tanaka （日本） , Tomihiru Taniguchi （日本），
Ferenc Toth

（德国） ,

Tim Taylor

编审：

Rajendra Pachauri

（印度）

（英国），

John Weyant

（美国）

气候变化 2001

1.

报告范围

｜ 综合报告

现温 室气 体的减排。通过吸收近期进行的、将政策评估

纳入到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气候变化分析结果，本次评

1 . 1 背景

估推进了这一进程。这一范围的扩展与相关的气候变化
文献的进展是一致的，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8 年召开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IPCC)

对可持续发展认识的重要程度一致，这包括第 3 条第 4 款

全会就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TAR ），责成第三 工作组

提出的“各缔约方有权利并且应当促进可持续发展”。因

对减缓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环境、经济和社会等方

此，这次评估致力于缩小早期评估中存在的认识上的差

面进行评估。这样一来，本工作组的授权就从第二次评

距。

估报告（ SAR ）对气候变化（包括适应）的经济社会尺
度主流科学的评估，转为对控制温室气体（ GHG ）排放
和 ／ 或增强温室气体汇的选择的、跨学科的评估。

气候变化涉及到有关气候、环境、经济、政治、制
度、社会和技术进步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它不能脱离

广泛的社会目标（如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或其它现存的
自第二次评估报告出版以来，气候变化减缓领域的

或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孤立地处理或理解。为了体现

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 1997 年达成的《联合国

这种复杂性，在分析气候变化及相应的挑战时已经出现

究，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 UNFCCC ）等政治变

了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泣，这些方法将人们对发展、公平

化的影响，本报告吸纳了这些研究成果并对它们进行了

和可持续性（ DES ）的关注（部分地和逐渐地）纳入到他

评估。本报告还吸收了若干 IPCC 特别报告 l 中的内容，

们的分析框架和政策建议中。每一种方法都强调问题的

以及在 1999 年到 2000 年期间，由 IPCC 与其他单位共同

某些要素，重点放在确定响应政策类型上，比如说：优化

主办的会议及专家会议、特别是有助于第三次评估报告

政策、提高制定和实施晌应政策的能力、加强减缓与适

撰写的会议成果。本报告的技术摘要分成 10 个章节。

应气候变化与其他社会目标之间的协调以及强化社会学
习。因此这些方怯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1. 2 拓宽减缓气候变化的背景
本章介绍了三类分析方法，他们的目标和分析工具
本章把减缓气候变化、减缓政策以及报告的其它内

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三种方法的着眼点分别为：效率与

容置于更为广阔的发展、公平和可持续性背景中予以探

成本一效果、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可持续性与社

讨，这体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规定的、

会学习。这三种方法之间的差异在于他们的出发点不同，

在寻求稳定温室气体浓度最终目标过程中需要遵循的条

而不在于他们的最终目标。尽管分析的出发点不同，许

件和原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稳定目标上强

多研究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将其他关注点纳入到分析框

调了三个条件：即“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

架中。例如，许多从成本一效果角度分析减缓气候变化

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

的研究，在处理成本、效益和福利时试图考虑公平和可

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发生”（第 2 条）。

持续发展因素。与此相似，强烈倾向于国家间公平的研

公约同时也提出了用于指导这一进程的几个原则：公平、

究，主张公平是为了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其国内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预防措施、成本有效性措施、可

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理念隐含着可持续性与效率双重

持续发展权利以及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第 3 条）。

含义。同样，关注全球可持续性问题的分析，则按照自己
的逻辑来对全球效率和社会公平构造案例，在模型中全

以前的 IPCC 评估报告试图通过对技术和政策手段

球效率通常是把物流和生产脱钩后进行模拟的。换句话

进行综合性的描述、分类和比较，以便推进这种努力，这

说， 三种分析角度都能引导作者将其研究出发点以外的

些技术和政策手段能用成本有效的、高效率的方式来实

问题用某种方怯来整合。这 三类分析都是用不同的、但
高度互补的方怯来探索减缓气候变化与发展、公平和可

l 特别是航空与全球大气特别报告 ，技术转让方法论和技术问题

持续性三个目标之间的关系。但是 ， 由于这三类分析针

特别报告，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以及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森

对的问题不同，而且关注不同的因果关系，采用不同的

林特别报告 。

分析工具，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叫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不存在对任何层面上的问题都特别适合的分析角度。

成本一效果分析也突出了有关发展和可持续性的其他措

本报告认为三个分析角度是高度协调的，最主要的差异

施所存在的类似敏感性。如前面所述，对于公平考虑的分

在于被问及的问题的类型和寻找的信息种类。实际上，现

析已经集中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上，特别是在公约第 3.

有文献已经包含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分析工具，包容而不

4款所表述的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各国对所考虑的情

是排斥从其他角度进行的分析。可以认为随着分析者对

景基准线及减排选择的范围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对一

不确定性问题的意愿和认识能力的逐步提高，气候政策

个特定的国家来说，可行的和 ／ 或所要求的气候政策明

分析的范围和程度被逐渐了解。

显依赖于其可获得的资源和体制、以及包括气候变化在

内的总体目标。如果承认各国之间的这种差异，就可能产
气候政策分析的第一个角度是成本有效性。它代表

生与目前所考虑的政策选择不同的范围，并可能揭示出

传统气候政策分析的领域，并且在第一次到第三次评估

不同部门在能力上的差异，也可能有助于非政府参与者

报告中均得到了很好的阐述。这些分析一般由下面的问

在改善自身的减排能力方面，正确评估自己能够做什么。

题直接或间接驱动，即在反映特定的社会经济预测下，对
于一个给定的温室气体排放基准情景，对全球经济发展

第三个角度是全球可持续性和社会学习。在可持续

最成本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应该是多少？在这个框架

性已经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纳入到了分析之中的同时，有

下，最重要的问题包括测定各种减排技术的性能指标，以

一类研究将全球可持续性问题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些

及如何消除阻碍实施那些对减排贡献最大的政策措施的

研究重点探讨各种不同的道路来实现全球可持续性发展，

障碍（如目前的补助金）。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的焦点

如何打破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关系以及如何打破依赖

已经集中在通过对减缓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

西兰的福利增长方式。举例来说通过生态智能型的生产

分析，来确定有效的途径。这种相互作用受公平和可持

系统、资源消耗少的基础设施和适当技术来打破经济增

续性考虑的制约，但并不受后者的主导。在这个层面上，

长对资源的依赖；通过适中的生产水平、生产系统区域化

政策分析几乎总是在现有的制度和个人偏好给定的条件

分工，以及改变生活方式来打破福利增长对生产的依赖。

下展开的，这些假设条件在十年或二十年的时间尺度内

从这一角度确定约束条件和机遇的一个比较流行的方法

可能是有效的，但对于几十年的时间跨度，这些假设条

是确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状态，然后研究可能的和所希

件可能更值得质疑。

望的转变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可能提出许多有
年于发达国家过去所追求的发展战略。

气候政策分析的第二个角度是公平性。促使气候政
策分析和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包括公平性考虑在内的推动

1.3 各种分析角度的综合

力，不仅仅是为了分析气候变化及减缓政策对全球整体

福利的影响，而且也为了研究气候变化及减缓政策对于

各国应该如何响应减缓挑战，以便充分考虑成本 一

现存的国家间和国内不公平问题的影响。有关公平与气

效果和效率、狭义的分配问题、广泛的公平性以及可持续

候变化方面的文献在最近的 20 年中已经明显增多，但对

性等目标？随着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深入，要回答如何才

于“什么构成公平”并没有达成共识。一旦将公平问题引

能最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威胁这一难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入到评估的议事日程，在探索有效的减排途径时，该问

实际上， 一旦认识到这些多领域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和古

题无疑将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那

求决策者和国际谈判者把那些气候变化范围之外的问题

些认为政策不公平的人们可能会阻碍、甚至抵制环境政

纳入其考虑范围之中，从而使决策者和国际谈判者面临

策，这些文献已经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根据这些研究结

的任务更加复杂。在过去央策者应该认识到：在这个广阔

果，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旦人们普遍认为某个减

的视野内制定新政策必须整合各种科学认识，而不是简

排战略不公平，就会反对这个减排战略，或者认为该战

单地以小部分研究人员或国家提出的抽象的学术理论或

略不是最优的（或甚至是不可行的，就象非附件一国家

者狭隘的地方利益为基础。成本一效果、公平和可持续

永远不参与减排的情形一样）。事实上，气候和本一效果

性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已经被确定为关键的

分析已经揭示了公平性措施对政策设计、国家前景和区

问题。万年间从未出现过目前这样的增长速率。任务之

域背景的敏感性，为应用这些文献奠定了基础。一些作物

一。 成本一效果、公平和可持续性与气候变化政策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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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综合报告

在统一 ，本身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宗旨

个分析角度得出的研究结果。减缓能力的决定因素包括

之一。

技术和政策选择的可获得性，以及承诺实施这些选择的

资源的可用性。这些决定因素都是第三次评估报告中的
日益增加的有关气候变化减缓的文献表明：对减少

关注重点，但第三次报告涉及的因素要比这些更多。减

温室气体排放量极其有效的政策可能不是简单地追求某

缓能力也取决于各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特色，例如，

个特定基准线下减排成本最低的政策。因此，一揽子的

资源的分布、不同人口段的相对参政能力、决策者的威

政策和分析方法将比仅仅依赖于狭窄的政策手段或分析

信、气候目标与其他目标的互补程度、可靠的信息与分

工具的方法更加有效。政策手段和分析工具范围的扩展，

析结果的获得、获得信息后的行动意愿、在代际和代内

除了给决策者更灵活的方式来实现气候目标之外，还通

间分散风险的能力等。之间。减排能力的决定因子在本

过增加清晰的额外政策目标来提高气候政策的公众接受

质上与第二工作组报告提出的适应能力概念的决定因子

． 程度，尤其是拓宽了无悔 2 选择的范围。最后，这也有助

是一致的，因而这种方法为我们评估减排和适应选择提

于根据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制定相应政策。

为了使效果更好，组合分析方法也要求对一系列依

供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

2.

温室气体排放情景

据长期目标所提出的广泛的政策影响和成本赋予权重。

在构思气候政策时，需要考虑那些目标更为广泛的政策

2. 1 情景

对气候的影响，以及气候政策对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能影

响，这些目标包括发展、可持续性和公平等内容。作为

为了考虑气候变化的最终风险，评估气候变化与人

分析过程的一部分，每个政策手段的机会成本和影响都

文系统和环境系统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以及引导政策

是根据这些多重目标所定义的多重准则进行评估。此外，

响应，需要从长远的角度对未来的可能性进行多种多样

需要考虑的决策者或利益相关者的数量也有所增加，除

的展望。情景分析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组织信息以及探讨

了国家决策者和国际谈判人员之外，还包括国家、地方、

未来发展各种可能性的结构化工具。

团体、社区中介以及非政府组织（ NGO ）。
每个减缓情景描述了一个特定的未来世界，包括特

“辅助效益”一词在文献中通常指特定的减缓气候

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特性，以及隐含或清晰地包含有

变化政策产生的、除了温室气体排放以外的辅助或附带

关发展、

（平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信息。由于参考情景与

效益。这样的政策不仅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影响，而且

稳定和减缓情景之间的差异仅仅只是追加了慎重的气候

也对其他问题产生影响，如减少当地和区域的化石燃料

政策，这就有可能使不同参考情景之间的排放量差异大

使用所造成的空气污染物排放，还对诸如交通、农业、土

于任何一个这种参考情景与其稳定或减缓情景之间在排

地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就业和燃料安全等问题产生

放量上的差距。

间接的影响。有时也称之为“负面影响”，以便反映在某

些情况下这些效益可能是负的事实3 。另外，还引入了“减

本节概要介绍了三类情景文献：自第二次评估报告

缓能力”的概念，作为一个可能的方式来整合今后从三

世纪，出现了一般的减缓情景；以叙述为基础的情景一
般出现在有关未来的文献中；以 IPCC 《排放情景特别报

2 与第二次评估报告一样，在本报告中无悔选择定义为那些通过诸

告》中开发的新的参考情景为基础的减缓情景。

如减少能源成本以及减少当地 ／ 区域排放量所获得的效益等于或
者大于其社会成本的选择，不包括避免气候变化所获得的效益。

2.2 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情景

这种选择也叫做负成本选择。

3 在本报告中，“共生效益” 一词有时也用来表示政策选择的额外
效益，这些政策的执行同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认识到大多数

本报告从 188 个资料来源中考虑了 519 个量化的排放

涉及减缓温室气体的政策设计也有其他、通常至少同样重要的、

情景结果，这些情景中的大多数产生于 1990 年以后。这

合理的目标，例如，涉及到发展、可持续性和公平的目标。避免

里的评论集中于 126个减缓情景，这些情景覆盖了全球的

气候变化的效益并没有包含在辅助或共生效益中，另见第 7.2 节。

排放，时间跨度为整个 21 世纪。在所有一般的减缓情景

叫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 第三工作组技术摘要

中，技术进步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发展组织国家产生更多的减排。假设的减缓政策范围

是非常宽的，一般来说，在基准线中已经假设采用高
根据减缓类型，又将这些情景分成四大类：浓度稳

效率措施的情景，在其减缓情景中进一步引人效率措

定情景、排放量稳定情景、安全排放通道情景以及其他

施的范围显得有限。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结论取决于

减缓情景。所有评估的情景都包括与能源洁动相关的二

不管哪种方泣，，而这些假设并没有假设重大的技术

氧化碳（ C02 ）排放量；有几个情景也包括来自土地利用

突破。相反，高碳强度降低的基准情景，在其减排情

变化和工艺过程的二氧化碳和其他重要温室气体的排放。

景中显示了较大的碳强度降低。

在评估的情景中，所采取的政策选择考虑了能源系

仅仅只有几个研究，报告了减缓非二氧化碳气体的

统、工艺过程、以及土地利用，这些政策的选择依赖于

情景。这些文献认为，有少部分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在

根本性的模型结构。大部分情景都简单引入了碳税或有

低成本下，通过包括非二氧化碳气体的减排来完成：为了

关排放量或浓度水平的约束；有的模型进行区域划分，并

明显减缓温度的上升，实现在研究中假设的气候目标，必

引入了区域目标；在最近的研究中，还引入了排放许可

须对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排放两者都进行控制；甲皖

证贸易；一些模型采用有关供应侧的技术引进政策，而

( CH4 ）的减排能更加快一些，核武器扩散。比二氧化碳

另一些模型则强调有效的需求侧技术。

J咸排对大气有更直接的影响。

在不同地区之间减排量的分配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

一般来说，减缓情景和减缓政策与其基准情景紧密

题。只是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在其情景中就这种分配

相关是很清楚的，迅速可进入个系统的分析阐述了减缓

提出了清晰的假设。一些研究提出了将全球排放贸易作

情景与基准情景之间的关系。

为降低减排成本的机制。

2.3 全球未来情景
在所有一般的减缓情景中，都将技术进步作为一个

关键性的要素。

全球未来情景并不是专门地或唯一地考虑温室气体
排放。相反，这些情景只是对未来可能世界的、更加综合

对 31 个将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 550 ppmv4 情景（及
基准线情景）特征的详细分析，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的“故事”型描述。它们能够补充更为量化的排放情景评
估，因为它们考虑了一些难以量化的因素，如管理、社会

基准线有非常大的取值范围，这反映了在假设上的

结构和制度。即使如此，这些因素对于减缓政策的成功仍

差异，主要与经济增长和低碳能源供应有关。高速

是至关重要的。谈到的这些问题反映了第一节中提出的

经济增长情景，倾向于在终端利用技术效率的进步

分析角度的不同：成本一有效性和 ／ 或效率、公平和可

方面假设高的水平：不过，人们发现碳强度的降低，

持续性。

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经济增长的假设。未来的趋势
范围显示，关注发展中国家情景的排放量偏离要比

对这些文献的调查已经获得了相当数量的、与温室气

着眼于发达国家的情景大。有关发展中地区的未来

体排放情景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认识。未来发展学家已经

趋势极少能形成共识。

对大范围的未来社会情形进行了识别，从不同模式的可持

· 评估的 550ppmv 稳定情景，随减排时间路径的不同

续发展，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的瓦解。由于决定温室

和区域间减排量分自己不同而变化。一些情景认为排

气体排放量的基本社会经济驱动因子的未来值可能发生大

放贸易可以降低总减排成本，并能在非经济合作与

范围的变动，因此，气体排放相关联的污染物都槐；人便使
这些政策能有弹性应对未来社会环境的大范围变动。

4 提及的特定浓度水平并不意味着一个达成一致的、要求在这个水
平上稳定的目标。选择的 550ppmv 是基于现有文献主要研究分析

这个水平的事实，也羔不意味着任何认可这个水平作为气候变化减
缓政策的目标。

室气体温室气体排放呈下降趋势的全球未来情景所

那么这种附带效益便这不复，存在。公平和政治的参与、
减少了冲突，并且改善了环境质量。它们也趋于表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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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非化石能源替代，以及 ／ 或者转向后工业经

和 A2 强调经济发展，但在经济和社会收敛程度上有所不

济（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人口倾向于稳定在比较低的

同； Bl 和 B2 强调可持续发展，但在有关收敛程度上同样

水平，在很多情形下由于经济的繁荣，计划生育得到了

存在不同（见框 TS-1 ）。总之，利用六套模型共开发了 40

推广，妇女的权利和机会得到了改善。 一个关键的结论

个情景，这 40 个情景组成 6 个情景组，其中的 6 个情景，

是可持续发展政策能为减排作出重大的贡献。

应该认为它们具有同等的合理性，被选择用来横示和阐述
全部的这些情景。这 6 个情景包括四个不同的未来世界的

第三 ，驱动因子的不同结合是与低排放情景相一致

的，这与《排放情景特别报告》的观点相同。这种做法

标志情景以及 Al FI 和 AlT 两个情景，其中后两个情景阐

述了 Al 世界中能源技术发展的不同模式（见图 TS 1) 。

的意义使人感到似乎是考虑了气候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

的关联，以及在一般意义上，考虑有关选择未来发展道
路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中的情景主要有以下发现：
·

驱动因子变量的不同组合能够产生类似的能源消费

水平和利用结构、土地利用模式以及温室气体排放。

2.4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在每一个情景系列中，未来的发展趋势存在着进一
步分支的重大可能性。

由 IPCC 开发并发表在《排放情景特别报告别 SRES)

排放轨迹动态变化，超出了《排放情景特别报告》的

中的 6 个新的温室气体排放参考情景组（不包括主动的

情景变化范围，他们描绘了趋势逆转以及在不同的

气候政策）组成了 4 个情景“系列”。情景系列中的 Al

情景下可能的排放量交叉情况。

框 TS一 1

IPCC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中的排放情景（ SRES)

Al. Al 情景框架和情景系列描述的是经济增长

降，与 Al 情景框架相同，但其经济结构朝着服务和

非常迅速的未来世界，全球人口到本世纪中叶达到顶

信息经济方向快速转变，并伴随原材料强度的下降和

峰，之后开始下降，而且新的高效的技术快速引入。

清洁且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的引人。强调全球性的应对

主要的根本性假设就是区域趋同，区域间人均收入差

方案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但并没有额

距的实质性减少，能力建设、文化与社会的交互作用

外的、主动的气候政策。

加强。 Al 情景系列进一步分为 三个代表未来能源系
统技术变化不同方向的情景组。这三个 Al 情景组的

B2.B2情景框架和情景系列描述了 一个强调在经

区别在于他们在科技方面强调点不同化石燃料密集

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区域性解决的情景世

型情景（ Al FI) ，非化石能源资源情景（ AlT ），或所

界。这是一个全球人口继续增长的世界，其增长率低

有资源平衡发展情景（ AlB) （平衡点的定义为，不

于 A2 情景框架，经济发展处于中间水平，技术变化

严重依赖于一种特定的能源资源，并假定所有的能源

比 Bl 和 Al 情景框架稍微快一 点而且更多样化一 些。

供应和终端使用技术以类似的速度不断改进）。

另外，该情景框架也朝着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方向发
展，并集中于当地和区域层面。

A2.A2 情景框架和情景系列描述了 一个非常不
均衡的世界。根本性的假设是保持自给自足和区域特

从 AlB 、 Al FI 、 AlT 、 A2 、 Bl 和 B2 6 个情景

性。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口出生率收敛的非常缓慢，导

组中各选一个作为横示情景。所有这 6 个情景都应认

致人口的持续上升。经济发展主要是区域导向的，人

为具有同等的合理性。

均经济增长和技术改变相对于其他情景框架更为零碎

和缓慢。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中的情景并不包括额外的
主 动的气候政策，这意味 着 没有 一 个情景包含明确

Bl.Bl 情景框架和情景系列描述了 一个收敛的世
界，其全球人口到本世纪中叶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的、有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者《京都议
定书》排放目标被实施的假设。

精景代码

环境

经济

人I I

＂~·＂ 『

A1FI

/

/

A1B

/

/

A1T

/

/

81

/

/

/

A2

/

82

|///,

I

~

|/ ! /

／／于

. - - · . 1··. /

I

. - - ·. 1,

1· L

二J气F

'i ,,

I

~’ 叫3

/

,1· ： ~～～；也

全球化

'i"' !:

1·.. ＇：『 芒产~ι... ,. I

~￥

技术

公 ＞：p:

/ I __-

/ |/
/

///,

飞？飞可h 1;:,.........”/””

·--'

''

.

飞飞~

A‘

／／了 九九斗

图 TS-1: SRES 情景中不同指标的量化趋向。

·

描述了可能的未来发展，包括一些内在的、似是而

我们怎样改进情景直着时间的变化，二氧化碳减排量将增

非的问题和不确定性。完全不存在一条而且仅仅只

大。能源减少比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降低幅度更大，这是由

有一条可能的发展道路（比如“照常发展情景”概

于在许多情景中，能源使用量的减少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念）。由于多模型方法能够将模型输入参数选择造成

的减缓都是一次能源资源转变的结果。

的不确定性同特定的模型行为和建模引起的不确定

性明确区分开来，因而多模型方怯提高了《排放情
景特别报告》中一整套情景的价值。

一般来说，稳定目标越低且基准排放水平越高，人类
偏离基准线的二氧化碳量越多，发生的这种偏离的时间
也越早。 AlFI, AlB 和 A2 所描绘的世界比 AlT拉Bl 和

2. 5 Post-SRES 减缓情景评估

B2 所描绘的世界，在执行技术和／或政策措施方面要求
一个更加宽的范围和更有力度。 450ppmv 的浓度稳定目

认识到多重基准线在减缓战略评价中的重要性，最

标情形与 650ppmv 的情形相比，需要在早期出现更为强

近的研究分析并比较了利用 SRES 中的情景作为其基准

烈的排放量减少，即在未来的 20 到 30 年，在排放量方面

线的减缓情景。这就使得本报告能够对9个模型小组产生

有一个非常迅速的降低（见图 TS-2 ）。

的 76 个“后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Post-SRES ）减缓情景”

作出评估。这些减缓情景都是在6个描述各种未来世界与

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是在中期（在《京都议定书》承

减缓能力之间相互关系的 SRES 情景组的情景框架基础

诺期以后）需要一个什么程度的减排量。 Post-SRES 情

上进行量化的。

景分析（大多数情景假设到 2020 年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
将低于基准线）建议，如果将浓度目标稳定在 450ppmv,

在基准情景量化方面的不同之处包括假设的情景框

则需要附件一国家在 2012年以后的减排量显著超过其在

架、稳定目标以及所采用的模型。 Post-SRES 情景覆盖

《京都议定书》下所作的承诺。同时还建议，如果将浓度

了范围相当大的排放量轨迹，海平面上升 SRES 的范围。

目标稳定在 550 ppmv 或者更高，则到 2020 年并没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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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S-2 ： 参考情景与稳定情景的比较。本图分成 6 个部分，每一 个都对应《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SRES ）》中的参考情景组。图的每个部
分都显示了 SRES 参考情景组全部人为二氧化碳排放惊造成的全球总排放量的变动范围（ 10 亿吨碳，灰色阴影），以及第三次评估报告中

不同二氧化碳浓度水平的战度稳定情景的容许排放量范围（彩色阴影）。 Al 家族的情景被分成三组：所有资源平衡发展情景 AlB （图 TS2a ）、非化石能源资源情景 AlT （图 TS-2b ）以及化石燃料密集型情景 AlFI （图 TS-2c ），其稳定情景的二氧化碳浓度稳定目标分别为
450 、 550 、 650 和 750ppmv; A2 组稳定在 550 和 750ppmv 的结果如图 TS-2d 所示， Bl 组稳定在 450 和 550ppmv 的结果如图 TS-2e 所

示， B2 组稳定的目标包括 450 、 550 和 650ppmv ，其结果如图 TS-2f 所示。没有文献可用于评估 lOOOppmv 的稳定情景。图中表明，较

低的稳定浓度水平且较高的基准排放量，其减排缺口就越大。不同情景组之间的排放量差异可能与同 一 情景组中参考情景与稳定情景之
间的减排缺口 一 样大。虚线所描述的是重叠部分的排放量范围边界线。（见框 TS

1)

要要求附件一国家比京都承诺走得更远。不过，应该承

根据最终能源使用量（ AIFI 、 AlB 、和 A2 ），但在一个

认，有几个情景的结果认为，到 2020 年附件一国家必须

突出环境的世界中（ Bl 和 B2 ）则不以为然。在附件一国

有显著的减排，而且没有一个情景引入诸如限制温度变

家由于气候政策引起的能源使用的降低要比非附件一国

化速率等其它约束条件。

家大。不过，气候政策对表现为人均最终能源使用上的

公平性影响可能要比未来的发展道路所带来的影响更小。
已经提及的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涉及到发展中国家
的参与减排。在 Post-SRES 情景分析中，一个初步的结

不存在唯一的未来低排放发展道路，些预测表明，

论是：如果假设稳定二氧化碳浓度所需的减排量仅仅由

区应该选择自己的道路。多数模型结果表明，已有的技

发达国家来承担，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遵循基准情景的

术选择 5 能实现相当宽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稳定水平，

情形，那么到 21 世纪末几乎所有的浓度稳定情景都将看

550ppmv 、 450ppmv 、甚至在未来 100 年或更长远一点更

到附件一 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远低于非附件一国

低的浓度水平，但要实现这种潜力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

家的人均排放量；有 2/ 3 的情景在 2050 年以前就会出现

这种情况。这表明稳定目标与基准线排放水平是决定发

展中国家排放量偏离基准线的时间表的两个重要因素。

5 “已有的技术选择”是指运行中存在或者目前正处于工厂化试验
阶段的技术，如本报告减缓情景所引用的。它并不包括任何要求
巨大的技术突破的新技术。这样，考虑到情景区间的长度，这种

在－个强调经济发展的世界中，气候政策将降低人

3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分析可以认为是一种保守的估算。

第三工 作组技术摘要

减缓

和制度上的改变。

有助于将来的温室气体减排（参见以下第 4 节）。其它技
术措施主要是减少非能源部门的其它温室气体排放，包

虽然情景中所假设的减缓选择是不同的，并且强烈
依赖于模型结构。但减缓情景中的共同特点都包括大的

服：甲烧（ CH4 ）、氧化亚氮（N20 ）、氢氟碳化物（日FC ）、
全氟化碳（ PFC ）和六氟化硫（ SF6 ）。

持续的能源效率的提高、植树造林以及低碳能源，特别
是在未来 100年的生物质能源和 21 世纪上半叶的天然气。

自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一些技术的进展快于原来

节能和再造林是合理的第一步，但供应侧的技术创新最

的分析预测，例如高效混合燃料发动机汽车进入市场、风

终也将必不可少。可能的、强有力的选择包括使用天然

力发电机设计得到迅速提高、地下封存 C02 进行了案例

气和联合循环发电技术，以便搭起过渡到更先进的化石

示范、己二酸生产中的 N10 排放几近去除。建筑、工业、

燃料和碳零排放技术的桥梁，如氢基燃料电池。太阳能

交通和能源供应中存在达到更高的能源效率的机会，而

以及核能或者碳去除和储存对于一个高排放的世界或者

且其成本通常比原先预计的要低。到 2010 年，大多数减

较低的稳定目标情形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排机会仍将来自于提高终端部门的能源效率，包括：电力
部门采用天然气发电、工业生产工艺过程减少氧化亚氮、

将全球的气候政策与国内的减轻空气污染政策有机

四氟化碳（ CF4 ）和氢氟碳化物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到

结合，在未来 20 到 30 年能有效减少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

2020 年，当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一部分现存电厂

体排放。但是，控制硫排放有可能扩大潜在的气候变化，

被替代，并且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新建电厂开始运行时，可

在中期的环境政策制定中，很可能需要折中考虑。

再生能源资源的利用将为 C02 的减排作出重要贡献。从
更长期来看，满足严格的安全性、扩散性和核废料储存要

主导农业、土地利用和能源系统的政策应该与减缓
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生物质能源的供应以及二氧化碳的

求的核能技术，以及化石燃料和生物质中碳的物理去除
和储存，然后是碳封存技术，都将可能成为可选方案。

生物封存技术将拓宽碳减排的选择途径，尽管 Post SRES情景显示出这些措施并不能提供所要求的大量的排

与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和经济潜力相反，经济的迅

放量减少。大量的排放量减少还得依赖其它方面的减排

速发展、一些社会经济活动变化趋势的加速，使能源利用

选择。

的总量增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尤
其如此。在许多国家，住宅和汽车的尺寸正在变大，家电

3.

减排选择的技术和经济潜力

利用的强度在增大，商业建筑中的电子办公设备在增加。
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更大、更重而效率更低的汽车

3.1 自第二次评估报告至 2010-2020 年温室气体减排技

的销售量也在增长。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能源零售价

术选择的主要认识进展

格的持续低迷或稳定不变，降低了所有部门有效利用能
源或购买高效能源技术的积极性。当然也有例外，一些国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开发和应用实践一直在进

家制定了旨在提高能源效率或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利用

行，这些技术大多集中于提高化石燃料或电力的利用效

的新政策或规划。自 90 年代初以来，公有和私有投资对

率，以及低碳能源的开发。因为大多数温室气体排放（以

新的减排技术的研发（ R&D ）投入也减少了。

C02 当量计算）与能源利用相关。 100 多年来，发达国家

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量除以 GDP ）和碳强度（化石燃

此外，与技术创新选择相关的社会改革领域中也存

料 C02 排放量除以能源生产总量）在没有直接的减排政

在重要机遇。在所有地区都存在既能提高生活质量、同时

策的情况下一直在降低，而且还有进一步降低的潜力。这

又能减少资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选择生活方式的机

种变化主要得益于通过节能、提高能效以及氢能和核电

会，这些选择主要取决于当地和地区的文化及其侧重点，

的引人而产生的从煤炭等高碳化石燃料向油、气等较低

并与技术变革密切相关 。 有些技术变革可能与生活方式

碳排放燃料的转变。其它非化石燃料能源资源的开发也

的深刻变化相关，而其它的技术变革则不要求这种深刻

在进行或者迅速进入利用阶段，非化石燃料能源对温室

变化。第二次评估报告很少论及这些选择，本报告将开始

气体减排具有重大潜力。生物固碳、 C02 的去除和储存也

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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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S-3: 1971 年到 1998 年分地区 一 次能源利用情况。

注：一次能源采用国际能源机构（ IEA ）的基于生产热和电的一次能源的实物量折算方毡计算。

3.2 能源利用及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趋势

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13% ；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是
1990 年以来年均增速最快的地区，达到 4.9% ，其排放量

90 年代全球能源消费和相关的 C02 排放维持增长态

占全球总量的 22% ；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自 1990 年

势（图 TS-3 和 TS-4 ）。化石燃料仍然是世界的主要能

以来年均增速为 4.3% ，有粮食危机的国家危的 10% 略强。

源，在《京都议定书》论及的温室气体排放中，能源利
用的排放占三分之二以上。 1998 年，全球经济消费了

从 1860 年到 1997 年的工业化时期中，估计烧掉了

143EJ 石油、 82EJ 天然气和 IOOEJ 煤炭。从 1990 年到 1998

13' 000凹的化石燃料，向大气排放了 2900 亿吨碳，再

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 1.3% ，发达国家年均

加土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排放，导致大气中 C02 浓度上

增长率为 1.6% ，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 2.3% 至 5.5% ，经

升了 30% 。作为比较，估计天然气资源储量 6 与石油资源

济转型国家由于重工业的流失、经济整体活动的下降、

储量相当，约为 35, OOOEJ参煤炭资源为油气资源的 4 倍

以及制造业的重组，在这一时期的一次能源消费量年均

以上，甲皖络合物（深海甲烧，不以资源量计算）估计为

下降了 4.7% 。

780, OOOEJ ；估计化石燃料中还储藏着 15, 000 亿吨的
碳，是目前已排放量的 5倍。如果加上估计的资源蕴藏量，

从 1990 年到 1998 年，全球 C0 2 排放年增长率为

那么地下还储存着总量为 50, 000 亿吨的碳。《排放情景

1.4% ，与同期一次能源的增长率大致相当，大大低于从

特别报告》的模拟结果预测，在无特定温室气体减排政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 2.1% 的年增长率。这主要是由于经

策的情景下， 2000 年至 2100 年间来自化石燃料消费的累

济转型国家的减排和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的结构调整。
从更长的时期来看， 1971 年到 1998 年全球能源利用产生

6 储量指在现有的技术和价格条件下可以经济开采的已探明的资

的 C02 排放量年均增长 1.9% 。关于能源利用的 C02 排放

源。资源的地理和经济特性更不确定，它在可预见的技术和经济发

量情况，发达国家从 1990 年以来以每年 1.6% 的速度增

展时期内会有开采价值。资源量包括以上两类。在此之上是确定性

长， 1998 年其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 50% 以上；经济转型
国家从 1990 年以来以每年 4.6% 的速度减少， 1998 年其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未知的、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经济意义或经济意义不确定的“额外

蕴藏”（第二次评估报告）。非常规的化石燃料资源如焦油沙、页岩
油、地压气、渗水层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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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排放量为 10, 000 亿吨碳至 21, 000 亿吨碳。而在同一

至少在全球水平上而言，虽然出现了化石燃料供应不足

时期 450 至 750ppmv 稳定浓度目标所对应的累积碳排放

的现象，但是对于减缓气候变化而言并无显著的影响。与

量为 6, 300 至 13' 000 亿吨碳（参见图 TS-5 ）。因此，

此相反，虽然煤炭储量和非常规的油、气蕴藏量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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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S-5 ：油、气、煤炭储量及资源量中的碳与 1860-1998 年间的化石燃料碳排放量、 与直至 2100 年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情景和第 三次

评估报告稳定情景的比较 。 储量 和资源量数据在左侧显示。包括焦油沙 、 页岩油、其它重油、煤层气、深层地压气、渗水层 气体、甲：院
络合物等在内的非常规油气资糠的估计总储量达 12 , OOOGtC ，本图未予显示 。 图中同时显示了《排放情景特别报告》的参考情景和不
同浓度的稳定情景。注意，如果排放情景特别报告情 景 的 2100 年累积排放等于或小于稳定情景 的累积排放 ， 并不意味着这些情景会相应
的导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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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以来增长了石油、天然气储量或常规的石油蕴藏
量 中所储存的碳远远低于450ppmv及以上水平的稳定浓

表 TS-2 提供了障碍和减排影响的综述及相关情况。
以下将详细讨论部门的减排措施。

度目标所对应的累积碳排放量（图 TS-5 ）。此外，其它

温室气体的排放潜力也很大。从图 TS-5 也可以清楚地看

3. 3. 1 建筑部门的主要减排选择

出，常规的油气储量仅是全部化石燃料资源量的 一小部

分。这些资源数据意味着在 21 世纪能源结构将发生变化 5

1995 年建筑部门的排放在与能源相关的全球温室气

新的能源资源将被引人。能源结构的选择以及相关的投

体排放总量中占 31%蛮币且从 1971 年以来以每年 1.8% 的

资，将决定温室气体的浓度是否能够稳定、如果能够稳定

速度增长。过去五年中，建筑技术在窗户、照明、电器、

应在什么水平和以多大的代价来稳定。目前这种投资大

隔热、采暖、制冷和空调的能源效率方面已取得进步，建

多旨在探明和开发更多的常规和非常规的化石能源。

筑控制、被动式太阳房设计、综合建筑设计、光伏发电系
其同辐射和气溶胶相互作用同有关和的通过改善对碳

3.3 部门减排技术选择 7

氟化合物制冷剂的密封和回收，以及怪和其它非碳氟化

合物制冷剂的利用，氟利昂逐渐被淘汰，从制冷和空调
本节估算每一部门在一定的成本范围内的温室气体

排放的碳氟化合物已经减少。隔热泡沫中的碳氟化合物

减排潜力 8 （表 TS- 1 ）。在工业部门中，碳减排成本的估

的利用和排放由于氟利昂的淘汰而减少，而且随着氢氟

算范围从负成本（即“无悔”，减排可带来利润）到大约

碳化物的淘汰将进一步减少。研发方面的努力也使冰箱

300 美元 ／ 吨碳 9 。在建筑部门，由于积极实施能效技术

和制冷供热系统的效率得到提高。尽管技术不断进步，许

和措施，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 2010 年可以－ 250

多国家采用了改进技术，但是从 1971 年到 1995 年建筑能

美元到一 150 美元 ／ 吨碳的成本每年从民用建筑减排 3.

