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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决策者摘要和技术总结，以及一份综合
详尽的术语表。综合报告已译成IPCC的其它语种，

IPCC主席
R.T. Watson

它们是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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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评
估报告》的一至四卷英文本有印刷本和数字化的光

IPCC秘书
N. Sundararaman

盘版，同时还可在 http://www.ipcc.ch网址上获取。

综合报告引用的IPCC评估
Qx.x
WGI TAR
WGII TAR
WGIII TAR
SRES
SRLULUCF
SRTT

以下综合报告中有关段落
《第三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
《第三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部分
《第三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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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转让的方法学与技术性问题特别报告

SRAGA
DES GP
IPCC TP4
IPCC TP3
WGII SAR

航空和全球大气特别报告
发展、平等和持续性指导报告
建议的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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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M
TS
ES
GP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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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摘要
技术总结
执行总结
指导文件
技术文件

气候变化 2001:
综合报告

决策者摘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的评估
本摘要于2001年9月24-29日在英国文布利召开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第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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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or A. Bashmakov, Osvaldo Canziani, Renate Christ,
Ulrich Cubasch, Ogunlade Davidson, Habiba Gitay, David Griggs, Kirsten Halsnaes, John Houghton, Joanna
House, Zbigniew Kundzewicz, Murari Lal, Neil Leary, Christopher Magadza, James J. McCarthy, John F.
B. Mitchell, Jose Roberto Moreira, Mohan Munasinghe, Ian Noble, Rajendra Pachauri, Barrie Pittock,
Michael Prather, Richard G. Richels, John B. Robinson, Jayant Sathaye, Stephen Schneider, Robert Scholes,
Thomas Stocker, Narasimhan Sundararaman, Rob Swart, Tomihiro Taniguchi, D. Zhou, 以及许多IPCC的
作者和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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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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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和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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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1.1

鉴于气候变化的程度和速率都很重要，因此确定“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构成的基

问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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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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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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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科学信息和证据进行了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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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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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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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3-6

问题 1

决策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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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问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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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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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道路相联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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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问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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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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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PM-1：气候变化 — 一种综合框架。上图是关于人为气候变化的一种综合评估框架的示

问题 1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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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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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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气候政

问题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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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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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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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及其影响

问题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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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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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2.2

问题 2.4-5

90年代，大气中主要人为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CO 2 ）、 甲烷（CH 4）、氧化氮
（N2O）和对流层臭氧（O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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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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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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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7

问题 1 | 问题 2

决策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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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更强的证据表明，过去5 0 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增暖可以归咎于人类活动。

问题 2 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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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虑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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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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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比后者略大。在
近140年中，当把如图SP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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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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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冰的广泛消融来达到。在目前的不确定性
范围内，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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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7 8 年到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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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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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PM-2：模拟地球的温度变化（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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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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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灰色带所代表的
模拟值是用人为强迫因子得到的，即考虑了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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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4

统、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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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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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损失上升，说明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问题 2.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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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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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造成的相对影响是困难的。

问题 3
在第三次评估报告中(TAR)所使用的一系列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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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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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SRES）中六个例证的情景预测，到2100年CO2的浓度将达到

问题 3.2

问题 3.3-5

540～970 ppm，而其在工业化前和2000年却分别约为280 ppm和368 ppm。不同的社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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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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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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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92情景，SRES情景
所预测的二氧化硫（S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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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基于不同的SRES排放情景预测的变化
范围。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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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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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6-7 & 问题 3.11

问题 2 | 问题 3

决策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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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

问题 3.8 & 问题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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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冻土和海洋冰面

问题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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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3.9 & 问题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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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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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但是气候变化的幅度越大、速率越快，不利影响的主导地位越明显。

问题 3.15

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越多以及相关的气候变化越严重，不利影响的危害性就越大

问题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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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已经确认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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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问题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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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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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脆弱性

问题 3.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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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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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气候变化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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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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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已经对8个案例进行了气候变化的影响，5例疟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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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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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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3 图 3-1

会反过来影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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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S情景而造成的
辐射强迫所导致的预计的温度和海平面升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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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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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相对较少的应用了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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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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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S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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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温度增加较高

问题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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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施肥的正面效应，但并未包括由于虫害侵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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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需求一般随人口增

问题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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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已知的全球平均温度

问题 3.25

增加的幅度内，预计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综合影响都将是负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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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尤

问题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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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面临迁移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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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和环状珊瑚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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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加剧了

问题 3.33

人们在健康状况、获取充足的食物、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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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益，但不能避免所有的危害。

问题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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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问题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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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3

决策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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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PM-4: 相对于1961-1990年的年平均径流量，预计2050年的年均径流量变化，其主要取决

问题 3 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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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流模型（AOGCM）所计算出的大气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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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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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这些预计，哈得雷
中心的数值试验之间存在广泛的一致，而且与其他大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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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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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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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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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和强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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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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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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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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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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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9

问题 4.10-16

问题 4

决策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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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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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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海平面的上升贡献高达数米。

•

与南极冰盖相反，格陵兰冰盖在21世纪总量将可能减少，并引起几厘米的海平面
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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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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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影响到这

问题 4.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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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引起珊瑚喷出他们的藻类（珊瑚变白）并最终导致一些珊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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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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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统中的固有
特性。因此，气候变化在到达相应的阈值之前，其位置尚未被很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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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5.1-4, 问题 5.8, 问题
5.10-12, & 问题 5.14-17

气候系统中的惯性
将CO 2排放稳定在接近目前水平将不会引起大气CO 2浓度的稳定，而在数十年内稳

问题 5.3 & 问题 5.5

定生命期较短的温室气体如CH4的排放，将能使其大气浓度趋于稳定。为了使大气CO2
浓度稳定在任一水平上都要求最终使全球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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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就越早。（见图SPM-5）。
在大气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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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里

问题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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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和海洋环流构型的根本性改变（见问题4）在人类若干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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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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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PM-5：在CO2减排及大气浓度稳定后，近地表气温还将在一百年或更长时间内缓慢继续升

问题 5 图 5-2

高。在实现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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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1000p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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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高浓度情况下影响却很大。

可能会出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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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

问题 5.8 & 问题 3 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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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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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将达到饱和或

问题 5.6-7

者减小。当前，通过陆地生态系统造成的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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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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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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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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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系统的惯性
不同于气候和生态系统，人类系统中的惯性是不确定的；它可以通过政策和个人

问题 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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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和已经建立的基础设施间的互相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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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来自目

问题 5.10 & 问题 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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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保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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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统中的惯性和不确定性表明在设定避免气候系

问题 5.18- 20 & 问题 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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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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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位置及其临近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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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统中的惯性决定了采取适应措施已不可避免，并且在

问题 5.1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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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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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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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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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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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和大气成份变化对人体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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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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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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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问题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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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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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水平才能稳定在450ppm，650ppm，1000ppm（图SPM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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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ppm的情形大约在一个世纪。最终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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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温室气体增加的敏感性有300%的不确定性4。图SPM-7表明最终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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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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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PM-6：稳定大气中CO2浓度要求切实减少排放，使排放量低于目前的水平，这样可能放慢
增温速率。

a)

CO2排放。利用碳循环模型预测了WRE情景将大气中CO2浓度稳定在各种水平的CO2排放随时
间变化曲线。阴影部分表明不确定性的范围。

b)
c)

CO2浓度。WRE情景指定的CO2浓度水平。

全球平均温度变化。利用简单气候模型估算各种WRE情景的温度变化。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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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温室气体排放在2100年前遵循
SRES A1B情景，之后排放水平保持不变。选择SRES A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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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稳定情景的平均平衡状态时的（长期）增
温情况。图中也给出了所估算的三种SRES排放情景的CO2排放、浓度和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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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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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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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oC-4.2oC。这个范围与普遍接受的温度范围1.5oC-4.5oC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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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图 6-1



问题 6

决策者摘要

根据图SPM-6所示情景并假设在2100年之前非CO2温室气体排放按SRES A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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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ppm之下的
减排措施将使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增幅限制在3.5oC之内。大气中CO2的浓度最终稳定
在450-1000ppm的情景，预计2100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增加1.2-3.5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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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oC-5.8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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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oC，若稳定在1000ppm，温度将比1990年高3.5-8.7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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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将持续数百年。当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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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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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造成的危害。

问题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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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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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ppm条件下低0.75-1.25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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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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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oC，
在高的气候敏感性条件下为1.4oC。辐射强迫的增加相当于最终CO2浓度额外增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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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PM-7：稳定CO2浓度可以减缓增温，但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利用简单气候模型预测了

问题 6 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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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oC和4.2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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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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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问题 6 | 问题 7

决策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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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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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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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有效的适应性响应措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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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不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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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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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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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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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问题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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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个选择的国
家，都可能在克服任何一组障碍中得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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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问题 7.7

施来部署，就会更为有效。政策措施系列可包括根据国情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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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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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7.14 & 问题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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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的税收再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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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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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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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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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评估报告描述了成本估计的两种方法：自下而上的方法，基于对具体技术和部门的评价；自上
而下的模型研究，处理宏观经济关系。见后面报告的框7-1。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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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或出售超出的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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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排量估计是根据类似于SRES的B2情景的基准线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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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15 & 问题 7 表 7-1

问题 7

决策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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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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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和假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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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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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7.4 & 问题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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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水的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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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热带国家的每吨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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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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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7.17-18

国家减排成本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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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模型。9个研究提出下述的GDP影响。在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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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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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全球模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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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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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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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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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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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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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将降低40-70pp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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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相反，上面引用的自下
而上的分析包括所有温室气体。许多方法可用于表示成本。例如，如果在附件B国家充分进行排放贸易时
发达国家满足《京都议定书》目标的年成本是GDP的0.5%，则代表附件二国家（SR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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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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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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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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

决策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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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问题 7.19

11

“溢出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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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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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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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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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问题 7.9-12 & 问题 7. 23

问题 7.9-12 & 问题 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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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问题 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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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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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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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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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问题 7. 24- 25

11

溢出效应只包括经济效应不包括环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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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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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特定稳定目标的途径将影响减排成本（见图SPM-9）。当今世界的能源系

问题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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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刺激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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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的成本随稳定浓度水平降低而增加。不同的基准线对

问题 7.25

绝对成本有很强的影响（见图SPM-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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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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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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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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 25

问题 7 | 问题 8

决策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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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可持续发
展。因此，面对这些环境问题，我们要利用协作机遇，制定更有效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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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问题8

问题 8.1-2

问题 8.3 & 问题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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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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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在的人为气候变化的主要诱因和大多数的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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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利

问题 8.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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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问题 8. 21-25

完善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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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和潮汐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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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问题 8.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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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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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8.11 & 问题 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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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现在已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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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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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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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9

问题 8 | 问题 9

决策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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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㸼630

⹂ߓᗻথ⦄Џ㽕ϡ⹂ᅮᗻǄD

⹂ߓᗻথ⦄

Џ㽕ϡ⹂ᅮᗻ

㾖⌟ᰒ⼎ˈഄ⧗ⱘ㸼䴶ℷবᱪˈܼ⧗ᴹⳟˈ
ᑈҷ䴲ᐌ᳝ৃ㛑ᰃҾ఼䆄ᔩ᳝ҹᴹ᳔⛁ⱘ
कᑈ˄630ˉE˅Ǆ>䯂乬@

⇨ব࣪ঞ䍋

㞾✊⇨ব࣪ⱘᇣ⡍ᕕǄ>䯂乬@
㞾✊㋴ҎЎ⇨⒊㛊ᓩ䍋ⱘ⇨ᔎ䖿˄⡍
߿ᰃ䯈ᬜᵰ˅Ǆ>䯂乬@

⇨ЁЏ㽕ҎЎ⏽ᅸ⇨ԧ>&2˄630D˅ǃ⬆
⛋ǃ⇻࣪Ѯ∂ǃᇍ⌕ሖ㟁⇻@ⱘ⌧ᑺҢᑈৢ
ᣕ㓁ϞछǄ>䯂乬@

ऎඳ䍟ϢҎЎ⇨ব࣪ⱘ㘨㋏Ǆ
>䯂乬@

ϔѯ⏽ᅸ⇨ԧ᳝䭓ᇓੑᳳ˄བ&2ǃ⇻࣪Ѯ∂
ܼ⇳࣪⠽˅Ǆ>䯂乬@
䖛এᑈЁ㾖⌟ࠄⱘ᭄বᱪৃ㛑ᰃ⬅ѢҎЎ
⌏ࡼⱘࡴ㗠ᓩ䍋ⱘǄ>䯂乬@

Ϫ㑾&2⌧ᑺϞछџᅲϞৃҹ⹂ᅮЏ㽕⬅Ѣ
࣪➗᭭&2ᥦᬒ˄630ˉD˅Ǆ
>䯂乬@
㽕ᇚ⇨Ё&2ⱘ⌧ᑺ〇ᅮǃ
ˈSSPˈ䳔㽕ܼ⧗&2ᥦᬒߚ߿कᑈǃ
㑺ϔϾϪ㑾ǃ㑺ϸϾϪ㑾䰡Ԣࠄᑈ∈ᑇҹ
ϟˈᑊПৢ㒻㓁〇ᅮⱘ䰡ԢࠄⳂࠡᥦᬒ∈ᑇⱘ
ϔᇣӑ乱Ǆ&2ᥦᬒⳌᑨҢ⦄ᓔྟⱘࠄ
ᑈ˄SSP˅ǃϔϾϪ㑾Ꮊে˄SSP˅䖒ࠄ
ዄؐǄ>䯂乬@

ൟ乘⌟ⱘ65(6ᚙ
᱃ޣᥦᚙ᱃ⱘᴹ
⏽ᅸ⇨ԧ⇨⒊㛊ᥦ
ᬒ⌧ᑺ

65(6ᚙ᱃ЁᇍҎষ䭓ǃᡔᴃ䖯ℹǃ㒣⌢
E
䭓ҹঞㅵ⧚㒧ᵘㄝϾ؛ᅮЁⱘ㣗ೈ ˄ᇐ
㟈乘⌟Ёⱘ᳔ⱘϡ⹂ᅮᗻ˅Ǆ㟁⇻ǃ⇨⒊
㛊ࠡԧᥦᬒᚙ᱃䖬ϡߚܙǄ>䯂乬@
E
⺇ᕾ⦃ൟЁࣙᣀ⇨ড作ᬜᵰㄝ㋴ Ǆ
>䯂乬@

ᇍ᭄65(6ᚙ᱃ᴹ䆆ˈϢᑈⳌ↨ˈᑈ
62˄⸿⇨⒊㛊ⱘࠡԧ˅ⱘᥦᬒԢѢᑈ∈
ᑇǄ>䯂乬@

Ϫ㑾ܼ⧗㸼䴶ᑇഛ⏽ᑺϞछ䗳ᑺ䴲ᐌৃ㛑䖛
এⱘϛᑈЁᰃ≵᳝ܜ՟ⱘǄ
˄630ˉE˅>䯂乬@
Т᠔᳝䰚ഄবᱪৃ㛑ᇚ催Ѣܼ⧗ᑇഛ∈ᑇˈ
♢⛁᮹ᄤ⛁⌾ˈ㗠ᆦދ᮹ᄤޣ߭╂ދᇥǄ
>䯂乬@
Ϫ㑾⍋ᑇ䴶ᇚϞछˈӮᣕ㓁ϾϪ㑾Ǆ
>䯂乬@
∈ᕾ⦃ᇚবᕫᔎˈܼ⧗ᑇഛ䰡䲼ࡴˈ䆌
ഄऎ䴲ᐌৃ㛑Ӯ᳝ᔎᑺⱘ䰡䲼Ǆ
>䯂乬@
䆌Ё㒀ᑺ䰚ݙ䚼Ӯߎ⦄乥㐕ⱘ♢⛁ᄷ
ℸᏺᴹᑆᯅⱘॅ䰽Ǆ>䯂乬@

Ѣ65(6ᚙ᱃ൟ乘
⌟ⱘᴹऎඳܼ⧗
⇨ব࣪

F
65(6ᚙ᱃ЁϾ؛ᅮЁⱘ㣗ೈ ˈབϞ
᠔䗄Ǆ>䯂乬@
F
ൟ乘⌟ ᳝݇ⱘ㋴ˈ⡍߿ᰃ⇨ᬣᛳᗻǃ
⇨ᔎ䖿ǃড作䖛ˈᇸ݊ᰃࣙᣀϢѥ
⇨⒊㛊ㄝⳌ݇ⱘ⇨ড作ㄝǄ˄ࣙᣀ⇨⒊
㛊Ⳉᬜᵰ˅>䯂乬@
ᇍ⏽ᑺ⍋ᑇ䴶乘⌟Ⳍ݇ⱘৃ㛑ᗻߚᏗⱘ
䅸䆚Ǆ>䯂乬@
Ϣ㣗ೈさ✊䴲㒓ᗻব᳝࣪݇ⱘᴎࠊǃᅮ
䞣ǃᯊ䯈㣗ೈҹঞৃ㛑ᗻ˄བ⍋⋟⏽Ⲥᕾ
⦃˅Ǆ>䯂乬@
ऎඳൟⱘ㛑䰤ࠊ˄⡍߿ᰃ䰡䲼ߚᵤ˅ˈ
ᇐ㟈ϡৠൟ㒧ᵰП䯈ᄬϡϔ㟈ᗻˈҹ
ঞᔧഄऎඳ㣗ೈᅮ䞣Ёⱘೄ䲒Ǆ
>䯂乬@

31

SPM4

31

2002.8.27, 10:34

气候变化 2001

㸼630

综合报告

⹂ߓᗻথ⦄Џ㽕ϡ⹂ᅮᗻǄD 㓁

⹂ߓᗻথ⦄

Џ㽕ϡ⹂ᅮᗻ

乘⌟ⱘ⇨ব࣪ᇚᇍ⦃๗⼒Ӯ㒣⌢㋏㒳ѻ⫳
᳝Ⲟ᳝ᆇᕅડˈԚᰃ⇨ব࣪ব࣪ⱘ䗳ᑺ
ࡴᯊˈ᳝ᆇᕅડᇚᯢᰒǄ>䯂乬@

ऎඳܼ⧗ᑇഛ⇨
ᵕッџӊব࣪ⱘᕅડ

⇨ব᳝࣪ৃ㛑ϡ៤↨՟ⱘᇍথሩЁᆊ䖭
ѯᆊⱘ䋿かҎ㕸ѻ⫳᳝ᆇᕅડǄ>䯂乬@

䆘Ӌ乘⌟⫳ᗕ⼒Ӯ˄བ䗮䖛⮙㦠ᨎᏺ㗙
∈⑤⮙㦠Ӵ᪁ⱘ⮒⮙˅ǃ㒣⌢㋏㒳ᇍ⇨ব࣪
݊Ҫय़བഄ߽⫼ব࣪ǃऎඳ∵ᶧㄝ㘨ড়
ᬜᵰⱘড作Ǆ>䯂乬@
Ϣ⇨ব࣪Ⳍ݇ⱘ♒ᆇⱘ⹂䅸ǃᅮ䞣䆘ӋǄ
>䯂乬ˈˈ@

⫳ᗕ㋏㒳⠽⾡ᇍ⇨ব࣪݊Ҫय़ᴹ䆆ᰃ
㛚ᔅⱘ˄བ᳔䖥ऎඳ⇨ব࣪㾖⌟ࠄⱘᬜᵰ᠔
㸼ᯢⱘ䙷ḋ˅ˈ㗠Ϩϔѯফࠄⱘᤳᆇᇚᰃϡৃ
䗚䕀ˈ㗙⍜ѵǄ>䯂乬@
ϔѯЁǃ催㒀ᑺഄऎˈỡ⠽⫳ѻ⥛˄ᷥ
ϔѯݰ⠽˅⏽ᑺ᳝ᇣ䚼ߚϞछᯊӮࡴǄ
ᇍ䍙䖛  ᑺⱘछ⏽ˈ᭄ഄऎỡ⠽⫳ѻ
⥛ᇚϟ䰡Ǆ>䯂乬@
䆌㞾✊㋏㒳ᇍ⇨ব࣪ᴹ䇈ᰃ㛚ᔅⱘ˄བ⍋
ᑇ䴶Ϟछᇚࡴ䞡⍋ኌ亢ᲈ╂ⱘᕅડˈބᎱ∌
Йޏᏺᇚᣕ㓁ᬊ㓽˅Ǆ>䯂乬@
⏽ᅸ⇨ԧᥦᬒޣᇥ˄ޣ㓧˅㸠ࡼᇚޣ䕏⇨ব
࣪ᇍ㞾✊Ҏ㉏㋏㒳ⱘय़Ǆ>䯂乬@

ޣᥦ䗖ᑨᇍㄪⱘ៤ᴀ
ᬜⲞ

ޣᥦ៤ᴀϡৠऎඳ䚼䮼П䯈᳝᠔Ꮒ߿Ǆᄬ
ᅲ䋼ⱘᡔᴃ݊ҪᴎӮᴹޣᇣ䖭⾡៤ᴀǄ᳝
ᬜⱘᥦᬒ䌌ᯧгৃҹޣᇣখϢ㗙ⱘ៤ᴀǄ>䯂
乬ˈ@
ᇍ䰘ӊϔᆊⱘᥦᬒ䰤ࠊˈᏆ㒣䆕ᯢˈ㱑✊Ӯ
᳝᠔Ꮒ߿ˈԚᇚᇍ䴲䰘ӊϔᆊѻ⫳⑶ߎᬜ
ᑨǄ>䯂乬@
བᵰ䗮䖛䞛⫼ϔ㋏߫ᬓㄪᮑᴹ䰤ࠊޣᇥޔ
⏽ᅸ⇨ԧᥦᬒˈᆊᇍ⇨ব࣪ⱘޣᥦᇍㄪህ
Ӯ᳝ᬜǄ>䯂乬@
䗖ᑨ᳝ޣᇥ⇨ব᳝࣪ᆇᕅડⱘ┰ˈৃҹ
ゟेѻ⫳䰘ᏺᬜⲞˈԚϡ㛑䰆ℶ᠔᳝ᤳᆇǄ
>䯂乬@

⇨ব࣪Ϣ݊Ҫ⦃๗䯂乬ঞⳌ݇⼒Ӯ㒣⌢ᅲ⦄
П䯈ⱘⳌѦᕅડⱘ䅸䆚Ǆ>䯂乬@
ᴹⱘ㛑⑤ӋḐˈԢᥦᬒᡔᴃⱘ៤ᴀৃ㦋ᕫ
ᗻǄ>䯂乬@
⹂ᅮܟ᳡ফ᳝៤ᴀᬜⲞԢᥦᬒᡔᴃ䱰
ⱘᮍ⊩ˈҹঞܟ᳡䖭ѯ䱰ⱘ៤ᴀԄ䅵Ǆ
>䯂乬@
䴲䅵ߦⱘ䴲乘ᳳⱘǃさ✊ⷁᳳᬜᵰⱘޣᥦ
㸠ࡼ៤ᴀⱘᅮ䞣Ǆ>䯂乬@
ϡৠᮍ⊩˄བ㞾ᑩϞϢ㞾乊ϟᮍ⊩˅ᇍޣ
ᥦ៤ᴀⱘᅮ䞣ߚᵤˈࣙᣀ䰘ᏺᬜⲞǃᡔᴃব࣪
ҹঞഄऎ䚼䮼ⱘᬜᵰǄ>䯂乬@
䗖ᑨ៤ᴀⱘᅮ䞣Ǆ>䯂乬@

䗖ᑨৃҹЎ㒣⌢᳝ᬜⱘ⬹ᴹЎޣᥦⱘ㸹
ˈܙҹޣᇣ⇨ব࣪亢䰽˗ৠᯊৃҹЎৃᣕ㓁
থሩⳂᷛߎ䋵⤂Ǆ>䯂乬@
⇨ǃ⫳ᗕ㋏㒳⼒Ӯ㒣⌢㋏㒳П䯈ⳌѦ⫼
ⱘᛃᗻᰃ䇈ᯢᳳᳯⱘ䗖ᑨޣᥦ㸠ࡼЎԩ᳝
Ⲟ໘ⱘЏ㽕ॳǄ>䯂乬@
D䖭ϾਞЁˈ⇨ব࣪ⱘ⹂ߓᗻথ⦄ᅮНЎϡৠ䖛ǃᮍ⊩ǃൟ؛ᅮЁ䛑៤ゟˈ㗠ϨⳌᇍᴹ䆆ϡফϡ⹂ᅮᗻᕅડⱘ㒧ᵰǄ䖭
Ͼ㚠᱃ϟЏ㽕ⱘϡ⹂ᅮᗻᰃᣛབᵰ䖭ѯϡ⹂ᅮᗻޣᇣⱘ䆱ˈӮᇐ㟈Ϣ䖭ϾਞЁ䯂乬᳝݇ⱘᮄⱘ⹂ߓᗻথ⦄Ǆ㸼Ё㒭ߎњ՟ᄤˈԚᅗ
ϡᰃϔϾ䆺㒚ⱘ⏙ऩǄ
E㗗㰥䖭ѯϡ⹂ᅮᗻӮՓᑈ&2⌧ᑺ㣗ೈࠄSSPП䯈Ǆ
F㗗㰥䖭ѯϡ⹂ᅮᗻӮՓᑈࠄᑈ㸼䴶⏽ᑺϞछćࠄćП䯈˄630E˅ˈܼ⧗ᑇഛ⍋ᑇ䴶Ϟछࠄ㉇П䯈Ǆ

32

SPM4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32

2002.8.27, 14:42

问题 9

决策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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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取得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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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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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PM-10a：根据冰核和积雪数据,并辅以过去几十年中从大气直接采样的数据而得到的1000年



问题 9 图 9-1a

到2000年的大气CO2浓度。对2000年到2100年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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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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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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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图 9-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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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2001:
综合报告

综合报告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的评估
以下报告于2001年9月24-29日在英国Wembley召开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第18次全会
上通过，反映了IPCC各工作组提交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中已达成共识的有关主要发现和不确定性方面的正式
观点。
基于由下列人员准备的草稿：

核心写作组
Robert T. Watson, Daniel L. Albritton, Terry Barker, Igor A. Bashmakov, Osvaldo Canziani, Renate Christ, Ulrich Cubasch,
Ogunlade Davidson, Habiba Gitay, David Griggs, John Houghton, Joanna House, Zbigniew Kundzewicz, Murari Lal, Neil
Leary, Christopher Magadza, James J. McCarthy, John F.B. Mitchell, Jose Roberto Moreira, Mohan Munasinghe, Ian Noble,
Rajendra Pachauri, Barrie Pittock, Michael Prather, Richard G. Richels, John B. Robinson, Jayant Sathaye, Stephen Schneider,
Robert Scholes, Thomas Stocker, Narasimhan Sundararaman, Rob Swart, Tomihiro Taniguchi, 和 D. Zhou

扩大组
Q.K. Ahmad, Oleg Anisimov, Nigel Arnell, Fons Baede, Tariq Banuri, Leonard Bernstein, Daniel H. Bouille, Timothy Carter,
Catrinus J. Jepma, Liu Chunzhen, John Church, Stewart Cohen, Paul Desanker, William Easterling, Chris Folland, Filippo
Giorgi, Jonathan Gregory, Kirsten Halsnaes, Joanna Haigh, Hideo Harasawa, Bruce Hewitson, Jean-Charles Hourcade,
Mike Hulme, Tom Karl, Pekka E. Kauppi, Rik Leemans, Anil Markandya, Luis Jose Mata, Bryant McAvaney, Anthony McMichael,
Linda Mearns, Jerry Meehl, Gylvan Meira-Filho, Evan Mills, William R. Moomaw, Berrien Moore, Tsuneyuki Morita, M.J.
Mwandosya, Leonard Nurse, Martin Parry, Joyce Penner, Colin Prentice, Venkatachalam Ramaswamy, Sarah Raper, Jim
Salinger, Michael Scott, Roger A. Sedjo, Priyaradshi R. Shukla, Barry Smit, Joel Smith, Leena Srivastava, Ron Stouffer,
Kanako Tanaka, Ferenc L. Toth, Alla Tsyban, John P. Weyant, Tom Wilbanks, Francis Zwiers, 和许多IPCC作者

评审编辑
Susan Barrell, Rick Bradley, Eduardo Calvo, Ian Carruthers, Oyvind Christophersen, Yuri Izrael, Eberhard Jochem, Fortunat
Joos, Martin Manning, Bert Metz, Alionne Ndiaye, Buruhani Nyenzi, Ramon Pichs-Madruga, Richard Odingo, Michel Petit, Jan
Pretel, Armando Ramirez, Jose Romero, John Stone, R.T.M. Sutamihardja, David Warrilow, Ding Yihui, 和John Zillman

syrQ1fin1_1.p65

35

2002.8.27, 11:26

syrQ1fin1_1.p65

36

2002.8.27,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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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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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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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2001

1.1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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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在

WGII TAR 第2.7节 &
WGIII TAR 第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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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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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 TAR 第2.7节 和WGIII TAR 第
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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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WGII TAR 第18 章&
WGIII TAR 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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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 TAR 第18章和WGIII TAR 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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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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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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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WGII TAR, &
WGIII TAR

性的信息。(WGI TAR, WG II TAR 和WG III 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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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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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原突发的、不可逆转的可能性。(WGI TAR)
1.5

《第三次评估报告》评估了气候变化对生态物理与社会经济的影响。《第三次
评估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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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可能性的评估，此值表示在响应气候变化

中，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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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种货币单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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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 TAR第19章)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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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需要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情形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3.3条所描述。
有关某一事件的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简单定义为该事件的概率与其后果大小的乘积。不同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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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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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WGII TAR 第18章 &
WGIII TAR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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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 TAR 第18章和WGIII TAR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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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

WGII TAR 第1 & 19章,
WGIII TAR 第1章, & S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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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循环中，气候变化问题的所有部分都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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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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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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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评估报告》
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WGII TAR 第1和19章, WGIII TAR 第1
章, 和S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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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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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WGII TAR, &
WGIII TAR 第10.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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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随国家和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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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WGII TAR 和WGIII TAR 第10.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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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WGII 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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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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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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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WGIII TAR 第10.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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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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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气候变化 — 一种综合框架。考虑人为气候变化的一种综合评估框架的示意性简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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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溶胶同时也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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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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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存在的气候变化问题的各种尺度，都具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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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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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syrQ1fin1_1.p65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40

2002.8.27, 11:26

问题 1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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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I TAR 第10.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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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18 章, WGIII
TAR 第8, 9, & 10章, &
S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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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 TAR 第18章和WGIII TAR第8, 9和10章, 及S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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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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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rQ2fin1-1.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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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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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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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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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在继续上升（图

WGI TAR 第 3 & 4章, &
SRAGA

2-1）。大气中的CO2和CH4在过去420,000年间的冰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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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和CH4分别是第一、第二位
最重要的。从1750年到2000年，CO2浓度增加了31±4%， CH4浓度上升了151±
25%（框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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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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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的
一个净源，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它变成了一个净汇。CH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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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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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 TAR 第3和4章，及SR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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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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气溶胶直接影响的辐射强迫是负的（变冷），但较小；

WGI TAR 第 5 & 6章, &
SRAGA 第 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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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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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量化因子（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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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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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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强迫已迅速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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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 TAR第5和6章，及SRAGA
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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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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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yrQ2fin1-1.p65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46

2002.8.27, 11:37

WGI TAR SPM & WGI
TAR 第 2.2.2, 2.3.2, & 2.
7.2 节

问题 2

综合报告

ᎹϮᯊҷҎ㉏ᇍ⇨ᕅડⱘᣛᷛ

ܼ⧗ϝ⾡ᅠܼ⏋ড়ⱘ⏽ᅸ⇨ԧⱘ⇨⌧ᑺ
䕤ᇘᔎ䖿 :P

&2 SSP

Ѡ⇻࣪⺇






























䕤ᇘᔎ䖿 :P

&+ SSE

⬆⛋





















䕤ᇘᔎ䖿 :P

12 SSE







ϔ⇻࣪Ѡ∂




WGI TAR 图SPM-2,
3-2b, 4-1a, 4-1b, 4-2, & 54a






图2-1：过去一千年的大气成分变化证明温室气体和硫酸气













溶胶的迅速上升主要是由于1750年以来的工业增长。上面的三
张图显示了过去1000年来CO2、CH4、N2O浓度的增长。从冰雪
气泡中获得的早期零星数据（符号）与近几十年连续的大气观

Ḑ䱉݄ބ㢃Ё≝⿃ⱘ⸿䝌⇨⒊㛊
⸿䝌Ⲥⱘ⌧ᑺ

测（实线）相呼应。这些气体在大气中混合很好，其浓度反映

↣ৼބЁⱘ62䞣˄↿˅ܟ

了全球范围的源的排放。估计的这些气体对气候系统的正辐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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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㕢⌆ⱘ62
ᥦᬒ䞣 0W6\U 

造成的不连续的影响。来自SO2排放的硫酸气溶胶迅速地沉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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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2排放（如符号所示），二者在
近几十年都显示出下降。硫酸气溶胶产生负辐射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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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期间增加了0.6℃（见框2-1），很可能介于0.4-0.8℃的信度区间（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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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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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是相应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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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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类

WGI TAR SPM, WGI TAR
第 6章 ES, & WGI TAR
图 SPM-3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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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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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间接影响表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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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里。垂直线表示估计的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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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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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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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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最高气温增加率的两倍。这些气候变化已经加长了许多中高纬地区的无霜
期。(WGI TAR SPM和WGI TAR第2.2.2, 2.3.2和2.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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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在直接的温度测量时期，地表温度上升了大约0.6℃（186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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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显



WGI TAR 图SPM-1, 2-7c,
&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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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冰芯和历史记录，这些资料已经用温度计资料做过校准。要估计南半球这样长的温度变
化，资料还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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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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2.8

WGI TAR SPM & WGI
TAR 第 2.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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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而低层大气每1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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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异，但这些差异还没有完全被解决。
（WGI TAR SPM 和WGI TAR第2.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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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模拟地球的温度变化，并且把结果与观测的变化做比较，可以了解重要变化的原因。

WGI TAR 图 12-7

气候模式可以被用来模拟起源于自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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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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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的则是把自然和人类因
子都包括后算出的。可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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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观测吻合最好的是出现在（c）
内的结果，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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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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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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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WGI TAR SPM & WGI
TAR 第 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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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SPM & WGI
TAR 第 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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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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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SPM & WGII
TAR 第 4.3.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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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验潮

WGI TAR 第 2.2.2.5, 11.
2, & 11.3.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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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减

WGI TAR 第 2.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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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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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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WGI TAR 第 2.5, 2.7.2.2,
& 2.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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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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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第2.2.2, 2.6.3, &
2.6.5节, & WGII TAR 第 6.
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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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2-6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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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也和
模拟的温室气体增暖分布型一致。正如后边所描述的，区域增暖与观测到的生
物系统变化之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关联，这在各大洲的淡水、陆地和海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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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欧洲有限站点有近300年的海平面高度的连续记录，表明20世纪海平面上升最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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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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均得到证实。（WGI TAR第2.2.2,2.6.3和2.6.5节,及WGII TAR第6.3节）
2.18 与前100年相比，从1970年代中期以来，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现象

WGI TAR 第 2.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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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 TAR第2.6.2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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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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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b）。

WGI TAR 第2.2.2, 2.2.5, &
2.7.3节

从1978年有可信的卫星观测数据开始，南极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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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 TAR第2.2.2, 2.2.5和2.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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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ᑈ䰡∈䍟˖ࠄᑈ

↣Ϫ㑾ҹⱒߚ᭄䅵ⱘ䍟


















图2-6a：20世纪，除热带地区外平均而言，陆地上降水增加，而在非洲和南美的沙漠地区减





WGI TAR 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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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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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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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图 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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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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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在各种各样的地点具有连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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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 5.4, 5.6.2,
10.1.3.2, 11.2, 13.1.3.1, &
13.2.4.1,节 & WGII TAR
图 SP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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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升高的海面温度对珊瑚礁有不利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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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许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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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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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就会大面积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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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

WGI TAR 第 2.6.3 节&
WGII TAR 第10.2.2.2, 14.1.
3, & 15.2.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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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在东欧、俄罗斯欧
洲部分和北美的许多地区，河流峰值流量已从春季提前到晚冬。某些地区的干

WGI TAR 第 2.7.3.3 节,
WGII TAR SPM, WGII
TAR 第4.3.6, 10.2.1.2, 14.
3, & 19.2.2.1节, & WGII
TAR 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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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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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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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严重的生命

WGII TAR SPM & WGII
TAR 第 8.2 & 1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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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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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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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气候灾害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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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全

WGII TAR 第 8.3.3.1 & 8.
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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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

WGII TAR SPM & WGII
TAR 第 9.5.1, 9.7.8, 10.2.
4, & 13.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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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都市死亡率增加明显有关，但冬天更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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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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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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发病区向北迁移。
2.29 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认识和了解已引起公众和政府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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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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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

WGIII TAR 第 3.2, 3.4-5,
3.8.4, 6.2.2, 6.3.2, & 9.2.1
节

用效率计划；把气候政策融合进更宽广的国家政策中；几个国家收取碳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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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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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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正

WGII TAR 图 8-1

了通货膨胀），比用简单的通货膨胀来计算要快得多。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损失中被保险部分的比例从过去可忽略的水平上
升到23%。小的非灾难性天气相关事件（这里不包括）造成的总的损失比较小。在20世纪后半段，与天气相关的损失有一部分被
归结于社会经济因素（如人口的增加、增长的财富和脆弱地带的城市化等），但部分也被归结于区域气候因子（如降水变化和
洪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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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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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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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３

问题3

在《第三次评估报告》中(TAR)所使用的一系列温室气体排放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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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syrQ3fin1-1.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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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和全球尺度上，与影响和适应有关的发展、持续性和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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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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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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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可能包括基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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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相对较少的采用了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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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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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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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所有的IPCC排放情景下，预测21世纪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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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S排放情景都会引起大气CO2浓度的增加。对于SRES中列举的六种情
景，到2100年，预测的主要人为温室气体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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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f）。这些预测包
括了陆地和海洋的气候反馈。不同的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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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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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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 TAR 第 3.7.3.3节

问题 3

综合报告

3.4

SRES列举的六种情景所预测的2100年主要的非CO2温室气体的浓度变化很大。
多数情况下，A1B、A1T和B1估计出的增加幅度最小，而A1FI和A2最大（见图

WGI TAR 第 4.4.5节 &
WGI TAR 框 9.1

3-1g和3-1h）。
3.5

在SRES情景中考虑了人为气溶胶增加或减少的可能性，这主要取决于化石燃料
使用的程度和降低污染排放的政策。正如图3-1i所示，所有列举的六种SRES情

WGI TAR 第 5.5节 &
SRES 第 3.6.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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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碳气溶胶）由于气候变化而增加。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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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第 9.3.3节

年期间将升高1.4～5.8℃见图3-1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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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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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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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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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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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第 9.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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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

图3-1：构成SRES情景的不同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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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上升反过来会产生各种影响。SRES

WGI TAR 图 3.12, 4.14,
5.13, 9.13, 9.14, & 11.12,
WGII TAR 图 19-7, & SRES
图 SPM-2, SPM-5, SPM6, & T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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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S是在《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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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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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气候变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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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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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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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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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的范围基本相符。
大气-海洋环流模式（AOGCM）研究认为，和1961～1990年相比，21世纪末（2071～2100）SRES中
的A2情景的温度平均升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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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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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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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将上

WGI TAR 第11.5.1节

升0.09～0.88米，但区域间的波动十分明显（见图3-1I）。预测1990～2025以及
1990～2050年间的上升高度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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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平面上升范围是0.13～0.94米。尽管在这次影响评估中预测的未来温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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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WGI TAR 第 10.3.2节

地区。最显著的升温是北美的北部地区以及亚洲北部和中部，每个模型中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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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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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

WGI TAR 第 10.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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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际间降水量也可能会有很大的波动（见图3-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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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WGI TAR 第 11.5.2节

为海岸线地区的海平面升高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见图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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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海平面变化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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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冻层和海冰的范

WGI TAR第 11.5.4节

围将进一步减小。由于降水增加，南极大冰原的冰雪量将有可能增加；而格陵
兰冰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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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图 9.10d &
图3-2：背景图（a）SRES中的A2情景和（b）SRES中的B2情景的年平均的温度变化（彩色
9.10e, & WGI TAR 框 10.1
阴影）。两个SRES情景都显示出了应用AOGCM模拟的相对于1961～1990年的2071～2100年的变
(图 1)
化情形。这里仅表示了A2和B2两种情景，其他情景没有AOGCM模拟的结果。方框对A2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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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变暖水平相比的增暖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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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年平均水平（低于平均增暖）；或模式间区域的相对增暖幅度不一致（增暖幅度不一）。变冷问题
上也有一定的划分依据（从未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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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2的
1.2～4.5℃以及B2情景的0.9～3.4℃的变化范围，则A2和B2情景的高于40%的区域变暖幅度就分别为1.7～6.3℃和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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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图中表明了（a）SRES中的A2情景和（b）SRES中的B2情景的年平均降水量变化

WGI TAR 框 10.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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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也有不利的影

响，但是气候的变率越大，不利影响的主导地位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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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不

WGII TAR 第 1.2, 19.3,
19.5, & 19.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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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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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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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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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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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 TAR 第 19.5节

WGII TAR 第19.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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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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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 5.3, 9.1, 9.5,
& 9.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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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减少了冷胁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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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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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以及珊瑚礁白化事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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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会使一些有高度灭绝危险或濒危的物种灭绝。珊瑚礁和环状珊瑚岛、红树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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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对8个案例进行了气候变化的影响，5例疟疾，3例登革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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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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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例子。在一些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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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少都有可能（中等可信度）。CO2浓度增加将会使大多数植物生态系统的净初

WGI TAR 第 3.7节 &
WGII TAR 第 5.2.2 & 5.6.3
节

级生产力(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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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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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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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陆地生态系统目前是一个碳汇，到21世纪末，随着温度增加，汇的强度会降低
(见表3-2（中等可信度）)。当前的陆地生态系统是一个碳汇，这是部分地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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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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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过提高
水分利用效率而间接影响)、氮沉降(特别是在北半球)、气候变化等，陆地生态
系统目前是一个碳汇。这一碳汇在未来几十年内预计将会继续保持；但是，当
森林变成熟，肥料效应变饱和、植物腐烂赶上其生长、气候变化而使干扰程度
(如火灾和虫灾爆发)增加，汇将可能会减小。一些全球模型预测，陆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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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 TAR 第 3.2.2节,
WGII TAR 第5.2, 5.5-6, &
5.9节, & SRLULUCF 第 1.
4节

问题 3

综合报告

对碳的净吸收在21世纪前50年会增加，但随着气温升高，在21世纪后50年会下
降甚至会成为一个碳源。

农业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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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 5.3.4-6, & 9.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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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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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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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的施肥作用，但没有
考虑技术革新、虫害和病害、土壤和水资源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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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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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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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WGI TAR 第9.3.6节 &
WGII TAR 第 4.3-4, 4.5.2,
& 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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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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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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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岛国和低地沿海区
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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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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4.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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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每年增加1%。这两个模型为：(a) HadCM2平均和(b)HadCM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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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地中海周国地区、南部非洲、澳大利亚这些横跨Hadley中心的实验，与其他
AOGCM实验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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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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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

WGII TAR第 7.2.2, 17.2, &
19.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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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和环状珊瑚岛、海滩以及野
生动物栖息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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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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6.5.1, 7.2.2,
& 17.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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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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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净市场影响将是负

WGII TAR第 6.5,
7.2-3, 8.3, 18.3.4, 18.4.3,
19.4.1-3, & 19.5节

的（低可信度），对发达国家来讲，气温升高在（几）度以内，净市场影响有
正有负（低可信度），如果气温升高超过（几）度时，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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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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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重新安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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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市场影响
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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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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可很快得到益处，但不

能阻止各种损失。
3.27

已经证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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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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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 18.2.3 & 18.
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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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或国家政
府机构)来承担。一些已经公认的适应性措施的例子列于表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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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幅度和更快速度的气候变化情景将比幅度较小和较慢的变化情景对适应的
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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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18.2.2, 18.3.3,
& 18.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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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能力加强可以使能够应对的变异和极端事件的范围扩大或变化，使得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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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18.2.2 & 18.
3.5节

气候变异和极端事件，而且，扩大其应用可以提高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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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并增强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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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 5.3.4, 6.5.1,
& 18.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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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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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最好的评价是关于保护沿海地区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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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 TAR 第 6.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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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海平面及
ֱᡸᮑϡব

ࡴᔎֱᡸ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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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保持适中

⦄ⱘ⍋ᑇ䴶催ᑺ

⍋ᑇ䴶छ催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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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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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平面上升0.5m时，美国海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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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3.33 气候变化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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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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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的人口在人类健康、水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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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负面影响加之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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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1.2.2, 4.7, 5.
1, 6.3.4, & 6.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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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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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18.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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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能使一些发展规划的作用减小。发展规划通常包括为

WGII TAR 第 18.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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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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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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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卷和热带气旋等这些
极端事件的生命期长度、发生地、频率和强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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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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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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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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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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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

WGI TAR 第节 9.3.5-6节, &
WGII TAR 第 14.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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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厄尔尼诺事件几乎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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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如北大西洋涛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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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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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WGI TAR 第 1.2 & 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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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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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霜冻日

WGI TAR 第9.3.6 &
10.3.2节, & WGII TAR 第 5.
3, 9.4.2, & 19.5节

数和寒潮减少（见图4-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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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夏季的日变率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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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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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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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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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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 TAR 第 4.3.8, 9.5.3,
9.7.10, & 9.8节

问题 4

综合报告

থ⫳ὖ⥛

ᑇഛ⏽ᑺϞछ
D

Ңࠡⱘ⇨
ᮄⱘ⇨

䝋⛁
⇨
ᆦދ
⇨ޣᇥ

߯䆄ᔩⱘ䝋⛁
⇨

ᆦދ

䗖Ё

䝋⛁

থ⫳ὖ⥛

⏽ᑺⱘᮍᏂϞछ
E

Ңࠡⱘ⇨
ᮄⱘ⇨

ᆦދ⇨

߯䆄ᔩⱘ
ᆦދ⇨


䝋⛁
⇨
߯䆄ᔩⱘ䝋
⛁⇨

ᆦދ

䗖Ё

䝋⛁

থ⫳ὖ⥛

ᑇഛ⏽ᑺ⏽ᑺⱘᮍᏂৠᯊϞछ
F

Ңࠡⱘ⇨

䝋⛁⇨
䞣
߯䆄ᔩⱘ䝋
⛁⇨

ᆦދ⇨
ব࣪ϡ

ᆦދ

4.7

ᮄⱘ⇨

䗖Ё

䝋⛁

WGI TAR 图 2.32

图4-1：对极端温度的影响作用
示意图 （a）平均温度升高引起更多
创记录的酷热天气；（b）方差增大
引发更多创记录的酷热天气；（c）
平均温度升高且方差增大导致更多创
记录的酷热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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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GI TAR 框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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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第 9.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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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影响、非线性和可能为突变的变化，其可信度范围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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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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第 7.3, 9.3.4, &
11.5.4节; WGII TAR 第 5.2
& 5.8节; & SRLULUCF 第
3 & 4章

的大量增加、温盐环流（THC, 见图4-2）的崩溃、南极冰盖和格陵兰冰盖的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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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出现这类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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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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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 TAR 第 5.2, 5.8, &
5.9节; & SRLULUCF 第 3
& 4章

问题 4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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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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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

WGI TAR 第 4.2.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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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藏在永冻土下的固体水合物和海洋沉积物中的甲烷储量是庞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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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烷的过程中，将可能发生预期的气候反馈；然而，从固态释放出来的大
部分甲烷气体在沉积物和水体中就已经被细菌分解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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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Џ㽕ⱘ⍋⋟Ӵ䗕ᏺ
⇨ⱘ
⛁䞞ᬒ

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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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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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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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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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现量化，但是现在没有观测来证明，在过去50,000年里大气甲烷的记录中
出现过迅速、大量的甲烷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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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SPM & WGI
TAR 第 7.3 & 9.3.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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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证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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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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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WGI TAR S第 11.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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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南极冰盖（WAIS）的地基面在海平面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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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升普遍认为不可能在21世纪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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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会引起海平面上升高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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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WGI TAR 第 11.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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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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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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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残存成百上千年。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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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冻土的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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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负面影响的风险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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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 TAR 第 16.1-2节

问题 4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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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影响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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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

WGII TAR 第 5.2, 6.4.5, &
17.2.4节

其自身或再加上任何其他的强迫（如过度的污染和淤积），就能导致珊瑚喷出
他们的藻类（珊瑚白化；见图4-3和问题2），并最终导致珊瑚死亡以及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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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参杂的物种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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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ߚᬃ⦞⨮

㛥⦞⨮

图4-3：珊瑚多样性受影响之情形：当海表温度升高时珊瑚因严重受到影响而出现分支珊瑚（如

WGII TAR 第 17.2.4节

滞角质珊瑚）减少或局地绝迹时，以及在主要珊瑚（如脑珊瑚）增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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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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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SAR 第 13.2.2 & 13.
6.2节

的不同而变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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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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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灌浆终止（当温度>30 ℃超过8小时）；土豆的块茎形
成及生长受阻（>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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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 5.3, 10.2.2,
15.2, & 1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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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植被的大尺度变化可能会影响区域气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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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syrQ4fin1-1.p65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86

2002.8.27, 12:00

WGII TAR 第 1.3.1, 5.2, 5.
9, 10.2.6.3, 13.2.2, 13.6.2,
& 14.2.1节

问题5
对与气候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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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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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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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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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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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

WGI TAR 第3, 4, 7, & 11
章, WGII TAR 第 5章, &
WGIII TAR 第 5, 6, & 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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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驱动过
程（温度的变化）慢很多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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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本回答讨论与相互作用的气候、生态和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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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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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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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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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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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 TAR 第 3.2, 3.7, &
4.2节, & WGI TAR 图 9.16

问题 5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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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
来人类活动导致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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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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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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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甲烷（CH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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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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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5.4

WGI TAR µ⁄ 7.3, 7.5, & 11.
5.4节, & WGI TAR 图 9.1,
9.24, & 11.16

上的物理惯性的主要原因。由于海洋和冰雪圈的巨大质量、厚度和热容量以及
缓慢的热量输送过程，海洋-气候耦合模式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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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大气CO2的稳定目标越低，降低CO2排放来满足其目标的时间就需要越早。如果

WGI TAR 第 3.2.3.2, 3.7.3,
& 9.3.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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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在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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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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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1000ppm间的任一水平的一般性描述，

WGI TAR 第 3.7, 9.3, &
11.5节, & WGI TAR 图 3.
13, 9.16, 9.19, 11.15, &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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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下，其影响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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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维持在目前水平，碳循环模式表明大气CO2浓度将继续上升（见图5-3）。
•

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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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2浓度稳定在450ppm，650ppm或1000ppm将要求全球人为排放的CO2
分别在几十年、大约一百年或大约二百年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以下，之
后继续稳定地降低（见图6-1）。

这些时间范围限制部分是由于海洋吸收CO2的速率决定的，这是因为表层和深
层海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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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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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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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循环

5.6

WGI TAR 第 3.2.2-3 & 3.7.
1-2节, & WGI TAR 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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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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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增暖减少了海洋对CO2的吸收，但是预计在大气CO2浓度继续升高的情况

5.7

WGI TAR 第 3.2.3 & 3.7.2
节, & WGI TAR 图3.1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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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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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将CO2排放稳定在现有水平时，会引起大气CO2浓度和温度持续升高。大气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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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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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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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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当经受快速的气候变化时，由于其内部响应时间的差异生态群落有可能遭到破

WGII TAR 第 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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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扰动而灭绝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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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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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SPM 2.7, WGII
TAR 第 4.6.4, 18.2-4, & 18.
8节, & WGIII TAR 第10.4.
2节

的挑战。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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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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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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相对1750年平衡水平上继续升高的情况下大气CO2扰动
的不同响应时间范围，并对间歇汇的发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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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陆地净的碳吸收时间的变化

WGI TAR 图 3.10b

图5-5 ：目前陆地净碳吸收部分是

Ｇｔ Ｃ

４
源

２

由于植物生长加剧CO2吸收而形成的，
这些碳返回大气前因植物物质和土壤微
生物的腐烂而存在着一种时间滞后。一

０

些过程对加速植物生长起作用：土地利

－２
汇

－４
Ｈｙｂｒｉｄ
ＬＰＪ
ＩＢＩＳ
ＳＤＧＶＭ
ＶＥＣＯＤＥ
ＴＲＩＦＦＩＤ

－６
－８
－１０

１９００

以及一些气候变化（例如高纬度较长的
生长季）。许多模式（由组中首字母表
示）预计，在几十年内净碳吸收的强度
将继续增加，在21世纪后期的几年内保
持稳定或下降，具体原因如同文字部
分。此处引用的模式结果是基于IS92a

－１２
１８５０

用的变化和管理、CO2和氮的增肥效应

１９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５０

２１００

情景，实际上其他情景的模拟也得到相
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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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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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 1.4.1, 12.8.
4, & 18.3.5节, & WGIII
TAR 第 3.2, 5.3.1, & 10.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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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的压力。对某些技术，如采用新的作物品种，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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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可能采取不良的适应
对策。
5.11 社会结构和个人价值同与之融合在一起的社会的物质基础、机构和技术互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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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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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5.2-3, & 10.3节,
SRTT SPM, & SRTT 第 4
ES章

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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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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WGIII TAR第 2章, WGIII
TAR 第 3.2 & 10.1.4.3节,
& WGII SAR 第 20.1节

下可能变化得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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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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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稳
定在600ppm以下。这就意味着，必须转变到另一条发展道路上，它有强调环境

WGI TAR 第 3.7.3.4章,
WGIII TAR 第2.5 章, &
SRES 第 3.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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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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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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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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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气候、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变化是很多代人不能有效逆转，另

外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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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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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子是格

WGI TAR 第11章, WGII
TAR 第 5章, & WGII TAR 第
16.2.1 & 17.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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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越过了其阈值，这个系统就无法自动再回复到先前的状
态。这种超过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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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阈值的确定以及在此阈值附近变化的阻力，会受到接近阈值的速率的影
响。模式结果表明，对海洋温盐环流（参考问题4）可能存在某一阈值，由此假

WGI TAR 第 2.4.3, 7.3.7,
& 9.3.4.3节, & WGII TAR
第 1.4.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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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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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I TAR 表 3.1 & WGII
SAR 图 20-1

图5-6：能源系统对经济变化的响应，分
别用CO2排放（以碳表示）和GD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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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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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且持续分离。在前苏

⊍ॅᴎ

㢣㘨ৢ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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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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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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盐环流可能会逐渐调整，同时可能不会越过阈值。这表明温
室气体排放轨迹在决定温盐环流演变方面很重要。当一个系统接近阈值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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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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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的可能性。植物物
种的迁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提供了一个生态阈值的个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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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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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经济阈值的例子是，业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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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
5.18 由于气候、生态和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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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惯性的作用影响
着适应与减缓战略的优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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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全球社会-经济结构驱动稳定CO2浓度价格上扬的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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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I TAR 图 2.8 & 2.18

性，该价格是能源和碳强度变化偏离历史上业已观测到速度的函
数。（a），对实现稳定到大约550ppm甚至在450ppm浓度水平以
上情形而言，为了实现给定的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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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ppm水平以下，碳强度（碳排放/单位能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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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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ppm的目标就要求比上述更
高的成本（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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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还是不

WGIII TAR 第 8.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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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由于惯性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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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滞后为排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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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WGII TAR 第1.3.4 &
2.7.1节, WGIII TAR 第 2
章, WGIII TAR 第 10.1 &
10.4.2-3节, & WGIII TAR
表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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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形成一个顺序决策过程。
深谋远虑和早期适应行动对有长寿命的基础设施的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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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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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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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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模式中

WGII TAR 第 2.7.1 & 17.2.
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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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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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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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WGII TAR 第 2章, WGIII
TAR 第 10.3.3节, SRES
第 3.3.4.8节, & SRTT
S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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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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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干扰气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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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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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位置和其临近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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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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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减缓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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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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 TAR 第 2.7.1节 &
WGIII TAR 第 10.1.4.1-3
节

问题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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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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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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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syrQ6fin1-1.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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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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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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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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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减排行动越早，气候变暖和海平面升高的幅度

IPCC T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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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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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这些假设条
件下，全球排放和大气中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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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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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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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的速率为
1%的分析结果表明，减排量越少，大气中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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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些温室气体浓度的气体对稳定辐射强迫是必需

WGI TAR 第 3.7.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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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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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水平才能稳定在450ppm，650ppm或
1000ppm（参见图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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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ppm（参见表6-1）。最终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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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c
表明了将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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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更明确表明最终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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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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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分析中，假设发达国家的CH4，N2O和SO2的排放在1990年的水平上保持不变，并且卤烃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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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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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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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oC4.2oC。这个范围与普遍接受的温度范围1.5oC-4.5oC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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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稳定大气中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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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第3.7.3 & 9.3.3
节, & IPCC TP3

慢增温速率。
a)

CO2排放。利用碳循环预测了WRE情景将大气中CO2浓度稳定在450，550，650，750和1000ppm的CO2排放随时间变化
曲线。稳定的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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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估算的不确定性范围。也与SRES中
三种没有政策干预的情景（A1B，A2 和B1）下的CO2排放进行了比较。

b)

CO2浓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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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B，
A2和B1）下的CO2浓度进行了比较。

c)

全球平均温度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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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增加速度的降低而降低，当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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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温室气体排放在2100年前遵循SRES A1B情景，之后排放水平保持不变。选择SRES A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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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和各种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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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也给
出了所估算的SRES排放情景中A1B、A2和B1三种情景在2100年的升温值比较（以红叉表示）。

99

syrQ6fin1-1.p65

99

2002.8.27, 12:12

气候变化 2001

㸼ǂ

综合报告

65(6ᚙ᱃乘⌟ⱘ&2⌧ᑺᇚ⇨Ё&2ǂ⌧ᑺ〇ᅮϡৠ∈ᑇᯊ:5(ᚙ᱃ⱘޣᥦ䞣ǄD

&2ᥦᬒ䞣
*W&\U


















– 
–
–
–
–

– 
– 
–
–
–

㌃䅵
ǂ&2ᥦᬒ䞣
 *W&

ᥦᬒᑈӑ
ዄؐ

ԢѢᑈ
ⱘ∈ᑇE

⇨Ёⱘ⌧ᑺ
SSP

⌧ᑺ〇ᅮ
ᑈӑ





–
–
–
–
–
–

–
–
–
–
–
–













65(6ᥦᬒᚙ᱃
$%
$7
$),
$
%
%
:5(〇ᅮ∈ᑇ















– 
–
–
–
–

–
–
–
–
–

–
–
–
–
–







D

݄㡆᭛ᄫ ᣛᅮⱘˈ咥㡆᭛ᄫ ൟᢳ㒧ᵰ˗㗗㰥њ࣪➗᭭ഄ߽⫼ব࣪ᥦᬒǄ㣗ೈᰃ⬅ϸϾㅔऩⱘ⺇ᕾ⦃ൟᢳ
ⱘ㒧ᵰѻ⫳ⱘ˖,6$0ൟⱘব࣪㣗ೈձњᴖⱘൟ㒧ᵰˈ㗠%(51&&ൟⱘব࣪㣗ೈձњ㋏㒳ડᑨড作ⱘϡ⹂ᅮǄ
ϔᎹ㒘ǉϝ䆘ԄਞǊⱘ䰘ᔩĊЁ᳝6(56ⱘ㒧ᵰǄ݇Ѣ:5(ᥦᬒⱘ⹂ޚᯊ䯈߭পއѢ〇ᅮⱘ䗨ᕘǄ

E

ᑈⱘᥦᬒ䞣Ў*W &ˈ䖭᭄ؐⱘϡ⹂ᅮᗻЏ㽕ᰃ⬅Ѣഄ߽⫼ব࣪ᥦᬒ䞣ⱘϡ⹂ᅮ㗠㟈ˈ؛䆒ܿकᑈҷⱘᑈᑇഛؐ
Ў*W&Ǆ

化，假设在2100年之前非CO2温室气体排放是遵循SRES中的A1B情景，并在
2100年之后保持不变。对每一CO2浓度稳定水平，不同的非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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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2温室气体排放按SRES A1B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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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ppm之
下的减排措施将使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增幅限制在3.5oC之内。大气中CO2的浓
度最终稳定在450-1000ppm的情景，预计2100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增加1.2-3.
5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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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oC-5.8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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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洋巨大的惯性（见问题5），甚至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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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oC，若稳定在1000ppm，温度将比1990年高3.5-8.7o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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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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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综合气候模式分析稳定C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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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增加1%的基线情景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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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oC和1.4oC。辐射强迫增加等同于CO2浓度额外增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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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 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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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气
候敏感性分别为1.7oC和4.2oC。中间的线为高值
和低值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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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WGI TAR 第 9.3.3.1 节

也不相同。为了将大气中CO2浓度水平稳定在450、550、65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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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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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这两种时间曲线所预测的温度差异为0.2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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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c比较了WRE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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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在WGI SAR对S和W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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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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浓度稳定之后，海平面和冰盖对气候变暖的响应将持续数百年（参见

WGI TAR SPM & WGI TAR
第 11.5.4 节

问题5）。当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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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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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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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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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后

WGII TAR 第1.4.3, 18.8,
& 19.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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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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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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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第 9.3.3 节 &
WGII TAR 第1.4.3.5, 5.2,
5.4, & 19.3-6 节

阈值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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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ppm条件下低0.75-1.25oC（见图6-2），在平衡状况
下，两种温室气体稳定情景的增温幅度差异为2-5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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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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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并将这些风险与不同情景下预测的2 1 0 0 年全球平均温度变化范围对应
起来。1 1
WGII TAR 第 19.4-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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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货币和其他

11

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和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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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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稳定CO2浓度可以减轻气候变化危害的风险。图6-3描述了各种全球平均变化强度的不

WGI TAR 第 9.3.3 节 &
WGII TAR 第 19.8.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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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稳定水平
和所有的SRES情景预测的全球平均温度变化。如果将大气中CO2浓度稳定在1000ppm或1000ppm以下，可以避免与2100年温
度变化在3.5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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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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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GII TAR 第 1.4.4.2, 18.
3.5, & 18.4.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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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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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c），许多适应措施
对各种稳定的浓度水平都适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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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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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 18.2.2, 18.3,
& 18.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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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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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 18.6.1 节, &
WGIII TAR 第 2.2.3 & 10.
3.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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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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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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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 18.5.3 & 19.
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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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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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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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气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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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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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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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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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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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syrtable7 1.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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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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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2001

7.1

综合报告

本问题关注短期和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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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论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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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估计和自上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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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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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自第二次评估报告以来，在温室气体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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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ñó 例如风力发

WGIII TAR 第 3.3-8节, &
WGIII TAR 第 3 章附录

电机的市场引入，生产己二酸排放的N2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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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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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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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WGIII TAR 第 3.6.4 & 4.24节, & SRLULU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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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使用可持续的生物产品，即用木材替代高耗能建材、用生物质替代化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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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和/或机构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阻止减排选择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机会得
到充分发掘（见图7-1）。减排的潜在机会及障碍依地区、部门和时间而不同。

13

改变土地利用将影响大气中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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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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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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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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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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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克服任何一组障碍中找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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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碳/能

WGIII TAR 第 1.5.3, 5.3-4,
& 6.2节

源税，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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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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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贸易制度的潜在冲突和碳泄漏，国家间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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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工作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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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清
洁发展机制（CD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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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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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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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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I TAR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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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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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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

WGIII TAR 第 2.4.5 & 10.
3.3节, & SRTT S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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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跟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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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层次上应考虑的行动包括立法系统改

WGIII TAR 第10.3.3节 &
SRTT S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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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体制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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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I）

WGIII TAR第10.3.3节 &
SRTT S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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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和技术转让等国际合作将降低减排成本。
7.14 大量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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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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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各种研究
都有不同的范围和假设。不存在对每个部门和地区的研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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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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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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WGIII TAR 第 4.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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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生物减
排选择可能减少或增加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
7.17 若干全球经济模型（自上而下）1 5报告：为满足给定的近期CO2排放目标而实施

WGIII TAR 第 8.2-3节

的国内短期政策选择的减排成本在地区内和地区间变化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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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固碳、非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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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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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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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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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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不良国际影响的风险降到最低。例如，图7-2b中的棕色

WGIII TAR第 TS 8.3, 7.3,
8.3, 9.2, & 1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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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内和国家间充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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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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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设一些国家大幅度能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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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显示，GDP将因出售所分配的排放
额度的收入而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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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溢出效应”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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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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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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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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I TAR 第 8.3.1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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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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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排放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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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性见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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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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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窍的转让中获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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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税收减免（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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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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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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

综合报告

7.20 一些温室气体排放源能够以无成本或消极性社会净成本而得到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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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I TAR 第 5.3-5, 7.3.3,
8.2.2, 8.2.4, 9.2.1-2, 9.2.
4, 9.2.8, & 10.4节

附带效益（见问题8）、收入再分配以减少不合理税收（双重获利）来达到。
•

市场不健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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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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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双重获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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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成本取决于目标值和排放途径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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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
数模型结果指出已知的技术选择 可以使大气中的CO2在很宽的范围内达到稳定
20

WGIII TAR 第 2.3.2, 2.4.5,
2.5.1-2, 3.5, & 8.4节, &
WGIII TAR 第 3章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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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水平上大大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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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温室气体的减排选择也能提供大量的减排潜力。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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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从能源生产者到能源服务的提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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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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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技术选择” 指当今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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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syrtable7 1.p65

