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策划运营中心：58884126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33.00元 零售：每份 2.00元

4
2020 年 12 月 8 日 星期二■责编 梁彦晓

共享科学 GONG XIANG KE XUE

新闻热线：010—58884108
E-mail：liangyx@stdaily.com

万物有科学

2015年开始，被蓝色海洋环绕的南非第二

大城市开普敦连续几个冬季遭受了百年不遇

的干旱。按照预估，开普敦需要在 2018 年 4 月

12 日关闭供水系统、限制居民用水，这一时间

节点当时被叫作“零日”，人们也把这次事件称

作“零日”危机。虽然通过削减市政用水，同时

紧急调配农业用水，开普敦这次“零日”危机得

以避免。但相关专家认为，当地的干旱现象与

地球气候变化息息相关，要彻底消灭“零日”危

机，还需要从整个地球的气候系统入手。

“干旱、洪涝灾害，是地球系统气候变化

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地球气候变化历史上都

是存在的。”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副教授

高超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 100 多

年，人类活动加剧了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现象

愈演愈烈，地球表面的蒸发量增加，整个地球

系统原有的水循环被改变，目前大气系统里

的水热资源更丰富，但这些水可能

会集中在某段时间降落在

某个区域。相应的，

其他地区或该地

区 的 其 他 时

段降水会大幅减少，干旱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也就随之上升。

为了抗击气候变化影响，科学家们开展了

相应的地球工程研究。太阳辐射管理就是地

球工程之一。据了解，太阳辐射管理的想法是

受到了火山爆发后冷却效应的启发。

1991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向大气

中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硫和硫化氢气体，形成硫

酸盐气溶胶。这些气溶胶在一定程度上反射

了太阳的短波辐射，减少了大气中的热量，给

地表带来了降温效应，数据显示，1992 至 1993

年间地球温度下降了约 0.4℃。由此，有科学

家开始建议用配有特殊装置的飞机在平流层

喷洒气溶胶，来复制这种火山效应。

高超超告诉记者，2006 年前后，两位美国

科学家开展过一项地球工程项目研究，提出

在距离地面大约 20 公里的平流层处高度部署

材料，有望将人类活动增加的辐射热

量减少一半。此次开普敦大

学科学家发布的研究

成果，是在考察

过 这 个 工

受火山爆发后冷却效应启发

粒子喷洒上去后，真正的效果如何，是大

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有美国科学家曾经提出，可以将碳酸钙

作为反射粒子喷射到平流层来完成该项任

务，因为碳酸钙的颗粒除了能够反射阳光外，

还能中和平流层中因火山爆发而出现的大量

硫化物，减少酸雨的生成，因此平流层中的臭

氧层将不会被反射粒子破坏，同时还能帮助

修复臭氧空洞。

这个看似一举两得的设想却招致了其

他科学家的批评，甚至通过喷射粒子阻挡阳

光的整个设想也有人提出反对的声音。有

科学家利用数值模型模拟在南北纬 15°和

30°上空的平流层注入气溶胶，结果显示，

这种做法虽然可以降低地球表面温度，但同

时也会破坏海洋循环系统平衡，进而导致海

洋持续变暖。

“原本海洋和陆地之间是有温差的，海

陆温差是整个地球系统季风气候的强有力

的驱动源。如果海洋变暖，海陆温差出现波

动，季风环流和降水就会削弱，会对整个全

球的季风区气候、降水造成很大影响。”高超

超告诉记者。

此外，还有科学家提出，利用反射粒子减

少太阳光对地表辐射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

手段，因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并没有减

少，而气溶胶的生命周期又很短，对流层气溶

胶的寿命一般只有几天到几周，平流层中虽

然气溶胶寿命较长，但总会消失，当反射粒子

形成的气溶胶作用结束后，气温可能会出现

“反弹”，进而引发更加极端的天气，这是难以

估计的风险。

在高超超看来，这些地球工程设想只是

作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后备方案。她

特别强调说，做气候工程相关研究得出某些

结论后，并不意味着科学家必须去鼓励开展

或者试点这样的气候工程，而是希望通过科

学研究，利用气候模型把可能产生影响的方

方面面因素梳理出来，为讨论不同的应对气

候变化方案提供参考。

只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后备方案

本报记者 付丽丽

本报记者 金 凤

应对全球变暖应对全球变暖
科学家要给地球撑起科学家要给地球撑起““太阳伞太阳伞””