源利用的增速仍高于总能源需求的增速，商业建筑能源

25 亿吨碳，发展中国家则可以－ 250 美元 ／ 吨碳到 50 美

利用增速最快（为 3.0% ，民用建筑为 2.2% ），这主要是

元 ／ 吨碳的成本减排 1.25 亿吨碳。类似地，除 2010 年，

由于随着经济发展，消费者要求使用更多电器和住更大

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以 － 400 美元 ／ 吨碳到

250 美

的房子来增加舒适性，以及由于商业部门的现代化和扩

元 ／ 吨碳的成本从商业建筑减排 1. 85 已有更多它对中国

张所导致的结果。目前存在一些技术上有意义、成本有

家以 －400 美元 ／ 吨碳到 0 美元 ／ 吨碳的成本从商业建筑

效的减缓这种趋势的机会。基于现有技术及未来技术进

减排 8000 万吨碳。交通部门的成本范围为－ 200 美元 ／

步，建筑部门与能源相关的 C02 排放的总的减排技术潜

吨碳到 300 美元 ／ 吨碳，农业部门的成本范围为一 100 美

力在 2010 对辐 7 .15 亿吨碳 ／ 年，参考情景下 2010 年的

元 ／ 吨碳到 300 美元 ／ 吨碳。材料管理也能产生节约，使

排放量为 26 亿吨碳 ／ 年（减排 27% ）；在 2020 年的减排

减排成本为负或处于 100 美元 ／ 吨碳左右的较低水平，包

潜力为 9.5 亿吨碳 ／ 年，参考情景下 2020 年的排放量为

括材料回收和垃圾填埋气体的利用。在能源供应部门，

30 亿吨碳 ／ 年（减排 31% ），在 2050 年的减排潜力为 20.

一些能源替代和技术替代的成本有可能在一 100 美元／吨

25 亿吨碳 ／ 年，参考情景下 2050 年的排放量为 39 亿吨

碳到 200 多美元 ／ 吨碳之间。这种潜力的实现将取决于

分 ／ 年（减排 52% ）。加强研发有助于保证部门技术的不

受人类社会状况和政府干预影响的市场条件。

断进步。
3 . 3.2 交通部门主要减排选择

7 国际能源机构报告工业和交通部门的数据，但不报告建筑、农业
部门的数据，而是将其归为“其它”。在这一节中，这些部门的能

1995 年交通部门占全球与能源相关的 C02 排放量的

源利用和 C02 排放信息通过分配怯估算，电力转换系数采用标准

22%；从全球来看，该部门的排放增长迅速，接近年均 2.

值 33% 。此外，经济转型国家的数据来惊不同（英国石油公司统

计）。因此，部门数据与 3.2 节的整合值尽管趋势一致，但可能有
出人。总之，经济转型国家的数据以及建筑部门中的商业和居民

5% 到自 1990 年以来，主要的增长在发展中国家（亚太地
区为年均 7 .3% ），而在经济转型国家实际上是以年均 5.

建筑子部门的数据存在不确定性。

0% 的速度在下降。汽油一电力混合燃料汽车与可比容量

8 不同研究估计的潜力不同，但第 3, 4 节中的潜力指社会经济潜

4 座位汽车相比，燃料经济性已经提高 50% 一 100% ，已

力，如图 TS-7 所示。

经能够在商业基础上得到引进。从木材、能源作物、以及

9 所有成本均以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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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1 ：根据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潜力估算的 2010 至 2020 年能源效率和能源供应技术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及

吨碳当量减排成本，按全球或地区估算，不确定性程度存在差异。
美元 ／ 盹碳
地区

-400 -200

0

2010
十200

建筑 ／ 家电
居民音阳、

.....
....
....
...

...

经合组织 ／ 经济转型国家
发展 中国 家

商业部门

经合组织／经济转型国家

....

发展中国家

.....
.....
....
....

美国
欧洲｜
日本

发展中国家

制造业
C02 去除一化

可能性 b

()()()()()
()()()

<><><><>
<><><>

潜力 a

.....
....
.....
....

评论

和本报告第 3 章

可能性 b

相关章节

()()()()()

Acosta Moreno et al . , 1996;

()()()()()

Brown et al . , 1998

<><><><><>

Wang 和 Smith,

1999

<><><><><>
Interlab. Working Group, 1997

交通
汽车效率提高

潜力 a

参考资料 、

2020

全球

|

..

<><><><>
。。
。。

。。

全球

混凝土

全球

化学工业 N10

全球

减排
铝业PF C减排

全球

化单卫＆HF℃一

全球

..

<><><>

Brown et al, 1998; US DOE/ EIA, 1998

。。

ECMT, 1997（仅 8 个国家）

。〈〉

Kashiwagi et al , 1999

。〈〉

Denis 和 Koopman, 1998;Worrell

et al, 1997b

4

’

<><><><>

•

<><><><>

表 3.2 1

....

<><><>

....

<><><>

表 3.2 1

•
•

<><><>

4

’
4’

<><><>

表 3 .21

<><><>

表 3.21

4

’

<><><>

4

<><><>

表 3.2 1

..

’

<><><>

..

<><><>

表 3.21

.....

<><><><><>

.....

<><><><>

表 3.19

。〈〉

Zhou, 1998 ；表 3.27; Dick et al.,1998

<><><>

IPCC,2000

。。

....
....

<><><>

Lal 和 Bruce, 1 999 ；表 3 . 27

<><><>

4

’

<><><>

Kroeze & Mosier,

...
..

<><><><>

OECD, 1999 ;1PCC ,2000

<><><>

Kroeze & Mosier,

’
4’

<><><>

OECD, 1998; Riemer & Freund, 1999

。。

Chipato, 1999

肥、炼油
材料效率提高

.....
.....
.....
.....

<><><><>

23 ｛，咸排
提高效能

全球

农业
加强保护耕地

发展中国家

和农田 管理

全球

土地碳吸收

全球

氮肥管理

经合组织

全球

肠道甲皖减排

经合组织

美国

田·

.... ...
...
..
4’
.
...
自· ..
回·

发展中国家
水稻灌溉和施肥

全球

’

4

..

’
4’
4

。。
。。

<><><>
。〈〉

。。
。

’

4

4

1999 ；表 3.27

1999 ；表 3.27

...

。。

....

<><><>

Riemer & Freund, 1999; IPCC ,2000

....

<><><>

••••

<><><><>

Landfill methane USEPA, 1999

废弃物
蝴填j里甲剧生集 经合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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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1:

（续）

参考资料、评论

美元 ／ 腑碳
地区

I
2010
I
2020
o +200 I 潜力 a ！ 可能性 b I 潜力 a i 可能性b

-400 -200

和本报告第 3 章

相关章节

能源供应

核能替代煤炭

｜全球

||…+

附件一国家

..

I

回

非附件一国家

核能替代天然气 ｜附件一国家

”

I ++

…

1… + +

非附件－国家

I <><>

I …++ I<><><><>

总量 c一参见 3.8.6 节

I <><>

I …+ I<><>

表 3.35a

I <><><>

I …++ I <><><>

表 3.35b

I<>

I …· ｜。

I
I

…

表 3.35c

~…＋

I<>
I <><><><>

表 3.35a

表 3.35d

~

I+

I <>
I <><><>

I -

I•

I <><><><> I …+ I <><><><>

表 3.35b

煤炭产生的 COi收集｜全球

| …I

I+

I <><>

I ++

I <><>

表 3.35a 十b

天然气产组拟收集全球

1

I+

I 00

I ++

I 00

表 3.35c+d

I+

I <><><><> I

I <><><><>

表 3.35a+b

1

天然气替代煤炭 ｜附件一国家

非附件一国家

生物质能替代煤

-

…•

｜全球

…

Moore, 1998; Interlab w. gp. 1997
生物质能替代气

｜全球

-I+

I<>

I+

!<><><>

表 3.35c+d

风能替代煤或气

｜全球

自·｜…

I <><><>

I

I <><><><>

表 3.35a-d

BTM Cons 1999;Greenpeace, 1999
煤＋ 10% 生物质能｜美国

由咱

’’’’

煤
代
替

-i ’ vh

b
系
家国
回国一

一件
件附球
附非全

太阳能替代煤

-

水电替代气

｜全球

：－忡

忡。。

I ++

I<><><>

Sulilatu, 1998

|…+

I <>

I+

I <>

表 3.35a

|…+

I<>

I+

I<>

表 3.35b

I++

I<>

I

I <><>

表 3.35a+b

I+

I <>

I ++

I <><>

表 3.35c+d

|…

…

注：

a 指对应于给定吨碳减排成本范围的潜力。
4’＝＜ 20MtC ／ 年＋＋ =20-50MtC ／ 年…＝ 50-lOOMtC ／ 年…＋ =100-200MtC ／ 年…＋＋

b 基于文中所述成本，实现该水平减排潜力的可能性。
。 ＝很不可能
<><> ＝不可能 <><><> ＝可能

<><><><> ＝很可能

=> 200MtC ／ 年

<><><><><> ＝非常可能

c 能源供应总的减排选择中，假定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全部实现减排潜力，包括总项下各子项技术之间的相互竞争。

废料制造出的生物燃料在未来交通部门的作用也在不断

可能在燃料经济性方面获得明显进步。然而，许多对技

增加，如纤维物质经酶水解制取乙醇已经更具成本效益。

术效率提高的评估显示（表 TS-3 ），由于交通需求的增

同时，有免税政策支持的生物质柴油已经在欧洲｜市场占

长，仅靠效率的提高还不足以避免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

有份额。但是，发动机设计的进一步改进大部分是为了

而且，还有证据显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提高燃

提高性能而不是提高燃油经济性，这一点自第二次评估

料效率的努力仅对减排有部分效果，因为单位运行成本

报告以来一直没有改善。燃料电池驱动的汽车发展很快 ，

降低将导致机动车年行驶里程增加。

计划在 2003 年进入市场。下一代飞机在技术和经济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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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2 ：各部门的技术选择、障碍、机会及对生产的影响

障碍与机会

技术选择

部门减排政策的含义

建筑、居民和服务业： 全球各地区

障碍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不利于

服务业：产出和就业将增加，取决于

都存在数百种提高电器、设备和建筑结

提高效率、错误的激励、缺乏信息：发

减排政策如何实施。不过一般而言，增幅

构能源效率的技术和措施。据估计，发

展中国家缺少资金和技能、缺乏信息、

不大而且分散。

达国 家和经济转型国 家在2010年可以一

传统习惯和行政定价。

居民和其它部门：减排对居民部门

250 美元到一 150 美元 ／ 吨碳的成本，每
年从民用建筑减排 C02 达 3.25 亿吨碳，

机会：开发更好的市场渠道和技

的直接影响来自于居民用能技术和价格

发展中国家则以一250 美元 ／ 吨碳到 50

能、以信息为基础的市场、发达国家的

的变化，间接影响来自于收入和就业的

美元 ／ 吨碳的成本减排 1.25 亿吨碳。类

自愿计划和标准已经表明可以克服障

宏观经济效果。其中→项重要的协同效

似地，在 2010 年，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

碍。可支付信贷、能力建设、信息基础

应是室内、室外空气质量的改善，尤其是

国家以－400 美元 ／ 吨碳到－ 250 美元 ／

和消费者意识、标准、促进能力建设的

在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城市地区。

吨碳的成本从商业建筑减排 1. 85 亿吨

激励机制、给能源工业松绑等都是针对

碳，发展中国家以－400 美元 ／ 吨碳到 0

上述发展中国家障碍的方法。

美元／吨碳的成本从商业建筑减排 8000
万吨碳。相对于中间情景如SRES B2标
志情景而言，这些减排量相当于 2010 至
2020 年建筑及排放量的 30% 。

交通：轻型汽车技术的进展比第

障碍：交通工具生产厂家的风险是

交通交通需求仍将继续增长，温室

二次评估报告预测的要更快，这是国

更迅速地采用能源效率技术的重要障

气体减排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在近期

际研发努力的结果。双燃料电动汽车

碍。为实现有意义的能源效率进步，一

和中期，只存在替代含碳化石燃料的有

已经在市场出现，主要汽车厂商宣称

般都要求全新的再设计，伴随着对新的

限的机会。减排政策的主要效果将是提
高所有运输方式的能源效率。

2003 年可以生产燃料电池汽车。技术

生产设备的数十亿美元的技资。另 一方

效率进步的减排效果将由于反弹效应

面，对消费者而言，更高效率的价值在

而被部分抵消，除非制订有效提高燃

于所节约燃料的现值与增加的购置价格

料价格或旅费的政策。在燃料价格高

之间的差额，通常很小。虽然从技术角

的国家，例如欧洲国家，反弹效应可达

度讲，交通工具市场仅由少数几家公司

40%；在燃料价格低的国家，例如美国，

控制，但从为战略决策失误所需付出的

反弹效应不超过 20 % 。 考虑到反弹效

高昂代价来讲，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很激

应，与连续增长的基线情景相比，技术

烈的。最后，提高能效的很多收益是社

措施到 2010 年和 2020 年可分别减排 5一

会效益而非私人收益。由于上述原因，

15% 矛口 15

生产厂家认识到为提高能源效率而大规

35% 。

模改变技术的风险一般比直接的市场效

益要大。在许多国家，大量的共有和私
有投资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为

适应汽车旅行而营造的环境，是改变运
输方式构成的重大障碍。

机会：信息技术为对从交通拥堵到
环境污染在内的部分交通外部成本定价
提供了新的机会，实施更有效的定价方
在主将给设备和模式结构两方面的能源效

率提高提供激励，交通工具市场中存在
的阻碍采用高效燃料技术的因素，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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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2:

（续）

技术选择

障碍与机会

部门减排政策的含义

源效率法规一一无论是自愿’性的或是强

制性的一的有效性创造了条件。设计良
好的法规可以消除大规模技术变化的大
部分风险，因为所有的竞争者都面对同
样的怯规。反复研究的结果表明，能够
使碳强度减少 50% 、从长期来说是减少
100% 的技术是存在的，而且几乎是成本

有效的。最后，轻型汽车的深入研发投
入已经在混合动力机车和燃料电池技术
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如果类似

的努力能投向公路货运、航空、铁路和
海运交通技术，将可以获得潜在的重大
效益。

工业：工业部门的主要减排选择是 ！

障碍：缺乏完全成本定价，能源在

工业：减排预期将导致附件一国

提高能源效率，尤其在发达国家提高能 ！ 生产成本中的比例相对较低，缺乏有关

家制造业的结构变化（部分由私人消

惊效率方面已经作了很多工作，但是仍 ｜ 部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在所有固

费需求变化引起），收益于节能设备和

然存在进一步减排的选择。与 SRES

B2 I 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资金和熟练技

低碳技术的供应，高耗能行业不得不

情景相比较，到 2010 年和 2020 年可以 ｜ 术人员的不足是工业部门的关键障碍。

改变燃料、采用新技术或提高价格。然

分别减排 300-SOOMtC ／ 年和 700

而，反弹效应可能导致预料之外的负

l, I

lOOMtC ／ 年，这些选择的大部分为负成 ｜

机会： 区域环境立怯，自愿行动，特

面结果。

本。 一般而言，工业部门的非 C02 温室 ！ 别是通过政府的努力来完成的自愿行
气体排放量相对较小，而且可以中等或 ｜ 动；直接补贴和税收是成功克服上述障
有时是负成本减排 85% 以上。

碍的途径。立法、制定标准、更好的市

场尤其适用于轻工业部门。

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在土地利用 ｜

障碍：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中的减 i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可以对土地利用

或管理中可以有三种基本方式减缓大气 i 排障碍包括：缺少资金、监控及验证人 ｜ 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在碳吸收和生物
中 C02 浓度的增加：保护、吸收和替代 ｜ 员和机构的能力不足、社会制约因素 ｜ 燃料生产方面。在热带国家，大范围的
a 。这些方式的时间模式不同，因此，选 ｜ （如食物供应）、人类生活对自然森林的 ｜ 减排活动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加
择哪种方法以及其潜在效果如何将取决 i 依赖、对土地开垦的鼓励、人口压力、对 ｜ 农村就业、保护流域，对可持续发展做

于希望的时间框架以及当地的生产率和 ｜ 肉制品的需求所导致的牧场区域的扩大 ｜ 出贡献。为实现这些目标，有必要对机
历史干扰情况。按第二次评估报告估算，

｜ 等等。在热带国家，森林活动一般都由

！ 构进行调整，增加当地社团和产业界的

到 2050 年，这些措施大约可以使全球大 ｜ 政府森林部门管理，地方社团及私营企 ｜ 参与，并藉此降低政府在森林管理中作
气中的碳减少 830 亿吨碳到 1310 亿吨碳 ｜ 业的参与很少。在某些热带地区，特别 i 用。

（其中 600 ～ 870 亿吨碳来自森林减排，

｜ 是非洲，农作物的低生产率、森林产品

230～440 亿吨碳来自农业土壤减排）。这 ｜ 需求对农作物和薪柴的竞争都有可能会
一估算值在此后的公开研究中都基本没 ｜ 降低减排的机会。
有变化。相比其他方式，陆地管理的成

本要低得多，在 0 美元 ／ 吨碳（“双赢” ｜
机会）到 12 美元 ／ 吨碳之间。

机会：在土地利用和森林中，需要

｜ 通过激励措施和政策来实现技术潜力。
它们可以是政府泣规、税收和补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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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

表 TS一2:

（表）
也

技术选择

障碍与机会

部门；威排政策的含义

可以是经济激励措施，如对《京都议定
书》中提到的被捕获和控制的碳量给予

市场报酬（这取决于议定书在 COP 决议
后的实施情况）。

农业和废弃物管理：全球每年的能

障碍：农业和废弃物管理中的障

能源：森林和土地管理可以提供多

源投入以低于 1% 的速度增加，其中非经

碍主要包括：缺少研发资金、缺少知识

种可再生的固体、液体和气体燃料，来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增长的速度最快，

产权、发展中国家人员和机构能力上

替代化石燃料。

而经济转型国家已经在下降。目前已有

的缺乏和信息上的缺乏、在农场水平

一些温室气体的减排选择，它们的投资

难以采取相应措施、发达国家缺少对

材料：森林和其他生态材料产品用

在－ 50 美元 ／ 吨碳到 150 美元 ／ 吨碳之

养殖者接受新型畜牧技术的激励和信

于建筑、包装、造纸和其他用途，与其

间。包括：农田管理所增加的碳储量（到

息（需要其他效益，而不仅仅是温室气

他提供同样服务的替代材料相比，能源

2010 年达 1.25 亿吨碳 ／ 年）、畜牧管理改

体减排）。

消耗量要少。

善和水稻生产改善所减少的 CH4排放（分
机会：信用体制的延伸、研究优先

农业 ／土地利用：碳吸收和碳管理

土壤碳吸收（ 5000-10000 万吨碳／年）和

别为 3000 万吨碳 ／ 年矛口 700 万吨碳 ／ 年）；

领域的改变、国家间机构联系的加强、

所需要的大量土地可能与其他对土地的

动物废弃物中减少的 N10 排放。如果能

对土壤碳进行贸易、将食物、纤维、能

需求（如农业用地）一致或产生矛盾。由

实现技术转移并对农民改变其传统方式

源产品结合起来等措施是解决这些障

于对生物质燃料生产需求的增加，温室

给与奖励，这些减少氮排放的措施在大

碍的方泣。这些措施应与可持续生产

气体减排在很多地区都会对农业产生影

部分地区都是可行的。用农作物能源替

方式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

响。可耕地竞争力的增加将会抬高粮食

代化石燃料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前提
是其成本更具竞争力并且能保证农作物

和其他农业产品的价格。
如果己有土地用于粮食和纤维生

生产的可持续性。通过废弃物管理的改

产并且有水资源的话，能源用农作物

善，到 2010 年可以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种植也有助于土地利用的多样性。

199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2.4 亿吨碳当
量）减少 2 亿吨碳当量，到 2020 年减少
3.2 亿吨碳当量。

废弃物管理：利用垃圾填埋和煤层

障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

中的甲烧。利用垃圾填埋气供热和发电 场中，对垃圾气的管理或减少废弃物还
在不断增加。在一些工业国，特别是在欧 做得很少。
洲和日本，通过纸和纤维的回收或者利
用废弃物能源转化设备将废纸用作生物

机会：像美国和德国这些国家已经 i

燃料，废弃物能源转化设备的效率在不 有专门的政策来减少产生甲烧的废弃物
断提高，相应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也更少。

和 ／ 或要求将垃圾源的甲烧作为能源利

用。对一半的垃圾甲皖来讲其回收成本
是负的。
能源部门：在能源部门，已有的技术

障碍：主要的障碍是人员及机构能

煤炭：与不采取额外的气候政策 下

选择不仅可以实现转换效率的提高，还能

力、不完善的资本市场阻碍了对小型分

的能源供应预测相比，煤炭生产、消费和

在增加一次能源使用的同时通过脱碳和减

散系统的投资、投资回报率难以确定、

就业将会因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而下降。

少温室气体泄漏等措施减少单位能源生产

关税高、缺少信息、缺少减排技术的知

但如果新的煤炭生产政策也鼓励清洁煤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回收煤层甲皖气、提

识产权等等。对可再生能源来说，初期

生产技术的话，调整的成本会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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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2:

（续）

技术选择

障碍与机会

高燃煤燃气电厂能源效率、以及热电联

成本高、缺乏资金以及对化石燃料的补

产等“双赢”选择都有助于减排。但随着

贴是主要障碍。

部门减排政策的含义
石油：全球减排对策有可能导致石
油生产和贸易的下降，与不采取这种政策
相比，能源出口者将面临收入的下降。但

经济发展，仅靠提高效率将不足以控制

能源部门温室气体排放。新型的可再生

机会：对发展中国 家来说，包括：促

是，对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时石油价

能源是一种减少单位能源生产排放的选

进能源供应和需求的增加、通过创造一

格的影响可能比模型所预测到的严重程度

择，它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增长趋势，但它

个激励的环境来加快设备和技术的转

要小，因为在模型中常常不包括实现减排

在全球能源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仍小于

移、能力建设、是实现清洁和高能效技

目标时其他非 C0 2 温室气体的减排对策
以及灵活机制。

1% 。通过捕获和去除 C02 以实现“清洁

术转移的合适机制。全成本定价和信息

能源”的技术也得到提议，这种技术将非

系统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技术改进

常有助于将成本降到可与可再生能源竞

和化石燃料生产和使用减少所带来的附

争的水平 ， 但还要通过对其可行性和可

加效益可能是巨大的 。

天然气：未来 20 年中，根据区域或当
地条件的不同，减排对天然气的使用可能

能的环境影响进行大量的研究来决定其

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对附件一 国家的发

使用。核电以及在某些地区的更大规模

电行业来说，任何从煤炭和石油的转换会

的水电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它们

走向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在非附件一国

面临成本和可接受性的问题。新兴的燃

家，转向天然气的潜力更大，但还需要考虑

料电池技术有望在未来几十年内为提高

能源安全和国内可供资源的问题，特别是

能源转换效率提供机会。

对中国和印度这些煤炭资源多的国家来说。
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资源是非常多
样的，减排作用依赖于技术发展。在不同
地区之间由于资源禀赋条件有所不同。
但是，减排政策非常可能为可再生能源
工业的市场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
那种情况下，成本下降和增强功效的研

究与开发，以及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资
金流将增加其应用，并减少成本。

核电：核电存在实质性的技术潜力
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 点是否能实
现，取决于相关的成本，政治因素和公众

的可接受性。

氢氟碳化物： HFC 的排放在增加，因
为 HFC 被用来替代部分正在禁止使用的

障碍：未来与气候变化和臭氧层破
坏相关的 HFC 政策的不确定性。

臭氧层破坏物质。与 SRES对2010 年 HFC

的预测相比，估计当减排成本低于 200 美
元 ／ 吨碳当量时，其排放可以减少 1 亿吨

碳当 量 。估算中大约有一半的减排量是
由于SRES基准线的值高于本报告中基准
线的值所导致。其余的减排量可以通过
密封、回收和再利用致冷剂来减少排放，

或通过替代液体和技术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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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2:

（续）

技术选择

障碍与机会

部门减排政策的含义

生态工程：就海洋生态系统和地球

障碍：对于地球工程，出现非期望

工程的减排机会来说，人类对生物物理系

后果的风险非常大，甚至无法对温度和

统的认识，以及许多伦理、怯律、公平的

降雨的区域分布进行过程控制。

部门还不存在：不可用

评价仍然是初步的。

机会：一些基本的调查是可以的。

a “保护”指维护和保存现有碳库一一包括在植被、土壤有机质、生态系统输出物中的碳的主动措施（如防止热带森林向以农业为目的的

转换、避免湿地干捆等）。“吸收”指特意采取的增加高于现有碳库的碳存储的措施（如造林、改进森林管理、在林产品中增加碳存储、改
变种植系统（包括种植更多的草料）、减少耕地等）。“替代”指用可再生生物产品替代化石燃料或高能耗产品并由此来避免化石燃料燃
烧产生的 C02 排放的行为。

b 地球工程包括通过直接控制地球的能源平衡来稳定气候系统以克服温室效应的努力。

表 TS-3 ：牧业、所实验室预测的交通能源强度

1997
指标

2010

BAll

能源效率

HE/ LC

新型轿车，升／ 100 公里

8.6

8.5

6.3

5.5

新型轻型卡车，升／ 100 公里

11. 5

11. 4

8.7

7.6

轻型汽车，升／ 100 公里 b

12.0

12 .1

10.9

10.1

飞机效率，座一升 ／ 100 公里

4.5

4.0

3.8

3.6

货车，升 ／ 100 公里

42.0

39.2

34.6

33.6

铁路效率，吨公里 ／ 百万焦耳

4.2

4.6

5.5

6.2

a

BAU ，指照常发展情景： HE / LC ：高能源 ／ 低碳

b 包括现有轿车和轻型卡车
3.3 . 3 工业部门主要减排选择

主要的选择。它可以通过多达数百个特定部门的技术实
现，与基准情景相比，全球范围内能源效率的改进潜力估

1995 年的工业排放占碳排放的 43% 。 1971 年到 1995

区承 2010 年为 3-5 亿吨碳， 2020 年为 7-9 亿吨碳。对

年间工业部门的碳排放年均增长速度为 1. 5% ，其中在

于后者来说，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开发才能实现这一潜力。

1990 年后降低到 0.4% 。工业部门一直在不断开发有更高

大部分能源效率改善的选择可以以净的负成本实现。

能源效率的工艺并减少工艺过程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工业部门是唯一一个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碳排

另外一 个重要的选择是提高材料效率（包括循环利

年每年减少的部门（ 1990 到 1995 年为一 0.8% ）。经济转

用、更高效的生产设计以及材料替代）；它有可能在

型国家的 C02 排放下降得最厉害（在 1990 到 1995 年其

2020 年实现 6 亿吨碳的减排潜力。 C02 减排的其他机会

工业总产值下降期间，排放量年均下降 6.4% ）。

可以通过燃料替代、 C02 去除和存储、使用掺和水泥等
来实现。

不同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工艺过程的能源效率差别仍然很大，这意味着相应的

减排潜力在不同国家之间也有很大不同。

许多特定的工艺不仅排放 C02 ，而且也排放其他的

非 C02 温室气体。己二酸生产企业已经明显地降低了其
N10 的排放，铝工业在减少 PFC ( CF4, C2F6 ）排放上也

工艺过程能源效率的改善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

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制造业中以相对较低的吨碳当量减

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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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成本将非 C02 排放进一步降低到 一 个低水平是非常可

如果每个美国人的人均回收率从全国平均水平提高到华

能的。

盛顿州西雅图的水平，就可以减少美国 4% 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对于是通过回收纸张和化纤，还是通过在废弃物
目前已知的技术选择已经足够发达国家在 2010年前

能源转化设备中将废纸作为生物燃料使用，来实现寿命

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量，足够发展中国家限制其

期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仍存在争议。从温室气体排放

工业部门排放量的显著增长。

角度看，两个选择的结果都好于垃圾填埋。在一些发达
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和日本，废弃物能源转化设备已经

3.3.4 农业部门主要减排选择

1995 年农业排放仅占全球能源使用碳排放的 4% ，但

变得更加高效，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也更加低。

3.3 . 6 能源供应部门主要减排选择

其中 20% 以上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惊于 CH4 和
N 1 0 ，以及土地清整产生的 C02 。自第二次评估报告以

化石燃料将继续主导热力和电力生产。发电的碳排

来，农业部门的能源效率有少量提高，如果对不利环境

放为 21 亿吨碳 ／ 年，占全球的 37.5%10 ，到 2010 年和 2020

影响的担心能引起足够关注的话，与植物和动物生产有

年分别为 35 和 40 亿吨碳 ／ 年。在发电部门，如果有充足

关的生物技术还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如果可能的话）人

的天然气供应和相应的基础设施，低成本的燃气联合循

类食物从肉制品向植物制品的转移可以提高能源效率，

环发电（ CCGT) （最新型的转换效率已接近 60% ）将是

减少温室气体（特别是农业部门的 N10 和 CH4 ）的排放。

新电厂的主导选择。基于煤气化联合循环 (IGCC ）或超

农业部门的以下变化在2010年前可以显著减少其温室气

临界设计的先进煤炭技术因为有更高的效率，具有以中

体的排放：

等成本实现减排的潜力。电力部门撤销管制是目前技术

通过节约耕地和减少土地利用强度加强土壤的碳吸

选择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满足采暖和生产过程需求的

收；

分散的工业和商业热电联产（ CHP ）系统可以带来大量

通过稻田灌溉管理，改善肥料使用，以及降低反鱼

的减排。尽管对基于可再生能源资源或使用燃料电池、微

动物肠道 CH4 排放来减少 CH4 排放；

电机和斯特林（ Stirling ）发动机的分散供电系统的兴趣

通过使用缓释化肥、有机肥料、氮化抑制剂、基因

在不断增长，但在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电力部

工程制造的豆科植物来避免农业部门人为产生的

门的重组对 C02 减排的进一步效果目前还不确定。

N10 排放（在农业部门中超过了化石燃料使用产生

的碳排放）。中国和美国的 N10 排放量最大，主要来

核电工业已经在目前设备基础上显著增大了容量因

自于稻田和其他农业土壤中的化肥使用。到 2020

子，这可以充分改善其经济性，使其设备寿命延长具有

年，在有更多的选择来控制施肥土壤的 N20 排放时，

成本有效性。但除了亚洲，其它计划中或建设中的机组

此部分的贡献还会更大。

还比较少。开发内在安全和低成本的核反应堆正在积极
进行，这是为了降低社会经济障碍和减少公众对安全、核

农民对这些技术的利用强度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

废料存储以及核扩散等的关注。由于水电开发的可用地

为这些技术的使用可能需要额外的成本。因此，可能需要

较少、成本较高以及对当地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除了印

通过特殊的应对政策来消除经济上的障碍以及其他障碍。

度和中国的几个大型水电项目外，新水电项目的建设已
经放缓。风机的发展非常迅速，年均增长速度已经超过

3.3 . 5 废弃物管理部门主要减排选择

25% ，到 2000 年将达到 13GW 的装机容量。其它可再生
能源如太阳能和生物质能，随着成本下降也在不断增长，

对垃圾填埋和煤矿产生的 CH4 的利用已经越来越

但除水电之外的可再生能源在全球所占比例仍低于 2% 。

多。利用垃圾气体供热和发电也在不断增长，因为在诸

随着动力强度的增加和成本的不断下降，燃料电池开始

如德国、瑞士、欧盟、和美国等国家，这是政策所要求

的。半数的垃圾填埋 C 凡的回收成本是负的。在德国，对

产品寿命管理的要求已经从包装扩展到汽车和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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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效热电联产的潜力。到 2010 年，煤和生物质能掺

CFC 已经通过控制排放、降低单耗、替代技术以及包括

和燃烧、薪材的气化、更高效的光伏发电、近海岸风力

合成氨、碳氢化合物、 C02 和水等代用液体或者另类技术

田、以及基于乙醇的生物燃料等都有可能进入市场。它

来消除。选择何种 CFC 振 ODS 的替代物随着用途（包括

们的市场份额随着学习曲线成本的下降和现有电厂基础

冰箱、移动及固定空调、热泵、医用及其它气雾剂传输系

设施的更新有望在 2020 年前得到增长。

统、灭火器、熔剂等）的不同而不同。兼顾能源效率和臭

氧层保护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那里的市场刚
与第二次评估报告时相比， C02 的物理去除和存储

开始发展并且未来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已经成为更可行的选择。利用煤炭或生物质能作为氢的
一个来源，并存储废弃的 C02 ，体现出迈向氢经济的可能

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假定除替代 ODS 之外没有别

也有tfC02 被存储在含水层，其完整性得到监控。但对那

的用途， HFC 室气体浓度增 2010 年前将达到 37 万吨或

些特定存储地来讲，长期存储仍在论证过程中，还需要

1. 7 亿吨碳当量 ／ 年，而 PFC 的产量将不超过 1200 万吨

通过研究来确定在各种存储选择中出现无法控制时的释

碳当量 ／ 年。 2010 年的年排放量将更加难以估计。最大

放对环境正或负面的影响，以及公众所面临的健康风险。

的排放源可能是移动空调、之后是商用冰箱和固定空调。

C02 捕获和存储试验设备有望在 2010 年投入使用，在

目前 HFC 用于发泡剂的量比较少，但如果用 HFC 替代

2020 年对减排作出重要贡献。同生态吸收一样， C02 的

一部分 HCFC 的话，其使用量据预测在 2010 年将达到

物理去除和存储可以作为目前提高效率、燃料转换以及

3000 万吨碳当量 ／ 年，排放量将达 500

开发可再生能源等努力的补充，但必须在经济上能够与

量 ／ 年。

1000 万吨碳当

其相竞争。
3.4 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和经济潜力综述
本报告考虑了本部门减排技术到 2020 年在新建电厂
的 C02 减排潜力。 CCGT 有希望成为从目前到 2020 年全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 1990 到 1998 年之间以年均 1.