117

2002.8.27, 12:16

气候变化 2001

综合报告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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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I TAR 第 10.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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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决定减排成本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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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I TAR 第 2.3.2, 5.3.1,
8.4, & 10.4.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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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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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 百年尺度的经济有效性研究所估计的稳定大气CO2浓度的成本随稳定浓度水平

WGIII TAR 第 2.5.2, 8.4.1,
8.4.3, & 10.4.6章

降低而增加。不同的基准线对绝对成本有很强的影响。当浓度稳定水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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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是21世纪大气
中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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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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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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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决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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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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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I TAR 第 2.5.1-2, 3.8.
4, & 8.4.5章

问题 7

综合报告

能否和以什么样的水平和成本来稳定温室气体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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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石油涨价后激增，

WGIII TAR 第 10.3.3章 &
SRTT 第 2.3章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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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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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作用和个人行

WGIII TAR 第 1.4.3, 5.3.7,
10.3.2, & 10.3.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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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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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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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根据不同模型的特
定的基准线，用三个全球模型对
CO2浓度稳定在450~750ppmv时
的成本（按1990年美元价，1990
到2 1 0 0 年贴现率为5 % 的贴现
值）进行了计算。不包括可以避
免气候变化的影响。每个情况的
成本计算都基于两种达到给定目
标的排放路径：S（指第三工作
组《第三次评估报告》的WGI排
放路径）和在回应问题6时描述
的WRE。柱图说明1990～2100
年的累积排放。未来累计排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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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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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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I TAR 图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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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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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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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I TAR 第 10.4.3章

对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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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将取决于超出《京都议定书》同意的减排量。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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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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II TAR 第 2.5.2 & 8.4
章

问题 7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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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和区域间及国家和区域内，代际间的技术、自然和财政资源分布的差异，

WGIII TAR 第 1.3, 2.5.2,
8.2.2, 10.2, & 10.4.5章

以及减排成本的差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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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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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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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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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WGIII TAR 第 3.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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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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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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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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报告

国家和区域间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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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国家间和区域间公平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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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通过任何一代的减缓气候变化来减少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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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所有区域的排放都从基准线的某些点分离。在某种程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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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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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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知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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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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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综合报告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公认以下两点：第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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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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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途径。然而，如果对环境给予适当的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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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WGI TAR 第 3.4, 4.1 节,
& 5.2, WGII TAR 第 4.1 &
5.1-2 节, & WGIII TAR 第
3.6 & 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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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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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过程与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8.6

图8-1表明气候变化与其他环境问题之间是怎样联系的。

地面臭氧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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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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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地面臭氧空气污染及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起着重要作用。产生地面臭氧污染的

WGI TAR 第 4.2.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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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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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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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层臭氧浓度

WGI TAR 第 4.4.4 &
4.5-6节, & WGII TAR 第 7.
2.2.3 & 9.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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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较高的温度将会产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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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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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

WGI TAR 第 5.2.2.6, 5.5.
3, 6.7, & 6.15 节, WGII TAR
第 5.6, 5.7.3, & 15.2.4.2
节, & SRES 第 3.6.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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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

WGI TAR 第 4.2.2 & 6.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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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光化学破坏，减少它的辐射
强迫。这些作用也导致气候系统的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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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进入工业时
代，氯氟烃(CFCS)的增温作用是总的辐射强迫的重要一部分。由于平流层臭氧

WGI TAR 第 4.2.2 & 6.3.
3节

损耗(上面提到的)引起的变冷使氯氟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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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氟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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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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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氟烃对平流层臭氧的损耗。温室气体的增加一般会导致平流层更冷，这改变

WGI TAR 第 4.5, 6.4, & 7.
2.4.2 节

了平流层的化学过程。一些研究预测，未来十年内，在氯氟烃浓度大量减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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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与气候的变化紧密相关，反之亦然。气候的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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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CH4、N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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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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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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WGII TAR 第 5 &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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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增加及风暴频率和强度的变
化影响沿海生态系统，如珊瑚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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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 5 & 6 章, &
WGIII TAR 第 4.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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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可能影响未管理状态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分布和迁移。许多物种的数量

WGII TAR 第 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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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和湿度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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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响和反馈。比如，森林、农业用地及其他陆地生态系统孕含着巨大的碳减

WGIII TAR 第 4.3节 &
SRLULUCF S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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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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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 TAR 第 2.7.3.3, 9.3, &
10.3节, WGII TAR 第 5.5节,
& WGII TAR 表 SP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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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评估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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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热带夏季干旱更加频繁。可
能受到影响的系统包括与水资源匮乏、牧场和土地下沉有关的系统(见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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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该图显示出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因子在粮食

Ⲥ࣪։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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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㙹䰡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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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G ഄ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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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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所有三种类型的淡水问题──过少、太多和太脏──都可能会由于气候变化而加
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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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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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700M3，水的短缺将会成为问题。在1990年，大约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用水超
过水资源的20%，而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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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应用SRES未来气候情景，《第三次评估报告》预测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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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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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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WGII TAR 第 4.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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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取的方法也已逐渐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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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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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I TAR 第 3.6.4, 4.4,
8.2.4, & 9.2.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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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潮汐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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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GIII TAR 第 2.4, 9.2.8, &
10.3.2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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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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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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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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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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II TAR 第 7.5.4节 &
WGIII TAR 第 10.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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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小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通常能减小对其他环境胁迫的脆弱性，反之亦然。
例如：
•

WGII TAR 第 4.1-2 & 7.5.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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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需求与发展计划能使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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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这样
的附加效益一样，非气候的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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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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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三角形的顶点表示三个主要的方面或可持续发展的
领域：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经济领域重点适用于增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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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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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的边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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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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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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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

WGII TAR 第 18章 &
WGIII TAR 第 1.5.1, 2.4.4,
5.3, 10.3.2, & 10.3.4节

弱，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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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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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中也可利

WGIII TAR 第 10.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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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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I TAR 第 4.2, 5.5, 6.
13, & 7.2.4章, WGIII TAR
第 3 章附录, & SRAGA 第
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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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syrQ9fin 1.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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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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9.1

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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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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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评估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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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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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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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全综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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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评价气候变化将考虑包括图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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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迹象有关。许多重要的不确定性与反应的程度和/或时间的定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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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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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问题2.7 & 问题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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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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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辐射强迫的最大贡献

问题2.4, 3.3, 3.5,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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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a）。其他温室气体的浓度在1975年以来也上升了（如CH4增加
了150％，N2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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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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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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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2（硫基气溶胶的前体）的排
放下降。一些温室气体（如CO2、N2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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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
性决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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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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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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a：根据冰核和积雪数据,并辅以过去几十年中从大气直接采样的数据而得到的1000年到

WGI TAR SPM 图 2a & 5b

2000年的大气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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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预测浓度。

9.11 化石燃料CO2排放在21世纪CO2浓度趋势中基本确定占据主导地位。这已经在

问题4.11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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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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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这些进而影响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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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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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速度非常可能在过去的1万年中是没有先例的（见图9-1b）。几乎所有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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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2.24, 3.8, 3.12, 4.2,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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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问题3.9, 3.14, 4.15,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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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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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为与SRES情景相关的不确定

问题3.6, 3.9, & 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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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C（见图9－
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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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确定性同样也影响区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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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统带来有益和有害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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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继续

问题3.14 & 3.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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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暗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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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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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b：地球表面温度的变化：1000年到2100年。从代表数据（如树木年轮、珊瑚、冰核以

WGI TAR SPM 图 1b &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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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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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的全部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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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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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系统包括珊瑚礁和珊瑚环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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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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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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2, &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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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和死亡已经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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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引起

问题3.23-24

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风险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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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和定量这种影响的主要不确定性来自于缺乏局部和区域气候预测的详细信

问题3.13, 4.10, & 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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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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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必

问题3.26-28 &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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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增加有利影响的潜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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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适应

问题3.31 & 3.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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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本和

问题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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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

问题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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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气温上升高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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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重

问题6.4

要的人为温室气体CO2来讲，碳循环模型的结果说明，要将大气中CO2的浓度稳
定在450，650和1000ppm，将需要全球人为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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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ppm）达到峰值。最终稳定需要CO2
排放减少到比目前排放低一点的水平。主要的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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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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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问题7.14, 7.17, & 7.34

容易确认一些部门如煤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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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当然这种

Q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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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无
疑将给21世纪大气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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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稳定在450ppm或更
高水平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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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syrQ9fin 1.p65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

142

2002.8.27, 13:44

Q7.27

问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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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和投资的选择ñññ不论是更多地开发非传统油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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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不确定性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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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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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低碳或无碳
技术、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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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存储等方面正在取得重
要进步。主要的不确定性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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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评估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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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排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国家

问题7.6-7, 7.14-15, 7.20,
& 7.23, & 7 框 7-1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将更为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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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对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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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碳当量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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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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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加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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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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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双重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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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收入将
减少实现温室气体减少的经济成本。这种抵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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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这里引用的特定浓度水平并不意指一致同意的稳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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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 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排放贸易将减小参加贸易国的减排成本。全球模型研究(其

问题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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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充分实行碳许可贸易得到降低。附件一 OECD2 8国家的总体成本有可能
通过碳许可贸易降低一半。附件一经济转型国家不会受到影响，或者GDP会上
升几个百分点。对于非附件一石油输出国，在这种贸易下减排成本也有类似的
减少。其他非附件一国家这种贸易总体效果有可能是正的。这些国家在没有附
件一国家贸易时有可能受损或受益，而在附件一国家贸易时所受影响比较小。
主要不确定性是基本成本的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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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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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温室气体和所有温室气体非能源排放源的政策
汇的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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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

问题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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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要比预期具有逐渐

问题7.24 &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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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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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寿命为100

问题5.19 &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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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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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外所有的附件1国家（1998年修正）。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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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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要的不确定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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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未来发展途径和未

问题5.22, 7.25, &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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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 在《第三次评估报告》（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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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

WGI TAR SPM, WGII TAR
SPM, & WGIII TAR S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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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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1 ǅ࿒܈၎ܔডߛࢅ߀ڦጨଙت݆ݛ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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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ࢡીڦඇ൰ں௬ओྲሺܠăሞႹںܠ൶ǈኄၵ

雪盖和结冰范围已经减少

!!!!Վ ࣅ  ᆯ   پा ࢅ  پ  ܠഘ ࢪ Վ ୲ ᆅ ഐ  ڦǈස

!Ą!࿐႓ጨଙǈጲ71پᅜઠǈდ߃௬ओీ

8

!!!!३ณକሀ 21&ăں௬࠵֪ǈሞ 31 ๘ुԛӷ൰ዐ
8

!!!!ߛ࿃ں൶ࢋࢶڦգీ ३ณକሀ 3 ߲

!!!!FOTP ၠ߸๚ॲڦገࣅă

!Ą!ሞᅃၵں൶ǈසჱዞࢅݥዞڦևںݴ൶ǈৎबๆ
!!!!߅ڦೕ୲ࢅഽ܈ᅙঢ়ሺेă

!!!!႓ă

!Ą!ሞ 31 ๘ुǈݥटں൶ڦںգݘ࠽جၩཽă
!Ą!ጲ 61 پᅜઠǈԛӷ൰࡛ဲؾգ௬ओ३ณሀ 21.

气候的一些重要方面似乎未变

!!!!26&ăሞፌৎबๆǈԛटဲ൭࡛ڦ؛գࢩ܈

!Ą!ৎबๆඇ൰ᆶब߲൶ᇘுᆶՎǈኄዷᄲሞ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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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ӷ൰࡛ᄝฉڦևݴ൶ᇘࢅళटٷևںݴ൶ă

!Ą!2:89 ᅜઠǈनᆶ੍ڦ࿐႓࠵֪ᅜઠǈ࿄९၂
!!!!ڦళट࡛գྷݔՎࣅ൵ă

全球平均海平面升高，海洋热容量增加

!Ą!ٗඇ൰ઠੂǈඤࢅټ࿒ޅټԓഽࢅ܈ೕ୲ڦՎࣅᆯ
!Ą!ߵחမበጨଙǈ31 ๘ुඇ൰ೝ࡛ೝ௬ืߛ 1/2

!!!!پाࢅپܠाՎ୲੦ǈ31๘ुా࿄९၂

!!!! 1/3 ă

!!!!ڦ൵ăኄݛ௬ݴڦဆஃ၎ࢻலܜǈ݆ڥ

!Ą!ጲ61 پᅜઠǈඇ൰࡛ᄝඤඹଉሺेăሞኄक़ܔ

!!!!ޅԓऄۯՎࣅڦඓஃǈ༬՚ሞ࿒ںټ൶ă

!!!!࡛ᄝْ֫࿒܈ᆶড؊֪࠵ڦݴă

!Ą!ሞݴဆڦᆶ၌൶ᇘǈுᆶ݀၄ୄਝޅ၄ೕ୲Ăૃ
!!!!ԓනຕईգԌ๚ॲᆶඪࢆ၂ዸڦဣཥՎࣅă

气候的其他重要方面也发生了变化

!Ą!31๘ुԛӷ൰ٷٷևݴዐߛ࿃ں൶ই21
8

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放继续
以预期影响气候的方式改变着大气

!!!!ీ ሺेକ 1/6.2/1&ăඤټںں൶Ǆ21 ¡O ڟ
8

!!!!21¡Tǅই 21 ీ ሺेକ 1/3.1/4&ǈࡗඁब

!!!!ഘࢪဣཥాևՎ୲ࢅྔևᅺጱǄጲࢅڦටྺڦǅ

!!!!ๆඤڦټሺेփ၂ዸă31๘ुԛӷ൰ٷևݴჱ

ࣷۼᆅ݀ഘࢪՎࣅă֑ᆩޖพഽ೨߁ ᅜܔᆖၚഘ

8

9

!!!!ඤټںں൶Ǆ21 ¡ O  ڟ41 ¡ Oǅڦইీ ᅙ३

ࢪྔڦևᅺጱႜ࠽ڦݘԲডăኟޖพഽ೨Ǆසᆯփ

!!!!ณǈຕኵሞ21ሀ1/4&ăܔԲኮူǈ࿄݀၄ళӷ

ሺेڦ࿒ഘ༹౪܈ሰڦׯǅࣷ๑ںՎăᆯగၵഘ

!!!!൰߳࿃ټ܈၄ԲডڦইဣཥႠՎࣅăᆯᇀඍ

මঌǄྲၭٷڦഘ૭ጱǅሺेᆅഐޖڦพഽ೨ࣷ๑ں

!!!!݄ጨଙǈ݆ॺ૬࡛ᄝں൶ڦই൵ă

ՎૐăዮසᄞईआԖ݀ऄڦۯՎࣅڪጲ

!Ą!31๘ुࢫǈԛӷ൰ዐߛ࿃ں൶ഽই๚ॲೕ୲
8

ᅺጱᄺׂࣷิޖพഽ೨ăᄲକᅜྫጲՎ୲ᅪᅭฉ

!!!!ీ ᅙሺे3.5&ăഽই๚ॲೕ୲ڦሺेᅜഐᇸ

ڦഘࢪՎࣅतᇨ֪࿄ઠڦഘࢪՎࣅǈႴᄲ௮ຎᅜฉഘ

!!!!ᇀැ߅ᇱᅺǈ૩සٷഘዐഛĂૃԓࢅࡀٷఇޅԓ

ࢪഽ೨ᅺጱڦ༬ኙࢅ்ໜ้क़ڦՎࣅǄ3ǅă4ྺ

!!!!ऄڦۯՎࣅă

ణമٷܔഘݴׯ౪ڦ܈ሺेतഄऐሰޖׯพഽ೨

!Ą!31๘ुक़ዐߛ࿃܈ںں൶ሊଉీ8 ᅙሺे3&ă ऺڦ໙ă
!!!!ሞٷևںݴ൶ǈኄ߲൵ཞ࠵֪ڦڟ࿒܈නডֶ३
!!!!ၭൎ၎࠲ă

!Ą!ጲ 2:61 ᅜઠǈट܋ፌگഘ࿒၄ڦೕ୲ీ 8

由于人类活动，
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及其辐射强迫继续增加

!!!!!!

ᅙ३ၭǈܸट܋ፌߛഘ࿒၄ڦೕ୲ᆶሺेă

!Ą!ࢅമ 211 ၎Բǈ81 پዐᅜઠܻܲ౷ 0 ళݛ
!!!!༢ۯǄFOTPǅ๚ॲǄْࣷۼᆖၚٷևݴඤټ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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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ሞ 31 ๘ुǄ2:11.2::6 ǅǈঢ়૦ჹዘ߅ईჹዘ

ᆩೝݛܠณྑ๖ǄXn ǅă

IPCC ڼෙْೠࠚԒߢ

ޖพഽ೨߀ܔՎں൰ٷഘဣཥพࢅพీଉೝ࢚ڦᅺጱ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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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මঌᄺᅺں൶փཞܸװ၄ডֶٷᅴǈժܔಇݣՎࣅ

!!!!ටྺڦǄ૩සࣅ็ଙ๑ᆩĂĂڠዖኲࢅݭ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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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౪܈ሺेڦᅃ߲ᇱᅺă

!!!!क़থޖพഽ೨ă࠶ᆶڦٷփඓۨႠǈణമܔኄ߲

!Ą!ጲ 2861 ᅜઠǈٷഘዐᅃᄟࣅܾڌǄO3Pǅڦ౪܈

!!!!क़থᆖၚǈनޖพഽ೨ǈᅙᆶ߸ڦܠኤă

!!!!ሺेକ 57!qqcǄ28&ǅ
ǈժीჄሺेă၄ሞڦ౪܈
!!!!ณሞࡗඁ2111ுᆶڦăణമಇٷݣሀෙݴኮ

在过去的世纪中自然因子对辐射强迫起了少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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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ޖพഽ೨ڦ৫ၳᆌࠚऺྺኵ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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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ޖพഽ೨Ǆ.1/26Xn ǅ
ă्ย၄ᆶڟڥీۨࡀڦ

模式预测未来气候能力方面的信度已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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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೨ᅈں൶փཞܸװ၄ডֶٷ՚ăᇑంڦ࿒

ᆯᇀሞᅃဣଚ้܈ฉᅙኤํڦଆࡻ၄ǈኄၵఇ๕

!!!!ഘ༹ස DP3 ၎Բǈؚᄟഽ೨ీ߸ܔںಇݣՎࣅፔ

༵ࠃ࿄ઠᆶᆩᇨ֪႑တీ૰ݛ௬ڦ႑܈ᅙঢ়߀ڟڥă

!!!!ݒᆌă

!Ą!ܔᇀഘࢪࡗڦײतഄሞഘࢪఇ๕ዐڦڟڥٳ
人为产生的气溶胶寿命很短并且大部分产生负辐射强迫

!!!!କ߀ǈኄԈઔഛĂ࡛գۯ૰ბࢅ࡛ᄝඤଉدă

!Ą!ᅃၵፌৎॺ૬ڦఇ๕ǈփႴᄲසራఇ๕ఫᄣ࡛ܔ
!Ą!ටྺഘමঌڦዷᄲઠᇸࣅ็ଙࢅิዊฏă

!!!!ǉഘহ௬ڦඤཚଉࢅഛཚଉႜݥۙኝǈ৽

!!!!ኄၵಇݣᇸᄺࢅഘዊଉཽࣅत໗קইᆶ࠲ă

!!!!ీړܔമഘࢪׂิᅪڦఇెࡕă

!Ą!ጲٗTBS݀ᅜઠǈሞ߸ࡻںඓۨփཞૌ႙ഘමঌ

!Ą!Ԉઔጲࢅටྺഽ೨ࠚऺڦఇెም၄࠵֪ڟ31

!!!!ڦথޖพፕᆩݛ௬ൽڥକ၂ዸቛăࠚऺǈ଼

!!!!๘ुںྷݔٷ࿒܈ՎࣅǄ 5ǅ
ăܸǈኄၵఇ๕

.3

!!!!ࣅഘමঌڦথޖพഽ೨ .1/5Xn ǈิ
.3

!!!!ฏഘමঌڦ .1/3Xn ǈࣅ็ଙᆶऐ༐ڦ .
.3

.3

!!!!ీ࣏ுᆶԈઔᅃၵഄࡗࢅײഽ೨ڦፕᆩăڍǈ
!!!!ఇ๕ࢅ࠵֪ኮक़࠽ڦݘᅃዂႠᅜᆩઠܔగᅃ्ۨ

!!!!1/2Xn ǈ
ࣅ็ଙ༐ഘමঌڦ,1/3Xn ăܔ

!!!!ಇݣ൧ৠူৃࢫबๆᇨ֪ڦሺ୲ႜ܀૬ॠᄓă

!!!!ᇀጺ༹ഘමঌၳᆌतഄໜ้क़Վࣅ൧ႜଉࣅڦ

!Ą!ఇ๕ܔᇀ FOTPĂलࢅޅԛٷဇᄝ༢ۯᅜतࡗඁഘ

!!!!ీ૰ᇑܔฉຎഘ༹ڦଉࣅ၎Բǈ႑܈ᄲܠڥگă
ഘ

!!!!ࢪስ้ڦڦఇెሞగၵݛ௬ڟڥକ߀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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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的和更强的证据表明，过去 ５０ 年观测到
的增暖的大部分可归结于人类活动

ස 5d ๖ăኄၵࡕǈԥ୯ڦഽ೨ܔᇀ
࠵֪ڦڟՎࣅ؊ڦݴǈڍփಇأഄഽ೨ᄺ݀ิፕᆩ
ڦీႠă

!!!!TBS ڥஃǖ
Đᆶኤටૌܔඇ൰ഘࢪׂิ
କᅜݴՐڦڥᆖၚđ
ăఫْԒߢᄺጀᅪڟǈටྺ႑ࡽ

!!!!ߵႎڦኤǈ୯ڟชԍାڦփඓۨႠǈৎ 61 

࣏ኟتᇀٗጲഘࢪՎ୲ڦԝৠዐޝ၄ײࡗڦዐăጲٗ

࠵֪ڦڟሺٷڦևݴీ ᆯᇀටྺ࿒ഘ༹౪܈

TBS ᅜઠǈሞ३ณփඓۨႠǈ༬՚ሞՐ՚ࢅଉࣅܔփ

ሺेᆅഐڦă

8

ཞྔևഽ೨ၚᆌݛ܈ײ௬ǈᅙঢ়ൽڥକօă࠶TBS

8

ඓණڦႹܠփඓۨႠઠᇸሞగዖ܈ײฉᅈ৹٪ሞǈႎ

!!!!ُྔǈ31๘ुڦሺీ ᅙঢ়ܔ࠵֪࡛ڦڟೝ

ڦኤࢅ߀ڦኧᅃ߲߸ႎڦஃă

௬ฉืഐڟକ၂ዸᆖၚǈኄཚࡗ࡛ඤቯࢅںգ
ྷݔٷڦၩཽํ၄ڦăሞణമڦփඓۨႠాྷݔǈ࠵֪

!Ą!၄ሞᆶକ߸้क़Ăঢ়ࡗጮဦॠᄓڦ࿒ऻ܈ᅜत

ࢅఇ๕ۼுᆶ၂๖ 31 ๘ु࡛ೝ௬ฉืڦ၂ዸेă

!!!!ႎڦᆶ࠲ഘࢪՎ୲ڦఇ๕ࠚ໙ăኟස၄ሞఇ๕ࠚ
!!!!ऺڦఫᄣǈࡗඁ 211 ڦሺৈᆯాևՎ୲ᆅഐ

在整个 ２１ 世纪人类影响将继续改变大气组成

8

!!!!փీ ڦăࡗඁ2111ڦഘࢪጨଙዘॺǄ2cǅ
!!!!ᄺǈኄ߲ሺڦݒǈփీྜඇഐᇸᇀጲ

!!!!ߵᆯ JQDD ಇݣ൧ৠ༬՚ԒߢǄTSFTǅڦڟڥಇ

!!!!Վࣅă

ݣ൧ৠǄ 6ǅ
ǈ૧ᆩഘࢪఇ๕ٷܔഘ࿒ഘ༹ࢅഘමঌ

!Ą!࠲ᇀഘࢪܔጲࢅටྺഽ೨ڦၚᆌǈ၄ሞᆶକႎڦ

౪܈ᅜत࿄ઠഘࢪႜକᇨ֪ăྺ߸ႎ JT:3൧ৠ֍ࠓၙ

!!!!ࠚ໙ǈཞ้ႎڦॠ֪रຍᄺڟڥକᆌᆩăॠ֪ࢅᇱ

ኄၵ൧ৠăJT:3 ൧ৠᆩᇀ TBSǈኄྺକԲডᆶ้ᄺ

!!!!ᅺಒ՚ჺ৯݀၄କৎ46.61ഘࢪऻዐڦටྺ

ߴ JT:3 ൧ৠă

!!!!ᆖၚ႑ࡽă

!Ą!ఇెഘࢪኻܔጲഽ೨ڦၚᆌǄසܔᄞޖพՎ୲

温室气体

!!!!ࢅआ݀ڦၚᆌǅ݆31๘ुࢫӷᄾืڦ࿒
!!!Ǆ९ 5bǅăڍǈ்ǈጲഽ೨ᅺጱሞ࠵

!Ą!ሞ 32 ๘ुǈܔᇀٷഘ DP3 ౪܈൵ઠຫǈᅜएԨ

!!!!֪ ڦ31 ๘ुമӷᄾሺዐഐڟፕᆩă

!!!!ۨ ǈࣅ็ଙฏᆅഐڦDP3 ಇॽ࣏ݣഐዷᄲፕ

!Ą!࠶ሞටྺ଼໗ჸഘමঌࢅጲഽ೨ᅺጱǄआࢅ

!!!!ᆩă

!!!!ᄞޖพǅݛ௬࣏٪ሞփඓۨႠǈৎ 61ઠᅺටྺ

!Ą!ໜጣٷഘ DP3 ౪܈ሺेǈ࡛ᄝࢅںဌටྺ DP3

!!!!࿒ഘ༹ᆖၚڦሺᅜڟڥՐණăሞኄ้क़ǈ

!!!!!!

8

ಇڦݣԲ૩ॽփူইăසఇ๕๖ǈᅺ࡛ᄝࢅں

!!!!ᆶփඓۨႠǈ଼໗ჸഘමঌഽ೨ፕᆩڦǈ !!!!ဌ DP3 ڦ३ณǈ࡛ࢅںᄝഘࢪݒઍڦ৫ၳᆌॽ
!!!!ᅺܸփీሺăሞኄ้߲ٷڦև้ݴक़ǈ !!!!ᅃօሺेᇨ֪ٷڦഘ DP3 ౪܈ă
!!!!ጲഽ೨ՎࣅएԨฉᄺࠚऺڦǈཞᄣփీ 

!Ą!ܔᇀຫႠ ڦTSFT ൧ৠǈ༐თ࣍ఇ๕ᇨ֪ ڟ3211

!!!!ሺ࿒ă

!!!!ٷഘ DP3 ౪܈হᇀ 651 ࢅ :81!qqn ኮक़ǄԲ 2861

!Ą!ᆩ࠵֪ऻԲডఇ๕ఇెՎࣅڦॠ֪ࢅᇱᅺಒ՚ჺ

!!!! 391!qqn ౪ ߛ܈:1  ڟ361&ǅ
ǈ९ 6căኄၵ

!!!!৯ǈ၄ሞᅜ୯ྔܔևഽ೨ڦఇెၚᆌݛ܈ײ௬

!!!!ᇨ֪୯କ࡛ࢅںᄝഘࢪݒઍăփඓۨႠǈ༬՚

!!!!ڦփඓۨႠǈ༬՚ᆯᇀഘࢪ௺ߌႠݛ௬ڦփඓۨ

!!!!ᆶ࠲ิںංഘࢪݒઍ܈ޗڦǈሰׯᅃ൧

!!!!Ⴀă

!!!!ৠူሀ.21&ڟ,41&ڦՎࣅăᅺܸඇևᇨ֪ڦ౪܈

!Ą!ኄၵჺ৯ܠຕ݀၄ǈࡗඁ61ৈৈᆯᇀ࿒ഘ༹౪

!!!!ྷݔ 5:1.2371!qqnǄߛᇀ 2861 ౪܈ೝ 86.

!!!!܈ሺेሰڦׯሺ୲ࢅ܈ޗཞ࠵֪ڦڟሺ၎

!!!!461&ǅ
ă

!!!!ړǈईኁ߸ٷăܸǈܠຕ୯କ࿒ഘ༹ࢅ଼໗

!Ą!߀Վཱིں૧ᆩࣷᆖၚٷഘ DP3 ౪܈ăᅜ्ยǈन

!!!!ჸഘමঌڦఇ๕ऺ໙ࡕᇑཞ࠵֪ᅃዂă

!!!!Սങৃᆶᅺཱིں૧ᆩՎࣅܸڦݣ༐ሞԨ๘ुా

!Ą!ړᆶฉຎටྺࢅጲഽ೨ᅺጱࢇഐઠ้ǈᅜ

!!!!ྺิںංဌǄ૩සཚࡗምሰଠǅ
ǈٷഘ

8

!!!!݀၄ǈࡗඁ251ఇ๕ఇెᇑ࠵֪ኮक़ڦፌॅ࿗ࢇǈ !!!!DP3 ౪܈ᄺኻీ३ณ 51  ڟ81!qqn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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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ᅃ߾ፕፇਦ֧ኁቌᄲ

!!!!ෙă৽ܸ܈ޗჾǈഘමঌڦথेक़থޖพഽ೨ڦ

!!!!࿃ں܈൶ࡦڦૐलবăፌྺ၂ዸڦԛெԛևǈᅜत

!!!!ՎࣅᇨऺԲ DP3 ڦᄲၭܠڥă

!!!!ჱዞڦԛևࢅዐևڦሺăሞ߲ఇ๕ǈኄၵں൶
!!!!ڦሺࡗגۼ܈ޗඇ൰ೝڦ51&ă၎ںݒǈళჱࢅ

在所有的ＩＰＣ Ｃ ＳＲＥＳ 情景下，全球平均气温和
海平面预计都将升高

!!!!۫ళჱဲڦलᅜतళெళև۬ڦलڦሺඐၭᇀඇ

!!!!ྺକܔ࿄ઠڦഘࢪႜᇨ֪ǈఇ๕୯କࡗඁᅜत

!!!!౷ጒༀǈ
۫ևඤټೝᄝሺԲဇև၂ǈইټ၎

࿄ઠ࿒ഘ༹ࢅഘමঌಇݣǈᅺܸఇ๕Ԉઔࡗඁڦಇݣ

!!!!ᆌںၠဇᅎۯă
ኄዖጒༀሞփณఇ๕ᇨ֪ॽۼीჄă

!!!!൰ೝă

!Ą!ፌৎڦඤټೝᄝ֫࿒܈൵Վ߸ڥৎຼܻܲ

ܔణമՎऺࠚڦǈᅜतܔ࿄ઠՎࠋڦ၅ă
降水
气温

!Ą!ߵඇ൰ఇ๕ఇెǈܔᇀܠዖ൧ৠǈ32 ๘ुඇ൰ೝ

!Ą!ᇨऺඇ൰ೝںഘ࿒ሞ2::1.3211क़ሺे2/5.

!!!!ഛ౪ࢅ܈ইᇨऺॽሺेă ڟ32 ๘ुࢫǈԛ

!!!!6/9ņǄ 6eǅ
ăኄၵࡕኍܔᆶ 46 ߲ ڦTSFT

!!!!ӷ൰ዐߛ࿃ࢅ܈ళट۬ڦलইీ ॽሺेăܸሞ

!!!!൧ৠǈժ૧ᆩැ߅߲ഘࢪఇ๕ऺ໙ڦڟڥ

21-22

ă

8

!!!!گ࿃܈ںں൶ሶ൶ᇘইሺेࢅইگժ٪ăሞ

!Ą!࿒܈ሺेڦᇨ֪Բሞ TBS ዐڦࡕᄲٷǈߵ 7߲

!!!!ᇨ֪ೝইሺेݛںڦǈইڦाՎ୲ీ

!!!!JT:3 ൧ৠ TBSߴڦሺ࿒ ྺ܈ޗ2/1.4/6ņăኄ߲

!!!!ࣷሺٷă

!!!!߸ٷሺ࿒ࢅ߸ڦՎޗǈዷᄲᆯᇀ၎ ܔJT:3൧ৠ
!!!!TSFT൧ৠዐᇨ֪ڦডܾگᄟࣅ଼ಇݣă

!Ą!ᇨ֪ڦሺ୲Բሞ 31๘ु࠵֪ڦՎࣅܠڥٷǈ

极端事件

!!!!ժߵࠟഘࢪጨଙǈీณࡗඁ2ྤా

!!!! 2௮ຎକ ܔ31๘ुࢫ࠵֪ڦट܋ཀഘࢅഘࢪ

!!!!ுᆶࡗڦă

๚ॲՎࣅڦ႑܈Ǆፑતǅतܔᇨ֪ ڦ32 ๘ुՎࣅڦ႑܈

!!!!ߴںڦഘ࿒ၚᆌྷݔǈᇑሞփཞڦTSFT൧ৠ

ࠌཞ֑ᆩ൧ৠူڦ࿄ઠᇨ֪ڦླྀ֪ǈཞ้ᄺॺ૬ሞ

!!!!ഽ೨ူᅃ߲ఇ๕ߴڦၚᆌྷݔ၎ړă

ጆॆಒڦएإฉ ă

b
!Ą!ڟ3211ǈሞᅃ߲ߴۨڦ൧ৠഽ೨ူᅃፇഘࢪఇ๕ Ǆᆸતǅăኄ߲ೠࠚᅈ࠵֪ࢅఇ๕ჺ৯ǈᅜतܔᇀᆶ

!Ą!࠶ሞഘࢪ௺ߌႠฉ٪ሞփඓۨႠǈሞबๆ้ڦ

8

!!!!क़܈ฉǈణമ࠵֪ڦሺ࿒୲ᅜᆩઠ၌ۨܔ

!Ą!ܔഄᅃၵీࢅৣ࣍ܔมׂࣷิዘᄲᆖၚڦट܋

!!!!గᅃߴۨಇݣ൧ৠڦᇨၚᆌăኄዖ݆ݛǈሞ

!!!!๚ॲǈ
ణമชுᆶፁࠕڦ႑တႜՎࣅ൵ڦೠࠚǈ

!!!!JT:3b൧ৠူǈሞ࿄ઠबๆǈටૌऄڞۯዂڦሺ

!!!!ཞ้ఇ๕ڦक़ݴՐ୲ᄺփࠕǈ݆ႜ੍ڦᇨ

!!!!ీሞ211/2.1/3ņాྷݔڦǈᇑ6eዐ०ڇ

!!!!֪ă૩සǈഘࢪఇ๕ுᆶૃܔԓĂୄਝĂգԌࢅۉ

!!!!ఇ๕ᇨ֪ڦ၎ᆌྷݔৎຼă

!!!!ኄᄣၭڦ܈၄ၡႜఇెă

!Ą!ߵፌৎႜڦඇ൰ఇ๕ఇెǈबࢭᆶڦں
8

!!!!ᆶీ ॽԲඇ൰ೝሺ߸ǈ༬՚ሞԛӷ൰ߛ

21!

ᆶᅈްڦሗഘࢪఇ๕ᇨ֪࿄ઠഘࢪՎࣅڦዷᄲ߾ਏă

ྺକ๑ᆩඇև൧ৠǈᄺ֑ᆩᅃၵ०ڇഘࢪఇ๕ፕྺց؊ǈڍ்
ঢ়ࡗၯጚǈᅜՍᅜሞ࿒࡛ࢅ܈ೝ௬Վࣅฉׂิᇑްሗഘࢪఇ๕

厄尔尼诺

!Ą!ሞᇨ֪ඤټೝᄝ࿄ઠܻܲ౷๚ॲೕ୲Ăഽࢅ܈
!!!!क़႙Վࣅฉڦ႑࣏܈ްڟሗఇ๕ሞසࢆఇెܲ
!!!!ܻ౷ݛ௬٪ሞᅃၵඍ။ڦ၌ă၄ሞڦᇨ֪ǈ

၎ڦړၚᆌăኄၵᇨ֪ᆩ०ڇഘࢪఇ๕इڦڥǈഄഘࢪ௺ߌႠ

!!!!࿄ઠ 211ܻܲ౷๚ॲഽ܈ுᆶՎࣅईᆶณଉሺ

ࢅ࡛ᄝඤဌᆩ 8 ߲ްሗഘࢪఇ๕ၯጚڦăሞ०ڇഘࢪఇ๕ዐ

!!!!ेă

ᆩڦഘࢪ௺ߌႠ 2/8.5/3ņǈᇑཚথڦ2/6.5/6ņ௺ߌ

!Ą!न๑ܻܲ౷๚ॲഽ܈ՎࣅၭईுᆶՎࣅǈඇ൰

Ⴀኵথৎă
22!

ُ൶क़փԈઔሞޖพഽ೨ఇెฉڦփඓۨႠǈ૩ස࿄୯ഘම

ঌޖพഽ೨ڦփඓۨႠăᅃ߲ၭڦ༐თ࣍ഘࢪݒઍڟڥ୯ă

b!

ၘ९ܾڼቤǄ࠵֪ǅࢅڼ৵ĂๆቤǄᇨ֪ǅ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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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ᇑᇨ֪ڦट܋ཀഘࢅഘࢪ๚ॲՎࣅڦ႑ऺࠚ܈

所观测变化的信度

b

现象上的变化

所预测变化的信度

（２０ 世纪后期）
ీڦ

8

（２１ 世纪）
几乎所有陆地地区最高气温升高，热日

ీڦ

8

ీڦ

8

ీڦ

8

数增加
ీڦ

8

ీڦ

8

几乎所有陆地地区最低气温升高，冷日
数和霜日数减少

8

大部分陆地地区温度日较差减小

8

１２

ీ ڦǈܠຕں൶

ｂ

ీ ڦǈႹںܠ൶

ీ ڦǈႹںܠ൶

陆地地区热指数 增加

ీڦǈႹܠԛӷ൰ዐ

强降水事件增多

8

ߛ࿃܈ںں൶
8

ీ ڦǈब߲ں൶

8

ీ ڦǈܠຕዐ࿃ٷ܈

夏季陆地变干，干旱风险增加

ాևǄഄں൶ᇨ֪փᅃዂǅ
ሞ၄ᆶڦब߲ݴဆዐ࿄

热带气旋最大风速增大

8

ｃ

ీ ڦǈᅃၵں൶

࠵֪ڟ
ೠࠚጨଙփፁ

热带气旋平均和最大降水强度增加

ｃ

8

ీ ڦǈᅃၵں൶

b!ၘဦ९ܾڼቤǄ࠵֪ǅࢅڼ৵ĂๆቤǄᇨ֪ǅ
ă
c!ܔഄں൶ǈईኁጨଙփ؊ݴǈईኁݴဆࡕ၎ࢻலܜă
d!ඤټഘڦ࿋ዃࢅഽ܈ሞࡗඁࢅ࿄ઠڦՎࣅփඓۨڦă

!!!!ሺᄺీڞዂ߸ഽࢅ߅ڦഽইट܋๚ॲǈሺ

!Ą!ܠٷຕఇ๕ࡕ၂๖ԛӷ൰࿒ჸ࣍ୁڦ३ෑǈኄ

!!!!ेીޅڦ၃ăሞႹںܠ൶ǈኄၵ๚ॲӵໜܻܲ

!!!!ڞዂၠԛӷ൰ߛ࿃ں൶ඤଉໃڦ३ณăڍन๑ܔ

!!!!౷๚ॲ݀ิă

!!!!࿒ჸ࣍ୁ३ෑڦఇ๕ǈ࿒ഘ༹౪܈ሺेڦ
!!!!ᆖၚǈ౹ዞഘࢪධॽՎă၄ᆶڦഘࢪఇ๕ᇨ֪ு

季风

!!!!ᆶ ڟ3211 ࿒ჸ࣍ୁྜඇཕܙă3211 ᅜࢫǈ
8

!!!!සࡕޖพഽ೨ڦՎࣅፁࠕٷǈժჄ้क़ፁࠕǈ

!Ą!ᇑ࿒ഘ༹౪܈ሺेᆶ࠲ڦՎీ ᆅഐჱዞဲ

!!!!ଇӷ൰ڦ࿒ჸ࣍ୁॽࣷྜඇཕူܙઠăኄዖཕܙ

!!!!ललޅইՎ୲ሺेăलޅೝჄࢅഽڦ܈Վ

!!!!ీփొڦă

!!!!ࣅൽਦᇀಇݣ൧ৠڦဦবăኄዖᇨ֪ڦ႑܈ᄺڟ
!!!!ഘࢪఇ๕ںࡻޏఇెକၘဦڦलޅलবᄇࣅ๚

雪与冰

!!!!ํڦ၌ă
温盐环流

23!!ඤኸຕǖ௮ຎට༹ڦ܈࿒ࢅ܈โ܈ཉॲڦፇࢇኸՔ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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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ԛӷ൰დ߃ࢅ࡛գྷݔᇨऺॽᅃօ३ณă
!Ą!գࢅجգ߃ሞ 32 ๘ुᇨऺॽᅃօཽྷݔٷă
!Ą!ᆯᇀইሺܠǈళटڦգ߃ዊଉీ 8 ࣷሺेǗܸ
!!!!ᆯᇀ০ୁሺेᇀইሺǈ߭નڦգ߃ዊଉ

ბएإ

ڼᅃ߾ፕፇਦ֧ኁቌᄲ

8

!!!!ీ ࣷ३ณă

!Ą!ణമգۯ૰ბఇ๕ᇨ֪ǈళटဇևڦգ߃ॽڞዂ࿄

!Ą!ට்࠲႐ဇళटգ߃ڦ࿘ۨႠǈᅺྺፖሞ࡛ೝ

!!!!ઠ 2111 ా࡛ೝ௬ฉื ٳ4 ăڍኄၵࡕዷᄲ

!!!!௬ኮူă࠶ܔഄۯ૰ბධڥփ؊ݴǈ༬՚

!!!!ᅈડᇀ࠲ᇀഘࢪՎࣅ൧ৠĂգۯ૰ბࢅഄᅺ

!!!!้߸ܔڦᇨ֪వӝǈڍ၄ሞՓණྺ

!!!!ڦఇ๕्ยă

!!!!ሞ 32 ๘ुీڞዂ࡛ೝ௬၂ዸฉืںڦएգ฿
8

!!!!փీ ڦ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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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Ą!ሞᆶ ڦTSFT ൧ৠူǈᇨऺ 2::1.3211 ඇ൰ೝ
!!!!࡛ೝ௬ॽฉื 1/1:.1/99 ăኄᅃฉืዷᄲᆯ
!!!!ᇀඤ૰ቯࢅգجĂգ߃ዊଉڦ฿Ǆ 6fǅ
ăߵ
!!!!JT:3 ൧ৠǈTBS ༵࡛ڦೝ௬ืߛྷݔ 1/24.1/

!!!!Ⴔᄲᅃօჺ৯ઠ༵ߛഘࢪՎࣅॠ֪Ăಒ՚ഘࢪՎ
ࣅᇱᅺࢅഘࢪՎࣅǈ३ณփඓۨႠǈᅜतᇨ֪࿄ઠഘ
ࢪՎࣅీڦ૰ăᆮഄႴᄲਸቛဣཥࢅڦ֪࠵ྔܮڦ
ᅜतఇెࢅࡗײჺ৯ă࠵֪ྪڦ३ณڟକൎ࠲ጀăူ
ຎଶᇘჺ৯ႜ܈ߛڦۯᆫံଶᇘǖ

!!!!:5 ă࠶Ԩْೠࠚዐ࿒܈ሺेᇨ֪ኵ߸ٷǈ࡛ڍ
!!!!ೝ௬ᇨ֪ኵඐྲူইǈኄዷᄲᅺྺ๑ᆩକ߀

!Ą!ဣཥࢅ֪࠵ڦዘॺ;

!!!!ڦఇ๕ăኄၵఇ๕ණྺգࢅجգ߃ࠋڦ၅ডၭă

!!!!!.౦ገ๘হฉႹںܠ൶࠵֪ྪܱࣅڦ൵ă
!!!!!. ཚࡗ༵ࠃĂጚඓĂᅃዂڦጨଙǈԈઔኴႜጹ

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将持续数个世纪

!!!!!!!ࢇඇ൰࠵֪ǈྼࢅሺेᆩᇀഘࢪჺ৯࠵ڦ
!!!!!!!֪एإă

!Ą!ิంڦ࿒ഘ༹Ǆन DP3ĂO3PĂQGDĂTG7ǅ

!!!!!.ेഽࡗܔඁഘࢪ้ڦഘࢪዘॺ߾ፕă

!!!!ಇٷܔݣഘፇׯĂޖพഽ೨ࢅഘࢪਏᆶ৳ڦᆖ

!!!!!.߀ܔ࿒ഘ༹ࢅഘමঌक़ݴք֪࠵ڦă

!!!!ၚă૩සǈሞ DP 3 ಇิ݀ݣᅜࢫڦब߲๘ुǈᆯኄ

!Ą!ఇెࢅࡗײჺ৯;

!!!!ၵಇݣᆅഐٷڦഘ DP 3 ౪܈ሺेݴ຺ڦኮᅃፑᆸ

!!!!!.߀ڞܔዂޖพഽ೨Վࣅڦऐࢅᅺጱڦă

!!!!ධାሞٷഘă

!!!!!.ժ௮ຎዘᄲڦ࿄ਦݒࢅײࡗڦઍǈԈઔഘ

!Ą!ሞ࿒ഘ༹౪܈࿘ۨᅜࢫǈඇ൰ೝ࿒ॽ܈ीჄฉ

!!!!!!!ࢪဣཥాڦࢅิں൰ࣅბࡗײă

!!!!ืǈฉื୲ྺ߲๘ुๆݴኮब܈ǈܸփᇨ

!!!!!.߀ଉࣅഘࢪᇨ֪ࢅഘࢪ൧ৠփඓۨႠ݆ݛڦǈ

!!!!֪ڦ32๘ु౪܈࿄࿘ۨ൧ူඇ൰ೝ࿒܈ฉื

!!!!!!!Ԉઔᆩްሗఇ๕ႜڦणࢇఇెă

!!!!୲߲๘ुब܈ă࿘้ۨڦ౪܈ೝሁگǈඇ൰

!!!!!.߀߳ዖඇ൰ࢅ൶ᇘഘࢪఇ๕ǈዘ߀ۅܔഘࢪ

!!!!࿒܈Վࣅ৽ሁၭă

!!!!!!!Վ୲Ă൶ᇘഘࢪՎࣅࢅट܋๚ॲڦఇెă

!Ą!ሞ࿒ഘ༹౪܈Ǆन๑ሞ၄ሞڦ౪܈ೝฉǅ࿘ۨ

!!!!!.ᆶၳॽںഘࢪǉิں൰ࣅბဣཥ᳘ࢇ

!!!!ࢫڦबӥాǈ
ඇ൰ೝںഘ࿒ධॽჄฉืǈܸ

!!!!!!!ഐઠǈժܸ߀ܔටૌऄۯ௮ຎڦ᳘ࢇă

!!!!ᆯᇀ࡛ᄝඤቯڦፕᆩ࡛ೝ௬ᄺॽीჄฉืǈኄ
!!!!ࡃᅺᇀ้क़܈ศ࡛ᄝܔഘࢪՎࣅۙڦኝă

!!!!֮࠻ኄၵঋۅ࿚༶೨ൎႴᄲሺഽࡔाࢇፕࢅၹ

!Ą!ሞഘࢪ࿘ۨࢫڦबഥాǈգ߃࣏ॽीჄܔഘࢪՎ

ۙǈᅜՍ߸ࡻں૧ᆩბĂऺ໙ࢅ࠵֪ጨᇸăኄᄺॽٝ

!!!!ႜၚᆌǈժ࡛ܔೝ௬ฉืፕࠋ၅ăഘࢪఇ๕

ბॆኮक़ڦጨଙጲᆯ࣑ă༬՚ႴᄲሞႹںܠ൶ᆮഄ
8
!!!!ǈ߭નਆںሺ࿒ీ ඇ൰ೝ ڦ2.4Ԡă ሞ݀ቛዐࡔॆሺഽ࠵֪ᇑჺ৯ీ૰ă
ፌࢫǈኟසԨೠࠚ
!!!!գ߃ఇ๕ᇨ֪ǈසਆںሺࡗג4ņǈժჄबഥ ԒߢణՔጕ൱ڦǈ࣏Ⴔᄲঢ়փںୁܔᇀਦ֧
!!!!ǈॽڞዂ߭નգ߃ඇևබࣅǈ๑ඇ൰࡛ೝ௬ٷ

ۨᆶ࠲ڦჺ৯ቛ൧ă

!!!!ሀฉื8ăසਆںሺڟٳ6/6ņǈܸྼ2111
8

!!!!ǈ߭નգ߃ڦබࣅॽీ ڞዂ࡛ೝ௬ٷሀืߛ
!!!!4 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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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中的排放情景（ＳＲＥＳ）
!!!!A1. B2ॐࢅ൧ৠဣଚ्ยକᅃ߲ኄᄣڦ࿄ઠ๘

नඇ൰ට੨ᇑ B2ॐ၎ཞሞ 32๘ुዐރߛٳࢫူ

হǈनঢ়षሺǈඇ൰ට੨ሺժሞ32๘ु

ইǈڍഄঢ়षࠓገၠޜခᄽࢅ႑တׂᄽǈଙ

ዐރڟٳኵࢫူইǈ
ཞ้ႎ߸ڦᆶၳڦरຍ

ၩࡼഽ܈३ณǈൣলߛၳጨᇸरຍڟڥ૧ᆩă൧ৠ

၄ăኄၵ൧ৠڦएԨۅں൶क़ڦ൵ཞǈీ૰ॺยᅜ

ဣଚഽۙକٗඇ൰ঙ܈ਦঢ়षĂมࣷࢅ࣍ৣڦ

तሺेڦ࿔ࣅࢅมࣷक़၎ࢻဣǈ
ᅜዂں൶क़ට

ჄႠǈԈઔ߀ࠅೝǈڍժ࿄ଷྔ֑ൽഘࢪႜۯă

ฉֶڦਐٷٷ३ၭăB2൧ৠဣଚԥࣄׯݴ4ૌǈݴ
՚௮ຎକీᇸဣཥాरຍՎࣅڦփཞݛၠăഄዐ

!!!!B2. C3 ॐࢅ൧ৠဣଚ्ยକኄᄣڦ࿄ઠ๘হǈ

B2GJ پഽଜᅈડࣅ็ଙǈB2U پዷᄲᅈડݥ

नഄएԨۅሞᇀঢ়षĂมࣷࢅ࣍ৣჄ݀ቛሞ൶ᇘ

ࣅ็ଙǈB2Cپᅃዖ࢚ڦଙ๑ᆩ֧Ǆ࢚

܈ฉႜਦăሞُ๘হዐǈඇ൰ට੨փሺǈڍ

ኸփࡗںݴᅈડగᅃዖీᇸǈ
ഄएԨ्ยሞᆶ

ሺگ୲ᇀB3ǈঢ়ष݀ቛ܈ዐڪǈरຍՎࣅுᆶC2

ీڦᇸࠃᆌࢅዕ܋૧ᆩरຍݛ௬ਏᆶ၎ຼ߀ڦ

ࢅB2ॐǈڍԲኮ߸ྺܠᄣă࠶ኄၵ൧ৠᄺഽۙ

୲ǅă

࣍ৣԍࢺࢅมࣷࠅೝǈڍዷᄲጣᄅᇀਆࢅں൶ᇘْ֫
ฉă

!!! A2. B3ॐࢅ൧ৠဣଚ्ยକᅃ߲ݥփዊڦ
๘হăഄएԨۅሞᇀጲႜ݀ቛࢅ൶ᇘ༬ڦۅԍ٪ă߳

!!!!ຫႠ൧ৠᅜٗ B2CĂB2GJĂB2UĂB3ĂC2

ں൶क़ට੨ڦ୲ิ൵ཞࡗ࣐ݥײǈ
ዂ๑ට੨

ࢅC3ڪ7߲൧ৠૌ႙ዐൽăᆶ൧ৠᆌԥੂፕ

Ⴤሺăঢ়ष݀ቛዷᄲాၠ႙ڦăཞഄ൧ৠဣଚ

ཞᄣࢇڦă

Բডഐઠǈටঢ়षሺࢅरຍՎࣅ߸े٤ෑǈᇑഄ
ॐԲᄺ߸ྺ࣐ă

!!!!ኄၵ TSFT ൧ৠுᆶ୯ྔेڦഘࢪႜۯǈኄᅪ
࿆ጣǖுᆶඪࢆ൧ৠሼඓ्ย୬ႜࢇࡔഘࢪՎࣅ

!! B1. C2 ॐࢅ൧ৠဣଚ्ยକᅃ߲൵ཞڦ๘হǈ ॐࠅሀईۼᅱۨກಇݣణՔڦ൧ႚă

信息来源：决策者摘要

ＳＰＭ 页码 交叉参阅 ：ＳＰＭ 小标题·有关章节
265

Ą22/4/3!Ą3/3/3 ࢅ 22/3/2

!!!!Ԩॲ༵ࠃକਦ֧ኁቌᄲ߳ڦၭՔ༶ǄᄻஓࢅၭՔ
༶ǅᇑྜኝԒߢڦᆶ࠲ቤব֖֮ለă
日益增加的观测结果提供了一个变暖的世界和气候系统
的其他变化的整体情况。

ඇ൰ೝ࡛ೝ௬ืߛǈ࡛ᄝඤඹଉሺेă

265

ഘࢪڦഄዘᄲݛ௬ᄺ݀ิକՎࣅă

Ą3/6/3Ą3/8/3Ą3/3/3 ࢅ 3/6/6
Ą3/8/3Ą3/7/3 ࢅ 3/7/4Ą3/8/4Ą3/8/4
265

ഘࢪڦᅃၵዘᄲݛ௬ຼࢭ࿄Վ

Ą3/3/3Ą!3/3/6Ą3/8/4!Ą3/8/4
ＳＰＭ 页码 交叉参阅 ：ＳＰＭ 小标题·有关章节
263

31 ๘ुඇ൰ں௬ೝഘ࿒ืߛሀ 1/7ņă

Ą3/3/3Ą3/3/3Ą3/4!Ą3/3/3
263.265

ࡗඁ51ٷഘ֫9ഥᅜူևݴᅙঢ়ื࿒ă

Ą3/3/4 ࢅ 3/3/5Ą3/3/4 ࢅ 3/3/5
Ą3/3/4ǈ3/3/5 ࢅ 23/4/3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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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放继续以预期影响
气候的方式改变着大气。
ＳＰＭ 页码 交叉参阅 ：ＳＰＭ 小标题·有关章节
265.266

ǖ
Đഘࢪဣཥాևččđ

დ߃ࢅգྷݔᅙঢ়३ณă

2ǈ4/2ǈ5/2ǈ6/2ǈ7/2ǈ7/3ǈ7/:ǈ7/22

ᆶ 4 ߲ᇶ!;ۅ3/3/6 ࢅ 3/3/7

ࢅ 7/24

IPCC ڼෙْೠࠚԒߢ

ბएإ

ڼᅃ߾ፕፇਦ֧ኁቌᄲ

ＳＰＭ 页码 交叉参阅 ：ＳＰＭ 小标题·有关章节
265.268

在整个 ２１ 世纪人类影响将继续改变大气组成。

ᆯᇀටૌऄۯǈٷഘ࿒ഘ༹౪܈तഄޖพ
ഽ೨ीჄሺे/
ܾᄟࣅ༐ǖĄ4/4/2ǈ4/4/3ǈ4/4/4 ࢅ 4/

ＳＰＭ 页码 交叉参阅 ：ＳＰＭ 小标题·有关章节
269

ࢅॲ JJ

6/2Ą4/6/2Ą4/3/3ǈ4/3/4ǈ
4/6/2 ࢅ 4/2Ą4/6/2 ࢅ 4/6/3

269.271

ᄟࣅჱڌǖĄ5/3/2
ंࢇଆࡻڦഘ༹ޖڦพഽ೨;Ą5/3/2 ࢅ

271
272

ටྺׂิڦഘමঌం܌ժٷևิׂݴ
ޖพഽ೨ă

Ą6/3 ࢅ 6/6/5Ą6/2ǈ6/3 ࢅ 7/8Ą6/4/3ǈ
6/5/4 ࢅ 7/9
268

ሞࡗඁڦ๘ुዐጲᅺጱޖܔพഽ೨ഐକณ
ଉፕᆩă

在所有的 ＩＰＣＣ ＳＲＥＳ 情景下，全球平均气温和海平面预
计都将升高
ＳＰＭ 页码 交叉参阅 ：ＳＰＭ 小标题·有关章节
272

模式预测未来气候能力方面的信度已增强。
272
ＳＰＭ 页码 交叉参阅 ：ＳＰＭ 小标题·有关章节
ǖ
Đᄲݒܔઍࢅ൶ᇘ༬ኙ༵ࠃččđ

Ą8/3/2ǈ8/6/3 ࢅ 8/7/2Ą9/5/3Ą9/7/4 ࢅ
23/4/3Ą9/6/6ǈ9/8/2 ࢅ 9/8/6

ই

Ą:/4/2ǈ:/4/7ǈ21/4/3 ࢅ 21/2
272

9/4/3ǈ9/6/2ǈ9/7/2ǈ9/21/4 ࢅ 23/4/3
268.269

ഘ࿒

Ą:/4/4!Ą!:/4/4!Ą3/3/3ǈ3/4/3
ࢅ 3/5Ą:/4/4 ࢅ 21/4/3Ą9/7/2ǈ23/5/4ǈ
24/6/2 ࢅ 24/6/3!Ą21/4/3 ࢅ 21/2
Ą:/4/3

Ą7/22 ࢅ 7/26/2Ą7/: ࢅ 7/26/2Ą7/26/2

268

32 ๘ुޖڦพഽ೨

Ą7/26/3 ࢅॲ JJ

ؚ֫ୁܔᄟǖĄ5/3/5 ࢅ 7/6
268

ഘමঌ

Ą6/6/3ǈ6/6/4 ࢅॲ JJ

7/4
ೝୁؚ֫ᄟǖĄ5/3/3 ࢅ 7/5

࿒ഘ༹

Ą4/8/4 ࢅॲ JJĄ4/8/2ǈ4/8/3ǈ4/8/4 ࢅ
ॲ JJĄ4/8/4 ࢅॲ JJĄ4/3/3 ࢅॲ JJ
Ą5/5/6ǈ5/6ǈ5/7 ࢅॲ JJĄ4/8/4

ोྛǖĄ5/3/2
དྷǖĄ5/3/3

;
Đߵᆯ JQDD ಇݣ൧ৠččđ5/5/6

ट܋๚ॲ

Ą 2ǖ3/2ǈ3/3ǈ3/6ǈ3/8/3ǈ3/8/4ǈ
:/4/7 ࢅ 21/4/3Ą3/8/4 ࢅ :/4/7
272.273

ܻܲ౷

Ą:/4/6Ą:/4/6
有新的和更强的证据表明，过去５０年观测到的增暖的大
部分可归结于人类活动。

273

Ą:/4/6
273

ＳＰＭ 页码 交叉参阅 ：ＳＰＭ 小标题·有关章节
269
ǖ
ĐTBS ڥččđ23/2/3 ࢅ 23/7
269

269

Ą23/3/3ǈ23/5/4 ࢅ 23/7!Ą23/5/2ǈ
23/5/3ǈ23/5/4 ࢅ 23/7Ą23/3/4ǈ
23/5/2ǈ23/5/3ǈ23/5/4 ࢅ 23/7Ą23/5/4
ࢅ 23/7Ą23/7Ą23/5/4Ą23/5/4 ࢅ 23/7
Đߵႎڦኤǈ୯!ڟ///đ

लޅ
࿒ჸ࣍ୁ

Ą:/4/5
273.274

დᇑգ

Ą:/4/3Ą22/6/2Ą22/6/2Ą22/6/5
274

࡛ೝ௬

Ą22/6/2
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将持续数个世纪

23/5 ࢅ 23/7
269

Đُྔǈ31 ๘ुڦሺččđ22/5

ＳＰＭ 页码 交叉参阅 ：ＳＰＭ 小标题·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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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4/3/4ǈ5/5 ࢅ 7/26Ą:/4/4 ࢅ :/4/5
Ą22/6/5Ą22/6/5Ą22/6/5

为解决在信息和理解方面仍存在的差距需要进一步行动
ＳＰＭ 页码 交叉参阅 ：ＳＰＭ 小标题·有关章节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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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２００１：
科学基础

技术摘要

此报告已为 ＩＰＣＣ 第一工作组接受，但未经详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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Վࣅڦᇱᅺǈ
ժీ༵ࠃഘࢪဣཥዐᆯᇀጲࢅටૌᆅഐ

Ａ ． 引言

ڦ࿄ઠՎࣅڦఇె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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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አުक़ഘࢪՎࣅጆᄽ྿ᇵࣷǄJQDDǅᆯ๘হഘၡ
ፇኯǄXNPǅࢅࢇࡔ࣍ৣࡀࣄຈ)VOFQ*ᇀ2:99ظ
2

!!!!ሞ 2::1 ڼڦᅃْೠࠚԒߢዐǈڼᅃ߾ፕፇएᇀ

ॺڦǈ
ഄጸኼժॽीჄܔഘࢪՎࣅ ߳ݛ௬ڦණ๎

ࡗඁबๆᅙঢ়ڦڟڥჺ৯ࡕׯǈ
ܔഘࢪဣཥࢅഘࢪՎ

ೝ༵ࠃೠࠚǈԈઔටૌऄۯසࢆᆅഐኄၵՎࣅतഄᆖ

ࣅڦ၄ጒፔକၘڦ௮ຎă
ዘۅഽۙକᅃၵዷᄲڦ

ၚăට்ࠌ๎ڦᆯᇀටૌऄۯׂิڦ࿒ഘ༹ಇ

࠵ۅă࿒ၳᆌႜ႓ڦጲ༬ኙǈܔഄएԨࡗײ

ܔݣഘࢪဣཥ߀ڦՎਏᆶയሞڦᆖၚǄ९ 2ǅ
ǈഄዐ़

ᆶକডࡻڦକǈٷഘ࿒ഘ༹ࡤଉኟሞփሺेǈܸ

ᆶ௬ڦᄺᆶኟ௬ڦᆖၚăཞ้ᄺණ๎ܔڟኄᄣᅃ߲ඇ

ዷᄲᆯᇀටૌऄۯᆅഐڦă
ᇨऺ࿄ઠ࿒ഘ༹ಇݣ

൰ྷݔᅱ༶ڦೠຎႴᄲॺ૬ඇ൰ႠڦፇኯǈԈઔඇ൰

ॽჄฉืǈժॽڞዂႜ႓ںೝ࿒܈थਗืߛǈኄ

ბऐࠓ֖ᇑܔڦᆶ࠲ᅱ༶ڦೠࠚă

ᄣࡗࡗגॽߛืڦඁबഥڦጲՎࣅǈ
ժഄొࡗ
ײڦăࡗඁᅃӥǈ࿒܈ฉืକٷሀ1/6ņǈኄ

!!!!ሞڼᅃْাࣷฉǈJQDD ׯ૬କෙ߲߾ፕፇǈణമ

ᇑഘࢪఇ๕ዐे࿒ഘ༹ሺेፔڦᇨ֪ࡕݥ࿗

ݴ՚ሴǖڼᅃ߾ፕፇǈܔഘࢪဣཥࢅഘࢪՎࣅბ࿚

ࢇǈڍܔᇑጲՎࣅڦକڦೝᄺਏᆶԲႠăፌ

༶׃ڦຎǗ߾ܾڼፕፇǈഘࢪՎࣅڦᆖၚतഄᆌ࿚

ࢫǈᆌኸڦǈణമڦೝࢅഘࢪఇ๕ڦ၄ᆶ

༶Ǘڼෙ߾ፕፇǈ३ൟഘࢪՎࣅ֧ܔڦăJQDD ሞ 2::1

ీ૰ۼ၌କܔగၵ൶ᇘഘࢪՎࣅڦᇨ֪ă

ྜׯକڼᅃْೠࠚԒߢǈᆼᇀ 2::7 ྜׯକْܾڼ
ߵഄڦჺ৯ࡕࢅक़ྜڦׯ༬՚Ԓߢǈ

ೠࠚԒߢă

3

JQDDڼᅃ߾ፕፇሞ2::7ْܾڼڦೠࠚԒߢ
ǄTBS ǅ
!!!!JQDDڦԒߢᆶူ௬ڦ༬ۅǖ
Ǆ2ǅܔഘࢪဣཥत၎࠲

ዐೠࠚକႎڦჺ৯ቛăԒߢഽۙٷഘዐ࿒ഘ༹

ᅺᅙኪࢅڦ࿄ኪڦፌႎ௮ຎǗ
Ǆ3ǅएᇀࡔाฉጆॆཷ

ࡤଉሞीჄሺेǈܸԍኤٷഘ࿒ഘ༹౪ڦ܈࿘ۨ

ᄲ൱ٷଉ
༹ࡕׯڦǗ
Ǆ4ǅঢ়ࡗࠅਸࢅೝڦڪጆᄽೠอࡗײǗ
Ǆ5ǅᅈ ǄኄഘࢪՎࣅॐࠅሀڦܾڼፌዕణՔǅ
ბӲǈ
ഄ݀၄Ӏܔਦ֧ኁᆶᆩݛڦ๕ࡃڟڥభă ३ณಇݣăଷྔǈඇ൰ഘ࿒Ⴤืߛǈณጲ 2971 
࠶ೠࠚ႑တᇑአ֧၎࠲ǈڍ JQDD փࣷॺ૬ईኧ

ઠፌৎᅃၵྺፌݻăܸഘࢪఇ๕ఇె࠵֪ڦڟ

గၜࠅࠌአ֧ă

๚ॲࢅ൵ీڦ૰ᄺᅙᆶକ༵ߛǈᆮഄሞഘࢪఇ๕
ዐᆅ଼໗ჸഘමঌࢅೝୁؚ֫ᄟڪፕྺޖพഽ೨ᅺ

!!!!ڼᅃ߾ፕፇڦೠࠚྷݔԈઔഘࢪဣཥణമՎࣅ࠵ڦ

ጱă૧ᆩኄዖఇెీ૰ᇑ࠵֪ڦڟ൶ᇘ࿒܈Վࣅࡀڦ

֪ࢅ൵ǈࡗඁՎࣅࢅ൵ڦዘॺǈᇑՎࣅᆶ࠲ࡗڦײ

ୱፔԲডǈԒߢڦڥஃۨଉ௮ຎᆯටૌऄۯ

କᅜतॽኄၵኪ๎ᆩᇀఇ๕ዐǈኄၵఇ๕ᆶዺᇀକ

ᆖၚඇ൰ഘࢪీڦ૰ᆶ၌ڦǈኄዖਆ၌Ⴀઠጲᇀవ
ᅜٗጲՎࣅڦሯᅼዐ൶ݴထྭڦ႑ࡽᅜतഄ
ᅃၵ࠲॰ᅺጱڦփඓۨႠăփ࠶ሹᄣǈԒߢᄺኤํ
Đ߳ዖኤටૌऄܔۯඇ൰ഘࢪׂิՐ՚ڦᆖ
ၚđăፌࢫǈߵٷଉڦ࿄ઠ࿒ഘ༹ࡤଉ൧ৠܔഘࢪ
ဣཥܠڦፇၚᆌፔକఇెă

2!