12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人工影

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正

式发布，《意见》提出，要深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

背景下的云降水和人工影响天气机理研究，着力

在云水资源评估、作业条件监测预报、作业催化、

效果检验和效益评价等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

其实，人工影响天气的做法并非近年才出

现。在抗旱减灾的强烈需求推动下，从 1958 年

开始，我国就进行了大量的人工增雨（雪）作业。

如今，随着对人工影响天气机理研究和关键技术

的突破，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愈发常见。然而，化

云为雨，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人工影响天气
掌握云水资源是关键

要弄明白如何化云为雨，需要先了解大气水

循环过程。

大气水循环是怎样的过程呢？中国气象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周毓荃介绍，来自海洋和陆地的

水（固态和液态）蒸发成为水汽，进入大气；水汽

受大气不均匀的动力热力影响移动和上升，部分

水汽在天空冷却凝结成具有复杂的宏微观结构

的云，内部充满各种大小不同、相态不一的高浓

度细微云滴或冰晶（直径约 10 微米），在一定条

件下，这些云滴或冰晶增长为直径约 102—103

微米的大颗粒水凝物，即云水，进而形成雨、雪、

霰等，最终落出云体，降落到地面成为降水。

可见，在大气水循环中，水汽无法直接变为

降水，在物理转化过程中必须要有云水出现，这

些水汽才有可能转化形成降水。

“在大气水循环过程中，有一部分云水还留

在空中，不能靠自然过程直接转化成为降水，我

们把循环过程中这些仍留在空中的云水叫作云

水资源。这些云水通过人工催化的手段有可能

被开发成为降水，也就是通常说的人工增雨

（雪）。”周毓荃说。

今年年初，基于国家重点研发专项《云水资

源评估和利用示范》项目研究表明，近 20 年，中

国大陆全年参与大气水循环的水汽年平均总量

约 36 万亿吨，水汽更新期约 8—10 天；大气水凝

物年平均总量约 8万亿—10万亿吨，但其更新期

平均仅 5—8 小时；留在空中没有形成降水的云

水资源年平均总量仍约有 2万亿—3万亿吨。如

此丰富的云水资源，十分有利于我国大气水循环

和云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云水资源开发
不同手段因“云”制宜

云水资源究竟是如何开发的？

据了解，云按照物理特性可分为冷云和暖

云，暖云里充满小水珠，温度在 0℃以上，上升气

流的托举使它们飘浮在空中掉不下来；冷云的温

度在 0℃以下，云里有许多闪亮的冰晶和冷却水

珠，但由于它们又小又轻，在上升气流的托举下，

也不会掉下来。

这时候，就需要通过人工干预，影响其微物

理过程，促使冰—水转化、小云滴凝结或碰并

等物理过程发生，实现增雨（雪）目的。目前常

用的催化剂有制冷剂（干冰等）、结晶剂（碘化

银等）、吸湿剂（食盐、尿素等）等。制冷剂和结

晶剂主要用于冷云，暖云则主要依靠吸湿剂来

促进降水形成。

“近年来，我国在云降水和人工影响天气机

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中国气象

局云雾物理环境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全国人工

影响天气科技咨询评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宝

君说，依托观测技术进步和云数值模式发展，气

象部门借助于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气象观测网，

并利用先进的云降水数值模式，对我国典型地区

典型云系（如华北层状云、西北地形云、南方对流

云）的微物理结构（如液态水含量和分布、云粒子

特性等）和降水形成机制有了更深入了解，并成