世界范围内新增装机容量的最大贡献者，而且如果天然

4% 的速度增长。自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许多领域与温

气供应充足的话还将成为替代新燃煤电站的有力竞争者。

室气体减排相关的技术进步显著而且超出预期。由于技

如果核电在政治上可接受的话，它在替代煤和气发电时

术进步并被采用，全球范围总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在

将具有减排潜力。生物质能（主要是来自废弃物、农业和

2010 年将达到 19 到 26 亿吨碳当量／年， 2020 年将达到

林业副产品）以及风电到 2020 年也具有作出重要贡献的

36 到 50.5 亿吨碳当量 ／ 年。这一结论来源于大量依据，

潜力。水电已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它在减少 C02 当量排

但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目前还没有详细的对全球范围

放方面的潜力比人们原先预料的要大得多。最后，尽管

的技术潜力的研究，现有的地区和国家研究的研究范围

未来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有望大幅下降，太阳能集中发电

通常不同，对主要参数的假定也不同。因此，表 TS I 中

( 2020 年前仍是一种昂贵的选择。但太阳能发电可以在

提供的估计值仅供参考。但上述段落中提到的主要结论

机会市场和离网发电上做出更大贡献。最好的减排选择

还是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可能取决于当地的条件，如果将所有这些技术组合起来，
与本部门到 2020 的约 4 亿吨碳的预测排放量相比，可以
了现 3.5 到 7 亿吨碳的减排潜力。

各种减排选择的成本依技术而有所变化，并表现出
地区的差异性。一半的减排潜力到 2020 年可以实现，这

些减排量的直接效益（节能量）将超过其直接成本（净资

3.3.7 氢氟碳化物和全氟碳化物的主要减排选择

产、运行和维护成本），另外一半减排潜力的净直接成本
在 100 美元 ／ 吨碳当量（ 1998 年价）左右或者更高。这

HFC 和 PFC 的使用已经在增长，到 1997 年已经替

一估算采用的贴现率是 5% 到 12% ， 有同等的可能性。贴

代了约 8% （重量比）的 CFC ；在发达国家， CFC 和其

现率一致。私营企业的内部收益率变化幅度很大，而且常

他臭氧层消耗物质（ ODS ）的生产在 1996 年已经停止，

常偏高，这会影响到私营企业对这些技术的采用。根据排

以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物关保护平流层臭氧的规定。

放情景，在 2010 年到 2020 年可以这种净直接成本将全球

HCFC 已经替代了另外的 12% 的 CFC 。其余的 80% 的

排放降低到 2000 情景被多个也些减排的实现还需要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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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成本（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成本还可能很高），并且

次评估报告中估计，到 2050 年大约有 600 到 870 亿吨碳

可能需要政策支持（诸如在第 6 节所描述的那些政策）、

可以通过森林保持和吸收，另外的 230 到 440 亿吨碳可以

研发的加强、有效的技术转移、以及其他障碍的克服等

通过农业土壤得到吸收。目前对生态减排选择潜力的评

（详见第 5 节）。

估是到 2050 年达到 1000 亿吨碳（累计），相当于这期间
预测化石燃料排放的 10% 到 20% 。本节将对陆地生态系

个建筑、交通和工业部门中有数百项技术和措施来

统的生态减排措施进行评价，并着重考虑减排潜力、生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这些部门中，能源效率措施对全部

态和环境制约因素、经济性以及社会关注等方面的内容。

减排潜力的贡献将超过一半。从更长期来讲，材料使用效

同时，简要讨论所谓的地球工程选择。

率的提高（包括回收）将变得更为重要。能源工业及转换

部门将仍由便宜和丰富的化石燃料主导。但是，从煤到天

通过陆地生态系统的管理而不断增加的碳池仅能抵

能源的转换、电厂转换效率的提高、工业部门、商业建筑

消化石燃料排放的一部分。而且，如果这种碳保存活动

和机构中分散热电联供系统的扩展以及 C02 利用和去除

不能持续的话，碳贮存量越大，未来所带来的 C02 排放

等措施将产生显著的减排潜力。核电厂继续利用（包括延

风险越大。比如说，森林部门放弃防火控制，或农业部门

长寿命期）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可以避免一些由化石

实行高强度耕地，都将导致至少一部分的以前积累的碳

燃料消耗所带来的排放。从一些副产品和废弃物如垃圾

的迅速损失。但是，利用生物质能作为燃料或用木材替

填埋气中获得的生物质能是一种潜在的重要能源，还可

代一些高能耗材料，可以带来永久性的碳减排效益。在

以在土壤和水资源适合的地方种植能源作物来弥补生物

碳减排战略背景下评价陆地的碳吸收机会是有益的，因

质能源的不足。风能和水电也有一定贡献，而太阳能由于

为控制大气中的 C02 水平可能对两种方怯都需要。

发电成本较高，贡献要小于二者。 N20 和氟类温室气体减
排通过技术进步已经实现。一些工艺的改变，如提高密封

大多数生态系统的碳库最终将接近其最大限度。在

和再利用、使用替代材料和技术等，已经在进行实施。未

给定的时间内通过森林管理项目实现的碳存储总量和 ／

来的减排潜力还包括：绝缘泡沫和半导体生产工艺排放

或所避免的碳排放量多少取决于具体的管理行为（见图

的减少以及铝和 HCFC

22 的副产品排放的减少。与含

TS-6 ）。因此，一个在过去已经耗尽碳的生态系统将具

氟气体消费相关的能源效率提高的潜力与减少直接排放

有累积碳的巨大潜力，而碳储量已经很大的碳库未来的

的潜力相当。土壤碳吸收、牲畜 CH4 控制、节约耕地等

碳吸收率将比较低。由于生态系统最终将达到其作为碳

将会对农业部门温室气体的减排作出贡献。

库的最大限度，其吸收汇（即碳储量变化率）将逐渐消失。
尽管在一定阶段碳库及其碳吸收率都会很高，但它们无

要实现这些潜力，需要有合适的政策。而且，目前
的研发工作有望大幅增加未来可用于减排选择的技术范
围。如果要实现在表 TS-1 中所列的长期潜力就需要维

持这些研发活动，并进行技术转移。在各部门中保持减

排行动与其他目标（如发展、公平、可持续性）之间的
平衡，是保证减排行动有效实施的关键。

4. 增强、保持、管理生态碳库和地球工程选

择的技术和经济潜力

法同时达到最大。因此，对一个生态系统采取何种管理
战略将取决于其目标是增强短期积累量还是在一定时间

内维持碳库。两个目标之间是否能达成生态意义上的平
衡将取决于过去的干扰历史、当地的生产率、拟定的时

间范围等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到 2010 年使吸收最大化
的对策可能无法在 2020 年和 2050 年使吸收最大化；在
某些情况下，到 2010 年使吸收最大化还会导致碳存储的

逐渐减少。
的吸收量减少，果以及的库扩展后少安全性，将受

到未来全球变化的影响，但是这些变化的影响将由于地

4.1 陆地生态系统和土地管理的减排

理区域、生态系统类型，以及当地适应能力的不同而有
所不同。例如，大气中 C02 浓度的增加、气候的变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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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农用土地、和其他的陆地生态系统可以提供

养物循环模式的变化、以及制度变化（或是自然或是人为

大量的、有时是短暂的减排潜力。保存和吸收二氧化碳

产生的干扰）每一个都会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库产生负面或

可以为进一步发展和实施其他选择赢得时间。 IPCC 第二

正面的影响。

l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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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S-6 ：一个假设的森林管理项目的碳平衡。
注：本图显示了某情景碳累积存储量的变化，该情景涉及再造林及伐木量部分用作传统林产品，部分用作燃料。图中的数值展示了在美国南部和中部
欧洲｜可能观察到的情形。后生树木将碳存储到森林中。（假设的）森林生长周期是每 40 年收获一次，部分枯枝落叶留在地上腐烂，产品用后积存起来或作为垃

圾填埋。同使用化石燃料的替代情景相比或同利用更 多高 能耗产品来提供同样服 务 的替代情景相比，在排放量 上有一些净的变化，例如，图表显示，化石
燃料的排放减少了。

过去，土地管理常常导致碳库减少，但是在许多地

以是竞争的、中性的，或者共生的。该类文献的一个分析

区如西欧，碳库目前已经稳定而且在恢复之中。在温带

认为，碳减排战略可以作为内容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和寒带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森林面积正在增加，但是目

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执行，在这个全面战略里增加碳的储存

前碳库仍然比工业化前或史前时期要小。尽管不可能恢

量仅是众多目标中的一个。常常在森林、农业和其他土地

复到史前的碳库水平，碳存储量仍然有大量增加的潜力。

利用中可以采取措施实现碳减排，同时达到其他社会经济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以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ECE)

和环境目标。碳减排可以为土地管理和农村发展提供额外

的统计表明，温带和寒带地区管理良好的森林在 90 年代

的价值和收入。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次上可以根据可持

初期其林木年均净增量超过砍伐量。例如，活木生物量

续发展的优先权制定当地的解决方案和发展目标。

年均增长率在美国为 1. 7 亿吨碳 ／ 年，在西欧为 1.1 亿吨
碳 ／ 年，大约吸收了该时期全球化石燃料 C02 排放的

使碳减缓活动有效和可持续性的关键，是使它与其

10% 。尽管这些估计不包括枯枝层和土壤中的生物量变

他土地利用的生态和 ／ 或环境、经济以及社会目标保持

化，它们说明地表在大气碳收支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

平衡。许多生态稳定战略对所有三个目标来讲可以是中

用，并且作用程度也在不断变化。增加这些碳库为气候

性的或一致的，可以成为以“无悔 II 或 II 双赢 II 方式接受。

稳定提供了潜在和很大的机会。

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需要一些保证措施。潜在重要的环境
影响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水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影

但是在一些热带国家，森林碳存储平均净损失仍然

晌（特别是在目前已经缺乏的地方）以及对生态系统生产率

得不到抑制，虽然毁林的速率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一点下

的长期影响等。累积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可以通过单个

降。在农用地中，已经有一些政策选择从森林或草地的

的项目进行评价，也可以从更广泛范围、国家和国际背景

转换中部分地恢复碳的流失．

下进行评价。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泄漏”一 一个地方不
断扩展的和保持的炭库可能会导致其他地方碳排放量增

4.2 社会和经济考虑

加。在当地、国家和全球水平上的社会接受能力也可能影
响稳定政策的有效实施。

在每个国家，土地对许多目标来讲是一种非常珍贵

和有限的资源。气候稳定战略与其他土地使用的关系可

4.3 减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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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带地区有很大机会来减少碳排放，虽然它们不

能在一个更广泛范围的森林、农业和其他部门的政策中

l 综合报告

于富裕国家通常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森林产业，我们有

理由认为经济发展与增强碳库的活动是关联在一起的。

单独考虑。另外，对策选择根据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不同
而有所变化：在一些地区减缓和停止毁林是一个主要的

4.5 经济成本

减排机会；而在其他地区，毁林率已经减小到边际水平，

改进森林管理、造林、对毁林地和废弃地的再造林将是

大多数研究认为， 一些社会生态碳减排的政策选择，

最有吸引力的机会。但是目前的减排能力 11 常常弱小，而

特别是森林选择的经济成本，在一定范围内是中等程度

且也无法提供充足的土地和水源。

的。到目前为止，所报告的生态减排的经济成本变化非

常显著，在一些热带国家从 0.1 美元／吨碳到 20 美元 ／
非热带国家也有机会维持现有的碳库、加强碳库，

吨碳，非热带国家从 20 美元／吨碳到 100 美元／吨碳。而

或利用生物质能代替化石燃料。这些战略的例子包括火

且成本计算一般不包括基础设施、合适的贴现率、监控、

灾和虫害控制，森林保护，建设速生林，改进造林方怯

数据收集和解释，以及土地的机会成本，维护、或常常不

实践，在城市种植树木、改进废弃物管理活动，加强农

包括或忽视的其他发生的成本。这个范围的下界是偏低，

用土地的管理以在土壤中增加更多的碳存1者，改进对牧

但是对成本的理解和处理是随时间不断改进的。而且，在

草地的管理，以及退耕还林等。

许多情况下，生态减排措施可能有其他的正面影响，如
保护热带森林或生成新的森林具有正面外部效应。但是，

木材和其他生态产品在碳减排中起到几种重要作

随着更多生态减排措施的进行和土地的机会成本的上升，

用：它们可以作为碳库；它们可以替代需要更多能源输

生态减排成本将会上升。生态减排成本似乎在发展中国

人的建筑材料它们可以作为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

家最低，在发达国家更高。如果生态减排活动是中等程

林产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气候减排作出了贡献，但如

度的，泄漏可能会小。但是，如果生态减排活动是大规模

果基础设施和激励措施能够得到发展的话，木材和农业

而且分布广泛，泄漏量将上升。

产品可以成为可持续经济的一个重要要素：它们是为数
不多可以大规模利用的可再生能源资源。

4.4 生态碳j咸排选择的标准

4.6 海洋生态系统和生态工程
海洋生态系统也可以为大气中 C02 的去除提供机会。

海洋生态圈中固定的碳存储量非常小，但是，可以致力
为实施大气 C02 减排战略，并促进实现其他同样重

要的目标，需要考虑以下标准：

于利用生态过程将大气中的 C02 去除并将其传输到深层

海洋中，而不是增加生态圈中的碳储量。一些初步的试

不同时间对碳库的贡献

验已经进行，但是还有大量的根本性问题有待解决，比

碳库维持和创造的可持续性、安全性、复原性、永

如有关碳去除的性能和稳定性，以及必须对生态系统进

久性，以及通用性。

行大规模的人为操纵才能显著影响大气组成，其所带来

与其他土地利用目 ；标的可兼容’性；

的不可见后果等问题必须得到解答。另外，这种方法的

泄漏和额外性问题；

经济性还不明确。

经济成本；
除气候减排之外的环境影响；

生态工程包括为稳定气候系统而直接控制地球的能

社会、文化和交叉性问题，以及公平问题；

量平衡，由此减缓正趋强的温室效应。虽然有对陆地能

对在能源和物质部门碳流程系统范围的影响；

量平衡进行工程控制的可能性，但人类对该系统的认识

还很初浅。风暴潮险增加、能性还很大，甚至还不可能
出于其他原因而采取的活动也可能会增强减排能力。

对区域的温度、降雨等的分布进行控制。生态工程不仅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热带森林毁林速度的下降。而且，由

面临着科学和技术上的难题，还面临着许多伦理、法律
和公平性问题。然而，对生态工程做一些基本的探究工

11 减排能力：有效减排所需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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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到 2010 年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以及森林活

碍， 一 些技术仍然不会被广泛采用，这仅仅是因为这些技

动的减排可以导致 C02 排放的明显减少。许多这些活动

术过分昂贵。如果能够克服这个先决条件，人类就能达到

是与土地管理的其他目标相一致的，或相补充的。将海

“技术潜力”，即通过技术扩散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

洋生态系统作为碳库或在气候变化减排中应用生态工程

技术可行性。

技术的总体效果还不确定，因此还不能在近期应用。
这个框架中出现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待不同技术产

5. 技术转让中存在的障碍、机会和市场潜力

生的环境成本。因为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找出全球气候
变化政策的机会，因此确定技术潜力时没有考虑温室气

5.1 51 言

体的影响。分析与其他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和效益是计
算经济潜力的成本效益分析的一部分，但只包括那些现

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在转让时通常遇到障

有环境法规或政策已经内部化的、对消费者的影响。还有

碍 12 ，从而减缓了向市场的渗透。在减缓温室气体不同潜

更广泛的影响被消费者忽视了，所以没有在经济潜力中

力的框架下，探讨通过消除障碍或者加速技术的传播来

考虑它们，但在社会的成本效益计算中予以考虑。因此，

降低温室气体浓度的机会 13 （见图 TS-7 ），图中最下方开

有些产生环境效益的技术具有社会成本有效性，但从消

始是市场障碍（通常称为市场失效），它是指在市场、公

费者角度看并不成本有效，这些技术产生的温室气体减

共政策和其他体制中存在的阻碍技术扩散的障碍，这些

排效益被纳入到社会经济潜力中。

技术在不考虑温室气体减排效益的情况下对使用者来说
也是（或将是）成本有效的。消除此类“市场和体制缺

5.2 障碍和机会的来源

陷”后，将使减缓温室气体朝着实现“经济潜力”的方向
努力。 u 经济潜力”是指所有对消费者而言成本有效的技

为温室气体减排作出贡献的技术和社会创新是与研

术得到实施的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由

究、试验、学习和开发有关的复杂的过程。有一些理论和

于经济潜力是从消费者角度来衡量，因此对成本有效性

模型是用来理解它的特征、驱动力和意义的。新的知识和

的评价必须基于市场价格、个人的时间贴现率以及消费

人力资本是通过增加研发、在实践中学习以及 ／ 或演变

者对技术性能的偏好。

过程的产物。绝大多数的创新要求用户改变行为或社会
转变。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和体制结构为各国采用温室

当然，消除所有的市场和体制障碍还不足以达到“技

气体减排技术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机会。这个道

术潜力”程度的技术扩散。经济和技术潜力之间存在的

路将受到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社会经济背景是对价格、

差距通常由两组障碍造成，并被位于两者之间的社会经

融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体制、信息提供以及社会、

济潜力区分开。第一组的障碍源自在新技术扩散时人们

文化和行为因素的反映。其中的主要内容如下所述：

的喜好和其他社会文化因素。这意味即使克服市场和体
制障碍， 一些减排技术仍然不会被广泛采用，因为人们

不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对私营投资和融资带来风险。

不喜欢，用不起，或者当前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与它们相

政府不良贷款和财政政策会导致长期的公共赤字和私营

抵触。如果克服市场和体制障碍后，再消除第二组障碍，

部门的资金流动差。政府还可能制定相反的微观经济激

即实现“社会经济潜力”。因此，社会经济潜力代表克服

励政策，它鼓励追求租金和腐败，而不是有效利用资源。

成本有效技术面临的社会和文化障碍后，温室气体减排

还存在有利于低效技术、阻碍获得外国技术和减慢技术

的潜力。

扩散速度的贸易壁垒。官方发展援助仍以带有附加条件

的援助为主。它扭曲了技术选择的效率并可能排除了有
最后，即使消除所有的市场、体制、社会和文化障

12 障碍是指通过政策、计划和措施能够克服所达到的潜力。
13 机会是指能够减少技术和实践的市场潜力与经济、社会经济或
技术潜力之间的差距的某个情况或条件。

活力的商业模式。

商业融资体制在开发“绿色”金融产品时面临高风
险。环境友好技术项目的相对规模小，还款时间长，交易
成本高，阻碍银行投资。价值小也使其很难利用融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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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举例

物理潜力

克服障碍的行动举例

牟

（理论上限，可能随时间改变）

新技术的研究 、
开发和示范

获得新技术的能力

及知识上的限制
技术潜力

网络建设

社区参与决策

（通过实施已示范的技术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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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敦

价1重视苍

体制改革

既得利益

补贴改革

缺乏竞争

微额信贷

贸易壁垒
不确定的产权
信息不充分

农村电气化

经济潜力

｛通过创建市场、减少市场失灵、增
加财政转移和技术转让来实现）

合作协议

新措施（税收
和激励机制）
多边和
双边项吕

市场潜力
（环境友好技术的实际应用和实践）

｜时间！
图 TS-7:

环境友好技术的渗透： 一 个概念性的框架。

段，如项目融资。在私营部门解决以上问题采用的创新

抓住现有森林的价值而找到了市场机会。

手段包括，租赁、环境和伦理银行、针对低收入家庭发

放小额信贷和赠款、环境基金、能源服务公司（ ESCO)

价格扭曲或不完全价格也是重要的障碍。对某些影

以及绿色风险投资。保险业已经对气候变化风险做出了

晌（外部性），如环境破坏，缺乏市场价格也是传播环境

反应。新的绿色金融体制，例如林业投资基金已经通过

友好技术的障碍。由于税收、补贴产生的价格扭曲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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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政策干预使消费者使用资源时更便宜或昂贵，这也阻
碍资源节约型技术的传播。

在某些情况下政策的发展是以人类心理模式为基础，
这遭到广泛批评。模式假设人们是理性的福利最大化者
并有一套固定的价值观。这种模式无法解释人类行为中

网络外部位也会制造障碍。一些技术的操作方式是

学习、习惯、价值观形成或理性的过程。社会结构会影响

某个用户使用设备并与其他用户相互作用来产生“网络

消费，例如将目标与地位和品味相结合。个人选择可持续

外部性”。例如，使用其他替代燃料的汽车的吸引力在于

消费模式取决于这样的模式与需求之间的适应，以及他

是否有便利的燃料添加设施。另一方面，建立添加燃料

们对消费模式的理解，以便做出选择。

的基础设施又取决于这些汽车的需求。
不确定性：另一个重要的障碍是不确定性。消费者可

不当的激励来源于房东与房客之间的关系是房客负

能对未来的能源价格以及节能不确定。另外，还对下一代

担每月的燃料费用和 ／ 或电费，而房东不考虑每月的能

设备存在不确定性，明年会不会有更便宜和更好的型

源消耗，只想买初始投资最便宜的设备。公司购买车辆

号？在实际的决策中，障碍通常与沉没成本、基础设施的

供职员使用时也会遇到类似情况。

长期性以及基础设施资产融通能力差造成的投资不可逆
性等有关。

交叉利益：在技术进步中一个主要障碍是掌握传统

技术的一方有既得利益，他们会串通一气向政府施加政

5.3 特定的部门和技术障碍及机会

治压力，运用行政手段、税收、贸易壁垒和规定来推迟甚
至阻止创新，以免其利益受损。

以下各节描述每个减排部门存在的障碍和机会（见
表 TS-2 ）。

缺乏高效率的规章制度制定机构阻碍了环境友贵技

\\

术的导人。许多国家对环境保护有很好的宪总和法律要

建筑部门：任何国家的穷人在本部门受到的影响远

求，但后者不能很好的实施。但是，来自非政府组织、贸

比富人大，因为获得资金的渠道不足，识字率低，固守传

易协会、社区组织等的社团压力形成的“非官方规定”可

统习俗，并且需要拿出收入中更大部分满足基本需求，包

以代替一定的法规压力。

括购买燃料。其它的障碍有缺乏技能以及社会障碍、不当

的激励、市场结构、缓慢的资本存量的周转。在民用建筑
信启通常被认为是公共物品。关于不同技术的可获

得性以及它们的性能特点的信息应作为“公共物品”，而

实行一体化设计可以节省能源 40-60% ，因此可减少生

活费用（见 3.3.4 ）。

且在私营市场上没有充分提供。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因
为即使一项技术应用了，通常由于测量错误和确定基准

消除民用和商业建筑部门中存在的障碍、降低能源

线的难度使节能的定量化很困难。如果人们知道一项技

成本和能源消费以及减少碳排放的政策、计划和措施可

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就会阻碍技术扩散。

以分为 9 大类：自愿性计划、建筑能效标准、设备能效标
准、国家市场改革计划、融资、政府采购、税收信用、能

当前的生活方式、行为和消费模式是在当前的和历

源规划（生产、分配和终端利用）以及加强研发。在非洲，

史的社会文化条件中发展起来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改

可支付得起的信用融资已经被广泛认可，它是克服初期

变是各种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

成本高这一障碍的关键措施。由于宏观经济管理不当造

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

成经济条件不稳定，将导致融资的抑制和更大的障碍。在

世界主流观念和公众舆论的发展；

一个能效投资或组织措施的创新过程中，许多障碍是同

机构、政治联盟或网络之间关系的变化；

时出现的，因此通常需要将多项政策捆绑在一起实施，以

社会结构或公司间、家庭间关系的改变；

发挥一项特定技术的经济潜力。

· 心理动机（如方便程度、社会特权、职业等）的变化。
交通部门：在现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小汽车是自
在以上各个过程中，障碍以不同形式出现。

由、活动性和安全、个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是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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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产品。 一 些研究发现，居住在人口密度大、交

的同时，对能源供应越来越放松管制又引起人们的担心。

通拥挤的城市的人们对小汽车的依赖程度较低，但某些

易变的瞬时电价和合同电价，私营投资者的短期期望以

文献中的由郊区向城市转变的主张并不容易执行，即使

及核电和水电的风险使许多国家偏向于选择天然气或石

考虑交通堵塞问题。城市和交通的统一规划以及采用激

油发电技术，而偏离可再生能源，其中包括水电，但影晌

励政策是交通部门提高能效和节能的关键。在这个领域

程度更低一些。

锁住效应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当土地利用形式确定后，

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存在机会。

热电联产（ CHP ）的效率比单独生产每种能源高出
很多。实行热电联产与工业热力负荷、区域供热和供冷

通常采用征收交通燃料税的措施，但在有些国家被

网络的可获得性和密度有密切关系。但是，它的实施受

误认为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措施，因而非常不受欢迎。

到信息缺乏、技术的分散特性、电网的态度、上网条件以

征收道路使用费并将其纳入交通设施建设费用专项资金，

及缺乏扶持长期规划的政策等因素的阻碍。需要强有力

已经被人们接受。虽然卡车和轿车的使用目的和行驶里

的公共政策和监管机构来建立和保证统一 的条件、透明

程不同造成障碍和机会不同，但反映温室气体排放完全

度以及与电网供电功能分开计价。

成本的税收政策对公路交通的二氧化碳减排会产生相同

影响。 一些研究探索调节现行公路税、执照费和保险费

农业和林业：研究能力和扩充服务的缺乏会阻碍适

的潜力并发现可以由此减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排

合当地条件的技术扩散，而国际农业研究咨询集团系统

放量的 10% 。便捷、高效的公共交通发展不足，使耗能

的减弱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问题。采用新技术还

更多的私人车辆的使用得到鼓励。各种保护公路交通利

受限于小型农场的规模、信用约束、风险变化、缺少信息

益的政策纠合在一起构成了变革的最大障碍。

和人力资源、农村基础设施以及租赁安排不足和辅助投

入的不可靠供应。对农业的关键投入，如肥料、供水、电
新车和旧车和 ／ 或其技术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从发达

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因此，旨在减少发达国家排放

力和燃料、维持农业系统稳定产出的补贴以及财富的不

平等分配扭曲了这些产品的市场。

的技术将对发展中国家未来的排放产生重要影响。
克服以上障碍的措施包括：

工业部门：在工业部门，障碍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出

·

现并取决于公司的特征（规模和结构）和商业环境。成

·

扩大信用和制定节约计划；

将国际研究经费转向水利用效率、灌溉设计、灌溉

本有效的能效措施经常不能被充分实施是由于缺乏信息，

管理、适应盐碱化以及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对热带作

以及获得可靠信息的高额转移成本。资本被不同的投资

物的影响；

重点争夺，而能效投资的障碍率很高。缺少技能熟练的

·

提高食物安全性并改进灾害早期预警系统；

‘ 人员，特别是在中小型企业（ SME ），使得安装新能效设

·

建立有关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

备与只需购买能源相比变得很困难。其它障碍不利于将
节能定量化，创新技术进入市场缓慢，同时公司对研发

· 将农业产品的投入和产出价格合理化，考虑发展、公
平和可持续性问题。

投入不足，即使投资回报率很高。
林业部门受到土地利用规定和其它宏观经济政策的

在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采用并测试了广泛的消除障

约束，这些政策通常倾向于将土地利用转向农业、养牛

碍的政策和观念，成功率各不相同。信息计划是为了帮

及城市工业。不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制度以及鼓励农业或

助能源消费者理解和采用能效高的技术和实践。环境立

畜牧业的补贴是影响林业可持续发展以及持续减排二氧

法是采用新技术的驱动力。发达国家提高工业能效的新

化碳的最重要障碍。与减缓气候变化有关的其它问题包

手段还包括自愿协议（ VA ）。

括缺乏技术能力、项目基准线的确定缺乏可信度、监测
碳储存等方面的挑战。

在能源供应部门，几乎在 5.2 节提到的所有一般性
障碍都限制了环境友好技术和实践的导人。在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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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甲：境排放量的 20% 。本部门技术转让的主要障

因为这些都是新的手段，并且集中于如何实现温室气体

碍是资金和体制能力有限，行政管理的复杂性以及需要

的限排，它们在国际上的应用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除了

社区的参与。减缓气候变化项目会面临更多的障碍，因

经济方面，与政策和措施有关的政治经济、怯律和体制方

为人们对收集甲：皖和进行发电不熟悉，不愿为气候变化

面的问题也将进行讨论。

付出更多的人力，以及额外的行政管理的复杂性，因为

既涉及废弃物处理，又关系到能源副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缺少明确的规定和投资框架给项目开发带来很大挑战。

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很多政策、措施和手段，包括
（不分次序）：排放税、碳税或能源税、许可证交易、补贴、
抵押一返还系统、自愿协议、不可交易的许可证、技术和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展现废弃物管理上存在的机会，
需要采用多种项目途径，其内容包括：

性能标准、产品禁令、包括研发投资的政府直接支出。同
样， 一组国家为了限制集体温室气体排放可以实施其中

建立废弃物的数据库，数据信息包括可获得性、特

之一或混合的手段，例如可交易配额、联合履行、清洁发

征、分配、收集、目前的利用技术和 ／ 或处置技术

展机制、协调的排放税或碳税或能源税、国际排放税、碳

和经济’性；

税或能源税、不可交易配额、国际技术和产品标准、自愿

· 对技术转让建立机制，通过协调项目将研发单位、金

协议和财政资源和技术的直接国际转让。

融机构和工业界联系起来；

· 确定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包括地方政府、每个家庭、

工业、研发机构和政府。

评价政策手段的可能标准包括：环境有效性；成本有

效性；分配考虑包括竞争力；行政和政治上的可行性；政
府收入；更广泛的经济影响，包括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

地区考虑：变化的全球格局为导入温室气体减排技

响；更广泛的环境影响，包括碳泄漏；以及态度、意识、

术和实践提供了机会，它们与发展、公平和可持续性的

学习、创新、技术进步和传播上的转变。每个政府在评价

目标是一致的。传统的能源补贴、体制惯性、分散的资本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时对不同标准的权重都不同，这取决

市场和交叉利益等对技术的实施造成了主要障碍，特别

于国家和部门的实际情况。而且，当政府评价国内和国际

是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IT ）。这两类国家的

政策时对同一个标准的权重也不同。协调的行动可以解

情况要求做更仔细的贸易、体制、金融、收入、障碍、机

决竞争力、潜在的国际贸易规则冲突和碳泄漏问题。

会、扭曲价格和信息差距方面的分析。在发达国家，其它
障碍包括高碳强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社会结构，网

讨论政策选择的经济学文献强调利益集团压力的重

络外部性以及激励不当，它们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

要性，主要是对法规的要求。但它们忽田各了政治平衡中的

加提供了干预机会。最后，新的矛口旧的技术通常从发达

“供给方

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采取全球途径减少排

规政策的立怯者、政府和党派官员，他们最终决定采取哪

放，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的技术将对未未排

些政策手段。然而，政策手段的被遵守程度，无论该政策

放产生重大影响。

是针对化石燃料使用者还是制造商，是政策工具取舍决

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政治考虑因素。一种认识认为某种

6. 政策、措施和手段
6.1 政策手段和评价它们的可能标准
本节的目的是考察政策和措施的主要类型，这些政

形式的监管会有利于被管制的产业，例如，它将限制进入
比产业或使进入的成本增加。对整个产业产生成本的政
策依然可以得到公司的支持，因为它们会比竞争者更有

利。受管制的公司当然并不是在法规中唯一获益的群体，
与其利益相反的群体同样会施展手段争取自己的利益。

策和措施可以用来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为了与

本报告范围一致，那些可以降低适应气候变化成本的政

6.2 国家政策、措施和手段

策和措施未被考虑在内。可选的政策手段通过一些特定

的标准进行讨论和评价，这些都是以最新的文献为基础。

本节还强调了《京都议定书》中提出的手段（京都机制），

对于正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国家，重要的是理解新的

政策条件，以便对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可行性进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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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近期的能源市场自由化的措施主要是为能源和电

营部门不会进行真正的减排。自愿协议通常在引入

力市场提供竞争，它还会对排放产生重要影响，如对能

更严格的措施之前实施。

1原或电力供应的生产和技术模式的影响。从长期看，改
变消费模式比单一 的实施减排措施更重要。

·

普遍认为信息不足是市场失灵的关键问题，将对能
效提高和减排产生重大影响。信息手段包括环境标
识、能源审计、企业报告要求，在许多能效计划中信

基于市场的手段一一主要是国内税收和国内可交易

息活动是产品营销的一部分。

许可证系统，这些手段在许多情形下将对政府有吸引力，

因为它们效率高。这些手段会经常与传统措施联合使用。

越来越多的文献在理论上并且用很多模型证明，国

当实施国内排放税时，政府决策者应考虑征税点、计税

内政策手段减排温室气体的经济性取决于对这些手段的

基础和部门间的差异，与贸易、就业、收入的关系以及

选择。基于价格的政策将产生正的边际成本和整体减排

机制的形式。其中每一项都将影响国内排放税的合理设

成本。这些减排成本与当前的税收结构和要素价格的相

计，而且政治和其它考虑也将起作用。例如，对燃料的

互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基于价格增加收入的政策可以与

能量进行征税会比产生同样减排量的碳税昂贵，因为这

提高市场效率的措施联合使用。但是，影响能源服务单

种能源税提高了所有能源的价格，无论它们是否产生二

位价格改变的非价格政策的作用通常仍是决定性的。

氧化碳排放。但是，许多国家不考虑成本有效性而选择

能源税是有其他原因的，本节的许多分析适用于能源税

6.3 国际政策和措施

和碳税。
关于国际政策和措施，《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个国

承诺温室气体减排的国家还可以实施可交易许可证

际政策手段，即京都机制，包括国际排放贸易（ IET ），联

系统，直接或间接地减少国内的排放。与税收类似，可

合履行 (JI) 和清洁发展机制（ CDM ）。每个手段都为附

交易许可证系统也造成一些设计上的问题，如许可证的

件一国家成本有效地实现承诺提供了机会。 IET允许附件

类型、发放许可证的方式、包括的排放源、遵约以及排

一 国家交换其分配的国家排放权（目标）的一部分。它意

放权储存帐户的利用方式。想用一个国内许可证系统囊

味着边际减排成本（ MAC ）高的国家可以从边际减排成

括所有排放源是不可能的。实现排放源达到既定排放水

本低的国家获得减排量。同样，联合履行是附件一国家

平的可交易许可证系统的确定性取决于由于许可证价格

彼此之间交换减排量，并以项目为基础。在清洁发展机

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成本（即遵约成本）。为解决这个问

制下，附件一 国家在项目基础上从非附件一国家获得信

题，可采取混合政策对遵约成本制定上限，但减排水平

用额。

卢 不能保证 b

经济分析表明京都机制将大大降低履行京都目标的整

出于各种原因，大多数国家不会只通过一种政策手

体成本。但是，为了实现潜在的成本降低，要求附件一国

段管理温室气体排放，而是一 系列手段。除了一个或多

家采取国内政策，以便使每个实体能够利用这些机制实现

个基于市场的政策外，系列政策可能包括标准和其它规

他们的国家限排义务。如果国内政策限制使用京都机制，

定、自愿协议和信息计划：

或者国际规则限制它们的使用，会减少节约的成本。

能效标准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显示出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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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调控市场手段能力有限的许多国家，从而

在联合履行机制方面，假定如果不履行国家减排承

帮助它们开发基础管理能力。这些标准需要不断更

诺将面临巨额罚款，东道国政府才有动机以确保所核发

新以保持效果。标准的主要不利因素是它们可能效

的减排单位（ ERU ）是真实的，对于清洁发展机制，独

率不高，但可以通过把想要达到的结果作为标准，

立的减排量认证是关键，因为东道国没有减排承诺，因

并对如何达标采取灵活性来改进效率。

此在保证真实的、经证实的减排量（ CER ）上积极性不

自愿协议可采用不同形式。提倡自愿协议的人强调

足。实施基于项目的机制如联合履行和清洁发展机制的

它的交易成本低，并且意见 一致性。怀疑者强调“搭

主要困难是确定额外净减排量（或增加碳库）；确定基准

便车”的风险，并且在没有监测和实施的情况下私

线会非常复杂。关于京都机制的一 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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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包括监督和核实程序，资金的额外性（保证清洁发

的收益和损失、整体资源成本和机会成本。

展机制资金不会替代传统的发展援助）以及项目基准线
方法的标准化。

虽然这些衡量福利的方法有局限性，而且将其货币
化也是有争议的，但人们认为将非市场投入转变为货币

发展中国家（非附件一国家）对公约的履行程度取
决于环境友好技术的转让和其它因素。

形式的方告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应当在适当
的时间和情况下采用这些方法。建立在福利评价基础上
的成本方法可以作为更广泛的评价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

6.4 国家和国际政策手段的实施

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补充。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是开发出
对主要影响因素一致的和综合的评价方法。

任何国内和国际政策手段只有在充分的监督和执行

系统的配合下才能有效。在强制性执行与事实上开展的

对这种成本方泣常见的批评是它不公平，对“受益

国际合作之间是有联系的。许多多边环境协议强调为履

人”给予更高的权重，这通常因为受益人的支付意愿或接

行义务需要协调行为准则，并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受赔偿意愿比不受益的人高，因此它体现了受益人的意

和／或关贸总协定（ GATT ）框架下扩大怯律制度。公约

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但目前还没有连贯一致的方法来

和议定书对不履约行为并没有提供解决措施。但是为履

替代现在的评价方法。对公平性的担忧可通过计算基本

行《京都议定书》开发的一些国内政策和措施可能与世

成本来解决。成本估算是气候变化决策中需要的一种信

界贸易组织条款冲突。国际上环境协议的差异也会对贸

息，还需要补充其它社会方面的信息，如对主要利益方的

易产生影响。

影响和实现的扶贫目标。

环境协议（包括公约和议定书）中一个重要的考虑

是如何寻求广泛的参与。研究国际环境协议的文献预言：

本节回顾了有关成本评价的方泣和使用这些方怯产

生的问题。

参与将是不完全的，可能需要激励来增加参与的广泛性

（见第 10 节）。

7.