JQDD࠹ᆩ ڦഘࢪՎࣅኸڦᅃ้क़ాഘࢪڦඪࢆՎࣅǈኄዖ

ՎࣅईኁᆯᇀጲՎࣅईኁᆯᇀටૌऄڦۯࡕăኄ࠹ڦ
ᆩ݆ᆶ՚ᇀഘࢪՎࣅॐࠅሀዐڦᆩ݆ǈࢫኁڦഘࢪՎࣅኸڦ
ᆯᇀටૌऄۯথईक़থᆅഐڦඇ൰ٷഘ߀ڦݴׯՎǈժᆶ՚
ᇀሞᅜԲড้ڦक़൶क़ా࠵֪ڦڟጲഘࢪՎ୲ăၘဦڦ
ბरຍຍᇕۨڦᅭ९ॲᅃዐڦጀ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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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１：什么驱动了气候的变化？
!!!!ں൰ٗᄞဌޖڦพዷᄲणዐሞں൰௬ǈ

౪߀܈ՎܔಇݣՎࣅڦၚᆌݥă

ࢫኄዖీଉᆼཚࡗٷഘࢅ࡛ᄝ࣍ୁዘႎݴքǈ
ժᅜ
հǄࢤྔǅݛ๕ޖพ࣮ăٗೝࢅӝں൰ፕྺ

!!!!आऄీۯၠೝୁ֫݀ٷଉ଼ࡤڦഘ༹Ǆዷ

ᅃ߲ኝ༹ঙ܈୯ࣆڦǈ
ڦᄞޖพీଉࢅඁ

ᄲ଼ܾࣅǅ
ǈ்ॽႚ଼ׯ໗ჸഘමঌă߲ڇआ

ڦޖںพٷዂೝ࢚ă
ඪࢆ߀Վথᄞޖพई฿ඁ

݀ీׂิডڍڦٷ܌ሡޖڦڦพഽ೨ǈཚሞ

ޖพڟڦᅺጱǈई߀ՎٷഘࢅٷഘĂںᇑ࡛ᄝ

ब้ڦक़๑ں൰௬ࢅٷ֫گഘՎૐă

ዐీڦଉዘႎݴքڦᅺጱǈࣷۼᆖၚഘࢪăኄࢅံ
മJQDDԒߢ༵ڦڟඇ൰ں൰.ٷഘဣཥइڦڥ৫

!!!!ᄞీڦଉሞ 22 ዜՎࣅၭ)1/2&*ǈ

ޖพీଉۨᅭྺޖพഽ೨ă
ኟޖڦพഽ೨ࣷ๑ں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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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４ 观测到的海平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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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２：什么引起海平面的变化？

!!!! ࡛ӂ၍࡛ڦೝ௬Վࣅਦۨᇀඇ൰࣍ৣڦዮܠᄲ

գᇱڦă๚ํฉǈฉᅃْգሰ࡛ׯೝ௬ডڦگ

ǈ்ሞ้ڦྷݔٷक़܈ฉഐፕᆩǈٗຕၭ้Ǆח

ዷᄲᇱᅺ٪ئሞԛӷ൰ٷգᇱٷଉકቛᆅഐ

ǅڟӥྤǄᆯᇀࠓںٷሰࢅקओᆅഐ࡛ڦಪՎ

ଉڦՎࣅăඤቯኮࢫǈںգࢅجգ߃ڦබࣅࣷ

ࣅǅǈ
ሞबๆڟबӥ้ڦक़ా܈ǈܔೝ࡛ೝ௬

ܔ࿄ઠຕӥ࡛ڦೝ௬ืߛሰׯডࠋڦٷ၅ăኄၵ

ڦٷᆖၚᇑഘࢪࢅഘࢪՎࣅࡗײᆶ࠲ă

գࢅجգ߃ኻ๘হգ௬ओڦӥݴኮबǈڍ
்ܔഘࢪՎࣅ܈ײߌ௺ڦԲ߭નࢅళटڦٷգᇱ

!!!!ံǈ࡛Վ้ǈ৽ࣷቯăሞ࡛࿒࠵֪

ܠڥٷǈኄᆯᇀሞডૐڦഘࢪူǈգᇱਏᆶডگ

ࢅఇ๕ࡕएإฉǈඤቯԥණྺᆅഐ૦๏ฉ࡛

ڦইࢅබࣅ୲ăᅺُǈඓ႑ডڦٷգᇱܔ࿄ઠब

ೝ௬Վࣅڦፌዷᄲᇱᅺኮᅃǈܸඤቯᄺԥණྺ

ๆ࡛ೝ௬ڦՎࣅኻਏᆶডၭڦ৫ࠋ၅ă

࿄ઠबӥ࡛ೝ௬ืߛڦፌዷᄲᇱᅺăڍศ࡛ڦ
࿒܈Վࣅডǈᅺُन๑ٷഘ࿒ഘ༹౪܈࿘ۨ

!!!!࡛ೝ௬ᄺڟᇑഘࢪՎࣅփ၂ᆶ࠲ײࡗڦ

କǈඤቯ࣏ॽჄबӥă

ڦᆖၚăںڦ٪ئǄᅜत࡛ೝ௬ǅࣷᅺںฉ
ڦ੫ĂੰॺยĂں০ୁڦՎࣅᅜतᆯᇀੰ

!!!!࡛ሺኵࢅᆖၚศໜ൶ᇘܸՎࣅăܸሞߴ

ࢅ࠺߄าศႺܸ֫߀Վăኄၵᅺۼీࣷᆖ

ۨڦ࿒܈ՎࣅူǈڦቯԲૐٷڦăᆯᇀඤ

ၚڟᆯᇀඤቯࢅգجබࣅᆅഐ࡛ڦೝ௬ฉืײ

ቯںڦֶᅴĂჸ܈Ă࡛ࢅׇޅᄝ࣍ୁڦՎࣅǈ ܈ăଷྔǈࢋୁෙঙዞں൶࡛ӂקူڦټᄺࣷᆖၚ
࡛ೝ௬Վࣅᄺਏᆶںݴք༬ۅăᇑඇ൰ೝ࡛ೝ

൶ᇘ࡛ೝ௬ăᆯᇀጲںዊࡗײᆅഐؽڦٷሏ

௬ืߛ၎Բǈ൶ᇘՎࣅٷ܈ײڦă

ۯǈසںᚭ࣐ڦሏںࢅۯࠓںٷڦሰᅎܔࣷۯ
ਆ࡛ںೝ௬ׂิᆖၚǈኄዖᆖၚᇑഘࢪᆶ࠲ڦᆖၚ

!!!!࡛ړᄝዐڦዊଉሺेई३ณ้ǈ࡛ೝ௬ᄺ

ֶփܠăፌࢫǈܔलবڦĂाپࢅڦा้क़

ࣷՎࣅă࡛ړᇑ٪ئሞڦںႜ้࣑ǈኄ

܈ǈ࡛ೝ௬ڦՎࣅٷڟഘࢅ࡛ᄝۯ૰Վࣅᆖၚǈ

ዖ၄ၡ৽ࣷ݀ิăዷᄲڦں٪ئ۳ሞգجई

ፌᆶ૰ڦᅃ߲૩ጱ৽ܻܲ౷๚ॲă

ۨăԛٷဇᄝ༢ۯǄOBPǅᇑٷဇᄝࢅ࿒ټ౹ჱڦဇޅ

ࢅڦटڦ܋ই๚ॲీᆶକ၂ዸڦሺेă၎ڦݒ

थୁഽ܈ᆶ࠲ă
ሞ۬लOBP၄ाڟबๆ้क़

൧ᄺ٪ሞڦă࠶සُǈሞగၵں൶ǈጺইူ

ڦ܈փࡀሶናږă31 ๘ु 81 پᅜઠǈ۬ल OBP ঢ়

ইକईԍփՎǈڍഽࢅڦटڦ܋๚ॲǄۨᅭྺሞๆ

تሞٝഽဇޅथୁڦ࿋၎ǈ
ኄᇑ౹ჱૐलڦሺᆶ࠲ă ߲ӥۅݴኮฉईኮူǅඐሺेକǈኄᄲࡃᅺᇀই๚ॲ
ႎڦኤOBPࢅԛट࡛գڦՎࣅీᆶ࠲ٷဣǈ ೕ୲ڦ३ณăጺڦઠຫǈీܔዐ . ߛ࿃܈ǈዷᄲሞԛ
၄ሞට்၎႑OBPٷٷ܈ഘԛटናڦږᅃևݴǈኄ

ӷ൰ǈཥऺฉᆯഽࢅڦटڦ܋ই๚ॲᆅഐڦጺڦ

ዖናږᆖၚጣԛӷ൰࿒ٷڦټևںݴ൶ăཞᄣڦళटና

ইଉԲ૩၂ዸሺेକǈሞ31๘ुࢫ61ഽڦই๚ॲ

ږሞࡗඁ26تᇀᅃ߲ेഽڦኟ࿋၎ǈ๑ళٷᄝฉᆶ

݀ิೕ୲ీሺेକ3.5&ăሞ31๘ुǄ2:11.2::6ǅǈ

ডഽڦဇޅथୁă

ඇ൰ٷঢ়૦ჹዘ߅ࢅჹዘࢡીںڦ൶၎ܔᆶณଉሺ
ेăሞᅃၵں൶ǈසჱዞࢅݥዞڦևںݴ൶ǈᄽᅙ࠵֪ڟ

Ｂ．６ 观测到的气候变率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变化

߅݀ิڦೕ୲ࢅഽ܈ሞፌৎबๆᆶሺेăሞٷև
ںݴ൶ǈኄၵՎࣅዷᄲپाࢅबๆڦഘࢪՎ୲੦

!!!!ႎݴڦဆǈሞᅃၵጺইᅙঢ়ሺेںڦ൶ǈ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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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ᅃ߾ፕፇरຍቌᄲ

ጹฉຎǈၵ൵௮ࣼᅃޗඇ൰Վڦኝ༹ၟă

Ｃ ． 引起气候变化的强迫因子

!Ą!ට்ݴ՚ྜׯକܔ࡛ࢅںᄝ௬࿒֪࠵ڦ܈तഄ

!!!!أକں൰ഘࢪࡗඁڦՎᅴᇑՎࣅኮྔǈႹ࣏֪࠵ܠ

!!!!ၯኟ߾ፕǄ࡛࿒ࠚऺ֑ᆩକଇዖྜඇփ၎࠲ݛڦ

ऻሜକᅃၵᅜᆅഐഘࢪՎࣅڦᅺጱڦՎۯăഄዐፌድ

!!!!݆ǅ
ăᆶຕ၂๖ඇ൰ᅃዂืڦ࿒൵ǈഄዐ

ణ৽ڦٷഘ࿒ഘ༹ࢅഘමঌ)ྲၭഘ૭ईᅂ૭*౪ڦ܈

!!!!Ԉઔଇඇ൰ႠዷᄲՎǖٗ2:212:56ࢅ

ሺेᅜतᄞऄڦۯՎࣅǈ்ీࠕ߀Վں൰ޖพኧ

!!!!ٗ2:87ৃăኄၵຕ࣏၂๖ඇ൰ื࿒

ೝ࢚ǈܸ߀Վഘࢪăኄၵഘࢪഽ೨ᅺጱऻ֪࠵ڦକ

!!!!܈ᇀ࡛ᄝ௬ڦ൵ă

ฉবऻຎࡗڦඁഘࢪՎࣅ႑တڦᅃևݴǈๆݴ

!Ą!ഘ൰࠵֪ࡕ၂๖ጲ2:69ᅜઠ֫گ֫ୁܔ࿒܈ᅃ

ዘᄲڦᇨ֪࿄ઠഘࢪڦՎࣅ)֖९ቤবG*ă

!!!!ሞǈ࠶ጲ 2:8:ᅜઠৈᆶྲෑሺă2:8:
!!!!ኮࢫǈᆶഘၡ࿐႓ຕǈݴڦဆࡕ၂๖ᇑഘ

!!!!ኟසࡗඁഘࢪՎࣅऻڦᅃᄣǈഽ೨ᅺጱ֪࠵ڦຕ

!!!!൰၎ຼڦ൵ă

ሞऻࢅ܈ዊଉฉᄺֶ֖փഋăᄞޖพڦথ

!Ą!ںනডֶՎࣅྷݔՎၭᇑሊଉࢅইଉڦሺܠᅜ

࠵֪ኻᆶٷሀ 31ڦ૦๏ăჄႠٷڦഘܾᄟࣅ༐౪܈

!!!!तഛጺଉڦሺे၎ᅃዂă

ڦথ֪॔ٷሀٗ31๘ुዐᄾਸ๔ă
ഄంڦഘ༹ă

!Ą!बࢭඇ൰ڦྷݔںգࢅྷݔجںգଉڦ३ณᇑ

૩සोྛǈ֪॔ਸ๔ྟ߸৽ڥă
ٗգႊڥᇺࠟٷഘຕ

!!!!ඇ൰ں࿒ڦ܈ሺे၎ᅃዂăڍፌৎሞᄂ࡛ں൶ᄺ

ᅜত๖ᅃၵ࿒ഘ༹౪܈ฉӥྤڦՎࣅă၎ںݒǈ

!!!!ᆶณຕณຕ૩ྔǈኄၵ૩ྔᇑٷഘ࣍ୁᅴᅜत၎

ఫၵٷഘዐ܌ంڦഽ೨ᅺጱ)૩සഘමঌ*้ڦक़Ⴞଚ࠵

!!!!࠲ڦইሺे၎ࢇޙă

֪ፌৎ֍ਸ๔ڦǈᇺփྜኝǈᅺྺ்Բডవᇀ࠵

!Ą!დ߃ڦ३ณᅜतࢶĂࢋգڦ܌ᇑԛӷ൰ں࿒

֪ǈक़ݴքՎࣅডٷăణമڦຕᅙ၂๖ටૌऄۯ

!!!!ڦ܈ሺेൎ၎࠲ă

!Ą!ԛटဲؾल࡛գጺଉࢅࢩڦ܈ဣཥณᇑഄତৎں൶
!!!!࡛ࢅںᄝڦ࿒ߛื܈၎ᅃዂă

!Ą!࡛ᄝඤඹଉሞሺेǈඇ൰ೝ࡛ೝ௬ሞฉืă
!Ą!ٗۨႠڦঙ܈ઠຫǈࡗඁ36֫ୁܔഛጺଉڦሺ
!!!!ेᇑ֫ୁܔ࿒ࢅߛืڦ܈ංთ࣍ेڦഽ၎ᅃዂă
!!!!ኄ৽ڞዂକႹںܠ൶߸ڦܠटࢅڦ܋ഽڦই๚ॲ
!!!!ᅜतইଉሺेǈසሞԛӷ൰ዐߛ࿃ں܈൶ă
ഘࢪሞᅃၵዘᄲݛ௬࣏ுᆶ၂๖Վࣅڦगၡă

!Ą!ں൰ฉᆶၵں൶ዷᄲళӷ൰ڦగၵ࡛ᇘࢅళटዞ
!!!!ڦևںݴ൶ǈሞፌৎबๆాժுᆶՎă

!Ą!ጲᆶဣཥڦ࿐႓࠵֪ࢫ)2:89 ᅜઠ*ǈళटዞ࡛գ
!!!!ྷݔڦுᆶ၄ዘڦٷՎࣅ൵ă

!Ą!एᇀᆶ၌ڦຕǈሞࡗඁڦӷ߲๘ु࠵֪ڦڟ
!!!!ඤޭࢅټඤټഘࢅਆںഽޅԓுᆶ၄၂ڦᅴ
!!!!൵ǈ࠶ᆶ้बๆڦኒږዜԲড၂ă

ሞࡗඁڦᅃӥྤࢫ़ܔంڦ࿒ഘ༹౪܈ᆶᆖ
ၚǈᄺ܌ܔంڦഽ೨ᅺጱᆶᆖၚă9၂๖߾ᄽ߫ం
क़ටྺಇݣڞዂڦ࿒ഘ༹ࢅܾᄟࣅ଼)ഘමঌڦമ
༹*܈ޗٷሺेڦࡕă
!!!!ᆯᇀኄၵഽ೨ᅺጱՎࣅܸሰڦׯඇ൰ںഘဣཥీଉ
ڦՎࣅᆩᅃ߲ຍᇕઠ๖ǈఫ৽ഘࢪဣཥޖڦพഽ
.3

೨)Xn *!)֖९ 2*ăӀኄዖݛ๕ۨᅭǈഘࢪՎࣅޖڦ
พഽ೨৽ᅃ߲ኸຕǈپڦᆯᇀጲࢅටྺᇱᅺ
ںܔ௬ . ֫ୁܔဣཥሰڦׯएᇀඇ൰ೝೝڦ၎ܔ
ᆖၚăԨব׃ຎକጲ߾ᄽ߫ంമৃڦഘࢪՎࣅޖพഽ
೨ڦፌႎቛă : ߴକጲ߾ᄽ߫ంਸ๔)2861 *
2:::ޖพഽ೨ऺࠚڦኵ-ഄዐԈઔጲۨଉࢅڦටྺᆅ
ഐޖڦพഽ೨ଇևݴă࠶ᆯᇀआԖ݀ڦփჄႠܸ
ሞዐுᆶ୯ഄᆖၚăڍआԖ݀ڦඓଷᅃ߲ዘᄲ
ڦጲഽ೨ᅺጱăሞԨবူ௬߳ڦၭবዐॽܔഽ೨ᅺጱ
ႜደᅃጹຎă
!!!!:ዐ๖ڦഽ೨ᅺጱሞഄႚ๕Ăຕଉࢅक़ݴքฉ
Վࣅٷۼăᆶᅃၵ࿒ഘ༹থԥಇٷڟݣഘዐ-ଷ

!!!!߳ዖᆩኸՔڦՎࣅࢅ൵ǈሞࡗඁڦ31๘ु

ᅃၵሶಇٷڟݣഘዐࣅڦბዊཚࡗࣅბࡗิׂܸײă

ඇ൰ں࿒܈ᆶՓڦሺे൵ǈ࠶ሞ้܌ాࢅ

ᆶᅃၵ࿒ഘ༹ሞٷഘዐਏᆶডڦం-ᅜ்ሞٷ

గၵ൶ᇘీ٪ሞೋֶǈڍኄएԨۨڦă

ഘዐሌंࢇǈܸଷᅃၵంড܌ǈഄ౪܈क़Վ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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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૩ਉबዖටૌऄۯᆖၚڦ࿒ഘ༹ă\ߵڼෙቤࢅ 5/2^

ＣＯ ２

ＣＨ ４

Ｎ ２Ｏ

ＣＦＣ－ １１

ＨＦＣ－ ２３

ＣＦ４

（二氧化碳）

（甲烷）

（氧化亚氮）

（氟利昂 － １１）

（Ｈｙｄｒｏｆｌｕｏｒｏ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

－ ｃａｒｂｏｎ－ ２３）

－ ｍ ｅｔｈａｎｅ）

߾ᄽ߫ంമ౪ ܈ሀ 391qqn

ሀ 811qqc

ሀ 381qqc

1

1

51qqu

2::9 ౪܈

2856qqc

425qqc

379qqu

25qqu

91qqu

1/9qqc0 

.2/5qqu0 

1/66qqu0 

2qqu0 

56 

371 

?61-111 

౪܈ՎࣅԲ

c

ٷഘం
b! ሞ

476qqn
2/6qqn0 
6  311 

d

b

8/1qqc0 
23 

e

b

225 

e

2::1.2::: क़ǈܾᄟࣅ༐ڦ୲ሞ 1/:qqn0 ǉ 3/9qqn0 ኮक़Վࣅǈोྛڦ୲ሞ 1.24qqc0 ኮक़Վࣅă

c! ኻऺ໙ 2::1.2::: क़ڦ୲ă
d! !ܾᄟࣅ༐ิڦం܌փᅃǈ
ኄᆯᇀփཞڦൣײࡗأഄ߸ႎ୲փཞă
e! ิంሼԥۨᅭྺĐۙব้क़đ
ǈఫ୯କഘ༹٪ାڦक़থᆖၚă

表 ２：ߵٷഘܾᄟࣅ༐ࢅᄟഘ֪ଉڥඇ൰ܾᄟࣅ༐ኧ)QhD0 *ăኟኵ๖ၠٷഘዐݣǈኵ๖ٗٷ
ഘዐဌă\ߵ 4/2 ࢅ 4/4^

第二次评估报告

ℸਞ

ａ，ｂ

D

１９８０ 至 １９８９

１９８０ 至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至 １９９９

4/4 Ġ 1/2

4/4 Ġ 1/2

4/3 Ġ 1/2

༐ಇ็ࣅ)ݣଙǈౄ*

6/6 Ġ 1/4

6/5 Ġ 1/4

7/4 Ġ 1/5

࡛ᄝ . ٷഘཚଉ

.3/1 Ġ 1/6

.2/: Ġ 1/7

.2/8 Ġ 1/6

.1/3 Ġ 1/7

.1/3 Ġ 1/8

.2/5 Ġ 1/8

ٷഘዐ༐ڦ৫ሺे
d

 ں. ٷഘཚଉ

e

b! ጀᅪዐփඓۨႠՔጚֶྷݔሞĠ 2 ኮक़ăْܾڼೠࠚԒߢ)TBS*ዐڦփඓۨႠՔጚဃֶྺྷݔĠ 2/7)ٷሀ :1& ႑*܈ǈԨԒ

ߢዐӝۙኝڟĠ 2 ኮक़ăጚဃֶྷݔ๖ڦփඓۨႠǈփाՎࣅǈ๚ํฉڦଉኵܠڥٷă
c! ᅜྫ JQDD༐ኧߵఇ๕ዐ࡛ᄝڦဌᅜत ں.ٷഘဣཥཚଉኮֶڥă
d! 31๘ु91็ࣅپଙڦಇݣጲْܾڼೠࠚԒߢ)TBS*ኮࢫፕକڦړၠူۙኝă
e!  ں.ٷഘཚଉ๖ᆯᇀཱིں૧ᆩՎࣅଉᇑᇆֶڦࣹںăኄଇၜሞణമٷഘ֪ଉዐփీԥݴਸăཚࡗփཞݴဆࠚऺ2:91

2:9: ཱིں૧ᆩՎࣅǈᇆࣹںǈᆩසူླྀ݆ݛǖཱིں૧ᆩՎࣅ 2/8QhD0 )1/7  3/6*<!!ᇆ ࣹں.2/:QhD0 
)4/9  1/4*ă:1 پᅜࢫڦຕሡ้ுᆶă

କ࡛ᄝԲೝဌ߸ܾڦܠᄟࣅ༐ڦ൵ă

ܾᄟࣅ༐ڦሺेԥᆩઠॺ૬ኄዖኧăኄၜჺ৯ᇑഄ
ݴဆࡕ၎ຼ)සٷܔഘܾᄟࣅ༐ཞ࿋ፇݴڦׯဆǈ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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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၄ሞǈට்ᅜߵٷഘ࠵֪ऺ໙ࡗඁ31ઠටྺ

त࡛ܔዐ DP3 ࢅ DP3 ڦփཞ֪ଉ*ڪă31๘ु :1پ

ׂิܾڦᄟࣅ༐ሞٷഘዐڦሺेᇑሞ࡛ࢅںᄝڦဌ

ኧॺ૬ሞႎ֪࠵ڦຕएإฉǈዘႎࠚऺ2:9:2::9

ኮक़ݴڦքԲ૩ă 3 ߴڦ 31 ๘ु 91 )پᇑ TBS

ኧኄᆩ TBS ዐ݆ݛڦǈժݒᆙሞ JQDDĖཱིں૧

ሞᆶ࡛ᄝఇ๕ӻዺ൧ူڦڟڥࡕ၎ຼ*ࢅ 31 ๘ु :1

ᆩĂཱིں૧ᆩՎࣅࢅଠᄽ༬՚Ԓߢėዐ)3111*ăิں

ڦپඇ൰ܾᄟࣅ༐ኧă࠵֪ٷڦڟഘᄟഘڦ३ณࢅ

ංፕྺᅃ߲ኝ༹ሞ 31 ๘ु 91  ࢅپ:1 پ༐ࣹǈन

IPCC ڼෙْೠࠚԒߢ



!



 NM `lO 

!"#$%&'()*E~F= `l O 



!"#$%&'(Ej~ìå~=iç~F



!"FEÉ  ÑF=



! `l O 

!"#$%EÄF=

!EÅF=q~óäçê=açãÉ 

!"#$%&'()* `lO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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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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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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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ಇݣଉڦ३ณăܸǈܔჱዞగၵበۅǈ࠵֪ܔ

ٷഘؚᄟ)P4*

ୁؚ֫ᄟీሞሺेǈኄీᇑ۫ჱಇݣଉڦሺेᆶ࠲ă
!!!!ؚᄟೝୁ֫ࢅ֫ୁܔዐۼዘᄲڦ࿒ഘ༹ă

ణമڦఇ๕ჺ৯ሁઠሁܠǈؚ֫ୁܔܔᄟޖڦพഽ೨ڦ

ሞٷഘޖพኧೝ࢚ዐڦፕᆩഽଜںᅈડᇀߛݴ܈քǈ ࠚऺڦ႑܈ᄺሁઠሁٷăܸǈ߶ሌंࢇڦ࿒ഘ
ᅺྺڦ౪܈ໜጣߛڦ܈ՎࣅܸՎࣅăܸڦ౪ڦ༹ ڦ܈ჺ৯၎ԲǈධԲฉփፁǈڍᇑഘමঌڦჺ৯၎Բǈඐ
क़ݴքՎࣅᄺٷăٷഘዐؚᄟփথݻׯݣǈ Բၭᆶᇆă߾ܔᄽ߫ంኮമٷڦഘؚᄟݴքڦକփࠕ
ሞٷഘዐཚࡗ࠼ࣅݒᆌׂܸิڦǈኄၵ࠼ࣅݒᆌᇑ ᅜतپړܔǄन 2:71 ኮࢫǅఇెඇ൰൵ڦණ๎փፁ
ጲׂิᅜतཞටૌऄۯൎ၎࠲ڦമ༹ᆶ࠲ăᅃڋ

փඓۨႠڦዷᄲઠᇸă

ႚׯǈٷഘዐؚᄟڦ٪ା้क़၎ܔઠຫড܌ǈཚٗब
ዜڟबሆăᅜǈࠚऺؚᄟޖพፕᆩްݥሗǈԲᅜฉ

ኻᆶक़থޖพᆖၚڦഘ༹

ඇ൰ሌݴքڦం࿒ഘ༹փඓۨႠܠڥٷă
!!!!बዖࣅბऄႠഘ༹ǈԈઔऄႠڌፃ)ݻׯOPy*ǈᅃᄟ
!!!! ࠵֪ࡗڦڟඁ 31 क़ೝୁؚ֫ᄟڦ३ณᆅഐକں
.3

௬ . ֫ୁܔဣཥ 1/26 Ġ 1/2!Xn

ޖڦพഽ೨)नഐ

ࣅ༐)DP*ǈᅜतࣩ݀ႠᆶऐࣅࢇǄWPDǅǈ்ሞୁܔ
֫ڦᄟࣅీ૰ฉഐጣևڦݴፕᆩǈᅺُٷܔഘؚᄟݴڦ

ዂૐፕᆩ*ăJQDD2::3ഘࢪՎࣅბೠࠚց؊Ԓߢኸǈ քᆶዘᄲᆖၚăኄၵකփৈཚࡗᆖၚؚᄟܸྺׯक़
ටྺࣅ༐ᆅഐؚڦᄟ֫೦࣋ॽټઠޖڦพഽ೨ă থ࿒ഘ༹ǈ࣏ᆖၚोྛतഄ࿒ഘ༹ٷڦഘంăڌ
: ዐ၂๖ഄࠚऺٷၭԲ TBS ࡕٷǈᅺྺࡗඁ 6 

ᄟࣅ)OPy*ࢅᅃᄟࣅ༐ڦᇸዷᄲටૌऄۯă

ؚᄟ֫ڦ೦࣋ሞीჄǈཞ้ߵႹܠఇ๕ჺ৯ࡕኄ
Բডඓۨڦăٷഘ࣍ୁఇ๕ჺ৯ǈ࠶ؚᄟၩ฿

!!!!ᅃᄟࣅ༐ඓණዘᄲڦक़থ࿒ഘ༹ăఇ๕ऺ໙

߳ں٪ሞֶᅴ)૩සߛ࿃گ܈ೝୁ֫*ǈ
ኄዖޖพഽ೨ڦ

-211Nu ᅃᄟࣅ༐ڦಇڦݣक़থᆖၚᇑǑ Nu ोྛಇ

ٷၭᇑں௬࿒܈३ณٷڦၭׯኟԲăᅜǈࡗඁ 31ኄ

ڦݣথᆖၚ၎ړăԛӷ൰ᅃᄟࣅ༐ڦጺଉٷሀళӷ

ᅃޖพഽ೨ևڸݴၩକంሌंࢇഘ༹ሺेټ

൰ڦᅃԠ-ዷᄲሞ 31 ๘ुࢫӷᄾᆯᇀ߾ᄽࣅࢅට੨

ઠڦኟޖพഽ೨):*ăࠚऺޖพഽ೨ڦփඓۨႠઠᇸ

ሺेዂă

ᇀۥ֫ୁܔܔৎؚᄟࡼऐණ๎ڦփࠕăఇ๕ऺ໙
ኸǈೝୁؚ֫ᄟڦ३ณॽ๑ڥጭྔޖพحཪڦگ߸ڟ

!!!!ऄႠڌፃOPࢅOP3)ࢇOPy*֫ୁܔዐፌዘᄲڦ

֫ୁܔǈܸٗሺेగၵഘ༹)සोྛ*ڦൣأ୲ǈܸݣ

ࣅბݻׯǈڍ்ጺޖڦพᆖၚవೠࠚăOPy ޖܔ

ؚٷᄟ३ณټઠޖڦพഽ೨ăᆯᇀ༬૧ܻᅱۨກڦ

พኧೝ࢚ڦᆖၚઠጲᇀڦሺेॽᆖၚഄबዖዘᄲ

ፕᆩǈ࿄ઠबๆؚᄟ֫ॽደॷ࣬ްǈᇑణമ၎Բǈ࿄

ڦ࿒ഘ༹ڦ౪܈ǈ૩සǈोྛतIGDڦ३ณࢅ֫ୁܔ

ઠᇑೝୁؚ֫ᄟ၎࠲ޖڦพഽ೨ీՎྺኟኵă

ؚᄟڦሺेăOPy ࣅბݒᆌิׯקڦইิܔංᆶแ
ݨፕᆩǈܸٗܔ३ณٷഘܾᄟࣅ༐ᆶᅃۨࠋ၅ăට

!!!!ጲ߾ᄽ߫ంᅜઠᆯᇀؚ֫ୁܔᄟሺेᆅഐڦඇ൰ೝ

்వۨଉ௮ຎǈڍᇨऺ࿄ઠ3211OPy ڦሺेॽᆅഐ

ޖพഽ೨ࠚऺሞටྺᇸ࿒ഘ༹ഽ೨एإฉሺेକ

ڦഄ࿒ഘ༹ڦ၂ዸՎࣅă

.3

1/46 Ġ!1/3Xn ǈኄ๑ؚ֫ୁܔڥᄟྺׯीܾᄟࣅ༐
ࢅोྛኮࢫڼෙዖዘᄲڦ࿒ഘ༹ăؚᄟሞٷഘዐཚ

Ｃ．３气溶胶变化的观测和模拟

ࡗ࠼ࣅბݒᆌׂܸิǈܸഄ࿄ઠڦՎࣅأഄᅺྔਦ
ۨᇀोྛᅜतഄකڦಇ֖)ݣ९ူ࿔*ă
ؚᄟ౪ܔ܈

!!!!ഘමঌ)ݥၭڦഘ૭ईᅂںܔ*ڰഘဣཥޖڦพኧ

කಇݣՎࣅڦၚᆌăሞᆶ၌֪࠵ڦࡕࢅब߲

ᆶዘᄲᆖၚăഘමঌޖڦพၳᆌዷᄲሞଇ߲փཞݛ௬ǈഄ

ఇ๕ჺ৯ڦएإฉǈؚ֫ୁܔᄟԥණྺጲ߾ᄽ߫ంᅜઠ

ᅃǈথᆖၚǈഘමঌԨวොพࢅဌᄞޖพᅜतࢤ

ሺेକٷሀ 46&ǈഄዐᆶၵ൶ᇘሺेডܠǈᆶၵ൶ᇘሺ

ྔඤޖพǗഄܾǈक़থᆖၚǈഘමঌ߀Վሊྲڦ༬

ेডณăጲ31๘ु91پዐᄾᅜઠǈܔब߲ᆶ֪ࡀଉ

Ⴀǈܸܔሊଉٷڦၭࢅሊޖڦพ༬Ⴀᆶᆖၚăഘම

ڦԝৠበۅǈ
ܠຕ࠵ؚ֪֫ୁܔᄟڦ౪܈ுᆶሺेă ঌᆯփཞڦิׂײࡗڦǈഄዐԈઔጲࡗ)ײ૩ස෭פ
आԖ݀*ࢅටྺࡗ)ײ૩සࣅ็ଙतิዊฏ*ă
ኄዖ൧ሞԛெዞࢅ౹ዞᅜྺኄၵٷؚڦᄟമ ԓ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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ბएإ

ڼᅃ߾ፕፇरຍቌᄲ

ٷഘዐ֫ୁܔഘමঌڦ౪܈ሞፌৎबᆯᇀටૌऄڦۯ

ڦইၳ୲߀ڦՎ)ܾڼ࿋क़থᆖၚ*ă:๖ڦჺ৯ߴ

ಇ़)ݣᆶഘමঌԨวڦಇݣǈ
ᄺᆶഄമ༹ڦಇܸ*ݣᆶ

ڼᅃ࿋क़থᆖၚՎࣅڦྷݔጆॆಒǈ၄ሞڦࡕݔ

ሺेǈܸٗ๑ޖڥพഽ೨ሺेăܠٷຕഘමঌ٪ାሞ

ྷԲTBSฎٷǈܾڼ࿋क़থᆖၚᆶ࠲ޖڦพඡ߶ۯᇑڼ

)֫ୁܔگबࠅᅜူ*ǈ
ڍႹܠഘමঌޖڦพ༬Ⴀؽܔ

ᅃ࿋क़থᆖၚ၎Բཞڦࡽޙǈ܈ײ၎ړă

ݴքߌ௺ݥă
ഘමঌሞٷഘዐ֖ᇑࢅࣅბݒᆌǈ༬
՚ሞሊዐă்ዷᄲሞইᇐࡗײዐტԥൣ)أᅃዜ

!!!!ට்ܔሞգतܠ၎ሊዐڦഘමঌڦक़থޖพᆖၚᆶ

ኮా*ăᅺྺഘමঌ܌ڦంᅜतᇸڦփሌݴքǈ்

ۨႠକǈۨڍଉକධփࠕǈ࠶ᅜඓۨኟ

ሞݴڦ֫ୁܔքփሌǈഄዐटٷኵۼሞᇸৎăഘ

ݒઍă
ణമփీࠚऺգࢃටྺᇸڦຕణă
أକሞگ࿒

මঌޖڦพഽ೨փৈᅈડᇀ்ڦक़ݴքǈܸᅈડ

)܈.56ฝ߳*܈ၜཞႠࢃࣅࡗײഐዷᄲፕᆩ൧ႚူǈܔ

ᇀ்ڦ૭ጱٷၭǈႚጒǈࣅბፇׯᅜतთ࣍ዐڦഄ

ሊዐڦգႚׯऐৃණ๎փፁă

ᅺጱ)සሊڦႚ*ׯăٗ࠵֪ᄓࢅஃڦঙੂ܈ǈ୯
ᆶڦᅺጱǈߴഘමঌޖพഽ೨ڦඓࠚऺๆݴਏᆶ

Ｃ．４观测到的其它人为强迫因子变化

Ⴀă
ཱིں૧ᆩ)ݒቷ୲*ڦՎࣅ
!!!!ܸǈට்ሞጚඓۨᅭႹܠփཞഘමঌথፕᆩݛ

௬ൽڥକ၂ዸቛă
TBS୯କෙዖටྺഘමঌ଼;ݻׯ

!!!! ཱིں૧ᆩڦՎࣅǈഄዐዷᄲ෧ଠ݃ੁڦǈॽᆅ

໗ჸഘමঌǈิዊฏഘමঌᅜतࣅ็ଙฏׂิ

ഐ .1/3 Ġ 1/3Xn.3 ޖڦพഽ೨)֖९ 9*ăሞߛ࿃܈

ڦ༐)ჶࣨ*ă࠵֪ǈࣅ็ଙฏࢅิዊฏׂ

ں൶ࠚऺᆖၚፌٷăኄᅺྺ෧ଠੁ݃ॽ๑ڥ၎ݒگܔ

ิڦᆶऐഘමঌๆݴዘᄲăጲTBS ᅜઠǈ୯ᇑ߾ᄽ

ቷ୲ڦდ߃෧ଠԥ၎ݒߛܔቷ୲ڦდ߃൶ᇘܸ༺پăᅜ

ഘමঌᆶ࠲็ࣅڦଙᆶऐ༐ഘමঌሺेॽټઠጺ࠼ڦ

ฉॺऺࠚڦ૬ሞ्ย߾ᄽ߫ంኮമኲԥᇑ၄ሞڦ၎ཞڦ

ბࢩڦ܈ሺे)ໜኮܸઠޖڦพഽ೨*ă
ణമට்ᅜཚ

ఇెฉăܸǈኄዖഽ೨ڦփඓۨႠডٷǈᇑԨԒߢዐڦ

ࡗ࠵֪ࢅᆩഘමঌޖพఇ๕ܔኄၵݴݻׯਸႜۨଉࠚ

ഄᅺጱ၎Բডǈཱིں૧ᆩڦՎࣅᅺጱჺ৯ଘଘबă

ऺǈᅜतઁܔࣨޖڦפพഽ೨ྷݔႜࠚऺǈස:
๖ă଼໗ჸڦথޖพഽ೨ .1/5Xn.3 ǈิዊฏ

Ｃ．５太阳活动和火山活动变化的观测和模拟

ഘමঌ.1/3Xn ǈ
ࣅ็ଙᆶऐ༐ഘමঌ.1/2Xn ǈ
.3

.3

ࣅ็ଙ༐ഘමঌ 1/3Xn.3 ăܸǈփඓۨႠධ

!!!!ጲ2861ৃǈᆯᇀᄞޖพՎࣅܸᆅഐܔڦഘࢪ

ٷă
ኄዷᄲઠᇸᇀඓۨٷഘഘමঌ౪ޖࢅ܈พ༬Ⴀǈᅜ

ဣཥޖڦพഽ೨ٷሀ 1/4 Ġ 1/3Xn.3 !)९ 9*ǈժ

तඓۨටྺഘමঌԲ૩ڦઓవǈ༬՚ࡤܔ༐ഘමঌᇸ

ፌዷᄲڦՎࣅࠚऺ݀ิሞ31๘ुฉӷᄾăں൰ഘࢪဣཥ

ڦକๆݴᆶ၌ăኄॽ๑ڥට்ܔഘමঌጺଉࠚऺڦဃ

ీଉڦፌएԨઠᇸᄞޖพăᅜǈᄞޖพڦ

ֶٷǄڟٳ3.4Ԡǅ
ǈܔഘමঌؽݴքࠚऺڦဃֶሶ

Վࣅዘᄲޖڦพഽ೨ᅺጱăں൰ඇ࠼ओڦݴጺᄞ

߸ٷǄڟٳ21Ԡǅăට்ܔටྺࣨפഘමঌڦକᄺๆݴ

ޖቷ)܈UTJ*ڦਨܔኵဃֶٷሀ 5Xn .3 ǈڍጲ 31 ๘

ᆶ၌ăࢇఇ๕ऺ໙ǈ࿐႓࠵֪๑ڥට்ీࠕۨႠ๎ں

ु 81 پڦ࿐႓࠵֪ࡕሞࡗඁଇ߲ᄞ 22

՚൧ူጺڦഘමঌޖڦพᆖၚǈۨڍଉධփඓ

ዜთ࣍ዐጺᄞޖพ၎ܔՎࣅٷሀྺ1/2&ǈ၎ړᇀ

ۨႠٷă

ޖพഽ೨Վࣅ1/3Xn .3 ăሞ࿐႓࠵֪ኮമǈுᆶܔᄞ
ޖพ႑ڦথ֪ଉăට்ٗഄଉ)֪࠵ڦ૩සᄞ

!!!!ࠚ໙ටྺഘමঌڦ间接辐射ഽ೨ධᆶઓవǈ࠶࠵

ጱ*ઠዘႎॺ૬ጺᄞޖቷ܈૦๏Ⴞଚ݆ݛڦช࿄ኤํᆶ

֪ሞሊዐഘමঌॽټઠޖڦพഽ೨ăణമᆶଇ

ၳǈড้क़ڦాྷݔՎࣅᄺٷăᄞޖพڦՎࣅփ

ዖփཞ݆ݛڦઠࠚ໙ഘමঌڦक़থᆖၚǖঢ়ᄓࢅ݆ݛऐ

ৈৈ၄ሞጺଉ܈Վࣅǈ࣏၄ሞ߳࠼൶क़ݴք߀ڦ

݆ݛăമኁᆩઠࠚऺ߾ᄽഘමঌڦᆖၚǈࢫኁᆩઠࠚ

Վǈᆮഄጭྔ൶ᇘǈ்ᇑೝୁؚ֫ᄟڦႚׯൎ၎

ऺ଼໗ჸǈࣅ็ଙᆶऐ༐ഘමঌࢅิዊฏഘමঌ

࠲ăഘࢪఇ๕ჺ৯୯ᄞޖቷ܈Վ୲ࢅᄞ࠼

ڦᆖၚăଷྔǈݴဆक़থᆖၚఇ๕ᆩઠࠚऺഘමঌ૭ጱ

ՎࣅؚܔᄟڦၳᆌܔೠࠚᄞՎࣅܔഘࢪڦᆖၚఇ๕ఇ

ٷၭࢅ౪؛ڦ܈๔Վࣅ)ڼᅃ࿋क़থᆖၚ*ǈ
ᅜतࠚऺໜٗ

ెᆶ߀ăට்࣏༵କٷݣᄞՎࣅܔഘࢪᆖၚ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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ഄऐǈ
ڍඍณჹڦஃए֪࠵ࢅإ๚ํڦኧă !!!!ഘࢪఇ๕ںܔ൰ഘࢪဣཥڦ०ڦڇຕბ)ٳ९
4*ă
ఇ๕ܔഘࢪဣཥၚᆌڦఇె܈ײٷ܈ײฉൽਦᇀܔ
!!!!आԖ݀ᆅഐڦೝୁ֫ഘමঌڦሺेሞࡗඁब

੦ഘࢪဣཥڦĂں൰Ăࣅბࢅิࡗڦײ

ټઠକഽ೨ăԲডࡀٷఇڦआԖ݀݀ิሞ 2991 

܈ײăጲٗTBS ᅜઠǈჺ৯ኁᆩఇ๕ںܔ൰ഘࢪဣཥ
2:31 ᅜत 2:71  2::2ăጲ 2::2 ᅜࢫǈுᆶआԖ݀ă ڦఇెᆶକፁڦօăံǈԨবၘຎକణമට்ܔ
आԖ݀ᆅഐڦೝୁ֫ഘමঌڦሺेǈᇑডၭڦᄞ ޖ੦ഘࢪဣཥڦፌዘᄲڦײࡗڦᅜत்ሞణമഘ
พՎࣅᅃഐǈሞࡗඁ31 ǈᄺႹ 51ǈټઠକڦ

ࢪఇ๕ఇెዐසࢆࡻ༹ڟڥں၄ǈࢫǈԨব࣏ೠࠚ

৫ጲޖพഽ೨ă

କణമఇ๕ڦጹࢇీ૰ǈᅜՍܔ࿄ઠഘࢪፔᆶॏኵڦ
ᇨ֪ă

Ｃ．６ 全球增温潜势
Ｄ．１ 气候过程与反馈
!!!!  4 ๖ڦ߳ዖഘ༹ޖڦพഽ೨ࢅඇ൰ሺ࿒യ

)HXQ*ă
ඇ൰ሺ࿒യగᅃߴۨዊሞᅃ้ۨक़ओݔݴ

!!!!ഘࢪဣཥዐײࡗڦਦۨକഘࢪဣཥڦጲՎ୲ǈᅜ

ྷాᇑܾᄟࣅ༐၎Բܸڦڟڥ၎ޖܔพᆖၚኵă4ዐԈ

तܔዮසٷഘ࿒ഘ༹౪܈ሺेڦඡڦۯၚᆌăႹܠए

ઔକႎഘ༹ૌ႙ڦᆶऐࣅޘݴጱǈ்ړዐᆶႹܠ

ԨഘࢪࡗڦײዘᄲႠڟڥ؊ݴණ๎ǈഄࡗײᄺࡻڥں

ௗǈፕྺ࿄ઠڦ༐ൠࣅࢇ༺پăᅃၵഘ༹ڦඇ൰ሺ

ڟఇెăݒઍࡗ؛ܔײ๔ඡۯഐጣ)ٷݣኟݒઍ*ई३ၭ

࿒യԲഄڦփඓۨႠ߸ٷǈ
ᆮഄఫၵுᆶၘဦం

)ݒઍ*ڦፕᆩǈᅺُǈܔኟඓఇెഘࢪᄇࣅᆶጣዘᄲ

֪ଉኵڦഘ༹ă
থڦඇ൰ሺ࿒യཚࡗ๑ᆩ߀ܾڦ

ڦᆖၚă

ᄟࣅ༐ޖพഽ೨ऺڦ໙ǈTBSዐDP3 ኵஞ؋ڦၚᆌࡧຕǈ
ᅜतႹܠࣅ༐ࣅࢇޖพഽ೨तٷഘంڦႎຕኵܸڥ

ኖഘ

ڟ၎ܔᇀ DP3 ڦԲኵă
ăగၵഘ༹ઠᇸᇀक़থޖพݒઍڦ
क़থඇ൰ሺ࿒യᄺᆶࠚऺኵǈഄዐԈઔDPăਏᆶጚඓ

!!!!ᆩᇀᆯഘࢪఇ๕ᇨ֪ܔڦᆌᇀDP3 ሺेᆅഐڦ

ٷഘంኵڦഘ༹ڦথඇ൰ሺ࿒യڦဃֶࠚऺٷሀሞ

ڦٷሺڦዷᄲݒઍٷഘዐኖഘڦሺेăٷഘዐ࿒

Ġ 46&ǈܸक़থඇ൰ሺ࿒യڦሶ߸ेփඓۨă

ߛืڦ܈-!ᆅഐକഄࡤీ૰ڦሺे-!࠶සُ-!ᆯᇀ
ਨٷևٷݴഘݥԏࢅڦ-!ኄժփথᅪ࿆ጣኖഘጲ

Ｄ ． 气候系统及其变化的模拟

मᅃۨࣷሺेăሞՉহ֫ా)ٷሀٷഘፌ ڦگ2  ڟ3 ࠅ
*-!ኖഘໜ࿒ڦ܈ሺेܸሺेăܸሞՉহ֫ᅜฉڦጲ

!!!!മ௬ଇবాඹԒߢକٗᄫᇺࡗڦඁڟ၄ሞڦഘࢪǈ ᆯ֫ୁܔ-!ఫഛڦ࿒ၳᆌፌዘᄲڦ-!൧ডవ
ዷᄲཚࡗߴഘࢪՎଉ֪࠵ڦ๚ํǈतᆅഐഘࢪՎࣅ ඓۨăᆯ၄ᆶఇ๕ڦڟڥഛݒઍ-!ٷሀӝ၎ܔᇀࠦۨ
ޗڦพᅺጱ֪࠵ڦ๚ํăኄᅃবॽཚࡗ௮ຎܔ࿄ઠഘࢪ

ࡤଉኖഘڦሺٷݣକᅃԠăሞTBSᅜઠ-!࠶ሊዐ

Վࣅႜۨଉࠚऺྸڦᅃ߾ਏǈनຕኵఇ๕ǈॺ૬

ഛڦᅥ฿࣏٪ሞডڦٷփඓۨ-!ఇ๕ዐഛݴڦքࢅ

࿄ઠഘࢪൃڦăںܔ൰ဣཥీଉኧೝ࢚ڦएԨණ๎

ํा࠵֪࣏٪ሞֶ՚ǈ!ఇ๕ዐഛتڦᅙڟڥକডٷ

ᅪ࿆ጣ၎ړ०ڦڇఇ๕ᅜܔగၵඇ൰ೝՎଉႜ࠽

߀ڦăఇ๕ᅙঢ়ీࠕఇెڟ࿋ᇀඤޭࢅټඤټᆶ࠵֪

ۨڦݘଉᇨ֪ǈڍኻᆶڦഘࢪఇ๕֍ీްܔሗݒڦ

ऻחڦโࢅ߅ሳں൶-!ᅜत்සࢆሞ߳Ă߳लব

ઍࡗײᅜतၘဦڦਆںՎࣅႜጚඓڦᇨ֪ăഘࢪဣཥ

क़ႜᄇࣅăසࡕ߸ᅃօࣆڦ-!ኄժுᆶ༵ࠃᅃ߲ݒ

ࡗްڦײሗႠ๑ڥට்փీᆩྔླྀࡗඁ൵݆ݛڦǈई

ઍڦॠᄓǈ࠶၂ֶڦኵൡၠᇀᅃ߲ኟڦഛݒ

ཥऺ݆ݛڦǈईഄكঢ়ᄓڦरຍඁჺ৯࿄ઠڦഘࢪă ઍ-!ഄଉपᅜࢅఇెዐڦ၎Բă
ഘࢪఇ๕ᅜᆩઠჺ৯ܔ࿄ઠޖพᅺጱփཞ൧ৠڦ
ഘࢪၚᆌ)ቤব G*ăཞᄣںǈᇨ֪࿄ઠܾᄟࣅ༐Ǆࡤ߳ዖ

云

փཞ༐ੰڦ၎ܔဌǅᅜतഄ࿒ഘ༹ܔݣഘࢪ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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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ጲ 2::1  JQDD ڼᅃْೠࠚԒߢᅜઠ-!ሞ࿄ઠഘࢪ

ײ୯ຕኵ༐თ࣍ఇ๕ዐă

ᇨ֪ዐڦፌٷփඓۨႠઠጲሊतഄޖพ၎ࢻፕᆩăሊ

IPCC ڼෙْೠࠚԒ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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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ඇ൰ሺ࿒യీࠚऺᆯᇀٷ
表３：၎ܔᇀܾᄟࣅ༐ڦথඇ൰ሺ࿒യీ)HXQ*Ǆܔᇀٷഘంᆶඓൎኵڦഘ༹ǅ
ഘݣ2ഥਖ਼༬ۨ࿒ഘ༹ܸټઠڦඇ൰ሺ࿒၎ܔᇀٷഘݣ2ഥਖ਼ܾᄟࣅ༐ټઠڦඇ൰ሺ࿒ڦԲኵăփཞ้
क़܈ඇ൰ሺ࿒യీڦኵփཞ๖କփཞഘ༹ٷڦഘంڦᆖၚă\ߵ7/8^ă

DP3
DI5
O3 P

23/1
c
225

全球增温潜能
时间长度（年）
２０ 年 １００ 年
2
2
73
34
386
3:7

IGD.34
IGD.43
IGD.52

DIG4
DI3G3
DI4G

371
6/1
3/7

:511
2911
441

23111
661
:8

21111
281
41

IGD.236
IGD.245
IGD.245b
IGD.254
IGD.254b
IGD.263
IGD.263b
IGD.272

DIG3DG4
DIG3DIG3
DI3GDG4
DIG3DI3G
DG4DI4
DI3GDI3G
DI4DIG3
DI4DI3G

3:
:/7
24/9
4/5
63
1/6
2/5
1/4

6:11
4311
4411
2211
6611
251
521
51

4511
2211
2411
441
5411
54
231
23

2211
441
511
211
2711
24
48
5

IGD.338fb
IGD.347dc
IGD.347fb
IGD.347gb
IGD.356db
IGD.356gb
IGD.476ngd
IGD.54.21nff

DG4DIGDG4
DI3GDG3DG4
DIG3DIGDG4
DG4DI3DG4
DI3GDG3DIG3
DIG3DI3DG4
DG4DI3DG3DI4
DG4DIGDIGDG3DG4

44
24/3
21
331
6/:
8/3
:/:
26

6711
4411
4711
8611
3211
4111
3711
4811

4611
2411
2311
:511
751
:61
9:1
2611

2211
4:1
4:1
8211
311
411
391
581

4311
61111
21111
3711
3711
4311
5211
4311

26211
4:11
9111
6:11
6:11
7911
7111
7211

33311
6811
22:11
9711
9711
21111
9:11
:111

43511
9:11
29111
23511
23511
25611
24311
24311

1/126

2

2

==2

寿命
（年）

气体
ܾᄟࣅ༐
b
ोྛ
ڌᄟࣅ

c

５００ 年
2
8
267

ൠޘ༐

ඇޘዖ
TG7
DG5
D3G7
D4G9
D5G21
d.D5G9
D6G23
D7G25

ௗࢅࣅௗ
DI4PDI4
IGF.236
IGF.245
IGF.254b

DG4PDIG3
DIG3PDIG3
DI4PDG4

261
37/3
5/5

23:11
21611
3611

25:11
7211
861

:311
3111
341

IDGF.346eb3
IGF.356gb3
IGF.365dc3
IGF.8211
IGF.8311
I.Hbmefo!2151y
IH.21
IH.12

DG4DIDmPDIG3
DG4DI3PDIG3
DIG3DG3PDI4
D5G:PDI4
D5G:PD3I6
DIG3PDG3PD3G5PDIG3
DIG3PDG3PDIG3
DIG3PDG3DG3PDIG3

3/7
5/5
1/33
6/1
1/88
7/4
23/2
7/3

2211
2:11
::
2411
2:1
6:11
8611
5811

451
681
41
4:1
66
2911
3811
2611

221
291
:
231
28
671
961
561

bोྛڦඇ൰ሺ࿒യీԈઔକܔೝୁ֫ഛࢅؚᄟࠋ၅ڦक़থᆖၚă
c ोྛࢅᄟࣅჱڦڌኵঢ়ࡗକ้क़ۙኝǈ
ኄዷᄲ୯କ்ሞิ٪क़ڦक़থᆖၚ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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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３：气候模式：是如何建立的？又该如何应用？

!!!!ጹࢇഘࢪఇ๕ॺ૬ሞᆩຕბײݛ๖ڦ

࣍ࢅ࡛ᄝ༐თ࣍ǈܸٷഘࣅბፇׯևݻሶሞഘࢪ

ۨୱएإኮฉǈڦ൱֑ᆩඇ൰ෙྼ߭ۅઠڥ

ఇ๕Ԩวኮྔሏႜăړǈፌዕణڦీ୯

ڦڟăܔᇀഘࢪఇెઠຫǈഘࢪဣཥڦዷᄲፇۼׯ

ᆶںڦ൰ഘࢪဣཥፇׯևݻतഄ၎ࢻፕᆩǈሞܔ

ᆌሞጱఇ๕)ٷഘǈ࡛ᄝǈںںǈգდංǈᅜत

࿄ઠഘࢪՎࣅڦᇨ֪ዐփ୯߲߳ڟፇׯևڦݻ

ิං*ዐᆶٳǈഄዐԈઔ்Ԩวኮक़ᅜत၎

ݒઍᆖၚăူ၂๖ഘࢪఇ๕ࡗඁǈ၄ሞࢅ࿄ઠ

ࢻኮक़ײࡗڦăԨԒߢዐܠٷڦຕࡕۼઠጲఇ๕

ڦీᄇࣅă

ࡕǈኄԈઔኄၵᆶፇڦׯᅃၵాඹăԈࡤٷ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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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ᆶၵఇ๕ཚࡗĐཚଉۙኝđઠتဃֶईৎں

ᄝ࣍ୁఇ๕)BPHDN*ă૩සǈሞٷഘఇ๕ዐǈᆶ௮

ཚଉփೝ࢚ǈኄၵۼྺକ๑ڥఇెᇑ࠵֪ࡕ߸

ຎٷۯ܈ଉĂඤଉᅜतโد܈ײݛڦăૌຼڦ

থৎܸߵঢ়ᄓሞٷഘࢅ࡛ᄝহ௬ฉሞᅃ้ۨक़ా

ײݛሞ࡛ᄝఇ๕ዐᄺ٪ሞăణമۆ႙ٷڦഘఇ๕ݴ

ႜڦဣཥၯኟăට்ยऺକᅃ߲रຍǈᅜඁأᅃ

Ր୲ٷሀೝ 3 6 1 ࠅࢅؽ 2 ࠅ) Չহ֫ᅜ

ၵఇ๕ဃֶܔࡕٷڦևݴᆖၚăঢ়֑ᆩ݆ݛڦ

ฉ*<!ۆ႙࡛ڦᄝఇ๕ݴՐ୲ٷሀೝ236.361ࠅ

සူ;!ံᆩఇ๕ႜᅃْĐ੦đഘࢪఇెǈ

ࢅؽ 311.511 ࠅăఇ๕ዐڦײݛओݴօ

ࢫᆩఇ๕ႜഘࢪՎࣅᄓఇెǈ૩සሺेఇ๕ٷ

ӷ߲ၭ้ăႹܠࡗײǈ૩සᇑሊࢅ࡛ᄝୁܔ၎

ഘዐܾᄟࣅ༐ڦ౪܈ăፌࢫǈଇኁֶڦԥᆩઠࠚऺ

࠲ײࡗڦǈഄक़܈ᇺၭᇀఇ๕߭ۅǈࠤփీᆩ

ᆯᇀඡټۯઠڦഘࢪՎࣅăኄዖဃֶरຍࡗ୳ۖକ

ఇ๕ఇెႜ၂๖൱ă்ڦೝᆖၚཚࡗ୯

ఇ๕ዐܠٷຕටྺۙኝᆖၚǈᅜतമࢫփཞఇెࡗ

ᇑٷ܈Վଉڦ၎࠲ܸৎຼںԥ୯ăኄዖर

ײዐڦဣཥဃֶăܸǈփཞఇ๕ࡕڦԲড๑ڥ

ຍ৽ঢፔ֖ຕࣅă

గၵဃֶ༬ኙܔࡕڦᆖၚධๆݴ၂ዸă

!!!!ྺକܔ࿄ઠഘࢪՎࣅႜۨଉᇨ֪ǈට்ՂႷ

!!!!ں൰ഘࢪဣཥڦႹݛܠ௬ወႾڦǈ૩ස

ᆩഘࢪఇ๕ܔ੦࿄ઠഘࢪՎࣅڦᆶዘᄲࡗײ

ڦᄇࣅ؛ܔ๔ጒၭڦඡߌ௺ݥۯăኄዖ௺ߌႠ

ႜఇెăໜጣऺ໙ీ૰ڦනᅮഽٷǈഘࢪఇ๕ሞࡗ

၌କྺ้ଇዜڦዐཀഘᇨԒڦᇨԒႠă

ඁڦबๆᄽᅙ݀ቛഐઠăኄक़ǈഘࢪဣཥ߳

ܸǈᆯᇀഘࢪဣཥ߸࣐Վࣅፇׯևٷܔݴഘڦဣ

ፇׯևڦݻఇ๕ǈԈઔٷഘǈںǈ࡛ᄝǈ࡛գǈ

ཥᆖၚǈഘࢪධᆶഄᇨԒႠăփ࠶ሹᄣǈྺକ

܀૬݀ቛྜׯǈժደॷํ၄᳘ࢇăփཞፇׯक़ڦ᳘

ీࠕሞణമ؛ڦ๔ཉॲࢅఇ๕փඓۨႠڦ൧ူፕ

ࢇઓవዘዘăፌৎǈ଼თ࣍ፇׯևݻԥ᳘ࢇഘࢪ

੍ڦᇨԒǈට்Ⴔᄲᆩփཞڦඇ൰ఇ๕ǈሞփ

ఇ๕ǈ்ԥᆩઠ୯଼ڦಇݣᅜतഘමঌ૭ጱڦ

ཞ؛ڦ๔ඡۯ൧ူႜْܠዘްሏ໙ăኄၵणࢇ

ᄟࣅႚׯăణമሞณຕब߲ఇ๕ዐ୯କں༐თ

ܔഘࢪጒႜ߁୲ᇨԒڦएإă

ᅜဌࢅݒพᄞޖพ)ܸٗইںگഘ࿒*-!ཞ้ᆼဌ

Ⴀڦኝ༹๖!ܸሞఇ๕ዐᆶ߀ڦٷăሊ၄ྺഘࢪ

ࢅݣพհޖพ)ܸٗሺں௬*ăኄၵፕᆩڦኝ༹ၳ

ఇెዐᅃ߲၂ዸڦയሞဃֶăఇ๕ဣཥႠࠚگںሊܔ

ࡕൽਦᇀሊ܈ߛڦĂ!ሊ܈ࢩڦतഄޖพ༬Ⴀăሊޖڦพ

ᄞޖพڦဌǈኄዖీධᅃ߲٪ሞኛኴڦ࿚༶ă

༬ႠࢅՎࣅൽਦᇀٷഘዐഛĂ૭Ă
!գ૭Ă
!ٷഘഘම

ሊ৫ݒઍ࣏ࡽޙڦᅃ߲փඓۨڦ࿚༶-!փཞڦఇ๕ߴ

ঌݴڦքࢅሊ܈ࢩڦă࠶࣏ᆶ၎ڦٷړփඓۨႠ-!ሊ

କ၎ֶڦٷړᅴă߸ᅃօڦփඓۨႠઠጲᇀইࡗ

֖ຕࣅڦएإᅺሞሊኧײݛዐᆅሊྲ༬

ײ-!तሞጚඓఇెනთ࣍तইଉࢅೕ୲ݛ௬ڦઓవ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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Ḛ 3ˈ 1: ࡗඁ 25 ഘ
ࢪఇ๕݀ڦቛՎࣅǈഄዐ
၂๖କփཞՎଉ܀ڦ૬݀
ቛǈᅜत᳘ࢇްڟሗഘࢪ
ఇ๕ײࡗڦă

ጹࢇٷഘ - ࡛ᄝ࣍ୁఇ๕ްݥሗǈႴᄲٷଉڦሏ

ۯ૰ࢅࡗڦײ०ࣅă०ڦڇǈডްሗڦǈጹࢇڦ

ႜऺ໙ጨᇸăྺକ༑༪࿒ഘ༹ಇڦݣփཞ൧ৠǈᅜत

ఇ๕ᅃഐࠓׯକĐഘࢪఇ๕ဣଚđǈ்ܔᇀ༑༪ఇ๕

߸ඇ௬ऺࠚںఇ๕֖ຕࣅ्ۨईৎຼڦᆖၚǈ०ڇఇ๕

֖ຕࣅڦስǈೠࠚഘࢪՎࣅڦዘᄲஃഐጣف၎

ᄺݘ࠽ڟڥᆌᆩăኄၵ०ڇఇ๕Ԉઔఇ๕ݴՑ୲ڦইگǈ ᅈڦፕᆩă

ೝୁ֫

ୁ֫ڦ֫گ࿒܈ইگԥࡃᅺᇀؚᄟڦ३ณ, ళटؚڦᄟ
۴ഄዐڦᅃևݴ, ܸ ݥCO2 ౪ڦ܈ሺेă֫ୁܔዐׂ

ᆯᇀೝୁ֫ࠓڦՎࣅࢅܔഄޖพᇑۯ૰ࡗڦײዘ

ิڦհۯᅜدխڟೝୁ֫, ժሞఫԥဌă
ࡕ, ೝ

ᄲፕᆩڦණ๎, ೝୁ֫ሞഘࢪဣཥዐڦዘᄲႠሁઠሁܠ

ୁ֫ڦՎࣅࣷ߀Վኄၵհڦဌݛࢅۅں๕, ኄዖፕᆩ

ڟڥዘăٷഘዐԈઔೝୁ֫ڦ࿒܈Վࣅؽڦખ၍,

ᆼᅜူ֫ୁܔڟدăᄞ࠼ቷڦՎࣅ, ዷᄲሞጭྔ

ॠ֪ࢅׯᅺჺ৯ዐᅃ߲ዘᄲኸՔăٷևڦڟ֪࠵ݴೝ

հ(UV), ࣷᆅഐᆯ࠼ࣅბݒᆌሰؚڦׯᄟՎ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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߀Վೝୁ֫ेඤ୲ժᅃօ߀Վୁ࣍ڦ֫ୁܔăݴՐ