功得到了我国云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

研究表明，从云水资源总量分布看，我国东

南区域的云水总量平均值最大，中部区域次之，

西北和华北区域的云水总量平均值较小。丰沛

区主要位于我国的东南地区和东北地区东部，而

华北至西部地区的云水资源量值相对较少。

周毓荃认为，科学认识云水资源及变化规律

意义重大，未来气象部门要进一步提升科学评

估、精准开发、精确检验和高效利用的效率，还有

许多科学难点要突破。

摸清云的底细，开启“空中水库”大门

为了使全球变暖的趋势减缓，科学家们想

尽了各种办法。能否通过减少进入地球的太

阳光来消除温室效应的影响，成了一些研究人

员关注的焦点。据《环境研究快报》杂志 11 月

18日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开普敦大学的

科学家们正在开展一项新的研究，他们试图通

过向地球大气中喷射反射粒子，阻止一定比例

的阳光到达地表，以解除地球因持续气候变化

而面临的干旱危机。

持续的气候变化缘何会造成毁灭性干旱

威胁？选择反射粒子有何标准？如何喷射到

合适的位置？通过喷射反射粒子为地球打上

“太阳伞”的方式能起到多大作用呢？科技日

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人士。

事实上，“调暗”阳光的设想并非空中楼

阁，此前已经有科学家开展过相关试验。如

2009年，俄罗斯科学家曾以直升机抛洒等方式

抛洒硫酸盐颗粒；2011 年，美国加州大学的研

究人员也曾在圣地亚哥沿海进行过类似实验。

据了解，喷射粒子也有一定的选取标准，

如粒子的反射性能要达到一定规格，由它们拼

成的小颗粒在悬浮于大气平流层时，形成的粒

径大小要正好能够“对抗”太阳的短波辐射，这

样才能达到最佳的反射效果。

更重要的一点是，从环境角度来看，反射

粒子一定不能对大气化学系统产生不良影

响。最初，有科学家设想在平流层中喷射硫酸

盐颗粒，很快遭到其他科学家的反对，因为这

将导致平流层中臭氧层的严重破坏。目前全

球臭氧损耗正处于恢复时期，臭氧损耗物质在

逐渐减少，如果喷射大量硫酸盐颗粒进入平流

层，很有可能中断臭氧的恢复。

此外，空气是垂直上升运动的，随着空气

的上升，地面的水汽被夹带着一起上升，在这

个过程中，水汽是否成云，与供水汽凝结的凝

结核多少有很大关系。即便水汽含量特别大，

若没有或仅有少量的凝结核，水汽也不会充分

凝结增长。因此，科学家心目中理想的反射粒

子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能起到凝结核的

作用，使得大量的喷射粒子到达平流层后，不

仅其自身能够阻挡阳光，还能凝结成云，对太

阳光起到很好的阻挡效果。

至于如何选取反射粒子的喷射位置，在高

超超看来，随着地球自转，一般两周内大气环

流就会绕赤道一周，所以喷射地点不用考虑

360°环绕。

对反射粒子的选择有讲究

本报记者 陈 瑜 程后，认为可以利用该工程

项目模型，将一种特定类型

的 粒 子 释 放 到 大 气 中 阻 挡

阳光，一旦成功的话，有望

将“零日”危机发生的几率

降低 90%。

为什么反射粒子一定要喷射到平流层中

呢？高超超告诉记者，哈佛大学的科研团队曾

对此做了专门研究。他们发现，如果粒子喷射

到距离地面更近的对流层，它可能很快会随天

气过程比如降水降落到地面，起不到长期反射

太阳辐射的作用。而平流层相对干燥，空气不

易产生对流，且大气运动多是水平方向，有利

于反射粒子稳定发挥作用。大气中平流层再

往上的部分是中间层，这里的空气对流运动强

盛，如果将反射粒子发射到这个区域，粒子很

有可能随着气体流动进行无规律扩散，并且发

射到这里的成本也会相对较高。

今年的 12 月 5 日是第七个世界土壤日，主题为“保持土壤生命力，保

护土壤微生物多样性”。

众所周知，土壤犹如地球的皮肤，这里可谓微生物的“大本营”，每克

土壤中的微生物数以亿计、种类数以万计，细菌、古菌、真菌、病毒以千姿

百态的生存方式与人类共生。

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人类活动的频繁干扰，土壤面临多重

压力，导致其生物多样性日益受到威胁。

未来该如何保护和利用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的学者为我们做出了解答。

不当施肥令土壤越来越“瘦”