成本方法论

7.2 分析方法

成本评价是决策规则中的输入信息，包括成本效益
分析（ CBA ）和成本有效性分析（ CEA ）以及多种因素分

7. 1 基本概念

析。分析方法的不同主要取决于决策框架选取的、认定的
和评价的目标不同，一些减排政策的目标以经济单位表

我们在合理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到利用资源减排温

示（如以货币衡量成本和效益），一些以物理量来表示（女口

室气（ GHG ）体将产生机会成本。因为采取减少温室气

C02 排放量）。实践中面临的挑战是对所分析的每个重要

体排放或增加汇的行动利用了可以做其它用途的资源。

影响提出一个一致性的、综合的评价方泣。

在评价这些行动的成本时，应考虑用于保护气候的资源

如果被用在商品和服务上的社会总价值。在某些情况下，

7 . 2 . 1 共生效益和成本以及附带效益和成本

成本与效益相加为负，社会从减排中获益。
文献使用了一些术语来描述与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相

本节在讨论估算气候变化成本的方法论问题时，将

关的效益和成本。它们包括共生效益、附带效益、侧面效

重点放在正确评价减排温室气体措施的成本上。评价成

益、二次效益、联合效益、相关效益等。“共生效益”是

本和效益应基于系统分析框架，以保证计算的可比性和

指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产生的非气候效益，它们在减排政

透明性。开发一个完整的框架可以用来评价以个人价值

策制定的一开始就考虑了。因此，共生效益指目的在于减

观为基础的社会福利的改变而产生的成本，这些个人价

排的政策也有至少同等重要的其他目标（例如发展、可持

值观通过改善环境的支付意愿（ WTP ）或接受赔偿意愿

续性和公平性等目标）。与之相反，附带效益是指气候变

(WTA ）来体现。通过这些价值评价可以衡量一个政策

化减排政策对其产生的问题带来的二次或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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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政策会产生的其它社

算减少风险的成本，因为对每项措施都存在潜在的偏差。

会效益和成本（这里称连带或附带效益）， 一些经验性研

这说明应对减排和适应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经验性结果

究试图评价它们的影响。很显然，附带或共生效益的程

给予更多注意，但影响的性质和时间的不确定，包括意

度主要取决于分析情景的构造，特别是基准方案中对政

外的发生将限制相关成本内部化的程度。

策目标的假设。这意味着是否包括某一特定影响主要取
决于计划的首要目标。有些从国际角度看是温室气体减

7 . 3 系统边界：项目、部门和宏观

排计划，从国内来看，减少当地污染物排放与减排温室

气体却是同等重要。

研究者将项目、部门和经济分析区分开。项目级分
析考虑“单个”投资并假设对市场不会产生重大的 二次

7 . 2 . 2 实施成本

影响。它采用的方法有成本效益分析（ CBA ）、成本有效
分析（ CEA ）和生命周期分析。部门级分析在“局部均

所有的气候变化政策被实施时都产生必要的成本，

衡”的条件下考察部门政策，所有的变量为外生。采用不

即改变现有规定和规则产生的成本，以满足基本保障，

同的宏观经济和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经济分析，探讨政策

包括培训和教育实施政策的人以及受本政策影响的人等，

如何影响所有的部口和市场。应当在评价的详细程度与

遗憾的是这种成本没有被全部列入传统的成本分析中。

系统的复杂性之间有所权衡。本节将提出成本分析中使

实施成本反映了将计划付诸实施的永久性体制安排，而

用的关键假设。

与成本分析中提到的交易成本是不同的，根据定义，后
者是暂时成本。我们需要做许多工作将体制的和其它程

有效的评价气候变化减排方案需要结合使用不同的

序的成本定量化，以使数字更能反映出真实成本，如果

模型。例如，详细的项目评价与部门影响的一般性分析

计划被实际执行。

相结合，对碳税的宏观经济研究与大型技术投资项目的
部门模型相结合。

7 . 2 . 3 贴现

7. 3 . 1 基准线
有两种方式来贴现一一基于贴现率应该是多少的伦

理或规范方法，以及基于人们（储蓄者和投资者）日常

基准方案指在没有气候变化政策干预下温室气体的

生活决策中使用的贴现率的描述性方法。在减排分析中，

排放，这是评价减排成本的关键。因为基准情景的确定

一个国家的决策至少应该部分依靠反映资本的机会成本

决定未来的减排潜力，以及减排政策实施的成本。基准

的贴现率。发达国家通常为 4-5% ，发展中国家为 10 一

方案还包括一些在宏观经济和部门层次上的、重要的、对

12% 甚至更高。讨论不同的气候变化减排项目使用不同

未来经济政策的模糊假设，包括部门结构、资源强度、价

的贴现率是一个挑战，除非减排项目持续时间非常长。

格和技术选择。

文献表明贴现率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降低，这就意味着应
当对长期内产生的效益给予更高的权重。需要注意的是

7 . 3.2 考虑无悔措施

这些贴现率并没有反映私人回报率，它通常很高，大约

10 -

25% 。

无悔措施指负成本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其净成本

为负值，因为它们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效益。例如减少市
7.2.4 适应和减排成本及之间的联系

场失灵，通过税收返还和共生效益产生的双重效益 ／ 红
利，它们大到足以抵消实施成本。无悔问题反映了对经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适应行动会影响减排成本，但

这在气候政策决策中并没有被考虑。因为政策是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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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运行和效率的特别假设，尤其反映了建立在社会成本

概念上的社会福利作用的现实性和稳定性：

的一一减排是针对气候变化的，而适应被认为是对自然

减少现存的阻碍成本有效的减排措施实施的市场或

灾害作出的反应。通常对减排和适应的模拟是分别进行

体制失灵和其它障碍，将在当前的情况下降低私人

的，以便将复杂巨大的事情简单化。因此，通常分别估

成本，并且它还会降低整体私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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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效益 ／ 红利是指碳税收入返还将抵消其它税收

7.3.3 灵活性

扭曲。

附带效益和成本（或附带影响）可以是各种政策措

对范围很宽的选择措施来说，减缓成本取决于一个

施的协同效益或它们间的平衡，这些政策措施引起

国家的政府用什么制度框架来减排温室气体。总的来说，

的温室气体减排对其它环境政策（如与当地大气污

框架越灵活，实现一个给定的减排目标的成本就越小。更

染、城市拥挤或土地和自然资源退化有关的政策）有

多的灵活性和贸易伙伴能减少成本，很少的灵活性和贸

共同的影响。

易伙伴会使成本升高，无论是在国内减排还是在国外减
排。灵活性都可以用将碳减排成本降到最低的能力来衡

市场不健全性

仨云’

lIL 。

无悔潜力的存在表明市场和制度运作不完善，这是

由市场失灵和 ／ 或制度失效造成的。市场失灵表现在缺

7 . 3 . 4 发展、公平和可持续性问题

乏信息、扭曲的价格信息、缺乏竞争等等；而制度失效与
不适当的管制、产权不明、扭曲的财政体制和受限制的

国家级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在很多情况下将对

金融市场等有关。减少市场的不健全性意味着有可能制

短期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环境质量和不同代际间的公平

定和实施一些政策，在成本小于效益的前提下，纠正市

性产生影响。遵循这一原则的减排成本评估，即在实现减

场和体制失效。

排温室气体政策的目标有很多附带影响的决策框架的基

础上评估，这样一个评估的目的是告诉决策者在公平优

双重红利

先和其它政策制约（自然资源和环境目标等）的条件下如

在九十年代，人们对来自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双重

何有效地实现不同的政策目标。很多国际上的研究已经

红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除了改善环境（第一收益）

应用这样一个广泛的决策框架来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

的基本目标外，这些政策如果通过增加收益的措施来实

影响进行评估。

施，如碳税和可交易的排放权，则可以获得能抵消实施
这些政策总成本的第二收益。所有的国内温室气体政策

在减排成本问题和政策的广泛影响间有很多关键的

都有一个来自于政策工具和财政体系间相互作用的间接

联系，包括对宏观经济 、 就业机会的创造、通货膨胀、公

经济成本，但是如果政策是通过增加收益的措施来实施，

共资金的边际成本、资金可获得性、溢出效应和贸易的影

如这一收益被用来改变现有的扭曲政策，则这一成本可

晌。

以被部分抵消（或效益高于成本）。这些增加收益的政策

在实践中能否减少扭曲，取决于这些收益能否被“循环”，

7.4 有关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特别问题

并用于减少其他税收。
许多与技术使用有关的问题应该被认为是发展中国

附带效益和成本（附带影响）
附带影响的定义已在上文中给出。正如上文指出
的，附带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重要的一

家减缓气候变化和相关成本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包括目

前的技术发展水平、技术转让问题、创新和扩散能力、有
效技术应用的障碍、制度结构、人力和外汇收入。

点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总的和净的减排成本不可能通过简
单地将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相加而得到，因为后者非常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需要在方法、数据和政

复杂。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总的和净的成本）只有与

策框架方面加强研究。尽管就方怯建立一个完整的标准

综合而又具体的各种不同的情景和政策假设相联系才有

是不可能的，但为了获得一个有意义的比较结果，在不同

意义。

国家用 一致的方法、观点和政策情景是很重要的。

无悔潜力的存在是必然的，但实现这些潜力的条件并

不充分。实际实施需要制定一个政策战略，而这一 战略可
能与减少市场和制度的失败或者与减少障碍一样复杂。

建议对传统方法作以下改进：

·

应该分析替代发展途径。分析不同的基础设施投资
结构、不同的灌溉、燃料结构和土地利用政策下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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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途径。

献，介绍净的福利收益或损失，包括减排政策的附带效

宏观经济研究应考虑资金、人力和电力市场的转换

益（如果可行的话）。这些研究应用了前面各章中描述的

过程。

所有分析工具，包括由有详细技术描述的自下而上的模

非正式和传统的部门交易应包括在国家的宏观经济

型到自上而下的将能源部门和其它经济部门联系在一起

统计中。非商品能源消费和为收集非商品能源而未

的更综合的模型。

被支付的家庭劳动有很重要的意义，应该在经济分

析中明确地考虑到。

8.2 详细技术模型中的温室气体减排的总成本

应该明确地考虑到消除市场障碍的成本。
在详细技术的“自下而上”的模型和方法中，减排成

7.5 成本评估的模型方法

本是由技术和燃料成本，例如投资、运行和维修成本、燃
料获得成本，与进出口的收益和成本（这是一个最近的

减缓气候变化战略的模型非常复杂，很多模型技巧

趋势）相综合而得出的。

已经被应用，包括投入产出模型、宏观经济模型、可计算
的一般均衡模型（ CGE ）和基于能源部门的模型。混合

模型可以在两个坐标轴上排序。首先，按照从简单

模型也已经被开发，以便提供有关经济结构和能源部门

的工程经济计算分技术的影响，到考虑整个能源系统的

更详细的信息。这些模型的运用取决于评估的主体和数

综合的部分均衡模型的顺序排列。第二是根据从直接的

据可获得性。

J咸排技术成本的严格计算到其它一些考虑的顺序排序，
这些考虑包括观察到的市场的技术采纳行为、由于需求

正如第六节中所讨论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主要

减少而导致的福利损失和贸易变化带来的收益和损失。

包括以下几类：市场导向的政策、技术导向的政策、自愿

政策、研究和开发政策。 一个气候变化政策可以包括所

这导致对两种方法类型的比较分析，即工程经济方

有上述4个政策的内容。然而很多分析方法仅仅考虑其中

怯和最低成本均衡模型。在第一个方怯中，每一种技术

的一部分。例如，经济模型主要评估市场导向的政策，有

都通过对其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得到独立的评估。一旦

时也评估与能源供应有关的技术政策，而工程方泣主要

估算了这些因素，对每种技术都能计算出相应的单位成

关注供应和需求方的技术政策。这些方法对研究和开发

本，然后根据这一成本可以把这些技术排序。这一方泣

政策和自愿协议政策来说相对较弱。

在指出由于最好的可获得技术与目前正在使用的技术间
有“效率差距”而存在负减排成本的潜力时是非常有用

8. 全球、区域、国家成本和附带效益

的。但是，这一方法最主要的缺陷是忽略了或没有系统

分析不同技术间的相互关系。

8. 1 引言
通过在所有部门和所有时间内同时考虑所有技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的最终目标

以及选择优化技术，部分均衡的成本最小模型已经建立

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

起来，并用来弥补这一缺陷。这些更综合的研究表明总

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 14 。另外，公约（第三条第三

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比按分技术严格计算的成本高。通

款）规定“应付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当讲求成本效

益，确保以尽可能最低的费用获得全球效益”气本节介
绍国家、区域和全球层次的有关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文

15 “各缔约方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预测、防止或尽量减少引起气候
变化的原因，并缓解其不利影响。当存在造成严重或比可逆转的损
害的威胁时，不应当以科学上没有完全的确定性为理由推迟采取

14“本公约以及缔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怯律文书的最终目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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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优化框架，将优化的对策与优化的基准线相比，这些

本。为了降低排放实行碳税并且一次付清，碳税的大小为

模型能给出比较容易解释的结果。但是，这些模型的缺

必须的市场干涉程度提供了一个初步的信息，而市场干

陷是很少能根据现实中非优化的情况来校准模型中基年

1步的程度等于为了实现一个既定排放目标的边际减排成

的情况，而是含蓄地假设一个基准线。因此它们不能对

本。为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而需要征收的碳税取决于有

负成本潜力提供任何信息。

和没有目标的供应（包括节约）的边际来源，而这又取决
于一些因素，如必须减排的量、有关成本和有碳、无碳技

自从《第二次评估报告》出版以来，从下而土方法已
经得出了很多新的有关附件一国家、非附件一国家和一

术可获得性的假设、化石燃料资源、短期和长期的价格弹
性。

些国家集团的结果。另外它们还通过考虑需求和一些影
响效果，在直接减排成本的传统计算方怯上更进了一步。

如果没有国际排放贸易，不同模型得到的 2010 年实
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所需的碳税在很大的范

然而，不同的研究得出了非常不同的模型结果，对

围内变动。根据表 TS-416 的注释，美国的碳税范围为 76

它的解释是模型需要非常多的参数，不同国家的参数差

美元到 322 美元，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碳税范

异非常大（如能源资源、经济增长、能源强度、产业和贸

围为 20 美元到 665 美元，日本的碳税范围为 97 美元到 645

易结构），另外模型的假设和有关负成本的假设也不同。

美元，其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
以及新西兰， CANZ ）的碳税范围为 46 美元到 425 美元。

但是，正如《第二次评估报告》所说的，对由于减少

所有的数据都以 1990 年的美元计。如果国际贸易允许的

现有市场失灵、考虑附带效益和双重红利而产生的无悔

话，边际减排成本的范围为 20 美元到 135 美元每吨碳。这

潜力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意味着一些减排行动可以在负

些模型通常没有考虑无悔政策、二氧化碳库的减排潜力

成本的条件下实现。无悔潜力来自于现有的市场和制度

和除二氧化碳以外的其它温室气体。

失灵而使一些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得不到实施。关键问
题是这些失灵能不能通过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措施来得

以纠正。

然而，由于不同国情（在相同的碳税下终端能源消费

中，化石燃料份额较低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比其它国家小）
和不同政策的影响，碳税水平与 GDP 变化和福利间没有

第二个重要的政策信息是决定大多数气候政策宏观

严格的相关性。

经济影响的短期和中期的边际减排成本，对基准方案（增
长速度和能源强度）和技术成本的不确定性非常敏感。即

为了在不同国家间比较容易进行比较，以上研究假

便有非常好的负成本选择措施，在超过一个期望的减排

设碳税（或可拍卖的排放权）收益以一次获得的方式回到

水平后边际成本可能快速上升。在允许碳贸易的模型中

经济中。如收益被用来减少现存的扭曲税制，如收入、薪

这一风险要低得多。从长期来看，由于技术进步会降低

水和销售税，则能减小由一个既定的边际减排成本引起

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所以这一风险能被减少。

的净的社会成本。但是返还式税收一次获得的收益不能
得到效率收益，通过降低其他税种的边际税率的方式返

8.3 碳；咸排的国内政策成本

还有助于避免效率成本或现有税制的无效权重的损失。

通过（ 1) 改善环境和（ 2 ）减少税制成本，使收益平衡的
决定减排总成本的重要因素是确定为了达到一个给

碳税能够提供双重红利成为可能。

定的目标而需要减排的数量，因此排放的基准线是一个

关键因素。二氧化碳的增长速度取决于 GDP 的增长速度、

人们可以区分双重红利的较弱和较强形式。较弱的

单位产出能源使用的降低速度和单位能源使用的二氧化

形式声称：相对于把税收收入以一次付清的形式返还给

碳排放降低速度。

居民和公司，当收入用于减少先前的不正常税收的边际
税率时，给定的税收收入中性的环境改革的成本能够得

在一个用能源部门模型的多模型比较项目中，十多个
国际研究小组都研究了《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成

在本句中引用的最高数据都来源于 ABARE-GTEM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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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4 ：能源模型论坛主要结果。边际减排成本（ 1990 美元 ／ 吨碳； 2010 年实现《京都议定书》的目标）
没有贸易
模型

美国

欧洲
OECD

日本

GANZ

附件一贸易

全球贸易

ABARE GTEM

322

665

645

425

106

23

AIM

153

198

234

147

65

38

CETA

168

46

26

14

10

53

20

70

44
86

Fund
G-Cubed

76

GRAPE

227

97

204

304

157

孔1ERGE3

264

218

500

250

135

MIT EPPA

193

276

501

247

76

MS-MRT

236

179

402

213

77

27

Oxford

410

966

1074

224

123

RICE

132

159

251

145

62

18

SGM

188

407

357

201

84

22

WorldScan

85

20

122

46

20

5

Administration

154

43

18

EIA

251

110

57

POLES

135.8

52.9

18.4

135. 3

194.6

131.4

注 ： Oxford 模型的结果没有在表 TS 和 SPM 的范围内，因为对这个模型还 没 有进行很好的 学 术评估（因此 IPCC 对其评估也不 合
适），而且此模型的决定结果的 一 个关键参数来自于 80 年代初 。 此模型与 CLIMOX （由 Oxford 能源研究 学 院开发，见表 TS - 6 ）模型
完全没有关系。

EMF -1 6.GDP 损失（以 GDP 的百分比计）是指实现《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下的损失 。 四个地区指的是美国、欧洲的经挤 告 作
与发展组织国家（ OECD

- E ） 、 日本和加拿大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CA N Z ）。情景 包括没有贸易 、 仅 在 附件 B 内贸易和全球贸易情景。

到降低。较强的双重红利的形式声称：税收收入中性的

个结论是：即便在没有强势收益的情况下，碳税收入被

环境税改革的成本为零或负。双重红利的较弱形式宣称

用于减少其他税种边际税率的返还政策比无返还政策效

得到了事实上的普遍接受，双重红利的较强形式则有争

果好，如世袭配额制。

议。
在所有引人二氧化碳税的国家中，对有些部门不征
将碳税或可拍卖的排放权返还给哪里取决于一个国

收碳税或不同部门的碳税不同。大多数研究表明部分部

家的具体情况。模拟结果表明，对效率非常低的经济体

门免税的经济成本比同 一税率的成本高，但是免税成本

和由于没有考虑环境因素而被扭曲的经济体，收益循环

不同。

效果实际上可以大于一次成本和税收效果以便将强势双

重红利实物化。这样，在几个有关欧洲经济（相对的人

8 . 4 碳税的分配作用

力税收制度可能严重扭曲）的研究中，在任何一种情况
下都可能比其它返还措施频繁地获得强势双重红利。与

和总成本一样，对气候政策成本分配的总体评估也

此形成对比的是，大部分对美国的碳税或排放权的研究

很重要。如果有一些人的处境变坏，则 一个能导致效率

表明，通过降低人力税返还的效率没有通过资本税返还

提高的政策也可能不会使总体的福利提高，反之亦然。特

的效率高，但两者通常不会产生很强的双重红利。另 一

别要指出的是，如果有缩小社会 收入差距的愿望，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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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S-5 ：能源模型论坛主要结果。 2010 年的 GDP 损失

（以 GDP 的百分比计； 2010 年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

没有贸易
模型

美国

欧洲

日本

附件一贸易

CANZ

美国

OECD

ABARE-GTEM

1.96

AIM

0.45

CETA

1. 93

G-Cubed

0.42

GRAPE

0.31

欧洲

日本

全球贸易

CANZ

美国

OECD

0.25
0.57

0.81

0.19

日本

CANZ

OECD

1.96

0.47

0.13

0.05

0.23

0.09

0.03

0.01

0.04

0.59

0.31

0.17

0 .13

0.36

0.20

0.08

0.01

0.35

0.26

0.14

0.32

0.54

0.05

0.67
1. 50

欧洲

1. 83

0.24

0.43
0.61

0.45

0.81

0.10

0.72

0.06

MERGE3

1.06

0.99

0.80

2.02

0.51

0.47

0.19

1.14

0.20

0.20

0.01

0.67

MS- MRT

1. 88

0.63

1.20

1. 83

0.91

0.13

0.22

0.88

0.29

0.03

0.02

0.32

Oxford

1. 78

2.08

1. 88

1.03

0.73

0.52

0.66

0.47

0.33

RICE

0.94

0.55

0.78

0.56

0.28

0.30

。 .19

0.09

0.09

0.96

0.54

0.19

注： Oxford 模型的结果没有在表 TS 和 SPM 的范围内，因为对这个模型还没有进行很好的学术评估（因此 IPCC 对其评估也不合
适），而且此模型的决定结果的一个关键参数来自于 80 年代初。此模型与 CLIMOX （由 Oxford 能源研究学院开发，见表 TS - 6 ）模型
完全没有关系。

该在评估中考虑其对收入分配的作用。

有国家都同意给自己设定一个排放上限并作为排放份额
的买方或卖方参与国际市场。清洁发展机制能在一定程

碳税的分配作用看来是倒退的，除非碳税被直接地

度上降低减排成本。当市场在区域层次土（如附件 B 国

或间接地用于低收入人群。通过减少人力税来返还碳税

家间）时，排放贸易市场更有限。最后，所有的减排量都

可能比一次返还（返还的收益直接回到有工资收益者或

在本国实现时，排放贸易也可以在国内进行。

资本拥有者）具有更吸引人的分配作用。减少人力税导
致工资增加，并有利于其收益主要来自劳力的人。从这

表 TS - 5 表明，与没有排放贸易相比，附件 B 间的排

一 点上看，减少人力税并不总是比分配给社会所有群体

放贸易以及全球排放贸易的成本都减少了。通过不同的

的返还计划高明，而且有可能消弱了碳税的回归特性。

模型对全球和区域层次都进行了计算。每一个例子的目

标都是实现《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目标。所有的模
8.5 国际排放贸易的相关方面

型表明随着排放市场的扩大收益明显增大。模型结果的
不同部分是由于以下因素的不同：基本情景、能源部门供

很早就认为，国际排放贸易能降低减排成本。当边

应方和需求方低成本替代技术的成本和可获得性、对短

际减排成本高的国家从边际减排成本低的国家购买排放

期宏观经济波动的处理。总的来说，没有贸易情景的总的

份额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这通常被称为“地点灵活

减排成本小于 GDP （假设 GDP 在同期内显著增长）的 2%,

性”，也就是不管地理位置在哪儿，只要其减排成本最低

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小于 1% 。附件 B 贸易能使经济合作

就允许在那儿减排。很重要的是要指出“在哪儿减排”与

与发展组织整体的减排总成本小于 GDP 的 0.5% ，经济合

“由谁支付”没有关系。

作与发展组织不同成员国的减排成本减低到各自 GDP 的

0.1% 至 1.1 %。总的来说，全球贸易能使减排成本降到
“地点灵活性”能在很多区域发生，可以是在全球、
区域或国家层次上。理论上，在允许全球排放贸易肘，所

GDP 的 0.5% 以下，并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
成本降到 GDP 的 0.2%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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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热气”

成本。东欧和前苏联近来的经济下降导致了他们温室气

一个部门作了研究，本报告对其附带效益方泣及其可信

体排放量的下降。尽管这种趋势预计会改变，一些国家

性进行了验证（第 9 节进行了分部门分析）。除了近来在

预测的排放量仍将小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排放量。如

方怯上的进展，对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附属效果、效益

果这种情况发生，这些国家将有过剩的排放份额，并有

矛口成本进行定量估算仍然非常具有挑战性。除了这些困

可能将其卖给那些寻求低成本减排的国家，以便实现其

难，在近期内，一些情况下的温室气体政策的附带效益

减排目标。排放贸易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对“热气”的多

可以占民间（直接）减排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在一些情况

少很敏感。

下附带效益能与减排成本相当。根据文献，附带效益对
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但这些文献还很有限。

对由于执行《京都议定书》而使预期 GDP 减少进行了

大量的评估，大部分经济分析侧重于碳减排的总成本1 8 ，而

附带效益和成本确切的大小、规模和范围将随着地

忽略了非二氧化碳气体减排和固碳在减少成本方面的潜

理位置和基本情景不同而变化。在一些情况下，基本情

力，没有考虑环境效益（辅助效益和避免的气候变化），

景设置了相对低的碳排放和人口密度，附带效益将很小。

也没有用收益校正扭曲。考虑这种可能性可以降低减排

大部分用于估算附带效益的模型一一可计算的一般均衡

成本。

模型（ CGE ）一一在估算附带效益时都碰到了很多困难，
因为这些模型很少有，也可能没有能力得到估算附带效

与没有减排限制相比，减排限制将改变资源的配置

益所必需的空间数据。

方式，促进潜在的成本节约和燃料替代，资源的相对价
格也将改变。这些强制的调整将使经济表现不良从而影

从基本情景的考虑看，大部分有关附带效益的文献

响 GDP 。很明显，排放权贸易市场越大，降低减排总成

仅仅只系统地分析政府有关环境的政策和规则。与其成

本的机会越多。相反，如果对一个国家为实现其减排目

为对比的是其它常规政策基线问题，如与能源、交通和

标而购买的排放权数量加以限制将增加该国的减排成本。

健康有关的问题一般来说被忽略了。但基线中考虑了非

几项研究计算了排放贸易对降低减排成本的贡献程度，

常规问题，如与技术、人口和自然资源相关的问题。对于

尤其对边际减排成本非常高的国家，能显著降低减排成

在此被评估的研究来说，最重要的附带效益与公共健康

本。但是另一个因素很可能会削弱排放贸易的成本节省

有关。模拟附带效益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污

作用，这个因素就是排放贸易系统的运作成本（交易成

染物排放及其大气浓度间的关系，尤其是二次污染物的

本、管理成本、不确定性保险以及排放权的使用策略）。

重要性。然而，除了公共健康带来的附带效益外，还有很
重要的没有量化和货币化的附带效益。同时，看来在方

8.6 温室气体；咸排的附带效益

即使不考虑避免气候变化的效益，旨在减排温室气

体的政策也对社会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本节对一些

法和用于估算附带效益的模型间有很大的差距。
8.7 附件 B 国家采取的行动对非附件 B 国家的“溢出”效

应 19

相关研究，特别是有关估算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副作用
的研究进行了评估。因此使用了术语“附带效益或成

在一个经济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密切相关的世界

本”。对附带效益的定义、作用和大小以及将其结合到气

里， 一个经济体的减排会对其它减排的或没有减排的经

候变化政策的方怯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讼。建立对正在

济体产生福利影响。这些影响称为溢出效应，包括贸易、

增多的将具体的碳减排政策与货币化附带效益联系起来

碳泄漏、环境友好技术的转让和扩散的溢出效应和其它
问题（图 TS-8)

1 7 热气： 一些国家，主要是经济转型国家，给他们分配的排放份
额看来要超过他们预期的排放量（由于经济下降导致）。这一超出
的部分叫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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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国内减排战略的“隘出”效应指这些战略对其它国家的影响。溢

18 尽管一些研究包括了多种气体的分析，但需要对各时期和各地

出效应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并包括贸易、碳泄漏、环境友

区的这种潜力进行更多的研究。

好技术的转让和扩散的溢出效应和其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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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应

技术进步效益

对能源工业活动和价

增加科学知识水平

资源转让到部门

.4~

公共研究和开发政策
新技术的“市场准人”

通过经验和实践中学习

政策

增加诀窍

标准、补贴和自愿协议

对高能耗产业的影响

格的影响

新的清洁产业 ／ 产品性

能标准
－－一一－

碳税

一－－一－

化石燃料工业洁动的
减少

取消能源补贴

碳泄漏、对接受国经济
活动的积极影响和环境
的消极影响

价格引起的技术变化

低的国际价格、对出口

和技术扩散

国的负面影响、对进口

产业竞争中被减小的

国的正面影响、“反弹

扭曲

协调的碳税

效应”的可能性
一一一一－

－－－一－

国内排放贸易

不同计划导致的竞争中

的扭曲（祖父配额或可
拍卖的）

联合履行、清洁发展
机制

国际排放贸易

技术转让

...