!!!!Ԉઔፌႎ௬ኙڦఇ๕ჺ৯-!DP3 ሺेܔኲ

୲ڦਆ၌ࢅܔᅃၵೝୁ֫ࡗײ၎ܔডֶڦ௮ຎ-!ሺेକ

ิڦথၳᆌ-!ᅜڞዂඤٷټں൶ཱིගݴኖ

ఇ๕ࡕዐڦփඓۨႠă

݀ኖ༮฿ጺଉڦ၎ܔ३ณǈኄᇑ൶ᇘሺࢅՎ߅၎
ဣڦ-!ᆯཚڦ࿒ၳᆌᇨ֪ڦăړටྺഘࢪՎࣅ)ස-

࡛ᄝ

ഘ࿒ሺे-!ইՎࣅ-!৫ޖพेඤՎࣅ-!ࢅ DP3 ڦথ
ၳᆌ*!ᅜᆖၚ௬ጒ)ස-!ཱིගโ܈-!ݒቷ୲-!֢ٚ

!!!!ሞ࡛ᄝࡗڦײఇెݛ௬ᆶକᅃၵڦٷቛǈ༬՚

ࢅ܈ኲԥ*้ǈ௬ՎࣅᆶዘᄲݒڦઍፕᆩăీଉĂۯଉĂ

ඤଉدݛ௬ăኄၵቛ-!ᇑݴՐ୲ڦሺे၎ဣ-!ሞ

Ă!ඤଉࢅ༐ሞ௬ࢅٷഘक़ڦ࣑-!ሞఇ๕ዐᅜԥ

३ณఇ๕ܔཚଉۙኝڦᄲ൱-!ႚׯጲٷୁ࣍܈႙ڦ

ۨᅭྺਆںኲԥૌ႙ࢅ܈-!ᅜतཱིගࢩࢅ܈༬Ⴀ

ኈํఇెࢅ߀ܻܲ౷ఇెݛ௬ݥዘᄲǄ९ 5ǅă ࡧڦຕ-!்ۼएᇀᆯᇀ๑ᆩ࿐႓࠵֪ܸփ߀ڟڥ
࡛ᄝᄝୁၻټඤଉٗඤߛڟټ࿃ں܈൶ă࡛ᄝᇑٷഘ

௬ຕੰăፌৎሞኲ࠼ࢇፕᆩࢅ૧ᆩݛ௬ڦණ๎

࣑ඤଉĂ)ཚࡗኖ݀ࢅই*!Ăࢅ DP3ăᆯᇀഄڦٷ

ቛሞႎᅃڦپ௬֖ຕࣅዐ-!ԥ૧ᆩઠ᳘ࢇీںଉĂ

ዊଉࢅඤඹଉ-!࡛ᄝ३࣐କഘࢪՎࣅ-!ժᆖၚ࡛.ഘဣ

ࢅ༐თ࣍ǈ்ᅙྺ֪࠵ںׇᄓኤժᆅڟևݴHDN

ཥՎ୲้ڦक़܈༬ኙăሞᇑഘࢪՎࣅ၎ဣ࡛ڦᄝࡗ

ዐǈڟڥକں. ٷഘཚଉఇెዐኤํ߀ڦă!࠶

ڦײକݛ௬ᆶକডٷቛăݴՐ୲ڦሺे-!ᅜतܔዘ

සُ-!ሞཱིගโײࡗ܈Ă০ୁᇨԒĂཱིں૧ᆩ߀Վࢅდ

ᄲ߭ྪْڦ)ײࡗ܈සዐ܈*ኙ)֖ຕࣅ*߀ڦ

ᅜतْྪ߭܈փሌႠتݛڪ௬࣏ᆶᅃၵዘᄲڦ࿚

-!ሺेକఇెڦኈํႠăሞၭײࡗ܈-!සᅯୁ)ཚࡗ

༶Ⴔᄲਦă

ုཚڦڢᄝୁ-!සཚࡗ߭નࢅգ*ڦڜ-!ဇևՉহୁ
)नᄂӂٷڦု܈ୁ*-!ڦڪࢇंࢅୁܔኙݛ௬ධ٪

!!!!௬ޮ߃߀ڦՎᅜሞबݛ௬ᆖၚඇ൰ഘࢪăחโ

ሞڦٷփඓۨႠă࠶ܔഘࢪڦᆖၚ࣏փൣؤǈഘࢪ

ڦඤںټ൶)සళெ-!ݥዞࢅ۫ళჱ*ࡀٷఇڦ෧ଠੁ݃ᅙ

ఇెዐڦՉহୁডํाڦෑܸă

ԥኤํྺፌዘᄲڦሞႜዐڦ௬ࡗײ-!ᅺྺ३ณକ
ኖ݀-!ሺेକ௬࿒܈ǈኄၵፕᆩᅙঢ়ۨႠሞఇ๕ዐڥ

գ۳ං

༹ڟ၄ăڍ-ࡀٷఇ෧ଠੁ݃ǈ༬՚ሞჱகსࢋں൶
ܔ࿔თ࣍ۨڦଉፕᆩ࣏٪ሞጣڦٷփඓۨႠă

!!!!࡛ܔգࡗڦײኙሞփ߀-!၄ሞᅃၵഘࢪఇ๕

ᆅକգۯ૰ࡗڦײتăඇ൰ఇ๕ዐ-!ܔںգ

༐თ࣍

ࡗڦײኙධႴ݀ቛăգ۳ංԈઔں൰ฉఫၵलবႠई
Ⴀԥდգޮ߃ںڦ൶ă࡛գዘᄲڦ-!ᅺྺড

!!!!एᇀࡗڦײ࡛ࢅںᄝ༐თ࣍ఇ๕ڦፌႎቛࢅ

࡛௬ݒพ߸ڦܠพᄞޖพ)नᆶডߛݒڦቷ୲*<!ժ

்၎ܔᇀ࠵֪ڦॠᄓ-!ߴ்ሞ࿄ઠ൧ৠჺ৯ዐڦᆌᆩ

ሞ۬लਨᇹ࡛ᄝ-!३ณഄඤଉ฿ăኄᄣ-!࡛գڦ३ณ

༵ࠃକ੍ᅈăሞጲহዐ-!DP3 ںთ࣍ᇀٷഘĂ

ߴߛ࿃܈ഘࢪՎ༵ࠃᅃ߲ኟݒڦઍă߸ᅃօ-!ᆯᇀ

࡛ᄝࢅںăڍ-!ටૌऄۯᆅഐ ڦDP3 ඡۯႴᄲݥ

࡛գড࡛Ԉࡤডณڦჸ-!ᅺُ࡛գ้-!࡛ᄝ֫

้ڦक़֍ీࠕၩأăኄᆯᇀ࡛ᄝࢅں༐ئ٪ںሺ

ࡤڦჸଉ)ჸࢅ*܈ࣷ܈ሺेă
ኄٝକᇑ࡛֫گڦ

े୲ڟ၌ײࡗڦᆅഐڦăටྺ DP3 ᆯᇀ࡛ߛڦම

࣑-!ܸᆖၚ࡛ᄝ࣍ୁăգڦႚࢅׯգॐڦබॽڏ

)܈ᅺ༐ࣅბڦጲႠዊ*ܸԥ࡛ᄝဌ-!ڍဌڦ܈

ᆯ࡛࣏ݓںᄝ-!ᅺُኄၵࡗײڦ܈Վࣅᅜཚࡗ

ᆯᇀᆶ၌ؽڦंࢇܸ܈ڟ၌ă!ටྺDP3 ԥں

௬ჸڦ܈Վࣅᆖၚ࡛ᄝ࣍ୁăდ߃ডںᆶডߛݒڦቷ

ิༀဣཥڦဌᆶबዖీऐ-!සཱི࠶ں-!DP3 แ

୲<!ᅺُ-!࠶ፕᆩԲ࡛գၭ-!დ߃ڦ३ณᄺࣷڞዂૌ

ݨፕᆩ)ᆯᇀٷഘDP3౪܈ሺेᆅഐڦኲิेڦഽ*-

ຼڦኟݒቷ୲ݒઍăდݛӄࢅգޮ߃तഄࢩ߭ྪْڦ܈

ᅜतටྺڌڦሺेăኄዖဌᆯᇀኻᆶ၎ܔডณݻ

܈Վ୲ްڦሗႠփሺे-!ኄᅜ၂ዸںᆖၚݒቷ୲

ڦܮኲ༐ᅜئ٪)ఢࢅޫኲዊ*!ڟ၌ă

ࢅٷഘ . ࡛ᄝ࣑-!்ᅙঢ়ԥᆅևݴഘࢪఇ๕ă

ಇ ڦݣDP3 ԥ࡛ᄝࢅཱིںဌڦԲ૩ໜ DP3 ౪ڦ܈ሺे
ࣷ३ณă!एᇀࡗ࡛ڦײᄝࢅں༐თ࣍ఇ๕)Ԉઔ-

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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ࣅბࢅิࡗڦײຎ*ԥਸ݀ઠժᇑ၎࠲ጲ༐თ࣍

ბएإ

ڼᅃ߾ፕፇरຍቌᄲ

࠵֪ႜԲডೠࠚă!փॺ૬ఇ๕ઠఇݠ༐თ࣍ዐටૌऄ

๕ዐᅙԈઔႹܠ၎࠲ײࡗڦ-!࣏ڍႴᄲ߸ڦܠ౮૰-!ઠ

ڦۯඡۯ-!ժీࠕׂิᇑ࠵֪ڦڟඇ൰൵ጺ༹ૌຼڦ

ጚඓ௮ຎኄၵጲጒༀă߸ᅃօ-!ᆯᇀFOTPࢅOBP

࡛ᄝࢅں༐ဌ้ڦक़Ⴞଚăఇ๕क़࣏٪ሞڦٷփ

൶ᇘഘࢪՎࣅڦਦۨႠᅺጱ-!ժీᆅഐ݀ࢅג

ཞ-!༬՚ሞසࢆت࡛ᄝ࣍ୁࢅิںༀဣཥܔ

࠵ၙၡڦՎࣅ-!ᅺُሞჹ߭ൽਦᇀਆںՎࣅڦഘࢪ

ഘࢪڦਆںၚᆌݛ௬ă࠶සُ-!၄ሞڦఇ๕ᅃዂኸ-

Վࣅڦኄၵݛ௬٪ሞጣሺेڦփඓۨႠă

ړഘࢪՎࣅڦၳᆌڟڥ୯้-!࡛ᄝࢅ ܔںDP3 ڦဌ
ࣷ३ၭă

࿒ჸ࣍ୁ!)UID*

Ｄ．２ 耦合系统

!!!!࿒ჸ࣍ୁ)UID*ሞٷဇᄝዐ࿃܈ඤଉໃዐഐጣዷ

ᄲڦፕᆩă ᆯ࿒ࢅ܈ჸ܈ၳᆌᆅഐڦֶ܈ᅴᆅഐڦ
!!!!සE/2বኸڦ-!ഘࢪဣཥ߳փཞڦፇׯևٷ)ݴ

UID࡛ᄝዐඇ൰ڦ܈თ࣍ăሞٷဇᄝ֫࿒࡛

ഘ-!࡛ᄝ-!գდං-!௬*!ాևक़٪ሞጣႹݒڦܠઍă ၠԛୁۯ-!ሞԛٷဇᄝူ֫ૐ်࡛࣮ୁǈኄᅃࡗײዐ
ڍ-!Ⴙܠዘᄲݒࢅײࡗڦઍิ݀ڦཚࡗഘࢪဣཥ߳

ඤଉدڟڥăٷဇᄝUIDڦዘႎፇኯᅜᆯ௬ޝ૰

ፇׯևݴक़᳘ࢇઠํ၄ڦă்ڦኙܔ܈ײᇨ֪ٷ

ڦඡ݀ةۯ-!!ᆖၚ௬ޝ૰ڦᆶইĂኖ݀Ă!ٷ০

܈ၚᆌݥዘᄲڦă

ୁĂ࡛գႚׯĂඤଉ࣑Ă!ڞዂ൶ᇘࢅඇ൰ഘࢪՎࣅڦ
ࡗڪײă୯ڟUIDڦᆅ-!ٷഘࢅ࡛ᄝڦ၎ࢻፕᆩੂ

ጲՎ୲ఇༀ

ഐઠᄺپܔाࢅ߸้क़܈ᆶዘᄲᆖၚă!ٷٷ܈
ഘഽ೨ڦ၎ࢻᆖၚ-!Ԉࡤᆶሞگ࿃ेڦඤࢅኖ݀-!ሞߛ

!!!!၄ሞሁઠሁණ๎ڟ-!ጲ࣍ୁ႙-!සFOTPࢅOBP-

࿃ڦই࿒ࢅইሺे-!ፇׯକ၄ٷپဇᄝUIDയሞփ࿘

ሞඇ൰ഘࢪतഄाࢅ߸้क़܈Վ୲ዐഐጣ࠲ዘ

ۨڦएإăFOTPཚࡗ߀Վඤٷټဇᄝڏڦೝ࢚-ᄺ

ᄲڦፕᆩăፌഽڦा܈ഘࢪڦጲհۯ-FOTP၄

ీࣷᆖၚ UID-!ܸ༵ٗࠃକᅃ߲گ࿃ࢅߛ࿃क़ڦ᳘ࢇă

ၡ)९ 5*ăᅃ߲ࠦᆶٷڦഘ. ࡛ᄝ᳘ࢇఇༀ-!ഄऄ

ኙཚࡗ࡛ڹभࢅု࡛ိڦၭ܈ᄝୁڦփඓۨႠ-

ۯዐ႐࿋ᇀ؆ڢೝᄝ-!ܔڍ๘হڦాྷݔਆںഘࢪۼ

၌କఇ๕ܔUID၂ዸՎࣅڦఇెăԛೝᄝডณڦჸ

ᆶዘᄲڦᆖၚăඇ൰ഘࢪఇ๕၄ሞኻీ၄پ

ݴ-!๑ڥೝᄝዐփీ݀ิศڦUIDă

FOTP ڦඤټೝᄝڦՎ୲-!ኄዷᄲཚࡗሺे؆ںڢ
൶০ၠݴՐ୲ํ၄ڦăૌຼᇀ FOTP क़݀ิ࡛ڦ࿒

ݥ၍Ⴀ๚ॲࢅഘࢪՎࣅ

ٷࢅ܈ഘ࣍ୁ႙-!ཞᄣ݀ิሞپाई߸้क़܈ฉă
!!!!ഘࢪဣཥዐࢅփొՎࣅڦీႠ٪ሞڦ!!!!ԛٷဇᄝ༢)ۯOBP*ԛӷ൰۬लٷഘ࣍ୁՎ୲ڦ

ڍഄᆶ࠲ऐᆶڦ܈ײٷփඓۨႠ-!ཞᄣሞኄዖገ

ዷڞ႙-!၄ሞᅙփڟڥںኈํఇెăOBPᇑԛट༢ۯ

࣑ڦీႠई้क़ݛ܈௬ᄺᆶڦٷփඓۨႠă ഘ

)BP*၎-!ᆶᅃ߲ଷྔ࣍ڦԛटݴڦଉăᆶഽ

ࢪࡗײԈઔႹްܠሗݒࢅײࡗڦઍ-!்ᅜްሗݥڦ

ڦኤ-!OBPዷᄲᆯᇀ֫ୁܔ.ೝୁ֫ဣཥٷڦ

၍Ⴀݛ๕ႜ၎ࢻፕᆩăසࡕဣཥԥ؊ݴඡࣆڦۯ-!ኄ

ഘాևࡗײᆅഐڦăٷဇᄝ࡛࿒ )܈T T U * ڦհۯᇑ

ዖ၎ࢻፕᆩᅜᆅഐഘࢪဣཥࡗגଣহጒༀăٗटں

OBPڦഽ܈၎ဣ-!ሞ OBPࢅٷဇᄝक़ᅃ߲ዐڪഽ܈

գႊइൽڦኤ-!ٷഘጒༀᅜሞबాՎࣅ-!ٷ

ڦມၠ၎ࢻፕᆩ-!ࣷڞዂپाՎ୲ǈഄ၄ܔഘࢪՎ

܈ӷ൰ڦՎࣅᅜᆶबๆఫă૩ස-!ٷဇᄝ

ࣅᇨ֪ๆݴዘᄲă

UIDڦገၠԪએڦଣহڦీႠ-!ᅙԥᅃဣଚఇ
๕ኤํă၄ሞ࣏փൣؤኄዖଣহኵ๊-!ᅜतට

!!!!ഘࢪՎࣅᅜ၄ྺྷජೝኵڦՎۯ-!ཞ้ᄺ

ૌऄۯᆅגڞሁీႠᆶ)ٷܠ९ቤবG/7*ăٷഘ࣍

ᅜ၄ྺഄܔ༬ۨഘࢪጒༀڦൡၠ-!සᅙኤڦ-!࠵֪

ୁᅜԥ௮ຎྺփཞڦൡၠႠૌ႙<૩ස-!ٗFOTPࢅ

ڦڟፌৎ 41  OBPኸຕၠኟኵ݀ቛڦ൵-!ᅜत 2:87

OBP0BPᆅഐ-!ᅜत்࿋၎ڦՎࣅࣷ݀ิڥă

ᅜઠඤټೝᄝڦഘࢪĐ࿋ᅎđă
!᳘ࢇఇ๕ᅜఇె࠵

एԨڦஃࢅఇ๕ຫഘࢪՎࣅᅜံԥ௮ຎྺኄ

֪ڦڟጲഘࢪՎ୲༬ኙ-!සOBPࢅFOTP-!ኄఇ

ၵႚༀ၄ೕ୲ڦՎࣅăኲԥڦՎࣅ-!ईኁཚࡗ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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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ሞा้क़܈ฉፌഽڦጲՎ୲ܻܲ

ୁࢅۯገၠăኄᄣǈডૐࡤڦᆐᄢ࡛ڦᄂ؆ࢅڢ

౷ 0 ళݛ༢)ۯFOTP*ă
Đܻܲ౷đᅃَ-ፌራኸ

ெዞဇևᄂӂጲူ֫ฉǈᆶ૧ᇀޝᆴኲĂ!ޝᆴۯ

ሞڐবक़݀ิڦǈᄂ࡛ӂၠళڦෑڦ

Ăᅜतᇉ݀ڦᇣิׂăᆯᇀૃࢅୁܔԓᅟᇀሞ

ᄝୁǈ!ৈᇑഄࢫփლڦٷڦሺ၎ăڍǈኄ

ฉิ݀ݛǈ࡛௬࿒ݴڦ܈ք႙ਦۨକඤںټ൶ই

ዖᄂӂڦሺǈᅃӯᇑࡔाනহ၍ৎ࠽߸ڦગ࡛

ݴڦք-ࡗݒઠǈኄཚࡗയඤݣᆼਦۨକٷഘेඤ

ᄝڦᅴሺ၎ဣǈܸ৽ኄ߲ೝᄝ࡛ಪྷݔ

႙ăेඤൻۯඤٷټ܈लޅ႙࣍ୁǈܸٗਦۨڦޅ

၄ၡॺ૬କഄᇑᅴඇ൰ഘࢪ႙ڦথăᇑĐܻܲ

ኝ༹൧ăඤټኄዖٷഘࢅ࡛ᄝक़ഽڦ᳘ࢇፕᆩᆅ

౷đ၎ٷڦഘև৽ݴĐళݛ༢ۯđăბॆ்ঢ়

ഐକܻܲ౷၄ၡă

ॽኄዖٷഘࢅ࡛ᄝࠌཞፕᆩڦ၄ၡࢇഐઠǈྺ
FOTPǄܻܲ౷ǉళݛ༢ۯǅă

!!!!ܻܲ౷क़ǈٗඤټဇೝᄝઠڦړ႑ޅ
३ෑ้ၠ۫ദᅎ-๑ඤޅټԓݴڦք႙ദᅎǈᅃօ

!!!!FOTP ᅃ߲ጲ၄ၡǈሞ෴ࢯႊࢅҾڼຯ

३ෑକ႑ޅǈܸٗेഽକ࡛࿒ڦ܈Վࣅăړᄂ

ஞڦգႊኤǈᅙঢ়٪ሞକฉഥă؆ڢೝ

؆ڢၠ۫ᆥ้ۯǈ࡛௬ሞဇևူইǈܸሞ۫ևืߛǈ

ᄝں൶࡛ڦᄝࢅٷഘཉॲณڟٳೝ࢚ጒༀǈܲڍ

ፌߛٳ1/36 ăڍǈٷഘ࣍ୁڦՎࣅժփਆ၌ᇀඤ

ܻ౷ᇑݒڦ࿋၎ઙబǈᆯᅃ߲؆ڢೝᄝ࡛

ںټ൶ǈܸฦቛڟඇ൰ǈᆖၚथୁݴքࢅዐ࿃ڦ܈

ಪྷݔՎૐፇׯǈଇኁኮक़ሞగዖ܈ײฉհۯփ

ޅԓୟ০ăٷዂ၎ڦݒ႙๕݀ิሞ၎ڦݒઙబ၎࿋

ࡀሶڦǈൡၠᇀ 4  ڟ7 ዜăْ๚ॲፌഽڦ࿋၎

၄ၡዐă

ᅃӯᅜჽჄྺٷሀᅃă
!!!!ᇑFOTP၎ဣڦՎࣅׂิକඇ๘হཀഘࢅ
! ! ! ! ೝᄝ࡛࿒܈၂փཞݴڦք႙ǈਦۨକ

ഘࢪڦٷՎࣅă
!ኄၵঢ়ܔටૌࢅมࣷᆶศᇺڦᆖ

FOTP ๚ॲփཞڦă࠲॰ڦ༬ኙǈ࿋ᇀ؆ڢဇ

ၚǈᅺྺࢅ்ঢ়၎ဣڦᆶ߅ĂࢡĂ!ඤષࢅ

ೝᄝڦĐđǈఫᆶඇ๘হፌ࡛ڦ<۫ೝ

ഄᅃၵჹዘ೦࣋౫ᄽĂᇌᄽĂ࣍ৣĂॳĂీᇸႴ

ᄝૐ࡛ڦܠǗࢅᄂ؆ڢሞ21 ሆݻፌഽĂ4ሆݻፌ

൱Ăഘዊଉ!ᅜतआሚླ၃ڦڪՎࣅăFOTP ሞఇ

ෑڦૐบăٷഘሞ؆ݛ۫ٗڢઠڦ႑ޅǈॽဇևڦ

ెٷഘዐDP 3 Վࣅዐᄺഐጣ၂ዸڦፕᆩăඤټೝᄝ

ܑओഐઠǈׂิᄂ؆۫ٗڢၠဇ 1/71 ߛڦၠฉ

ኟڦᆐᄢࢅDP 3 ࡛ฉǈሞܻܲ౷क़ԥᅞ

ڦၽೢăޅൻۯ௬ᄝୁǈኄਦۨକ௬࡛ၠన

ă

ڦටྺ෧ଠੁ݃ईኁཚࡗඇ൰Վ-!ᅜ݀ิڥ-

ۙăሞTBSᅜઠ-!ेഽ൶ᇘဦবڦरຍᄺڟڥକ၂ዸ༵

ీࣷڞዂᅃօڦഘࢪՎࣅăٷሀ 6-611 മිࡘ

ߛ-!ժڟڥକ߸࠽ڦݘᆌᆩă்ԥࣄྺݴෙૌ;!!ߛ

ઙڦ၄-!ీپକኄዖݥڦ߃ޮں၍ႠՎ

ࢅۙবݴՐ୲ڦBPHDN<!൶ᇘ!)ईഴ༫ᆶ၌൶ᇘ*!ഘ

ࣅڦᅃ߲૩ጱă

ࢪఇ๕!)SDN*<!ᅜतঢ়ᄓ0ཥऺࢅཥऺ0ۯ૰݆ݛă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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ဆዐᆅକᆶዷᄲڦၚᆌ-!గᅃඓڦ࿒ഘ༹႑ࡽ

ՐණڦႹܠփඓۨႠڦᇸධ٪ሞă்Ԉઔ;

ධॠ֪ڦڟăܸ-!ٷևݴఇ๕ཞ้ᆅ࿒ഘ༹

!Ą!֫ୁܔዐ࿒܈Վࣅؽڦખ၍ሞ࠵֪ࢅఇ๕ዐֶڦ

ࢅ଼ࣅഘමঌࢅऺࠚڦሞኄᅃ֪࠵ڦᅃዂڦă !!!!՚ăኄၵໜጣ߸ኈํڦഽ೨૦๏ऻሞఇ๕ዐڦᆌ
ړටྺࢅጲᅺጱۼԥᆅ୯้-!৽ڟڥକፌৎ251 !!!!ᆩܸ३ณ-!࠶ுᆶྜඇਦăཞᄣ-!ሞፌৎ31
ఇ๕ఇెࢅ࠵֪ፌࡻڦᅃዂࡕ)֖९26*ă
ኄၵࡕຫ

!!!!࠵֪ںڦڟ௬ࢅڦ֫گ֫ୁܔ൵-!փీཚࡗఇ๕

-!ഽ೨ڦᆅፁᅜ࠵֪ڦڟՎࣅ-!ڍփಇأഄ

!!!!ఇెྜඇิׯă

ഽ೨ᄺᆶࠋ၅ڦీႠăጺ༹ઠຫ-!ᅜ݀၄࿒܈ၚᆌ

!Ą!ٗఇ๕ࢅ࠵֪ዐࠚऺాևഘࢪՎ୲࣏ᆶڦٷփඓ

ሺेڦ࿒ഘ༹౪܈ޗڦ܈-ᇑሞ୯ڦాྷݔ܈࠵

!!!!ۨႠă࠶සฉ࿔ኸڦ-!்փీ)থৎ

֪ڦࡕኮक़٪ሞᅃዂႠ)֖९ 27*-!ڍሞഄጲ

!!!!փీ*ᆶፁࠕٷ-!ీࠕӝॠ֪ڦڟഘࢪՎࣅᄽᅙ݀

ࢅටྺᅺጱݛ௬-!ఇెࢅ࠵֪࣏٪ሞጣֶᅴă

!!!!ิኄᅃஃۖۨޏă

!Ą!أፌৎ31ྔڦ-!ॺ૬ሞپᆩጨଙईᆶ၌࠵֪एإ
!!!!Ԉઔڦഄഽ೨ڦփඓۨႠ-!փݟҹፌৎ61ට

!!!!ฉڦᄞࢅआഽ೨ڦዘॺ࣏ᆶڦٷփඓۨႠă

ྺ࿒ഘ༹ၳᆌڦඓණă
!࠶࣏փඓۨ-!ࣅ଼ڍഽ೨

!!!!࿒ഘ༹ܔഘࢪᆖၚڦॠ֪-!ీᆯᇀᄞഽ೨ԥ

ሞኄ้ڦăኄ้ٷև้ڦݴक़-!ጲഽ೨

!!!!ؚᄟ . ᄞईᄞ . ሊ၎ࢻፕᆩٷݣڦ-!ሞኄၵփ

ڦՎࣅഽ೨ᄺԥࠚऺྺڦăኄᄣ-!ටྺ࿒ഘ༹ᆖၚ

!!!!߀Վ႙ईኁᅈડᇀ้क़ܔڦᄞഽ೨ڦၚᆌ൧ူǈ

ڦॠ֪-!़փీԥ଼ࣅഘමঌഽ೨ڦփඓۨႠ-!ᄺփ

!!!!ܸੂഐઠඓረăኄၵࡗײᆅഐڦᄞ႑ࡽٷݣ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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ბएإ

ڼᅃ߾ፕፇरຍቌᄲ

!!!!ݛ௬-!்࣏ுᆶᆅఇ๕ዐǈᄺᆶႹ֪ླྀܠႠă

6ǈ०ᄲ௮ຎକ຺߲TSFTॐतഄ൧ৠဣଚڦዷᄲ༬

!Ą!ටྺഽ೨ዐߛڦփඓۨႠᇑഘමঌڦᆖၚᆶ࠲ăణ

ኙǅăኄၵ TSFT ൧ৠுᆶ୯ڦྔܮഘࢪႜࣄऺۯǈᄺ

!!!!മڦॠ֪ࢅࡃᅺჺ৯ช࿄Ԉઔᅃၵටྺᅺጱڦᆖၚǈ ৽ຫǈTSFTዐுᆶඪࢆ൧ৠඓ्ۨ୬ႜࢇࡔഘࢪ
!!!!ዮසᆶऐ༐Ă༐ĂิዊഘමঌĂཱིں૧ᆩՎࣅ

ॐࠅሀईۼᅱۨກዐڦಇݣణՔă
ڍǈ࿒ഘ༹ڦ

!!!!ڪă࠶்߳ጲڦඇ൰ᆖၚࠚऺ၎ܔডၭǈڍ

ಇݣথྺڟഄణ֑ܸڦൽݥڦഘࢪአ֧ڦᆖၚ

ُྔǈአުڦአ֧ᅜሞփཞ܈ײฉᆖ
!!!!ኄၵഽ೨ڦᆖၚଉपࢅक़ݴք٪ሞ၎ֶڦٷړᅴă Ǆ૩සഘዊଉǅă

!Ą!փཞఇ๕ܔཞᅃഽ೨ڦၚᆌ٪ሞֶٷᅴăኄၵֶ

ၚ࿒ഘ༹ڦಇݣǈසට੨ڦՎࣅĂมࣷࢅঢ়ष݀ڦቛĂ

!!!!ᅴǈྫྫᇺٷᇀཞᅃఇ๕ޏ୯ഘමঌڦᆖၚ

रຍՎࣅĂጨᇸ૧ᆩĂකዎڪڪăኄၵᆖၚඓ༹ں

!!!!٪ሞֶڦᅴǈኄ؊ݴຫഘࢪՎࣅᇨ֪٪ሞٷݥ

၄ሞ TSFT ݀ڦቛॐत၎ᆌڦ൧ৠړዐă

!!!!ڦփඓۨႠǈཞ้ᆶՂᄲཚࡗइߛڥዊଉऻ֪࠵ڦ
!!!!ࢅᅃօྜఇ๕ઠଉࣅࢅইگփඓۨႠă

!!!!ᆯᇀ TSFT  ڟ3111  4 ሆ 26 න֍ԥཚࡗǈఇ๕ఇె
ኁுᆶ้क़ॽፌࢫཚࡗڦ൧ৠᆌᆩڟఇ๕ዐඁǈᄺઠփ

Ｅ．８ 概要

तሞڼෙْೠࠚԒߢዐݒᆙ၎ᆌڦఇెࡕăڍǈ
ߵ
 2::9  JQDD ዷဝཷڦਦۨǈ൧ৠ֥ӄᅙঢ়༵മ༵ࠃ

!!!!ߵႎڦኤǈժ୯ڟช٪ሞڦփඓۨႠǈፌৎ

ߴఇెኁǈᅜՍᇀڼෙْೠࠚԒߢڦՊႀă้ړǈথٗ

61ઠ࠵֪ٷڦڟևݴՎీᆯᇀ࿒ഘ༹౪ڦ܈

߲ॐǄB2CĂB3ĂC2 ࢅ C3ǅڦ൧ৠඖፇዐൽକ

ሺेܸᆅഐڦă

ᅃ߲Ք๖Ⴀ൧ৠăՔ๖Ⴀ൧ৠएᇀഄ؛๔ڦଉࣅኵీ
؊ݒݴᆙॐतఇ๕ڦ༬ኙܸൽڦăՔ๖Ⴀ൧ৠփᅪ

Ｆ．地球未来气候预测

࿆ጣईܠईณԲഄڦಇݣ൧ৠ߸ీ݀ิǈڍኻ
ፕྺగᅃॐڦ๖ᅪႠ൧ৠăࢫઠሞB2ဣଚዐስକഄ

!!!!ഘࢪఇ๕ፕྺᅃዖ߾ਏǈॽ߳ዖഽ೨ᅺጱǄ૩ස࿒

ଇ߲൧ৠǄB2GJ ࢅ B2Uǅǈኄଇ߲൧ৠݴ՚پକሞ

ഘ༹Ăഘමঌڪǅڦ࿄ઠ൧ৠፕྺఇ๕ǈߴᅃဣ

ഄഽ೨ᅺጱԍփՎڦ൧ူଇዖփཞरຍ݀ڦቛݛ

ଚᇨऺ࿄ઠీ݀ิڦഘࢪՎࣅڦీႠă
G/2ևݴ௮ຎ

ၠăᅺُ7߲൧ৠፇᆶᅃ߲ᆩઠ๖૩ڦ൧ৠǈᆶۼਏ

କJQDD!ಇݣ൧ৠ༬՚ԒߢǄTSFTǅዐߴڦഽ೨ᅺጱ

ᆶཞڦڪీႠăᆯᇀࢫઠଇ߲൧ৠሞፌࢫ֍ԥ༵

ڦ࿄ઠ൧ৠǈԨবዐ༵ڦ࿄ઠՎࣅᄺీएᇀኄ

ઠǈᅺُሞԨԒߢዐ BPHDN ڦఇెࡕኻᆩକ຺߲

ၵ൧ৠፔڦăG/3.G/: ևߴݴକ࿄ઠഘࢪՎࣅڦᇨ

֥ӄՔ๖Ⴀ൧ৠዐڦଇ߲ፕྺఇ๕ăణമǈৈᆶB3Ă

֪ࡕăፌࢫǈG/21 ߴକ࿄ઠ࿒ഘ༹౪܈࿘ۨڦ൧

C3൧ৠԥ߲ܠBPHDNఇ๕ጹࢇሞᅃഐᆌᆩă०ڇഘࢪ

ৠူഘࢪՎࣅڦᇨ֪ࡕă

ఇ๕ᆌᆩᆶ 7 ߲๖ᅪႠ൧ৠǈഄࡕ BPHDN
ఇ๕ఇెࡕڦց؊ăሞႹܠ൧ူǈᄺ֑ᆩJT:3bǈᅜ

Ｆ．１

ＩＰＣＣ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ＳＲＥＳ）

ՍཞْܾڼೠࠚԒߢǄTBSǅዐڦࡕႜথܔԲă

!!!!2::7ǈྺକᆶၳ߸ںႎࢅ༺پዚዜኪڦJT:3ဣ

!!!!TSFTዐፌࢫඓ຺߲ۨڦՔ๖Ⴀ൧ৠᇑԨԒߢዐᆩᇀ

ଚ൧ৠǈJQDD ጣ۩ᅃ༫ႎڦಇݣ൧ৠăJQDD ಇݣ

BPHDN ᄓ๑ᆩڦ൧ৠ֥ӄኻ٪ሞၭֶڦᅴăྺକ

൧ৠ༬՚ԒߢǄTSFTǅܔኄၵԥ಼ጚڦႎಇݣ൧ৠႜ

ඓ֥ۨӄࢅTSFTዐڦ൧ৠኮक़ֶڦ՚ీׂิڦᆖၚǈ

କ௮ຎăݴ՚ె຺߲ۨփཞڦႼຎႠॐઠᅃዂں௮

຺߲൧ৠ֥ӄࢅፌዕՔ๖Ⴀ൧ৠݴ՚ԥᆩᇀᅃ߲०ڦڇ

ຎಇݣൻۯᅺጱतഄᄇՎኮक़࠲ڦဣǈժྺᆶ࠲൧ৠ

ഘࢪఇ๕ઠႜჺ৯ăഄዐෙ߲Ք๖Ⴀ൧ৠǄB2CĂB3Ă

ଉࣅۨێକएإă
ፌࢫඓۨڦ51߲൧ৠ࠽߃ࡥݘକට੨Ă C3ǅǈݴ՚ᆌᆩഄ֥ӄࢅTSFT൧ৠఇెڦ࿒ֶ܈ᅴ
ঢ়षĂरຍݛڪ௬࿄ઠ࿒ഘ༹ࢅ଼ಇݣൻۯᅺጱǄഄ ၭăܔᇀᆶڦኄၵ൧ৠઠຫǈዷᄲֶڦᅴሞᇀᆩᇀՔጚ
ዐ46߲൧ৠԈࡤሏႜഘࢪఇ๕Ⴔᄲڦᆶ࿒ഘ༹ጨ

ࣅڦኵٗ2::1Վྺ3111ǈ๑ڥक़ራׂิᅃ߲

ଙǅă
ᅃ߲൧ৠپۼକ຺߲ॐዐగᅃ༬ۨ൧ৠڦଉ

ডߛڦഽ೨ă৫ഽ೨٪ሞၭֶڦᅴǈ ڟ3211 ǈໜጣ

ࣅ௮ຎăᆶएᇀཞᅃॐڦ൧ৠፇׯᅃ߲൧ৠဣଚǄ९

ኄၵ൧ৠଇ߲ӲԨक़ڦ࿒܈Վࣅֶᅴ ڟٳ2&.3& ݔ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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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５：排放情景特别报告（ＳＲＥＳ）中的排放情景
A1. B2ॐࢅ൧ৠဣଚ௮ຎڦᅃ߲ኄᄣڦ࿄ઠ

रຍՎࣅሁઠሁݴǈگᇀഄॐ݀ڦቛ܈ă

๘হǈनঢ়षሺǈඇ൰ට੨ރኵ၄ሞ32๘ु
ዐᄾĂໜࢫਸ๔३ณǈႎߛ߸ࢅڦၳڦरຍტ၄ă

B1. C2ॐࢅ൧ৠဣଚ௮ຎڦᅃ߲࢚݀ቛڦ

ഄएԨాඹഽۙں൶क़ڦ൵ཞ݀ቛĂీ૰ॺยĂփ

๘হǈᇑB2௮ຎਏᆶ၎ཞڦට੨ǈට੨ރኵ၄ሞ๘

ሺഽڦ࿔ࣅࢅมࣷڦ၎ࢻፕᆩĂں൶क़ටֶ

ुዐᄾǈໜࢫਸ๔३ณăփཞڦǈঢ়षࠓၠޜခ

ਐڦჄ३ณăB2൧ৠဣଚࣄྺݴ4߲ඖፇǈݴ՚௮

ࢅ႑တঢ়षݛၠۙኝǈଙ܈ইگǈᆅൣলĂ

ຎକీᇸဣཥरຍՎࣅڦփཞ݀ቛݛၠǈᅜरຍዘۅ

ీᇸၳ୲ߛڦरຍăഄएԨۅሞփ֑ൽഘࢪႜऺۯ

ઠ൶ݴኄෙ߲ B2൧ৠፇǖࣅ็णǄB2GJǅ
Ă็ࣅݥ

ࣄڦཉॲူǈ߸ेࠅೝںሞඇ൰ํྷݔ၄ঢ়षĂมࣷ

ీᇸǄB2UǅĂ߳ዖీᇸጨᇸ࢚Ǆُڦت࢚ۨᅭྺǈ ࢅ࣍ৣڦჄ݀ቛă
ሞ्ย߳ዖీᇸࠃᆌࢅ૧ᆩरຍ݀ቛ܈၎ڦړཉॲ
ူǈփࡗݴᅈડᇀగᅃ༬ۨీڦᇸጨᇸǅă

B2. C3ॐࢅ൧ৠဣଚ௮ຎڦ๘হഽۙ൶ᇘႠڦ
ঢ়षĂมࣷࢅ࣍ৣڦჄ݀ቛăඇ൰ට੨ᅜگᇀB3

A2. B3ॐࢅ൧ৠဣଚ௮ຎڦᅃ߲टഄݥ࢚

ڦሺ୲Ⴤሺǈঢ়ष݀ቛتᇀዐڪೝǈरຍՎ

݀ቛڦ๘হăഄएԨۅጲߴጲፁࢅݛںԍࢺዷᅭǈ ࣅ୲ᇑ B2ĂC2 ၎Բ൵࣐Ă݀ቛݛၠܠᄣăཞ้ǈ
ں൶क़ڦට੨୲ิփၹۙǈڞዂჄڦට੨ሺ

൧ৠ௮ຎڦ๘হᄺוጣ࣍ৣԍࢺࢅมࣷࠅೝݛڦၠ

ǈঢ়ष݀ቛዷᄲᅜ൶ᇘঢ়षྺዷǈටঢ়षሺᇑ

݀ቛǈڍ୯ڦዘۅৈৈਆ၌ᇀࢅݛں൶ᇘᅃपă

ྷǈኄၵֶᅴॽໜኮ३ၭăڍǈܔᇀ C2 ൧ৠǈፌࢫӲ

:81qqnǄԲ 2861  ڦ391qqn  ג:1&  ڟ361&ǅ
ăසఇ

Ԩዐڦ࿒܈Վࣅ၂ೋگǈፕྺᆶ࿒ഘ༹گڟٳ

๕๖ǈᆯᇀ࡛ᄝࢅ ܔںDP3 ڦဌଉ३ณǈࢅں

ಇݣՔጚڦࡕǈ3211ॽׂิٷሀ31&ڦ࿒܈Վࣅڦ

࡛ᄝഘࢪݒઍڦ৫ၳᆌ๑ٷڥഘዐڦDP3 ౪܈ᅃօሺ

ֶ՚ă

ߛăփඓۨႠǈ༬՚ิںංڦഘࢪݒઍڦ܈ޗփ
ඓۨႠǈॽڞዂᅃ߲൧ৠ၄ٷሀٗ .21&  ڟ41& ڦ

!!!! 28 ୃ߲๖૩൧ৠߴକ DP 3 ĂDI 5ĂO 3 P ෙዖ

Վࣅǈጺ ྺྷݔڦ5:1qqn  ڟ2371qqnǄԲ 2861 ౪܈

ዷᄲڦ࿒ഘ༹तTP 3 ڦටྺಇݣă၂ኄၵಇݣ൧

ኵ ג86&  ڟ461&ǅ
ă

ৠޮ߃ڦٷಇྷݔݣăྺକԲডǈዐᄺߴକ
JT:3b ಇݣ൧ৠă༬՚ኵڥጀᅪڦǈᆶ՚ᇀ JT:3bǈ7

!!!!ሺेิںༀဣཥ༐٪ٯڦئแॽᆖၚٷഘዐڦDP3

߲ TSFT ಇݣ൧ৠڦTP 3 ڦಇݣ၂३ณǈኄዷᄲࡃᅺ

౪܈ǈڍཚࡗኄᅃDP3 ౪܈३ณڦฉ၌ೝྺ51.

ᇀీᇸဣཥࠓۙኝᅜतට்ܔਆࢅں൶ᇘഘකڦ

81qqnăሞԨ๘ुǈසࡕ૦๏ฉཱིں૧ᆩՎࣅಇڦݣ༐ీ

࠲ጀă

ࠕዘႎ٪ዼሞิںංǄ૩සཚࡗምሰଠǅǈDP3 ڦ౪
ॽ܈ই گ51  ڟ81qqnăᅺُǈሞԨ๘ुాǈࣅ็ଙ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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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3 ಇݣ၂ں੦ጣٷഘDP3 ౪ڦ܈Վࣅ൵ă

!!!!ఇ๕ǈTSFT๖૩൧ৠॽׂิटഄ၎ᅴڦDP3 ౪

!!!!ఇ๕ऺ໙ࡕǈڟ3211ዷᄲݥڦDP3 ڦ࿒

܈ՎࣅࡆगǄ९ 29ǅă֑ᆩ TSFT ๖૩ಇݣ൧ৠǈ༐თ

ഘ༹౪܈ሞ 7 ߲ TSFT ๖૩൧ৠዐֶᅴٷăጺڦઠຫǈ

࣍ఇ๕ᇨ֪ 3211 ٷഘዐܾᄟࣅ༐౪ ڟٳॽ܈6 5 1 .

B2CĂB2UࢅC2ሺेፌณǈܸB2GJࢅB3ሺेፌܠăD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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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ܔᇀबๆ้ڦक़܈ǈ࠶ሞഘࢪ௺ߌႠݛ௬٪

ऺڦ࿒ߛื܈ᄲԲ TBSڦᇨ֪ኵٷǈTBSߵ7߲JT:3

ሞփඓۨႠǈణമ࠵֪ڦڟሺ୲ᅜᆩઠሀຐ़ۨಇ

൧ৠऺ໙ٷྷݔڦڥሀ 2/1.4/6ņăᇨ֪ڦ࿒܈ড

ݣ൧ৠူླྀ໙ڦၚᆌăཚࡗܔ०ڇఇ๕ݴڦဆᅜत

ߛՎࣅྷݔডٷዷᄲᅺྺ TSFT ൧ৠᇑ JT:3 ၎Բই

BPHDN ఇ๕ܔၙࣅڦഽ೨൧ৠၚᆌڦԲܔǈ݀၄࿄

گକTP3 ڦಇݣăߵࠟഘࢪጨଙǈᇨऺڦՎ୲Բ31

ઠबๆܠٷܔຕಇݣ൧ৠઠຫǈٷ܈࿒܈ᇨ֪ڦဃ

๘ुᅙ࠵֪ڦՎࣅܠڥٷǈժీณሞࡗඁ21111

ֶీࣷໜጺ༹ၚᆌܸߛืڦ܈ޗ၎ᆌߛืںăړമ

क़ᄺுᆶࡗኄᄣံڦ૩ă

࠵֪ڟࡃᅺᇀටૌᆖၚڦሺ୲तഄփඓۨႠǈሞ
ܠٷຕ൧ৠူǈྺຕๆᇨ֪༵ࠃକᇑఇ๕၎ܔ࠲ڦ

!!!!ᅜඇ൰ೝ࿒܈ՎࣅፕኸՔǈTSFT൧ৠڦ၎ܔಇႾ

փඓۨႠࠚ໙ଉăྺକᇑৎઠ֪࠵ڦ๚ํ၎ޙǈሞ

ࣷໜ้क़ܸՎࣅăᆮഄܔᇀডߛࣅ็ฏ૧ᆩڦ൧ৠ

JT:3b ൧ৠူǈ࿄ઠबๆටྺሺ܈ޗڦీ࿋ᇀ Ǆ़ߛ DP3 ಇݣଉǈ૩ස B3ǅǈTP3 ಇݣଉᄺߛă܌
1/2ņ.1/3ņ0 ๆኮक़ăኄ߲ஃૌຼᇀ 33 ዐ ాǄٷሀ ڟ3161 ǅǈ൧ৠǄ૩ස B3ǅዐߛ ڦTP3 ಇݣ
ଉ၂ዸ३࣐କᅺ࿒ഘ༹ಇݣሺेܸᆅഐڦՎă
ሞ൧ৠ

๖ڦሞُ൧ৠူ߲०ڇఇ๕ఇెڦၚᆌྷݔă

C2ࢅC3ዐǈੂ၎ڦݒፕᆩǈ൧ৠዐ़ইگକࣅ็
!!!!ሞ TSFT ൧ৠᄓዐǈܔփཞ൧ৠںၚᆌ༬ኙٷ

ଙڦಇݣଉǈᄺইگକTP3 ڦಇݣଉǈඐڞዂକৎٷڦ

ևۼݴૌຼڦǄ९ 31ǅǈၙࣅ ڦ2&DP3! ౪܈ሺे

܈ޗՎăٗઠੂǈิంڦ࿒ഘ༹ස DP3 ࢅ

ओݴᄓᄺਏᆶૌຼڦ༬ኙă2&DP3! ౪܈ሺेᄓǈُ

O3Pǈ்ڦಇݣೝፌዕഘࢪՎࣅڦዷᄲਦۨᅺጱă

ᄓփࡤ଼໗ഘමঌǈᇑ TSFT ᄓፌֶڦٷᅴሞᇀǈ
TSFTᄓዐ߾ᄽࣅں൶଼໗ჸഘමঌڦഽ೨ፌٷǈ
Վ

!!!! ڟ3211 ǈTSFT ൧ৠಇݣଉֶڦ՚ࢅփཞڦഘࢪ

װ၄൶ᇘႠ࣐ࢅăሞْܾڼೠࠚԒߢዐኻᆶଇ߲ఇ๕

ఇ๕ၚᆌܔඇ൰࿒܈ՎࣅڦփඓۨႠਏᆶٷዂ၎ཞڦᆖ

༵तኄዖ൶ᇘၳᆌǈڍ၄ሞܠٷڦຕఇ๕ీۼఇెݒᆙ

ၚăޖพഽ೨ڦփඓۨႠڞዂ߸ڦܠփඓۨႠ၄ăഄ

ၳᆌă

ዐፌޖڦٷพഽ೨փඓۨႠᆯ଼໗ჸഘමঌᆅഐڦă

!!!!ཞඇ൰ೝ၎Բǈᆶీबࢭᆶڦ߸ࣷॽں

Ｆ．４ 未来降水变化的预测

ेტںሺǈᆮഄሞԛӷ൰ߛ࿃۬ڦ܈ल߸සُă
ణമǈᆯ TSFT!B3 ࢅ C3 ಇݣ൧ৠൻ ڦۯBPHDN ఇ๕

!!!!ඇ൰ೝഛĂኖ݀ଉࢅইଉᇨऺࣷሺेăሞ൶

ڦఇెࡕǄ९32ǅǈܔᇀᅃ߲ఇ๕ǈఇెڦ

ᇘ܈ǈইڦሺेᇑ३ณۼᅙ၄ăፌৎएᇀ!TSFT

۬लᆶߛ࿃܈ԛևں൶ڦሺ܈ޗࡗגඇ൰ೝሺ

B3 ࢅC3 ಇݣ൧ৠڦBPHDNఇెࡕǄ९34ǅ၂๖ǈ

୲51&ᅜฉǄ୯ڦఇ๕ࢅ൧ৠྺྷݔ2/4ņ.7/4ņǅ
Ǘ

ߛ࿃ں܈൶ဲलࢅ۬लڦইీࣷሺेăሞ۬लǈԛ

ሞဲलǈዐჱࢅԛჱሺ୲ࡗגඇ൰ೝ୲ڦ51&ǈ ӷ൰ዐ࿃ں܈൶Ăඤݥټዞࢅళटইᄺᆶሺेăሞ
ኻሞళჱĂళெዞళև ڦ70809 ሆݻक़Ă۫ళჱଇ ဲलǈ۫ჱĂళჱں൶ڦইᆶሺेăӐٷ૧ჱĂዐெ
߲लবǈఇ๕ఇెࡕᅃዂ၂๖ഄሺ୲گᇀඇ൰ೝ

ዞࢅళևݥዞ۬ڦलইᇐଉჄইگă

ă
!!!!ᅃၵڦፌႎ BPHDN ఇ๕Ă ڦHDN ఇ๕ࢅ൶

ᇘࣅჺ৯ࡕǈইଉڦाՎ୲ᇑೝইଉኮक़٪

०ڇഘࢪఇ๕ఇెࡕ

ሞഽڦ၎࠲Ⴀă࿄ઠೝইଉڦሺेీڞዂই
!!!!ऺ໙ݯᆩڦሀǈBPHDN ኻీሞᅃۨຕଉڦ൧

ৠူሏႜǖঢ়ࡗۙࢅၯጚǈᅃ߲०ڇఇ๕༹၄ඇ

7!

൰ೝ ڦBPHDNၚᆌǈኄᄣᅜሞܠٷຕ൧ৠူႜ

ྊ൧ৠྷݔǈ૧ᆩ०ڇഘࢪఇ๕ႜց؊ǈᅜइڥᇑްሗഘ

ఇెሏႜă

ࢪఇ๕ڪॏڦ࿒࡛ࢅ܈ೝ௬ၚᆌăኄዖᇨ֪ཚࡗሏႜ०ڇഘࢪ

एᇀްڦሗഘࢪఇ๕ዷᄲᆩᇀ࿄ઠഘࢪՎࣅڦᇨ֪ă
ྺକ

ఇ๕ܸႜǈఇ๕ڦഘࢪ௺ߌ࡛ࢅ܈ඤཚଉႴᄲࢅǓ߲ްሗ

!!!!ሞ 2::1.3211 क़ǈඇ൰ೝں࿒܈ᇨऺืߛ

2/5  ڟ6/9ņǄ 33Ǆbǅǅăኄၵࡕࡥ߃ሞᆶ 46 ߲
7ǈ8

TSFT ൧ৠူڦڟڥժएᇀႹܠഘࢪఇ๕ڦڥ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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ഘࢪఇ๕ႜၯኟă०ڇഘࢪఇ๕ዐᆌᆩڦഘࢪ௺ߌྷݔ܈
2/8.5/3ņǈᇑཚথ ڦ2/6.5/6ņྷݔڦਏᆶԲႠă
8!

ྷݔփԈઔޖพഽ೨ఇెࡗײዐڦփඓۨႠǈ
૩සഘමঌഽ

೨փඓۨႠăԈઔକᅃ߲ၭڦ༐თ࣍ഘࢪݒઍऐ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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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ࢅᇨऺڦཀഘĂഘࢪट܋๚ॲڦ႑ࠚ܈໙ăዐ௮ຎڦ ڦڟ֪࠵ܔ31๘ुူӷᄾट܋ཀഘĂഘࢪ
b
๚ॲڦՎࣅǄፑતǅࢅᇨऺ ڦ32 ๘ुट܋๚ॲڦՎࣅǄᆸતǅڦ႑܈ೠࠚ ăೠࠚएᇀጆॆڦಒࡕǈփৈ
ᅈડᇀ࠵֪ࢅఇ๕ఇెڦჺ৯ࡕׯǈܸൽਦᇀཚᆩ൧ৠူ࿄ઠᇨ֪ํڦाࢇႠǄ९গጀ 5ǅă
Ǆߵ :/7ǅ

观测变化的信度

发生变化的现象

预计变化的信度

（２０ 世纪下半叶）
ీ

（２１ 世纪）
几乎所有陆地上出现较高的最高温

ీ

度、更多的酷热天气
ీ

几乎所有陆地上出现较高的最低温

ీ

度、较少的寒冷、霜冻天气
ీ

大部分陆地气温日变化幅度减少

ీǈںܠ൶

陆地热指数 增高

ీǈԛӷ൰ዐߛ࿃ڦ܈

８

ీ
ీǈٷևںݴ൶

更大强度的降水事件发生

ｂ

ీǈںܠ൶

Ⴙںܠ൶
ీǈᆶၵں൶

大陆更加干燥及相应的干旱风险增加

ీǈٷևݴዐ࿃ా܈ں൶
Ǆഄں൶ඍณჄڦᇨ֪ጨଙǅ

ｃ

ᆶ၌ݴڦဆጨଙዐுᆶ࠵֪ڟ

热带气旋峰值风速强度增加

ඍ݄ጨଙႜೠࠚ

热带气旋平均和峰值降水强度增加

b! ၘ൧९ڼ

ీǈగၵں൶
ీǈగၵں൶

3 ቤǄ࠵֪ǅࢅ ڼ:Ă21 ቤǄᇨ֪ǅă

c! ഄں൶ᄲඍ݄ጨଙǈᄲݴဆ٪ሞலܜă
d!ࡗඁࢅ࿄ઠඤټഘ࿋ዃࢅೕ୲ڦՎࣅփඓۨڦă

ࣅ࿚༶ฉ࣏ுᆶ၂ڦᅃዂႠǈᄺ৽ຫǈఇ๕ኮक़Վ

ُཞ้ǈ߭નգ߃ሶీᆯᇀ০ୁڦሺेࡗגইڦ

ࣅࢅ܈ޗڦ༬ኙ߳փ၎ཞă

ሺेܸጺଉ३ณăဇళटգ߃ǄXBJTǅᅙঢ়ဌᆅକ༬՚
࠲ڦጀǈᇱᅺሞᇀᆛᆶፁᅜ๑࡛ೝ௬ื7ڦգጺଉ

Ｆ．８ 陆冰（冰川、冰盖和大冰原）、海冰和雪盖的未来变

ᅜतኄᄣڦీႠǈनړዜྷڦգॐၥෑీڞዂգ֫

化预测

ڦტၩ้ཽᇑएتڹᇀ࡛ೝ௬ᅜူ၎࠲ڦփ࿘ۨႠă
ܸǈణമՓණྺǈሞ 32 ๘ुǈׂิᇀኄዖᇱᅺڦথ

!!!!32 ๘ुǈգࢅجգ߃ॽीჄ்Ԩઠᅙঢ়࠽ݘணჽ

ںգ฿ࣷڞዂ࡛ೝ௬ڦኈኟฉืݥփీڦǈ

ڦၩཽǈܸԛӷ൰ڦდ߃ࢅ࡛գᇨऺᄺॽᅃօ३ณă
ణ

࠶ഄۯ૰ბ࿚༶ධ࿄ڟڥڦړණ๎ǈᆮഄܔᇀ߸

മᅙঢ়ਸ݀କᅃၵ݆ݛǈᆩᇀࠚऺఫၵഐᅺᇀलবႠࢅ

้क़ڦ܈ᇨ֪ܸჾă

ںႠں௬ഘ࿒Վࣅٗڦຌ႙գجබࣅǈኄၵࡕઠጲ
ٷഘ࡛ᄝ࣍ୁఇ๕ǄBPHDNǅᄓăఇెჺ৯ǈඇ

Ｆ．９ 海平面的未来变化预测

൰ೝ൧ူǈգڦ༹جᄇՎዷᄲഘ࿒Վࣅܸݥই
Վࣅڦ੦ă

!!!!ᆌᆩᅃၵٷഘ࡛ᄝ࣍ୁఇ๕ǈӀቷJT:3b൧ৠǄԈࡤ

଼໗ჸഘමঌڦݣথፕᆩǅǈ2::1  3211 क़
!!!!ళटգ߃ీࣷᅺྺ߸ڦٷইܸ๑ጺଉሺेǈᇑ

ඇ൰ೝ࡛ೝ௬ฉืᇨऺॽሞ1/22!!ڟ1/88!ాྷݔă
ኄᅃݒྷݔᆙఇ๕٪ሞጣဣཥڦփ࿘ۨႠăڞዂኄᄣ

9!

ඤኸຕǖ࢚ଉට༹ڦ܈ഘ࿒ࢅโࢇڦ܈ኸՔă

࡛ڦೝ௬ืߛڦዷᄲࠋ၅ᆶ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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ഘࢪՎࣅ!2001

!Ą!32 ๘ुेڦඤቯࠋ၅ 1/22 !ڟ1/54!ǈ
!Ą!գࠋج၅ 1/12!!ڟ1/34 Ǘ
!Ą!߭નࠋ၅!.1/13!!ڟ1/1: <
!Ą!ళटࠋ၅ .1/28!!ڟ,1/13 ă

ጹࢇԒߢ

ೝ൧ăሞ JT:3 ൧ৠएإฉǈْܾڼೠࠚԒߢዐ࡛ೝ
௬ฉืྷݔڦ1/241/:5ă࠶ኄْೠࠚዐ࿒܈Վ
ࣅԲᇱઠߛǈ࡛ڍೝ௬ߛڦ܈ᇨ֪ඐԲᇱઠگǈኄዷ
ᄲᅺྺ๑ᆩକইگգࢅجգ߃ࠋڦ၅߀ڦఇ๕ăස

!!!!ཞᄣԈࡤሞՎࣅጺଉዐࠋ၅ডၭڦᅺጱසᆦ۳ཱི

ࡕգئڦଉྼణമڦԲ୲ǈ࡛ೝ௬ߛڦ܈Վࣅ܈ޗ

۳ĂקओקڦओፕᆩࢅጲฉᅃْٷգᅜઠᅺഘࢪՎ

ీሞ .1/32  ڟ1/22ኮक़ăٷܔഘ࡛ᄝ࣍ୁఇ๕ೝ

ࣅټઠڦධ٪ሞڦգ߃ࠋ၅ăྺକॺ૬ٗփཞ TSFT ൧

ܸჾǈܔᇀ32๘ुฉӷᄾኄၵTSFT!൧ৠڦڟڥࡕኻ

ৠስ࡛ڦڟڥೝ௬ืߛྷݔڦǈᆌᆩକঢ়ࡗब߲ٷ

၎ֶ 1/13!ई߸ၭăሞ 3211 ኮമǈኄၵࡕॽሞٷ

ഘ࡛ᄝ࣍ୁఇ๕ۙኝࡗڦ०ڇఇ๕࠲ᇀඤቯࢅգՎ

ሀዐኵ ڦ61& ాྷݔ܈ޗՎࣅăܸ 3211 ᅜࢫǈ࡛ೝ௬

ࣅڦࡕ)G/4࠲ᇀ࿒܈ᅃব*ă

ืߛڦ൧ሶჹ߭ᅈડᇀಇݣ൧ৠă

!!!!ܔᇀᆶڦTSFT൧ৠǈᇨऺሞ2::13211क़࡛

!!!!ఇ๕ࡕሞۨႠஃݛ௬ᅃዂڦǈनᇑඇ൰ೝ

ೝ௬ॽืߛ 1/1:!!1/99 Ǆ९ 35ǅǈዷᄲඤቯ

࡛ೝ௬ืߛ၎Բǈ࡛ೝ௬ڦ൶ᇘՎࣅ܈ޗڦٷݥă

ࢅઠጲգجᅜतգ߃ڦዊଉ฿ሰڦׯăዐኵ 1/59

ܸǈᆯᇀఇ๕क़बࢭுᆶܠณ၎ຼႠǈٷഘ࣍ୁఇ๕ᇨ

ǈኄ၎ړᇀ 31 ๘ु࡛ೝ௬ฉืٷڦ܈ሀ 3  5 Ԡڦ

֪࡛ڦೝ௬Վࣅڦ൶ᇘݴքڦ႑گ࣏܈ǈ࠶बࢭ

图 ２４：TSFT൧ৠ ڦ2::1 3211ඇ൰ೝ࡛ೝ௬ฉืăඤቯࢅգڦՎࣅ૧ᆩᅃ߲ݴ՚ܔ8 ߲ٷഘ࡛ᄝ࣍ୁఇ๕ডጚࡗڦ०ڇ
ഘࢪఇ๕ऺ໙ڦڟڥǈܸᅙेᆦ৳۳ཱིՎࣅĂקইקओڦᆖၚᅜतգ߃ܔᇀ૦๏ഘࢪՎࣅڦۙኝࠋڦ၅ăዐ 7 ཉ൸၍ݴ
՚پକ 7 ዖ๖૩Ⴀ൧ৠူ BPHDNڦೝăศᅽᆖ൶ᇘߴᆶ 46 ዖ TSFT൧ৠူ BPHDN ڦೝՎࣅྷݔăറᅽᆖ൶ᇘߴ
ᆶ 46 ዖ TSFT൧ৠူᆶ BPHDNڦՎࣅྷݔăፌྔྷ൸၍Ԉࡤڦ൶ᇘྺᆶ BPHDN ࢅ൧ৠ܈ޗڦǈኄԈࡤକգՎࣅĂᆦ৳۳
ཱིՎࣅࢅקইקओڦփඓۨႠăጀᅪྷݔժுᆶ୯ဇళटգ߃ዐᇑգۯ૰Վࣅᆶ࠲ڦփඓۨႠă\ߵ22/23^

212

IPCC ڼෙْೠࠚԒߢ



!





!"#$%&'()*+,(-.+/



!"#$

 

%&'(

!" ON 



!"#$%&

!

!"#$%&

!"#$%&'()*+,



!"#$

!" ONMM 

!



!"#$%



! 



!"#$%&'(

!"#$%&'"()



!"#$%&'

!"#$%&'()*

&'()*+,
!"

!"

!"#-.

#$%&'()*+


cKNM= `lO 


!"

====

!"#$%&'()*+,

#$

!"#$%&'() `lO  !"#$%

 !"#$ !"`lO  !QRMNMMMééã


`lO 

!"#$%&'`lO

OR~  ORÄ

!"#

!"#$%&'()*+



!" 

!"#$%&'

()*



!"#$%&'()*+,-./01234+



!"`lO 



!" N



!" NVVM 



!"#



!"#$%`lO 



!"#$%&'()*+,-./01234







NLQ 



`lO  



!"#$



!"#$YMKO=mÖ`L 

QRMSMM  NMMM=ééã 
O

!

!"#$%&'()*+

!"

!"#$%&'()

!"#$%&'()*+,'(!TMJUMB

!"#$%&'()
!"#$%&

!"#

!"#$%&

OPMM 

!"

!"#$%&'()*+,-

!"#$%&'%()*+,-

ORW=


!
~

Å
 `l O 


`lO

!tob  !
Ä

!

!"#$%
fp^j 

!"#$%&
!"#

!"#$%&'()*+,-./0123
!"#$ `lO 

!

_ÉêåJ

!"#$%&'()$*

!"#$%&'()*+,-.*/01234567



!"#$%&'()*+,-./012

 

`lO  !"#$%&' !"#$

!"# `l O 

!"#$%&

``  



!"#$%&'()*+

!"#$%&'()*+,-_ÉêåJ``==fp^j

!" `l O 





====

!"#`lO



!"#$%&'

!"

()*+',

!"#$%&x

!"
!

PKNPz

 !"#$ !"#$%&'()*+,-.
 !"#$%&'(


T

!"#$%&'

!"#$%&'( OKU

!"#$%&'



`lO 

!"#$ QRMééã= NMMMééã 



!"#$%&'(



!"#$% ON 



!"#$%

!"#$%&'()

!"#$%&'

!"#$%&'


= = = = 

!"#$%&'()

!"#$%&

  !"#$$%&'()*+,RMM !
OS  !"#$%&'()*)+,-./0$"123


!" `lO 

!"#$%& O Q  

213



!=2001

 !