土壤养分是否丰富、作物产量高不高，是土壤健康的重要指标。而土

壤中的众多有益微生物，是土壤健康的“隐形卫士”，它们的存在很大程度

上助益了作物产量提升。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褚海燕研究团队从 2015 年起在安徽蒙

城的小麦试验田进行土壤试验，近日他们刊发研究指出，在对土壤样品中

的细菌、真菌、线虫等各类土壤微生物的统计中发现，“土壤中的关键微生

物菌群，如固氮菌、解磷菌、光合菌等，能够增强土壤中碳、氮、磷、硫等养

分元素的循环，促进小麦对养分的吸收，抑制潜在植物病原菌，从而提高

小麦产量”。

褚海燕研究团队发现，这些土壤“卫兵”有时也会受到敌人的干扰，土

壤酸化就是其头号天敌。

“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与土壤酸碱度显著相关，这种现象在北极、长白

山、华北麦田土壤都得到过验证。化肥的过量施用会造成土壤酸化，进而

导致土壤微生物多样性降低。”褚海燕在研究中发现，在砂姜黑土上长期

单独施用化肥导致土壤 pH 值下降 1.5个单位，显著降低了微生物群落的

稳定性，同时也增加了植物潜在致病菌的丰度。而在施用化肥的基础上

添加牛粪后，pH值恢复到 7左右的正常水平。

“牛粪有一定的碱性，与化肥一起施用，可以中和土壤酸度。同时，牛

粪具有很高的养分含量，在土壤酸碱度平衡时，能让土壤微生物群落更稳

定，作物产量也更高。”褚海燕说，保护土壤中关键菌群的多样性，有望达

到减肥增产的效果。

土壤提供了微生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水分、空气、酸碱度、渗透压和

温度等条件，所以成了微生物生活的家园。由于土壤类型、肥力水平、环

境条件和季节变化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土壤微生物在种类、数量和分布上

也会受到影响。

如水田和旱田中的土壤微生物组成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冯有智介绍，水田中的微生物以厌氧微生物为主，例如

产甲烷古菌；旱田则以好氧微生物为主，例如芽孢杆菌和真菌。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瑞蕊曾经在江苏常熟的水田进行

试验，她发现：“如果旱地和水田都长时间不施化肥，旱地的歉收程度会比水

田更严重，这主要因为水田和旱地微生物多样性和功能存在差异，水田中的

微生物有助于累积有机质，保持土壤肥力，所以旱地比水田更依赖于化肥。”

“一窝蜂”式保护不可取

一直以来，土壤微生物被认为是土壤养分的转化器、污染物的净化器

和生态系统的稳定器，而人类活动的加剧，如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资源

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使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出现了明显下降。

如何为土壤微生物营造一个美好的家？褚海燕认为，首先要针对现

实状况，因地制宜改善土壤生态环境。如在农田生态系统中施用绿肥，或

以有机肥、微生物肥料替代化肥等；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则可通过维持地

上植物多样性，提高输入到土壤中的有机物数量与多样性，为土壤微生物

的生存提供良好的微环境。

“土壤微生物群落不仅包括有益微生物，还包括许多有害微生物。土

壤微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既要考虑覆盖所有有益微生物，也不能盲目放

任有害微生物。”褚海燕说，应加强土壤微生物的有益性甄别，防止“一窝

蜂”式保护给有害微生物带来可乘之机。

尽管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进展，但土壤中到底

存在多少种生物、多样的生物群落彼此有何关联等基本问题，尚未得出明

确结论。

褚海燕等学者认为，保护和利用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可尝试建设原位

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监测平台。褚海燕告诉记者：“我国不同地区气候差异

显著，生态系统丰富，相关部门已在南北热量梯度样带、东西降水梯度样

带上，布设长期生态定位监测站和采样点，为未来开展土壤微生物多样性

监测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将有用的微生物资源从土壤中分离、纯化出来加以利用，仍然是当

前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因此，搭建微生物资源

大数据共享平台，推进微生物分离培养新技术，可以为充分开发、利用已

知土壤微生物资源，提供翔实的科学依据，将土壤微生物的功能发挥到实

处。”褚海燕说。

呵护地球皮肤

微生物既是受益者又是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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