当排放权价格高于（而

不是等于）平均减排成
本时的净收益

图 TS-8 ：国内减排战略的 “懂出”效应指这些战略对其它国家的影响。溢出效应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并包括贸易、碳泄漏、环
境友好技术的转让和扩散的监出效应和其它问题。

估算差异很大，随后几年的研究表明碳泄漏估算差异已

对贸易效应来说，在《京都议定书》之前，模拟研究

经减小。然而，这可能是新开发的模型都采用了合理的类

的一个主要发现是附件 B 国家的排放限制对非附件 B 国

似假设和数据源的结果。这种发展趋势并不必然反映对

家有一个很大的反作用。模拟《京都议定书》的结果更复

合理的行为假设的更广泛的认同。一个有说服力的结果

杂，一些非附件 B 国家有福利收益而一些国家有损失。这

看来是：碳泄漏是一个与减排战略的特定情况有关的增

主要是由于《京都议定书》的目标要低于以前的模拟目

长函数。这意味着与此前更严格的减排目标相比，在《京

标。单独进行相同的减排时遭受福利损失的非附件 B 国

都议定书》的目标下，碳泄漏可能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

家，在排放贸易下所遭受的福利损失更小，这也是公认

题。排放贸易下的碳泄漏也低于独立减排时的碳泄漏。实

的。

际发现的对高耗能产业的免税和其它因素不可能导致模

型对碳泄漏的高估算结果，但可能增加综合成本。
附件 B 国家的减排将导致非附件 B 国家排放量的增
加，从而减少了附件 B 国家减排的环境有效性，这被称

碳泄漏也可能与假设的世界石油市场的竞争程度有

为“碳泄漏”。由于附件 B 国家在国际市场中失去竞争力、

关。很多研究假设一个竞争的石油市场，考虑不完全竞争

国际市场上化石燃料的低生产者价格以及贸易条件改善

的研究得到低的碳泄漏，例如石油输出国家组织能部分

引起的收入变化，通过高碳产业的重新分布导致的碳泄

操纵石油供应市场因此减小了国际石油价格的降低幅度。

漏可达 5%-20% 。

问题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是否会像一个卡特尔组织那样
行动？这对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其它石油生产者的福利

但是，《第二次评估报告》指出现有模型对碳泄漏的

损失以及附件 B 国家排放权价格水平都将产生重要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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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见第 9.2 节）。
模型表明京都机制对控制高减排成本国家的风险非

以上讲到的第三个溢出效应，即环境友好技术的转

常重要，从而能执行国内政策机制。类似地，它们能减少

让和扩散与引人的技术变化有关（见第 8 .10 节）。在模

不公平的国际协定的风险井有助于减少边际减排成本。

型中没有考虑环境友好技术和诀窍的转让会导致低的碳

上述全球模型研究表明：在没有贸易时实现《京都议定

泄漏，特别是从长远来看其好处将大于碳泄漏。

书》目标的国家边际减排成本的范围为 20 美元／吨碳到
600 美元／吨碳，附件 B 国家间进行贸易时，成本降低为

8.8 《京都议定书》目标的主要结果小结

15 美元／吨碳到 150 美元／吨碳。这些机制使成本降低
的幅度可能取决于实施的具体的情况，包括国内和国际

附件 B 国家实施《京都议定书》的成本估算因研究、

机制的兼容性、对机制的限制和交易成本。

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且还大大取决于使用京都机

制的假定，以及与国内措施的相互作用。国际上大多数

经济转型国家：对这些国家来说， GDP 所受的影响

使用国际能源经济模型来研究与比较这些成本。其中有

变化从可以忽略不计到增加几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附件

9 项研究表明下述对 GDP 的影响： 20

二国家所没有的提高能源效率的机会。如假设一些国家
的能源效率迅速提高并／或经济继续衰退，则其规定的

/Ifif佯二盟友21 ：大多数全球研究表明，附件 B22 国家

排放份额有可能超过第一个承诺期内预期排放量。在这

间不进行排放贸易时， 2010 年不同的附件二国家其预期

种情况下，模型表明这些国家将通过出售其过量的排放

GDP 将减少 0.2%一－ 2% 。如果附件 B 国家之间进行充分

份额得到收益而增加 GDP 。然而，对一些经济转型国家

的排放贸易，则 2010 年其预期 GDP23 的损失将减少到 0.

来说，《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将对 GDP 产生与附件二国家

1%-1.1% 。上述研究包括了广泛的假设。这里被引用的

相似的影响。

模型都假定存在没有交易成本的充分的排放贸易。不允

许附件 B 国家间进行排放贸易的模型，则假设进行了充

分的国内地区间的排放贸易。模型不包括碳汇和非二氧

＃附佯一国家：但会对非附件一国家产生不同的“溢

出”效应 24 ，尽管附件一国家已经建立了排放约束。

化碳温室气体。模型也不包括 CDM 、负成本措施、附带
效益或有目标的收益返还。

非附件一石油输出国：分析介绍了不同的成本，包

括其它因素、预期 GDP 的减少和预期石油收入的减
所有地区的减排成本也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少 25 。研究得出 2010 年在没有排放贸易时的最低减

对附件 B 国家贸易的限制，实施机制的高交易成本

排成本是预期 GDP 减少 0.2% ，附件 B 国家间进行

和无效率的国内措施的实施都将使减排成本上升。

排放贸易时的最低减排成本是预期GDP减少0.05%26 。

在国内政策和措施中包含无悔措施、采用 CDM 、汇

研究得出的最高成本是 2010年没有排放贸易时石油

和包括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将降低减排成本。 一些

收入减少 25% 而附件 B 国家间进行排放贸易时减少

国家减排成本的变化将更大。

13% 。这些研究没有考虑除了附件 B 国家间进行排放

21 附件一 I 国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列出的附件一 I 国

24 此处的溢出效应仅指对经济的效应，而不包括对环境的效应。
25 有关 6 个研究的详细评估见下面报告中的表 9.4 。
26 这些估算成本也可以表示成 2000-2010 年间 GDP 增长速度的不

家，包括了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发达国家。

同。没有排放贸易时 GDP 增长速度每年减少 0.02% ，如果附件 B

20 许多更精确地结合国家的具体情况与多样性的目标政策的其它
研究对净成本估算提出了 一个更宽的范围。

22 附件 B 国家：京都议定书中的附件 B 国家，他们已就各自的温
室气体减排目标达成了协议，包括了除土耳其与白俄罗斯之外的

国家间进行排放贸易， GDP 增长速度每年只降低不到 0.005% 。

27 这些政策和措施包括：包括非二氧化碳气体和所有气体的非能

所有的附件一国家（于 1998 年修订）

源排放源；用汇抵消；产业结构调整（如从能源生产者转变到能源

23 许多计量指标被用于体现成本。例如，如果在附件 B 国家进行

服务的供应者）；使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市场操纵力；和（附件 B

充分的排放贸易下发达国家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年减排成本为

缔约方）有关融资、保险和技术转让的行动。另外，这些研究通常

GDP 的 0.5% ，这意味着 2010 年附件－ I 国家的年减排成本为 1250

不包括以下能减少总减排成本的政策和措施：将征税的收益用于

亿美元或人均每年 125 美元（《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中的假设）。对

减少被征税者的负担或资助其它减排措施：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

10 年的 GDP 增长速度的影响小于 0.1 个百分点。

环境附带效益；减排政策引起的技术变化。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 第三工作组技术摘要

｜ 减缓

贸易以外的政策和措施27 ，而这些政策措施可能减少

1% ）。同时，由于技术进步和转让引起表观正经济反馈，

对非附件一国家，包括石油输出国家的影响，因此

一些情景 （特别是AlT情景组）下的 GDP 比基准线的 GDP

有过高估计这些国家的成本和全球总减排成本的趋

高。 GDP 的减少（情景框架与稳定水平的平均值），在2020

势。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进一步减少对这些国家的影

年最低为 1%, 2050 年达到最高（ l.5%), 2100 年有所下

晌：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根据含碳量重新调整能源

降（ 1. 3% ）。然而对基准线排放量很高的情景组（ A2 和

税、增加天然气的使用、使非附件一石油输出国的

Al FI ），在整个模型运算期内， GDP 的减少将增加。由

经济多样化。

于与 GDP 的规模相比，损失相对较小，在《排放情景特

其它非附件一国家：由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别报告》之后的稳定情景中，在本世纪内 GDP 减少不会

对这些国家出口产品需求减少，并由于高碳产品及

导致明显的 GDP 增长速度降低。例如， 1990~2100 年中

其它这些国家要继续进口的产品价格的上涨，这些

不同稳定情景下年均 GDP 增长速度只减小 0.003% ，最大

国家可能遭受不利的影响。这些国家可能受益于燃

年份的减少也只有 0.06% 。

料价格的下降、高碳产品出口的增加以及环境友好
技术和诀窍的转让。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更取决于累积的而不是某一

· 碳泄漏 28：一些高碳产业可能转移到非附件一 国家和

年的排放。即一个特定的浓度稳定目标可以通过不同的

价格变化对贸易的广泛影响可能导致5 ～ 20% 的碳泄

排放途径实现。很多研究建议，对总的减排成本来说，排

漏。例如，高能耗产业的减免税不太可能使模型过

放途径的选择与排放目标本身同样重要。这些研究把它

高地估计碳泄漏，但会增加综合成本。模型中不包

分为两类：一类是假设排放目标明确，另一类是在不确定

括的环境友好技术和诀窍的转让可能导致低碳泄漏，

性存在的情况下将排放目标作为一个需要决策的问题。

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其好处将大于碳泄漏。
对假设排放目标明确的研究来说，问题是如何确定

8 . 9 实现不同稳定目标的成本

达到目标的最小减排成本的途径。在这里，可以把途径的
选择看成是一个碳预算问题。这一问题直到现在一般都

以一个世纪为时间尺度的成本有效性研究表明：大

只考虑二氧化碳而很少考虑其它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越低的水平，成本越高。不同

一个浓度目标决定了从现在到目标年期间可以排入大气

的基准线对减排的绝对成本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当

的 二氧化碳的量，问题是如何随时间分配碳排放。

稳定目标从 750ppmv 降低到 550ppmv 时，减排成本只有
适度的增加，而稳定目标从550ppmv 降低到 450ppmv时，

许多试图找出实现一个特定目标的最小成本途径的

减排成本增加很大，除非基准情景中的排放水平很低。然

研究表明，这样的一个途径可能是开始时逐渐减排，而后

而这些结果不包括固碳和非二氧化碳气体，而且没有研

期迅速减排。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在近期

究更低稳定目标引起的技术变化 29 的可能效果。特别是

内逐渐转变目前的全球能源系统可以减少现有资本存量

参考情景的选择对二氧化碳浓度有很大的影响。近来以

的过早消亡，为技术发展提供时间，还能减少被锁定在迅

IPCC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的参考情景作为基准线来分

速发展的低排放技术的早期不成熟状态的风险。在另一

析稳定浓度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大多数被评估的稳定

方面，更激进的近期行动能够降低急剧的气候变化对环

情景下预期 GDP 的平均减少在基线值的 3% 以内（在一

境和人类带来的风险，刺激已有的低排放技术被更快利

个既定的年份内不同稳定情景中最大的 GDP 减少达到 6.

用（参见第 8.10 节），为未来技术变化提供强烈的近期激
励，从而帮助人类抛开被高排放强度技术锁住的束缚，还

28 碳泄漏在此的定义是：非附件 B 国家由于附件 B 国家实施减排而

能为以后一旦根据科学认识的发展确需制定更严格的浓

增加的排放量，可以以附件 B 国家减排量的百分比表示。

度目标留出更多的操作空间。

29 引起的技术变化是新兴的问题较多的研究领域。 TAR 中的任何
文献都没有对一个世纪时间只度的二氧化碳浓度和从考虑引起的技
术进步的模型得到的减排成本间的关系作评估。考虑引起的技术变

化的模型在一些情况下表明：在相似的 GDP 增长情况下，采用不

同的政策会导致不同的世纪时间尺度的 二氧化碳浓度。

应当注意的是浓度越低，碳排放限度就越小，因此越
要求早些离开基准线。然而，即使高的浓度目标，从基准
线更缓和的过渡也并不与较早的行动相抵触。所有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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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取决于技术和成本函数的特征。

定目标都要求未来资本存量的碳密度更低。这对近期投

资决策具有直接含义。新的供应侧选择一般要很多年才

某些社会现实可能阻碍或加强技术变化。所以，提

能进入市场。如果在需要低碳低成本的替代技术时便能

高公众认识和教育能有助于鼓励社会向有利于技术创新

得到它们，就要求有对研究开发的立即和持续的承诺。

和扩散的环境转变。这是一个有待于未来研究的领域。

以上强调减排成本的问题。检验某一选定的排放路

9. 减排的部门成本和附带效益

径的环境影响也很重要。这是因为不同的减排路径不仅

意味着不同的减排成本，也意味着不同的环境可避免成

9. 1 国家和部门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差别

本所带来的效益（见第 10 节）。
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将对特定的部门产生影响，
当然，目标确定的这种假设是过于简单了。幸好，

如煤炭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电力、制造业、运输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经认识到决策问题的动态

民用部门。部门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全面地认识减排成

特性，并呼吁根据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最好的科学信息

本，识别潜在的受损者和损失的程度及环节，以及识别

进行定期回顾。这种渐进的决策过程旨在针对长期的不

获益的部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可用于部门分析的文

确定性来识别短期防范策略。相关的问题不是“什么是

献非常有限：同研究减排对宏观 GDP 影响的文献相比，

未来 100 年的最好的目标”，而是“对预期的长期气候变

很少有探讨减排对部门影响的综合研究，并且现有的少

化和相伴的不确定性，什么是近期最好的目标”

数研究也仅仅是针对附件一 国家及地区。

一些研究试图基于长期目标的不确定性来确定最优

减排政策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大家公认的看

的近期防范策略。这些研究发现所希望的防范投入取决

法是：与潜在的获益者相比，潜在的部门受损者更容易

于人们对利害关系、力量对比和减排成本的评价。风险

识别，它们的经济损失似乎更直接、更集中和更确定。潜

防范的成本一一社会为避免风险愿意付出的数量一一最

在的部门获益者（除了可再生能源部门，也许还有天然

终是一个政治决定，这种决定因国别而异。

气部门）只能期望在很长的时间内得到小额的、分散的
和不确定的收益。确实有很多获益者现在还不存在，它

8.10 引发的技术变化

们是后代人和有待未来开发的行业。

大部分用于评价满足特定减排目标的成本的模型偏

另 一确定的观点是，减排政策和措施对 GDP 的总体

于过分简化技术变化的过程。 一般假定技术变化与排放

影响，不管是正还是负，都隐藏了部门间的巨大差别。总

控制水平不相关。这种变化被看作是自动的。近些年，引

体上，经济产出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将下降。相对于参

发的技术变化得到日益关注。有人争议这种变化可能大

考情景，煤炭工业或许还有石油工业预期将损失很大部

大降低和甚至抵消 C02 减排政策的成本，其它研究则对

分的传统产出，但减排对这些部门的影响取决于产业多

引发的技术变化不那么抱有希望。

样化，其它部门也许会增加少量的产出。把化石燃料的
产量减少到基准线以下也并不会对所有的化石燃料产生

最近的研究认为，技术变化对减排的时间安排的影

同样的影响，燃料有不同的成本和价格敏感性，它们对

响取决于技术变化的来源。当技术改变源自于研究开发，

减排政策的响应是不同的。能效技术专门针对燃料和燃

引发的技术变化偏向于将更多的减排努力放在未来，原

烧设备环节，需求的减少对进口的影响和对产出的影响

因在于技术变化将使未来减排成本相对于目前有所降低，

是不同的。能源强度高的部门，像重化工、钢铁、矿业将

将更多的减排量放在未来将更加成本有效。但是，当技

面临较高的成本，或者加速技术变化或组织变化，或者

术变化源自于实践中的不断学习，引发的技术变化对减

损失其产出量（相对于参考情景），这取决于它们的能源

排的最佳时间的影响则是不明确的。 一方面，引发的技

使用情况和所采取的减排政策。

术变化使未来减排成本较少。另 一方面，目前的减排具
有附加的价值，因为目前的减排有助于经验积累和学习，

同减排措施直接相关的行业似乎能从行动中获益 。

并有助于降低未来减排的成本。这两种效果哪一种占主

这些行业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电， J咸排设备的生产者（结

叫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

合节能和减碳技术），生产能源作物的农业和林业，从事

9. 2 . 1 煤炭

节能和减碳技术研发的研究服务业。它们将在长期内获

在这个广阔的构想中，减缓将对某些部门产生重

益于财政资源和其它资源，这些资源在无减排政策的情

大影响。相对于参考情景，煤炭工业作为生产含碳量最高

景下将用于化石燃料生产。如果税收用于减排以及税收

的产品的工业，同基准线的预测相比，在长期将面临几乎

返还倾向于减少雇主所得税、公司所得税或其它税种时，

不可避免的衰退。一些还处在开发阶段的技术，如燃煤工

这些行业还将因为税负减轻而受益。那些认为 GDP 将会

厂的 C02 去除和贮存、煤炭就地气化，能够在未来起到

减少的研究，并不总是提出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税收返还

维持煤炭生产和同时避免 C02 和其它排放的作用。预期

方式，这表明增加 GDP 的一揽子政策尚未被开发出来。

对煤炭部门影响特别大的是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或按燃

获益的程度和特性将随政策而变化。一些减排政策能够

料的含碳量而不是能量课税的能源税制构成等政策。一

给总体经济带来净收益，这意味着许多部门的收益总和

个公认的结论就是取消补贴可以大量地减少温室气体排

将超过煤炭和其它化石燃料工业、以及高耗能工业的损

放，以及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在具体的国家，其作用则

失。相反，设计不好的政策将导致总体经济的损失。

严重依赖于所取消的补贴的种类以及替代能源包括进口
煤炭的商业可行性。

值得对减排政策所面对的任务进行历史回顾。过去

40 年，许多国家的 C02 排放比 GDP 增长慢得多，原因是

9 . 2 . 2 石油

多样的，这包括：
能源的来源从煤和石油转向核能和天然气；

石油工业也存在着相对衰退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交

工业和民用部门的能源效率改善；

通运输还缺少石油的替代物，电力部门要用液体燃油替

从重工业转向更多的基于服务和信息的经济活动。

代固体燃料，产业多样化已普遍进入能源供应部门，这些

因素将缓和石油工业的衰退。
这种趋势将受到减排政策的鼓励和强化。
表 TS-6 给出履行《京都议定书》对石油输出国影响的

9.2 一些特定部门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研究结果

几个模型结果。每个模型使用不同的影响计算方法，许多
模型在定义石油输出国时采用不同的国家分组。然而，所

表 TS-6 ：石油输出地区 ／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成本 a
模型 b

没有排放贸易 c

附件一国家排放贸易

“全球排放贸易”

G-Cubed

-25% 石油收入

-13 % 石油收入

-7% 石油收入

“显著减少了损失”

口 .a.

GREEN

3% 实际收入

GTEM

0.2%GDP 损失

<0.05%

MS-MRT

1.39% 福利损失

1.15% 福利损失

0.36% 福利损失

一 10% OPEC 收入

-8%

一 10% 部分石油出口者收入

且 .a.

OPEC 模型
CLI孔10X

17%

OPEC 收入

口 .a.

GDP 损失

丑 .a.

OPEC 收入

a 石油出口固定义变化： G-Cubed 和 OPEC 模型中指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成员国，在 GREEN 模型中是一组石油出口国家，在
GTEM 模型中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在 MS-MRT 模型中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加墨西哥，在 CLIM OX 模型中是西亚和北非的石油出
口国。
b

所有模型考虑 2010 年的全球经济以及采用碳税或拍卖排放许可证达到《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通常在模型中，用来表示 2010 年的
C02 减排量而不是 2008 年到 2012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碳税或拍卖排放许可证的收入通过一次总付的方式返还给消费者，结果中没
有考虑共生效益，如降低地区环境损失等。

c 排放贸易指国家间的排放许可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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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S-9 ：实际油价和实施《京都议定书》的影响。

有研究显示采用灵活机制可以减少石油生产者的经济成本。

另外，研究一般也不包括能够减少减排总成本的下
述政策效果：

这些研究表明，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对石油生产和收

·

利用税收收入减少税务负担或资助其它减排措施；

入的影响估计结果在一个相当宽的范围内变动。差异的

·

减少化石燃料消耗的环境附带效益；

很大一部分是由假设条件所致·常规石油储量的可用性、

·

减排政策引发的技术变化。

需要减排的程度、排放贸易、非 C02 温室气体的控制、和

碳库的利用。然而，所有研究表明至少到 2020 年，石油
生产和收入是净增长的，对石油实际价格的影响远小于

结果，这些研究趋于高估石油输出国的成本和减排
总成本。

过去 30 年的市场波动的影响。图 TS-9 给出国际能源机
构 1998 年世界能源展望对 2010 年的石油价格预测和 G

9 . 2 . 3 天然气

一 Cubed 模型所得出的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影响，这

是表TS-6给出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收入下降最多的研究。

模型研究表明减排政策对石油的影响最小，对煤炭

图中显示 2010 年在没有排放贸易的情景中，石油输出国

的影响最大，对天然气的影响介于二者之间；这些发现

组织的 25% 的石油收入损失隐含着石油价格下降 17%；在

是确定的，但不完全。在评估减排对天然气需求的影响

附件一 国家排放贸易的情景中，石油收入损失下跌 7% 。

上，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相差很大，与不同地方天然气
的可用量和重要程度、需求的具体特点、天然气替代煤

这些研究一般都不考虑下述的部分或全部可以减少

炭发电的潜力有关。

对石油出口国影响的政策和措施：
减少非 C02 的温室气体或者非能源排放的全部温室

348

研究结果与最近的趋势不同，这种趋势说明天然气

气体的政策和措施；

利用 量 的增长比煤炭和石油都快。这可以由以下的原因

碳库的抵消；

来解释 。 运输部门，即最大的石油用户，现有的技术和基

产业结构调整（例如从能源生产者转为能源服务的

础设施将不允许附件一 国家在 2020 年以前从石油较多地

提供者）；

转向非化石燃料。附件 B 国家只能通过降低总体能源消

利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市场力 量 ；

费达到《京都议定书》的承诺，除非天然气转向发电利用

与资金、保险和技术转让有关的行动（例如附件 B

能够增加天然气使用 量 ，否则将会导致天然气需求的减

国家的行动）。

少。在这些模型中，对这种转移的模拟很有限。

l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 第三工作组技术摘要

｜ 减缓

9 . 2 . 4 电力

术（例如，发电厂的烟气脱硫技术结合清除其他所有非温
室气体污染物的技术）所去除，那么这种附带效益便不复

至于对电力部门的影响，一般来说，减排政策或者
强制性地或者直接通过激励措施来增加零排放发电技术

存在。目前这种治理是有限的，而且很贵，特别是对住宅

和小汽车这样的小规模排放源（参见第 8.6 节）。

（如核电，水电和其它可再生能源发电）和低温室气体排
放的发电技术（如天然气联合循环）的使用。再者或许通

9.4 减排对部门竞争的影晌

过税收或温室气体排放许可等更灵活的方法间接增加上

述技术的使用。不管哪种方法，其结果都是发电燃料结

如果减排政策导致国际竞争力的损失或排放温室气

构将离开高排放的化石燃料，转向增加无碳和低碳发电

体的行业从实施减排政策的区域迁出（称为碳泄漏），减

技术的使用。

排政策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根据已有文献的估计结果，
减排政策对国际价格竞争的影响很小，但对碳泄漏影响

作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结果，核电将具有重大的

的估计却削弱了对竞争影响的解释，其很大的差别主要

优势，因为核燃料发电几乎没有温室气体排放。尽管有

来自于模型和所采用的假设条件。有若干的理由可以认

这个优点，核电在许多国家并不被看成是解决全球变暖

为这种影响不会很显著。首先，实际采用的减排政策使用

问题的办法。主要问题在于（ 1) 与联合循环燃气轮机发电

一 系列的手段并通常包括使负作用最小化的特别处理措

相比，成本很高，（ 2 ）涉及运行安全和核废物的公众接受程

施，如高耗能工业的免税。第二，模型假设任何迁出行业

度，（ 3 ）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安全性和核燃料再循环，（4）核燃

将采用迁入区域平均水平的技术，而不是假定它们可能

料运输安全，（ 5 ）核武器扩散。

使用最新的、低 C02 排放的技术。第三，减排政策鼓励
低排放的技术，这些技术也会转移，减少其它国家该行业

9 . 2 . 5 运输

除非高效汽车技术（如燃料电池汽车）迅速可进入

的排放（参见第 8.7 节）。

9.5 为什么研究结果不同

实用阶段，在短期内很少有减少运输能源消耗的可用选

择，这还不涉及其中的巨大的经济、社会或政治成本。至

所评价的研究结果来自于不同的方法和模型。对这

今没有一个政府成功演示过能够减少对汽车需求的政策，

些结果的恰当解释需要了解所采用的模型以及模型和研

所有政府都发现在政治上很难考虑采用这样的措施。飞

究隐含的假设。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别是由于使用了不同

机能源效率的根本改善似乎更要伴随着提高价格、减少

的参考情景或基准线造成的。基准线的特点显著地影响

航空旅行量的政策。估算的航空旅行需求价格弹性在一

减排政策模拟的量化结果。例如，如果在基准线中假设空

0.8 到－ 2.7 之间变动。通过税收来提高航空旅行的价格

气质量是满意的，任何温室气体减排情景的潜在的空气

面临着许多政治障碍。目前主导航空运输系统运转的许

质量方面的附带效益都将被该假设所排除。即使相似戎

多双边协定都包含免税和免费的条款，而没有运行成本

相同的基准线假设，不同研究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和改善系统的条款。
对于减排成本，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
9.3 温室气体；成排的部门附带效益

方法和假设所引起的，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所用模型的
类型。采用新技术机会的自下而上的工程模型倾向于揭

化石燃料消费的直接成本关联着因减少燃料开采和

示减排的效益。自上而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则似乎容易得

燃烧而附带的环境和公共健康效益。这些效益来自于化

出比自上而下的时间序列数量经济模型更低的减排成本。

石燃料活动所引起的损害的减少，特别是减少燃烧所造

导致模型得出较低的减排成本的主要假设是：

成的污染物排放，如 S02 、 NOx 、 co 和其它化学物质及

·

颗粒物。这将改善当地和区域的空气和水质，因而减少

· 税收或出售排放许可证的收入通过减税措施返还给

对人、动物和植物健康及生态的危害。如果所有与温室

气体排放相关联的污染物都被新技术或终端烟气治理技

采用新的灵活手段，如排放贸易和联合履行机制；
经济部门；

· 附带效益，特别是减少环境污染的效益被包含在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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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自上而下的模型多半假定了长期的技术进步

｜ 综合报告

理方法。

和扩散。不同的假设或者更集成、更动态的研究方法也
会对研究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于是，政策制定者在选择响应措施时必须抓住大的
不确定性。已经开发了多种多样的分析工具用来帮助他

10. 决策分析框架
10. 1 气候变化决策分析的范围和新的发展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决策制定框架（ DMF ）涉及从全

球谈判到个人选择的很多层面以及具有不同资源禀赋、

们作出最基本的选择。每个决策分析框架（ DAF ）都具

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这反映在能较好处理某些上述特
性的能力上，而对另一些特性则不太胜任。最近的分析
应用了一些比较完善的分析工具，像成本一效益分析怯
以及新开发的分析框架如容许窗口法或安全着陆怯，应
用这些工具所作的分析对该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认识。

不同价值观和抱负的各种各样的参与者，这解释了为什
么很难达成所有人都乐于接受的管理策略。首先，经济

部门和相应的社会利益集团之 间 的动态相互作用很难达
成一致的国家立场，以便在国际论坛上进行陈述。常常
模糊不清的多种多样的国家立场，以及将气候变化政策

与其它社会经济目标关联在一起使得国际谈判错纵复杂。
没有任何一个决策制定框架能再现上述内容的多样

性。自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某些研究方向已经取得了

图 TS - lOa 给出 2020 年在长期稳定浓度目标不确定

时，探讨最优限排策略的成本有效分析结果，未来几年
的减排在经济上是极有价值的，因为有很大的可能性使

温室气体浓度保持在上限以下，要不然在排放系统的特
征时间内温室气体浓度就将达到该上限。在上述分析中，
近期限排的程度对不确定性的解决时间以及能源系统的
惯性都很敏感。事实是，最终的浓度目标一旦确定，就必

须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其它的模拟试验，如用成本一

显著的进展。首先，不断增加的问题被集合到单一 的模
型框架内，以便对密切相关的部分、过程和子系统提供

内在一致性的评价。所形成 的 综合评价模型（ IAM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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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得到了引用，并在通篇报告中，就一系列气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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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问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深刻的见解。第二，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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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有关气候 问 题但以前被忽视或关注不够的更广泛的

9

背景予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同其它因素一道，这些因

素促进了对发展、可持续性和公平问题的整合，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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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S-10b ：成本一效益优化方法得出的低可能性、高后果情景的
最优限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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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益模型构造的 Bayesian决策分析框架表明：短期（未

施来增加更广泛的协议的公平性和效率，吸引更多的国

来 20 年）最优排放路径在理想前景情景和低可能性高后

家加入承诺具体限排和减排目标的国际组织。

果的情景之间，也只存在中等程度的偏离（见图 TS 一
lOb ）。尽管人们仍在争议稳定目标，但是仍应该制定近

设计国际制度的其他两个重要方面是“履行”和“遵

期的气候政策。因此，决策者应考虑采用适当的限排措

约”。机制的有效性是履行和遵约的函数，与推动协议目

施来应对未来确定的浓度目标以及可能改变的、对气候

标的行为的切实改变有关。“履行”是指政府将国际协议

变化危险的科学认识。这两种分析方法有重要的不同之

转变成国内战律、政策、和怯规。“遵约”指参与国在事

处，对成本一一有效性分析，为达目标不计成本投入；用

实上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条款。对国际环境机

成本一一－效益分析泣，成本和收益达到边际平衡。但是，

制的有效性来说，监测、报告和核实环节是非常必要的。

要求基础数据信息是类似的，并包含对不确定性及其时

至今对系统监测、评估和处理履行失败的研究还很少。但

序解决的统一考虑。所希望的限排量取决于人们对利害

是，开发履行评价系统的努力已越来越多，并且也被纳入

关系、减排机会和减排成本的评价。风险的保险价格一

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构架中。未来的挑战是

一社会为避免风险的支付意愿一一最终是一个政治决定，

使这些评价系统更加有效，尤其需要改进国家排放数据

这种决定因国别而异。

以及政策和措施等方面的信息。

成本－一有效性分析通过使空间和时间的减排边际

10. 3 与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选择的联系

成本相等来寻求实现环境目标的最低成本。长期的成本
有效性研究估算了将大气 C02 浓度稳定在不同水平所需

对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两者关系的许多模糊认识

的成本，并发现 450ppmv 浓度上限的成本大大高于

是由于缺乏向决策者提供关键信息的手段而引起的，这

750ppmv 浓度上限的成本。允许窗口法 ／安全着陆陆并

些关键信息可以帮助决策者了解多个方案选择，及这些

不是要寻找一个最优途径，而是要设法构划出能满足外

方案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关键问题的影响，同时为决策

部定义的气候影响约束和排放成本约束的可能排放途径

者评估目标的实现情况提供平台。所以，为使可持续发展

的完整矩阵。结果显示，推迟近期有效减排会大大减少

的理念具有可操作性，必须建立指标体系。在规范和设计

应对未来更严格的气候变化目标的选择余地，而不太严

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

格的目标则提供了近期更多的灵活性。

的进展，但是，在把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化成实用目标上，
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10.2 国际制度与政策选择
很难概括性地归纳可持续发展政策和选择方案，因
国际气候变化协议的构成与特点对减排的效率、成

为可持续性意味着并要求多样性、灵活性和创新性。政策

本和效益具有重要影响。 一个国际气候变化机制（例如，

选择就是要在自然资源利用技术、生产和消费、生产结构

《京都议定书》或其他未来可能签署的协议）的效率、成

转变、人口和经济行为的空间分布、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

本和效益取决于签署国的数目，它们的减排目标和 ／ 或

引入变化。气候变化文献对前三个议题进行了大量论述，

政策承诺。同时，签署国数目取决于成员国分担承诺义

但与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关联的选择和决策却没有引

务的公平程度。所以，经济效率（通过参与最大化来使成

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工业化国家的消费方式是引起气候

本最小化）和公平（限排承诺的分配）就紧紧联在一起了。

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人们改变偏好，将大大减缓气
候变化。然而，要改变消费方式，就不仅要改变他们的行

在国际制度设计、气候政策的成本有效性 ／ 效率和

为方式而且还要改变他们自身，因为这是其生活方式的

最后经济产出的公平性之间中存在一个三边关系。因此，

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他们自我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

设计国际机制时考虑有效性和公平是十分重要的。文献

而且，除了气候变化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要求这么

提供了优化国际机制的各种不同的理论策略。例如，通

做，同时政治土也鼓励和支持这种改变。

过目标在时间上的恰当分配，将气候争论与其他议题相

关联，向受影响的国家转移资金，或技术转让协议等措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迫切要求是提高政策措施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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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能力，它能够在不阻碍发展并与国家战略相一致的前提

的敏感程度来决定自己的国家目标。而在全球谈判中把

下，探索国家经济增长目标和环境政策之间的潜在协同组

多国目标统一起来形成全球目标，这可能涉及国家之间

合。减缓气候变化的战略提供了 一个政策协同的成功范

的补偿支付。同时，责任分摊协议和达成的全球目标决

例，它使减排行动和更多的目标之间达到了最佳协调状

定了各国的成本。与预期的全球目标相关的净损失相比

态。改进能源效率，包括节能、转向低碳燃料、利用可再

较后，各国可能重新考虑它们的国内目标，尤其是当获

生能源和引人更多先进的非常规能源技术，预期将对控制

得气候变化在全球的、地区的发展模式和影响信息时，这

实际的温室气体排放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样，在农业

就成为下一轮谈判的新起点。由此看来，确立一个“魔讼

和林业行动中采用新技术以及采用清洁生产工艺也能对温

数字”（如全球气候变化上限或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上

室气体减排产生重要贡献。依赖于这些选择的应用背景，

限）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主要是一个政治过程，好在可

它们通常能带来积极的附带效益或者双重红利，在有些时

得到科学进步的支持。

候无论是否有气候变化的理由都值得采用。
分析气候变化决策中的主要的两难问题，可以得出

可持续发展无论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要求对
技术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技术创新、技术的快速和广泛

下面的结论（参见表 TS-7):
·

如果不确定性问题的解决揭示出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转移、采用单个技术以及整个技术体系的选择，构成了

将带来很高的风险时，那么为了避免气候变化产生

实现气候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战略的最主要因素。

无怯容忍的风险和／或气候变化速度（在影响方面）、

但是，技术转移单靠技术本身是不行的， 一个能保证技

以及避免痛苦的大幅度减排要求，就有必要认真制

术成功转移和实施的良好环境起着关键的作用，尤其是

定策略来安排未来几十年的减排、适应和学习活动；

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让技术转移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