!"#$%& MKR  OKM  N  Q 



!"#$%&'()*+,-./0'123

====


!

!"#$%&'()*+&, !"#

!"#$%&'(

==== !"#$%&'( !"#$%&'(

 !"#$%&'()  !"#$%&'
 !"#$ !"#$%&'()*+,-.TM
  !"#$%&'()*+,-.&/01
==== 

!" !"#$%&'() P !

 !"# !"#$%&'()*+,
 !" T 

NN 

!"#$%&'



!"#$%&'()*+"# NKO =PKN



!"#$%&'()*+,-./ RKR



OSNMMM

P 

!"#$%&'()*+,-.

!" U 



!"#$



!"

!

!"# S 

!"#$%&'(

!

!"#

OT

 OS=

!"#$ `lO 

VVKPKP


p 

 T 

!"#$%&'()*+

 ^N_ 
 `lO 

!"#$%&'( !"#$%



 !"#$% !"t^fp !"#$



 !"# P  L  !"#$%&'()


!"#$



!"#$%&'



!"#$%&



!"#$%&'()*+,-. t^fp 



!"#$%&'()

 

()'*

!"#$%&
!"



NRMM 

!!"#$%&



!"#$%&'()*

!"

VKNSz

!"#$%&

!"

+,-./

!"#$

 OT

!"#$%&'()*+,-.

!"

!"#$%&'()



!"#$%&'()*+,-./0123#4
!"#$%&'(

!"#$%&'()
!"#$%&'(

!"#$%&'"#()*+,-./01

!"#$

!"#$%&'tobNMMM

!"#$ OPTR x

!"#$%&'(



IPCC 

!"#$%&'()

!

!"#$%&'()* OM



!"#$%&'()ONMM 

!"#$%&'()





!

!"#

!"#$%&'()*

====

!"#$%&ONMM 

!"#$%&

!"# NM

!" t^fp 

!"#

'()*+,-. ^N_  ONMM 

!"#$%

!`lO 

!"p^o

!"

!"



d

214

!"#$%&'()

! ONMM 

!"#$%&

!"#$

,%&-./0)1

!"#$%&'()*+ ONMM 




'()

!"#$%&'(pNMMM 

 `lO 

====

tob

!"#$%&

!"#$%&'()*+,-./0!123



!"#$ P 



!"#$%PMMM



!"#$%&'()*+,-.



! ONPM 

NN

!"#$%&'()*+,-.#/
!"#$%&'()'*+
!"#$%&'(

!"#$%&'()!*+, 

!"#$%

!"#$%&'()*+,$%-

 NKO  PKN x NNKNSz

ბएإ

ڼᅃ߾ፕፇरຍቌᄲ

ৃཀᆩڦፌࡻڦǈᅜፕܔᇀփཞڦ࿒ഘ༹

ڦഘࢪᅎሞగၵևݴႴᄲᅃօ״ൣǈᅺྺ๑ڥ႑

ಇݣ൧ৠ࿄ઠഘࢪॽසࢆՎࣅڦᇨ֪ă

ࡽࢅሯำڦ൶ݴՎे߸ڥઓవă৽ഘࢪဣཥጲวڦ
ጲՎ୲ܸჾǈዘᄲڦᄲኄ߲Վ୲ᅜत༵ߛ၄ᆶ

!!!!ኄᅃևٗॽݴᅃ߲փཞڦঙ܈ቛྭ࿄ઠăٗ࿒ഘ

ܔఫၵᆶႾՎ୲ݴք႙ස FOTP ڦᇨԒీ૰ă

༹ࢅഘමঌڦಇڟݣ்ܔഘࢪဣཥࢅมׂࣷิᆖၚኝ
߲ࡗײዐڦᅃ߲࣍বǈۼ٪ሞጣփඓۨႠǄ९ 39ǅă !!!!ཚࡗ݀ቛఇ๕ࡕܠڦዖणࢇᇨԒǈ߸ඇ௬ں༑
ႹܠᅺीჄሀକ்ܔణമഘࢪՎࣅڦॠ֪Ăᇱᅺ

࿄ઠഘࢪጒༀ୲߁ڦ༬ኙăഘࢪဣཥݥ၍ႠڦĂႾڦ

ݴဆࢅକీڦ૰ǈᅜतܔ࿄ઠഘࢪՎࣅీࢆዖ൧

᳘ࢇဣཥǈᅺُᄲፔጚඓڦ࿄ઠഘࢪጒༀڦᇨ֪

ႚڦᇨ֪ăሞᅜူ৵߲࠽ڦݘଶᇘႴᄲፔศ߾ڦፕă

փీڦăᅺܸ߸ᆌӝঋݣۅሞܔဣཥڦ࿄ઠీ
ጒༀݴ୲߁ڦքᇨԒฉǈኄᅜཚࡗेഽܔఇ๕ࡕڦ

Ｇ．１ 资料

णࢇڦ݆ݛჺઠํ၄ă

!!!!ሞ๘হႹںܠ൶၄ڦཽڛྪ֪࠵ڦጒᆌڟڥ

!!!!༵ߛඇ൰ई൶ᇘഘࢪఇ๕ྜڦኝ༹ဣǈᅜ༵ߛںܔ

੦ăྪ֪࠵ݥأᆶକ၂ዸ༵ߛǈޏሶሞඇ൰Ⴙںܠ൶

൶ᆖၚࢅट܋ཀഘ๚ॲڦఇెăኄ৽ᄲ൱ሞଇ߲ݛ௬ᆶ

৽వईኁຫփీॠ֪ഘࢪՎࣅă

ᅃօ༵ߛǈनܔዷᄲٷڦഘĂ࡛ᄝࢅںဣཥኮक़ڦ᳘
ࢇࡗڦײණ๎ǈᅜत࠽ڦݘᆩᇀೠࠚࢅ༵ߛఇె၄ڦ

!!!!કٷഘࢪჺ৯֪࠵ڦएإᅜՍ༵ࠃਏᆶ࠽้ڦक़

ኑႠఇెࢅ࠵֪ჺ৯ăᅃ߲༬՚ዘᄲڦ࿚༶ǈܔᇀ

ࢅक़ޮ߃ڦྷݔጚඓĂ้क़ጨଙă୯ڟഘࢪဣཥ

ਦट܋๚ॲڦՎࣅ࿚༶Ⴔጨଙڦ؊ፁႠ࿚༶ă

ްڦሗႠࢅాሞڦबๆ้क़ײࡗ܈ǈႴᄲ้क़ڦĂ
ਏᆶᅃዂႠڦጨଙઠኧܔഘࢪࢅ࣍ৣՎࣅڦჺ৯ࢅᇨ

Ｇ．３ 人类影响方面

֪ăణമࢅৎ૦๏ڦጨଙǈࡗඁຕӥࢅຕഥᇑഘ
ࢪ၎࠲ڦጨଙǈۼႴᄲڦăट൶ጨଙࢅీᆩᇀܔඇ൰

!!!!߸ኟ๕ॽںڦഘࢪิں൰ࣅბఇ๕ᇑටૌဣ

ڦ܈ट܋๚ॲፔۨଉೠࠚڦጨଙణമᆮഄඍ݄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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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二工作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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ཥᆖၚ݀ڦ၄ă຺ڼবഽۙକ๘হฉփཞ൶ᇘ࠲ጀڦ

引言

ᅃၵ࿚༶ăڼবඓණକྺᅃօණ๎ഘࢪՎࣅയሞᆖ
!!!!ሞአުक़ഘࢪՎࣅጆᄽ྿ᇵࣷǄJQDDǅ߾ܾڼፕፇ

ၚࢅᆌႠܸႴਸቛჺ৯ڦᆫံଶᇘă

ڦԒߢĖഘࢪՎࣅ3112ǖᆖၚĂᆌႠࢅ٤ෑႠėዐǈኍ
ܔጲࢅටૌဣཥܔഘࢪՎࣅߌ௺ڦႠĂᆌీ૰ࢅ٤

２．新发现

2

ෑႠ ǈᅜतഘࢪՎࣅڦയሞᆖၚႜକೠॏăԨԒߢᅜ
JQDDࡗඁڦೠॏԒߢྺएإǈ
ཞ้ዘႎॠᄓକࡗඁೠࠚ
3-!4

２．１近来的区域气候变化，特别是温度升高，已经影

ዐ࠲ڦ॰Ⴀஃǈժభକፌႎڦჺ৯ࡕă

响了许多自然和生物系统

!!!!ሞ JQDD ڼᅃ߾ፕፇԒߢĖഘࢪՎࣅ 3112ǖბए

!!!!ᅙঢ়࠵֪ڦڟኤǈ൶ᇘഘࢪՎࣅǈ༬՚࿒

إėዐǈೠॏକ࠵֪ڦڟഘࢪՎࣅĂׯᅺࢅ࿄ઠഘࢪ

ߛืڦ܈ǈᅙঢ়ᆖၚକ๘হฉႹ߳ڦݛںܠዖጲࢅิ

ڦీՎࣅăڼᅃ߾ፕፇԒߢڥසူஃǖ31 ๘ुඇ

ဣཥăᄽᅙ࠵֪ڦڟՎࣅڦ૩ጱᆶǖգཽجĂᆦ۳ཱི

൰ೝ௬࿒܈ᅙঢ়ืߛକ 1/7 Ġ 1/3ņăߵ JQDD ಇ

බࣅĂࢋࢶ௬գ้क़ླྀࢶࢋࢅգ௬༵ራබࣅĂዐ

ݣ൧ৠ༬՚ԒߢǄTSFTǅెۨڦ൧ৠྷݔǈఇ႙ᇨ֪ණ

ߛ࿃ں܈൶ิलჽĂۯኲྷݔၠଇटࢅߛ࡛Ӛں

ྺ ڟ3 2 1 1 ඇ൰ೝں࿒ॽ܈Բ 2 : : 1 ሺे 2 / 5

൶કቛĂగၵኲࢅۯዖඖူইĂຏఢ༵മਸࢾĂઑ،

pDċ6/9pDǈඇ൰ೝ࡛ೝ௬ॽฉื1/1:ċ1/99 ăኄ

༵മ၄Ăౕૌ༵മڪࣅޓǄ९ TQN.2ǅăሞႹܠ

ၵᇨ֪ǈሺ࿒ᅺں൶ܸᅴǈժӵᆶইଉڦሺ३ǈཞ

ิĂ࡛ࢅںᄝ࣍ৣዐǈ൶ᇘ࿒߀ڦ܈Վཞጲࢅิ

้࣏ӵᆶഘࢪՎ୲߀ڦՎࢅగၵट܋ഘࢪ๚ॲೕ୲ࢅഽ

ဣཥᄽᅙ࠵֪߀ڦڟՎक़ڦ၎ࢻ࠲ᅙᆶ࿔ॲጨଙኤă

߀ڦ܈ՎăኄܔጲࢅටૌဣཥׂิᆖၚڦഘࢪՎࣅ

\3/2ǈ5/4ǈ5/5ǈ6/8ǈࢅ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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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၅ǈ31 ᅜฉڦჺ৯ত๖ิࢅ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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ڦڟ౾๚ॲᅜࢮփऺăሞ๘হںܠ൶ǈᇑ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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ଙܔೠࠚইڦᆖၚๆݴՂᄲă

௬ۼटྺዘᄲăڼෙবถକഘࢪՎࣅܔጲࢅටૌဣ
!!!!ཱིں૧ᆩՎࣅࢅට੨ڪᅺጱᄺܔኄၵጲࢅิဣ
ཥׂิᆖၚǈڞዂᅃၵవݴൣᆯనၵ༬ᅺጱᆅ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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ઠጲ 211 ߲ JQDDׯᇵࡔپڦཷဝକ 3112  3 ሆ 24.27 නሞ

නాྑਉႜ߾ܾڼڦፕፇْࣷୃڼᅱ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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ᆖၚĂᆌႠࢅ٤ෑႠ

框 ＳＰＭ － １． 气候变化的敏感性、适应性和脆弱性
!!!!௺ߌႠኸဣཥᇑഘࢪᆶ࠲ِڦघᅺᆖၚڦ
܈ײǈԈઔփ૧ࢅᆶ૧ᆖၚăኄ௮ຎڦᇑഘࢪᆶ
࠲ِڦघᅺǈኸᆶڦഘࢪՎࣅᅺǈԈઔೝ
ഘࢪጒĂഘࢪՎ୲ࢅट܋๚ॲڦೕ୲ࢅഽ܈ăᆖၚ
ᅜথڦǄසᆯᇀೝ࿒܈Ă࿒ྷݔ܈ई࿒܈Վ
୲ڦՎࣅܸሰׯፕׂଉڦՎࣅǅ
ǈᄺᅜक़থڦ
Ǆᆯᇀ࡛ೝ௬ฉืሰׯᄂ࡛ࢡټںೕ୲ሺेᆅഐڦ
ሚ࡞ǅă
!!!!ᆌీ૰ኸగဣཥᆌ)ԈઔഘࢪՎ୲ࢅट܋
ഘࢪ๚ॲ*Ă३ൟയሞ฿Ă૧ᆩऐᇜईܔഘࢪՎࣅ
ࢫࡕీڦ૰ă
!!!!٤ෑႠኸဣཥᅟईுᆶీ૰ܔഘࢪՎࣅԈ
ઔഘࢪՎ୲ࢅट܋ഘࢪ๚ॲփ૧ᆖၚ܈ײڦă
٤ෑႠ
గᅃဣཥഘࢪڦՎ୲༬ኙĂ
ࢅ܈ޗՎࣅ୲तഄ௺
ߌႠࢅᆌీ૰ࡧڦຕă

߾ܾڼፕፇਦ֧ኁቌᄲ

２．６ 目前还难以定量分析大规模的并可能产生不可逆转
影响的事件的风险
8

!!!!ᇨऺ 32 ๘ुڦഘࢪՎࣅ ਏᆶڞዂں൰ဣཥ݀ิٷ
ࡀఇतփొՎࣅڦీႠǈׂܸٗิዞाࢅඇ൰ྷݔ
ڦᆖၚăኄၵీႠᅈડᇀᆩڦഘࢪ൧ৠǈܸช࿄ܔ
ᆶీڦഘࢪ൧ৠႜೠॏăኄዖ૩ጱԈઔǖد࿒ڟ
ԛٷဇᄝٷڦᄝ࣍ୁ၂ዸ३࣐Ă߭નࢅဇళटգᇱڦ
ٷଉ३ณĂิںං༐თ࣍ݒڦઍᅜतᆦ۳ں൶ں
༐ڦࢅݣᄂ࡛קओዐࢇڦोྛݣሰڦׯඇ൰
Վेăںܔ൰ဣཥܠኄዖՎࣅڦీႠժփๆݴ
କǈڍీႠگݥă࠶සُǈኄၵీႠࣷໜጣഘ
ࢪՎࣅ୲Ăࢅ܈ײჄ้क़ڦՎࣅܸሺेăǄ९
TQN.3ǅ
ă!\4/6ǈ6/8ǈࢅ 8/3/6^
!!!!සࡕں൰ဣཥ݀ิኄၵՎࣅǈ்ڦᆖၚॽ࠽ݘ
ࢅ৳ڦă૩සǈ࡛ᄝ࿒ჸ࣍ୁڦ၂ዸ३ࣷ߀Վศ࡛֫
ᄝࡤڦᄟೝत࡛ᄝᇑ࡛ᄝิༀဣཥဌڦ༐ଉǈժ३
ෑ౹ዞևںݴ൶ڦՎăဇళटգᇱڦໟଛई߭નգ
߃ڦබࣅ߳ጲࣷۼ๑ඇ൰࡛ೝ௬ሞ࿄ઠ2111ፌߛืٷ
9

4  ǈჷுڜܠᇒࢅڦೌٷᄂ࡛ں൶ăൽਦᇀգᇱ३
!!!!ፕڦയሞׂଉࣷሺेǗ\5/3^

ณڦ୲ǈ࡛ೝ௬ืߛڦ܈ײࢅ܈ీגٷٷට

!Ą!෧ଠ࠶ړڥǈඇ൰ఢࠃᆌࣷሺेǗ\5/4^
!Ą!ᅃၵඍں൶සሞ۫ళჱևںݴ൶ǈට்ᆩࣷ

ૌࢅጲဣཥሞுᆶዘٷᆖၚ้ڦᆌీ૰ăᆯᇀՎ

!!!!ሺेǗ\5/2^

ࣷᅃօሺेٷഘڦ࿒ഘ༹౪܈ǈܸٗेਗഘࢪՎࣅă

!Ą!ዐߛ࿃ں܈൶۬लຶྨ୲ࣷ३ณǗ\5/8^
!Ą!ᆯᇀ۬ल࿒܈ডߛǈࠃႴీᇸࣷ३ณă\5/6^

\4/6ǈ6/8 ࢅ 8/3/6^

ᆅഐڦᆦ۳൶ں༐ࢅᄂ࡛קओࢇڦोྛݣ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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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ටૌมࣷࢅጲဣཥܔट܋ഘࢪ๚ॲڦ٤ෑႠǈᅙ

!!!!ᆌႠٯแਏᆶ३ณഘࢪՎࣅփ૧ᆖၚĂሺഽᆶ૧

ঢ়ٗ߅ĂࢡીĂඤષĂდԪࢅޅԓڪሚ࡞ሰڦׯ

ᆖၚڦയ૰ǈڍኄࣷሺेׯԨǈ࣏փీՆ௨ᆶڦ฿ă

฿Ăས੮तຶྨዐڥᅙኤăܔኄၵՎࣅፔڦᇨ

ट܋๚ॲĂՎ୲ࢅՎࣅ୲ۼݴဆഘࢪՎࣅڦ٤ෑႠ

֪࣏ᆶփඓۨႠǈ
ڍᆯᇀഘࢪڦೝጒतՎ୲߀ڦՎǈ ࢅᆌႠ࠲ڦ॰ᄲǈܸփምৈ०ڦڇೝഘࢪጒ
32 ๘ुᅃၵट܋๚ॲ݀ิڦೕ୲ࢅ0ईჹዘ࣏܈ײᄲሺ

ڦՎࣅăටૌࢅጲဣཥۼᅜሞᅃۨ܈ײฉጲںۯ

ेǈᅺُᅜᇨऺǈໜጣඇ൰Վǈኄዖᆖၚڦჹዘ܈ײ

ᆌഘࢪՎࣅă၎ܔᇀྺԍࢺጲဣཥڦᆌႜܸۯჾǈᆶ

࣏ᄲሺٷǄ९ TQN.3ǅă၎ݒǈࡦڪחटگ܋࿒๚ॲ

߸ڦܠስࢅघ֑ൽටૌဣཥڦᆌႜۯǈ࠶සُǈ

ิ݀ڦೕ୲ࢅ܈ײᇨऺॽ३ณǈิׂࣷڍኟ௬ࢅ௬ڦ
ᆖၚă࿄ઠट܋ഘࢪ๚ॲՎࣅڦᆖၚᇨऺࣷܔೖઓට੨
ׂิڦٷᆖၚăTQN.2 ዐǈଚକ࿄ઠഘࢪՎ୲ࢅ
ट܋ഘࢪ๚ॲՎࣅᆖၚڦᅃၵۆ႙૩ጱă\4/6ǈ5/7ǈ7ࢅ
8/3/5^

8

ᆯ TQN.3๖ڦᇨ֪ഘࢪՎࣅڦဦব९ڼᅃ߾ፕፇڦਦ֧ኁ

ቌᄲă
9

ᇨ֪ဇళटգᇱࢅ߭નգᇱ࡛ܔೝ௬ืߛፕᆩڦဦব९ڼᅃ߾

ፕፇڦਦ֧ኁቌᄲ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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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ＳＰＭ － １：ᇨऺڦट܋ഘࢪ๚ॲՎࣅీׂิڦᆖၚڦ૩ጱă

预计的 ２１ 世纪极端气候现象变化
ａ
及其可能性

ｂ

预计影响的典型例子
ｃ
Ǆ݀ิሞᅃၵں൶ڦ႑ߛݥྺ܈႑ ܈ǅ

०ڇट܋๚ॲ
ፌߛ࿒ߛื܈Ǘሞबࢭᆶں
ں൶ඤනཀຕࢅඤષْຕሺܠ
ａ
Ǆీ ǅ

!Ą!ටࢅೖ൬ට੨ࢅ୲ྨຶڦჹዘदթ݀թ୲ሺे\5/8^
!Ą!ॆܔႿࢅᄸิۯڦඤၾ೨ሺे\5/3 ࢅ5/4^
!Ą!୫ᆴణ߀ںڦՎ\ UT.5 ࢅ 6/9^
!Ą!ٷଉፕ฿ޅڦ၃ሺे\5/3^
!Ą!ই࿒ᆩۉଉሺेǈ३ณీᇸࠃᆌڦ੍Ⴀሺे\ UT.5 ࢅ 5/6^

ፌگ࿒ߛื܈Ǘሞबࢭᆶں
ｄ
ں൶ૐනĂຠ۳නຕࢅࡦ ח३ณ
ａ
Ǆీ ǅ

!Ą!ইگᇑࡦૐᆶ࠲݀ڦթ୲ࢅຶྨ୲\5/8^
!Ą!ইٷگଉፕ฿ޅڦ၃ǈሺेഄፕփ૧ᆖၚޅڦ၃\5/3^
!Ą!ᅃၵթ،ࢅदթဦਪࢅྷݔڦऄۯક\ٷ5/3 ࢅ5/4^
!Ą!ইگൽీᇸႴ൱!\5/6^

ഽই๚ॲ݀ิೕ୲ሺٷǄሞႹ
ａ
ںܠ൶ీ ǅ

!Ą!ࢡીĂࣂೢĂდԪࢅౄ็ୁ฿ሺे!\5/6^
!Ą!ཱིගൔ์ሺे!\6/3/5^
!Ą!ࢡ০ୁଉሺेǈሺेᅃၵೝᇱႺ൶ڦႺଉ!\5/2^
!Ą!ܔአުࢅຳᆐࢡԍ၃ဣཥत३ൟሚ࡞უ૰ሺे!\ UT.5 ࢅ 5/7^

ްሗڦट܋๚ॲ
ዐ࿃ں܈൶ాဲल߅ࢅሚ
ａ
ޅڦ၃ሺेǄీ ǅ

!Ą!ইگፕׂଉ\5/3^
!Ą!ᆯᇀں௬ူקǈॺܔዾںए࡞ླڦሺे\ UT.5^
!Ą!ଉᇑዊူই\5/2 ࢅ 5/6^
!Ą!෧ଠआሚޅ၃ሺे\6/5/3^

ඤټഘڦፌޅٷሺٷĂೝ
तፌٷᇐଉሺेǄሞᅃၵں൶
ａ ｅ
ీ ǅ

!Ą!ටิڦంޅ၃ĂدකႠदթୁႜޅ၃ࢅഄޅ၃ሺे\5/8^
!Ą!ᄂ࡛ൔ์ࢅܔᄂ࡛ॺዾࢅएإยแ࡞ླڦሺे\5/6ࢅ8/3/5^
!Ą!ܔᄂ࡛ิༀဣཥස෴ࢯঊࢅࢤຏଠ࡞ླڦሺे\5/5^

ሞႹںܠ൶ᇑܻܲ౷๚ॲᆶ࠲

!Ą!ইࢡࢅ߅گીᅟ݀൶ڦ౫ᄽࢅׂ֥ิں૰\5/4^
!Ą!ই߅گᅟ݀൶૰݀ڦۉയ૰\6/2/2 ࢅUT.8^

ａ

ࢡڦીࢅ߅ഽ܈ሺेǄీ ǅ
Ǆᅨ֖९߅ࢅഽইᇐ๚ॲǅ
ａ

Ǆీ ǅ
ჱዞဲललޅইՎ୲ሺे

!Ą!ܔ࿒ࢅټඤټჱዞں൶ǈࢡીࢅ߅ഽ܈ᇑླ࡞ሺे\6/3/5^

ዐ࿃ں܈൶ԓޅᇐഽ܈ሺे
Ǆ၄ᆶ
ｄ
ܠڦዖఇ႙ᇨ֪ࡕփ၎ཞǅ

!Ą!ට༹ॳࢅิంޅڦ၃ሺे\5/8^
!Ą!֎ׂࢅएإยแ฿ሺे\UT.5^
!Ą!ܔᄂ࡛ิༀဣཥ࡞ླڦሺे\5/5^

b

ీႠኸ JQDD ڼᅃ߾ፕፇڼෙْೠࠚԒߢᆩڦ႑܈ಒǖీǄ:1.::& ڦీႠǅ
ǗీǄ77.:1& ڦీႠǅă

!ݥأሞഄݛںଷྔຫǈᆶ࠲ഘࢪ၄ၡڦ႑တᆅጲ JQDDڼᅃ߾ፕፇڼෙْೠࠚԒߢڦਦ֧ኁቌᄲă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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ཚࡗ֑ൽڦړᆌٯܔแǈॽ३ൟփ૧ᆖၚă
ߛݥ႑ڦ܈ీႠྺ 78.:6&ǈ֖९গጀ 7ă
ઠᇸᇀ JQDD ڼᅃ߾ፕፇڼෙْೠࠚԒߢڦरຍቌᄲǈ ڼG/6 বă
ඤټഘڦ൶ᇘݴքՎࣅీڦǈڍช࿄ُܔႜࣄݴă

IPCC ڼෙْೠࠚԒߢ

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ਦ֧ኁቌᄲ

ᆶऺࣄںᆌഘࢪՎࣅǈᅜሞጲۯᆌഘࢪՎࣅएإ

ںǈ
ඇ൰ೝഘ࿒ሺेब܈ᅜࢫǈڦॆࡔٳ݀ܔঢ়षᆖၚ

ฉټઠ߸ࡻںၳࡕăሞ߳ዖ܈ฉǈᆌց؊३࣐ഘ

ీ़ᆶᅮᆼᆶ฿Ǆگ႑ ܈ǅ
Ǘ߸ڦܠሺ࿒ሶሰ

ࢪՎࣅ౮૰ڦᅃ߲Ղᄲڦă
\7^

ׯঢ়ष฿Ǆዐڪ႑ ܈ǅăໜጣᇨऺڦՎڦ܈ײሺ

7

7

ेǈܔঢ়षᆖၚݴքᇨऺǖ݀݀ࢅॆࡔٳቛዐࡔॆޟ૧
7

!!!!ᅜጺࡗඁᆌഘࢪՎ୲ईट܋ഘࢪ๚ॲڦঢ়ᄓǈ ֶڦਐࣷेٷǄዐڪ႑ ܈ǅă݀ܔቛዐࡔॆࠚ໙฿ᆖ
ᆩઠۨᆌ࿄ઠഘࢪՎࣅڦᅓăړܔമഘࢪՎ

ၚሁჹዘǈ၎ܔᇀܸ݀ॆࡔٳჾǈ݀ቛዐࡔॆڦᆌీ૰

୲ࢅट܋๚ॲڦᆌႠٯแิׂࣷᆶ૧ᆖၚǈժێ

৽ሁگă\8/3/4^

ۨᆌܔ࿄ઠഘࢪՎࣅڦएإăܸঢ়ᄓᄺኤǈࣩ݀ኄ
ၵയሞᆌڦ֧ܔඇևፕᆩ࣏ᆶႹܠ၌ăଷྔǈኻጀ

!!!!ُྔǈٗඇ൰܈ઠੂǈඇ൰ೝ࿒ߛื܈ब܈ǈඇ

ዘ܌ၳࡕڦਦ֧ĂࢮᅙኪڦഘࢪՎ୲Ă๑ᆩփྜኝ

൰HEQॽሞሺेई३ณब߲ӥాྷݔۅݴՎࣅǄگ႑
7

ڦᇨ֪ࢅ૧ᆩփ؊ڦݴ႑တᅜतࡗݴᅈડԍ၃ऐ้ǈ  ܈ǅ
ǖසࡕ࿒ܠ߸ߛื܈ǈሶڞዂ৫฿ሺेǄዐڪ႑
7

ీ֑ࣷൽᅃၵփڦړᆌٯแǈ૩සሞޅ၃ডںٷ

܈ǅ
Ǆ९ TQN.3ǅăन๑ඇ൰ೝ࿒ߛื܈ၭᇀब܈ǈ

൶பణ݀ቛă\7^

ᇨऺഘࢪՎࣅփ૧ᆖၚڦටᄺᄲԲٗഘࢪՎࣅइᅮڦ
7

ටܠǄگ႑ ܈ǅăኄၵࡕܔᅃၵ्ย௺ߌǈස൶ᇘ
２．８ 资源最少的地区适应能力最弱，而且最脆弱

ഘࢪՎࣅĂ݀ቛೝĂᆌీ૰ĂՎࣅ୲Ăᆖၚڦೠॏ
ࢅ֑ᆩࠚڦ໙ऋԼ฿ࢅᅮ݆ݛڦǈԈઔች੩୲ڦ

!!!!ටૌဣཥᆌࢅܔഘࢪՎࣅీڦ૰ൽਦᇀႹܠᅺ

ስă\8/3/3^

ǈසጨׂĂरຍĂঞᇣĂ႑တĂरీĂएإยแĂᆶ
ጨᇸ܈ײڦᅜत࠶ీ૰ă݀݀ࢅॆࡔٳቛዐࡔॆۼᆶ

!!!!৽ิంڦ฿ࢅ၎ܔᇀཨጨᇑঢ়षڦᆖၚܸჾǈᇨ

ీٝࢅ 0 ईइڥᆌీ૰ڦയ૰ăට੨ࢅม൶ሞ

ऺഘࢪՎࣅ݀ܔቛዐࡔॆڦᆖၚፌٷă
૩සǈट܋ഘࢪ๚

ᆌഘࢪՎࣅీ૰ݛ௬ᆶֶڦٷ՚ă݀ቛዐࡔॆǈᆮഄ

ॲ݀ܔቛዐࡔॆHEQ၎ܔӥڦۅݴᆖၚᇺᇺࡔٳ݀ࡗג

ፌփ݀ڦॆࡔٳට੨ࢅม൶ǈሞኄݛ௬ీڦ૰ཚፌ

ॆă\5/7^

ෑăࡕ๑ኄၵࡔॆᆌഘࢪՎࣅీڦ૰ডෑǈܔഘࢪ
Վࣅླ࡞ፌྺ٤ෑǈኄ৽ၟഄܔഄ࿚༶٤ෑᅃᄣăኄ

２．９ 适应性、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公平性可以相互促进

ዖ൧ሞፌೖ൬ටඖዐ၄ᆮྺă\7/2ǈ࠲ᇀ൶ᇘ႑
တ࣏ᅜ֖९ 6/2/8ǈ6/3/8ǈ6/4/6ǈ6/5/7ǈ6/7/2ǈ6/

!!!!ܔܠഘࢪՎࣅ٤ෑڦม൶ࢅں൶ཞ้ᄺ௬ଣጣට

7/3ǈ6/8ǈࢅ 6/9/2^

੨ሺेĂጨᇸࡼࢅೖ൬ڦუ૰ăݐీࠕ३ณጨᇸუ
૰Ă߀࣍ৣޅ၃࠶Ă
߀ೖ൬ට੨႞ޟҾڦአ֧ᄺ

!!!!ᅜऋԼڇ࿋ݛڦ๕ࠚ໙କࡔॆĂ൶ᇘࢅඇ൰ྷݔഘ

ۼᆶ૧ᇀჄ݀ቛࢅٝࠅೝႠĂሺഽᆌీ૰Ă
३ณ

ࢪՎࣅᆖၚׯڦԨᇑၳᅮăኄዖࠚ໙ᅃӯփԈઔഘࢪՎ

ܔഘࢪՎࣅڦ٤ෑႠࢅഄუ૰ăሞยऺࢅኴႜ݀ቛႜ

୲ईट܋ഘࢪ๚ॲڦᆖၚǈᄺுᆶ୯փཞՎࣅ୲ڦ

ݛۯӄ้ǈසీ୯ഘࢪޅ၃ᅺǈॽᅜٝࠅೝࢅ߸

ᆖၚǈܸৈৈևݴ୯କܔփሞׇ༹ዐႜஹᅟڦ

Ⴤ݀ڦቛǈժ३ณܔഘࢪՎࣅڦ٤ෑႠă\7/3^

ऋࢅޜခڦᆖၚă
ኄዖูీࣷࠚگକঢ়ष฿ǈܸ
ߛࠚକঢ়षᅮăᅺྺጹࢇᆖၚೠࠚࣷܔᅃၵݛ௬ኻऺ

３． 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影响及其脆弱性

໙ᅮǈܸܔଷᅃၵݛ௬ኻऺ໙฿ǈᅜत࣏ᅺྺᆩᇀ
ጹࢇ߳ڇၜڦዘਏᆶዷ࠵Ⴀǈኄዖᆖၚೠࠚᆅഐ

３．１ 水文和水资源

ኛஃă
\8/3/3 ࢅ 8/3/4^
!!!!ഘࢪՎࣅୁୁࢋܔଉतူں࣮࠺ڦᆖၚᅺ൶ᇘࢅഘ
!!!!٪ሞฉຎ༵ڦڟᅃၵਆ၌Ⴀǈᅈ݀ڦຕೊ
࿔ቤࠚऺຕኵǈܔჺ৯ዐᆶՎ܈ޗǈඇ൰ೝ࿒܈
:

ࣷۼ ߛืڦሞ݀ܠቛዐࡔॆׂิ৫ڦঢ়ष฿Ǆگ
7

7

႑ ܈ǅăሺ࿒܈ޗሁٷǈ฿ሁٷǄዐڪ႑ ܈ǅă၎ݒ

:

ඇ൰ೝഘ࿒ڦՎࣅධፕྺഘࢪՎࣅڦ܈ޗᅃ߲ኸՔăሞ୯

ڦኄၵჺ৯ዐǈ൧ৠᆖၚڦՎଉԈઔ൶ᇘڦྷݔഘ࿒Ăইࢅഄ
ഘࢪՎଉڦփཞՎࣅ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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ࢪ൧ৠڦփཞܸփཞǈ
ዷᄲൽਦᇀইՎࣅڦᇨ֪ࡕă ۬लইდᅙঢ়ྺׯইᇐǈኄॽڞዂ߸ࢋڦٷୁଉߛރǈ
ܠܔຕഘࢪ൧ৠǈ
ডྺᅃዂڦᇨ֪ࡕǖሞߛ࿃ں܈൶

ߛރᆯؾलገྺ۬लă\5/2^

ࢅ۫ళჱں൶ǈೝ০ୁଉॽሺेǈܸሞዐჱĂںዐ࡛
7

ৎତ൶ĂݥዞళևࢅӐዞॽ३ณǄዐڪ႑ ܈ǅǄ९

!!!!ፌྺ٤ෑڦጨᇸဣཥీఫၵுᆶႜ࠶ڦ

TQN.4ǅ
Ǘܸǈփཞఇ႙ᇨ֪ڦՎࣅ܈ײփཞăሞഄ

ጨᇸဣཥतణമᅙঢ়ڟၾ೨ई࠶փࢅփჄ

ں൶ǈ
Ԉઔዐ࿃ں܈൶ǈ
ᆯᇀܔইࢅኖ݀ڦᇨ֪ࡕ

࠶ݛ๕ڦጨᇸဣཥă࠶փࢅփჄ࠶ݛ๕

ۼ٪ሞֶᅴǈܸኖ݀ᅜڸၩইڦሺेǈ
ᅺُᇨ֪ڦ

ڦጨᇸဣཥᆯᇀփࠞᆶၳ૧ᆩࢅݴዊԍࢺĂ

ࢋୁୁଉڦՎࣅชᅃዂڦஃăᇨऺܠٷຕգेج

փྜୁڦᇘ࠶ĂࢅߴࠃڦႴ൱ᇀ࠶Ăඍ݄ᆶ

7

බࣅǈႹܠၭգجీၩ฿Ǆߛ႑ ܈ǅ
ăᅃӯܸჾǈܔ

ၳڦጆᄽኸڞአ֧ڪሰڦׯăሞுᆶႜ࠶ڦጨᇸ

ೝ০ୁଉՎࣅڦᇨ֪ڦ႑گ܈ᇀኻएᇀ࿒܈Վࣅ

ဣཥዐǈณईߵԨுᆶᆩઠ࣐؋ዊࢅଉՎࣅڦย

ᆖၚڦᇨ֪ǈኄᅺྺփཞ൧ৠܔইڦᇨֶ֪ᅴ߸ٷă แăሞփჄ࠶ڦဣཥዐǈࢅཱིڦں๑ᆩेਗକ
ሞୁᇘాྷݔǈഘࢪՎࣅڦᆖၚໜୁᇘጲ༬Ⴀࢅኲԥ

ᅺഘࢪՎࣅׂิڦ٤ෑ܈ײă\5/2^

ܸ݀ิՎࣅǈُྔᄺໜཱིܸ߃ޮںՎࣅă
\5/2^
!!!!ጨᇸ࠶रຍǈᆮഄጨᇸጹࢇ࠶ǈᅜᆩ
!!!!ణമǈ๘হฉሀ 204 ڦට੨ǈٷሀ 28 ᅢටǈิऄሞ

ઠᆌഘࢪՎࣅܔ࿔ڦᆖၚǈժᆌഄݥඓۨᅺ

ೖࡔॆǄۨᅭྺ 31& ᅜฉڦᆩઠᇸᇀምთ࣍ǈኄ

ڦᆖၚǈܸٗইگ٤ෑ܈ײăణമǈ߸֑ܠᆩࠃڦڦݛ

ཚ֑ᆩڦೖኸՔǅăᇨऺ ڟ3136 ǈኄևݴට੨

࠶ٯแǄසेഽࢡݞᇟĂॺሰڮᄉĂ૧ᆩئ൶Ԉઔ

ॽሺ 61 ᅢǈړኄࣷᅈડᇀට੨ሺ܈ăഘࢪՎࣅ

ጲဣཥĂ߀एإยแᅜሺेݴणࢅݴದǅ
ǈܸփ

ీᅃօ३ณኄၵ܌ඍᆖၚࡔॆୁୁࢋڦଉࢅں

ݴႴ൱࠶ڦݛٯแǄ߀Վၾ೨ǅ
ǈࢫڍኁනᅮᆅ

ူցߴଉǈසዐჱĂݥዞళևᅜतںዐ࡛ৎତں൶ǈڍ

ഐ࠲ጀڦঋۅăܸǈ๘হ߳ࡔํแኄዖᆶၳ࠶ీڦ

ሞഄᅃၵں൶ీሺेࢋୁୁଉă\5/2ǈ࠲ᇀ൶ᇘ႑တ

૰ణമֶ࣏֖փഋǈႹܠঢ়षገࡆࢅ݀ቛዐࡔॆీ૰࣏

࣏֖९ 6/2/2-!6/3/4-!6/4/2-!6/5/2-!6/6/2-!6/7/

Բডگă\5/2^

3-!ࢅ 6/9/5^
３．２

农业和粮食安全

!!!!ໜጣට੨ڦሺेࢅঢ়ष݀ڦቛǈܔڦႴ൱ଉᅃӯ
ࣷሺेǈڍሞᅃၵࡔॆᆯᇀ૧ᆩၳ୲༵ߛǈᆩଉኟ

!!!!ߵᄓჺ৯ǈፕׂଉܔഘࢪՎࣅڦၚᆌֶᅴ

ሞူইăഘࢪՎࣅᅃӯփీܔࢅ߾ᄽᆩႴ൱ᆶ

၂ǈኄᆯᇀፕዖૌࢅዖĂཱིග༬ႠĂթ،࡞Ăܾᄟ

ڦٷᆖၚǈڍీሞ܈ײٷฉᆖၚ࠺߄ᆩǈኄॽ

ࣅ༐ǄDP3ǅܔፕڦথᆖၚǈᅜत DP3Ăഘ࿒Ăݴ

ൽਦᇀኖ݀ڦሺेසࢆԥইڦՎࣅڸၩईेਗă࿒

ၾ೨ĂઁዊᄢݴĂഘዊଉࢅፕڦᆌీ૰क़ڦ၎

܈ሁߛǈኲڦኖ༮ଉሁٷǈኄᅪ࿆ጣ࿄ઠڦጺ༹൵

ࢻፕᆩփཞዂăDP3 ౪܈ሺेᅜِघፕิ༵ࢅ

࠺߄Ⴔଉࣷሺेă\5/2^

ߛׂଉǈڍኄᅃᆶ૧ᆖၚᄺႹփᅃۨٷᇀࡗߛ܈࿒ࢅ߅
7

ڦփ૧ᆖၚǄዐڪ႑ ܈ǅă
ጲْܾڼೠࠚԒߢǄTBSǅ
!!!!ሞႹںܠ൶ǈᆯᇀഽই๚ॲ݀ิೕ୲ሺेǈዂ๑

ᅜઠǈኄၵჺ৯ቛᇑ౫ᄽᆌႠჺ৯ڦቛۼᅙሞఇ

ࢡڦೕ୲तࡀఇᄺሺेǈժ๑ܠٷຕں൶০ୁଉࢅᅃ

႙ዐڟڥ୯ǈᆩઠೠࠚഘࢪՎࣅܔፕׂଉĂଂ๋ࠃ

ၵೝᇱں൶ူںցߴଉሺेăཱིں૧ᆩՎࣅీ๑ࢡ

ᆌĂ౫གྷᅮࢅॏ߭ڦᆖၚă\5/3^

߸ेܱࣅăᅃၵں൶ᆯᇀኖ݀ଉेٷǈ੫लবࢋڦ
০ୁଉሞන൵३ณǗইଉڦՎࣅᄺႹࣷेਗईڸၩ

!!!!ॆႿิׂဣཥᆌܔᅺഘࢪՎࣅᆅഐׂڦଉ฿त

ኖ݀ଉڦሺेăᆯᇀ࿒ืߛࢅݭചڦ০ୁᇑྔᅯሰ

ᆌٯแॽภतׯڟԨ࿚༶ă౫ᄽࢅႿథᄽڦᆌႠरຍ

ڦׯකሺेǈᇨऺڦഘࢪՎࣅॽᆅഐዊူইăሞ

ీԈઔǈۙኝዖኲ้क़ĂแݨଉĂ࠺߄Ăዖࢅ

ࢋ০ୁଉ३ณںڦ൶ǈዊཽࣅీ߸ྺჹዘǈڍሺ

ስۯዖૌڪă\5/3^

ेୁဏଉሞᅃۨ܈ײฉ३ൟዊཽࣅăሞణമই
დྺׯݴೝ࢚ዐዘᄲፇׯևںڦݴ൶ǈᆯᇀٷևڦݴ

228

IPCC ڼෙْೠࠚԒߢ

!!!!සࡕ୯ڟ౫ᄽጲวڦᆌႠǈፕఇెೠࠚࡕ

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ਦ֧ኁቌᄲ

图 ＳＰＭ － ３：၎ܔᇀ 2:72.2::1 ǈ3161 ೝ০ୁଉڦᇨ֪ڦՎࣅሞ܈ײٷฉইՎࣅڦᆖၚă૧ᆩଇ߲ӲԨ ڦIbemfzዐ႐ٷ
ǄbǅIbeDN3 ඇևೝǗࢅ)c*IbeDN4ăᇨऺሞߛ
ഘ࡛ᄝ࣍ୁఇ๕ڦഘࢪᇨ֪൧ৠྺٷഘዐڪၳ DP 3 ౪܈ሺे 2&ǈଇ߲ӲԨྺǖ
࿃ࢅళჱ০ୁଉሺेǈዐჱĂںዐ࡛ৎں൶ĂళࢅݥӐٷ૧ჱ३ณǈኄၵࡕཞࡘڤટዐ႐ᄓ࠽ݘᅃዂǈᄺࢅഄ BPHDN ᄓ
ࡕᅃዂăܔ๘হഄں൶ǈইࢅ০ୁ߀ڦՎᅈ൧ৠࢅఇ๕ڦփཞܸփཞă

ǈړՎگᇀब้܈ǈഘࢪՎࣅܔዐ࿃ں܈൶ፕ

ڦփ૧ᆖၚăሞഘࢪՎࣅཉॲူǈඤںټ൶ਏᆶጲวᆌ

ׂଉڦᆖၚᆶኟ௬ၳᆌǗړՎߛᇀब้܈ǈഘࢪՎࣅ

ీ૰ڦፕڦڟփ૧ᆖၚၭᇀඍ݄ᆌీ૰ڦፕǈ
ڍ

ܔዐ࿃ں܈൶ፕׂଉڦᆖၚᆶ௬ၳᆌăኄၵࡕڦ

ഄׂଉᅈگᇀణമഘࢪ൧ৠူׂڦଉೝă
\5/3^

7

႑ྺ܈ዐڪ႑گڟ܈႑ ܈ă
ૌຼڦೠࠚࡕǈ
ඤںټ൶ᅃၵፕᅙঢ়থৎഄፌߛڦट၌࿒܈ǈ
ܸ߅ሳ

!!!!සࡕփ୯ഘࢪՎࣅǈܠຕڦඇ൰त൶ᇘႠঢ়षჺ

ཱིں0ᇐᄢ౫ᄽዷںڞ࿋ǈ
ᅺُन๑ྲෑืڦ࿒ᄺ๑

৯ࡕǈ࠶ኄዖᇨ֪ڦ႑܈ሞᄫᇺڦ࿄ઠ߸گǈ

ፕ३ׂăইᇐଉ၂३ณ้ǈඤټፕׂଉॽڟჹዘ

ܾๆ๘ुඇ൰ํाॏ߭ူইڦ൵ॽჄܾڟๆ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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๘ुăঢ়षఇ႙ೠࠚǈഘࢪՎࣅܔ౫ᄽิׂࢅॏ߭

ࢺׇĂࠅᇴࢅԍࢺ൶ǈᅜ๑ዖڥᅜദᅎǈ3ǅ૧ᆩվ

ڦᆖၚᇨऺࣷሰׯඇ൰ᅮӥݴԲྲڦၭհۯǄگ႑

ጛຽᄢࢅ߀Վऄׇۯăܸǈኄၵీᅺݯᆩ

7

 ܈ǅǈܔডܸ݀ॆࡔڦٳჾࣷᆶডڦٷሺेǈ݀ܔቛዐ

ߛܸవᅜํแă\5/4^

ں൶ܸჾሺेডณฯ३ณăीჄჺ৯ঢ়षఇ႙ܔೠ
ࠚዐڦएԨ्ยߌ௺ڦႠᅜ༵ߛኄᅃჺ৯ࡕ၄ڦ

!!!!ิںༀဣཥڦ༐ئଉຼࢭኟሞሺेăሞْܾڼೠ

႑܈ă
\5/3 ࢅ 6.6^

ࠚԒߢዐǈ༐ئଉሺेᆯᇀ DP3 ౪܈ฉืĂ࿒ߛื܈
ࢅཱིගโ܈Վࣅኮक़ڦࢻፕᆩܸ༵ߛፕิׂ૰ሰ

!!!!ܠٷຕჺ৯ࡕǈසࡕඇ൰ഘ࿒ืߛब܈

ڦׯăৎڦჺ৯ࡕᄺኤକิׂ૰ሺेǈڍഄሞགྷ

ई߸ߛǈሶଂ๋ࠃߴీ૰ڦሺࣷውࢫᇀႴ൱ڦሺǈ क़ิׂཉॲူگ܈ޗߛืڦᇀಪመᄓࡕǄዐڪ႑
7

7

ܸଂ๋ॏ߭ࣷืߛǄփྜඇඓۨ ڦǅ
ăԨೠࠚᅈᅙ

 ܈ǅăᅺُǈิںༀဣཥڦ༐ဌ߸ڦܠᆯᇀཱིں๑

ᆶڦჺ৯ǈසࡕ࿒܈ޗߛื܈ሞब܈ᅜాǈঢ়षఇ

ᆩࢅ࠶߀ڦՎǈܸփ DP3 ౪ࢅߛืڦ܈ഘࢪՎࣅڦ

႙փీඓॽںഘࢪՎࣅڦᆖၚࢅഄݛ௬Վࣅڦᆖၚ

থᆖၚăᆯᇀฉຎ߳ᅺጱኮक़ްሗڦ၎ࢻፕᆩǄසԛ

൶ݴਸઠăణമਸቛକᅃၵഘࢪՎࣅܔ٤ෑටඖঢ়षᆖ

टں൶ิںༀဣཥࢅโ़ںፕྺಇݣᇸᆼፕྺဌ

ၚڦጹࢇჺ৯ǈසܔၭ౫ࢽࢅኔೖઓට੨ڦᆖၚă

ࣹǅǈิںༀဣཥीჄྺ༐ࣹ܈ײڦփඓۨڦǄዐڪ

࠶ஃփඓۨڦժႴᄲᅃօჺ৯ǈධᅜ݀၄ഘࢪ

႑ ܈ǅă\5/4^

7

Վࣅॽইگ٤ෑටඖڦೝǈժ๑खܶට੨ڦਨܔ
ຕଉሺेă࠶փྜඇඓۨǈڍഘࢪՎࣅཚࡗሺेट܋

!!!!ࢅْܾڼೠࠚࡕ၎ݒǈܔඇ൰ఢڦׇჺ৯

๚ॲࢅ้Ă߀Վǈॽሰݥׯዞଂ๋Ҿඇ߸ेܱࣅă\5/3^

ǈྲෑڦഘࢪՎࣅ༵ࣷߛఢీߴࠃڦ૰ǈሺे݀ቛ
7

ዐࡔॆሞఢׇዐܮݻڦǄዐڪ႑ ܈ǅǈኄၵჺ৯्
ۨுᆶሺे༐ဌࢅئ٪ڦ෧ଠၜణǈ֑ڍൽକཱིࢅں

３．３ 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

ׂଉ࠶ڦᆌ֧ܔăఢॏ߭ڦইࣷگ๑ၩݯኁٗዐ
!!!!ኲԥఇ႙ჺ৯ᅃዂǈഘࢪՎࣅཉॲူิༀဣཥ
7

ॽڟჹዘڦ೦࣋Ǆߛ႑ ܈ǅ
ă࠶ీփࣷ݀ิิ

ᅮǈܸิׂኁሶీᅮᄺీǈኄዷᄲൽਦᇀ
ఢׂଉࢅയሞኦᄾ੫྾ၳᆌڦ൶ᇘՎࣅă\5/4^

ༀဣཥࢅิඖဣڦኝ༹ദᅎǈܔڍ༬ۨںڦ൶ܸჾǈ
ዖڦፇࢅׯᆫዖీࣷᆶ߀ՎăړǈኄၵՎ

３．４

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

ࣅॽࢫᇀഘࢪՎࣅबڟबๆǈฯڟຕ߲๘ु
7

Ǆߛ႑ ܈ǅă!\5/4^

!!!!ഘࢪՎࣅ࡛ܔᄝٷڦ܈ᆖၚᇨऺԈઔ࡛௬࿒܈ฉ
ืĂඇ൰ೝ࡛ೝ௬ฉืĂ࡛գޮ߃௬ओ३ณĂჸ܈Ă࡛

!!!!ඇ൰ई൶ᇘഘࢪՎࣅᅙঢ়ժࣷीჄܔᄸิۯኲڦ

ષጒࢅᄝୁڦՎࣅă࡛ᄝഘࢪဣཥڦፇׯևࢅݴၚ

ݴքĂຕଉĂࢅ܈ႜྺׂิথᆖၚǈཞ้ᆯᇀഘࢪ

ᆌऐǈܔഘࢪഐጣዘᄲڦጲࢅิں൰ࣅბݒઍፕ

Վࣅܔኲԥڦᆖၚፕᆩׂ࣏ࣷิक़থڦᆖၚăഘࢪՎࣅ

ᆩăႹ࡛ܠᄝิༀဣཥܔഘࢪՎࣅ௺ߌăݒᆙሞܠഘ

ࣷ๑ڏᇉݴքڦՉহၠटݛںၠദᅎǈཞ้ဠૐĂဠ

ࢪ..࡛ᄝဣཥǄසೝᄝๆ༢ۯǅतഄገ࣑ዐڦഘࢪ

7

ଃڦᇉૌຕଉ३ณǈဠ࿒ႠᇉૌሺेǄߛ႑ ܈ǅăణ

൵ࢅՎ୲ǈܔᇉૌݏࢅׂݿኳۯༀਏᆶዘᄲᆖၚǈ

മǈႹۯܠڦዖૌࢅຕଉᅙঢ়௬ଣߛڦ՞ླǈᆯᇀ

ܸഽଜᆖၚᅜᇌᄽྺิڦටૌมࣷă\5/5^

ഘࢪՎࣅܱࣷࣅഄิ٪ཉॲǈཱིں૧ᆩࣷ೦࣋ഄတ࣍
ৣǈഄദ᛭వ܈ሺेǈኄၵփ૧ᅺڦၹཞፕᆩॽࣷ

!!!!ഘࢪՎࣅॽ๑Ⴙܠᄂ࡛ں൶ࢡሚჹዘĂൔ์ेĂ
โ

๑ഄे߸ৣتड़వăසࡕඍ݄࠶ڦړǈሞ 32 ๘ुǈ ࢤࢅںຏଠ३ณĂ࡛࠺ڛժᆖၚڏጨᇸăഘࢪՎࣅ
ኄၵቱҹࣷ๑ణമڦᅃၵĐჹዘ՞ླđዖ௶ਨǈܠٷ

Ԉઔ࡛ೝ௬ฉืǈॽेਗޅԓڦᆖၚ܈ײࢅྷݔǈසޅ

ຕĐ՞ླࢅ٤ෑđዖ߸ेဏณժᅃօ௶ਨǄߛ႑

ԓ࡛ࢅחӂൔ์ăߛ࿃ں܈൶࡛ڦӂ࣏ࣷټڟডߛ࡛

7

 ܈ǅă\5/4^

ષࢅᆦ۳֫ၩཽेڦᆖၚăᆯᇀഄᅺࣷᆖၚ࡛ڟ
ೝ௬ڦฉืࢅקইǈᅺُփཞں൶၎࡛ܔೝ௬ڦՎࣅփ

!!!!ইگዖ௶ਨޅ၃ڦీᆌٯแԈઔǖ2ǅॺ૬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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ཞă\5/5^

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ਦ֧ኁቌᄲ

!!!!ഘࢪՎࣅܠܔᄣࢅචڦᄂ࡛ิༀဣཥස෴ࢯঊĂ ᅙӲڦჺ৯ጨଙৈ၌ᇀ݀ڦॆࡔٳჺ৯ǈ݆ፕဲ
࣍ጒ෴ࢯࢅڜӁঊڜĂჸ༆ںĂࢤຏଠڦᆖၚǈൽਦᇀ࡛ लࢅ۬लຶྨ୲ڦᅃႠԲডă\4/6!ࢅ5/8^
ೝ௬ฉื၎ܔሺקࢅ܈ओڦ୲Ăೝദᅎڦक़
ࢅ܈ቱҹĂഘࢪĊ࡛ᄝ࣍ৣස࡛ೝ௬ഘ࿒ࢅޅԓڦՎ

!!!!ٷଉڦঢ়ᄓǈࢡીڦሺेॽࣷሺेోຶĂԖ݀

ࣅᅜतටૌऄ࡛ܔۯӂڦټᆖၚă෴ࢯঊሞࡗඁ31ዐ

ႆࢅࢬဌदթޅڦ၃ǈሞ݀ቛዐࡔॆǈ࣏ሺेखܶࢅᆐᄢ

ڦӣࣅ࿚༶٪ሞܠዖᇱᅺǈ
ഄዐ৽Ԉઔ࡛࿒ืߛڦᅺă փଆޅڦ၃Ǆߛ႑ ܈7ǅăසࡕ൶ᇘႠڦഘຕଉሺेǈ
࿄ઠ࡛ڦᄝ௬࿒ॽߛื܈ሺे෴ࢯঊิڦ٪უ૰ǈዂ ሶࣷঢ়ሰׯሚ࡞Ⴀڦᆖၚǈᆮഄܔᇀఫၵට੨ؓĂጨ
7

๑࡛ᄝदթิ݀ڦऐ୲ሺेǄߛ႑ ܈ǅ
ă
Ƿ5/5ǹ

ᇸ܌ඍںڦ൶ăഘࢪՎࣅॽ๑ևںݴ൶ᆮഄඤںټ൶
ፕׂଉࢅଂ๋ิׂူইǈ๑ᇱԨଂ๋܌ඍڦටඖᆐᄢ

!!!!࡛ӂټᆌႠڦೠࠚዘۅᆯᇱઠ࡛ڦӂ၍ᆘॲ

ඍ݄ǈڞዂܹཡ݀ᇣփଆǈׯටऄۯ३ณăᅃၵں൶มࣷ

ԍࢺႠࠓǄස࡛ڮĂ࡛ӟǅገၠॲԍࢺႠٯแǄස࡛

ঢ়षປཽǈ
නิऄࢅॳڟփ૧ᆖၚă
\4/6-!5/2-!5/

༆ᄢࢺǅᅜतᆶ࠶ࡀڦՆࢅेഽิጲࢅมࣷঢ়ष

3-!5/6-!ࢅ 5/8^

ဣཥࢺݞڦă࡛ӂࢅ࡛ᄝ࠶ڦᆌႠᇑഄଶᇘ
ڦአ֧ᅃժ୯้ǈස३ሚऺࣄࢅཱིں૧ᆩऺࣄǈᆌ

!!!!ܔᇨऺڦᅃዖփ૧ᆖၚǈۼᅜᆩมࣷĂऐࠓĂर

ٯแॽ߸ྺᆶၳă
\5/5^

ຍࢅႜྺڦᆌႠٯแઠ३ൟڦॳܔփ૧ᆖၚăᆌ
ႠٯแీԈઔǖेഽࠅࠌॳएإยแॺยǈᅜॳྺ

３．５ 人体健康

ڞၠ࠶ৣ࣍ڦǄԈઔഘࢅڦዊଉĂଂ๋ҾඇĂ
ࢅݝยऺࢅں࠶ڦǅत༵ࠃڦړᅅଐยแăጺ

!!!!ْܾٗڼೠࠚԒߢᅜઠǈ܌ཀഘ๚ॲܔට༹ॳ

ኮǈഘࢪՎࣅܔට༹ॳڦփ૧ᆖၚǈܔ٤ෑگڦට

ڦᆖၚǈᆮഄ੯ඤĂഘකĂޅԓࢅࢡᆖၚĂलব

ඖፌྺჹዘǈዷᄲणዐሞඤټईჱඤॆࡔټăᅃӯܸჾǈ

ࢅाڦഘࢪՎ୲ܔగၵدකႠदթᆖၚڦණ๎ڟڥ

ᆌႠአ֧ీ३ൟኄၵᆖၚă\5/8^

ᅃօ༵ߛăට்ܔᆶ࡞ᇀॳڦᆖၚᅺጱᅜतీڦ
ᆌ֧ܔᆶକሁઠሁڦܠକă
\5/8^

３．６

!!!!ᅙঢ়इኪᅃၵ੍թਪĂ๋ࢅدխدڦකႠदթ

!!!!ሁઠሁڦܠ࿔၅ǈටૌਃዿ࣍ৣഘࢪՎࣅڦ

ܔഘࢪՎࣅๆߌ௺ݴă
ܠຕڦᇨ֪ఇ႙ఇెࡕǈ
ሞ

ᆖၚዷᄲᆶᅜူෙዖ০ǖ

人居、能源与工业

ഘࢪՎࣅ൧ৠူǈदࢅ߫کඤీدխںڦࣷྷݔ
7

ྲᆶሺेă႑ྺ܈ዐڪ႑ߛڟ܈႑ ܈ăణമ๘হ
21

2ǅ
!ᆯᇀጨᇸิׂ૰ईܔׇईޜခႴ൱ڦՎࣅǈܸ

ฉሀᆶ51&ċ61&ڦට੨ڟदࢅ߫کඤڦൔඡ ă

!!!ᆖၚକኧටૌਃዿ߳ڦঢ়षևோǗ\5/6^

࠶ᅃၵدකթࣷ၄൶ᇘႠ३ณڦ၄ၡǈڍሞణമݴք

3ǅ
!ీথᆖၚएإยแǄԈઔీᇸໃࢅದߴဣཥǅ
Ă

ాྷݔǈኄၵدකթࢅႹܠഄدකթሞںݴքࢅल

!!!ॺዾĂޜခǄԈઔཚဣཥǅࢅ༬߾ᄽǄ౫ᄽ

বฉݴքඐᆶሺेڦ൵ăܸǈሞᆶ൧ူǈدකթ

!!!߾ᄽĂ୫ᆴࢅॺዾǅڦగၵݛ௬Ǘ\5/6^

ํڦा݀ิৣ࣍ںړཉॲĂมࣷঢ়षጒࢅࠅࠌॳ

4ǅ
!ཚࡗट܋ཀഘ๚ॲĂ
ॳጒڦՎࣅईට੨ദᅎీ

ยแཉॲڦഽଜᆖၚă
\5/8^

!!!থᆖၚට੨ăࡀٷఇට੨Ǆၭᇀ 2 ӥྤǅࢅዐĂၭ
!!!ࡀఇට੨ਃዿዐ႐௬ଣڦ࿚༶ᆶփཞǗ\5/6^

!!!!ᇨऺڦഘࢪՎࣅॽӵໜጣඤષ݀ิْຕሺेǈኄ
ዖඤષሞܠ൧ူࣷᅺโ܈ሺेࢅഘකሺे

!!!!ഘࢪՎࣅܔටૌਃዿں൶ፌՓڦথᆖၚࢡ

ܸᅃօेਗǈᅺُీሰׯᇑඤષᆶ࠲ڦ୲ྨຶڦሺ

ࢅౄ็ୁǈኄၵᆯᇀইഽڦ܈ሺेሰڦׯǈᄂ࡛ں൶

ेࢅୁႜթิ݀ڦăᆶगၡǈܔኔට੨ǈᆮഄ
7

ටĂթටࢅுᆶ๑ᆩۙڦටඖǄߛ႑ ܈ǅᆖၚড
ٷăᆶ၌ڦኤǈሞᅃၵ࿒۬ॆࡔټलຶྨڦ३ณ
7

21!

ᆶ9ၜჺ৯ఇెକഘࢪՎࣅܔኄၵदթڦᆖၚǈഄዐ6ၜ࠲ᇀ

दࢅ߫کඤăᆶ 8 ၜჺ৯๑ᆩକิईएᇀࡗ݆ݛڦײǈ2ၜ֑

ଉᇺဲࡗגलຶྨڦሺଉǄዐڪ႑ ܈ǅ
ăৃྺኹǈ ᆩକঢ়ᄓཥऺ݆ݛ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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ഘࢪՎࣅ!2001

ጹࢇԒߢ

࣏Ԉઔ࡛ೝ௬ฉืڦፕᆩăᄂࢋࢅᄂ࡛ڦਃዿں൶ᆮഄ
7

ࣷڟᆖၚǄߛ႑ ܈ǅ
ǈڍሞසࡕಇĂࠃĂ

ሺेକ 21/4 Ԡǈ
Ǆᆶڦ฿ᅜ 2::: ெᇮॏऺǈு
ᆶᆩೝࠔச૰ႜۙኝǅǈഄዐ݀ቛዐࡔॆڦঢ়ष฿

ཞኄၵ฿ዐԍևݴᄺٗबࢭྺ
ಇยแీ૰փഽࣆڦǈࢡીᄺࣷྺׯᅃ߲࿚༶ă ሀ຺ݴኮᅃă
ሞኄၵں൶ǈට੨ٷ܈ĂਃዿཉॲֶĂณई݆इ

ଭሺेڟ :3 ᅢெᇮăም୯ၭࡀఇڦĂݥሚ࡞Ⴀڦ

ڥጨᇸසൣলิऄᆩࢅࠅࠌॳޜခĂᆌీ૰ֶ

ᇑཀഘ၎࠲๚ॲǈฉຎ฿ॽሺेଇԠăሞ2:962:::

ڦఫၵႎਸࢅڦݥਃዿں൶ๆݴ٤ෑăටૌਃዿ

क़ǈፕྺԍ၃ᄽ٤ෑႠሺेڦኸՔǈඇ൰֎ׂ0ᅪྔ๚

\5/7^
ںణമኟሞঢ়૦ഄᅃၵዘৣ࣍ٷ࿚༶ǈԈઔጨᇸĂ ॲԍ၃ݯᇑࢅཀഘᆶ࠲ڦ฿Բ୲ইگକෙԠă
ీᇸጨᇸࢅएإยแĂݭചتࢅཚݛڪ௬ǈሞߛ
࿒ 0 ইଉሺेڦ൧ူॽࣷ߸ेܱࣅă\5/6^

!!!!࠶ᅙঢ়ڦٷ౮૰ժीჄ౮૰ॺዾݞᇟยแ
ࢅ༵ߛݞሚీڦ૰ǈڍᆌܔཀഘ๚ॲݯڦᆩᅙঢ়ტሺ

!!!!փஃሞ݀ॆࡔٳǈ
࣏ሞ݀ቛዐࡔॆǈ
ྏگᄂ࡛ں

ेăࡗඁ 61 ǈᄽᅙ࠵֪ڦڟևݴሚ࡞฿ฉื൵ᇑ

൶ტ݀ቛڦࣅǈٷଉںሺेକኄၵں൶ڦට੨

มࣷঢ়षᅺጱဣሞᅃഐǈසට੨ሺĂ֎ሺेĂ٤ෑ

ׂ֎ࢅ܈ॏኵǈܸኄၵۼᆶీڟඤټഘڪᄂ࡛ഘ

ں൶ࣅڪǈܸևݴሚ࡞฿ฉื൵ᇑഘࢪᅺጱ

ࢪट܋๚ॲڦᆖၚă
ఇ႙ᇨ֪ǈ
ᇑ࡛ೝ௬ுᆶฉืڦ

ဣሞᅃഐǈසইଉڦՎࣅࢅࢡી๚ॲăጚඓॽںኄၵ

൧ৠ၎Բǈሞዐڪ൧ৠူǄ3191 ࡛ೝ௬ฉื 51 ǅ ሚ࡞ࡃᅺᇀࢆዖᅺްݥሗǈܸሞփཞں൶ࢅփཞ
ޅڟԓࢡחလऍڦටຕॽब݊Ǆٗ8ഥ6ӥྤ

๚ॲዐǈኄଇݛ௬ᇱᅺኮक़ڦጹࢇፕᆩᄺփཞă
\5/7^

 ڟ3 ᅢǈኄᅃຕణᆌٯแڦᆖၚǅă࡛ೝ௬ืߛܔᄂ
࡛ں൶एإยแڦയሞᆖၚᄺٷǈܔగၵࡔॆසүतĂ !!!!ഘࢪՎࣅᅜतᇨऺᇑഘࢪՎࣅᆶ࠲ڦཀഘ๚ॲڦՎ
հનĂሁళॆࡔڪઠຫǈᇨऺ฿ٳຕӥᅢெᇮă!\5/6^

ࣅǈీࣷሺेޅ၃ೠࠚዐԍ၃໙ڦփඓۨႠǄߛ
7

႑ ܈ǅăኄీࣷߛ༵ܔԍ၃ݯሺे߸ڦٷუ૰ǈࢅ0ई
!!!!ঢ়षࠓڇᅃĂঢ়षዷᄲઠᇸᇀഘࢪՎࣅ٤ෑ

ڞዂԍ၃ྷݔዘႎݴૌޅڦ၃नॽᅃၵၜణଚݥԍ၃

႙ႜᄽǄ౫ᄽĂଠᄽĂᇌᄽǅڦఫၵਃዿں൶Բঢ়ष

ڦྷݔᅃۨޅ၃ăኄၵՎࣅॽׯ݀ةԨሺेǈݣূබ

7

ࠓܠᄣࣅڦਃዿ൶߸ྺ٤ෑǄߛ႑ ܈ǅ
ăܔԛटں൶

ޜခၠ݀ቛዐࡔॆકቛڦ܈ǈ३ෑԍ၃ᄽ߳ܔዖ݀

ٳ݀ڦ൶ᇘǈᆦ৳۳ںټ൶ᆶٷଉڦգǈᄲ༬՚ጀᅪ

๚ॲڦԍቱፕᆩǈሺेጲሚ࡞݀ิኮࢫมࣷܔአުತ

३ൟබࣅټઠڦփ૧ᆖၚǈසॺܔዾࢅཚยแڦჹ

ጨূڦႴ൱ăසࡕ݀ิኄၵՎࣅǈࠅዚࢅຳᆐํ༹ሞ

7

ዘᆖၚǄߛݥ႑ ܈ǅ
ăܔཞᄣڦሚ࡞ǈ߾ᄽĂཚ

༵ࠃԍ၃ࢅޅ၃࠶ڦ၎ܔፕᆩݛ௬ᆶྭ߀ڟڥՎă
\5/7^

ࢅฆᄽएإยแසਃዿएإยแᅃᄣਏᆶ٤ෑႠăૐ
ႴᄲీڦᇸႴ൱ሺܠĂൽၩࡼీڦᇸႴ൱३ณǈ !!!!૦๏ऻǈگీႠĂߛᆖၚ๚ॲईܠዘ
߳ዖᆖၚᅈ൧ৠࢅ߳ں൧ܸۨăܔᅃၵీᇸิׂࢅದ

क़࠲๚ॲీࣷჹዘںᆖၚূබևோڦևݴᄽခǈ

ໃဣཥీࣷᆶփ૧ڦᆖၚǈසࠃᆌ३ณईဣཥ੍Ⴀ

ᆮഄړఫၵևݴᆌీ૰ཞ้ݥڟഘࢪᅺڦၥෑ

ইگǈُ้ܸഄᅃၵీᇸဣཥీࣷᅮă
\5/6ࢅ6/8^

้Ǆ૩සփ૧ূڦබৣׇ࣍ǅ
ǈڍূබևோፕྺᅃ߲
ኝ༹࣏ీࠕᆌഘࢪՎࣅڦᆖၚăఫၵ֎ׂ 0 ሚవԍ

!!!!ీڦᆌٯแԈઔටૌਃዿں൶तഄएإยแڦ

၃ࢅምԍ၃ևோᅜतၭ႙ጆோڦईܠݥᄣࣅິࠅڦᅙঢ়

ऺࣄĂ߾ᄽยแڦքਆࢅۨૌຼڦਦ֧ǈᅜُই

၄ߌ௺ڦٷႠǈԈઔᆯᇀᆌܔཀഘ๚ॲڦ݀ة૧

گఫၵ݀ิీႠگǄڍీႠኟሞሺेǅࡕࢫڍ

ා३ณࢅ೦ׂă\5/7^

ჹዘǄᄺႹኟሞሺेǅڦ๚ॲڦᆖၚă
\5/6^
!!!!ᆌഘࢪՎࣅ๑ূබևோփৈ௬ଣްሗڦǈܸ
３．７ 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

ᄺ௬ଣܠऐࣷă૩සǈ֖ᇑۨۨॏĂጚԢূت
ݛ௬ࡀڦቤǈٗޅ၃ీםׇ࣮૰ڪǈࣷۼᆖၚኄᅃ

!!!!ৎबๆઠǈᆌܔᅃӯཀഘ๚ॲࢅट܋ཀഘ๚ॲڦ

ևோ࣬ްీ૰ăࠅࠌࢅຳᆐևோ༹ํڦᄺీཚࡗ༵ߛ

ݯᆩტںሺेăሚ࡞Ⴀ๚ॲሰڦׯඇ൰ঢ়ष฿ٗ61

ሚ࡞ݔݞĂݞኹሚ࡞฿ऺࣄĂۨ၎ᆌ݆ࡀĂ߀ཱིں

ڦپ 4: ᅢெᇮሺे ڟ:1 ڦپ 511 ᅢெᇮǈ ૧ᆩڪઠሺेᆌీ૰ăܸǈሞᅃၵ൧ူǈᅃၵࠅ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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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ڼෙْೠࠚԒߢ

ᆖၚĂᆌႠࢅ٤ෑႠ

ԍ၃ၜణࢅ৸षऺࣄǈᅺሞ٤ෑں൶සெࡔ݀ิࢡڦ

߾ܾڼፕፇਦ֧ኁቌᄲ

５． 改善对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性的评估

ೝᇱࢅ࡛ӂںټ൶ᆅ݀ቛၜణࣷྺׯጲࢅٱဃڦ
ᆌٯแă\5/7^

!!!!ጲJQDDᅜമڦೠࠚԒߢᅜઠǈሞॠ֪ิࢅጲဣ
ཥڦՎࣅݛ௬ൽڥକᅃၵቛǈᄺ֑ൽକᅃၵٯแ༵ߛ

!!!!ഘࢪՎࣅ݀ܔቛዐࡔॆڦᆖၚፌٷǈᆮഄሞఫၵ

ܔᆌీ૰Ăट܋ഘࢪ๚ॲڦ٤ෑႠࢅഄ࠲॰ڦᇑᆶ

ᅈ੍؛पิׂ૰ፕྺዷᄲঢ়षઠᇸॆࡔڦăᅃၵࡔ

࠲ᆖၚ࿚༶ڦණ๎ă
ኄၵቛǈႴᄲਸ๔ยऺᆌႠ

ॆࡔాิׂጺኵǄHEQǅᅙঢ়ڟጲሚ࡞ڦᆖၚǈᆶ

ࢅᆌీ૰ॺยڦႜۯăܸǈ࣏Ⴔᄲᅃօڦჺ

ᅃ߲૩ጱ฿କߛٳᅃӷׂิాࡔڦጺኵăසࡕᇑཀ

৯ǈᅜेഽ࿄ઠೠࠚీ૰ࢅ३ณփඓۨႠǈ
ඓԍਦ֧ኁ

ഘ၎࠲ޅڦ၃Վڥవᅜԍ၃ǈԍॏಌืĂཨԍઓవǈ৽ࣷ

ᅜइڥፁࠕڦ႑တᅜၚᆌഘࢪՎࣅీሰࡕࢫڦׯǈԈ

ࠅೝ࿚༶ࢅ݀ቛᅞڦ࿚༶ă၎ݒǈԍ၃ᄽĂබጨ༹

ઔሞ݀ቛዐࡔॆႜࢅᆯ݀ቛዐࡔॆਸቛڦჺ৯ă
\9^

ࢅ݀ቛᆀႜ߸֖ںܠᇑઠǈॽࣷሺഽ݀ቛዐࡔॆᆌ
ഘࢪՎࣅీڦ૰ă\5/7^

!!!!ྺକၭణമᅙᆶڦණ๎ೝᇑਦ֧ኁႴ൱क़ڦਐ
ǈᅜူྺዘۅჺ৯ڦଶᇘǖ

４． 脆弱性因区域不同而不同

!Ą!ഘࢪՎࣅူටૌࢅጲဣཥ௺ߌ܈ײĂᆌీ૰ࢅ
!!!!ටૌࢅጲဣཥܔഘࢪՎࣅڦ٤ෑႠሞփཞں൶Ă !!!!٤ෑႠۨڦଉೠࠚǈ
ዘۅሞഘࢪՎᅴྷݔڦĂՎࣅ
ሞཞᅃں൶ܔփཞටඖઠຫփཞڦăሞएጚഘࢪཉॲ !!!!ೕ୲ࢅट܋ഘࢪ๚ॲڦჹዘݛ܈ײ௬ă
ࢅᇨऺڦഘࢪՎࣅཉॲኮक़ֶڦᅴࣷڞዂں൶क़ഘࢪ

!Ą!ೠࠚܔᇨ֪ڦഘࢪՎࣅࢅഄ݀ةᅺᆅഐՎڦ

ᆖၚփཞăփཞں൶ڦጲࢅมࣷဣཥᆶփཞڦ༬ኙĂփ

!!!!ీពኵă

ཞڦጨᇸࢅ܈ǈڟփཞ܈ײ൧ڦᆖၚǈኄၵڞۼ

!Ą!ิༀဣཥܠܔዘၾ೨ۯڦ૰ၚᆌǈഄዐԈઔඇ

ዂ߳ں൶ܔഘࢪՎࣅᆶփཞࢅ܈ײߌ௺ڦᆌీ૰ăٗ

!!!!൰Ă൶ᇘࢅ߸ၭڦ܈ഘࢪՎࣅă

ኄၵֶᅴዐǈࡃభ๘হዷᄲں൶ጣዘ࠲ጀڦ࿚༶ă

!Ą!ჺ৯߳ዖᆌ݆ݛڦ֧ܔǈऺ໙߳ዖᆌӸ݆ڦᆶ

ܸǈन๑ሞ၎ཞڦ൶ᇘǈᆖၚĂᆌీ૰ࢅ٤ෑႠᄺփ

!!!!ၳႠࢅׯԨǈඓۨփཞں൶Ăփཞࡔॆࢅփཞටඖڦ

ཞڦă\6^

!!!!փཞᆌऐࣷࢅઓవă

!Ą!ݛܠ௬ೠࠚᇨ֪߳ڦዖഘࢪՎࣅڦയሞᆖၚǈ༬՚
!!!!සฉຎǈᆶ൶ᇘۼᆶీ௬ଣᅃၵഘࢪՎࣅڦ

!!!!ሞݥׇཉॲူܔࢅޜခڦᆖၚǈ
ሞೠࠚዐܔ

փ૧ᆖၚăTQN.3ߛ߁܈ઔփཞ൶ᇘዘ࠲ۅጀڦ࿚

!!!!փඓ֑ۨᆩᅃዂتڦ݆ݛǈ
փඓۨᅺԈઔڍփኻ

༶ă
ᆯᇀᅃၵ൶ᇘഘࢪՎࣅሚ࡞ೕࢅݏᆌీ૰ᆶ၌ǈኄ

!!!!၌ᇀᆖၚڦට੨Ăཱིں௬ओĂ՞ླዖຕଉĂᆖၚ

ၵں൶༬՚٤ෑă
ܠຕവ݀ںٳ൶ܔഘࢪՎࣅ༬՚٤ෑǈ !!!!!ڦऋԼॏኵᅜतኄၵݛ௬ሞփཞ࿘ۨೝࢅഄአ
ኄᅺྺܔഘࢪՎࣅ௺ߌڦևோ்ڦঢ়षዷ༹ǈཞ !!!!֧൧ৠዐڦᆖၚă
้ᄺᅺྺ்ට૰Ăጨূࢅጲጨᇸณᅜतऐࠓీ૰ࢅ

!Ą!߀ጹࢇೠॏ߾ਏǈԈઔޅ၃ೠॏǈᅜܔጲࢅට

रຍํ૰ۼԲডᆶ၌ă૩සǈၭںࢅࡔڜڦྏگᄂ࡛

!!!!ૌဣཥतփཞአ֧ࡕڦ၎ࢻፕᆩႜࠚऺă

ں൶࡛ܔೝ௬ืߛࢅԓᇐݥ٤ෑǈܠຕࡔॆڦᆌీ

!Ą!ܔऐࣷڦೠࠚǈԈઔܔᆖၚĂ٤ෑႠĂਦ֧ࡗײዐ

૰ᆶ၌ăᇨऺटںں൶ڦഘࢪՎࣅᆖၚٷǈܸๆݴტ

!!!!ڦᆌĂ
ޅ၃࠶ࢅჄ݀ቛڦბ႑တڦೠࠚă

ǈഄᆖၚԈઔ࡛գ܈ࢩࢅྷݔڦ३ณĂᆦ৳۳ཱིڦټ

!Ą!߀ܔഘࢪՎࣅࢅഄၾ೨ܔටૌࢅጲဣཥڦᆖ

ཽࣅăݥዞĂઙۡெዞࢅჱዞں൶ܔलবႠࢋୁୁଉĂࢡ

!!!!ၚႜ֪॔ڦဣཥࢅ݆ݛǈժ༵ߛܔኄၵᆖၚ

ીࢅ߅Ăଂ๋ҾඇĂᇌᄽĂॳᆖၚࢅิܠᄣႠ३ณ

!!!!ڦණ๎ă

ڦڪփ૧ᆖၚݥ٤ෑǈኄᄺኄၵں൶࠲ݥጀڦ࿚
༶Ǘኄၵں൶ᆌీ૰ᅃӯگăन๑ሞᆌీ૰ഽ

!!!!ሞᆖၚĂ٤ෑႠࢅᆌႠڦ൶ᇘೠࠚݛ௬ेഽࡔा

ںڦ൶ǈසԛெĂӐٷ૧ჱࢅႎဇનǈᄺᆶᅃၵ٤ෑڦม

ࢇፕࢅၹۙǈԈઔᆮഄ݀ቛዐࡔॆሞీ૰ॺยࢅಢჟ

൶සཱིዸටǈଷྔิༀဣཥᆌీ૰ᄺᆶ၌ăሞ౹ዞĂ ༬՚Ⴔᄲڦ֮ႠዘۅǄ༬՚ᆶ࠲ฉຎଚ߳ڦၜǅă
ళ౹ࢅԛटں൶ڦ٤ෑႠ၂ߛᇀഄں൶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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ݥዞ

Ą!ᆯᇀඍ݄ጨূࢅरຍڞዂݥዞටૌဣཥڦᆌీ૰گǈཞ้ᅺዷᄲᅈડᇐᄢ౫ᄽĂ߅ࢅࢡીೕ
ิ݀ݏᅜतೖ൬ڪᅺ๑ݥዞටૌဣཥ٤ෑႠߛă
\6/2/8^
Ą!ܠ൧ৠᇨׂ֪ࠢଉူইǈଂ๋Ҿඇইگǈ༬՚ଂ๋੨ڦၭࡔॆ!)ዐڪ႑ߛڟ܈႑܈
7
*ă
\6/2/3^
Ą!ݥዞዷᄲࢋୁܔഘࢪՎࣅߛߌ௺܈ǈ
ሞںዐ࡛ں൶ࢅݥዞళևࡔॆڦೝ০ୁଉࢅइଉইگ
7
\6/2/2^
)ዐڪ႑* ܈ă
7
\6/2/5^
Ą!ሞݥዞǈᅺթਪڞዂدڦකթڦྷݔકܔࣷٷට༹ॳׂิփ૧ᆖၚ!)ዐڪ႑* ܈ă
Ą!ᆯᇀೝইĂ০ୁࢅཱིගโڦ܈३ณǈࣚఒࣅࣷीჄܱࣅǈ༬՚ళևݥዞĂԛࢅݥဇ)ݥዐ
7
ڪ႑* ܈ă\6/2/7^
Ą!ݥዞ߅Ăࢡીࢅഄट܋๚ॲڦሺेǈࣷሺेܔጨᇸĂଂ๋ҾඇĂට༹ॳࢅएإยแڦუ
7
\6/2^
૰ǈժॽ၌ഄ݀ቛǄߛ႑ ܈ǅă
7
Ą!ኲĂۯዖڦၩ฿ᇨऺࣷๆݴ၂ǈܸٗᆖၚ౫٩ิऄĂ୫ᆴࢅएᅺጨᇸ)ዐڪ႑* ܈ă\6/
2/4^
Ą!࡛ӂں൶ටૌਃዿॽ࡛ࣷڟೝ௬ฉืڞዂࢡڦࢅ࡛ӂټൔ์ڦփ૧ᆖၚǈසबాჱ࡛ྗĂ
7
\6/2/6^
ాेܻĂߐԲჱࢅүतǈᅜतݥዞ۫ళևᄂ࡛ڪǄߛ႑ ܈ǅă

ჱዞ

Ą!ሞჱዞǈ݀ቛዐࡔॆටૌဣཥᆌీ૰گĂ٤ෑႠߛǈܸ݀ॆࡔٳᆌഘࢪՎࣅీڦ૰ഽĂ٤ෑ
Ⴀگă
\6/3/8^
7
ă\6/
Ą!ሞჱዞ࿒ࢅټඤںټ൶ǈट܋๚ॲԈઔࢡીĂ߅Ă෧ଠआሚࢅඤټഘሺेǄߛ႑ ܈ǅ
3/5^
Ą!ჱዞႹ߅ܠĂඤࢅټ࿒ںټ൶ॆࡔڦǈᆯᇀߛ࿒ࢅጨᇸ܌ඍĂ࡛ೝ௬ฉืĂࢡીࢅ߅तඤ
ټഘڪᆖၚǈ౫ᄽࢅׂᄢኳᄽิׂ૰ইگǈీڞዂଂ๋ҾඇႠইگǗჱዞԛևں൶ǈ౫ᄽ
7
\6/3/2^
௬ओీકٷǈิׂ૰ీ༵ߛǄዐڪ႑ ܈ǅă
7
\6/3/4^
Ą!߅ࢅӷ߅ں൶০ୁࢅइଉ३ณǈܸሞԛևں൶ॽሺेǄዐڪ႑ ܈ǅă
7
ă\6/3/7^
Ą!ჱዞևںݴ൶ǈᆯᇀدකթթਪકොࢅඤၾ೨ǈට༹ॳీྰڟၾǄዐڪ႑ ܈ǅ
Ą!ሞჱዞ࿒ࢅټඤںټ൶ǈ
ᆯᇀ࡛ೝ௬ฉืࢅඤټഘഽ܈ሺेీᆶຕᅜഥྤऺิڦऄሞ࡛گӚ
7
ᄂ࡛ں൶ڦට்ദᅎǗჱዞ࿒ࢅټඤټইഽڦ܈ሺेీሺेࢡޅڦ၃)ߛ႑* ܈ă\6/3/6
ࢅ UT.9^
7
ă\6/3/
Ą!ഘࢪՎࣅሺेჱዞᅃၵں൶ీܔᇸڦႴ൱Ăইگ୫ᆴဌᆅ૰ᅜतᆖၚཚǄዐڪ႑ ܈ǅ
5 ࢅ 6/3/8^
Ą!ᆯᇀཱིں૧ᆩĂཱིڦ߃ޮںՎࣅࢅට੨უ૰ǈഘࢪՎࣅ๑ิܠᄣႠ௬ଣ߸ेჹਮྰၾǄዐڪ
7
7
႑ ܈ǅ࡛ೝ௬ฉืॽ๑ิༀဣཥ௬ଣޅ၃ǈසࢤຏଠࢅ෴ࢯঊǄߛ႑ ܈ǅă\6/3/3^
Ą!ჱዞᆦ৳۳ཱིټళևՉহၠटݛںၠᅎۯీڞዂඤჼමࢅඤൔ์ǈ
ܔएإยแࢅ߾ᄽሰׯփ૧
7
ă\6/3/3^
ᆖၚǄዐڪ႑ ܈ǅ

Ӑٷ૧
ჱࢅႎ
ဇન

Ą!ටૌဣཥᆌీ૰ᅃӯߛǈڍሞӐٷ૧ჱࢅႎဇનᆶᅃၵටඖසᅃၵں൶ཱིڦዸටǈഄᆌీ
૰گ٤ෑႠߛă
\6/4 ࢅ 6/4/6^
Ą!ഘࢪࢅ DP3 ౪܈Վࣅܔ࿒ټፕڦᆖၚፌྺ؛ኟ௬ᆖၚǈڍසࡕഘࢪीჄՎࣅǈܔᅃၵں൶ࢅ
7
\6/4/4^
ᅃၵፕڦᆖၚॽՎྺփ૧ᆖၚă
Ǆዐڪ႑ ܈ǅă
7
Ą!ᆯᇀᇨ֪Ԩ൶ᇘܠٷڦຕں൶ᆶ߅൵ǈܻܲ౷၄ၡሺेǈ࠲ྺׯ॰࿚༶Ǆߛ႑ ܈ǅ
ă
\6/4 ࢅ 6/4/2^

IPCC ڼෙْೠࠚԒߢ

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ਦ֧ኁቌᄲ

ǄჄǅ
表 ＳＰＭ － ２：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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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Ą!ᆯᇀԓᇐഽࢅ܈ඤټഘഽڦ܈ሺेǄዐڪ႑ ܈ǅǈᅜतඤټഘೕ୲ڦ൶ᇘਏ༹Վࣅǈॽሺ
ेᅺࢡĂޅԓޅٷࢅחሰิڦׯంĂ֎ׂࢅิༀဣཥޅڦ၃ă
\6/4/5^
Ą!ܔഘࢪںᄲ൱ჹ߭ᆯᇀں೦ໟĂཱིගֶᅴईںஸփీദᅎڦᅃၵዖǈీ௬ଣޅ၃ई௶
7
ăӐٷ૧ჱܔഘࢪՎࣅ༬՚٤ෑڦဣཥԈઔǖ෴ࢯঊĂӐٷ૧ჱဇళևࢅాں
ਨǄߛ႑ ܈ǅ
൶ࢅ߅ڦӷ߅ਃዿ൶ࢅӐٷ૧ჱߛิༀဣཥăӐٷ૧ჱࢅႎဇનᄂ࡛ں൶ڏڦโߛࢅں
ဣཥ٤ෑڦǈႎဇનิༀဣཥܔሗ֥ेൔᄺ٤ෑڦă
\6/4/3^
౹ዞ

Ą!౹ዞටૌဣཥᆌీ૰ᅃӯߛǈళ౹ں൶ࢅԛटں൶ڦ౹ዞڦ٤ෑႠߛᇀഄں൶ă\6/5ࢅ6/
5/7^
Ą!ဲलǈళ౹ں൶০ୁĂइଉࢅཱིගโ܈ీইگǈժ๑ళԛֶڦᅴेٷǗ۬लǈళ౹ࢅԛ౹
7
\6/5/2^
ڦ০ୁࢅइଉۼీሺेǄߛ႑ ܈ǅă
7
\6/5/2^
Ą!ሞ 32 ๘ुǈᅃӷߛڦգ߃ࢅٷ௬ओڦᆦ৳۳ཱིټీၩ฿Ǆዐڪ႑ ܈ǅă
7
Ą!౹ዞٷևںݴ൶ࢋୁࢡླڦ၃ሺेǄዐڪ႑ߛڟ܈႑ ܈ǅ
Ǘሞᄂ࡛ں൶ǈࢡીĂൔ์ࢅโ
ں३ณޅڦ၃ॽٷଉሺेǈᆖၚටૌਃዿĂ߾ᄽĂ୫ᆴĂ౫ᄽࢅᄂ࡛ጲิऄ࣍ৣă
\6/5/2ࢅ6/5/5^
7
7
Ǘళ౹ሶิׂ૰ইگǄዐڪ႑ ܈ǅ
ă\6/5/4^
Ą!ԛ౹ǈഘࢪՎࣅܔ౫ᄽᆶᆶ૧ᆖၚǄዐڪ႑ ܈ǅ
Ą!ิ൶ဣၠटࢅںၠߛ࡛Ӛദᅎăዘᄲۯڦኲิऄ࣍ৣǄโںĂᇱĂ߰ڦတںǅၩ฿ǈᅃ
7
\6/5/3^
ၵዖዖૌྰڟၾǄߛ႑ ܈ǅă
Ą!ߛ࿒ࢅඤષᄺႹ߀Վدཥဲڦल୫ᆴణںڦǈփ੍ڦইდཀഘཉॲॽ۬ܔल୫ᆴᄽփ૧Ǆዐڪ
7
႑ ܈ǅă\6/5/5^

ઙெ

Ą!ઙெں൶ටૌဣཥᆌీ૰گǈᆮഄܔट܋ഘࢪ๚ॲڦᆌీ૰گǈ٤ෑႠߛă\6/6^
Ą!ᅜգجබࣅፕྺዘᄲᇸںڦ൶ǈգڦجၩ฿ࢅཽඐॽܔ০ୁࢅࠃڦᆌׂิփ૧ᆖၚǄߛ႑
7
 ܈ǅă\6/6/2^
7
\6/6^
Ą!ࢡࢅ߅߸ेೕݏǈࢡࣷሺेᅃၵں൶קڦओࢅ๑ዊইگǄߛ႑ ܈ǅă
Ą!ඤټഘഽڦ܈ሺेీ߀ՎᆯഽইĂࢡીĂޅԓޅٷࢅחሰิڦׯంĂ֎ׂࢅิༀဣཥޅڦ
7
ă\6/6^
!Ǆߛ႑ ܈ǅ
Ą!ሞઙெႹںܠ൶ǈन๑୯ ڟDP3౪܈ሺेڦፕᆩǈᇨऺዘᄲፕׂڦଉॽူইǈᅃၵں൶ྼ
7
\6/6/5^
ิऺڦ౫ᄽీྰڟၾă
Ǆߛ႑ ܈ǅă
Ą!دකթթਪકොںڦݴքీၠट࡛ߛࢅںӚں൶કٷǈदĂ߫کඤࢅऊॽิ݀ڦሺेǄዐ
7
ڪ႑ ܈ǅă\6/6/6^
Ą!ᆯᇀ࡛ೝ௬ฉืǈᄂ࡛ਃዿཉॲĂิׂऄۯĂएإยแࢅࢤຏଠิༀဣཥీڟփ૧ᆖၚǄዐ
7
ڪ႑ ܈ǅă\6/6/4^
7

Ą!ิܠᄣႠၩ฿ڦ୲ీሺेǄߛ႑ ܈ǅă
\6/6/3^
ԛெ

Ą!ሞԛெں൶ǈටૌဣཥڦᆌీ૰ᅃӯߛǈ٤ෑႠگǈڍᅃၵཷ༹Ǆසཱིዸටࢅᅈડܔഘࢪ
௺ߌڦጨᇸڦටඖǅڦ٤ෑႠডߛă
Ą!ዐ܈ײڪՎࢅ DP3 ౪܈ሺेీᆶ૧ᇀፕิׂǈܔڍփཞፕࢅփཞ൶ᇘڦᆖၚփཞǄߛ
7
႑ ܈ǅǈසेధ֥ٷٷᇱࢅெࡔٷೝᇱᆯᇀ߅ׂଉইگǈेధٷԛևׂଉሶሺेĂ࿒ࢇंټଠ
7
ิׂ૰༵ߛǄዐڪ႑ ܈ǅ
ăܸǈසࡕᅃօื࿒ǈܔፕڦᆶ૧ᆖၚॽტူইǈᆶీՎ
7
ă\6/7/5^
ྺփ૧ᆖၚǄዐڪ႑ ܈ǅ
7
Ą!ሞԛெဇևǈᅜබდྺዷୁڦᇘؾलୁߛ༵ރമઠڟǄߛ႑ ܈ǅǈీ३ณဲलୁଉǄ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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ጹࢇԒߢ

ǄჄǅ
表 ＳＰＭ － ２：

地区

适应能力， 脆弱性和重点关注的问题
7

7

ڪ႑ ܈ǅ
Ǘܠຕ൧ৠᇨ֪ ࢶٷ. હຯࢶࢶ௬ইگĂᅯଉ३ณǄዐڪ႑ ܈ǅǈᆌٯแॽ
7
ڸၩᅃၵڍփඇևܔᆩࢽतิิༀဣཥڦᆖၚǄዐڪ႑ ܈ǅă
\6/7/3^
Ą!܀༬ڦጲิༀဣཥස֥ٷᇱโںĂߛᇱࢅࡦૐิิༀဣཥॽ௬ଣޅ၃ǈᆶၳڦᆌփ
7
ă\6/7/6^
ీڦǄዐڪ႑ ܈ǅ
Ą!࡛ೝ௬ฉืॽेਗ࡛ܔӂڦټൔ์Ă࡛ࢅࢡݘӂټโڦںၩ฿ǈޅԓחǈᆮഄގஆࢅٳெࡔ
7
\6/7/2^
ٷဇᄝᄂ࡛ں൶ٷڦևںݴ൶ޅڦԓޅڦח၃ሺेǄߛ႑ ܈ǅă
Ą!ሞԛெں൶ǈᇑཀഘᆶ࠲ڦԍ၃฿ࢅࠅࠌևோ३ሚݯᆩᅃሺेǗԍ၃ႜᄽ࣏ࣄऺڦுᆶဣཥ
7
\6/7/2^
ںԈઔഘࢪՎࣅ႑တǈᅺُǈഄᆖၚയ૰ీටڦă
Ǆߛ႑ ܈ǅă
Ą!دකթԈઔदĂ߫کඤࢅટఛ࠲বᄁሞԛெݴքྷݔڦీકٷăഘዊଉᅃօܱࣅࢅሺे
7
มࣷঢ়षᅺࢅࠅࠌॳٯแీሞײٷ
ඤၾ೨ీሰ݀ׯթ୲ࢅຶྨ୲ሺेǄዐڪ႑ ܈ǅă
܈ฉਦۨڦॳܔᆖၚ܈ײࢅྷݔă
\6/7/7^
टں

Ą!टںں൶ጲဣཥܔഘࢪՎࣅट܈٤ෑڦǈጲิༀဣཥڦᆌీ૰گǗरຍ݀ڦٳඖ༹ᆶ
ీඹᅟᆌഘࢪՎࣅǈ
ڍᅃၵཱིዸටፏთدཥิڦऄݛ๕ǈ
बࢭுᆶీ૰ࢅስᇆںઠᆌഘࢪ
Վࣅă
\6/8^
Ą!ᇨऺटںں൶ڦഘࢪՎࣅፌ၂ࢅტڦǈॽᆅഐዷᄲڦጲĂิༀĂมࣷࢅঢ়षᆖၚǈᆮഄ
7
\6/8^
ሞԛटĂళटӷࢅڜళೝᄝǄߛ႑ ܈ǅă
Ą!ᅙঢ়݀ิڦഘࢪՎࣅᆶǖԛट࡛գڦ܈ࢩࢅྷݔڦইگǈᆦ৳۳ཱིڦټබࣅĂ࡛ӂټൔ์Ăգᇱ
7
\6/8^
ࢅգॐڦՎࣅǈዖݴڦքࢅຕଉ߀ڦՎǄߛ႑ ܈ǅă
Ą!ᅃၵटิںༀဣཥᄺႹཚࡗዖڦᆅĂደॷࢅپ༺ڦዖፇ߀ڦׯՎǈᅜतీཚࡗጺิׂ૰
7
ă\6/8^
ڦփሺेઠᆌഘࢪՎࣅǗգহՉᄂڦᅃၵዖิڦऄ࣍ৣీྰڟၾǄዐڪ႑ ܈ǅ
Ą!टںں൶ԈࡤዘᄲڦഘࢪՎࣅൻۯᅺጱǈᅃڋघ݀ኄၵൻۯᅺጱǈഄፕᆩᄺႹჄबӥǈٷഘ
ዐ࿒ഘ༹౪܈࿘้ۨक़ኮࢫǈ
࣏ࣷܔգᇱĂ
ඇ൰࡛ᄝთ࣍ࢅ࡛ೝ௬ืߛᆅഐփొገڦᆖၚ
7
ă\6/8^
Ǆዐڪ႑ ܈ǅ

ၭࡔڜ

Ą!ၭڦࡔڜටૌဣཥᆌీ૰ᅃӯگ٤ෑႠߛǄߛ႑ ܈ǅăၭࡔڜᆶీഘࢪՎࣅᆖၚፌ
ჹዘॆࡔڦă
\6/9^
Ą!ᇨऺ࿄ઠ 211࡛ೝ௬ᅜ6 ࡹڦ܈ฉืǈీࣷᆅഐൔ์Ăཱིڦׂ֎ࢅں฿Ăටڦദᅎ
ेਗĂޅԓޅڦח၃ሺेĂᄂ࡛ิༀဣཥీް࣬ڦ૰ইگĂ࡛ၠڏጨᇸڦൔǈᅜतၚᆌࢅ
7
\6/9/3 ࢅ 6/9/6^
ᆌኄዖՎࣅߛڦӆݯᆩǄߛ႑ ܈ǅă
7
\6/9/5^
Ą!ࠃݴᆌᆶ၌ڜڦᇒǈሞഘࢪՎࣅܔݴೝ࢚ݛ௬ڦᆖၚट܈٤ෑǄߛ႑ ܈ǅă
7
Ą!ᆯᇀডߛ ڦDP3 ౪܈ǈཚࡗӣࣅፕᆩࢅইࣅ߂گ୲ǈॽ๑෴ࢯঊڟփ૧ᆖၚǄዐڪ႑ ܈ǅ
ă
࿒࡛ࢅߛืڦ܈ೝ௬ฉืेڦǈࢤຏଠĂ࡛֥Ăഄᄂ࡛ิༀဣཥࢅᇑኮᆶ࠲ิڦܠᄣႠॽ
7
ă\5/5 ࢅ 6/9/4^
ڟփ૧ᆖၚǄዐڪ႑ ܈ǅ
Ą!ᄂ࡛ิༀဣཥࣅཽڦ๑ᅜᇌᄽྺิࢅᅜᇌׂྺዷᄲ๋ڦටඖڟփ૧ᆖၚࢅྰၾǄዐڪ႑
7
 ܈ǅă\5/5 ࢅ 6/9/5^
Ą!ᆯᇀᆶ၌ཱིࢅں߷ڦගჸॢࣅ๑ၭాࡔڦࡔڜଂ๋ิׂࢅ੨ǈܔഘࢪՎࣅट܈٤ෑǄߛ႑܈
7
ǅ
ă\6/9/5^
Ą!ᆯᇀഘࢪՎࣅࢅ࡛ೝ௬ฉืǈፕྺዘᄲڦઠᇸࢅጊൽྔࣹڦႹڜܠᇒڦ୫ᆴᄽॽ௬ଣჹዘڦ
7
ă\6/9/6^
೦࣋Ǆߛ႑ ܈ǅ

b

7

ᆯᇀ၄ᆶڦჺ৯ுᆶԈઔᆶڦഘࢪ൧ৠࢅఇ႙ǈᅜतጲࢅมࣷဣཥߌ௺ڦႠࢅᆌႠڦփඓۨႠǈ
ܔ൶ᇘ٤ෑႠڦೠࠚኻۨႠڦ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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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２００１：
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技术摘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二工作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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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评估范围和手段

ጹࢇԒߢ

!!!!ᇑᇨ֪ڦഘࢪՎࣅᆶ࠲ޅڦ၃ߛڦăኧටૌ
มࣷٷڦଉں൰ဣཥܔഘࢪ௺ߌǈժࣷڟഘࢪՎࣅ

１．１

评估授权

ڦᆖၚǄटߛ႑܈ǅ
ăᅜᇨڦᆖၚԈઔǖ࡛ᄝ࣍ୁĂ
࡛ೝ௬Ăთ࣍Ă༐ڌთ࣍ĂഘዊଉĂጲิༀဣཥڦ

!!!!አުक़ഘࢪՎࣅጆᄽ྿ᇵࣷǄJQDDǅᆯ๘হഘၡ

ิׂ૰ࢅࠓĂ౫థࢅׇଠׂิڦں૰Ăኲࢅۯ

ፇኯǄXNPǅࢅࢇࡔ࣍ৣࡀࣄຈǄVOFQǅᇀ 2:99 

ዖǄԈઔටૌदթدڦխࢅसዷǅںڦݴքĂႜ

ፇॺڦǈᅜೠࠚᆶ࠲ණ๎ටྺᅺᆅഐڦഘࢪՎࣅतഄ

ྺĂຕଉࢅิ٪ڪăഘࢪՎࣅᆅഐڦኄၵဣཥڦՎࣅᅜ

യሞᆖၚĂ
३࣐ࢅᆌڦڪ֧ܔბĂ
रຍࢅมࣷঢ়षݛ

तഘࢪՎࣅܔටૌڦথፕᆩǈॽۼኟ௬ࢅ௬ںᆖၚ

௬ڦ႑တăణമǈJQDD ᆯෙ߲߾ፕፇፇׯǖڼᅃ߾ፕፇ

ටૌมࣷޟڦ૧ăටૌมࣷޟڦ૧ॽཚࡗᅜူڦՎࣅ

ǄXHJǅሴ࠵֪ࢅᇨ֪ڦഘࢪՎࣅǗ߾ܾڼፕፇ
ǄXHJJǅ

ڟᆖၚǖĂଂ๋ĂీଉࠃڦᆌᇑႴ൱ࢅഄٗኄၵဣཥ

ሴഘࢪՎࣅᆶ࠲ڦ٤ෑႠĂ
ᆖၚࢅᆌႠڦჺ৯Ǘڼෙ

ዐइൽڦᆶႚ๋ڦՎࣅǗᆩᇀႩှࢅ୫ᆴణৣ࣍ڦڦ

߾ፕፇǄXHJJJǅሴഘࢪՎࣅڦ३࣐ݛ֧ܔ௬ڦჺ৯ă ݥڦၩݯႠ૧ᆩऐᇜڦՎࣅĂݥ๑ᆩॏኵৣ࣍ڦස࿔ࣅ
ࢅԍ٪ॏኵڦՎࣅǗڦՎࣅǗट܋ഘࢪ๚ॲڞዂڦ
!!!!ԨԒߢ .ĖഘࢪՎࣅ 3112ǖᆖၚĂᆌႠࢅ٤ෑႠė ֎ׂࢅิం฿ڦՎࣅࢅට༹ॳڦՎࣅăሞ๘হ߳ںǈ
߾ܾڼፕፇ༵ߴJQDDڼෙْೠࠚԒߢǄUBSǅڦǈ ഘࢪՎࣅڦᆖၚॽ࡞Ⴤ݀ቛമৠǈժీᅃօ
2
ᇑഘࢪဣཥࢅഘࢪՎࣅ ၎ဣڦᆶ࠲ბĂरຍĂ
࣍ৣĂ કٷᅙঢ়٪ሞڦփೝ࢚ăഄᆖၚॽᅈටĂںĂ้ݴڦքܸ
ঢ়षࢅมࣷ࿚༶ڦԒߢăሞڼෙْೠࠚԒߢዐǈ ߾ܾڼՎࣅǄटߛ႑܈ǅǈܸڞዂჹዘࠅڦೝႠ࿚༶ă

ፕፇԥྺೠࠚิༀဣཥĂมࣷঢ়षևோࢅට༹ॳ
၎ܔᇀഘࢪՎࣅڦ٤ෑႠǈᅜतഘࢪՎࣅܔኄၵဣཥയ

!!!!࠶ᅜኤޅ၃ߛǈڍᇑഘࢪՎࣅ၎࠲ޅڦ၃

ሞڦኟ௬ࢅ௬ᆖၚăኄْೠࠚᄺॠᄓሺഽഘࢪՎࣅڦ

Ⴀඐփᅟඓۨăޅ၃Ⴀ߳ዖփཞૌ႙ᆖၚڦీႠࢅ

ኟ௬ᆖၚࢅ३ൟഘࢪՎࣅ௬ᆖၚᅜᆌഘࢪՎࣅڦ

ଉपࡧڦຕă߾ܾڼፕፇڦԒߢೠࠚᅜူᆶ࠲ݛ௬ڦණ

ీႠăኄْႎڦೠࠚएᇀJQDDᅜമڦೠࠚǈዘႎॠᄓራ

๎ೝڦቛǖనၵဣཥᅜڟഘࢪᅺڦᆖၚĂဣ

ೠࠚڦዷᄲஃǈႎڦ႑တࢅፌৎڦჺ৯ஃă
１．２

什么是潜在危机？

!!!!ටૌऄ ۯ. ዷᄲࣅ็ଙڦฏࢅཱིں૧ᆩ 0ޮ
߃ڦՎࣅ.ኟሞ߀Վٷഘڦݴׯ౪܈ईں௬ဌईݒพ
ޖพీଉڦ༬ႠăڼෙْೠࠚԒߢڼᅃ߾ፕፇևݴĊ

ĖഘࢪՎࣅ 3112ǖბएإė݀၄ǖ
Đߵፌႎڦኤժ
୯ช٪ڦփඓۨႠǈࡗඁ61࠵֪ڦڟഘࢪՎٷ
ևݴీᆯᇀ࿒ഘ༹౪ڦ܈ሺेܸᆅഐڦđă
࿄ઠഘ
ࢪՎࣅڦᇨԈઔेڦഘࢪՎĂইૌ႙ࢅইଉ
ڦՎࣅĂ࡛ೝ௬ืߛࢅᅃၵट܋๚ॲ݀ิೕ୲ࢅഽڦ܈
Վࣅݛڪ௬ă

框 ＴＳ－ １．气候变化的敏感性、适应性和脆弱性
!!!!௺ߌႠኸဣཥᇑഘࢪᆶ࠲ᅺڦᆖၚ܈ײǈ
Ԉઔփ૧ࢅᆶ૧ᆖၚăኄ௮ຎڦᇑഘࢪᆶ࠲ڦ
ᅺኸᆶڦഘࢪՎࣅᅺǈ
ԈઔೝഘࢪጒĂ
ഘࢪՎ୲ࢅट܋๚ॲڦೕ୲ࢅഽ܈ăᆖၚᄺႹ
থڦǄසᆯᇀೝ࿒܈Ă࿒ྷݔ܈ई࿒܈Վ୲ڦՎ
ࣅܸሰׯፕׂଉڦՎࣅǅईक़থڦǄᆯᇀ࡛ೝ௬
ฉืሰׯᄂ࡛ࢡټںೕ୲ሺेᆅഐڦሚ࡞ǅă
!!!!ᆌీ૰ኸဣཥᆌԈઔഘࢪՎ୲ࢅट܋ഘ
ࢪ๚ॲĂ३ൟയሞ฿Ă૧ᆩऐࣷईᆌഘࢪՎࣅ
ీڦ૰ă

2!!

JQDDԒߢዐ ഘࢪՎࣅۨᅭྺჄᅃ้ۨक़ڦඪࢆഘࢪՎࣅǈኄ

!!!!٤ෑႠኸဣཥᅟईுᆶీ૰ܔഘࢪՎࣅ

ዖഘࢪՎࣅᆯᇀጲՎ୲ईටૌऄڞۯዂڦࡕăܸഘࢪՎ

ԈઔഘࢪՎ୲ࢅट܋ഘࢪ๚ॲփ૧ᆖၚ܈ײڦăဣ

ࣅॐࠅሀ ഘࢪՎࣅۨᅭࡤڦᅭᇑُփཞǈഄኸথईक़থᆯ

ཥ٤ෑႠഘࢪڦՎ୲༬ኙĂࢅ܈ޗՎࣅ୲तഄ

ටૌऄ߀ۯՎକඇ൰ٷഘڦፇڦ݀ةܸݴׯׯഘࢪՎࣅǈሞ

௺ߌႠࢅᆌీ૰ࡧڦຕă

Բ้ڦक़ా࠵֪ڦڟጲഘࢪՎ୲ኮྔڦഘࢪՎࣅ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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ᆖၚĂᆌႠࢅ٤ෑႠ

框 ２：可信度和认识水平

߾ܾڼፕፇरຍቌᄲ

থتںᆶ࠲٤ෑႠĂ
ᆌႠࢅਦ֧ݛ௬ੵଶᇘڦ࿚༶ă
༬՚ǈኄၵ߾ࢅ݆ݛਏᅙঢ়ਸ๔ᆌᆩᇀݴဆჺ৯ׯԨࢅ

႑ۨڦ܈ଉೠॏ

ೠࠚॏኵᆖၚĂتփඓۨႠĂੵևோࢅੵ൶ᇘڦጹࢇᆖ
ၚĂժᆌᆩᇀਦ֧ݴဆॐೠࠚᆌీ૰ăጺ༹ฉǈኄ

!!!!ሞ֑ᆩۨଉݴဆ݆ݛዐǈ
ڼෙْೠࠚԒߢڦፕኁߵ

ၵᅃӯ݆ݛஃฉڦቛኟሞ๑்ݴڦဆਏԢ߸ॕํڦए

࠵֪ڦڟኤĂఇెࡕᅜत்ᅙঢ়ॠᄓڦஃǈ

إĂ
ණ๎ీ֑ൽڦᇑ࿄ઠഘࢪՎࣅᆶ࠲ڦᆌ֧ܔă
\3/9^

֑ᆩକጆॆಒ݆ݛڦǈ
ߴۨକپፕኁኮक़ܔஃኟ
ඓႠڦ႑ඪڦ܈ײ႑܈ă֑ᆩକ6߲प՚ڦ႑܈ኸ

２．１

用指示性物种或系统检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Քăሞरຍቌᄲ߭ዐǈپࡽޙڦᅪᅭྺǖ
!!!!ْܾٗڼೠࠚԒߢᅜઠǈਸ݀କܠዖ݆ݛժᆌᆩᇀ
!!!टߛ႑܈Ǆ+++++ǅ!!!!ٷᇀईڪᇀ:6&

ॠ֪ 31๘ुഘࢪՎࣅิݥܔࢅิဣཥڦᆖၚăܔఇ

!!!ߛ႑܈Ǆ++++ǅ!!!!!!!78.:6&ڦీႠ

๕ᇨ֪࿄ઠᆖၚڦᅃ߲ዘᄲց؊ǈ৽ೠࠚৎڦഘࢪ

!!!ዐڪ႑܈Ǆ+++ǅ!!!!!!44.78&ڦీႠ

Վࣅܔටૌࢅጲဣཥᅙঢ়ׂิڦᆖၚăኄᄣڦॠ֪

!!!گ႑܈Ǆ++ǅ!!!!!!!!!6.44&ڦీႠ

ܠڟዘڦĂాև၎࠲ࠌڦཞᆖၚኄၵဣཥݥڦഘ

!!!टگ႑܈Ǆ+ǅ!!!!!!!!ၭᇀईڪᇀ6&ڦీႠ

ࢪഽ೨ᅺጱڦፆҹăྺਖ਼ޜኄᅃቱҹǈ๑ᆩኸՔዖ
ǄසǖࢳĂഓܬĂ൞ྎࢅ࡛ઉڪǅॠ֪ܔഘࢪՎࣅڦၚ

ණ๎ೝۨڦႠೠࠚ

ᆌᅜླྀ֪ഘࢪՎࣅݴ՚ܔጲဣཥǄසԨཱི֥ںĂళटٷ
ᄂӂĂ؆ڢᇐଠĂೝᄝჼ็ංాחမڪǅ߸ڦՓႠ

!!!!ሞ֑ᆩۨႠݴဆ݆ݛዐǈ
ڼෙْೠࠚԒߢڦፕኁߵ

ڦᆖၚăኄዖॠ֪ࡗڦײᅃ߲ዘᄲፇׯևݴएᇀ࠵֪

ኧኤڦຕଉࢅጆॆኮक़࠲ᇀܔኄၵኤڦཥ

ࢅᇨ֪ڦഘࢪՎࣅǈლቴᇑྭ၎ੵڦࢇޙሁႹܠჺ৯

ᅃ܈ײǈೠࠚକኧኄၵஃڦბڦණ๎ೝă

ڦՎࣅڦဣཥ༬ኙăໜጣੵሁփཞဣཥࢅੵں൶ᇘڦ

֑ᆩକ 5 ߲प՚ۨڦႠኸՔǖ

ჺ৯ڦዘްႜǈኄၵ࠵֪ڦڟՎࣅࡃᅺᇀഘࢪՎࣅڦ
႑܈ሺेă࠶ኄᄣڦჺ৯ຕᅜӥऺǈڍᅃၵ൶ᇘࢅဣ

!Ą!ඓۨǖሞᅙኪײࡗڦዐభକఇ႙Ǘ࠵֪ࡕᇑ

ཥධ࿄ᆶ؊ڦݴჺ৯ă\3/3^

!!!!ఇెࡕᅃዂǈई߲ܠ၍ኧ݀ڦ၄ă

!Ą!ඓۨڍփྜඇǖ࠶Ⴙ֖ܠຕࣅுᆶ֪ڦࡻڟڥ

!!!!ྺֱۙ࠵֪ڦڟ൶ᇘഘࢪՎࣅࢅิༀဣཥዐิई

!!!!ǈڍሞܠຕڦᅙኪࡗײዐభକఇ႙ǈ࠵֪ࡕ

ࡗڦײీဣǈՊႀፇणକࡗג3611ೊᇑഘࢪ

!!!!ᇑఇెࡕሞగዖ܈ײฉᅃዂǈڍփඇևڦǈణ

ࢅۯĂኲĂգجĂ࡛գĂࢶգईࢋգᆶ࠲ڦஃ࿔ăྺ

!!!!മڦঢ়ᄓࠚ֪ࡻ࠲ڍ॰ࡗײໜ้क़ܸՎࣅڦీ

ඓۨኄၵဣཥޏڟኟሞՎࣅڦഘࢪڦᆖၚǈኻᆶఫ

!!!!Ⴀٷǈईৈᆶᅃ߲ईब߲၍ኧ݀ڦ၄ă

ၵፁᅜူณଇཉՔጚڦჺ৯ஃ࿔֍ీԥԈઔઠǖ

!Ą!ᆶኛᅴڦǖփཞఇ႙ڦ๖݆پକ࠵֪ईኤ
!!!!ڦփཞݛ௬ǈईభକ࠲॰ࡗڦײփཞݛ௬ǈڞ

!Ą!ኄၵဣཥڦ༬Ⴀ၂๖ໜ้क़ՎࣅǄසྷݔՉহĂබ

!!!!ዂࡕᆶ၎ᅴڦă

!!!!ࣅනڪǅă

!Ą!֊֪ǖሞ࿔၅ዐփీ؊ݴڦٳǈ߁ڍฉీ

!Ą!ኄၵဣཥ༬Ⴀᇑਆں࿒ڦ܈Վࣅ၎࠲ă
!Ą!ਆں࿒܈ໜ้क़Վࣅă

!!!!ۅ࠵ڦǈईԈࡤႹܠవᅜ३ณڦփඓۨႠ\2.2^ă

ڦݘĂิࢅมࣷბڦጆᄽბኪ๎ǈᆯُᄺॽ

!!!!ณᅜฉෙ߲Քጚዐᆶଇ߲ՂႷ၂๖ཥऺฉڦ၂

๑ᆩٷଉ߾ࢅ݆ݛڦਏă
ْܾٗڼೠࠚԒߢӲᅜઠǈ
૧

ዸ၎࠲ăৈৈ୯࿒܈ᅺྺሞ࿔၅ዐᅜࡻںඓ

ᆩኄၵ݆ݛᅙঢ়߀କሞิࢅဣཥฉഘࢪՎࣅڦ

ۨ࿒ܔ܈ᅃॠᄓڦဣཥڦᆖၚǈཞ้࿒܈൵Բഄ

ॠ֪ǈժᆶٷଉڦႎ݀၄ăଷྔǈْܾٗڼೠࠚԒߢӲ

ਆںՎࣅڦഘࢪᅺጱසইՎࣅǈ߸ਏඇ൰ᅃႠăᡢ

ᅜઠǈᅙঢ়֑ൽକัڦօየઠકቛĐ߾ਏၒđᅜՍ߸ᆶ

ڦჺ৯ՂႷᆩ 21 ᅜฉຕႜॠᄓǈ:1& ᅜฉڦჺ৯

ၳں༑৯ഘࢪՎࣅڦഐᅺࢅࢫࡕଇݛ௬ڦටྺᅺǈ߸

้क़ੵ ࡗג܈31 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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ഘࢪՎࣅ!2001

!!!!ᅜฉኄၵჹ߭Քጚڦ๑ᆩǈ๑ీࠕᆩᇀݴဆჺ৯ڦ

ጹࢇԒߢ

ኁ֖ᇑೠࠚ݆ݛڦă\3/4^

ຕణ३55߲ǈܸኄ55߲ۯኲڦჺ৯ࡥ߃କ711߲
ᅜฉڦዖăኄၵዖዐǈٷሀ :1&Ǆ ࡗג661 ߲ǅ၂๖

２．３

综合评估

କഄ༬Ⴀໜ้क़Վࣅăሞኄ 661 ߲ᅜฉڦዖኮዐǈᆩ
ᅙኪڦ࿒܈ᇑᅃዖ༬Ⴀ၎ဣڦऐǈߴᇎბڦ

!!!!ጹࢇೠࠚٗጲბڟมࣷბփཞბኮक़ኪ

ǈٷሀ91&Ǆࡗג561߲ǅ၂๖କሞᇨݛڦၠฉڦ

๎ڦࢇĂ׃ຎࢅୁײࡗڦǈᅜჺ৯ࢅණ๎ްሗဣཥ

Վࣅăᅺُǈٗኄ661߲ᅜฉዖዐࡗג561߲ዖ၂๖

ాևࢅဣཥኮक़࠲ڦဣăኄዖೠࠚ๑ᆩ݆ݛڦԈઔऺ

ሞᇨݛၠฉڦՎࣅǈኄዖՎࣅժփໜऐࢅڦ

໙ऐޤዺఇెĂ൧ৠݴဆĂఇెࢅࠌၛڦጹࢇೠࠚǈ

౾ڦă

ᅜतएᇀ၄ᆶڦঢ়ᄓࢅጆோኪ๎ۨڦႠೠࠚăْܾڼೠ
ࠚԒߢᅜઠǈஃඇ൰࣏ڦ൶ᇘڦጹࢇೠࠚǈ࣏

!!!!ॠᄓգجĂ࡛գĂდ߃ ܈ײ0 დබࣅईࢶգĂࢋգ

ሞਸ݀ࢅᆌᆩኄၵݛ݆ݛ௬ǈൽڥକ၂ዸቛă

 ڦ27 ߲ჺ৯Ԉࡤକ 261 ߲ᅜฉڦበۅăሞኄ 261 ߲ᅜฉ
ڦበۅዐǈ78&Ǆࡗג211 ߲በۅǅ၂๖ໜ้क़Վࣅڦ

!!!!ڟణമྺኹǈጹࢇೠࠚఇ႙ڦቛዷᄲणዐሞඇ൰

༬ႠǗܸሞኄ 211 ߲ܠበۅዐǈᆶ࠲ڦᅙኪ࿒܈ᇑ༬Ⴀ

ई൶ᇘ܈ฉڦ३࣐ഘࢪՎࣅ࿚༶ǈഘࢪՎࣅᆖၚĂ٤

ࡗڦײऐీߴᇎბڦሀ ::&Ǆ:: ߲ᅜฉበ

ෑႠࢅᆌႠ࿚༶ሶሞഄْăᅺُǈႴᄲेഽ݀ቛೠࠚ

ۅǅ၂๖ᇨݛၠڦՎࣅ൵ăٗ 211 ߲ܠበ ڦۅ::

٤ෑႠ݆ݛڦǈ༬՚ሞᅙঢ়ߌڟഘࢪՎࣅڦᆖၚժ

߲ᅜฉበۅ၂๖ሞᇨՎࣅݛၠฉڦՎࣅǈኄዖ

֑ൽକၚᆌٯแॆࡔڦ܈तഄডၭ܈ฉǗ࣏Ⴔᄲ݀

Վࣅժփໜऐࢅڦ౾ڦă\6/3ǈ6/5ǈ2:/3^

ቛඓ݆ݛںǈԈઔᆌႠࢅᆌీ૰Ăਏᆶඓڦ༬
ᆩ݆ݛڦă\3/5^

２．２

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
２．４

成本和估价

!!!!ْܾڼೠࠚԒߢᅜઠǈჺ৯࿄ઠഘࢪՎࣅᆖၚݛڦ

݆ࢅ߾ਏڟڥକ߀ǈԈઔǖഽۙᆌᆩࡗײఇ๕Ăྜ

!!!!ঢ়षׯԨࢅࠚॏ݆ݛڦൽਦᇀ๑ᆩĂཽࣅईئԢጨ

ഘࢪՎࣅ൧ৠĂඓมࣷঢ়षएጚຕࢅ้क़ࢅक़

ᇸڦऐࣷׯԨ߁ڦăऐࣷׯԨൽਦᇀڦׇ৪ኛई

܈ฉݴߛڦՐ୲Ǆᅜत༵ߛ้ݴՐ୲ǅăᅃٷฉڦ

ǈൽਦᇀྔևႠޏాևࣅă࣏ൽਦᇀܔ࿄ઠڦ

ࡔॆჺ৯ࢅ൶ᇘೠࠚᅙঢ়ॠᄓକ߳ዖఇ๕ࢅ߾ਏ߳ڦዖ

ཌྷ၄୲ǈཌྷ၄୲ໜጣࡔॆĂ้क़ࢅ้ڦپփཞܸՎࣅăස

ြথă؛पᆖၚఇ๕ᅙঢ়૾থᇀඇ൰ဣཥఇ๕ăሞ

ࡕᅙኪփཞڦీࡕࣆڦ୲߁ڦǈሶೠࠚփඓۨႠ

ႹܠೠࠚዐཚྺْೠࠚǈۼڍԈઔକᆌႠݛ௬ڦ

ڦᆖၚăࠅዚݥࢅڦڦࣅׇࢅޜခᅜཚࡗܔኄ

ాඹă

ၵڦኧᅪᇼईᅺኄၵඍ݄ܸথڦցᅪ
ᇼႜࠚॏăܔփཞڦඖ༹ĂมࣷĂࡔॆࢅዖڦᆖၚՂ

!!!!݆ݛஃڦവඍධ٪ሞǈ
ժภतڟഘࢪՎࣅڦ܈Ă Ⴗႜೠࠚăසࡕ֑ᆩాևᅃዂڦՔጚǈܔᅃࡔా༹߲

ຕĂᄓኤĂᆌႠࢅටྺᅺڦኝࢇݛڪ௬ăೠࠚ൶

ࢅण༹ޟڦ૧ስದዃႜԲডࢇڦǈԲডփཞม

ᇘࢅਆں٤ෑႠतᆌײࡗڦႴᄲߛݴՐ୲

ࣷĂࢅአުࠓኮक़ޟڦ૧ስದዃణമሶชᅪ

Ǆ܈ǅڦೠॏĂ܈ኮक़থ݆ݛڦஃǈ๑ᆩႎڦ၎ᆌ

ᅭă

ڦຕੰۯڦ૰ఇ႙ǈ
ଷྔ࣏ඍ݄߳ዖփཞڦ܈ᄓኤ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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൶ᇘాੵևோڦጹࢇೠࠚႴᄲ୯٤ෑႠᇑਆںई൶ᇘ

!!!!ْܾڼೠࠚԒߢᅜઠǈሞׯԨतࠚॏ݆ݛஃฉுᆶ

݀ቛ࠲ڦဣăೠࠚܔट܋๚ॲ٤ෑႠ߾ࢅ݆ݛڦਏᅙঢ়

ႎํڦዊႠڦቛăॽ၄ᆶ݆ݛڦᆩᇀ߸࠽ڦݘഘࢪՎ

߀ڟڥǈڍሞഘࢪՎࣅ൧ৠतܔዷᄲഘࢪᅴڦᆖၚ

ࣅଶᇘǈত๖ኄၵڦ݆ݛᆶၳႠࢅਆ၌ႠăణമǈႴᄲ౮

ఇ႙ߌ௺ڦႠݛ௬႑܈ᅈگăྺُǈႴᄲණ๎ࢅ

૰ेഽܠణՔೠࠚڦ݆ݛჺ৯ăܠణՔೠࠚනᅮዘ

ጹࢇඇ൰Վࣅߛ߸ڦᅃْ֫ڦঢ়षᆖၚࢅഄටྺᅺ

ᄲǈڍՂႷ߀ఫၵీ߸ඓݒںᆙփཞมࣷĂአ

ǗሞႹܠଶᇘǈᆫࣅስᆌٯแڦᆌఇ႙ࢅ٤ෑ

ዎĂঢ়षĂ࿔ࣅڦग़ඹႠڦएإՔጚࣅăଷྔǈٗݛ

ႠኸՔධتᇀ؛पਸ݀ǗኄႴᄲ߀ٝ๑૧ᅮ၎࠲

݆ბঙ܈ǈጹࢇኄၵੵଶᇘ݆ݛڦධփྜă\3/6^

IPCC ڼෙْೠࠚԒߢ

ᆖၚĂᆌႠࢅ٤ෑႠ

２．５

决策分析框架

߾ܾڼፕፇरຍቌᄲ

ൽᆌٯแኮࢫڦ٤ෑႠă\4/3^

!!!!ሴۨࢅ୬ႜᆌႠአ֧ڦਦ֧ኁᆌీࠕᅈ੍

!!!!ཱིں૧ᆩࢅཱི߃ޮںՎࣅ൧ৠăೠࠚഘࢪՎࣅतഄ

ᅃ߲ई߸ڦܠਦ֧ݴဆॐڦࡕăᆩ݆ݛڦԈઔׯ

ᆖၚڦब߲ࢃ႐ࡗײภतںཱིڟ૧ᆩՎࣅࢅཱི߃ޮں

ԨĊၳᅮݴဆࢅׯԨĊၳ୲ݴဆĂ߳ዖૌ႙ڦਦ֧ݴဆ

ՎࣅǄMVD.MDDǅăံǈMVD.MDD ᆖၚ༐ཚଉࢅ

ǄԈઔܠణՔჺ৯ǅ
Ă֖ᇑरേසአ֧ڦሏᆩă

HIH ಇݣǈኄॽথ߀Վٷഘޖࢅݴׯพഽ೨༬Ⴀăഄ
ْǈMVD.MDD ߀Վକཱིں௬༬Ⴀܸٗᄺक़থ߀ںՎ

!!!!बࢭுᆶਦ֧ኁሞೠࠚᆌ้֧ܔ๑ᆩਦ֧ݴဆ

ഘࢪࡗײăڼෙǈں௬ޮ߃ۙڦኝࢅገՎᄺࣷ߀Վิༀဣ

ॐăሞڼෙْೠࠚԒߢዐ࣮ࠥٷڦଉڦഘࢪՎࣅᆖၚೠ

ཥڦ༬Ⴀࢅ்ܔഘࢪՎࣅڦ٤ෑႠăፌࢫǈब߲३࣐

ॏዐǈኻᆶᅃၭևݴԈࡤକᆌስतׯԨĂၳᅮࢅփ

HIHಇࢅ֧ܔڦݣᄺภत߀ࢅ߃ޮںཱིڟՎཱིں૧

ඓۨႠ༬ኙڦጹࢇࢅۨଉೠࠚăኄၵ႑တܔਦ֧ݴဆݛ

ᆩٯแă၄ᅙᆶܠዖܠᄣںཱིڦ૧ᆩՎࣅࢅཱི߃ޮںՎ

݆ᆌᆩᇀᆌႠ࿚༶ۼՂᄲڦăሞᆌਦ֧ኧဣཥ

ࣅ൧ৠăኄၵ൧ৠٷևݴժփඓᆩᇀਦഘࢪՎࣅ

ዐႴᄲٷଉᆌᆩኄᄣ݆ݛڦઠඓ૬்ࠀڦၳǈᅜतඓ

࿚༶ǈܸणዐሞഄ࿚༶ฉǈසଂ๋Ҿඇࢅ༐თ࣍ăڼ

ۨഘࢪՎࣅڦ٤ෑႠࢅᆌႠჺ৯ݛၠă
\3/8^

ْܾೠࠚԒߢᅜઠǈሞඓۨړമࢅ૦๏ཱིں૧ᆩࢅཱིں
ޮ߃ૌ႙ᅜतೠࠚ࿄ઠ൧ৠݛ௬ᅙঢ়ൽڥକڦٷቛă

３．

未来变化情景

ణമጹࢇೠࠚఇ႙݀ቛMVD.MDD൧ৠڦፌᅓ߾ڦ
ਏă\4/4/2-!4/4/3^

３．１

情景及其作用
!!!!࣍ৣ൧ৠă
࣍ৣ൧ৠภत࣍ৣᅺጱڦՎࣅǈܸժݥኸ

!!!!൧ৠܔ๘হ࿄ઠీጒༀڦ௮ຎǈኄዖጒༀၹ

࿄ઠॽࣷ၄ڦփ୯ഘࢪՎࣅڦഘࢪăᆯᇀኄၵᅺጱ

ۙڦĂాևᅃዂࢇࢅڦڦăሞഘࢪՎࣅᆖၚĂᆌႠࢅ

ሞۙኝ࿄ઠഘࢪՎࣅڦᆖၚฉీਏᆶዘᄲڦፕᆩǈᅺ

٤ෑႠೠॏݛ௬ǈཚᄲ൱൧ৠీ༵ࠃԥණྺీᆖၚ

ُႴᄲ൧ৠీں௮ຎ࿄ઠీৣ࣍ڦཉॲǈසٷഘ

ߴۨڦဣཥईऄڦۯ࿄ઠስڦቛྭă൶ྺݴഘࢪ

ݴׯǄසDP3Ăؚ֫ୁܔᄟĂ໗ࣅࣅࢇĂጭྔ၍.C
ǄVW.