减排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形式，但减缓气候变化

就必须考虑当地的文化传统和能力，以及连续性地处理、

措施还包含范围很广的其他活动，包括投资开发低

运作、复制和改进技术所需的机构和组织条件。

成本无碳技术、能效技术和碳控制技术等能够降低

未来 C02 减排成本的技术；
把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融入到国家发展议程

由于能源系统的技术特征和不同排放途径所涉及的

的过程中，需要有新的问题解决战略和决策方怯。这个

不确定性存在差异，在减缓措施的时机和组合安排

任务隐含着一个双重的努力。 一 方面，可持续发展进程

（投资于技术开发还是立即减排）上往往引起争论；

需要更严密的分析和思维体系（方泣、指标、等等）把

国际灵活手段 ／ 机制能够帮助降低减排成本，但却

它从理论推向实践。另 一 方面，阐述气候变化需要清楚

引起了 一 系列实施和核实方面的问题，需要与成本

地识别出分析工具和方怯中的假设条件的局限性，以及

节省权衡考虑；

气候变化的科学构架中蕴含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近几年

· 人们已对帕累托最优到作为效率原则取得广泛的一

在这两方面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在处理不确定性、复

致，但对建立公平的国际体制所依赖的最佳公平原

杂性、人的价值观念和决策的前后影响方面已突破了传

则没有取得一致。在国际排放限制制度谈判中，效

统看法和决策框架，开发了 一些新方法。并渐渐出现了

率和公平是最主要的关注点，它们并不相互排斥。所

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强调参与型决策制定框架在形

以，公平起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决定排放许可权

成新的制度安排上的重要性。

的分配上，还是 ／ 或在补偿排放贸易可能给某些国

家产生不成比例的过高负担的机制安排上。最终，建

10. 4 与政策相关的主要科学问题

立一个组合多种公平原则而不只是选用一个公平原
则的机制更加重要。非碳技术、能源效率、以及非二

不同程度的气候变化限制目标（或者相应的大气温

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在世界范围的扩散将在短

室气体浓度）带给各个国家的减排成本和损失负担也不

期内对降低排放起到重要作用，但有很多障碍阻碍

同。考虑到相关的不确定性和未来认识的深化，气候稳

技术转让，包括市场不完善、政治问题和经常被忽

定目标不可避免地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各国根据本

国遭受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其他国家遭受气候变化对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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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Pareto最优是任何一个个体的福利在不损害其他个体的福利时就
不可能进一步改善的一种要求或状态。

表 TS-7 ：近期减缓选择的权衡。

论点

倾向于早期适度减排

倾向于早期严格减排

能源技术正处在变革之中，即使没有

技术发展：

政策干预，对现有技术的改良方案正

生实质性的影响。

在变得可行。

内生的（市场引起的）变化能够加速低成本

适当早地推广使用迅速改善的技术可

方怯的发展（从实际中学习）。

以降低学习曲线成本，避免过早地被

聚集效应突出了转移到低排放轨迹的重要

锁定在现有的低生产效率的技术之中。

性。

迅速改进的技术发展需要对基础研究

引导能源技术研发，尽早从化石燃料开发转

进行投资。

到低碳技术。

从最初的适度排放限制开始，可避免

资本与惯性：

· 低成本方法的可用性也可能会对排放轨迹产

现有的资本过早退役，可充分利用资

通过影响今后新的投资来更加充分地利用
资本存量的自然更新。
· 通过把排放量限制到与低二氧化碳浓度稳定

本存量的自然更新速度。
同时还降低了已有资本的转移成本，

情景相一致的水平，保留了利用当前技术将

防止由挤出效应而造成投资价格的上

二氧化碳浓度限制到低水平的选择权

升。

降低稳定浓度约束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并由

此降低被迫快速减排而要求资本过早退役的
风险。
社会影响与惯性：

渐进的减排安排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

尤其是如果最终需要更低的稳定性目标，早

维持劳动能力并进行劳动力市场和教育

期较强的行动将减低后续减排的最大幅度，

的结构调整，从而降低部门性失业的程度。

并减少相关的过渡问题、混乱、以及人们因生

减少了快速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安

活方式和生活安排的快速变化而引起的福利

排而引起的福利损失。

损失。

降低了未来减排成本的现值（如其余借况

贴现和代际公平：

相同），但可能通过使用廉价的技术和提高

· 降低影响并降低这些影响的现值。位日其余偌
况相同）。

未来的收入水平来减少未来的相关成本。
碳循环与辐射改变： · 短期内二氧化碳浓度出现短暂的略微上
·

短期内 二氧化碳浓度出现短暂的微小下降。

降低了温度变化的峰值。

升。
更多的早期排放被吸收，在给定的稳定
浓度约束下，可使本世纪的碳排放总量

提高（通过以后更低的排放量来补偿）。
气候变化的影响：

从过去几十年相对快速的气候变化来
看，还没有明显的破坏证据。

· 避免由于气候快速变化而可能出现的更大破

坏。

略的交易成本。

别的。减缓气候变化决策涉及许多国家，效益在几十年到

当前全球性的和大陆性的环境问题存在明显的关联，

几个世纪内分散在全世界（有些是近期的附带效益），在

国际社会企图解决这些问题，但尚未就共同应对其

当今可获得的信息的基础上，依靠公共政策实施的推动，

中 一些问题的可能协作进行彻底探究，更不用说

还需要相关法规的严格执行。相反，适应决策仅涉及费用

其发挥作用了 。

和投资回报之间的较短时间，相关的成本和效益是地区
性的，其实施仅波及 当 地公共政策以及受影 响的社会机

对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决策是各有区

构独自采取的适应措施， 二者都以信息的改进为基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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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减缓和适应能力随地区和时间变化很大。减缓和适

应政策的组成取决于地区或国家的优先考虑，以及乐意
采用的结合国际责任的方法。

｜ 综合报告

－了解建模技术，改进评估附带效益的分析工具，
例如把减缓成本分配给温室气体或其他污染物；

一系统地分析不同温室气体稳定情景下成本对基准
线假设条件的依赖程度；

气候变化问题的每个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决策者今天很难确定一个全球接受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
水平。第 10 章评估的那些研究支持如下的明显的预期：

一开发决策分析框架，解决在气候政策制定中的不
确定性问题和社会经济及生态风险问题；

一在处理和报告非附件一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情况

较低的稳定目标将涉及更高的减缓成本和更艰巨的近期

时，改进全球模型和分析方怯、它们的假设以及一

减排任务。但另一方面，如第二工作组报告中所说，目

致性问题。

标越低引发的生物和地理影响越小，因此造成的损失和
适应成本就越小。

在发展、可持续性和公平的背景下来评价气候变化

11. 认识差距

减缓选择。包括以下例子：

进行更多的研究工作，以便在发展、可持续性和
在知识掌握方面还存在重要差距，对此增加研究有

助于支持未来评估，包括以下方面：

公平的背景下实现减缓选择与适应选择以及减缓
能力与适应能力的平衡；
一在所有部门，包括交通部门，探讨包括可持续消

进一步探索地区、国家和部门的技术及社会创新潜

费方式在内的不同发展道路，对减缓和适应进行

力，包括：

综合分析 g

一 C02 和非 C02 ，非能源减排选择的短、中、长期
潜力和成本；

一了解不同地区的技术推广情况；
一在社会创新领域识别出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机会；

一减缓措施对陆地系统碳流入和流出影响的综合分

析z
一在地理工程领域进行一些基础性调查。

一识别出将直接的气候政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
般政策协调起来的机会；

在减缓气候变化研究中结合代内和代际间公平：
一公平性评估的含义；

一在广泛的稳定浓度体制下，分析减排选择在科
学、技术和经济等方面的含义；
一确定什么样的政策干预以及在何种社会经济条件
下产生未来的低 C02 排放；

一调查社会价值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能够鼓励和推动
所有国家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优
先领域包括：
一建议对区域性的具体减缓选择、障碍和政策作出

可持续发展；

一在潜在或实际的适应性措施并使其相互协调的背
景下，评估减缓气候变化的选择。

更多的分析，这些问题通常决定区域的减缓能力
一减缓在公平方面的含义；

针对世界的具体地区和 ／ 或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潜

一探讨正确的研究减缓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论以及

力，开展工程经济、终端利用和部门研究。重点为：

改进的数据来源，并在综合评价领域进行能力建设；
一加强对未来的研究和评估工作，尤其是在发展中
国家。

一确定并评价短期内（ 2010 、 2020 ）偏离照常发展

情景（ BAU ）所需要的减排技术和措施：
一开发标准化的方怯来量化减排量以及减排技术和
措施的成本；

分析减缓潜力及其成本的方法论，特别注意结果之

一识别减排技术和措施实施的障碍；

间的可比性。包括以下例子：

一通过与附带效益以及未来的发展、可持续性和公

一分析阻碍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障碍特征及其度量方
法g

一使减缓气候变化的构模技术更具一致性、可重复
性和可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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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目标相结合，识别各种增加温室气体减排技术
和措施应用率的机会；

一把能克服己知障碍以及能扩大附带效益的具体政
策和计划与评估结果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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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术语

附录 B ：术语

适应能力

本术语表以《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IPCC,
2001a,b,c）中的术语表为基础，但是对部分条目的准
确性和前后一致性做了部分调整。本术语表中单列
出的条目以斜体字加以突出。

调整能力，从而缓解潜在危害，利用有利机遇，或

驯化

对气候变异的生理性适应。
共同执行活动 C AIJ )

联合恿衍的试验阶段，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P 第 4 条第 2 款（ a ）项所定义，即允许发达国家
（及其公司）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及其公司）
之间进行项目活动。 AIJ 旨在通过共同执行项目活
动，使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从中
获得经验。在试验阶段， AIJ 活动不存在信用。对于
未来的 AIJ 项目及其与京都机制有怎样联系都需要
再做决定。作为可交易许可证的简单形式， AIJ 与其
他 基于市场的计 划方案 一样，对于刺激有益于全球
环境的额外的资源流动，是一种重要的且有潜力的
讯号码 。另 见洁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 。
适应性

参见适应能力。

处理后果。
额外性

在没有《京都议定书》关于联合履行和清洁发展机
制所定义的联合履行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时，
减少源耕放或增强各种汇的清除被视为额外的。这
个定义可扩大到包括财政的、投资和技水额外性。
在“财政额外性”中，项目活动资金对现有的全球
环境基金、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其他财政承诺、官
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合作来说是额外的。在“投资额
决性”中，排放减少单位 ／ 经证 明的排放减少单位
的价值，将极大地提高项目活动的财政的和 ／ 或商
业的有效性。在“技术额外性”中，项目活动所使
用的技术将最适用于东道国。

调整时间
参见生命期 1 还参见响应时间。
气溶胶
空气中固态或液态颗粒的聚集体，通常大小在 0.01
mm 至 10mm 之间，能在大气中驻留至少几个小时 。

气溶胶有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种来源。气溶胶可以通

指自然和人为／~统对新的或变化的环境做出的调整。

过两种途径对气候产生影响：通过散射和吸收辐射
产生直接影 响：通过在 云形成过程中扮演凝结核或
改变云的光学性质和生存时间而产生间接影响。见
间接气溶胶效应。

期的气候刺激因素及其影响所做出的趋利避害的反

造林

适应

适应气候变化是指自然和人为系统对于实际的或预
应。可以将各种类型的适应力日以区分，如预期性适
应和反应性适应，私人适应和公共适应，自动适应
和有计划的适应。

在历史上没有树林的地区种植新的树林。关于
森林及相关词条如造林、厚道亦和亘古称，请参见
《 IPCC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别报告》

适应性评估

CIPCC 2000b ）。

根据有效性、收益、成本、效用、效率和可行性等
标准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进行评定的行为。

累积影晌
各部门和／；或区域的影响总和 。 影响的累计需要了

由于采取和实施适应位措施而避免的破坏性损失或
增加的收益。

解（或设定）不同部门和区域影响的相对重要程度。
累积影响的衡量标准包括，如受影响的人口总数量、
净初级生产力的变化、正在变化的系统数目、或总
的经济损失。

适应性成本

反射率

计划、准备、推动和实施适应位措施而进行的支出，
包括过渡期的花费 。

二支府辐射被表面或物体所反射的比率，常以百分数
表示。覆雪表面具有高的反射率；土壤的反射率由
高到低变化较大 ：植被 表面和海洋的反射率较低。
地球的反射率主要因 云 的变化、冰、 雪 和土地覆被
状况的改变而变化 。

适应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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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花

附件 B 国家／缔约万

江河、湖泊或海洋中的藻类大量繁殖。

((Jj(那议定冉、J 附件包括的国家集团，这些国家 一 致

高山性的

达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包括除土耳其和自
俄罗斯之外的所有仰佯－＆家 (1998 年修订）。另

见时件二 、非附件 一 和非附件 B 国家 ／ 缔约方。
林木线以上的山坡，以蔷薇草本植物和生长缓慢的
低矮灌木植物为特色的生物地理区域。

人为的

替代发展道路

起因于人类的或由人类产生的。

指所有国家有关注t 会价值和消费生产模式的各种可
能的情景，包括但不限于延续现行模式。在本报告
中，这些道路不包括额外的气候政策，即不包括明
确假定院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实现《京
都议右手3、J 排放目标的情景，但确实包括间接影响

人为排放

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温室气休、温室气体蔚佑和气碎
厌的排放。这些包括为获得能源而燃烧化石然刻、
毁林和寻致措汪阳等培坛的土地利用变化。

温室气佑放放的其他政策假设。
水产养殖
替代能源

繁育和喂养鱼类、贝壳类等水生生物的活动，或在
特殊的池塘中种植食用植物。

辅助效益

含水层

特定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产生的辅助或附带效益。
这样的政策不仅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影响，而且影
响资源的有效使用，如减少当地和区域的化E:f!d刻
使用所造成的空气污染物排放，还对诸如交通、农业、
土地相房、就业和燃料安全等问题产生影响。有时，
这些效益是指“负面影响”，来反映在某些情况下这

具有纳水能力的渗透岩石层。一个非封闭型含水
层直接由地方降水、河流和湖泊进行补灌，补灌的
速率一般受到上面土壤和岩石渗透力的影响。封闭
型含水层上部为非渗透层，地方降水对含水层没有
影响。

些所谓“效益”是不好的。从以减少当地空气污染
为目的政策角度来看，温室气体减排可能也被认为

区
目平
干

非化石燃料能源。

是辅助收益，但这些关系在此评价中不予考虑。

年降水量小于 250mm 的生态区。

附件一国家／缔约方

分配数量（AAs)

矿联合E气候变化框架公约P 附件一（ 1998 年修订）
所包括的国家集团，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中的所有
发达国家和经济得歪国家。其他不履行公约的国家
即非附件 ~ff!家。根据公约第 4.2(a ）和 4.2(b ）款，
附件一国家承诺 2000 年前单独或联合将温室气体
排放控制在 1990 年的水平。也参见所佯二、附件 B

r友都五~定于':5）） 规定，每 一 个所作 B 国家的排放量
不超过第一承诺期的（为期 5 年， 2008 - 2012 年）
的温室气休放放J岳重，就是分配数量。计算方法如下，
用该国家 1990 年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乘以 5 ，再乘
以《京都议定书》附件 B 中所列的百分比数（例如，
欧盟为 92% ：美国为 93% ）。

和非附件 B B 玄。
分配数量单位（AAU)
附件二国家

矿联合 E气候变化框架公约J 附件 二 中所包括的国
家集团，是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中的所有发达国家 。

在公约第 4. 2 ( g ）款下，

这些国家被期望对发展中

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

如准备国家报告。附件 二 国家还被期望推动环保友
好技术何发展中国玄的墙边。另见附件 一 、附件 B 、
非附件 一 和非附件 B 国家 ／ 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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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球1(1温潜势值计算，相当于 一 吨（公盹） 二氧
仿孩当莹的排放。

大气
环绕地球的气层 。 干大气几乎完全由氮（ 78.1% 的

附录 B

｜术语

体ff{ ；窗台此）和氧（ 20.9% 的体积混合比）构成，

生物群落

还包括一些微量气体，如氢（ 0.93% 的体积混合比）、

氮，以及对辐射起作用的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f

在一个大范围的区域，在相似的环境条件下存在的

(0.035% 的体积混合比）和臭氧。此外，大气还包
括水汽（其含量变化很大，典型的体积混合比为

许多类似的植物和动物群体的组合。

1% ） 。大气还包括云和气溶胶。

（陆地和海洋的 ） 生物圈

归因

地球系统的一部分，由大气、陆地（陆地生物圈）、
海洋（海洋生物圈）中的所有笠汪东系统和现存的有

见探lJ!UD归E 。

机体构成，包括派生的死亡有机物，例如枯枝、土
壤有机物和海洋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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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区系

黑碳
业务上根据光线吸收性、化学活性和／或热稳定
性等条件定义的种类，包括煤烟、木炭和／；或吸
收光线的难熔的有机物（ Charlson 和 Heintzenberg,

1995 年）。
::n:::R

基准线（或参照）是指用于衡量变化大小的一些数
据。它可能是“当前基准线”，在这种情况下，其代
表了可观测的当前的状况：它也可能指“未来基准
线”，是排除了利益驱动因素后对未来情况的一种预
测。不同的参照条件可以得出不同意义的基准线。

流域
溪流、江河和湖泊流经的排水区域。
生物多样性

在特定地域拥有大量的、极其丰富的各类基因（基
因多样）、物种和全态茶纺（共存的群体）。
生物燃料

J 口 1平

植物体聚集的极难排水的区域，通常由开放的水域
包围而且有一些特有的植物群体（如苔草、石南灌丛、
泥炭薛）。
北部森林

由加拿大东海岸向西延伸到阿拉斯，然后从西伯利
亚向西穿过整个俄罗斯到欧洲、｜平原，由松树、云杉、

冷杉、落叶松构成的森林。
自下而上模型
一种建立模型的方法，分析中包括技术和工程细节。
另见自土府 F漠垄f 。

由干燥的有机物生成的燃料或植物生成的燃油 。生
物燃料的例子包括：酒精（由糖发酵而来）、由造纸
产生的黑液、木材和豆油。

大气中所关心的气态物质的总质量。

生物量

能力建设

指定的面积或体积中生命有机体的质量总和：近期
死亡的植株部分常被作为死亡生物量。

负载

在气候变化中，能力建设是指开发发展中国家和经
济得主期国家的技术技能和机构运转能力，使这些
国家参与从各个层面的气候变化适应、减缓和研究
并执行友都税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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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碳气溶胶

霍乱

主要成分为有机物和多种形式的黑炭的气溶胶
(Charlson 和 Heintzenberg, 1995 年）。

一 种肠道传染病，可以引起腹泻、腹痛痊孪、脱水
瘫软等症状。

碳循环

清洁发展机制（ CDM)

用于描述大气、海洋、陆地笠勿E和岩石E 中碳流
动（以各种形式，如二氧化碳！）的术语。

((}ff都豆！｛定冉、J 第 12 条作了定义，清洁发展机制欲

二氧化碳（C02)

一 种可以自然生成的气体，也可以是燃烧化石燃料
和笠勿厉、以及土地使用变化和其他工业过程的副
产品。它是影 响地球辐射平衡的主要入为温室气体。

它是度量其他温室气体的参考气体，其全球增援潜
力指数为 1 。

二氧化碳（C02）肥沃化
大气中二氧化夜浓度增加导致植物生长加速 。 因光
合作用的机制，某些种类的植物对大气 二氧 化碳浓
度变化十分敏感。尤其是在光合作用中产生 三 碳化
合物 C C3 ）的植物，如水稻、麦子、黄 豆、土豆和
蔬菜， 二 般来说，比在光合作用中 产生 四碳化合物
(C4 ）的植物，对大气中 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反应更大，

后者主要为热带植物，包括各种草和重要的农作物
如 玉米 、甘荒、小米和高粱 。

达到两个目标：（ 1) 协助未列入附佯 一 的缔约方实现
可持续发展并为实现《公约》的最终目标作出贡献；
(2 ）协助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实现其量化的限制和减少
排放的承诺。由非附件 一 国家承担的、旨在限制或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莹的清洁发展项目带来的夜以可
的排放减少单位， 一旦 辑到缔约方大会或缔约方会
议指定的经营实体的证明，就可以作为附件 B 缔约
方投资者（政府或工业组织〉的减排量 。经 证明的
项目活动产生的盈利的 一 部分，既可用来抵补行政
管理费用， 也可以帮助那些极易受气候变化 影 响的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保证用于适应气候变化的花费 。
气候
狭义地讲，气候常常被定义为“平均的天气状况”，
或者更精确地表述为，以均值和变率等术语对变量

在 一 段时期里的状态的统计描述。这里， 一 段时期
可以是几个月到几千年甚至数百万年。通常采用的
是世界气象组织 CWMO ）定义的 30 年。这些变量一
般指地表变量，如温度、降水和风。广义地讲，气
候就是气候系统的状态，包括统计上的描述 。

碳泄漏
气候变化
参 见泄漏。
碳税
见排放税 。

集水区
吸纳和排除雨水的区域。

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

经证明的；戚排（CER）单位

变。” UNFCCC 因此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
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
区分开来 。 另见“气候变率”。

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减少〔用全球增温潜势值诀
算）或隔离的相当于 1 吨（公吨）的 二氧化碳当量
将放。另见排放量减少单位。

气候反馈

氯氟碳化物（ CFCs)
19 引 生平《蒙特利尔议定书》涉及的温室气体，玛干

电冰箱、空调、包装、绝缘、溶剂或喷雾推进剂 。
由于在低层大气中没有被破坏， CFCs 漂入高层大
气层并在适当的条件下分解臭氧 。 这些气体正在被

《京都议定书》所涉及的包括氢氯氟碳化物和氢氟碳

化勿在内的温室气体所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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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 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 意义上的巨大
改变或者持续较长 一 段时间的（典型的为十年或
更长〉气候变动。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的内
部进程，或是开 if/I豆11J且，或者对大气组成和土地利
用的持按性人为改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C UNFCCC ）第 1 款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
当一段时 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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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乡言中各种物理过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机制。
当一种初始物理过程触发了另一种过程中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对初始过程产生影响，这样的
相互作用被称为气候反馈 。 正反馈增强最初的物理
过程，负反馈则使之减弱 。

附录 B

气候模式（体系）

术语

断演变的非平衡性条件 。 它是衡量特定时间反馈力

度的方法，并可能会随强迫的历史和气候状况而变
气候茶乡言的数值表述是建立在气候系统各部分的物

仇 。 见气候模型。

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及其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的

基础上，以解释己知特征的全部或部分。气候系统
可以用不同复杂程度的模式来描述。例如，通过 一
个分量或者分量组合就可以对模式进行识别，模式
的区别可以表现在空间分布的数量：或其所代表的
物理、化学或者生物过程的进展程度：或者经验参
数的应用水平 。 糯合的大气／海洋／海冰 一般环旅模
式 CAOGCMs ）则给出了气候系统的 一个综合表述，

由五个主要组分构成的高度复杂的系统，包括有大
气圈、水圈、冰 雪圈、陈 E豆、生物圈，以及飞归之
间的相互作用 。 气候系统的演变进程受到自身动力
学规律的影响，也由于外部驱动如火山喷发、太阳
变化，以及由人类引起的诸如大气组成的改变以及
土地利用削阶等 。

气候模式不仅是一种学习和模拟气候的研究手段，

气候变异

并存在向化学和生物应用的复杂模式演变的趋势。

而且还被用于实际操作，包括月、季节、年际的气
候预测 。
气候预测

气候预测或气候预报是对未来（如季节、年际或 ＊
B1！可尺度）气候的实际演变过程进行最接近的描述
或估测的 一 种手段。另见气候预计和气候 f变化 j
情景。

气候系统

气候变异是指气候的平均态和其他统计量（如标准
偏差、极值的出现频次等）的变化，这种变异在 st
／可掏空阔的尺度都要超过单独的天气事件的变化。
气候变异可能是由于气候茶纺内部的自然过程（内
部变异）造成，也可能是因为自然的或人为的外却
强迫（外部变化）。另见气候变化。
与二氧化碳量相当的

气候预计

见二氧化碳当量。

对气恨系统响应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排放或派度桐
想、、以及街射纽度情景等的预计，往往是基于气候
模式的模拟。气候预计与气候沥沥不同，气候预计
主要根据一些设想和关注的问题，例如未来可能的、
或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状况，应用排
放／浓度／辐射强迫情景对气候进行的预计，具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

C02 施肥

气候情景
在气候逻辑关系内在一致性的基础上，对未来气候
的 一 种近乎合理的、通常简化的表述。这种未来的
气候被直接用于研究人为气候变化的潜在结果，经
常作为输入因子应用于影响模型。气候顶if 经常作
为原始数据应用于气候情景的构建，但气候情景通
常还需要其他的信息如观测到的当前的气候。 一 个
“气候变化情景”表述的是气候情景和当前气候之间

参见二氧化碳 （CO） 施肥。
共生效益

由于各种原因同时执行政策的效益，包括减缓气候
变化。它表明大多数为减捞温室气佑制定的政策也
都有其他同等重要的理由（如，与发展、可持续性
和公平相关的目标）。共同影响 一 词用法更广泛，既
表示正面收益也表示负面收益。另见得助收益。
热电联产

把发电产生的废热如气轮机产生的废气用于工业目
的或区域供热。

的差异。

遵约

气候敏感性

参见戎疗 。

在 IPCC 报告中，“平衡气候敏感性”是指全球平均
的表面温度在大气中（当量） C02 加倍后的平衡变
化 。 更 一 般地讲，平衡气候敏感性是指当辐射结m
(°C/Wm勺发生一个单位的变化时表面气温的平衡变
化 。 实际工作中，对平衡气候敏感性的评估需要祸
合环旅模式的长期模拟 。 “有效气候敏感性”是围绕
该要求的 一个相关度量 。 它根据模式输出来评估不

缔约方大会（ COP)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的最高机

构，由批准或同意 UNFCCC 的国家组成 。 第一次
缔约方会议 CCOP-1 ）于 1995 年在柏林召开，接
着 1996 年在日内瓦召开 COP-2, 1997 年在京都召开

COP-3, 1998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 COP-4,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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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波恩召开 COP-5, 2000 年在海牙召开 COP-6 的

综合报告

登哥热

第 一 部分， 2001 年在波恩召开 COP-6 的第 二 部分
会议。 COP-7 计划于 2001 年 11 月在马拉喀什召开。

另见缔约方会议 ＜MOP） 。
冷却度日
一日温度高于 18 ℃的部分（如 ：某一日平均温度为
20 ℃，就记为 2 冷却度日〉。另见却烈度日。

由蚊子传染的病毒性疾病，因表现为以严重的关节
和后背疼痛为特征的发烧而常被称为热病。并发感
染这种病毒可能导致登哥出血热（ DHF ）以及登哥休
克综合症（ DSS ），这将是致命的。

保证金返还制度

应对范围

将一种商品的保证金或费（税）与返还或折扣（开
助金）合并起来实施某项特别行动。另见放放貌。

系统能够承受且对自身不产生显著影响的气候砌放

沙漠

的范围。
年降水少于 lOOmm 的生态系绽。

珊珊礁自化
荒漠化

由于失去共生的海藻而远成的珊湖礁颜色变白。自
化是珊湖礁对海水在温度、含盐量以及混浊度方面
的突然变化产生的生理反应。

在干旱、半干旱及半湿润偏旱区因气候变化和人类

冰雪 圈

活动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土地退化。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会议进一步将土地退化定义为干旱、半干旱、半
湿润偏干地区以及雨养作物、灌溉作物、或牧场、
草 地、森林以及林地 等复合体在生物生产力或经济
生产力方面的降低，生产力降低的原因来自于人类
活动和居住模式等方面的土地利用或这些过程的单
个或多个因素，如：（ 1 ）风蚀和／或水蚀造成的土壤
侵蚀；（2）土壤在物理、化学、生物学或经济特性等
方面的恶化；（3）天然植被的长期损失。

气候茶练的组成部分，由所有的雪、冰以及陆地和

探测和归因

成本有效性
指为了实现给定目标，一种技术或措施所提供的商
品或服务成本，是否等于或小于现有的、或成本最
低替代品的判断标准。

海洋表面上面和下面的永久冻结带组成。另见放／／／
和大冰原。
深水形成
发生在海水冻结形成海冰时。局部的盐释放及随后
发生的水密度增加而导致含盐量高的冷水汇结于海
洋底部。
毁林

气候在所有时周尺度上不断变化。气候变化的探测
就是在某种统计意义的定义下揭示气候发生变化的
过程，而不提供对这种变化的原因解释。气候变化
归因则是对己探测到的气候变化找到最可能导致该
变化的原因的过程，它应有某种定义水平的可信度。
干扰状况

干扰的频度、强度和类型，如火灾、昆虫或害虫的
爆发、水灾和于事。

指森林转化为非森林。关于森林 一 词的讨论及与之
有关的木语境造林、再造林和毁林，请参见（（ IPCC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特别报告》（ IPCC,

昼夜温差范围

2000b）。

一天内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的差值。

需求侧管理

双重红利

专门为影响消费者对商品和／或服务的需求目的而
设计的政策和计划。例如，在能源部门，就是指为

利用被君在或拍卖（交易）碳排放许可等增加收益等
手段，它能（ 1 ）限制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 2)
通过循环收益减少其他扭曲性税种， 至少部分弥补

减少消费者对电和其他能源需求而设计的政策和计
划。它可帮助减少温室气体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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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术语

气候政策引起的福利损失。在一个存在被动失业的

排放

社会，采取的气候变化政策可能对就业有所影响（正
面的或负面的“三重红利”）。只要实行政益的循环
利用，也就是大大减少扭曲性税种的税率，将产生

温室气体和 ／ 或其前体物和气溶胶向大气中的释放。

微弱双重红利。当收益循环超过总体最初成本，届
时减税的净成本为负数，将产生强有力的双重红利。

排放许可

干旱

当降水显著低于正常记录水平时出现的一种现象，
造成严重的水文学不平衡，对土地资源生产系统产
生负面影响。

在气候变化中，排放指的是在特定区域和时间段内，

排放许可是政府部门（政府间机构、中央或地方政
府部门）对特定区域的（国家、次国家的）或行业
的（个体公司）单位分配的排放许可额，为一种不可
转让或可交易的权利。
排放配额

经济潜力
在最大总排放和强制资源分配的框架下总许可耕放
经济潜力是指可以通过创建市场、减少市场失败、
或增加财政和技术转让来成本存放住地减少温室气
体改放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潜力。获得经济潜力
需要额外的政策和措施来扫清市场障碍。另见 -m场
潜力、社会经济潜力和技术潜力。
经济转型 C E I Ts )

指国内经济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过
程中的国家。

量中分配给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的 比例或份额 。
排放量减少单位 C ERU )

相当于利用全球增温潜势计算出的因联合履行（在
((Jjf那议定开J 第六条有定义）项目而减少或固积的
1 吨飞公吨〕 二氧化碳排放。另见经证明的排放量
减少和排放贸易。
排放税

对个人或社会有价值的生态过程或功能。

由政府对于应税源每单位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征收的
税目。由于所有化石燃料中的碳最终都会以二氧化
碳的形式排放，对化石燃料中的碳征税，即碳税，
就相当于对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排放征排放税。 Im
源：挠，即对燃料中的能量征税，将减少对能源的需求，
进而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生态
税的目的是影响人类行为（尤其是经济行为），走向
良好的生态之路。国际排放税／碳税／能源税是由某
国际机构对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家的特殊源进行征税。
税收收入由参与国或国际机构分配或用作特殊用途。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ENSO)

排放贸易

厄尔尼诺最初的意义是指 一 股周期性地沿厄瓜多尔
和秘鲁海岸流动的暖水流，它对当地的渔业有极大
的破坏。这种海洋事件与热带印度洋和太平洋上表
面气压型和环流的振荡（被称为南方涛动）有密切
关系。这一海气稿合现象被统称为厄尔尼诺南方涛
动，或是 ENSO 。在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期间，盛行的
信风减弱，赤道逆流增强，导致印度尼西亚地区表
面的暖水向东流，覆盖在秘鲁的冷水之上。这 一 事
件对赤道太平洋上的风场、海平面温度和降水模式
有巨大影响，并且通过太平洋对世界上其他许多地
区产生气候影响。与厄尔尼诺相反的事件叫在后那。

用市场方法达到环境目的，即允许那些减少温室气
做放放低于规定限度的国家，在国内或国外使用或
交易剩余部分弥补其他源的排放。一般来说，交易
可在公司内部、国内和国际间进行。《 IPCC 第二次
评估报告》同意对国内贸易体系使用“许可”，对
国际贸易体系用“配额”的说法。矿Jffl/IiX定冉、P 第
17 条提及的排放贸易，是在根据议定书附件 B 所列
减少和限制排放承诺计算出分配数量的基础上的可

生态系统
由多种相互作用的有生命的生物体及其物理环境组
成的系统。能够被称为生态系统的边界有些随意性，
取决于研究的兴趣或着重点。因此，生态系统的范
围可以从非常小的空阔尺度直到整个地球不等。

生态系统功能

交易配鄂、体系。另见经证明的排放量减少和清洁发
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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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情景

能源转换

对潜在的辐挝活跃排放物（如温室气体，气溶胶）
的未来发展的 一 种可能的表述 。它是基于 一 致的、
内部协调的、 关于驱动力（如人口统计、社会经
济发展、技术变化）及其主要相关关系的假设而
提出的。从排放情景中引申出的浓度情景被用做
气候模式的输入值来计算气候沥讶结栗。 IPCC 于
1992 年在第 二 次评价报告（ 1996 ）中提出了 一 系列
排放情景，并以此作为气候预计的基础。这些排放
情景，即所说的 1892 情景。《 IPCC 排放情景特别

从一种能源形式，如化石然纠所具有的能量，变为
另 一种能量，如电能。

报告》 akicenovic et al., 2000 ）公布了新的排放情
景 － SRES 情景。关于这些情景的 一 些术语，见
SRES 情景 。

环境无害技术（ ESTs)

这种技术能保护环境、更少污染、以更可持续的方
式利用所有资源、回收更多的本身废弃物和产品，
且与它们拟替代的技术相比，能以更为人们所接受
的方式处理剩余废气物，这些技术能适应本国确立
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方面的优先。本报告中的
EST 是指减排和适应技术、硬技术和软技术 。
流行性的

地方性的
仅限于某地区或区域所特有的。关于人类健康，地
方性可能指 一直 都流行于某些人口或地理区域的 一
种疾病或致病体 。

在人数上明显超出预期的突然发生，特别用于描述
传染病，但也用于任何疾病、伤害或与其他健康有
关 的事件的突然发 生。
平衡和瞬变气候实验

能量平衡
气候系统能量收支的全球长期平均应该是平衡的。
因为驱动气候系统的所有能量均来自于太阳，能量
平衡意味着进入的全球太阳辐射总量必须等于被反
射的太阳萄身与气候系统射出的红勿在雪射之和 。全