൧ৠǖ௮ຎ JQDD ༬՚ߌ႗ڦഽ೨ᅺጱǗݥഘࢪ൧ৠǖ

Cǅޖพǅ
ǈڦइႠĂ๑ᆩࢅዊଉᅜत࡛ᄝකăሞ

༵ࠃᇑഘࢪ൧ৠ၎ܔᆌڦมࣷঢ়षࢅ࣍ৣጒăਨٷև

ᅜྫڦᆖၚೠॏዐ أDP3 ݨၳፕᆩڦথᆖၚྔǈณ

ݴ࿄ઠഘࢪՎࣅᆖၚڦೠॏएᇀᆖၚఇ๕ڦࡕǈ ୯ഄ࣍ৣᅺጱڦՎࣅǈໜጣጹࢇೠॏڦ݆ݛ၄ǈ࣍
ኄዖఇ๕ᅜۨଉڦഘࢪࢅݥഘࢪ൧ৠፕྺ֖ຕă
\4/2/2ǈ ৣ൧ৠڦᆌᆩኟሞሺेă\4/5/2^
 4.2^
３．３
３．２

海平面上升情景

社会经济、土地利用和环境情景
!!!!࡛ೝ௬ฉื൧ৠยۨྺೠࠚ࡛ӂںټ൶ටૌਃዿย

!!!!௮ຎ࿄ઠมࣷঢ়षĂཱིں૧ᆩࢅ࣍ৣՎࣅݥڦഘࢪ

แĂጲิༀဣཥࢅںஸࠓׯྰڟၾ܈ײڦă၎࡛ܔೝ

൧ৠܔᇀኤဣཥܔഘࢪՎࣅߌ௺ڦႠĂ٤ෑႠतᆌ

௬൧ৠǄन၎ܔᇀਆևں௬Վ࡛ڦۯೝ௬ฉืǅႹ

ీ૰ݥዘᄲڦăኄၵ൧ৠፌৎ֍ᇑഘࢪ൧ৠᅃഐሞ

ܠᆖၚࢅᆌೠॏፌ࠲႐ڦ࿚༶ăחမ၎ܔ࿋ዃࢅષߛ

ᆖၚೠॏዐ࠽֑ݘᆩă

Ⴔᄲᆶ 61ई߸ऻڦǈᅜतܱଝཀഘࢅ࡛ӂࡗڦײ
ጨଙǈᅜඓۨएጚߛ܈ई൵ăፌৎڦ࿐႓֪ߛ݆ࢅጚ

! ! ! ! มࣷঢ়ष൧ৠăมࣷঢ়ष൧ৠԥ࠽ںݘᆩᇀᇨ֪

֪ଉरຍᅙঢ়ٝࢅࡀࣅݔକඇ൰ٷ௬ओڦ၎࡛ܔೝ௬

HIHڦಇܸݣփೠॏഘࢪ٤ෑႠࢅᆌీ૰ăܠٷຕ

ڦएጚ֪ۨă\4/7/3^

มࣷঢ়ष൧ৠඓۨब߲փཞڦዷ༶ईଶᇘසට੨ईঢ়ष
ऄۯǈᅜतස࠶ࠓĂมࣷॏኵĂरຍՎࣅႚ๕ڪԝৠ

!!!!࠶࿄ઠ࡛ೝ௬ฉืڦᅃၵݴଉᅜᆩ࡛ᅃഘ᳘ࢇ

ᅺጱǈኄᅃ൧ৠ๑ڥ்ᅜॺ૬एጚڦมࣷঢ়षڦ٤

ఇ๕ႜ൶ᇘఇెǈڍణമยۨ൧ৠڦፌᆩ݆ݛᆩ

ෑႠतံമڦഘࢪՎࣅǈඓۨഘࢪՎࣅڦᆖၚࢅೠॏ֑

०ڇఇ႙ࠚ໙ඇ൰ೝኵă࡛ܔӂڞዂዘٷᆖၚڦ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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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ＴＳ－ １：TSFT ಇݣ൧ৠतഄٷܔഘࠓׯĂഘࢪࢅ࡛ೝ௬ڦᆖၚăට੨ຕଉĂHEQ ࢅටԲ୲Ǆ൶ᇘࠅ
ೝڦᅃ߲ٯแǅᆩᇀࠚ໙ಇڦݣጹࢇೠࠚఇ႙ڦ֖ຕǄएᇀ 4.3 ࢅ 4.:ǅă

全球人口
ａ
（１０ 亿）

时间

全球 ＧＤＰ
１２
（１０ 美元／
ｂ
年）

人均收入
ｃ
比率

地面Ｏ ３ 浓
ｄ
度（ｐｐｍ ）

ＣＯ ２ 浓度
ｅ
（ｐｐｍ ）

全球温度
ｆ
变化（℃）

全球海平
面 升 高
ｇ
（厘米）

2::1

6/4

32

27/2

.

465

1

1

3111

7/2.7/3

36.39

23/4.25/3

51

478

1/3

3

3161

9/5.22/4

6:.298

3/5.9/3

ċ71

574.734

1/9.3/7

6.43

3211

8/1.26/2

2:8.661

2/5.7/4

?81

589.21::

2/5.6/9

:.99

b!

3111ڦຕኵྺಇݣ൧ৠ༬՚Ԓߢዐ 7 ዖಇݣ൧ৠྷݔऺࠚڦǗ3161ࢅ 3211ڦຕኵྺಇݣ൧ৠ༬՚Ԓߢዐ 51 ዖಇݣ൧ৠࠚڦ

ऺྷݔ
c
d

֖९গጀ bǗࡔాิׂጺኵǄ21111 ᅢெᇮ 0 ǈ2::1ǅ
֖९গጀ bǗ݀ॆࡔٳĂঢ়षገࡆࡔॆǄॲᅃࡔॆǅᇑ݀ቛዐࡔॆǄॲݥᅃࡔॆǅڦԲ୲ă

e

ԛӷ൰߾ᄽࣅٷڦఇ႙ࠚ໙ࡕǈ૧ᆩ B2G ࢅ B3 ಇݣ൧ৠǈಇݣ൧ৠ༬՚Ԓߢڦฉ၌և ݴ3111 Ă3171 ࢅ 3211 ڦಇ

ݣǄUBS!XHJ!຺ڼቤǅă
f

2::: ֪࠵ڦኵǄUBS!XHJ!ڼෙቤǅ
Ǘ2::1Ă3161 ࢅ 3211 ڦຕኵઠጲᇀ०ڇఇ႙ǈሞሏႜକ 46 ߲ඇևۨଉࣅڦಇݣ൧ৠ༬

՚Ԓߢڦಇݣ൧ৠǈժ୯କᇑഘࢪ௺ߌႠᆶ࠲ڦ༐თ࣍ݒઍڦփඓۨႠǄຕઠጲᇀ T/D/C/SbqfsǈUBS!XHJ!ڼ৵ቤǅࢫڥ
ڟăጀᅪ 3161 ࢅ 3211 ྷݔڦփཞᇀ UBS!XHJǄॲ JJǅ༵ྷݔڦăሞ UBS!XHJǄॲ JJǅዐྷݔڦ૧ᆩକಇݣ൧ৠ༬
՚Ԓߢዐڦ7ዖಇݣ൧ৠሏႜକଇዖ༐თ࣍ఇ႙ڦࡕă
g

၎ܔᇀ 2::1 ڦඇ൰ೝഘ࿒ǈփཞഘࢪఇ႙ሏႜዖ BPHDNĂ46 ዖྜඇۨଉڦಇݣ൧ৠڦೝഘࢪ௺ߌ ྺྷݔ܈3/9ņă

h

एᇀඇ൰ೝ࿒܈Վࣅǈڍᄺ୯କգĂᆦ۳֫ࢅקओڦփඓۨႠ)UBS!XHJ!ڼๆᅃቤ*ă

๚ॲ݀ิ୲ڦՎࣅǈසޅԓޅࢅחષǈᅜॽ૦๏ฉ࠵

ՎࣅۙኝएጚഘࢪǄۆ႙ڦएᇀස 2:72.2::1 ኄᄣ

֪ڦڟࡕ۠ेڟฉืڦೝ࡛ೝ௬ߛ܈ฉፕݴဆჺ৯ă ֖ڦቷक़൶ᇘഘࢪ֪࠵ڦኵǅă
ራڦೝ࢚ఇ๕ڦ
ፌৎǈᅃၵჺ৯୯ᆩ߁୲௮ຎ࿄ઠ࡛ೝ௬ฉืǈᅜג

ࡕ࣏ᆶᆌᆩǈڍፌৎႹܠᆖၚჺ৯एᇀॷHDN

ᆖၚޅ၃ଣহኵઠೠࠚ࡛ೝ௬ฉืă
\4/7/4-!4/7/5-!4/

ॺ૬ڦ൧ৠăܠຕ൧ৠ๖ڦೝഘࢪڦՎࣅǈڍ

7/6-!4/7/7^

ፌৎڦᅃၵ൧ৠᄺᅙঢ়༹၄ǄഘࢪǅՎ୲ࢅट܋ཀഘ๚
ॲڦՎࣅǈኄၵՎࣅీܔᅃၵဣཥׂิჹዘᆖၚăHDN

３．４

气候情景

ڦٚྪ߭ڦ႑တăྺइൽ൶ᇘၘဦڦ႑တǈᆶෙ
ዖዷᄲ݆ݛǖ०֭ాڇĂཥऺბ߭ྪْڦݴߛࢅࣅ܈

ሞᆖၚೠॏዐᅙঢ়ᆌᆩڦഘࢪ൧ৠዷᄲᆶෙዖૌ႙;

Ր୲ۯڦ૰ბఇ๕ă०֭ڇኵ݆ݛᅜም၄HDNՎࣅڦ

ሺଉ൧ৠǈ
ૌԲ൧ৠࢅएᇀഘࢪఇ๕ڦ൧ৠă
ሺଉ൧ৠ

႙๕ǈሞ൧ৠਸ݀ฉڟڥፌ࠽ںݘᆌᆩă၎Բܸჾǈཥऺ

ߵᇨ֪ڦ࿄ઠՎࣅܔएጚഘࢪႜ०ۙڦڇኝǈኄܔ

ࢅఇ႙ᅜׂิᆶ՚ᇀٷ܈HDNࠚऺڦਆںഘࢪ

ჺ৯ᅃ߲ဣཥܔഘࢪߌ௺ڦႠᅃዖᆶၳ݆ݛڦă
ܸǈ Վࣅă࣏Ⴔᄲ߸ںܠਸቛჺ৯ೠࠚݴ൶ᇘڦᆖၚǈᇱᅺ
ᆯᇀ்Ԉࡤକഽۙڦኝǈٗഘၡბฉీփኈ

ኮᅃHDNᇨ֪ᆶٷଉڦփඓۨႠǈ࣏Ⴔᄲཚࡗఇ๕ా

ํڦăૌԲ൧ৠٗࡗඁऻڦईٗഄ൶ᇘૌԲՎࣅ

ևԲডĂႎ႙ఇ๕ڦఇెॠᄓǈᅜतఇ႙ڪ݆ݛࣅ܈

କڦഘࢪڟڥǈ
ڍీవᇀՐ՚ณᆌᆩǈ
࠶ഄᆶ้

๑ᇨ֪ࡕᅃօۨଉࣅă\4/6/3ǈ4/6/5ǈ4/6/6^

ᆶዺᇀණ๎גణമڦྷݔഘࢪཉॲᆖၚă
Ƿ4/6/3ǹ
３．５

２１ 世纪的情景

!!!!ፌᆩڦ൧ৠጺ࣍ୁఇ๕ǄHDNǅࡕǈ
ཚࠓሰྺཚࡗఇె၄ሞࢅ࿄ઠഘࢪኮक़ڦਨܔई၎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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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ǈJQDDྜׯକĖಇݣ൧ৠ༬՚Ԓߢė
ǄTSFTǅ

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रຍቌᄲ

ᅜൽپራ JQDD2::3 ༵ ڦ7 ߲ JT:3 ൧ৠăኄ༫߸

ీሺेăჱዞဲललޅইڦՎ୲ᄺీሺेăܸሞ

ႎڦ൧ৠ୯କ2::13211้ాมࣷঢ়षՎࣅڦ

Ⴙాܠں൶ǈᇑܻܲ౷၎࠲߅ڦĊĊᅜतࢡĊ

्ยྷݔǄසǖඇ൰ට੨Ăࡔాิׂጺኵǅăܔඇ൰Վࣅ

Ċ๚ॲڦೕ୲ᄺॽेਗǈඤټഘڦፌޅٷഽࢅ܈ೝ

ഄଶᇘڦᆖၚᄺႜକᇨ֪ǈܔ3161ࢅ3211ڦැ߅

ইतፌٷইഽ܈ᄺీሺेăᆩణമڦഘࢪఇ

ᆖၚଚᇀ UT.2ă૩සǖ8 ሆݻԛӷ൰߾ᄽࣅٷሞፌ

๕ชփీඓۨዐ࿃ޅ܈ԓሞೝഽ܈ฉڦՎࣅ൵ၠă\

ߛ TSFTಇݣ൧ৠူೝں௬ؚᄟ౪܈ᇨ֪ॽٗ 3111

4.21^

ڦሀ 51qqc ฉื 3211 ٷڦᇀ 81qqcǈԲডܸჾൣল
ഘڦՔጚگᇀ 91qqcăሞਆևჶ๚ॲዐؚᄟރڦኵ

３．６

我们怎样改进情景及其应用？

ీߛᇀُኵຕԠă
ሞߴۨڦTSFTಇࢅྷݔݣᆶ࠲༐თ
࣍ڦփඓۨႠ൧ူǄ UT.2ǅ
ǈࠚऺ 3211  DP3 ౪܈

!!!!ణമᅙঢ়ࡻںඓ૬ࢅᄓኤକ൧ৠਸ݀ࢅᆌᆩڦᅃ

ሞ 589qqn  21::qqn ڦాྷݔڦՎࣅăኄᅃՎࣅྷݔ

ၵ༬ኙǈԈઔඓۨएጚጒༀڦඇ൰ࢅ൶ᇘຕੰڦჄ

ᄺپକޖพഽ೨ڦՎࣅăኄዖՎࣅྷݔᅪ࿆ጣٗ2::1

߀ǈሞᆌᆩएᇀఇ๕ڦ൧ৠኮമǈ࠽ݘᆌᆩሺଉ൧ৠᅜ

 3211 ඇ൰Վࠚऺྺ 2/5.6/9ņǈࡥ߃କഘࢪ௺

ჺ৯ဣཥߌ௺ڦႠǈᆯጆோࡔाऐࠓई૧ᆩ०ڇఇ႙߀

ߌႠྷݔڦăኄ߲ߛ܈ޗᇀْܾڼೠࠚԒߢ ڦ1/8.4/6

ඇ൰ೝՎࣅࠚऺڦᆶၳႠܸ߸ԥ࠽ݘᆌᆩǈ

ņǈኄᅺྺሞ T S F T ൧ৠዐޖพഽ೨ڦೝߛᇀ

ᅜतփሺڦइൽڦ႑တǈܸٗ๑ࠓሰ๑ඇ൰Վࣅ

JT:3b.g൧ৠĊĊኄዷᄲ଼ܔ໗ჸഘමঌಇ߸ऺࠚڦݣ

గၵݛ௬ڦ൶ᇘ൧ৠྺׯీă\4/:/2^

گǈ༬՚ሞ 3161ኮࢫă3211 ǈܔᇀඇ൰࿒܈
Վࣅ܈ޗڦժࢇ୯գබࣅ௺ߌႠྷݔڦǈ၎ᆌںǈඇ

!!!!ణമ൧ৠ݀ڦቛᄺᆶܠඍ။ǈഄዐႹܠሞओटڦ

൰࡛ೝ௬ฉืྷݔڦ:.99ǄْܾڼೠࠚԒߢݔڦ

༑ኮዐăኄၵ༑Ԉઔ૰ሞ൧ৠዐړ௮ࣼมࣷঢ়

ྷ 26.:6 ǅă
\4/3/5/2ǈ4/5/5ǈ4/9/2ǈ4/9/3^

षĂཱིں૧ᆩत࣍ৣՎࣅĂइൽߛݴՐ୲Ǆሞ้क़ࢅक़
ฉǅڦ൧ৠĂሞ൧ৠዐ୯Վ୲ࢅೝጒༀڦՎࣅăႴᄲ

!!!!ٗ൶ᇘഘࢪڦೝՎࣅݛ௬ઠǈ
ሞ्ۨڦႎTSFT

ेഽॺܔ૬൧ৠݛ௬࠲ڦጀǈሞ൧ৠዐഽۙᇑአ֧ᆶ࠲

ಇݣ൧ৠူሏႜHDNڦࡕᇑᅜമڦሏႜࡕ၎ຼăڼ

ڦ࿚༶ǈස࿘ۨHIHڦ౪܈ईᆌǈᅜत߀ܔᇨ֪ዐ

ᅃ߾ፕፇ༵ߴڼෙْೠࠚԒߢڦஃ၂๖ǈᇨڦ࿒

փඓۨႠڦ௮ຎǈժీںሞޅ၃ೠࠚॐኮా୯ă

ࣅ୲ሞٷևݴںฉٷᇀඇ൰ೝǈሞ۬लߛ࿃܈

\4/:/3^

ں൶߸ྺ၂ዸăໜጣ࿒ࣅڦჄႜǈԛӷ൰ڦდ߃
ࢅ࡛գॽྷݔ३ณăఇె၂๖ǈሞ 7.9 ሆݻԛٷဇᄝࢅ
टںৎళև࡛ᇘǈᅜतళჱĂ۫ళჱں൶ࢅళெళև

４． 自然和人类系统

ں൶ڦՎگᇀඇ൰ೝኵă৽ඇ൰ܸჾǈೝഛࢅ
ইॽࣷሺेăਆܸںჾǈԛ࿒ټĂళटዞࢅ؆ݥڢዞሞ

!!!!ጲࢅටૌဣཥࣷ߳ڟዖഘࢪՎࣅڦথᆖၚǈ

23.3 ሆڦݻইᇨऺॽࣷሺेăሞዐெዞই३ณĂܸ

සೝ࿒܈ĂইଉڦՎࣅĂഘ࿒ࢅইՎ୲߀ڦՎᅜत

۫ళჱইՎࣅၭǈܔኄᅃۅǈఇెࡕۼᅃዂڦă

ഘࢪ๚ॲ݀ิڦೕࢅݏჹዘڪ܈ײăጲࢅටૌဣཥ࣏

ࠚऺ 7ǉ9ሆݻሞԛևߛ࿃ں܈൶ĂళटዞĂళჱں൶ই

ڟഘࢪՎࣅڦक़থᆖၚǈස࡛ೝ௬ฉืĂཱིගโڦ܈Վ

ሺेǗሞ۫ళჱইՎࣅၭǈሞዐெዞĂӐٷ૧ჱĂ

ࣅĂࢅں༹ڦՎࣅĂआሚࢅ،ሚ݀ิೕ୲Ăټਪิ

ళևݥዞࢅںዐ࡛൶ᇘই३ณă

ࢅसዷݴքڦՎࣅڪăဣཥܔኄၵՎࣅߌ௺ޏൽਦᇀ
ဣཥጲวڦᅃၵ༬ۅǈᅜतയሞڦփ૧ࢅᆶᅮڦᆖၚă

!!!!ट܋ഘࢪ๚ॲሞ݀ิೕ୲ࢅഽ܈ฉڦՎࣅᄺᅜ

ᆌీ૰ᅜ࣐ܔဣཥڦփ૧ᆖၚăටૌ࠶ဣཥڦ

ᇨऺڦăएᇀڼᅃ߾ፕፇԒߢڦஃǈ 3211 ৈሞ࿒

ᆌీ૰ൽਦᇀइڦڥጨᇸĂ႑တĂरຍĂरీࢅኪ๎ǈ

ഘ༹ၾ೨ူǈӵໜጣᄁඤཀഘೕ୲ڦሺेǈӣཀڦፌ

ᄺൽਦᇀླྀۯई၌ටૌဣཥසࢆၚᆌഘࢪՎࣅڦ࿔ࣅĂ

ߛࢅፌگ࿒ॽ܈ీሺेǄ֖९UTǉ3ǅăඤષᄺॽ

ঢ়षĂมࣷĂአު߳ևோڦ࿘ۨႠࢅၳ୲ă

ీՎे߸ڥೕݏǈܸࡦࢅחຠ۳ཀഘනຕǄሞړ
ڦ൶ᇘǅॽࣷ३ณăႹںܠ൶ߛഽڦ܈ই๚ॲሞᄺ

４．１

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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ጹࢇԒߢ

表 ＴＳ－ ２：ᇨ֪ڦट܋ഘࢪ๚ॲՎࣅڦᆖၚӄ૩ă

预测的 ２１ 世纪极端气候现象的变化和可能性

ａ

ｂ

预测影响的典型案例
d
Ǆ݀ิሞᅃၵں൶ڦ႑ߛྺ܈႑ ܈ǅ

०ڇट܋๚ॲ
e

ፌߛ࿒ߛื܈Ăሞबࢭᆶݛںඤཀཀຕࢅඤષ ْຕ
b
ሺܠǄీ ǅ

!Ą!ටࢅೖ൬ට੨ࢅ୲ྨຶڦዘٷदթ݀ڦ
!!!!թ୲ሺे

!Ą!ሺेॆܔႿࢅᄸิۯڦඤၾ೨
!Ą!୫ᆴణ߀ڦںڦՎ
!Ą!ሺेই࿒Ⴔۉଉࢅইీگᇸࠃᆌڦ੍Ⴀ
ፌگ࿒ߛื܈Ǘሞबࢭᆶںں൶ૐཀĂຠ۳ཀຕࢅ
b
ࡦחනຕ३ณǄీ ǅ

!Ą!ইگᇑࡦૐᆶ࠲݀ڦթ୲ࢅຶྨ୲
!Ą!ইٷگଉፕޅ࡞ླڦ၃ǈܸሺेܔഄፕփ
!!!!૧ᆖၚޅڦ၃

!Ą!ᅃၵթ،࡞ဦਪࢅྷݔڦऄۯકٷ
!Ą!ইگൽీᇸ
b

!Ą!ࢡીĂࣂೢĂდԪࢅౄ็ୁླ࡞ሺे
!Ą!ཱིගൔ์ሺे
!Ą!ࢡ০ୁሺेڞዂᅃၵࢡೝᇱࡤ࣮֫࠺ሺे
!Ą!አުᇑຳᆐࢡڦԍ၃ဣཥࢅᨺሚ௬ଣڦუ૰ሺे

ഽই݀ิೕ୲ሺٷǄႹںܠ൶ీ ǅ

ްሗڦट܋๚ॲ
b

ዐ࿃ా܈ဲल߅ࢅሚޅڦ၃ሺेǄీ ǅ

!Ą!ইگፕׂଉ
!Ą!ᆯᇀں௬ူקǈॺܔዾںए࡞ླڦሺे
!Ą!ଉᇑዊଉူই
!Ą!෧ଠआሚޅ၃ሺे

ඤټഘፌޅٷሺٷĂೝतፌٷᇐଉሺेǄሞᅃၵ
b f
ں൶ీ ǅ

!Ą!ටิڦంޅ၃ĂدකႠदթୁႜޅ၃ࢅഄޅ၃
!!!!ሺे

!Ą!ᄂ࡛ൔ์ࢅܔᄂ࡛ॺዾࢅएإยแ࡞ླڦሺे
!Ą!ܔᄂ࡛ิༀဣཥස෴ࢯঊࢅࢤຏଠ࡞ླڦሺे
ሞႹںܠ൶ᇑܻܲ౷๚ॲᆶ࠲ࢡڦીࢅ߅ഽ܈ሺ
b
ेǄీ ǅ
Ǆ֖९߅ࢅഽইᇐ๚ॲǅ
b

!Ą!ইࢡࢅ߅گીᅟ݀൶ڦ౫ᄽࢅׂ֥ิں૰
!Ą!ই߅گᅟ݀൶૰݀ڦۉയ૰

ჱዞဲललޅইՎ୲ሺेǄీ ǅ

!Ą!ࢡીࢅ߅ഽ܈ᇑܔ࿒ࢅټඤټჱዞ࡞ླڦሺे

ዐ࿃ں܈൶ԓޅᇐഽ܈ሺेǄ၄ᆶ߳ڦዖఇ႙ᇨ֪
e
ࡕۼփ၎ཞǅ

!Ą!ܔටวॳࢅิంޅڦ၃ሺे
!Ą!֎ׂࢅएإยแ฿ሺे
!Ą!ܔᄂ࡛ิༀဣཥ࡞ླڦሺे

b!

JQDD ڼᅃ߾ፕፇڼෙْೠࠚԒߢ૧ᆩీႠಒ႑܈ǖీǄ:1.::& ڦీႠǅ
ǗీǄ77.:1& ڦీႠǅăසࡕሞഄ

!ݛںுᆶำǈᆶ࠲ഘࢪ၄ၡڦ႑တᆅጲ JQDDڼᅃ߾ፕፇڼෙْೠࠚԒߢڦਦ֧ኁቌᄲă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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ཚࡗ֑ൽڦړᆌٯܔแǈॽ३ൟփ૧ᆖၚă

ߛ႑ڦ܈ీႠྺ߾ܾڼፕፇڼෙْೠࠚԒߢਦ֧ኁቌᄲগጀ 7ຎǖ78.:6&ă
႑တઠᇸᇀ JQDD ڼᅃ߾ፕፇڼෙْೠࠚԒߢڦरຍቌᄲǈG/6 বă

ඤټഘ൶ᇘݴքڦՎࣅీڦǈ࣏ڍுᆶஃă

IPCC ڼෙْೠࠚԒߢ

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रຍቌᄲ

图 ＴＳ－ ３：০ୁՎࣅఇ๕ሞ܈ײٷฉᅜઠᇀইՎࣅڦఇెࡕǈփཞఇ๕ူࡕփཞăሞዐǈIbeDN3 ఇ๕ࢅ IbeDN4 ఇ๕ူߛ
࿃ں܈൶ࢅ۫ჱں൶০ୁଉሺे\֖९ 5/4/7/3^ǈዐჱں൶ǈ০ୁଉ३ณǈںዐ࡛ᄂӂں൶ĂళևݥዞࢅӐٷ૧ჱሞՎࣅ൵ฉǈٷևݴ
ఇ႙ۼᆶᅃዂڦࡕăଷྔᅃၵں൶ǈইࢅ০ୁᅈഘࢪ൧ৠܸՎࣅă

!!!!ᅃၵں൶ǈװ၄০ୁଉ၂ሺेई३ณڦ൵ăᆯ

ཽඐǈႹܠၭգࣷجၩ฿Ǆߛ႑܈ǅăཽඐڦ܈ᅈડ

ᇀᆖၚᅺܠǈස࿔ጒໜ้क़ڦՎ୲Ăഗ֪ऻ

ᇀ࿒ڦߛื܈୲ă\5/4/7/2ǈ5/4/22^

้क़ࢅ܌ഄݥഘࢪՎࣅᅺǈᅺُǈಒۨഘࢪՎࣅ
ڞዂକ০ୁଉՎࣅ൵ڦ႑گ࣏܈ă၎ݒǈ࠵֪ڟ

!!!!ഘࢪՎࣅܔ০ୁଉࢅူںցߴଉڦᆖၚሞփཞں

ڦྷݔٷգेجཽඐĂࢋୁ০ୁଉރኵᆯؾलՎྺ۬

൶ࢅփཞఇ๕ူփཞڦǈዷᄲᅈડইՎࣅ൧ܸۨă

लǈኄၵ၄ၡᇑഘ࿒ืߛᆶ࠲ٷဣăኄၵ၄ၡڦ႑

ᅃၵں൶ǈփཞڦ൧ৠᇨ֪ڦ൵ᅃᄣڦǈ
ڍՎࣅ

ߛ܈ǈᇱᅺኄၵ၄ၡዷᄲᆯᇀഘ࿒ืߛᆅഐڦǈܸ

܈ޗփཞǗሞଷᅃၵں൶ǈփཞ൧ৠᇨ֪ڦ০ୁଉࢅူں

փᆖၚࢋୁ০ୁଉٷၭڦఫၵᅺᆖၚăգॽجीჄ

ցߴଉڦՎࣅ൵փཞăUT.4ྺଇዖഘࢪՎࣅ൧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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ᇨ֪ڦీ০ୁՎࣅ൧ăᇨ֪ୁࢋڦ০ୁଉࢅူں

ጹࢇԒߢ

ჱĂళևݥዞĂںዐ࡛ৎତࡔॆă

ցߴଉڦ൵ᇑഽڦ܈႑܈ሞ܈ײٷฉൽਦᇀܔই
ᇨ֪ڦ႑܈ă০ୁଉሞߛ࿃ࢅళჱں൶ሺेǈሞዐ

!!!!ᅃӯઠຫǈໜጣට੨ሺेࢅঢ়ष݀ቛǈܔጨᇸڦ

ჱĂںዐ࡛ࢅళևݥዞں൶ইگǈኄᇑഘࢪఇ႙ᇨ֪

Ⴔ൱ଉࣷሺेǈڍᆶᅃၵࡔॆܔጨᇸႴ൱ଉᄺࣷ३ณă

ࡕᅃዂăܔഄں൶ڦఇెࡕሶൽਦᇀఇ႙ă
\5/4/6ǈ ഘࢪՎࣅᄺႹইگᅃၵೖࡔॆڦइଉǈܸ๑ഄ
5/4/7/3^

ᅃၵں൶इଉሺेăഘࢪՎࣅܔࢅ߾ᄽᆩڦ
Ⴔ൱ଉփࣷᆶٷᆖၚǈ߄࠺ܔڍᆩଉᆖၚٷăܔ

!!!!ሞইდፕྺݴೝ࢚ዐዘᄲፇׯևںڦݴ൶ǈࢋ

ࢅ߾ᄽևோǈݥഘࢪᅺॽीჄࠃܔႴ൱ᆶٷ

ୁଉރߛڦᆯؾलገྺ۬लǄߛ႑܈ǅăഘ࿒ืߛǈ ᆖၚăܸ࠺߄ᆩዷᄲᆯഘၡᅺጱਦۨǈሞ༬ۨں൶
۬लইଉ߸ܠᅜইᇐڦႚ๕၄ǈ
ܸփၟࡗඁఫᄣǈ ࠺߄ᆩଉஃሺ࣏ܠ३ณൽਦᇀইଉڦՎࣅǖ
ሞؾलබࣅኮമᅜდڦႚༀئ٪ሞں௬ฉăሞ༬՚ࡦૐ

࿒ࢅߛื܈ኖොेਗǈ
߄࠺ܔᆩڦႴ൱৽ࣷሺٷă
\5/5/

ںڦ൶ǈᆯᇀഘ࿒ืߛইධᅜইდڦႚ๕၄ǈࠤں

3ǈ5/5/4ǈ5/6/3^

൶০ୁଉໜ้क़ڦՎࣅփٷă০ୁଉໜ้क़Վࣅፌڦٷ
ں൶ీሞټںٱǈԈઔዐ۫౹Ăᭃᬨஞళևǈኄ

!!!!ഘࢪՎࣅܔጨᇸڦᆖၚփৈൽਦᇀࢋୁ০ୁଉࢅ

ၵݛںटၭڦሺ࿒ٷࣷۼଉ३ณইდă
\5/4/7/3^

ူںցߴጺଉĂ้क़ݴದࢅዊଉڦՎࣅǈܸ࣏ൽਦ
ᇀဣཥڦ༬ኙĂܔဣཥׂิڦუ૰ݛ௬ڦՎࣅĂဣཥ֑

!!!!࿒ืߛᅃӯሰׯዊՎ࣋Ǆߛ႑܈ǅă০ୁଉ

ൽ๊ᄣ࠶ڦࢅٯแᆌഘࢪՎࣅăݥഘࢪՎࣅᅺ

ᅜ߀Վ࿒ܔ܈ዊڦᆖၚǈ০ୁଉᅜेਗ࿒ܔ܈ዊ

ీԲഘࢪՎࣅܔጨᇸڦᆖၚ߸ٷăጨᇸኟ௬ଣጣ

ܱࣅڦᆖၚǈڍᄺ३ൟ࿒ܔ܈ዊڦᆖၚǈኄൽਦᇀ

߀Վ࠶ٯแڦǈႹݛܠ௬ڦუ૰ሺेǈॽሺेܔ

০ୁଉሺे࣏३ณăሞഄཉॲփՎڦ൧ူǈ

ഘࢪՎࣅڦ٤ෑႠǈڍႹ࠶ܠٯแڦՎࣅǈᅜ३ณ

࿒ืߛ߀Վକ༹ዐิڦࣅბࡗײ
Ǆᅃၵ๑ዊཽࣅǈ ጨᇸܔഘࢪՎࣅڦ٤ෑႠă࿄࠶ڟڥڦဣཥీܔ
ᅃၵᆶ৫ࣅፕᆩǅǈ
߸ዘᄲڦื࿒ইگକዐමᄟڦ

ഘࢪՎࣅፌ٤ෑڦăᅜۨڦǈణമுᆶ࠶ٯ

౪܈ăሞࢋୁዐǈ০ୁଉሺेᅜڸၩփ૧ᆖၚǈဏ

แઠ࣐؋࿔Վ୲ܔኄዖဣཥڦᆖၚă\5/6/3^

କ߳ዖࣅბݴׯă০ୁଉ३ၭǈሶ๑ዐࣅბݴׯ౪܈
ሺेăሞࢶռዐǈ০ୁଉᆶీڸၩ࿒ܔ܈ዊᆖၚǈᄺ

!!!!ᆯᇀփඓۨႠǈ๑ڥణമڦጨᇸ࠶௬ଣഘࢪՎ

ᆶీेዘ࿒ܔ܈ዊڦᆖၚă
\5/4/21^

ࣅ࿚༶ᆅഐڦăܔጨᇸႜጹࢇ࠶ᅜेഽ
ጨᇸᆌՎࣅీڦ૰ăࡗඁሞยऺࢅॺยएإยแ้ு

!!!!ٷևںݴ൶ࢡഽࢅ܈ೕ୲ీࣷሺेǈᅃၵں൶

ᆶ୯ഘࢪՎࣅᅺǈᅺྺփీ्ย࿄ઠڦ࿔ጒ

੫ୁଉీࣷ३ณăܔᅃၵणں൶০ୁଉՎ

ᇑࡗඁᅃᄣǈᅜǈ၄ሞ࠲ڦ॰ᄲӝփඓۨᅺ୯

ࣅڦᇨ֪႑گ܈ǈڍփཞഘࢪ൧ৠᇨ֪ڦटୁ܋ଉࢅ

ڟጨᇸ࠶ࢅࣄऺڦዐඁăܔጨᇸႜጹࢇ࠶

ୁଉՎ୲ڦՎࣅ൵ᅃዂڦăইՎࣅڦᆖၚ࣏

නᅮ֑ᆩ݆ݛڦǈᅜၹۙࠃڦݴႴೝ࢚ᇑՎࣅǈ

ᅈડᇀणں൶ڦഄᅃၵ༬ኙǈڍᇨ֪ڦԓᇐೕ୲ሺ

ᄲԲدཥڦጨᇸ࠶ݛ๕ଳऄă༵ߛକܔዜĂሆ

ेࣷᆅഐں൶ࢡഽࢅ܈ೕ୲ڦሺेă੫০ୁଉ

ࢋୁ০ୁଉڦᇨ֪ీ૰ǈᄺీ߀ጨᇸ࠶ࢅ༵ߛ

ইଉࢅኖ݀ଉࡧڦຕăन๑ᇨ֪ں൶ڦইଉሺे

ᆌܔ࿔Վࣅీڦ૰ă\5/7^

ईᆶၭՎࣅǈڍසࡕᇨ֪ኖ݀ଉሺेǈ੫ڦ০ୁ
ଉᄺࣷᅃօ३ณă\5/4/9ǈ5/4/:^

!!!!ܸǈ๘হ߳ࡔܔഘࢪՎࣅڦᆌీ૰Ǆ༬՚ܔ

ጨᇸႜጹࢇ࠶ీڦ૰ǅֶᅴٷăํाฉǈሞׇ
!!!!ړമඇ൰ٷሀ 204ǈन 28ᅢڦට੨ิऄሞೖࡔॆ

ࡀ࠶ࢅݔऐփॳඇॆࡔڦǈܔጨᇸႜጹࢇ࠶

Ǆۨᅭྺ31&ᅜฉڦᆩઠጲთ࣍ǈ
ፕྺೖኸՔǅ
ăໜ

ݥઓవڦǈᅺُǈਦ࿚༶࠲ڦ॰ᄲӝጨᇸጹ

ጣට੨ڦሺेǈኄ߲ຕణሞ3161ᇨऺॽሺेڟ61ᅢፑ

ࢇ࠶݆ݛభڟጆோยዃڦऐࠓăሞኄၵں൶ǈन๑

ᆸǈኄᇑට੨ሺ୲ᆶ࠲ăᇨऺഘࢪՎࣅࣷᅃօ३

ሞுᆶഘࢪՎࣅڦ൧ူǈܔጨᇸႜጹࢇ࠶߀ܔ

ณႹܠೖࡔॆୁࢋڦ০ୁଉĂူں࣮࠺ଉǈ૩සǈዐ

࠶ၳ୲ᄺᆶՂᄲڦă\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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ഘࢪՎࣅ!2001

ཱིࢅںጨᇸཽࣅײăཱིں૧ᆩࢅཱི࠶ںԲഘࢪՎ

ጹࢇԒߢ

４．３

陆地和淡水生态系统

ࣅཱིܔගጒڦक़থᆖၚ߸ٷăᇀǈᆌٯแᅜ
၂३ൟኄၵᅺڦᆖၚăణമႴᄲਸቛჺ৯࠲ڦ॰࿚༶

!!!!ิༀဣཥᅟܠᅺڦᆖၚǈසཱིں૧ᆩՎࣅĂ
ᄢ

ೠॏጨᇸཉॲࣅཽڦࣷޏ၂ሺे౫ᄽࢅ౫ᄽටඖ

ࢅݴකዊקڦইĂइݛ๕ĂݣథĂྔઠዖڦൔ

ڦ٤ෑႠޅڦ၃ă\6/4/3ǈ6/4/5ǈ6/4/7^

ࢅጲഘࢪՎ୲ڪăഘࢪՎࣅᅜ߀Վई๑ኄၵဣཥ
௬ଣླ၃ྔܮڦᅺăཱིࢅںጨᇸᆌႠ࠶ࢅഄ

!!!!සࡕփ݀ิഘࢪՎࣅǈඇ൰ࢅ൶ᇘٷڦևݴჺ৯ۼ

ᅺڦ၎ࢻፕᆩᅜ߀ՎഘࢪՎࣅܔኄၵဣཥڦᆖၚă

ᇨ֪౫ׂڦॏ߭ࣷူইăܔ࿄ઠᇨ֪ڦ႑࣏ࣷ܈ই

ܔᇀႜฆิׂǄසዖኲڦఢิׂǅڦणሀࣅ࠶

گăࠚऺഘࢪՎࣅܔ౫ᄽڦᆖၚܔඇ൰ڦհۯᆖၚ

ࢅںཱིڦ༹ǈणሀࣅ܈ײሁߛǈᆌഘࢪՎࣅీڦ

ၭǈሞܠຕ݀ںٳ൶ᅃӯׂิኟ௬ᆖၚǈሞ݀ቛዐں

૰৽ሁഽă\6/2ǈ6/3^

൶ኟ௬ᆖၚডၭईྺ௬ᆖၚǄڟگዐڪ႑܈ǅă३ൟ
ഘࢪՎࣅᆖၚڦᆌٯแǄ౫ᅝฉࢅঢ়षฉڦᆌٯ

!!!!ഘࢪՎࣅĂփᅓࢅৣิڦ೦࣋ิৣںཱིڦ૧ᆩՎ

แǅڦᆶၳႠሞփཞں൶փ၎ཞڦǈ܈ײٷฉൽਦ

ࣅᅺڦၹཞፕᆩᅙঢ়ྰၾڟႹܠዖڦຕଉǈᆶీ

ᇀ߳ں൶ڦጨᇸǈԈઔ࿘ۨࢅڦᆶၳ༹ڦă\6/4/2ǈ ๑ኄၵዖ௬ଣ߸ޅڦٷ၃ăසࡕுᆶᆌٯแǈሞ 32
๘ुాǈᅃၵԥݴૌྺĐ՞ླđڦዖॽࣷ௶ਨǈݴૌྺ
6/4/6^
Đ࡞ླڟई٤ෑđٷڦևݴዖॽࣷሁઠሁဏณǄߛ
!!!!ٷևݴჺ৯ǖೝ࿒ ߛื܈3/6ņई߸ߛࣷ

႑܈ǅăኄܔఫၵዷᄲᅜᄸิۯྺิگڦටඖઠຫ

༵ߛ౫ׂڦॏ߭Ǆگ႑܈ǅǈᅺྺඇ൰ଂ๋ิׂሺे

ᆖၚፌٷăُأኮྔǈዖ३ณࣷᆖၚᄸิۯܔኝ߲

ڦگ܈ᇀܔଂ๋Ⴔ൱ڦሺे܈ăසࡕೝഘ࿒ื

ิༀဣཥڦፕᆩǄ૩සઑ،ݹĂཀ࡞ڲ،ݞዎڪǅ
ǈᆖ

ߛگᇀ3/6ņǈ
ඇ൰ᆖၚೠॏఇ႙৽փీ൶ݴഘࢪՎࣅࢅ

ၚڟᇏૂǄᜁଞǈᄸิۯ࠵งڪǅࢅཱིዸටڦ࿔ࣅࢅጸ

ഄᆖၚᅺጱڦՎࣅܔଂ๋ิׂڦᆖၚăፌৎ࣏ܔ٤ෑ

ঞऄۯăইگዖ௶ਨޅ၃ڦᆌٯแԈઔǖॺ૬ۯ

ටඖසၭิׂኁࢅೖઓට੨ႜକጹࢇჺ৯ᅜࠚऺ

ԽࢺׇࢅࠅᇴĂॺ૬ዖദᅎԍࢺཚڢᅜतට߾࿉ᄢ

ഘࢪՎࣅܔ்ሰڦׯঢ়षᆖၚăჺ৯၂๖ǖഘࢪՎࣅ

ࢅገᅎዖิ٪ۅںăܸǈኄၵٯแᆯᇀׯԨࡗߛܸ

ࣷইگ٤ෑටඖڦೝǈሺेتᇀ࿒ԏ၍ᅜူڦਨ

ڟକᅃۨڦ၌ă\6/5^

ܔට੨ຕଉǄگ႑܈ǅă
\6/4/6ǈ6/4/7^
!!!!ٷଉࢅִ࠵ڦᄓჺ৯ǈ൶ᇘഘࢪՎࣅᇑิༀ
!!!!۬ल࿒ߛื܈ᅜ३ၭ࿒ںټ൶ႎิॆႿຶڦ

ဣཥิڦࢅጲࡗײኮक़ᆶဣڦăසԛևߛ࿃

ྨ୲ǈڍසࡕுᆶ၎ᆌڦᆌٯแǈट܋ഘࢪ๚ॲሺे

ں܈൶ኲิलবๆჽ2/3 ڟ4/7 ཀǄኄ߀

ᆶీሺेᇑඤၾ೨ᆶ࠲ॆڦႿຶྨ୲Ǆඓۨڍփྜ

Վඖ༹ፇڦׯᅃ߲ᅺǅ
Ǘࢶࢅࢋڦ࿒ߛื܈३ณ

ඇǅă
ᅃዖᆶၳ݆ݛڦᆌ֑ൽ߳ዖ๑ॆႿీٗิ

କգ௬ޮ߃้ڦक़Ǘߛథ֥ݴքฉᅎǗඤၾ೨ᆅഐᄸ

ฉᆌ࿒ڦߛื܈ᆖၚăܸǈᆯᇀ࣏ඍ݄ํᄓࢅఇ႙

ิዖຶྨࢅݴք௬ओ३ၭăഄڦՎࣅ࣏Ԉઔዖඖ

ఇెǈኄݛ௬ڦჺ৯ፔ࣏ڥփࠕă
\6/4/4^

ຕଉڦՎࣅĂዖ༹߲ٷၭᅜतദᅎ้क़ڦՎࣅǄ֖९
UT!3/2 ࢅ 8/2ǈ UT.22ǈ UT.27 ዐܠ߸ڦ႑တǅă

!!!!ᆯᇀ٪ሞᅃၵփඓۨႠǈᆩٷ܈Ăጹࢇೠࠚఇ႙

\6/3/2^

ۨଉࠚ໙ഘࢪՎࣅׂิܔĂࢅॏ߭ᆖၚڦ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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گăኄၵఇ႙ܔᅃၵᅙঢ়ႜࡗ௺ߌݴ܈ဆڦᄲݒ

!!!!ْܾڼೠࠚԒߢᅜઠڦኲݴքఇ႙ჺ৯ǖᆯ

ᆌۼ၎ߌ௺ړăܸǈܔഄٷଉ֖ຕ࣏ߌ௺ޏ࿄९

ᇀዖኮक़ᆶփཞڦഘࢪᆌీ૰Ăփཞڦദᅎీ૰ǈᅜ

ԒڞăഄᅃၵփඓۨႠ࣏Ԉઔሞణമགྷक़ཉॲူ DP3

तᆯᇀྔઠዖڦᆖၚڪǈփీ݀ิิڦٷༀဣཥࢅ

౪ܔߛื܈ፕׂଉڦᆖၚࢅ܈ײჄ൧Ăթ،࡞ܔ

ิඖဣڦദᅎăิༀဣཥڦፇࢅׯᆫዖ߀ڦՎۼ

ፕࢅۯᆖၚڦയሞՎࣅĂፕၚᆌഘࢪՎࣅڦक़

ࣷڞዂิༀဣཥૌ႙݀ิՎࣅǈՎڥᇑణമ்९ڟ

Վ୲ǈᅜतഘࢪՎ୲ࢅट܋๚ॲڦՎࣅܔፕࢅॆႿڦ

ྜڦඇփཞăڍኄၵ߀ՎᅃӯࣷውࢫᇀഘࢪՎࣅबĂब

ᆖၚă
\ 6.4^

ๆฯबӥ้ڦक़Ǆߛ႑܈ǅ
ăฉຎჺ৯ዐ࣏ுᆶ

IPCC ڼෙْೠࠚԒߢ

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रຍቌᄲ

Ԉઔ߅ඡᅺڦՎࣅසआሚĂ࣯௶Ⴀሚ࡞ई࡞،ൔڪ

യሞࣅཽںཱིڦǈئ٪ሞဣཥዐڦ༐ᆶీ۪฿ईဌ

ڦᆖၚă\6/3^

༐ڦ୲ইگǄዐڪ႑܈ǅ
ă\6/6^

!!!!ፌႎఇ႙ჺ৯ഘࢪՎࣅీࣷ၂ዸں೦࣋ิༀ

!!!!ևݴโںీᄇՎྺଠںࣚࢅںǈᆦ۳ཱིڦබࣅ๑

ဣཥǄߛ႑܈ǅăኍิܔༀဣཥڟ೦࣋ࢅิༀဣཥദ

۳ཱིټڟ೦࣋Ǆߛ႑܈ǅăሞߛ࿃ں܈൶ǈഘࢪՎ

ᅎీႠںڦٷ൶ǈᅃօਸ݀କሞْܾڼೠࠚ้ᅙᆶ

ิܔༀဣཥ༐ئଉፌ؛ీᆶփ૧ᆖၚǈᅺྺഘࢪՎ

ڦ०ڇ၎࠲ఇ႙ăኟሞ๑ᆩ࠵֪ຕĂডႎڦኲۯ૰

๑ᆶऐ༐ݴڦ୲ీԲ༐ڦሺे߸܈ăሞኄၵ

ბఇ႙ࢅॷഘࢪఇ႙၎ഴ༫߀ᇨ֪ࡕăܸǈ

ဣཥዐǈ۬लݒพ୲ࢅీܔଉဌڦՎࣅీሞबๆڟ

ඓڦࡕൽਦᇀၘဦײࡗڦǈణമڦఇ႙࣏փీྜ

बӥ้ా۬ܔलՎᆶኟݒઍፕᆩǈժᆅഐდබࣅ

ඇԈઔኄၵၘဦײࡗڦă
\6/3^

้क़༵മࢅ෧ଠݴքၠटںദᅎă\6/9ǈ6/:^

!!!!DP3 ౪ٷߛ༵ࣷߛื܈ևิݴༀဣཥڦ৫؛पิׂ

!!!!ٷևݴโڦںፕᆩᅈणں൶ڦ࿔൧ܸۨǈᅺ

૰ǄኲิĂ੫ኦᄾࢅຶྨǅǈܸ࿒ߛื܈ీׂࣷ

ُǈํा֡ፕփీ֑ൽၚᆌഘࢪՎࣅڦᆌႠٯแă

ิኟ௬ई௬ڦᆖၚǄߛ႑܈ǅăܔփཞຏዖႜܠ

ԛटں൶ࢅԛटྔྷڦգᇱትሷโںں൶ǈᅜतళևण

 ڦDP3 ᆖၚᄓࡕǖሞ DP3 ߛ౪܈ೝူǈኲ

௬ओၭڦโںں൶ǈీܔഘࢪՎࣅፌ٤ෑă۫ళჱ

ࢇ࠼ڦፕᆩഽ܈ሺेǈแᆩ DP3 ࢫǈுᆶगၡ

ڦౄ༓ཱིڦںገՎ૧ᆩݛ๕ڦࢅ܈ಇٯแڦሺेǈ

 ܔDP3 ߌ௺ڦႠইگăܸǈDP3 ౪ิܔ܈ༀဣཥ৫ิ

ॽटںٷሺेኄၵں൶݀ิआሚޅڦ၃ࢅᆖၚඤټโں

ׂ૰ǄԈઔኲิĂ੫ኦᄾĂᄾݴĂཱིගთ࣍ǅ

ৣ࣍ڦă\6/9^

ࢅิඖ৫ิׂ૰
ǄԈઔฉຎݛ௬ࢅआሚࢅഄ߅ඡǅ
ׂิኟ௬ᆖၚڦీႠডگǈᅃӯీ௬ᆖၚăٗ

!!!!ߛ࿃ں൶ࢅߛิༀဣཥᆌഘࢪՎࣅڦऐࣷᆶ၌ǈ

ْܾڼೠࠚԒߢᅜઠڦჺ৯ኤํǈഘࢪՎࣅཚࡗ߳ዖཀ

ᅺྺኄิڦༀဣཥፌᅟڟඇ൰ഘࢪՎࣅڦᆖၚăܔ

ഘሚ࡞ࢅᆐᄢთ࣍ڦՎࣅܔኲׂิᆖၚǈᆖၚፌჹዘ

ᄸิጨᇸڦ႐࠶ᅜ๑ഘࢪՎࣅཱིܔዸටڦᆖၚٳ

ࢅ݀ิ้क़ፌራڦీ݀ิሞԛݛ෧ଠă\6/7/2/2ǈ ڟፌၭăႹߛܠ࿃ں܈൶༬՚ᅈડᇀᅃዖईณຕबዖጨ
6/7/4/2^

ᇸǈසఢĂ็ᆳĂმୡǈईᅜݞआྺኰᄽăঢ়षళܠᄣ
ࣅᅜሞጨᇸइڥႠĂ༬ۨࢅޜခڦঢ়षॏኵ݀ิ

!!!!ิںༀဣཥئ٪ڦ༐ଉຼࢭሞሺेăْܾڼೠࠚ

ٷՎࣅ้ইگኄዖՎࣅăሞႹߛܠඖڦᅃၵݛں

Ԓߢॽኄࡃᅺᇀٷഘዐ DP3 ౪܈ሺेĂഘ࿒ืߛࢅཱིග

༬ᆶڦዖǈᆯᇀ்ுᆶీ૰ၠ߸ߛ࡛Ӛദᅎǈኄၵ

โ߀ڦ܈Վǈኄၵᅺ၎ࢻፕᆩሺेኲิׂ૰ăፌৎ

ዖܔഘࢪՎࣅݥ٤ෑă\6/:^

ڦჺ৯ᄺኲิׂ૰ሺेǈڍሞٷགྷཉॲူิׂ૰
ሺेگ܈ޗڦᇀಪመᄓࡕǄዐڪ႑܈ǅ
ăᅺُǈ

!!!!ᇑْܾڼೠࠚԒߢ၎ݒǈඇ൰ఢׇჺ৯ǖ

ิںༀဣཥࠦ༐ଉڦሺेዷᄲཱིں૧ᆩࢅཱི࠶ں

୯ׂࢅںཱིڟ࠶ݛ௬ڦᆌႠٯแඇ൰ഘࢪՎ

ݛ๕Վࣅڦᆖၚǈഄْ ڟDP3 ౪܈ሺेࢅഘࢪՎࣅ

ీሺेඇ൰ఢࠃڦׇᆌǄዐڪ႑܈ǅăሞ൶ᇘࢅඇ

ڦᆖၚăᆯᇀฉຎܠዖᅺڦ၎ࢻፕᆩǈనዖิںༀ

൰܈ฉǈᆌٯแࢅྷݔڦዖૌॽዷᄲൽਦᇀఢࢅ

ဣཥीჄྺ༐ࣹ࣏փీඓۨǄ૩සǈԛटิںༀဣཥ

ݥఢׂڦॏ߭Ă༺پڦ၎ܔॏ߭Ă࠶ׯԨࢅर

ࢅโิںༀဣཥनᅜፕྺᇸᄺᅜፕྺࣹǅ
Ǆዐڪ႑

ຍăሞਏ༹ں൶ǈ෧ଠׂิࢅิڦ૰ڦՎࣅॽሀժ

܈ǅ
ă

ీ၌ᆌڦስ
Ǆߛ႑܈ǅăሞׇঢ়षཉॲူǈ
ཚࡗׂཱིࢅں࠶ǈܸݒᆌሞॏ߭ฉۙবᆌٯ

!!!!ഘࢪՎࣅీࣷইࢅ߅گӷ߅ں൶Ǆ૩ස֥ᇱĂ แă࠶෧ଠڦᆌٯแԈઔǖੁ݃ຶڦई൵ᇀຶྨڦຏ

߅ଠںĂଠںǅཱིගࡤଉࢅิׂ૰ăDP3 ౪ڦ܈ሺे

ఢĂዖኲ߸ᆌںړഘࢪڦႎዖĂዖኲገएᅺዖĂे

ᅜڸၩᅃևݴ฿ăܸǈࢅ߅ܠӷ߅ں൶ཞ้

ഽई३ณ࠶ăၩݯኁॽٗইگఢॏ߭ዐइᅮǈิׂኁ

࣏ܻܲڟ౷Ăઙబࢅഄट܋ഘࢪ๚ॲසआሚڦ

ీइᅮǈᄺీڟ฿ǈኄॽൽਦᇀ൶ᇘఢิׂڦ

ᆖၚăኄၵ๚ॲࢅ߅ඡೕ୲ڦՎࣅࣷڞዂิׂ૰ڦইگĂ Վࣅ൧तഄׂิڦ၎ᆌᆖၚă\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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ഘࢪՎࣅ!2001

ጹࢇԒߢ

!!!!ഘࢪՎࣅॽڞዂᇉૌݴքڦԛহǄԛӷ൰ǅࢅళহ

ऺࣄڦڪᆌႠٯแăᆐሰჄ݀ቛڦᇌᄽ࣏ᅈડ

Ǆళӷ൰ǅၠଇटں൶ദᅎǈࡦںټ൶ࢅૐᇘڦᇉዖิ

ᇀഘࢪ၎࠲ᅺܔᇌᄽڦᆖၚǈᅈડᇀܔվસუ૰ࢅิ

٪࣍ৣॽၩ฿ǈ࿒ᇘዐڦᇉዖิڦ٪࣍ৣॽકٷ

٪࣍ৣڪᅺڦၹཞፕᆩڦକă\7/4/5ǈ7/7/5^

Ǆߛ႑܈ǅăፕྺᅃૌဣཥǈాᇘဣཥܔഘࢪՎࣅ
ࢅഄუ૰٤ෑڦǈᅺྺഄྷݔၭǈժٷڟଉටૌ

!!!!ક࡛ٷᄝᄢኳᄽڦᆌٯแᅜևںݴցվસଉ

ऄ߅ڦۯඡǄߛ႑܈ǅ
ăፌ٤ෑڦևݴԈઔࢶգࢅࢋգ

ڦ३ณă2::1 ᅜઠǈ࡛ᄝׂᄽׂଉକᅃԠǈ2::8

ڦ३ณࢅၩ฿Ǆटߛ႑܈ǅ
Ăૐᇘڦᇉૌิ٪ںၩ

ഄׂଉᅙঢ়ڟׇฉᇉૌࢅԞૌׂጺଉ ڦ41&ă

฿Ǆटߛ႑܈ǅ
Ă௶ਨຕଉࢅྔઠᇉዖڦൔሺेǄߛ

ڍǈॽઠׂᄽׂิڦ૰ీࣷڟᅃۨڦ၌ǈᅺ

႑܈ǅĂణമڦකీेਗǈසᆐᄢࣅĂᆶݭ۾Ă

ྺ༵ࠃᇉĂᇉᆳࢅፕྺഄᇉૌ๋ڦᇉዖీᅟ

໗ᇐࢅጭྔ၍ޖพǄዐڪ႑܈ǅ
ă
\6/8^

ڟഘࢪՎࣅڦփ૧ᆖၚǈຕଉփ३ณǈසẮᇉĂލ࿂ᇉ
ڪă࡛ᄝ࿒ࢅߛื܈ᆶऐڦᆐᄢࣅڞዂමᄟ౪܈

４．４ 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

ইگǈྺᄸิࢅຽᄢᇉૌदթدڦխᅜतᄂ࡛࡛ሩڦԖ
݀ظሰକཉॲăᅺׂᄽ݀ڦቛܸᆅ݀ڦᄂ࡛ں൶ක

!!!!ඇ൰ഘࢪՎࣅॽڞዂ࡛ᄝ௬࿒ߛื܈Ă
࡛ೝ௬ฉ

ࢅิৣ೦࣋ǈᄺీࣷ၌࡛ᄝᄸิۯئଉڦሺेࢅ

ืĂ࡛գޮ߃३ณࢅ࡛ჸ܈Ă࡛ષࢅ࡛ᄝ࣍ୁ݀ิՎ

ิ٪ă\7/4/6^

ࣅǈኄၵՎࣅᆶڦᅙঢ়݀ิăᇨऺ࡛ᄝՎࣅܔඇ൰ഘࢪ
ࢅৎᄂ࡛ں൶ഘࢪۼਏᆶዘᄲݒڦઍፕᆩǄ֖९ UBS

!!!!Ⴙܠᄂ࡛ں൶ኟሞሦחڟမߛĂ࡛ӂټൔ์े

XHJǅăཞ้ǈᄺీ࡛ܔᄝิิׂԈઔᇌᄽิׂ

ਗĂ࡛࠺ڛൔ์ڏጨᇸڪփ૧ᆖၚăໜጣഘࢪՎࣅ

ׂิศᇺڦᆖၚă૩සǈ࡛ᄝ࣍ୁڦՎࣅࢅ࡛ؽڦ

ࢅ࡛ೝ௬ڦฉืǈኄၵᆖၚ࣏ࣷᅃօेਗă࡛ೝ௬ฉ

ंࢇፕᆩॽᆖၚ༹ዐิݴڦݴׯքࢅ࡛ܔDP3ڦ

ืܔఫၵ෪ዊࢅ෭࡛ڦӂࢅ࡛ڮĂ࡛ӂ෭൮ࢅโ࣍ں

ဌၳ୲ǈ
࡛ฉᆥܔᄂ࡛ᇌᄽࢅᄂ࡛ഘࢪۼᆶዘٷᆖ

ৣڦෟ฿ĂႹܠዐ࿃࡛گ܈ծں൶࠺߄ڦᆖၚᆮྺჹዘă

ၚă\7/4^

ᄂ࡛ิׂ૰ߛิڦༀဣཥĂᄂ࡛ਃ௷൶ᅜत࡛ڜጒॽ
ीჄ௬ଣᅃၵუ૰ǈᇨऺኄၵუ૰ਏᆶݥփ૧ڦᆖၚǈ

!!!!සࡕࢅܻܲ౷၄ၡᆶ࠲ڦሺ࿒๚ॲ݀ิڦೕ܈ሺ

ժీሞగၵ൧ူྺׯሚవႠڦᆖၚă\7/5^

ेǈ࡛ᄝޝᆴิࢅᇉૌᆽ௭ຕଉీ३ณǈժܔᇉĂ࡛
ᄝրළۯĂౕ࡛ࢅ࡛ᄝิܠᄣႠᆶփ૧ᆖၚǄߛ

!!!!گ࿃܈ඤޭࢅټඤ࡛ټӂ၍ں൶ǈ༬՚ఫၵට੨

႑܈ǅăْܾڼೠࠚԒߢᅜઠǈᅙঢ়ණ๎أڟFOTP)ܻܲ

უ૰༬՚ںڦٷ൶ǈᅟഘࢪՎࣅڦᆖၚăኄၵᆖၚࣷ

౷ࢅళݛ༢ڦ*ۯՎࣅኮྔǈܠ࿘ۨڦഘࢪ .. ࡛ᄝ

ेਗ၄٪ڦႹܠ࿚༶ă૩සǈሞగၵෙঙዞں൶ǈࡗଉ؏

ጒༀٗᅃዖጒༀገՎྺଷྔᅃዖጒༀǈᇉඖڦຕଉࣷۼ

ൽူںĂٷଉপୁࢋᆩᇀ࠺߄ڪටૌऄڞۯዂں௬

ڟኄዖհڦۯᆖၚă၄ሞሁઠሁڦܠටණྺᇉඖຕଉ

ူקă࡛ೝ௬ฉืॽेჷு࡛گծں൶Ăेူں

ڦհۯփৈᆯᇀᇉඖຕଉࡗܠईഄዖඖᅺሰڦׯǈ ڦჸॢࣅᅜतሺे࡛ܔӂڦټൔ์ڪڪăჱዞᅃၵডٷ
ᄺิܔዐഘࢪՎࣅڦᅃዖݒᆌăཞᄣںǈ࡛ᄝր

ڦෙঙዞں൶ࢅᅃၵၭࡔڜణമԲๆᅜമ߸٤ෑăሞ

ළۯࢅౕ࡛ิڦ٪ᄺڟाक़ࢅ࡛ᄝࢅٷഘڦ

࿄ઠǈኄዖ٤ෑႠॽीჄሺेǈኄၵں൶ޅڦ၃༬՚ٷă

ᅃၵ༬ႠࢅࡗײՎࣅڦᆖၚǈ༬՚ሞߛ࿃ں܈൶ǈኄ

\7/5/4ǈ7/6/4^

ዖհࢅۯᆖၚ߸ٷă
\7/4/5^
!!!!࠶৽ഘࢪՎࣅߛܔ࿃ں൶Ǆटںǅڦᄂ࡛ڦټں
!!!!ሞഘࢪ࡛ᄝဣཥܔᇌᄽ࠶ڦፕᆩݛ௬ᆶକᅃօ

߳ዖᆖၚჺ৯ณǈڍኄၵݛںᄺీڟഘࢪՎࣅڦ

ڦණ๎ǈܸٗᅜ֑ൽ၎ᆌڦᆌٯแǈኄၵᆌٯแ

ᆖၚăأକᅜჼ็ྺዷईޝ၄࡛ڦӂᅜྔǈ࡛ೝ௬

एᇀথڦվસԲ૩ࢅᇉຕଉް࣬ڦăܔᇑഘࢪᆶ

ڦฉืĂ߸ਗଜ࡛ڦષĂ࡛௬գ߃ڦ३ณĂں௬࿒ืڦ܈

࠲ڦᅺᆅഐᇉඖݴք൧ڦՎࣅᆶକᅃօڦණ๎ǈ ߛٝᆦ৳۳ཱིබࣅࢅں௬գ௬३ณǈॽሰׯᄂ࡛ں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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ࡕǖႹॆࡔܠᇌᄽڦჄႠॽᆶડᇀሺेມՉ