“平衡气候实验”是指对于一种辐射理边的改变，允
许气候模式完全调整到与之平衡的状态的实验。这

种实验提供了有关模式初态和终态的 差异 的信息，

球辐射平衡的扰动被称为辐射理道，它是由自然或
人为因素引起的 。

但没有给出模式响应随时间的变化。如果强迫是按
照预先给出的排放信去逐渐演变的，就可以分析气
候模式响应随时间的变化。这样的实验被称之为“瞬
变气候实验”。另见气候预计。

能源转化

C02 C 二氧化碳 ）

参见能源转换。

对于给定的 二 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混合气体，
相当于多少能够引起同样的街fl15.fm 的二氧化碳f 的

能源效率

浓度。

某系统能源转换过程中的能源产出与其投入的比例。

侵蚀

能源强度

土壤或岩石因风化、质量损耗，以及河流、 !7）＜川、波浪、
风力和地下水的作用而进行的搬运过程 。

当量

能源强度是能源消费与经济或物理 产出 的比 率。在

国家水平，能源强度是国内主要tm源的消费总量或
终捞舷源消费与 E均生产J岳信或物理产出的比率。

将有用能源用于消费者期望的方面，如交通、供暖
或供电。

由于世界海洋体积的变更而导致的全球平均海平面
变化，这可以因水的密度的改变或水体总量的变化
而产生。在讨论地质时间尺度的变化时－，该术语有
时也包括因海盆形状的变动而引起的全球平均海平
面变化。

能源税

富营养化

参见排放税。

水体（常为浅水）中的可溶解性养分变得（自然的或
污染而造成 ） 丰富并造成溶解氧季节性缺乏的过程。

能 源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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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术语

蒸发

灵活机制

液体变为气体的过程。

参见京都机制。

蒸发蒸腾作用

通量调整

地球表面蒸发运在和植被的蒸腾作房的联合作用 。

为避免海气相合模式产生漂移到非真实气候态的问
题，可以对海气热量和水汽通量（有时包括风对洋

外来种
参见引进种。
暴露

系统暴露于显著的气候变异下的特征及程度。
外部性

参见外部成本。
外部成本
用于定义为任何活动主体未全面考虑、自己的行为对
他人的 影响的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成本。同样，外部

收益是指这种影响是正面的，且在活动中不对活动
主体负责。一座发电厂的特殊污染排放影响着人类
健康，但在个人决策时经常不予考虑或没有给予足
够重视，这样的影响是不会有市场的。这种现象被
称为“外部性”，由它所引起的成本被称为外部成本。
强迫

面产生的表面应力〉在未被叠加进模式之前用调节
项来进行的调整。由于这些调整是预先计算且独立
于海气精合模式的积分，因此与积分过程中发展的
异常无关 。
粮食危机

指缺乏足够数量的、安全和营养的食物来维持正常
生长、发育和积极而健康生活的一种状况。可以因
无粮源、购买力不足、分配不合理或在家庭中不正
当使用粮食而造成。粮食不安全可能是长期的、季
节性的或短暂的。
森林

以树林为主的植被类型。世界上目前存在着对森亦
一 词的多种定义，它们也反映了生物地理条件、社
会结构和经济的差异。与森林有关的讨论及相关条
目如泣称、再造林f/Jff,吉林等参见《 IPCC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别报告》 C IPCC, 2000b ）。
化石 C02 （ 二氧化碳 ） 排放

见气候系统。

因碳沉积化石燃料（如石油、天然气和媒）的燃烧
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灭绝

化石燃料

一种物种的整个完全消失。

由碳化石沉积形成的碳基燃料，包括煤、石油和天
然气。

毁灭

一种物种从其范围的 一 部分内消失：区域灭绝。

极端天气事件
极端天气事件是指在特定地区发生在其统计分布之

淡水透镜
在海岛下部的一个透镜式的淡水水体。它位于咸水

之下。

燃料转换

外的罕见事件。“ 罕 见”的定义是不固定的，但是

一般来讲，极端天气事件通常要等于或少于 10% 或
90% 的出现概率。按照定义，对于不同地区，极端

天气的特征也是不同的 。 极端气候事件是某 一 特定

时期内许多天气事件的平均，而平均本身是极端的

（如某 一个季节的降水） 。

指将煤等低碳燃料转换成天然气以减少二氧化碳捞

放的政策。

全成本定价
对商品的定价，如电，它包括最终用户所要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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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价格，这不仅包括私人买入成本，还包括他们

生产和使用的外部成本。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参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凸丰 ~：：ti

，已，、 A 、 1JIL

综合报 告

强烈藕合。在对旅层中，温度一般随高度的增加而
降低。从某 一 高度射向空间的红外辐射 一 般产生于
平均温度在－ 19 ℃的高度，并通过太陌辐射的收入来
平衡，从而使地球表面的温度能保持在平均 14 ℃。

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导致大气对红外辐射不透明性

能力的增强，从而引起由温度较低、高度较高处向
空间发射有效辐射。这就造成了一种在豆芽扩建近，这
种不平衡只能通过地面一对流层系统温度的升高来
补偿。这就是“增强的温室效应”。

在旋转地球上，因热力差异引起的大气和海洋的大

尺度运动，其作用在于通过热量和动量的输送恢复
系统的能量平衡。
总环流模式（GCM)

参见气候模式。
地球工程
努力通过直接管理地球的能量平衡来稳定气候体系，
因此克服温室效应的加剧。
冰川｜

陆地上巨大的冰体，可以沿山坡向下流动（因内部
形变和底部滑动〉，同时被周围的地形（如山谷和
囚周的山峰）所限制；岩床地形是冰川运动和表面
倾斜的主要影响因素。冰川因其上部较高处降雪的
积累而维持，同时因其下部融化或流进海洋而达到
平衡。
全球表面温度

全球表面温度是指对以下两种气温进行面积加权后
的全球平均温度： (1 ）海洋表面温度（也即海洋表层
几米内的次表层容积温度）和（ 2 ）陆地表面 1.5 米
处的表面气温。

全球增温潜势（GWP)
描述充分混合的温室气体的辐射特性的指数，它反
映了不同时间这些气体在大气中的混合效应以及它
们吸收向外发散的红开辐射的效力。该指数相当于
与二氧化碳相关的在现今大气中给定单位温室气体
量在完整时间内的升温效果。

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由自然或人为产生的能够吸收
和释放地球表面、大气和云所射出的红勿在言射谱段

特定波长辐射的气体成分。该特性导致温室效应。
水汽 （H20） 、二氧化碳 （C20） 、氧化亚氮 （N20） 、甲统
阿凡）和臭氧 （03 ） 是地球大气中主要的温室气体。
此外，大气中还有许多完全由人为因素产生的温室
气体，如《蒙特利尔协议》所涉及的卤经和其他含
氯和含澳物。除 C02 、 N20 和 CH4 外，矿友都议定冉、p
i龟六氟化硫 （SF6） 、氢氟碳化物 （HFCs ） 和全氟化
碳 （PFCs） 定为温茎气体。
交叉拱
低而狭窄的、常常是大致垂直于海岸线而延伸的堤
岸，设计用于保护海滨免受洋流、潮沙或波浪的侵蚀，
或圈集海沙来建造或形成海滩。
国内生产总值（GOP)

以买方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给定时间段内，
通常为 一 年，其全部居民或非居民生产者总的 if!J}JIJ

值的累计，加上全部税收，减去不包括在产品价值
内的补贴。计算时不扣除建筑业资产贬值和自然资
源的损耗和恶化。 GDP 常用于衡量福利水平但不
完整。
一次生产总量 CGPP)

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在大气中的碳总量。

地下水补给
外部水进入蓄水层中饱和区的过程，既可直接进入

温室效应

也可间接进入而形成。

温室气佑有效地吸收地球表面、大气本身相同气体

栖息地

和云所发射出的红外街射。大气辐射向所有方向发
射，包括向下方的地球表面的放射。温室气体则将
热量捕获于地面一对流层系统之内。这被称为“自
然温室效应”。大气辐射与其气体排放的温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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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一种生物或物种居住的特定环境或地方；总环
境中局部更适宜某一 生物或物种生存的部分。

术语

卤炬

＇＊帽

碳与氯、澳或氟的化合物。此类化合物是大气中
强有力的温室气体。含氯和澳的卤怪也参与损耗吴
氧层。

圆形的、覆盖于高地的、范围比大冰原小得多的冰
结合体。
大冰原

协调一致的排放税 ／ 碳税 ／ 能源税

城市内因类似沥青等物质吸收太阳能而使温度高于
周围区域的地区。

陆地上大块的冰体，它具有相当的深度足以覆盖其
下大部分的岩床地形，以至于其形状主要由它的内
部动力学决定（由于内部形变引起的冰体的流动及
其底部的滑动）。冰原从位于小的平均表面斜坡的、
具有较高位置的中心高原向外流动。边缘为陡坡，
冰通过快速流动的冰流或冰川出口而塌陷，在 一 些
情况下成为冰架飘浮于海洋中。世界上现今只有两
个大的大冰原一格陵兰岛和南极，南极大冰原被横
贯南极山脉分为东部和西部两部分：在冰河期，还
有其他大冰原。

加热度日

冰架

一 日温度低于 18 ℃的部分（如：某一日平均温度为
16 ℃，就记为 2 加热度日） 。另 见冷却度日 。

常为具有相当大的水平范围或略为起伏不平的表

使参与国对同样的源征收同等税率的税 。各国可保
留所征税款。税负→致不必要求各国以同样税率征
税，但国与国问税率不同将不可符合成本苟效位原则 。
另见排放税。

热岛

套头平衡

在气候变化减缓方面，套头平衡是指对过快行动和
过慢行动带来的风险采取的平衡，套头平衡取决于
社会对风险的态度。
异养呼吸
除植物以外的有机物质将有机成份转化成 C02 。

附着于海岸的、有相当厚度的、飘浮着的大批原（经

面）：多为大冰原的向海侧。

（气候）影晌评估
确认和评估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为系统的有害和有
益结果的措施。

（气候）影晌
气候变化对自然 和人为系统造成的结果 。与适应位
结合起来考虑，可以区分潜在的影响和残余的影响。

人类聚集地

潜在影响：不考虑适应性，某 一 预计的气候变
化所产生的全部影响。

由人类占据的地方或地区。

人为系统
指人为组织起主要作用的系统。经常，但并不总是
为“社会”或“社会系统”等术语的同义词（如农
业系统、政治系统、技术系统、生态系统等 ） 。
氢氟碳化物 CHFCs)
r友都五｝｛右手~）） 控制的六种温室气体之 一。商业上生
产该物质用作氯氛族化勿的替代品。 H FCs 主要用

于电冰箱和半导体生产。它们的全球Jf!liJJJ. 潜势范厨
是 1300-11700 。

水圈
气候系统的组成部分，由海洋、河流、湖泊、地下
水等表面流体和地下水组成。

•

残余影响：采取了适应性措施后，气候变化仍
将产生的影响。

另见累积影响、市场影响和非市场影响。
执行

执行是指政府为将国际准则反映到国家法律和政策
中而采取的行动（法令或法规、司法裁决、或其他
行动）。它包括行政公共政策下达以后所引发的事件

和活动，例如为执行命令而付出的努力和对大众的

深刻影响。将对国际承诺的法律执行（以国家法律

的形式）和有效的执行（导致目标群体的行为发生

变化的措施）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遵约是指 一
个国家是否遵守协议的条款以及遵守的程度。它不
仅关注执行措施是否有效，而且关注是否遵守执行
行动。遵约可以衡量协议的目标团体遵守执行措施
和义务的程度，不论是地方政府机构、企业、机关
团体还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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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成本

戎疗或苦撑方案中涉及的成本。这些成本与必要的组
织机构变化、信息需求、市场大小、获取和学习 N
二次的祝会以及必要的激励措施（补助、补贴和税收）
有关。
本土人
本土人是指祖居在一个地方或国家的人，当具有另
外文化或宗教背景的人们通过武力征服、殖民或其
他方法来到这个地方并统治他们，这些人至今仍以
与其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传统相 一 致的
方式生活着，而不是以该国家目前已形成的那种生
活方式生活（也参照“本地人”、“土著人”或“部落”
人）。
间接气溶胶效应

气左￥/R可以通过作为凝结核，或者改变云的生命期
和光学性质，对气候茶乡言产生间接的在'flf}tfffii且作用。
可分为两种不同的间接效应：
第一间接效应：因人为的气溶胶增加而引起的
辐射强迫作用。它造成固体液态水含量中，颗
粒浓度的增加和尺度的减小，从而导致云＆JfR
袤的增加。该效应也被称为“ Twomey 效应”。
有时人们也将它称为云的反照率效应。但这是
一 种明显的误解，因为第 二间接效应 也会改变
云的反照率。
第二间接效应：人为的气溶胶增加而引起得辐

射强迫作用。它造成颗粒的尺度减小，降低了
降水率，从而调整了液态水含量、云的厚度和
云的生命期。该效应也被称为“云的生命期效应”
或“ Albrecht 效应”。

工业革命

物体而发生，或通过病媒、口亥嗽或呼出到空气中的

己被感染了的微滴进行传播而发病。
红外辐射

由地球表面、大气和云发射出的辐射。它也被称为
地面辐射或长波辐射。红外辐射有 一 个独特的波长
（“光谱”）范围，它比可见光谱段的红色的波长还要
长。由于太阳和地气系统的温度差异，红外辐射与
太阳辐射或短波辐射明显不同。

基础设施
组织、城市和国家的发展、运转和扩大所必须的基
础设备、设施、生产性的企业、装备和服务设施。例如

公路、学校、电力、天然气和水设施、交通、通讯
和所有法定系统，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基础设施。
综合评估
一 种分析方法，它把来自自然的、生物学的、经济
的和社会科学的结果和模型以及这些组成之间的交
互作用结合起来，在一个较为协调的构架下评价环
境改变的状态和结果，以及环境变化的政策响应措
施。
交叉效应
气候变化政策措施与既有国内税收制度相互作用的
结果，既包括增加成本的税收作用也包括减少成本、
循环收益的效应。前者反映了温室气佑政策通过对
实际工资和实际资本收益的影响，而对劳动力和资
本市场产生影响。通过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证
制度、法规或放王军会增加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
这样就减少了劳动力和资本的实际收益。对那些增
加政府收益的政策－一一碳税或许可证拍卖－－－可以
通过收益的再分配来减免某些扭曲的税种。另见双
重红利。

一个工业快速增长的时期，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它开始于十八世纪后半叶的英格兰，随
后蔓延到欧洲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蒸汽机
车的发明推进了这个增长。工业革命标志着大量增
加使用化石才榜样和排放二氧化碳的开始。在本报告
中，术语“工业之前”和“工业”分别指 1750 年之
前和 1750 年之后，尽管这样区分有些武断。

参见排放税。

惯性

国际能源机构（ IEA)

气候、生物或人为亥绕在响应改变变化速度的各种
因素当中的迟滞、缓慢或抵制，包括当导致该变化
的原因己消除时系统中的变化仍然继续。

创建于 1974 年，总部位于巴黎的能源论坛。它与经
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紧密合作，使其成员国采取联合
行动应对石油供应危机，共享能源信息，相互协调
能源政策，进行合理的能源项目合作。

内部变率
参见气候变率。
国际排放／碳／能源税

传染性疾病
国际产品和 ／ 或技术标准

任何能从 一 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的疾病。这些病可通
过身体直接接触、共同触及己沾染上传染性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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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亦准。

引入物种

土地利用

一种物种由于人类无意中扩散，存在于历史上生存

在特定土地覆盖类型上的所有安排、活动及采取措
施（ 一整套人类行为）。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目的所进
行的土地管理（如放牧、木材开采和保护）。

的自然分布范围之外（另请参见“开来神 P 或 α外
国科”〕。

入侵物种
指慑入自然栖息地的被引入物种。
均衡的陆地移动

地壳均衡指岩石E及其上的覆被对表面负荷变化的
响应状态。当岩石圈的负荷因陆地上冰的质量、海
洋的质量、沉降、侵蚀或造山运动发生变化而改变，
就产生垂直均衡的调整，结果达成新的负荷平衡。
联合履行（JI)
由 （（］}f那五！（定冉、J 第 6 条规定的市场执行机制，允
许附件一国家或这些国家的企业联合执行限制或减
少排放、或增加被汇的项目，共享放放量减少单位。
在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4.2(a ）集中也对
丛活动有职说完 。另见共同执行活动和京都机制。

现有技术措施

指已经用于生产实践的技术或处于论证阶段的技术。
它不包括那些依然需要技术突破的新技术 。
京都机制
基于市场原理的经济机制， ((J}f／；好议定冉、》的缔约方

可以在减少因温室气体减排而带来的潜在经济影响
的努力中利用该机制。它们包括联合履疗（第 6 条）、
清洁发展初都（第 12 条）和就放贸易（第 17 条）。
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飞•UNFCCC 〕的飞末都
议定书》于 1997 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 UNFCCC 缔
约方大会第 三次会议上达成。它包含了除 UNFCCC
之外法律上所需承担的义务。议定书附件中包括的
各国（多数国家属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及经济拷
勃国家）同意减少人为温室气体（二氧化碳f、甲纺、
氧化亚碳、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的
排放量，在 2008 至 2012 年的承诺期内排放量至少
比 1990 年水平低 5% 。《京都议定书》仍未生效（至
2001 年 9 月） 。

拉尼娜

参见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土地利用变化

人们对土地利用和管理的改变，可以导致土地覆被
的变化。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变化会对反好事、蒸发、
温室气体的源和汇及气候系统的其他性质产生影响，
并从而影响局地或全球气候。另见《 IPCC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别报告》（IPCC, 2000b）。

山体滑坡
大量的物质受重力作用滑向山下，当物料饱和时常
受水的推助；大量的土壤、岩石或碎块沿斜坡向下
快速移动。
泄漏

/Ift1学 B 国家的部分排放减少量可能被不受约束国家
的高于其基准线的排放所抵消。这种情况可能通过
以下方式发生：（ 1 ）不受约束地区的高能耗工业的重
新配置：（2）油气需求的低迷可能造成其价格的降低，
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矿物燃料消费上升：及（ 3 ）良
好的商贸环境带来的收入上升（同时造成能源需求上
升） 。 泄漏还指在某块土地上进行的无意识的E放活
动（例如植树造林）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某种活动，
该活动可以部分或全部抵消最初行动的碳效应。
生命期
用于表示影响示踪气体进程的多种时／句尺度。通常
情况下，生命期是指原子或分子在特定的序如大气
或海洋中的平均滞留时间。可分为以下几种生命期：
“周转时间（ T) ”或“大气生命期”是库（如大
气中的气体化合物）存量 M 与从库中的总清除
速度 S 的 l:t T=M/S 。对于每一清除过程都可定
义其单独的周转时间 。 对于土壤碳生物，就是
平均滞留时间 CMRT ）。
“调整时间”、“响应时间”或“波动时间”（飞）：
刻画进入贮藏库体的 一 个瞬间脉冲输入的特征

衰减时间。调整时间一词也可以用于贮藏量随
源强度的一步变化调整。半周期或衰减常数用
于 一 阶指数衰减过程的定量描述。对有关气候

变迁的不同定义，请参见耶？应时用。为简单起见，
“生命期”有时也可用来替代“调整时间” 。
在简单情形里，当化合物的全球去除量直接与总贮
藏量成比例时，调整时间就等于生命期： T=Ta 。以
CFC 圄 11 为例， 只要通过平流层的光化学过程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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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将其从大气中去除。对于更复杂的情形，当含有
多种贮藏量的去除，或是去除量不再与总贮藏量成
比例时，等式 T ＝飞也就不再成立 。 二氧化碳就是一
个极端的例子 。由于在大气与海洋 和陆地生物区之
间的迅速交换，它的周转期只有 4 年 。然 而， 二 氧
化碳的很大 一 部分在几年内又可以重新回到大气中。
因此，大气中 二氧化碳f 的调整时间实际上是用碳从
海洋的表层进入更深层的比率来确定的。尽管可以
近似给出大气中 二 氧化碳的调整时间为 100 年，实
际的调整则是在初期较快，而后期较慢。对于甲：院
CCH4 ），它的调整时间与周转期也不同。因为它的去
除主要通过与氢氧基 OH 的化学反应完成，而氢氧
基 OH 的浓度则依赖于 CH4 的浓度。因此， CH4 的

去除量 S 与其总量 M 不成比例。

综合报告

具有市场优势的技术和规范，它们由于获得广泛使
用或存在着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模式而难以
变动。

适应不当
不经心地增加了对气候剁f药费E素脆弱性的自然和人

为宗统的任何变化；不能成功地减轻JJIB窃位反而使
脆弱性增加的道应位对策。
疤疾
i敌方位的或由原形体类原虫（原生动物）引起和？在
蚊类蚊子传播的游子f 位寄生病，它导致高烧和全身
功能紊乱，并每年约使 200 万人丧生。

岩石圈
边际成本定价
固体地球（大陆和海洋）的上层，包括全部地壳的
岩石以及最上部的冷的、有弹性的地慢。火山活动
尽管是岩石圈的 一 部分，但不被看作是气候系药的
一 部分，而看成是外那结m. 因子。

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等于每多生产一个单位的商品或
服务而带来的增量成本。
市场障碍

跳跃

跳跃（或技术跳跃）是指发展中国家跨越工业化国

家历史上经历的的几个技术发展阶段，通过在技术
发展或能力建设方面投资，将目前已有的最先进技
术应用到能源及其他经济部门。
科学认识水平

在气候变化减缓领域，市场障碍是指妨碍或阻止成
本存放的能减缓 二 氧化碳排放的技术或实践扩散的
条件。
市场激励机制
应用价格机制（例如税制和贸易许可）来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拮施。

一 种指数，在四个等级上（高、中、低和极低〉描
述了对辐射强迫介质影响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的程
度。对于每种介质，该指数代表了关于其强迫估计
的可信度的 一 种主观判断，包括评价强迫作用所必
需的假设、所掌握的确定强迫的物理／化学机制的
知识的程度以及定量评估中所包含的不确定性。

与市场交易相联系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厨房生产J岳
信 CGDP ，一个国家的国内总收入），如农业货物的
供应与价格变化。另见＃庶场多呐。

地方 21 世纪议程

市场渗透

《地方 21 世纪议程》是 当 地的环境与发展计划，是
各地政府想通过咨询程序确定的随人口而发展的计

某种商品或服务在特定时间在某个市场上的占有率。

划，特别关注妇女和青少年的参与问题。许多地方
政府机关已通过咨询程序建立了 21 世纪议程，并使
其与政策、计划、实施行为与趋于达到可持续发展
目标相适应的手段。该术语来源于《 21 世纪议程》
的第 28 章，这是参 加《 1992 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大会》（也称地球峰会）的所有政府代表
正式签署的文件。

市场潜力

禁闭技术和规范

市场影晌

假设没有新的政策和措施，在可预测的市场条件下
可获辑的温室气体减排或能源效率提高的经济潜力
部岱。完民经济潜力、社会经济潜力和技术潜力。
块状质量运移
适用于所有单元的受重力影响的陆地物质推进和控
制性移动。

从现有机构、服务、技术设施和已有资源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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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平均海平面（MSL)

平均海平面通常被定义为在某一时期，如 1 个月或

1 年的平均相对海子E高度，这个时间应足够长，
使得能求出诸如海浪等瞬变现象的平均值。另见海
平面升高。

术语

表述干空气。长寿命温室气体的典型值的量级为
mmol/mol Cppm 每十万分之几） , nmol/mol Cppb:
每十亿分之几）， fmol/mol Cppt ：每万亿分之儿）。

摩尔比例不同于体积混合比，它通常是以 ppmv 等
表示，并对非同 一 性的几种气体进行了修正。这种

修正特别关系到许多温室气体的测量精度（ Schwartz
和 Warn eek, 1995 ）。

甲烧（ CH4)
季风
一种属于温室气体的碳氢化合物，它通过垃圾填埋

场的垃圾厌氧（没有氧）分解、动物消化、动物排泄
物的分解、天然气和石油的生产和销售、产煤、和
化石燃料的不完全燃烧。伊才若是 （（Jff都fl!.定于3、P 规

常规大气环流的表征性风，具有季节性持久稳定的
风向，随季节转换有明确的风向改变。

定的需要减排的 6 种温室气体之一。

山区的

甲院回收

由位于树带界线之下相对较潮湿、冷凉的丘陵山地
斜坡所形成的生物地理带，其特征是群落中大的常

将伊纺放放捕获（如从煤田或废弃物填埋所），然后
再作为燃料利用或用于某些其他经济目的（如再注

绿树种占优势。

入油井或气田）。

蒙特利尔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MOP)

1987 年在蒙特利尔达成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的物质的
《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后又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和修
订（伦敦 1990 ，哥本哈根 1992 ，维也纳 1995 ，蒙特利
尔 1997 ，北京 1999 ）。该议定书控制破坏平流层臭氧
的含氯和澳的化学物质的消费量丰日产量，如氯氟碳f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大会将充当《京
都议定书》的最高极力机拘一一缔约方会议 （MOP） 。
只有《京都议定书》的各缔约方可以参与讨论和作
出决定。在该议定书生效之前， MOP 不可以召开
会议。
；戚排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源或增加碳汇的人为活动。
；戚排能力

有效减捞所需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和条件。
混合层
通过与其上面的大气相互作用得以充分混合的海洋
上层区域。

混合比

化勿 CCFCs ）、甲基氯仿、四氯化碳及许多其他物质。
发病率

人群中疾病发生或其他健康状况失调出现的比率，
并考虑进特定年龄段的发病率。健康结果包括慢性
病的影响和流行范围、住院率、初期诊疗率、失去
能力天数（即不能工作的天数）和流行征兆等。
死亡率
在特定时期内的人群中死亡发生的比率：死亡率的
计算考虑特定年龄段人口死亡的比率以及由此获得
的期望寿命估计和过早死亡的程度。
；争生物群系生产量 C NBP)

从区域内净获得或损失的碳量。 NBP 等于净生态亥

参见摩尔比例。

统全产量减去因搅动（如森亦火灾或森林采收）而

模式体系

损失的碳量。

参见气候模式。

净二氧化碳排放

摩尔比例

二 氧化碳在特定时期和具体地区或区域的源和汇之

间的差额。

摩尔比例，或混合比，是 一 给定体积内某 一 要素的
摩尔数与该体积内所有要素的摩尔数之比。常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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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生 态 系统生产 量 C N EP)

非附件 B 国家 ／ 缔约方

从生态系统内净获得或损失的碳量。 NEP 等于净初

不包括在矿JfU菊豆J(定冉、》附件 B 中的国家。另见所

级企产量减去由非自养nsp破损失的碳量。

？学 B E家。

；争初级生产量 C NPP )

非附件一国家 ／ 缔约方

一个景观单元的植物笠勿量或碳的增加量。 NPP 等
于J岳初级笠产量减去由自荠nsp吸损失的碳量。

己批准或同意加入矿联合E气候变化框架公约J 但
不包括在气候公约附件 一 中的国家。另见附件 一
国家。

氮施肥
非线性

通过氮化合物的增加促进植物的生长。在 IPCC 评
估报告中，特指用人为的氮源（例如人造的肥料，
以及化石才榜样燃烧所释放的氧化氮）进行施肥。
氮氧化物 C NOx)

一 个过程中原因和结果之间没有简单的比例关系，
就称其为非线性的。气候茶兰奇包含许多这样的非线
性过程，使得系统的行为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可
以寻致剧烈的气候变化。

几种氮的氧化物中的任一种。

非市场影响

氧化亚氨（N20)

影响全态系绞或人类福利的效应力，但它不直接与
市场交易相联系，例如增加过早死亡的风险。另见
市场影响。

一种通过土壤耕作活动，尤其是商用和有机化肥的
使用、化石燃料的燃烧、氨酸的生产和生物质燃烧
而产生的强力气体。它是受矿｝fr I/I it定冉、J 管制的
6 种温室气体之一。
非点源污染

污染来自不能确定为具体离散点的源，例如作物生
产区、林木区、露天开采、垃圾处理和建筑物等。
另觅点源污染。

北大西洋涛动（ NAO)
北大西洋涛动由靠近冰岛和靠近亚速尔群岛的相位
变化相反的气压场组成。 一 般来说，冰岛低压与亚
述尔高压之间的偏西气流为欧洲、｜ 带去气旋以及与其

相伴的锋面系统。但是，冰岛和亚述尔群岛之间的
气压差异存在从日到年代际 9f/s7尺度的震动，有时
气压差也会反过来。它在从北美中部到欧洲的北大
西洋地区的冬季气候变异中起主导作用。

无悔机会

海洋传输带
见无悔政策。
无悔选择

围绕全球海洋进行水循环的理论路径，受风和 if#.盘
巧＇；f;.古驱动。

参见无悔政策。

机会

无悔政策

缩小任何技术或实践的市场潜力与其经济潜力、赶
会经济潜力或没二次潜力之间的差距的情况或环境。

无论是否有气候变化，都可以产生净社会效益的政

策。温室气佑减排的无悔机会指那些除了带来避免

机会成本

地／区域污染物排放的效益等于或大于它们的社会
成本的选择。无悔潜力定义为市场潜力与崔会经济

由于选择了某种经济活动而放弃了另一种活动的
成本。

气候变化的效益外，还能使减少能源利用和减少当
潜力之差。

最优政策

无悔潜力
参见无悔政策。

380

l 1 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当边际减排成本在各个国家都相等，那么所实施的
政策就认为是“最优”的，这样可以使J岳丘吉本最小化。

有机气溶胶

永久冻结带

以有机化合物为主的气溶胶颗粒，主要为 C 、 H、
0 ，以及少量的其他元素（ Charlson 和 Heintzenberg,
1995〕 。 见含碳气溶胶。

地面发生永久冻结，任何地方的温度都保持低于
0°C 达数年之久。
不规则生命期

臭氧（03)
见生命期 。

三个原子的氧（ 03) 一 种气态的大气成份。在对旅
层中，由自然的和人类活动（光化学“烟雾”）导致

的光化学反应产生。在对流层中高浓度的臭氧对大

光合作用

范围的生命有机体有伤害作用；在对流层中扮演温
室气体的角色。在平流层，由太阳的紫外辐射与氧
分子 C02 ）的相互作用产生 。 子游层内的臭氧对辐射
平衡起决定性作用，其浓度在臭氧层达到最高。由

植物从空气（或水中的 重碳酸盐〉中吸收二氧化碳
C C02 ），制造碳水化合物，释放出氧气的过程。有几
种光合作用的途径，分别对大气中 C02 浓度有不同
的响应 。 另见二氧化碳施肥 。

耗导致平面紫外辐射流〔 UV-B 〕鸣讯。另见蒙特利
尔议定书和臭氧层。

浮游植物

于气候变化后化学反应可能提高，平流层臭氧的损

参见臭氧层。

浮游全幼的植物形式（如硅藻属）。浮游植物是海洋
中的优势植物，是整个海洋食物网的依托 。 这些单
细胞生物体是海洋中光合作用固碳的主体。另见浮
游动物 。

臭氧层

浮游生物

子游层存在一个臭氧浓度最高的气层，称为臭氧层。
臭氧层的范围大约从 1 2 公里延伸到 40 公里。臭氧
浓度约在 20 到 2 5 公里处达到最大。臭氧层正在被
人类捞放的氯化物和澳化物损耗。每年，在南半球
的春季，南极上空的臭氧层都发生非常强烈的损耗，
它也是由人造的氯化物和澳化物与该地区特定的气

软弱地漂游着的水生 生物体 。 另见浮游在言傲和浮游
动物。

臭氧洞

象条件共同造成的。这一现象被称之为J享有泪。
参数化

在气候模式中，该术语是指通过大尺度流与次网格
过程的区域或时间平均效果之间的关系来对那些由
于模式时空分辨率所限而不能准确显式求解的过程
（次网格尺度过程）进行描述的技术。

点源污染

污染产生 自明确的和离散的源，如管道、沟渠、遂
道、井、容器，集中的动物饲养或移动的交通工具等。
另觅非点源污染。
政策和措施

个人的福利无法在不使其他任何人的福利受到损失
的前提下得到改善的状态 。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政策” 1~II1纹商
可以采取或命令的加速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的应
用和利用的行动，通常与本国的商业和工业相关联，
也可以和其他国家相关联 。 “措施”是指执行这些政
策的技术、工艺和实践，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减少
预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例如碳税或能源挠、标
准化的轿车燃料效率标准等 。 “共同和协调一致的”
或“调和的”的政策指缔约方联合采取的政策 。

全氟化碳（ PFCs)

j也

r友都iJX定冉、J 管制的 6 种温室气佑之一。它是铝熔
融和铀浓缩的副 产品 ，同时它也在半导体生产中替
代氟氯碳化合物。 PF Cs 的全球增暖潜势为二氧化
放的 6500-9200 倍。

参见库。

帕累托准则 ／ 帕累托最优

后冰河时代回弹

随着大冰原的收缩和消失，如从上 一 个冰河期最高
峰以来（ 21 ky BP ），大陆和海底的垂直运动。回弹
是一秧均衡的陆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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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体

总值的倾向。 PPP 也是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的缩略语 。

大气中的化合物，它本身并不是温室气做屏气液辰，
但它能通过参与调节温室气体或气溶胶的产生或毁
灭的物理或化学过程，从而对温 室 气体或气溶胶的
浓度产生影响 。

辐射平衡
参见rm.童子衔 。
辐射强迫

前工业
参见工业革命 。

由于气候茶绽内部变化或如 二 氧化碳浓度或太阳辐
射的变化等外部强迫引起的对流层顶垂直方向上的

净辐射变化（用每平方米瓦表示： wm-2 ）。辐射强
现值成本

迫 一 般在于旅层温度重新调整到辐射平衡之后计算，
而期间对流层性质保持着它未受扰动之前的值。

将未来成本折现，某段时间内所有成本之和 。
辐射强迫情景

一次性能源

包含在自然资源（如煤、原油、阳光、铀）中的能源，
这些能源未经过任何人为转化或改造。
私人成本

影响个人决策的各类成本，称为私人成本 。 另见征
会成本和总成本。

对在Wifl1蜀道未来发展的 一 种可能是合理的表述。这
种辐射强迫与多种变化有关，如大气成分的变化、
土地才可用的变化、外部因子（如太阳活动）的变化。
辐射强迫情景可以作为简化的气候模式的输入，用
以对气候预计进行计算。

草原
未加改良的草地、灌木（丛〉地、稀树大草原和苔原。

轨迹
再生林
二 套平缓变化的浓度组合，它展示了通向稳定的可
能路径。“轨迹” 一 词通常用于区别称为“情景”的
排放路径与此类路径区分开来 。

通过自然途径（就地播种或伐剩的幼树或通过风、
鸟或动物）或人为途径（树苗移栽或直接播种）进
行的树木更新。

预计 （ 一般的 ）
剧烈的气候变化
预计是 一 种数量或 一 组数量潜在的未来演变，常用
模型来帮助计算。预计与“预测”是有区别的，前
者强调包括假设，例如对涉及到社会经济和技术的
发展的假设，这些发展可能实现也可能不能实现，
因此它具有实质上不确定性的倾向 。 另见气候沥讶
和气候预测。

气候亥练的 1卢兰古往可以导致剧烈的气候变化，有时
被称之为突发事件或甚至意外事件 。 这些突发事件
有些是可以想象到的，如温盘环流戏剧性的重组、

冰川的迅速消失或永久冻结帝的大量融化所导致的
孩循环的快速变化。其他的则确实是不可预见的，
如非线性系统强烈地、迅速地变化所造成的结果。

替代物
反弹效应
一 个气候指标的替代物是指，利用物理学和生物学
原理，对某 一 局地记录进行解释，用以表示过去与
气候相关的各种变化 。 用这种方法得出的气候相关
资料被当作替代资料 。 如树木年轮、珊珊特性以及
各种由冰芯得到的资料。

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像机动车能效的改进而降低
了每公里行驶成本等因素；它会带来负面影响而鼓
励更多的旅行 。
参考情景

购买力评价（PPP)
参见基准线 c

按照货币购买能力来估算E均三生产J岳筐，而不是按
照现金汇 率。 此类计算结果是基于国际比较规划的
一 系列外推或回归数据 。 PPP 有降低工业化国家人
均国内生产 总值， 而提高发展中国 家人均国内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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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再造林

在以前曾是森林，但己转作它用的土地上重新造林。
关于森林和有关的一些术语如桂林、厚道亦和毁林
的讨论，见 《 IPCC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
特别报告 》 C IPCC, 2000b ） 。

术语

种物质的绝对数量称为储存 。 该术语也定义为人造
或自然的储存水的地方，如湖、池塘或蓄水土层，
可以从这些储存水的地方取水用于灌溉和水分供应 。
弹性

系统可以承受且状态没有改变的 一些变动 。
规章措施

资源量为基础
由政府制定的管理产 品性能或生产 工 艺特点的规则
或程序 。 另见标准 。

既包括可－＊储量也包括资源。

再保险

资源

将部分主要保险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的次要层次（再
保险商）；本质上为“为保险公司保险” 。

指那些目前虽因地质年龄太短或经济性较 差 无法利
用，但被认为在未来可预见技术和经济发展条件下
具有开采潜力的资源量。

相对海平面
呼吸作用

由检湖IX 测量的海平面，它与所处上方的陆地有关。
另见于均海子E。

生物体将营养物质转化为 二氧化碳f ，释放能量并消
耗氧气的过程 。

（ 相对 ） 海平面长期变化

晌应时间
由海面升降的变化（如热居多所导致的）或垂直陆地

运动变化造成的相对海平面的长期变化。
可再生的

相对于地球自然循环而 言 ，在短期内是可持续的能
源资源，它包括各类无碳排放的技术，例如太阳能、
水电和风能，也包括 一 些排碳技术，例如全勿厉ht 。
研究、开发与示范

关于新的生产工艺或产品的科学和／或技术的研究
和发展，并进行分析和测量，以便向潜在的用户提
供有关新产品和工艺在应用方面的信息：示范测试：
和通过试验计划和商业化前的试用对这些工艺的应
用进行可行性试验 。

响应时间或调整时间是指在外部／内部过程或反馈

造成的强迫后，气候／~乡言或其分量在重新平衡到 一
个新的状态所需的时间 。 气候系统的不同分量的响
应时间有非常大的差异 。 X-1旋层的响应时间相对较
短，从几天到几个 星 期，而平流层要达到平衡状态
的典型时周尺度为几个月 。 海洋因其巨大的热容量，
其响应时间要更长，典型的为十几年，但也可以
达到上百年甚至千年。表面，对流层强烈祸合系统

的响应时间与平流层相比会更慢，它 主 要决定于海
洋 。 笠勿E对某些变化（如干旱）的响应可以很快，
但对于 叠 加的变化则响应很慢 。 有关影响示踪气体
浓度的过程速度的响应时间的不同定义，请参见生
命期 。
收益循环

可采储量

参见交叉效应 。

指在当前的技术和价格水平下，己认定和测 量 到的
在经济和技术上可恢复的资源量 。 另见资源 。

，又＝玄
1.::J二／JIL

库

地表径流 。

除大气以外的气候系统的 一 个组成部分 。 库具有储
存、积累或释放所关注的物质（如碳！＇走温室气体
或温室气体nu体）的能力 。 海洋、 土 壤和森林是碳
库的 一 些例子 。 “池”是与其等价词（注，池的定义
一般包括大气） 。 在特定时间里， 库内所包含的某

S 轨迹

降水中没有被蒸发的部分 。 在一些国家，径流只指

能 实现 1994 年 IPCC 评估报告 CEnting

et al., 1994;

Schimel et al., 1995 ）中定义的稳定的 二氧化碳浓度轨
迹 。 对于任何给定的稳定水平，这些轨迹都包含许
多种可能 。 S 代表 “稳定” 。 另见 WRE 勃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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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着陆方法

固碳

参见可接受窗口法。

增加除大气之外的碳序的碳含量的过程 。 生物固碳
过程包括通过土地利用变化、造林、再造林以及讥
强农业土壤碳吸收的实践来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疚。
物理固碳过程包括分离和去除烟气中的二氧化碳f或
加工化石燃料产生氢气 或将 二氧 化碳长期储存在
开采过的油气井、煤层和地下含水层 。 另见度人。

盐渍化
土壤中盐分的积累。

盐水侵入／侵蚀

粉粒
由于盐水密度较大，地表面淡水或地下水被盐水入
侵所取代， 一般发生在沿海和河口地区。

疏松的或不牢固的沉淀物质，这些物质组成的颗粒
大小比沙粒小，比粘粒大。

情景（一般的）
造林学
对未来如何发展的 一 种可能的、常常是简化了的描
述，它是基于连贯的且内部 一 致的关于重要驱动力
（如技术变化的速度、价格）和关系的一组假设得到
的。情景既不是沥沥也不是预报，有时可能是基于“叙
事性的描述”。情景可以从预计中得到，但经常是基
于来自其他来源的额外信息。另见 SRES 信麦、气

森林的开发和维护。
汇

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气滚辰「或它们前体的任何

候情景和排放情景。

过程、活动或机制 。

海平面升高

积雪场

平均海平面升高。这种海面升降性的海平面上升，
是由于世界海洋体积的改变而导致的全球平均海平
面变化。指对海子E升高，是指海平面相对于当地
陆地运动的净升高。气候模型学者主要估算海平面

融化缓慢的降雪的季节性积累。

社会成本

的升降变化。而多耶？学者则集中研究海平面的相对
变化。

某活动的社会成本包括所有被利用资源的价值。资

海堤

成本与已经定价成本之和。另见私人成本二ra，岳成本。

为防止海浪侵蚀人为建造的沿海岸的围墙或大堤。

社会经济潜力

半干旱地区

社会经济潜力指通过克服阻碍成本存放位技术应用
的社会经济障碍、而可能获得的温室气体凝排水平。
同时参见经济潜力、市场潜力和技术潜力。

年降水量大于 250mm 的笠态系绽，生产力不高； 一
般归属为草原。

源的部分价值已经定价，而另一部分还没有。没有

定价的资源价值指它的外部性。社会成本是指外部

土壤水汽
敏感性

储存在士壤表面或内部的，可供蒸发的水分。

敏感性是指系统受与气候有关的剌激因素影响的程
度，包括不利和有利影响。影响也许是直接的（如
作物产量响应平均温度、温度范围或温度变率）或
间接的（如由于海子rz ffif开／莓，沿海地区洪水频率增
加引起的危害）。另见气候敏感役。
连续决策

通过纳入随时间推移的其他信息和作出中间修正而
作出的逐步决策，以确定在长期不确定性情况下的
短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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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活动

太阳呈现出的高度活跃周期，可以从太陌栗子数，
以及辐射输出、磁活动、高能粒子发射等的观测中
得到。这些变化发生的时向尺度从数百万到几分钟。
另见太阳周期。

太阳 （“ 11 年 ”） 周期

了 作雪景） 绍：情 景族中反映一致情节变化的多个

9 到 13 年周期的准规则的太阳活动。

情景。 A1 情景族包括 4 个组 A1T, A1C, A1G
和 A1B ，用于探讨未来能量体系的替代结构。在

太阳辐射

Nakicenovic et al.(2000 ）给决策者的摘要报告
中， A1C 和 A1G 组被合并为一个 A1FI 情景组，
其他三个情景族都各包含一个情景组。因此反
映在 Nakicenovic et al.(2000）给决策者的摘要
报告中， SRES 情景组共包括 6 个不同的情景组，
它们都是同样有效的，共同捕捉与驱动力和排
放相关的不确定性。

太阳射出的辐射，也被称为短波辐射。太阳辐射有
其特殊的波长（光谱〉范围，它是由太阳的温度决
定的。另见红外辐射。

烟灰颗粒
有机烟雾的火焰外边界的气体熄灭形成的颗粒，主
要成分为碳，还有少量的氧和氢，表现为不完全的
石墨状的结构（Charlson 和 Heintzenberg, 1995 ）。另

说明位信景：对 Nakicenovic et al.(2000）的决
策者摘要报告中 6 个信景组的每一个给以说明
的情景。包括分别针对信景组 A1 B, A2, 81 和

见黑碳。

82 的四个修订的信景亦记和对 A1FI 和 A1T 组
的两个附加情景。所有信去组都是同样有效的。

源

（ ~雳景J 衍ic ：最初以 草图的形式 贴在 SRES 网

任何向大气中释放产生温室气体、气定M古豆t;;Ji;蔚体
的过程、活动和机制。

站上的，用以代表一个给定的情景族的一种情
景。标记的选择是基于 能够最佳反映情节的初
始量和特定模式的特征。标记不象其他的情节，
但它们被 SRES 编写工作组认为是对具体情节
的描述。它们被包括在 l、、、

南方涛动

订版中（2000）。这些情景受到整个编写工作组的
最仔细审查并在 SRES 开放过程中得到使用。
还挑选了一些情景来阐述其他的两个情景组。

乳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

空间和时间尺度

气候在一个范围很广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变化。空
间尺度具有从局地（小于十万平方公里），到区域
（十万到千万平方公里），甚至大陆（千万到亿平方
公里）的变化范围。时间尺度具有从季节到地质年
代（数亿年）的变化范围。

•

（ ~雪景 ） ~雳有：对 一个情景（或情景族）的叙述
性描述，以突出情景的主要特点和关键驱动力
与动力演变之间的关系。

稳定化

溢出效应

可实现的稳定大气中一种或多种温室气休的浓度（例
如二氧化族或二氧化碳f当莹的其他温室气体）。

一 个国家或一个部门的减捞措施对其他国家或部门

稳定性分析

的经济效应。在本报告中，没有评价环境溢出效果。
溢出效果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并且包括对
贸易、 4芽泄漏、环撞二f i字技术的转让和扩散及其他

在本报告中指针对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分析或停景。

的影响。

稳定情景

SRES 情景

参见稳定性分析。

由 l、t川h、t

利益相关者

排放情景。在《 IPCC 第 三次评估报告》的第 一工作
组部分（IPCC, 200la）中，它被作为气候顶讶的基础。
下面介绍一些相关术语以更好地理解 SRES 情景组
的结构和使用：

掌握补助、减免特权或会受某项特定行动或政策影
响的任何其他有价值物品的个人或实体 。

.

（ ~雪景J 族： 具有相似的人口统计、社会、经济、
技术变化的情节的多个情景组合。 SRES 情景
集合由四类情景族构成： AL A2, 81 和 82 。

标准

管制或定义产品性能的 一 系列规则或规范 （例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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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特性、检测方法和使用规范 ） 。国际产品和
／ 或技术或性能标准确立了应用这些产品和 ／ 或技术
的国家对它 们 的基本要求。这些标准减少了与产品
生产或使用及技术应用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另见
规章措施。

直接款项，或税收的减免。通过减少那些有增加温
室气体放放效应的补贴，例如对化石然棋手利用的补
贴，或给减排增汇（如隔热建筑或植树）的活动提
供补贴，这些都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六氟化硫（ SFs)

剌激因素 （ 与气候有关的 ）
气候变化的所有要素，其中包括平均气候符店、气
候变率和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

<C5宇l/J-fJ(.定冉、J 管制的 6 种温室气体之 一。 作为高
压设备的绝缘体或有助于生产电缆冷却设备，它
广泛地应用在重工业生产中。它的全球f(J/N潜势为
23900 。

储存
太阳黑子

见序。
太阳上小的黑色区域。太阳活动高峰期，太阳黑子
数较多，且随太胆启动周期变化。

风暴潮
由于极端气象条件（低气压或强风）引起的某 一 特
定地点的海水高度暂时增加。风暴潮被定义为在该

地表径流

时间和地点超出潮沙变化的部分。

流过土壤表面到达最近的地面河溪的水；降水之后
没有从地下流过的排水流域的径流。

情节
可持续发展
见 SRES 情景。

流速或流量

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不危及后代人们满足他们自
己需求能力的发展。

河道中的水量， 一般表示为立方米 ／ 秒。

目标和时间进程

平流层

目标是在设定期限或时间进程内（例如 2008 年到
2012 年），对基准Et1lfiJ温室气体排放量（例如 1990
年排放水平）的特定减排百分比。例如，根据《京
都议定书》的规定，欧盟同意在 2008 年到 2012 年
内将他们的温室气体改放量在 1990 年的水平上减少
8% 。 这些目标和时间进程是对 一 个国家或地区在某
个时间段内可以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的限制 。

大气中x-1；；否层之上较高的层结区域，其高度从 10 公
里（高纬度约为 9 公里，热带地区平均为 16 公里）
一 直延伸到 50 公里左右。
结构变化

例如， ＆ f专全产J岳 l1i 结构中第一产业、第 二 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组成变化；如果更普遍一些，任何由于
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取代或潜在的替代而造成的转
化都可以称为结构变化。

税”交叉效应
见交叉经营应。
技术潜力

j奄没

水面相对于陆地而上升，因此淹没以前的旱地；淹
没是由陆地下沉或水面上升而造成的 。

通过实施 一 项己论证的技术或措施可能带来的温室
气体减排量或能源效率的提高。另见经济潜力、历
场潜力JD崔会经济潜力。

沉陷

技术

地球表面突然下沉或逐渐下沉，很少或没有水平方
向的移动 。

服务于某项特定活动的设备或技巧。
技术或性能标准

补贴

参见标准。

为实施政府希望鼓励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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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给予某个实体的

附录 B

术语

技术转让

自上而下模型

在不同的初益相关者之间进行的知识、资金和商品
的交换过程，可以带来适应或减缓气候变化技术的
传播。作为 一 个更普遍的概念，泛指国家内和国家
间的技术扩散和技术合作。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是集合模型和非集合模
型的简称 。 模型工作者将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
方法应用于对消费、价格、收入和要素成本等历史
数据的分析，来模拟能源、交通、农业和工业等主
要部门的商品和服务需求量以及供应，这种方法称
为“自上而下”。所以，自土历芥摸垄f通过集合经济
变量来评价整个系统，而自下而上模型则需要考虑
技术选择或特定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但是有一 些
自上而下分析方法也包含了技术数据，所以它们的
区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热侵蚀
受活动水的热量和机械两种作用的共同影响，造成
富冰永久 3冻结静的侵蚀。
热膨胀

总成本

与海平面上升有关，它是指由于海水变暖而产生的
体积增加（密度减小）。海洋增温导致海洋体积的膨
胀，从而使海平面升高。

所有项目的成本总和。社会的总成本由开却成本和
私人成本组成，统称为社会成本。

2日土 l、平：－ ~玄

贸易效应

海洋中密度驱动的大尺度环流，是由温度和盐度的
差异而产生。在北大西洋，温盐环流包括表层的朝
北暖流，和深层的朝南冷流，从而导致净的向极地
的热能净的输送。表面水在位于高纬高度极有限的
下沉区域下沉。

国家出口商品购买力改变对其贸易伙伴进口商品的
经济影响。当气候政策改变了相对生产成本，就有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贸易关系，从而改变最终的
经济平衡。

/.IID..IID. ＂＂＇、 1)1(,

瞬变气候晌应
冰融喀斯特

地形 。

平均每 20 年的全球平均表面气温升高，中间值出现
在 C02 加倍时（即，利用全球祸合气候模式进行的
在每年 1% 的 C02 混合物增加实验中的第 70 年〉。

检潮仪

对流层顶

一种设置在岸边（有些深入到海里）的用于连续测
量邻接陆地的海平面高度的仪器。时间平均的海平
E 高度被记录于末以预测相对海平面的长期变化。

对流层与平流层的贷哀。

时间尺度

大气的最低层，在中纬度地区，从地面至海拔约 10
公里高处（高纬度为 9 公里，热带地区平均为 16 公
里），云和“天气”现象均发生于其中。对流层内，
温度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

由冰融化引起的冻结土面上不规则的、圆球状的

拟表述的某过程的典型时间。由于许多过程的大部
分效应出现在早期，并在随后的很长时期中逐步接
近完全表现。就本报告而言，时间尺度在数值上被
定义为至少显示其最终 一 半效应的过程的不规则运
动所需的时间。

可承受窗口方法
用来分析温室气体耕放，因为它们可以通过采取长
期气候目标（例如温度或海平面变化以及变化的速
率）而不是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来控制。这些方法
的主要目的是评价针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中短期
“可承受”范围的长期目标的影响程度 。 也见安全着
陆方式 。

对流层

苔原

北极和亚北极地区的无树的、平坦的或略微起伏的
平原。
周转时间
参见生命期。
紫外线 （ UV ) -B 辐射

波长范围在 280-320 nm 内的太阳在军射，大部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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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层臭氧所吸收。 UV-B 辐射的增加抑制生物体的免
疫系统并对生物体有其他不利 影响。

任何 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越来越高比例的人口逐渐居
住到被定义为“市中

不确定性

士曾力日 f直

对于某 － 变量（如未来气候／~乡言的状态）的未知程
度的表示。不确定性可以来自于对己知或可知事物
的信息的缺乏或认识不统 一 。主要来源有许多，如
从数据的定量化误差到概念或术语定义的含糊，或
者人类行为的不确定预讶。不确定性可以做定量 的
表示（如不同模式计算所得到 的 一个变化范围）或
定性描述（如专家小组的判断）。
参见 Moss 和 Schneider 的文章（ 2000 ）。

所有产出之和减去中问投入之后的部门净产出。
价值

基于个人喜好的价值、客观需要或效用。任何资

源的总价值是所有利用这些资源的个人价值的总

和。作为评价成本的基础，价值以个人获得资源的
支付意愿（ WT P ）或个人出让 资源的可接受出让意愿
(WTA）来表示。

营养不良
传病媒介
连续的食物摄取量不能满足规定的能量需求、吸收
差和 ／或生理上利用所消耗的营养物质的能力 差所
造成的结果。

能将病菌由一个寄主传播给另外一个寄主的一种有
机体，如 一个昆虫。另见由传兢媒介引起的疾病。

独特的和受到威胁的系统

传病媒介引起的疾病

被限制在相对狭小的地理范围内的群体，但对其他
比其群体分布范围更大的系统也能产生影响；狭小
的地理范围表明其对包括气候在内的环境变化敏感，
因此证明这种群体对气候变化存在潜在的质ffff位。

由传病媒介生物体（如蚊子和扁虱）引起的在寄主
之间传染的疾病，如疤疾、登革热和利什曼病。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见摩尔比例。

该公约于 1992 年 5 月 9 日在纽约通过，并在 1992

自愿协议

体积混合比

年里约热 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议上，由 150 多个国

家以及欧共体共同签订。其宗旨是“将大气中温室
气体浓度稳定在 一 个水平上，使气候系统免受危险
的人为干涉”。它包括所有缔约方的承诺。在该公约

政府与 一 个或多个私人团体间的协议，或者被政府
部门认可的单方承诺，以达到道约之外的环境目标
或改善环境状况。

下，附件一中的缔约方致力于在 2000 年前将未受矿蒙
符抑尔议定冉、P 限制的温室气体排放回复到 1990 年

脆弱性

的水平。该公约 1994 年 3 月生效。另见.Jfrl/J议定冉、
和缔约方大会 （ COP） 。

摄入
贮藏库对某种物质的追加。含碳物质（尤其是二氧
化碳〉的摄入常被称为（碳〉固积。另见/Ji/§，，芽。
上涌

较深层的水向表面传输， 一 般由表面水的水平运动
引起。

脆弱性是指系统易受或没有能力对付气候变化，包
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不利影响的程度。脆弱
性是 一 个系统所面对的气候变率特征、变化幅度和
变化速率以及系统的敏感役和适应l!E力的函数。
水胁迫
如果可用的淡水供应相对于水量提JfX. 来说对发展有
极大的限制，那么该国属水胁迫国家。水量提取超
过可再生水供应的 20% 作为水胁迫的指标。

水分利用效率
城市化

将土地由自然状态或被管理的自然状态（如农业）
转变为城市：纯粹的农村向城市移民驱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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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合作用过程中蒸腾每单位水分所固定的碳。短
期可以表示为每蒸腾损失单位水分光合作用所固定
的碳的比率，
在季节时间尺度上可以表示为农作

物r手初级企产力或农 业 产量与 可利用的有效水分量
的比率 。
反馈
参见气候反馈 。

纤维
木材、燃木（木本或非木本） 。
终端能源
可供消费者转化成有用能源（如墙壁插座中的电能）
的能源 。
水量提取
从水体中提取的水量 。

WRE 轨迹
能实现 Wigley 、 Richels 和 Edmonds 三 人（ 1996）定义

的稳定浓度的 二氧 化碳浓度轨迹，这 三 人名字的第
一 个字母构成了该缩略语。对于任何给定的稳定水
平，这些轨迹都包含许多种可能 。 另见 S 勃莲 。
浮游动物

浮游笠勿中的动物。它们消耗浮游植勿或其他浮游
动物 。 另见浮游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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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附i岳及单位

附求 C

附录 C ：缩回各语及单位
AA

分配数量

AAU
AD
AI]

分自己数量单位

A一O

大气海洋

AO

北极涛动

公元
共同执行活动

AOGCM

大气一海洋总环流模式 B

Bern-CC

Bern 碳循环

BP

距今……以前

C2F6

六氟化二 碳

C3
C4

三碳化合物

CANZ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四碳化合物

CBA

成本一效益分析

CCC (ma)

加拿大气候中心（模拟与分析）（加拿大〉

CCGT
CDM

联合循环气轮机

CEA
CER

成本一效果分析

CF 1
CFC

清洁发展机制
经证明的排放量减少
四氟甲炕

氯氟碳化物

CGCM
CGE

CCC (ma）的精合 GCM

CGIAR

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

CH 4
CHP
CMIP

热电联产

C02
COP

可计算的 一般均衡
甲炕

糯合模式对比项目
二氧化碳

缔约方会议
决策分析框架

DAF
DES
DES GP

关于发展、公平与可持续性的指导文件

DHF

登革出血热

DMF
DSS

决策框架

发展、公平与可持续性

登革休克综合症状

ECE

欧洲经济委员会

EIT

经济转型

ENSO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ERU

排放量减少单位

ES
ESCO

执行摘要

EST
FCCC

环境无害技术

FSU

前苏联

GCM
GDP

总环流模式

GFDL

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实验室（美国）

GHG
GNP

温室气体

GP
GPP

指导文件

GWP

全球增温潜势

l-bO

水蒸汽

能源服务公司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国内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
初级生产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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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CM
HFC
IAM
ICSU

IEA
IET
IGCCS
IPCC
IPCC TP3
IPCC TP4
ISAM

哈德雷中心祸合模式
氢 氟碳化物
综合评估模式
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国际能源机构
国际排放贸易
集中气化联合循环或超｜恰i 界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关于稳定大气温室气体的技术文件：物理、生物和社会经济影响
关于拟议的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影响的技术文件
综合科学评估模式

JI

联合履行

LCC
LSG
LUC
MAC
MOP
MSL
MSU

土地覆盖变化
大尺度地转海洋模式

士地利用变化
边际减排成本

缔约方大会
平均海平而

微波探测元件

N20
NAO
NBP
NEP
NGOs
NO,
NPP
NSI

氧化亚氮

0 "

氧气

03
ODS
OECD
OPEC
OPYC
PFC
PMIP
PPM
PPP
R&D
RCM
SAR
SF 6
SME

臭氧

so 2
SPM
SRA GA
SRES
SRLULUCF
SRTT
SST
TAR
TCR

392

综 M民 F；。

北大西洋涛再｝］
j争生物群系生产最

净生态系统生产量

非政府组织
氮氧化物
净初级生产量
国家革新系统

臭氧耗竭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石油输出国组织
海洋等密面 GCM

全氟化碳
古气候模式对比项目

士艺与生产方法
购买力评价

研究与开发
区域气候模式
第 二 次评估报告
六氟化硫

中小型企业
二氧化硫
决策者摘要
航空与全球大气特别报告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别报告
技术转让方法学和技术问题特别报告
海南温度
第二次评估报告
瞬变气候 II向应

'I、HC

温盐环流

TP
TS
TSI

技术文件

l I 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技术摘要
太阳辐射总量

｜缩略语及单位

附录 C

UNEP
UNESCO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

L耶J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V
VA

紫外线

voe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WAIS
WG I TAR
WG II SAR
WG II TAR
WG III TAR

自愿协议或附加值
南极洲两部大冰原
第二次评估报告中的第 一 工作组部分
第 二 次评估报告中的第 二工作组部分
第 丁 次评估报告中的第 二 工作组部分
第工次评估报告中的第 三 工作组部分

M咀O

世界气象组织

WRE
WTA
WTP
WUE

Wigley 、 Riche ls 、 Edmonds 三人

接受意愿

支付意愿、
水分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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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SI （国际制）单位
物理量

符号

单位名称

长度

米

门1

质量

千克

Kg

时间

秒

s

热力学温度

开尔文

物质的最

摩尔

K
mol

分数

=

付，时T 亏

i司头
分

10-1
10-2

厘

d
c

10 － ~

毫

口1

10-6
io-9

？敖

μ

10年 12

皮

10-15

飞

纳

n
p
t

倍数

10
102
103
106
109
1012
1015

词头

符号

十

千

da
h
k

兆

孔f

τ仁七
l

G

太

T
p

百

t白

国际单位制中具有专门名称的导出单位及其符号
物理量

国际制单位名称

力
压力

牛顿
帕斯卡

A
目匕巳主黠
三主

焦耳

功率

瓦特

频率

赫兹

国际制单位符号

N
Pa
J

w
Hz

单位定义

kg m s-2
kg m-1 s-2 (=N m之）
kg m2 s-2
kg m2 s-3 (=J s-1)
s-1 （周 ／ 秒）

国际单位制中具有专门名称的十进制分数与倍数
物理量

国际制单位名称

国际制单位符号

长度

埃

A

长度
面积

微米

力

达因

压力

巴

压力
质量

毫巴
吨

µm
ha
dyn
bar
mb

公顷

克

质量
圆柱密度

都布森单位
斯维尔德鲁普

b
、J主i王L 军照
主

g
DU
Sv

非国际制单位

oc

摄氏度（ 0 ℃约为 273 K )

温度的差异也多用。C (=K）表示，而不是用更准确的“摄氏度”。

ppmv
ppbv
pptv
yr
ky
bp

体积单位的百万分之一
体积单位的十亿分之一
体积单位的万亿分之一
年
千年
距今……以前

则 l 1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单位定义

1010m=10-s cm
10-6 m
104 m2
1 。”SN
105 N m-2 = 105 Pa
l 02 N m-2 = 1 hPa
103 kg
io-3 kg
2.687xl 016 molecules cm 2
106 m3 s-1

附录 D ：委员会选定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
问题 1

d.

生态系统中是否存在发生突变或非线性变化的
风险？

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分析究竟在哪些方面能有
助于确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二条所提及
的“气候系统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构成是什么？

问题 5

问题 2

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有关的惯性和时间尺度问题的认

自从前工业化时期以米，地球气候变化的证据、
原因和后果是什么？

前工业化时期以来，地球气候在区域或全球尺
度上变化了吗？如果是，在观测到的变化中，
哪些（假设有）是人类影响造成的？哪些（假
设有）可以被归结为自然现象？这种原因判别
的基础是什么？

前工业化时期以米，特别是过去 50 年，气候变
化对环境、社会、经济的影响怎样？
问题 3

在第三次评估报告中（TAR ）所使用的 一 系列温室

对与气候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一经济部门的
识程度如何？
问题 6

考虑到历史和当前的排放，一系列减排行动介

入的范围程度、时间是如何决定和影响气候变化的
速率、强度 、 后果以及如何影响全球和地区经济的？

考虑到气溶胶叮能的影响程度，将大气温室
气体浓度稳定在当前水平到加倍或更高水平（等量

.C02 计），我们从区域和全球气候、环境以及社会一
经济影响的敏感性研究中了解到了什么？对应于问
题 3 中所考虑的 一 系列情景，对每一稳定的浓度情
景，包括不同的稳定途径，相关的成本和效益进行

评价，涉及如下内容：

气体排放情景下，目前关于未来 25 、 50 、和 100 年

的区域和全球的气候、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后果（其
预测中未考虑政策介入的影响）所了解的程度？
尽可能地评价：

预计的大气浓度、气候和海平面的变化；

•

气候和大气组成的变化对人类健康、生态系统
的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以及社会经济部门（特
别是农业和水）的影响及其经济成本和效益：
适应性选择的范畴，包括成本、效益以及挑战：
区域和全球尺度 ＿＿ t＿，与影响和适应有关的发展、

持续性和平等问题。
问题 4

预测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气候和海平面的变
化，包括 100 年之后的变化；

气候和大气成份变化对人体健康、生态系统的
多样性和生产力以及社会一经济部门（特别是
农业和水）的影响及经济成本效益：
适应对策的范围，包括成本、效益和挑战：

通过定量或定性地评价为避免环境危害所采取
的减排措施的国家和全球成本效益，评价如何
对这些成本效益进行比较，确定达到每个稳定

水平的技术、政策和措施的范围；
与区域和全球尺度的影响、适应和减缓相关的
发展、可持续性及公平性问题。

我们所了解的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和气溶胶浓
度增加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和

问题 7

IR 域气候变化的预测：

a.

气候脉动的频率和幅度如何？这些气候脉动包
括逐日、季节、年际和年代际变率，如 ENSO
循环及其他。

b.

c.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成本和效益，以
及时间架构方面，我们了解些什么？

诸如热浪、干早、洪涝、暴雨、雪崩、风暴、

龙卷风和热带气旋等这些极端事件的生命期

什么是经济和社会的成本效益，什么是政策和

长度、发生地、频率和强度如何？

措施的公平含义，什么是可以考虑的致力于地

在温室气体的源和汇、大洋环流以及极冰和永

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的机制？

冻土的范围中或其他现象中是否存在发生突
变／非线性变化的风险？若有，那么这种风险
能否量化？

什么是可考虑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及其他的政
策措施，这些措施被认为对加强开发和推广气
候变化技术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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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经济和其他政策选择可以考虑用于消除剌
激私有和公共部门技术在国家问转移和推广方
面现有和潜在的障碍，它们对推测的排放可能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上述措施的时间安排如何影响经济的成本效益、
以及下世纪及以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
问题 8
对于预测的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和其他环

境问题（如城市空气污染、区域性酸沉降、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平流层臭氧损耗，以及荒漠化和土地
退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已知多少？为了以公
平的方式将气候变化响应战略纳入当地、区域和全
球尺度上的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环境、社
会、经济成本与效益以及这些相互作用的内涵，我
们己知多少？
问题 9

对于下列气候变化的起因和模型预测的确凿性

发现和主要不确定性是什么：
未来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放？
未来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浓度？
未来区域和全球气候变化趋势？
区域和全球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减排和适应对策的成本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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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主要报传－览表

附求 E

附录 E:

IPCC 主要报告一览表

气候变化 1995一气候变化影晌、适应性和减缓：科
技分析， i 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报告

气候变化－－ IPCC 科学评估

1996 年

IPCC 科学评估工作组 1990 年报告
（此外还有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

气候变化 1995一气候变化的经济和社会方面， i 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

气候变化－－ IPCC 影响评估

1996 年

IPCC 影响评估工作组 1990 年报告

（此外还有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

气候变化 1995--IPCC 有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关于气候变化第二款解释的科技信息综述
气候变化－－ IPCC 响应战略
IPCC 响应战略工作组 1990 年报告
（此外还有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

1996 年（此外还有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
西班牙文版）
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政策和措施一 IPCC 技术报告

排放情景
为 IPCC 响应战略工作组撰写， 1990 年

1996 年（此外还有法文和西班牙文版）

评估沿海地区对海平面上升的脆弱性一共同方法

对 i 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中使用的简单气候模式的介

1991 年（此外还有阿拉伯文和法文版）

绍一 i PCC 技术报告二
1997 年（此外还有法文和西班牙文版）

气候变化 1992一 IPCC 科学评估增补报告

IPCC 科学评估工作组 1992 年报告

稳定大气温室气体…物理、生物和社会经济影响
一 IPCC 技术报告三

气候变化 1992一 IPCC 影响评估增补报告
IPCC 影响评估工作组 1992 年报告

1997 年（此外还有法文和西班牙文版）
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建议的影晌－－ IPCC 技术论文囚

气候变化： l PCC 1990 和 1992 年评估

1997 年（此外还有法文和西班牙文版）

IPCC 第一次评估报告概况和决策者摘要及 1992 年

IPCC 增补件

气候变化区域影晌：脆弱性评估－－ IPCC 特别报告

1998 年
全球气候变化和日益出现海洋挑战
IPCC 响应战略工作组海区管理分组， 1992 年

航空和全球大气一 IPCC 特别报告

1999 年
IPCC 国家研究研讨会报告

1992 年

技术转让中的方法和技术问题－－ IPCC 特别报告

2000 年

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初步指南
1992 年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一 IPCC 特别报告
2000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3 卷， 1994 年（此外还有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

排放情景一 IPCC 特别报告

2000 年
IPCC 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性评估技术指南

1995 年（此外还有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

温室气体清单中的有效措施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

西班牙文版）

2000 年

气候变化 1994一气候变化辐射强迫和 IPCC IS92 排

气候变化 2001 ：科学基础－－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放情景评估
1995 年

第一工作组报告
2001 年

气候变化 1995一气候变化科学， i PCC 第二次评估报

气候变化 2001 ：影晌、适应性和脆弱性－－ IPCC 第

告第一工作组报告
1996 年

三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报告
2001 年

397

气候变化 2001

综合报告

气候变化 2001 ：减缓一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第三
工作组报告
2001 年

信息咨询：世界气象组织转 I PCC 秘书处， 7b is'

Avenue de la Paix,

Case Postale 2300,

Geneva 2, Switzerland

398

l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