ཱིں௬ओ३ณǈኄၵᆖၚڦጹࢇፕᆩܔਃ௷ࢅएإยแ

ईܠՉվસၹᅱڦଳऄႠĂࢇࡔाᇉඖຕଉೠॏࢅ࠶

ׂิჹዘᆖၚǈ࣏ࣷᆅഐ࡛ӂཽڦټඐă
\7/5/7^

IPCC ڼෙْೠࠚԒߢ

ᆖၚĂᆌႠࢅ٤ෑႠ

!!!!࡛ೝ௬ฉืĂ࡛௬࿒ߛื܈Ă࡛௬ޅԓຕଉࢅೕ୲

߾ܾڼፕፇरຍቌᄲ

ᆖၚڦ൧ࢅ܈ײփཞăࡕవܔժுᆶܠ૩ྔ

ڦඪࢆՎࣅࣷۼᆖၚڟᄂ࡛ิༀဣཥǈස෴ࢯঊĂӁঊĂ ڦഘࢪईഘࢪՎࣅڦዘᄲႠߴᅃ߲߁ઔۨڦஃǈڍ
ჸትĂࢤຏଠĂჷுڦิኲڪă࡛ೝ௬ฉืࢤܔຏଠ

ᅜߵ߳ںഘࢪᆖၚݛڦ๕Ăںᇘࢅྷݔഄᅃၵీਏ

ࢅჸትڦᆖၚ܈ײൽਦᇀ࡛ೝ௬ؽฉืࢅ܈ჷு

༹୯ڦڟᅺतഄᆌీ૰Ǆ֎Ăೝ௷ঞᇣĂर

ں௬ओܠڦณǈ
ᅜཚࡗਸ࡛݀ӂټઠ३ൟኄዖᆖၚăໜ

ຍࢅऐࠓీ૰ǅ
ǈံઠܔටਃႜݴૌǈᅜᆶዺᇀ߳

ጣ࡛ೝ௬ืߛǈ෴ࢯঊీ࣏ీڥᅜԍ٪ǈڍᆯᇀڟ

ዖᆖၚᅺኮक़ֶڦᅴă\8/3^

࡛ڦӣፕᆩĂጭྔ၍ڦᆖၚĂකᅜतഄݛ௬ڦ
ᆖၚǈ෴ࢯঊཽࣷࣅăࡗඁ 31 ǈ෴ࢯঊӣࣅፕᆩᇑब

!!!!ഘࢪՎࣅܔටਃڦᆖၚዷᄲཚࡗᅜူෙዖݛ๕ኮᅃ;

ዖᅺᆶ࠲ǈԈઔ࡛ᄝ࿒ߛื܈ă࿄ઠ࡛௬࿒܈ᅃօ
ืߛǈܔ෴ࢯঊڦᆖၚࣷᅃօेਗǈ࣏ॽڞዂ࡛ᄝद

2ǅ!ഘࢪՎࣅ߀Վକิׂ૰Ǆස౫ᄽࢅᇌᄽǅई߀Վକ

թ݀ิೕ୲ሺेǄߛ႑܈ǅăDP3 ౪ڦ܈ሺेࣷᆖၚ࡛

!!!ܔׇగዖฆࢅޜခڦႴ൱ǄԈઔԨںਃ௷Ⴔ൱߀ڦ

ࣅბፇڦׯՎࣅǈኄၵՎࣅܔ෴ࢯঊ݀ڦᇣᇑॳᆶ

!!!Վࢅྔઠᆴਜ਼Ⴔ൱߀ڦՎǅǈᆖၚକኧටਃཉॲڦ

փ૧ᆖၚǈ
ᄺܔᄂ࡛ᇌᄽࢅ૧ᆩ෴ࢯঊጨᇸᆶփ૧ᆖၚă !!!ঢ়षևோăᆖၚ܈ײևݴൽਦᇀਃዿ൶౫٩࣏
\7/5/5ǈ7/5/6^

!!!౫٩ă౫٩ᅃӯᅈડᅃዖईଇዖएᇀጨᇸڦႜᄽǈ
!!!ᅃӯǄڍփጺǅᅈડܠዖስڦጨᇸăཞ้ǈ

\8/2^
!!!!ణമณਸቛܔഘࢪՎࣅᆅഐ࡛ڦષߛݛࢅ܈ၠĂ !!!ᆖၚ࣏܈ײڦᅈડᇀටਃڦᆌీ૰ă
࡛ષࢅޅԓڦחയሞՎࣅڦჺ৯ăᇨऺኄၵՎࣅܔᄂ࡛

3ǅ
!ഘࢪՎࣅᄺႹথᆖၚକਃዿڦںएإยแǄԈઔీ

ڦጲࢅටૌဣཥࣷۼሰׯჹዘڦᆖၚǈᅺྺኄၵՎࣅ

!!!ᇸሏࢅݴದဣཥǅ
ĂॺዾĂޜခยแǄԈઔሏ

ॽᅃօሺे࡛ೝ௬ืߛڦփ૧ᆖၚă

!!!ဣཥǅࢅ༬ۨႜᄽǄස౫ᆩ߾ᄽĂ୫ᆴᄽࢅॺዾᄽǅă
!!!૩සǈෙঙዞں൶ॺڦዾࢅएإยแᄺႹࣷڟᄂ

!!!!૧ᆩ:1پራႚܔ݆ݛڦׯփཞ࡛ڦӂૌ႙ڦ٤

!!!࡛ࢅࢋݘરڦᆖၚǗీᇸႴ൱ࣷໜጣૐĂൽ

ෑႠႜକጹຎăኄၵჺ৯ࢅᅜࢫڦჺ৯ኤǈփཞࡔ

!!!Ⴔ൱߀ڦՎܸ߀ՎǗᄂ࡛ࢅ൶ڦ୫ᆴᄺႹࣷڟ

ॆĂփཞں൶٤ෑႠ٪ሞ้क़ᇑक़ฉֶڦᅴăሏᆩཚ

!!!लবഘ࿒ՎࣅĂইलবఇ๕Վࣅࢅ࡛ೝ௬ฉืڦᆖ

ᆩ݆ݛڦǈඓۨକෙዖᄂ࡛ᆌǖनԍࢺĂᆌĂࢅ

!!!ၚă࠶ᆶᅃۨڦঢ়षࡀఇࢅీԍኤଆࡻڦए

ཽՆăْܾٗڼೠࠚԒߢᅜઠǈܔᄂ࡛ں൶ڦᆌٯแ

!!!إยแࢅޜခཉॲǈ
ڍഄට੨ࢅ܈एإยแᄺᅪ࿆

ႜକᅃۨڦႪኟǈᅜമዘۅഽۙᆘॲԍࢺǄස࡛ݞ഻Ă !!!ጣডڦܠට੨ࢅডڦܠጨূॽ௬ଣޅ၃ăጹࢇ୯ኄ
ࠣࠏǅǈ၄ሞ߸ڦܠഽۙႠԍࢺٯแǄन࡛༆࠶ǅ
Ă !!!ၵᅺᇑഄᇨٯݞแॽटںٷইޅگ၃܈ײă
ᆶऺࣄཽڦՆᅜतٝิࢅมࣷঢ়षް࣬ڦǈԈ

!!!ܸǈሞݥዞĂჱዞĂઙۡெዞࢅेુԲ࡛ڦডٷ

ઔ૧ᆩࢡીԍ၃ݴ༃֎ׂޅ၃ă\7/7/2ǈ7/7/3^

!!!ᅜतডၭڦਃዿںǄԈઔၕ٩ࢅၭኔǅ
ǈ
ᄲၙইگኄ
!!!ዖޅ၃ሶ௬ଣጣඍ݄֎૰Ăአዎ૰ଉԋෑࢅऐࠓీ૰

!!!!ܔᄂ࡛࡛ࢅټںᄝิༀဣཥႜጹࢇೠॏǈ߸ࡻں

!!!ֶڦઓవă\8/2^

କ்ᇑටૌऄܠࢅۯഘࢪՎ୲ኮक़ڦ၎ࢻፕᆩǈ 4*!ट܋ཀഘ๚ॲĂॳጒ߀ڦՎईദᅎీথᆖ
ॽᆶዺᇀԨں൶Ⴤ݀ቛࢅ࠶ăසࡕሞۨᆌٯ

!!!ၚටඖăट܋ཀഘ๚ॲీڞዂຶྨĂᅪྔฅࢅद

แዐጹࢇں୯ഄں൶ڦአ֧൧ǈසইگሚ࡞ऺڦ

!!!թă૩සǖૐၾ೨३ณǈට்ॳڦጒᅜ߀ڟڥ

ࣄࢅཱིں૧ᆩࡀࣄڪǈఫᄂ࡛࡛ࢅټںᄝิༀဣཥ࠶

!!!ǈඤၾ೨ࢅदթڦሺܠǈට்ॳڦጒࣷڟփ

ڦᆌٯแ৽ࣷ߸ᆶၳă

!!!૧ᆖၚăഘࢪՎࣅڞዂڦට੨ദᅎᅜᆖၚਃዿڦں
!!!ට੨ຕଉࢅ༬ۅǈࡗݒઠᄺࣷᆖၚܔڟޜခڦ

４．５ 人居、能源和工业

!!!Ⴔ൱ăට੨ڦܠǄසට੨ຕଉࡗג211ྤǅĂዐڪ
!!!ࢅၭ٪ሞڦ࿚༶ሞగዖ܈ײฉփཞڦă

!!!!ഘࢪՎࣅܔටਃڦᆖၚᅃዖጹࢇڦᆖၚǈፌ؛

!!!ٷ౫٩ĂডၭਃዿࢅںՉহں൶ᅎ௷ڦణڦ

၄ྺᇑටਃᆶ࠲ڦഄᅺ݀ิ߀Վǈሞփཞں൶Ăփ

!!!ںăڍට੨णں൶ॆࡔܔጲጨᇸڦႴ൱ଉᄺড

ཞںᇘྷݔĂփཞঢ়षཉॲᅜतփཞڦአዎࢅऐࠓీ૰

!!!ܠăᅺُǈডၭڦਃዿںీሞഘࢪՎࣅူ߸٤ෑ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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ዐڦຕᆯፕኁߵ֖࿔၅ዐڦথ࠵֪ࢅ֖ഄڦݛںᆖၚඓۨڦ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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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类型，程度排序

ࢡĂࣂೢ

影响类型

bǈc

表 ＴＳ－ ３：ഘࢪՎࣅܔටਃڦᆖၚǈӀᆖၚૌ႙ࢅਃዿૌ႙ݴૌǄᆖၚऐǅ

ഘࢪՎࣅ!2001
ጹࢇԒߢ

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रຍቌᄲ

!!!ሞ݀ቛዐࡔॆǈٷዐዜྷփࡀڦݔਃዿں࠲

ၵں൶ǈԓޅĂጨᇸ܌ඍĂआሚڪᄺᆶዐڦ܈ײڪᆖ

!!!ጀǈᅺྺ்ణമ௬ଣැ߅ॳᇑ࣍ৣሚవăܸഘࢪ

ၚăᆦ৳۳ཱིබࣅĂඤڜၳᆌܔᅃၵں൶ీሰׯᅃۨڦ

!!!Վॽेਗኄዖሚవǈཞ்้ీ૧ᆩڦጨᇸᄺᆶ

ᆖၚǈٗڍඇਆઠຫܔਃዿ൶ڦᆖၚ܈ײডၭǈሞᆌٯ

!!!၌ă
\8/2^

แฉณߴᇎ୯ă\8/3ǈ8/4^

!!!UT.4ഘࢪՎࣅࢅටਃ၎ࢻ࠲ဣዐഘࢪᆅഐ࣍ڦ

!!!!ᇨऺඇ൰ഘ࿒ืߛڞዂૐీࡼሺेܸൽᆩీ३

ৣՎࣅڦबዖૌ႙ăዐଚକෙዖ९ڦටਃૌ႙ǈ

ณăඤષሺेॽሺेૐᆩీǈܸࡦחೕ୲ڦ३ณሶইگ

ᅃዖۼएᇀෙዖփཞڦഘࢪᆖၚටਃऐዐڦᅃዖăഘ

ൽᆩీăփཞں൶ࢅփཞڦഘࢪ൧ৠူǈഘࢪՎࣅీܔ

ࢪՎࣅཚࡗኄၵऐᆖၚਃዿཉॲǈኄዖᆖၚᇑፕᆩऐ

ᇸၩڦݯᆖၚփཞڦăਃĂీᇸဣཥĂ߾ᄽڪᆌഘ

ᆶ࠲ăᅺُǈܔᅃ߲༬ۨڦਃዿ൶ǈᆯᇀഘࢪՎࣅᆖၚ

ࢪݛ௬ǈ๑ยऺࢅॺሰتᇀ߸ჹዘڦཀഘ๚ॲڦਃዿں

ዚ
ጨᇸएإǄස౫ᄽิׂׂଉ༵ߛǅǈሶׂิኟ௬ڦᆖၚǈ ࢅසࢆ؊ݴ૧ᆩഘࢪՎࣅڦᆶ૧ݛ௬༵ă૩සǈ
ईഘࢪՎࣅᆖၚएإยแǄසࢡڦঢ়ิ݀ሰׯᅃۨ

ዜኪǈدڦྪۉဣཥ৽ࣷڟट܋๚ॲසඤټഘĂ

ڦ࡞ǈۉ૰ဣཥࢁࡗዘڪǅǈׂܸิ௬ڦᆖၚăփ

ୄਝࢅޅգԌڦڪᆖၚăසࡕᅃ߲ں൶ሞփႴᄲڦܠ

ཞڦਃዿ൶ᆖၚ܈ײڦీփཞǄ૩ස࡛ೝ௬ฉืܔ

एإยแཨጨڦཉॲူǈਃዿ൶৽ీՆ௨࣍ৣሚవࢅܔ

ాں൶ڦਃዿཉॲுᆶথڦᆖၚǅ
ǈᆖၚ܈ײᆯߛڟ

்ॳڦᆖၚǈݒᆙକڦںړᆌీ૰ăഘࢪՎᅪ࿆

گಇႾăణമܔටਃᆖၚೠॏڦჺ৯ܠٷएᇀ DP3 Ԡሺ

ጣںړਃ௷փৈᄲᆌഘ࿒ߛืڦǈܸ࣏ᄲ൱ᆌഄ

ڦഘࢪ൧ৠǈईኁएᇀణമཀഘ๚ॲǄૌԲǅǈ࣏ுᆶ

ৣ࣍ڦՎࣅăጆॆᅃዂණྺǖසࡕᅃ߲ں൶ுᆶ

एᇀ JQDD ॷڦഘࢪఇ႙ႜჺ৯ă\8/2^

ࡻڦएᇀڦںړĂᆶዺᇀइॆࡔڥጨᇸڦरຍĂऐࠓీ૰
ࢅአዎኧǈఫኄ߲ں൶৽փీڦࠀׯᆌ࣍ৣՎࣅă

!!!!ഘࢪՎࣅᅜዘ໒ᅃ߲ں൶ڦਆև࣍ৣǈසሰׯᅃ

\8/3ǈ8/4ǈ8/5ǈ8/6^

ۨں൶ܠࡗݴईઅඍǈ
ᆶ้ཞᅃں൶लবՎࣅփཞă

ഘࢪՎࣅࢫയሞڦፌ࠽ݘĂፌჹዘڦᆖၚᆯᇀইഽ

!!!!֑ᆩڦᆌٯแԈઔǖਃዿ൶तഄएإยแࡀࣄ

ڦ܈ሺेࢅ࡛ೝ௬ฉืܸڞዂࢡڦĂࣂೢĂౄ็ୁĂდ

ࢅ߾ᄽยแࢇڦքਆăٗᇺઠ୯ۨአ֧ᅜইگ

Ԫڦᆖၚă၄ሞሁઠሁڦܠჺ৯ǖबࢭᅃ߲ഘࢪ

ఫၵణമ݀ิऐ୲ၭǄڍኟሞሺेǅ
ǈڍᆖၚٷ܈ײ

߳ڦټዖਃዿں൶ۼీڟഘࢪՎࣅڦᆖၚǄඓۨǈ ڍǄీሺेǅڦ๚ॲڦփ૧ᆖၚăႹدܠཥံࢅڦڦर
փྜඇǅ
Ǘᄂ࡛ࢅᄂࢋڦਃ௷ీፌᅟڟഘࢪՎࣅڦᆖ

ຍᆶዺᇀ߸ࡻںႜ࣍ৣ࠶ࢅऺࣄǈԈઔ૧ᆩׇऐ

ၚǗں൶ሞԓᇐ้ࣷ݀ܠ၄ࢡી࡞ླڦǈᅺྺኄ

ઠۙবක੦Ă
Ⴔ൱࠶ࢅ३ณݭചĂंࢇ૧ᆩݴ

ၵں൶ඍ݄ᇨݞჹዘᆖၚڦಇยแĂඍ݄ܔࠃᆌࢅ

൶ࢅཚࡀࣄǄۨڦړཉࠞഏጲႜࢅכօ

ݭച࠶ဣཥتڦీ૰ࢅްሗڦยऺǄԈઔدཥڦ

ႜǅ
ăཞ้ǈᆌٯแዐ࣏Ԉઔ࣍ৣᆖၚೠॏĂీ૰ჺ৯Ă

ᆘॲࢅ߸ံڦဣཥยऺǅ
ă
ଷᅃ߲ᆖၚፌჹዘڦඤټ

࣍ৣऺࣄĂ࣍ৣอࢃĂࡔॆ࣍ৣጒԒߢڪăႹܠ

ഘǄᪿޅईޅǅǈሞඤںټ൶ǈඤټഘഽ܈ీሺ

ᅙঢ়ጹࢇ૧ᆩኄၵٯแۨĐݛں32๘ुᅱײđă

ेăඤټഘᇑԓᇐĂᪿޅᅜतᄂ࡛ں൶ޅڦԓࠌڪח

Ⴙ ݛںܠ32 ๘ुᅱܔۼײᅃဣଚ࿚༶༵၎ᆌٯ

ཞፕᆩǈీాܔሰׯ೦࣋Ⴀሚవă்ሞںᇘฉփ

แǈኄၵ࿚༶ᇑ࿄ઠڦഘࢪՎࣅᆶൎ࠲ဣă\8/3ǈ8/6^

ၟࢡࢅౄ็ୁఫᄣՓăඇ൰ᆶຕᅢට੨ڦਃዿں
ࢡڟླڦၾă૩සǈ
ࠚऺǈ
ሞዐ܈ഘࢪ൧ৠူǈ
3191

４．６ 保险及其他金融服务机构

࡛ೝॽฉื51ǈඇ൰ޅԓחᆖၚڦටຕ
ॽሺेबԠǄٗ 8611 ྤ ڟ3 ᅢǈᇑᆌٯแᆶ࠲ǅ
ă࡛ೝ

!!!!ূබޜခևோǈٗ࠽ᅭઠᅜࠌࠅྺݴऐࠓࢅຳ

௬ฉืሰڦׯᄂ࡛एإยแڦ฿ሞᅃၵࡔॆ৽ٳຕ

ᆐऐࠓǈ்ᅜ༵ࠃԍ၃Ă३ሚĂূබĂ֎ׂ࠶ޜڪ

ӥᅢெᇮǈසүतĂհનĂሁళă UT.4ዐଚକසඤ

ခǈᆯᇀևோܔഘࢪՎࣅݒᆌ௺ߌǈཞ้ڦጹࢇፕᆩ

ષĂࡦټڪחઠڦᆖၚǈኄၵܔጨᇸጒǄස౫ᄽǅĂට

ࣷܔഄևோׂิᆖၚǈᅺُূබޜခևோྺׯ๖ഘ

ૌॳĂ༵ࠃૐీڦᇸႴ൱ڦᆖၚీڦٷǈᄺ

ࢪՎࣅܔมࣷঢ়षയሞᆖၚڦᅃ߲༬ۨኸՔăُևோ

Ԉઔକڦৣ࣍ܔᆖၚǈසইگഘࢅ༹ڦዊଉăሞᅃ

ᆌႠڦዷᄲႜྺऐࠓǄԲසኧۨॺዾࡀሶǈሞ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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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रຍቌᄲ

表 ＴＳ－ ４：ट܋ഘࢪ၄ၡतഄܔԍ၃ᄽڦᆖၚǖ࠵֪ڦڟՎࣅᅜत 32๘ुڦᇨՎࣅǄ4.21ࢫǗଷ९9.2ǅ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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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的事件
ీႠ

敏感部门 ／ 活

敏感的保险

动

方面

类型

ट܋࿒܈
b

बࢭሞᆶں
ں൶ǈፌߛഘ࿒
ืߛǈᄁඤཀഘ
c
ࢅඤષሺे

ీ Ǆևݴ
ں൶ڦඤષ
Վࣅ൵ް
ሗǅ

ሞबࢭඇևڦ
ںں൶ǈፌگ࿒
ߛื܈ǈૐཀĂ
ຠĂࡦୁۼ३
c
ณ

ీ Ǆሞ ీ
ڼᅃ߾ፕፇ
ڦԒߢዐு
ᆶ୯ࡦୁǅ

b

ీ

b

b

ඤષ

නĂዜፌߛኵ

ۉ૰ڦ੍ႠĂ ටĂॳǈ֎
ׂĂฆခዐ
ටਃ

ඤષĂ߅

ሆĂलፌߛኵ

ଠ ᄽ Ǆ ຏ ఢ ॳ ࿐ิǈ౫ፕǈ
ǅ
ǈጲጨᇸǈ ฆခዐ
౫ᄽǈጨᇸǈ
ۉ૰ࠃᆌࢅ
੍Ⴀǈ߾ᄽǈ࿐
ิǈ୫ᆴڪ

ຠ۳ǈჹࡦ

නĂሆፌگኵ

౫ ᄽ ǈ ీ ᇸ Ⴔ ࿐ิǈ౫ፕǈ֎
൱ǈ࿐ิǈཚǈ ׂǈฆခዐǈ
ටਃ
ཚ

ԓࢡ

้Ăනፌߛኵ

ටਃยแ

ट܋ই
ഽই๚ॲሺे

Ⴙܠԛӷ൰
ዐߛ࿃ں൶
b
ۼᆶీ

Ⴙںܠ൶
b
ీ

֎ׂǈࢡǈ
ཚǈฆခዐǈ
ॳǈ࿐ิ

ࢡǈಟǈ ዜĂሆፌߛኵ
ౄ็ୁ

౫ᄽǈଠᄽǈ ֎ׂǈࢡǈፕ
ཚǈዊǈටਃǈ ǈׂ࡛ǈฆခ
୫ᆴ
ዐ

ဲल߅ᅜतࢅ
ሚ၎࠲ޅڦ၃
ሺे

ณຕں൶ᆶ
b
ీ

ܠٷຕዐ࿃
ా܈ں൶
b
ᆶీ Ǆഄ
ں൶ڦᇨ
֪ඍ݄ᅃዂ
Ⴀǅ

ဲल߅ǈ ںሆĂलፌگኵ
௬ူקǈጲ
आሚ

ଠᄽǄຏఢ ॳڦፕǈ֎ׂǈ࿐
ǅ
ǈጲጨᇸǈ ิ
౫ᄽǈጨᇸǈ
ీࠃᆌǈටਃ

ዐ࿃ޅ܈ԓഽ܈
d
ሺे

ሞԛӷ൰ሺ
ेࢅళӷ൰
ইگǈዐڪ
b
ీႠ

ణമڦఇ႙
ཥᅃஃ

დԓĂգԓĂ ้Ăዜ
დԪ

ଠᄽǈ౫ᄽǈీ ֎ׂǈፕǈ
ᇸ  ݴದ ࢅ  ੍ ཚǈࡵǈ
ิంǈ
ࠃߴǈටਃǈຶ ॳ
ྨ୲ǈ୫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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ጹࢇԒߢ

ǄჄǅ
表 ＴＳ－ ４：

极端气候现象
的变化

观测的变化

预测的变化

ీ

相应时间尺度

相关的事件

ీႠ

ሞႹںܠ൶ࢅܲ ுᆶඓۨႠ
ܻ౷၎࠲ ߅ڦஃ
ࢅࢡሚഽ܈ሺ
ेǄଷ९߅ࢅ
ट܋ই๚ॲǅ

和保险部门

敏感部门 ／ 活

敏感的保险

动

方面

౫ᄽǈ֎ׂ

֎ׂǈፕǈ
ཚǈࡵ

类型

b

գԌ

้

߅ࢅࢡሚ

߳ዖ

ዐ࿃ޅ܈ԓ

้Ăන

ଠᄽǈۉ૰ݴದ ֎ׂǈཚǈࡵ
ࢅ੍Ⴀǈටਃ ǈࡵ࡛ǈฆခ
ዐǈิం

ୄਝޅ

้

ଠᄽǈۉ૰ݴದ ֎ׂǈཚǈࡵ
ࢅ੍Ⴀǈටਃ ǈࡵ࡛ǈฆခ
ዐ

ଠᄽǄຏఢॳ
ǅ
Ǘጲጨᇸǈ
౫ᄽǈጨᇸǈ
Ǆǅీࠃߴǈට
ਃ

֎ׂǈࢡǈ
ཚǈፕǈ
ࡵ࡛ǈ
ฆ ခ ዐ  ǈิ
ంǈॳ

टޅ܋૰
ዐ࿃܈൶ޅԓഽ
c
܈ሺे

ඤټഘڦፌߛ
ޅ૰ሺഽǈೝ
ࢅट܋ইഽ܈
d
ሺٷ

ுᆶਏຫޜ
૰ڦՎࣅग
ၡ

ణമڦఇ႙
ཥᅃஃ

ሞᆶ၌ݴڦ
ဆጨଙዐ࿄
࠵֪ڟट܋
ޅ૰Ǘই
ጨଙփඇ

ᅃၵں൶
b
ీ

ඤޅټԓǈԈ ้Ăዜ
ઔഘǈᪿޅ
ࢅޅ

ܔᇀডߛ࿒܈ǈ ֖ᅜฉ၎
ඤࢅټዐ࿃࠲ ں܈ཉణ
൶ޅڦԓሺे֖
ᅜฉཉణ

֖ᅜฉ၎
࠲ཉణ

ۉ

ඤټഘǈჱዞ
ဲललޅǈዐ࿃
ޅ܈ԓഽ܈ሺे
֖९ᅜฉཉణ

֖ᅜฉ၎
࠲ཉణ

֖ᅜฉ၎
࠲ཉణ

ષחǄӵໜഽ ደන
کޅǅ࡛ӂ
ჷு

ჱዞဲललޅႠ
ইڦՎ୲ሺे

ڼᅃ߾ፕፇ
ுᆶ୯

ీ

ଠᄽǈۉ૰ݴದ ֎ׂǈཚǈࡵ
ࢅ  ੍ Ⴀ ǈ ට ǈࡵ࡛ǈฆခ
ਃǈ౫ᄽ
ዐǈิం

ഄट܋๚ॲ

b/!

b

ࢡሚ࡞

न้

लবႠ

 ۉ૰  ݴ ڦք ࢅ ิంǈ֎ׂǈ
੍ႠĂටਃĂ ཚǈࡵǈ
ࡵ࡛ǈ
ጲआሚ
ฆᄽዐ

࡛ ӂ  ں൶  ڦए ิంǈࡵ࡛ǈ֎
 إย แ ǈ ߾ ౫ ׂǈፕ
ᄽǈ୫ᆴ

౫ᄽǈටਃ

ڼᅃ߾ፕፇᆩీႠ๖ܔ႑ڦ܈ಒǖీǄ:1.::& ब୲ǅ
ǗీǄ77.:1& ब୲ǅăසጆோኸǈᆶ࠲ഘࢪ၄ၡڦ႑တ

!!ൽጲڼᅃ߾ፕፇਦ֧ኁቌᄲăፑՉෙતߴକీႠǈኄၵీႠ๖࠵֪ࢅڦڟᇨऺڦट܋๚ॲڦՎࣅă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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ፕǈ֎ׂǈॳ
ǈิం

႑တൽጲڼᅃ߾ፕፇरຍቌᄲ G/6বă

ඤټഘ݀ิ൶ᇘݴքՎࣅీڦǈڍช࿄ඓۨă

IPCC ڼෙْೠࠚԒߢ

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रຍቌᄲ

!!!!ኝ߲ূබޜခऐࠓਏᆶᆌܔ࿄ઠഘࢪՎࣅᆖၚీڦ

!!!!සࡕཀഘሚ࡞ޅ၃ڥփڟԍቱǈईԍ၃ߛࡗݯǈई

૰ǈ࠶૦๏ጨଙǈᅃၵ୲߁گĂᆖၚ૰ڦٷ๚ॲई

ԍ၃ई֎አీ૰၌ǈࠅೝࢅ݀ቛ၌৽ࣷ၂ઠăኄ

ں߲ܠ࿋ዃ၎ৎڦ๚ॲܔևূݴබऐࠓᄺׂࣷิᆖၚǈ ᄣǈփඓۨႠڦሺेᆼ၌କ݀ቛă၎ݒǈሺेԍ၃ํڦ
ᆮഄᆌీ૰ᄺཞ้ԥݥഘࢪᅺ३ෑࢪ้ڦǄ૩ස

แ૰܈ई০Ăሺഽሚ࡞ݞڦԢࢅ࣬ްీ૰ǈॽ༵ࣷߛ݀

ၢཉڦৣׇ࣍ǈ๑ԍ၃ᄽዷڅڦԍ֎ׂࢅഄࠦۨጨ

ቛዐࡔॆᆌഘࢪՎࣅీڦ૰ă࠽ݘᆅྲ࠵බጨ༹

ׂ݀ิՋኵǅă
ణമᅙඓණഘࢪՎࣅᅜतᇑഘࢪᆶ࠲๚ॲ

त݀ቛබጨޜခǈᄺႹ༵ߛ݀ቛዐࡔॆᆌీ૰ڦᆶ

ڦՎࣅࣷۼሺेޅ၃ೠࠚڦփඓۨႠǈܸᆖၚڟԍ၃

ၳऐă\9/4^

ڦׇፕᆩăኄᄣ݀ڦቛ൵ॽ๑ԍ၃ݯᆩሺेࢅ 0 ई
ሰॽׯևޅݴ၃ࣄݥྺݴԍ၃ၜణǈܸٗ๑ᅃၵၜణ

!!!!ূܔබޜခऐࠓڦኄၵೠࠚ༵କႴᄲ߀ڦଶ

݆ฉԍ၃ăኄᄣ৽ሺेକአުኧڦԍቱࢅ३ሚ༹ဣڦ

ᇘǈᄺْܾڼܔᆖၚೠࠚԒߢڦஃፕକඓණࢅ݀ቛă

უ૰ǈॽ๑ణമሞᅃၵں൶ᅙঢ়ውࢫڦԍ၃༹ဣ߸ेԋ

ೠࠚԒߢܔᅃၵႴᄲକڦଶᇘႜକጣዘ׃ຎǈᆮഄ

ෑई݀ቛڟ၌Ǆ૩සǈሞڦܮূٷತฉሺे੩३

Ⴔᄲศݴဆሰׯঢ়ष฿ڦᇱᅺǗೠࠚሞتഘࢪ

୲ࢅ 0 ईඓۨತฉ၌ǅă

Վࣅሰڦׯ೦࣋ࢅᆌీ૰ݛ௬֎ڦአీ૰ǈᅜतइڥ
ঢ়षઠᇸڦీ০ǗႴศݴဆ߳ևோڦ٤ෑႠࢅܔ

!!!!ໜጣԍ၃ᄽࡀఇڦકٷĂԍ၃ܠڦྷݔᄣႠĂᇑഄ

ट܋ഘࢪ൧ৠڸڦᇟీ૰ǈժሞᅃօჺ৯ኄᅃևோ

ূබޜခऐࠓࢇڦᅜतޅ၃ገᅎݛ๕ྜڦǈԍ၃ Ǆࠅࠌࢅຳᆐǅසࢆႜظႎǈᅜፁ݀݀ࢅॆࡔٳቛዐ
ᄽන൵ٷăܸǈ֎ׂ 0 ሚవԍ၃ࢅምԍ၃ܔሚ࡞ݥ

ࡔॆᆌႠጨূڦയሞሺႴ൱ࢅݴ༃ࢅইگഘࢪՎࣅ

ߌ௺ǈ߲՚ࠅິᅺཀഘ๚ॲᆅ݀ڦሚవᅙঢ়೦ׂăᆶ

ޅ၃ă\9/8^

ၵں൶ሞగዖ൧ူǈፕྺ༵ࠃ႑ڦٿᆀႜᄽܔഘࢪՎ
ࣅᄺీๆݴ٤ෑăܠຕ൧ူǈᆀႜࣷॽޅ၃ገ॒ߴ

４．７

人类健康

କࠔசቐඋڦԍࠅິă\9/4ǈ9/5ǈ26/3/8^
!!!!ඇ൰ഘࢪՎࣅܔටૌॳਏᆶܠዘᆖၚǈᆶၵᆖၚ
3

!!!!ূබޜခऐࠓ௬ܔᆌഘࢪՎࣅ࿚༶ ᇑऐᇜժ

ኟ௬ڦǈܠڍຕ௬ڦăटඤࢅटૐཀഘڦՎ୲Ăࢡ

٪ă֖ᇑۙবۨॏतئԢূǈഓᄽٗޅ၃םڦׇ

ીࢅ߅ڦೕ୲Ăݛںഘකጒᅜतഘࡗ௺ᇸܔ

ཽీڦ૰ǈۼᆖၚূබऐࠓް໋ڦ૩ጱă߳ࡔĂ߳ں൶

ਃ௷ॳۼਏᆶথᆖၚăଷᅃၵᆖၚॳڦᅺઠᇸ

ᆌܔഘࢪޅ၃ڦ߳փ၎ཞǈཚۼฆᄽĂࠅࠌ࠶

ᇀഘࢪՎࣅิܔༀဣཥࢅมࣷဣཥڦᆖၚǈኄၵᆖၚԈ

Ăጲԍ၃၎ࢇăሞ௬ܔഘࢪՎࣅ้ǈኄၵᅺڦ၎

ઔدකթ݀ڦթۯༀǈ൶ᇘଂ๋ิׂೝࢅᆐᄢጒփ

ܔፕᆩᄺࣷ݀ิՎࣅăᅃၵയሞڦᆌႠٯแࣷࢻڟٳ

ଆǈᅜतᆯᇀට੨ୁࢅۯঢ়षၢཉ߳ڦิׂॳܔዖ

ᅮၳࡕǈ़ํ၄କჄ݀ቛᆼ३࣐କഘࢪՎࣅǄ૩සǈ༵

ټᆖၚڪă

ߛీၳٯڦแ़ᆶዺᇀႜᄽᆌഘࢪՎࣅǈᆼ༵ߛକ
ॺዾԨวگᇀጲሚ࡞ీڦ૰ă\9/4/5ǈ9/5/3^

!!!!ణമ࣏ுᆶኤኤǈටૌॳጒᅺৎๆઠ

࠵֪ڦڟഘࢪ൵ܸඓํ݀ิକՎࣅăඓۨኄዖᆖၚڦ
!!!!ٗຶྨຕଉĂཨጨׯၳĂঢ়षᆖၚڦঙ܈ઠǈഘࢪ

ઓవሞᇀܠٷຕॳ࿙ܠᅺሰڦׯǈܸมࣷঢ়

Վࣅ݀ܔቛዐࡔॆڦᆖၚፌྺჹዘǄᆮഄᅜڼᅃׂᄽ

षೝĂںᇘཉॲĂ࣍ৣᅺໜ้क़ᄺ݀ิକ၂ዸՎࣅă

ྺዷᄲઠᇸॆࡔڦǅ
ǈᆶᅃ߲૩ጱǈᆯᇀጲሚ࡞
ሰڦׯ฿ڟٳକࡔ௷ิׂጺኵڦᅃӷăཀഘሚ࡞๑݀

!!!!ाक़ഘࢪՎᅴǄ༬՚ܻܲ౷ዜǅॳܔᆖၚ

ቛཽڛǈ༬՚ړӝᆩᇀ݀ቛణڦڦጨূገᆩᇀሚࢫዘ

ڦჺ৯ࡕକටૌॳܔഘࢪߌ௺ڦႠǈ༬՚࿓

ॺ้ă
\9/6^

ጱدխڦदթăॽ၄ᆶڦჺ৯ࡕׯĂஃླྀĂᅜतᇨ֪
ఇ႙ڦࡕࢇഐઠǈᅜڥഘࢪՎࣅܔටૌॳ
ᆖၚڦᅃၵஃă

3!

ԍ၃ࢅূබޜခևோᆩĐ३ൟđᅃَǈኟၟĐᆌႠđԥᆩᇀ

ഘࢪჺ৯ᇑአ֧ևோᅃᄣă

!!!!සࡕඤષڦೕ୲ࢅഽ܈ሺेǈఫຶྨࢅ࣒ჹዘ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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ഘࢪՎࣅ!2001

ጹࢇԒߢ

թླڦ၃Ⴀᄺࣷሺेǈටඖࢅኔට੨ᆮഄසُ

दթǄස߫کඤĂ૧๊தᇱ،ĂసᄁǈટఛթǈᅜतՌ

Ǆߛ႑܈ǅăඤષڦᆖၚࣷᅺโ܈ሺेࢅഘක

ๅసᄁǅణമݴڦքՉহǄዐߛ႑܈ǅăሞగၵں൶ǈ

ܸेਗăᇨ֪ࡕǈዐߛ࿃܈Ǆ࿒ټǅڦඤၾ

ᆯᇀഘࢪՎࣅ๑ই३ณईኁ๑࿒ࡗגߛื܈କ

೨ሺेፌٷǈᆮഄܔᇀඍ݄ᆌႠॺዾࢅۙยแڦ

ᅓدխڦट၌ǈدකႠदթॽᆶইگǄዐڪ႑܈ǅ
ă

ටඖăᆩඤષܔට੨ᆖၚڦఇ႙ፔڦᇨ֪ǈ ᅃဣଚຕბఇ႙ᅃዂڥǖԨ๘ुڦഘࢪՎࣅ൧ৠॽሺ
न๑ํแକഘࢪᆌٯแǈᅃၵெࡔධඤષڦလ

ेਃዿሞയሞदࢅ߫کඤᅟߌකں൶ڦට੨Բ૩Ǆዐ

ऍăೝܸჾǈဲཀॽࣷᆶڦྔܮຕӥටຶྨă

ߛ႑܈ǅă
ഘࢪཉॲڦՎࣅॽሺेཚࡗࢅ๋دක߳

ഘࢪՎࣅ݀ܔቛዐࡔॆᇑඤၾ೨၎࠲ྨຶڦຕଉᆖၚ

ዖदթิ݀ڦब୲ă\:/8^

ᄺీ၂ዸڦǈ
ڍణമबࢭ࣏ுᆶܔኄၵට੨ڦჺ৯ă
ሞ࿒ںټ൶ڦႹॆࡔܠǈ۬ࢅডณࡦڦૐလऍࣷ३ณ

!!!!ഘࢪՎࣅᅜᆅഐ࡛ᄝ࣍ৣڦՎࣅǈሺेକටૌ๋

ᇑࡦૐᆶ࠲ྨຶڦǄߛ႑܈ǅ
ăᆶ၌ڦჺ৯ǈณ

ᆩᇉૌࢅԞૌิڦዐླ۾၃ăᇑ࿒၎࠲ิڦ۾

ሞևݴ࿒ॆࡔټǈ۬ཀ३ณྨຶڦຕᇺᇺࡗגକဲཀሺ

ǈසඤ࡛ټ൶ڦᇉዐ۾၄ၡࣷၠߛ࿃ں܈൶કቛǄگ

ेྨຶڦຕǄዐڪ႑܈ǅă
\:/5^

႑܈ǅăডߛ࡛ڦ௬࿒܈ᄺॽჽᆶ۾ሩૌฺڦ
Ǆዐڪ႑܈ǅ
ǈܸഄฺࢅටૌዐ۾क़٪ሞްሗ࠲ڦ

!!!!ट܋๚ॲೕ୲ࢅഽڦ܈ඪᅃ߲ሺेǈසޅԓĂࢡĂ ဣǈܸิܔༀࢅঢ়षۼਏᆶ೦࣋ፕᆩăںڦଉ

߅Ăޅǈࣷۼཚࡗ߳ዖݛ๕ܔටૌॳሰׯփଆᆖ

ࢅዊՎࣅॽۼᆖၚڟ૫दิ݀ڦब୲Ǆዐڪ႑܈ǅă

ၚăኄၵጲሚవీࠕথሰׯටᇵฅྨǈᄺཚࡗ

\:/9^

࣯ዿĂට੨ദᅎĂᇸකĂଂ๋३ׂǄዂ๑खܶࢅ
ᆐᄢփଆǅڪक़থᆖၚॳǈሺेدකթ݀ڦթ୲ǄԈ

!!!!ഘࢪՎࣅሰׯଂ๋ࠃߴ݀ิՎࣅǈࣷ๑๘হᅃၵں

ઔ૫दࢅࢬဌဣཥदթǅ
ǈܸࣷ࣋ॳޜခยแ)ट

൶ೖઓටඖڦᆐᄢࢅॳೝڟᆖၚăჺ৯ǈሞ

ߛ႑*܈ăසࡕ൶ᇘႠޅሺेǈิ݀ࣷሚవႠڦ

๘হాྷݔǈഘࢪՎࣅܔଂ๋ิׂኟଇݛ௬ڦᆖၚǈ

ᆖၚǈ༬՚ሞጨᇸઍඍڦට੨ؓ൶ăৎઠǈᇑഘ

݀ڍቛዐࡔॆଂ๋ิׂইڦگీႠፌٷăࠚऺణമ

ࢦൎ၎࠲ڦዷᄲሚ࡞ܔටૌॳׂิዘڦٷ௬ᆖၚǈ ݀ቛዐࡔॆᆶ 8/: ᅢට੨ᆐᄢփଆăՉᇺں൶ڦටඖǈ
Ԉઔ݀ิሞዐࡔĂेઙࡔĂ౹ዞĂ྿ాઙĂఎෝԲ

ᅺవᅜׇǈܔ൶ᇘଂ๋ࠃߴڦ३ณई܌ඍᆮഄ٤

ਖ਼ࢡڦڪીǈᅜत࢙ዐெዞ ڦNjudi ᪿޅă\:/6^

ෑăᆐᄢփଆ๑ܹཡว༹ࢅ૰݀ᇣփଆǈׯටહీۯ
૰३ෑǈߌකदթڦీႠሺेăഘࢪՎࣅॽሺे݀ቛ

!!!!ഘࢪՎࣅॽࣷᅺഘක࿚༶ܸইگഘዊଉ

Ǆዐڪ႑܈ǅăሺ࿒Ǆևݴఇ႙ڦఇెࡕጭྔ၍ޖ

ዐࡔॆᆐᄢփଆڦට੨ຕଉǈ༬՚ሞඤںټ൶ă\:/:ǈ
6/4^

พǅࣷሺेں௬ؚᄟ౪܈ǈؚܸᄟᅃዖࢬܔဌဣཥਏ
ᆶჹዘ௬ᆖၚڦකăഘࢪՎࣅܔഄഘක

!!!!ሞగၵ൧ူǈഘࢪՎࣅڦᆖၚᅜڞዂมࣷږۯĂ

ڦᆖၚჺ৯࣏ডณă\:/7^

ঢ়षປཽࢅට੨ദᅎǈܸᆖၚටૌॳăጲሚ࡞ࢅ
࣍ৣཽࣅᆅഐڦට੨ୁۯᄺࣷิׂॳܔᆖၚǄߛ႑

!!!!ߛ࿒ĂইՎࣅᅜतഘࢪՎ୲ڦՎࣅॽ߀Վدකթ

܈ǅă\:/21^

ںڦݴքࢅකթ้বǈᅃၵدකթतժ݀ኢߌڦක൶
ᇘࢅलবॽࣷકቛăᅃၵدदթཚࡗဌეิႜ

!!!!ཚࡗมࣷĂ܈Ăरຍࢅႜྺݛ௬ڦᆌٯแᅜ

دխǈස࿓ጱࢅՌๅǈኄၵิิڦ٪ൽਦᇀഘࢪࢅิ

ইگᅃ߲ᇨ९ॳܔڦփ૧ڦᆖၚǄ९UT.6ǅ
ă
ጺ

ༀᅺጱڦ၎ࢻፕᆩăణമǈ๘হฉሀᆶ 51& ට੨ิऄሞ

༹ઠੂǈഘࢪՎࣅڦॳܔփ૧ᆖၚگܔටඖፌჹ

दᅟක൶ǈሞॳยแփྜई೦ჹዘॆࡔڦǈื

ዘǈ༬՚ඤټĂჱඤںټ൶ࡔॆăྺُǈᆶՂᄲेഽࠅ

࿒ॽڞዂदدխ൶ᇘၠߛ࡛ӚǄዐߛ႑܈ǅࢅߛ࿃

ࠌॳएإยแǄऺࣄĂޜခࢅ༹॔۽ဣǅॺڦยࢅྼ

܈Ǆዐگ႑܈ǅں൶કቛăডߛڦ࿒܈ᅜतইࢅں

ࢺăᆖၚں൶ޅॳܔ၃ڦᆌీ૰ᄺൽਦᇀมࣷĂ࣍

क़ڦ၎ࢻದࢇǈࣷჽևݴ൶ᇘڦකթलবǄߛ

ৣĂአዎࢅঢ়षཉॲă\:/22^

႑܈ǅ
ăഘࢪՎࣅԈઔഘࢪՎ୲ڦՎࣅǈࣷ߀Վܠዖد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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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ＴＳ－ ５：ইگഘࢪՎࣅॳܔᆖၚڦᆌႠስă

影响健康的因素

立法

技术

教育性咨询

文化和行为

ඤၾ೨

. ॺዾኸళ

. ዿݝǈࠅࠌॺዾǈইگ

. ራᇨয়ဣཥ

. ጣጎǈႩ

. ራᇨয়ဣཥ

. ૧ᆩՆޅยแ

. කয়ߢ

. ࠌᆩഛכ

. ॳঞᇣ

. বႜྺ

!!ඤڜၳᆌࣄࡀڦǈۙ
ट܋ཀഘ๚ॲ

. ݆ۨୱ

. ࡀࣄ

. ۨॺዾࡀݔ

. Նޅยแ

. ഽദᅎ
. ॺዾڦঢ়षघ
ഘዊଉ

. ಇݣ၌

. ߀ࠅࠌཚǈ֑ᆩ٣ࣅ࿂

. ཚ࠶

!!ഘ৫ࣅഗǈ๑ᆩჶٕ

دदթ

. دක॔੦
. থዖᅧ௭ǈ੦ݏᇣ
. Ⴤ֪॔Ăᇨࢅݞ੦ٯแ

دदթ

５．

. ᇸԍࢺ݆ୱ

. թᇱڦएᅺ 0 ݴጱิბෲ . ๑ᆩਸ

.ᄢׯঢ়ဢࢅഄ

. ዊ܈

. ༵ߛتरຍǄසࡗ୳ǅ

!ଆࡻڦ࿐ิသ࠹

. ߀࿐ิยแǄ૩ස֦ǅ

. ๑ᆩူںಇ֦

区域分析

!!!!ටૌࢅጲဣཥܔഘࢪՎࣅᆖၚڦ٤ෑ܈ײǈໜں

้ǈࣷेਗࣚఒࣅăݥዞዷᄲᆖၚڦଶᇘස UT.7ă
6/2/2 ጨᇸ

൶ࢅට੨ݴք൶ᇘڦփཞܸփཞăएጚഘࢪᇑ࿄ઠഘࢪ
Վࣅڦ൶ᇘՎࣅॽሺेǈ
ں൶क़ഘࢪᆖၚᅺጱֶڦᅴă
փ

!!!!ጨᇸݥዞፌ٤ෑڦଶᇘǈᆖၚิڟऄᆩĂ౫ᄽ

ཞں൶ڦጲࢅมࣷဣཥਏᆶփཞڦ༬ኙĂጨᇸࢅऐࠓǈ ᆩࢅ߾ᄽิׂᆩăሞᇸࠌၛںڦ൶ǈ
൶ᇘႠࢇፕၹ
ᅺُǈ
ሞᇜڟփཞუ૰้ഄᆌ૰ࢅ௺ߌႠֶᅴٷăᆯ

ᅱᅜইگփ૧ᆖၚǈ३ณీڦ؋ă
ሞࡗඁڦӷ߲๘

ᇀኄၵֶᅴǈ๘হฉ߳ں൶࠲႐ڦ࿚༶ᄺ৽փཞǗฯ

ुዐǈݥዞටጨᇸՎࣅ൵ᆩଉ३ณକ

ሞཞᅃں൶ǈഄᆖၚĂᆌీ૰Ăࢅ٤ෑႠᄺփ၎ཞă

86&ăࡗඁ 31 ઠݥዞୁୁࢋڦଉփইگǈᆮഄ

ᆯᇀణമڦჺ৯ժփ֑ൽᅃ༫ࠌཞڦ࿄ઠഘࢪ൧ৠࢅ

ဇࡘිݥઙں൶ǈڍኄዖ൵ዷᄲට੨ሺሰڦׯ

ჺ৯݆ݛǈᅜतᆯᇀጲࢅมࣷဣཥߌ௺ڦႠࢅᆌీ

ĊĊܠܔຕࡔॆઠຫǈཞට੨Փሺेକ4Ԡăට੨ڦ

૰߳փ၎ཞǈ൶ᇘ٤ෑႠೠࠚᅓ֑ᆩۨႠݴဆ݆ݛڦă

ሺࢅዊཽࣅྰၾጣݥዞںܠٷ൶ڦᆩҾඇǈཞ้ǈ
ට੨ڦीჄሺࢅඇ൰Վǈీᅃօेਗݥዞӷ

５．１

非洲

โාں൶ڦᇸઍඍă

!!!!ݥዞܔഘࢪՎࣅݥ٤ෑă
ዷᄲᆖၚڦଶᇘԈઔ

!!!!ݥዞইၠ০ୁገࣅፌڦگںǈೝኻᆶ26&ă

ጨᇸĂଂ๋ิׂĂට੨ॳĂࣚఒࣅࢅᄂ࡛ں൶ǈᇑट܋

࠶؆ڢৎĂݥዞ۫ևࢅళև࡛ӂں൶Բডโාǈڍഄ

๚ॲ၎࠲ڦሚ࡞ᆮഄჹዘă
ཱིں૧ᆩࢅഘࢪՎࣅཞ้݀ิ

ں൶ྺۼӷโාೋई߅൶ǈഘࢪՎڦዷᄲᆖ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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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ጲጨᇸ࠶ࢅิܠᄣႠ

6/2/8 ᆌీ૰

!!!!փ࣬ްิڦܠᄣႠڦ฿ॽࣷᅺഘࢪՎࣅܸ

!!!!ᆯᇀႹॆࡔܠ௬ଣጣ߳ዖ߳ᄣڦሀǈణമݥዞ

ेਗăഘࢪՎࣅॽዂ๑ዖૌܠᄣิڦඖ݀ิਗଜ

ᆌഘࢪՎࣅڦጺ༹ీ૰࣏ๆݴԋෑăॽՎࣅభࡔ

ገՎǈ๑ళڦݥโාᇱतഄᅃၵิඖዐڦႹ

ॆႜ֑ࢅࣄऺڦۯൽࣰీሺेԨں൶ᆌీ૰ă

ܠዖၩ฿ăኲԥआሚ݀ิڦೕ୲Ăഽྷݔࢅ܈ᅜतᆯ

लবᇨԒᅃዖᆶၳڦԍࢺิంҾඇڦᆌٯแĊĊ૩

ᇀཱིں૧ᆩՎࣅሰڦׯတ߀ڦںՎࣷۼၥ३ጲڦ

සࢅ࡛௬࿒܈၎࠲ڦዘٷदթԓ݀ᇨԒăణമڦरຍࢅ

ᆌీ૰ժڞዂዖ௶ਨăิༀဣཥڦՎࣅॽࣷᆖၚ

݆ݛǈ
ᆮഄሞ౫ᄽࢅጨᇸݛ௬ǈ࣏ᇺփీፁ࿄ઠڦႴ

ڟࠃᆌĂႉֹᅜतิༀဣཥ༵ࠃڦഄޜခă\21/

൱ǈܸഘࢪՎ୲ڦሺेܔഄᆼႚׯႎڦუ૰ăݥዞࡔॆጲ

3/4/3^

ว࣏ுᆶፁࠕీڦ૰ઠᆶၳںᆌܔഘࢪՎࣅă

6/2/5 ට༹ॳ

!!!!ഘࢪՎࣅཞ้ᄺ༵ࠃକܠऐᇜăᆌඇ൰ഘࢪՎ
ࣅڦऐǈԈઔरຍገඟࢅ༐ࣹፕᆩǈీࠕྺ؊ݥࣩ݀ݴ

ጨ
!!!! ࿒ࢅ܈ইڦՎࣅܔට༹ॳਏᆶႹܠ௬ᆖၚă ዞڦጨᇸᆫࢅට૰ᆫ༵ࠃႎ݀ڦቛ০ăሞरĂ
ื࿒ॽકٷթڦᅓิऄྷݔăሞ࿐ิยแവඍ ںڦᇸ࠶ࢅ݀ቛݛ௬ڦ൶ᇘࢇፕᅙঢ়փሺܠǈࢅࡔा
൶ǈ߅ࢅࢡીࣷሺेدխदթ݀ڦթ୲ăইሺे

ڦׇথࡆᄺॽ๑ঢ়षװ၄ܠᇮࣅࢅሺेଂ๋Ҿඇă

ీڞዂଛࠢඤǄᅃዖթǅೕݏԖ݀ăዐܱଝڦ࿐ิ
ཉॲࢅᄂ࡛ں൶࿒ڦሺߛेࣷۼዘऊิ݀ڦă
\21/3/

!!!!ഘࢪՎࣅڦ٤ෑႠᆖၚೠࠚ࣏٪ሞڦٷփඓۨႠă

5/2/2ǈ21/3/5/5^

ݥዞഘࢪܠڦᄣႠĂ
ইᇐՎ୲ᅜतဏณྪڦஏ࠵֪በۅǈ
๑ݛںႠࢅ൶ᇘࣅڦ࿄ઠഘࢪՎࣅᇨ֪Վڥๆݴઓవă

6/2/6 ਃዿࢅںएإยแ

ణമᅙएԨକକഘࢪՎࣅڦയሞᆖၚࢅ٤ෑႠǈܔഘ
ࢪՎᅴߌ௺ڦႠೠࠚᄺᅙॺ૬࣏ڍփྜăܸǈ࿄ઠՎ

!!!!࠶ሞႹܠ൧ူǈ
݀ቛڦएإยแĊĊසཚĂዿ

ࣅڦփඓۨႠ๑ᆌܔഘࢪՎࣅׯԨڦᇨ֪ڦ႑܈ডگă

ݝĂޜခ࣏փྜԢǈܸඐዷᄲᆯአުཨጨॺยăᆯ

ኄዖೠࠚᅜ๑߲߳ࡔॆएᇀ்ጲวڦཉॲܸਸ๔ྺ

ᇀࢡሚĂඤષĂ෭פԓĂᪿޅĂᅜतഄट܋๚ॲڦೕ୲

ኄၵׯԨࠚऺॺ૬ጲम݆ݛڦॐă

ሺेǈഄ࠲ܔ॰एإยแڦ೦࣋૰ీࡗגมࣷঢ়षڦ
ీ૰ǈዂ๑มࣷĂॳĂঢ়षޜခဣཥڦሏገჹዘܱ

５．２ 亚洲

ࣅăኄዖ൧ॽླतڟටૌڦҾඇă\21/3/6/4^
!!!!ሞኝ߲ჱዞں൶ǈഘࢪՎࣅࣷܔጨᇸׂิڦٷუ
!!!!࡛ೝ௬ฉืĂ࡛ӂټൔ์Ă࡛࠺ڛĂࢡીݥܔዞڦ

૰ăჱዞට੨๘হට੨ ڦ71& ᅜฉǈጲጨᇸᅙঢ়ᚱ

มࣷࢅঢ়षᆶ၂ዸᆖၚăݥዞܠຕٷ႙تᇀᄂ࡛ں

ᚱླǈగၵں൶ܔഘࢪՎࣅڦᆌీ૰टഄᆶ၌ăܠຕ

൶ǈᆯᇀඍ݄ဣཥࢅࣄࡀڦ݀ቛణՔǈܔट܋ഘࢪ

ࡔॆڦมࣷঢ়ष݀ቛዷᄲᅈ੍ጲጨᇸǈ૩සĂ෧ଠĂ

๚ॲĂ࡛ೝ௬ฉืĂ࡛ӂൔ์܈ߛۼ٤ෑăႾڦક

ׇ֥ĂథࢅׇᇌᄽăഘࢪՎᅴ܈ײڦໜჱዞփཞ൶ᇘࢅࡔ

ቛ๑ට੨ሞሦᇑഘࢪᆶ࠲ᅺጱዮසࢡڪഘၡሚ࡞้ǈ ॆڦփཞܸ၂փཞǈჱዞڦब߲٤ෑ൶ᇘܔഘࢪՎࣅ
ߌකदթڦටඖ၂ዸሺेă
\21/3/6/3^
܈ײߌ௺ڦतഄڟᆖၚڦब߲ݛ௬ၘ९UT.7ăჱዞ
ں൶ܔഘࢪՎࣅڦ٤ෑႠଚᇀUT.8ǈࠃስ൶ᇘई࿚
6/2/7 ࣚఒࣅ

༶ڦዖૌă

!!!!ഘࢪՎࣅᆅഐڦ࿒܈ĂইĂޖพࢅ้ڦޅݴք

５．２．１ 农业和粮食安全

Վࣅǈॽࣷेਗࣚఒࣅăሞݥዞ߅ڦĂӷ߅Ăӷโා
ೋ൶ǈࣚఒࣅྺׯჄጨᇸ࠶ڦჹዘྰၾǈ೦࣋

!!!!ଂ๋Ҿඇჱዞں൶ፌ࠲႐ڦ࿚༶ăᆯᇀߛڟ࿒

କଂ๋ࢅҾඇă\21/3/7^

ࢅጨᇸၾ೨Ă࡛ೝ௬ฉืĂࢡીሚ࡞ሺेᅜतᆯഽඤ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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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ＴＳ－ ６：ևݴჱዞں൶ܔഘࢪՎࣅߌ௺ڦႠă

气候要素变化和
海平面上升

脆弱地区

主要变化

影响
ዷᄲ

ْᄲ

1/6.3ņǄ࡛ೝ௬ืߛ ेઙࡔ
21.56 ǅ
ࢋ੨ትሷଠټ

. ٷሀ 26& ںཱིڦԥ
. ኲዖ३ณ
!!ჷுǄ861 ೝࠅݛǅ . ᄸิۯኲ३ณ
. ჸጳࣅሺे

5ņǄইሺे 21&ǅ

. ᆦ৳۳ཱི३ณ
. ဇն૧ჱᆦ৳۳ཱིళ
হԛᅎ 211.311 ࠅ

. ჼ็ഽ܈Վࣅ
. ᆖၚॺዾ߾ᄽ
. ీ૰Վࣅ
. ᆖၚ֑ઁ߾ᄽ
. գ۳ჼ็ڦუ . ᆖၚ౫ᄽ݀ቛ
!!ႠՎࣅ
. ඤൔ์

. ০ୁՎࣅ

. ۬लࢡીሺे
. ဲलୁଉሺे

.ิంࢅ֎ׂྰڟၾ
. ဲलጨᇸփፁ

. ࢡศ܈Վࣅ
. ᇐलڠዖኲݛ
!!๕߀Վ

.ิంࢅ֎ׂྰڟၾ
. ॳ࿚༶ሺܠ
. ׂڠଉူই

ဇն૧ჱ۳ᇱ

?4ņǄইሺे 31&ǅ ࡘුਖ਼ຯ།
ጨᇸ
ሺे 3ņǄইՎࣅ
.6ċ21&Ǘ࡛ೝ௬ื
ߛ 56 ǅ

ेઙںྏگ൶ ჷுٷྷݔሀሺे
34.3:&

. ঢ়ष฿
. Ҿඇဣຕူইǈ฿
!!ᄽሺे

表 ＴＳ－ ７：ჱዞևںݴ൶ܔഘࢪՎࣅᆖၚ٤ෑڦዷᄲևோǈ႑܈ೝ֖ለरຍቌᄲ 2/5 বă

地区

粮食和纤维作物

生物多样性

水资源

海岸生态系统 人体健康

人居

ჱዞԛև

ᅟ࣬ް

ߛ܈٤ෑ

ᅟ࣬ް

ᅟ࣬ް

ൟ܈٤ෑ

ዐ܈٤ෑ

ईփ٤ෑ
++++

+++

+++

++

++

+++

ߛ܈٤ෑ

ዐ܈٤ෑ

ߛ܈٤ෑ

ዐ܈٤ෑ

ዐ܈٤ෑ

ዐ܈٤ෑ

++++

++

++++

++

+++

+++

ൟ܈٤ෑई

ߛ܈٤ෑ

ዐ܈٤ෑ



ጨଙ

ጨଙ

փ٤ෑ ++

+++

++

ߛ܈٤ෑ

ዐ܈٤ෑ

ߛ܈٤ෑ

ߛ܈٤ෑ

ߛ܈٤ෑ

ߛ܈٤ෑ

++++

+++

++++

++++

+++

++++

ߛ܈٤ෑ

ߛ܈٤ෑ

ߛ܈٤ෑ

ߛ܈٤ෑ

ዐ܈٤ෑ

ߛ܈٤ෑ

++++

+++

++++

++++

+++

+++

ߛ܈٤ෑ

ߛ܈٤ෑ

ߛ܈٤ෑ

ߛ܈٤ෑ

ዐ܈٤ෑ

ߛ܈٤ෑ

++++

+++

++++

++++

+++

+++

ჱዞ߅ . ӷ߅ں൶
ǉዐჱ
ǉ൞֠ߛᇱ

ჱዞ࿒ټ൶

ჱዞඤټ൶
ǉళჱ
ǉ۫ళ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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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रຍቌᄲ

ഘᆅഐڦᪿޅᆖၚǈፕิׂࢅׂۼڟକჹዘڦ

ഘࢪᆖၚׂڦٷᄽևோ٤ෑႠሺेǈܸᆖၚڟঢ়ष

ྰၾǄߛ႑܈ǅăᅃӯઠຫǈሞዐߛ࿃ں܈൶ǈፕڦ

݀ቛǄዐڪ႑܈ǅăԛӷ൰ߛ࿃ں܈൶Վǈॽڞዂ၄

ׂଉॽሺेǈሞگ࿃ں܈൶ॽᆶᅃۨူڦ܈ײইăᆯᇀ

٪ڦᆦ۳ںټں۳֫Վԋईၩ฿ǈᆅഐჱዞԛևྷݔٷ

ဲलڦჽǈᆅഐჱዞԛևڦ౫ᄽิༀဣཥڦՉহԛᅎǈ ڦᆦ৳۳ཱིཽăሞࠟࢅዐࡔ۫ԛీᄺᆶณଉᆦ৳
๑౫ᄽิׂയ૰Փ༵ߛǄዐڪ႑܈ǅ
ăഘࢪՎᅴࢅՎ

۳ཱིళহၠԛᅎǈ൞֠ߛᇱჄݥࢅڦჄႠڦǄक़ई

ࣅॽᆖၚፕڦዖኲलবҾಇǈᄺࣷᆖၚڟፕิल

लবႠڦǅᆦ৳۳ཱིټक़ݴڦহ၍ీᄂ۫ևࢅဇևڦ

܌ڦăሞዐࡔǈዷᄲ౫ፕׂڦଉࣷᆶူইăჹዘڦ

Չহၠߛᇱዐ႐ᅎۯă\22/3/2/6^

܌ݴඍᇑඤၾ೨ࢇሞᅃഐǈॽܔၭิׂׂิ߸ዘ
ᄲڦփ૧ڦᆖၚăन๑ሞ࿄ઠ DP3 ืߛڦኟ௬ၳᆌፕᆩ

!!!!ሞԛჱǈ݀ิ෧ଠआሚڦೕ୲ీሺेǄዐڪ႑

ူǈᆇڦ܈ׂิڠ૰ᄺࣷڟփ૧ڦᆖၚăሞჱዞ࿒

܈ǅăৎں௬ഘ࿒ሺेǈᆮഄሞဲलǈ߸ᅟׂิૃԓࢅ

ࢅټඤںټ൶ǈසࡕഘࢪՎڥ࿒חโǈፕթ࡞සၭ

ۉǈܸٗ߸ೕںݏᆅ݀ԛևଠ൶ڦ෧ଠआሚăᆯᇀඇ൰

؆ிթĂڠ࿑թĂڠ࿖੫թࣷ߸े࠽ݘணჽăইگഘࢪ

Վǈԛჱԛև෧ଠआሚे߸ิ݀ڦೕݏă
\22/3/2/4^

Վᅴփ૧ᆖၚڦᆌႠٯแԈઔۙবፕዖኲ࠶ײ
Ҿಇǈᅜ؊ݴ૧ᆩโාलবڦᆫǈՆ௨ิलాट

6/3/4 ጨᇸ

܋ཀഘ๚ॲ࡞ླڦǄ૩සǈࢅޅഽޅǅă
\22/3/3/2^
!!!!ڏڦᆶၳࠃߴܔᇨऺڦഘࢪՎࣅߛ܈٤ෑ
Ǆߛ႑
!!!!ჱዞ๘হዷᄲׂ൶ǈ91&ڦᄢኳᇉૌĂဨĂԞ

܈ǅă۬ဲ้বǈჱዞԛևںڦ০ୁॽ၂ዸሺेǄዐڪ

ૌׂۼጲჱዞăᆯᇀࡗ܈ਸ݀Ăศ࡛վસĂ࡛ӂټਸ݀Ă ႑܈ǅă
ᆩଉࡗגയሞᆩጨᇸጺଉ31&ॆࡔڦǈ
ሞ
ᅜतᆯᇀںऄۯሰڦׯකǈܔႹܠᄸิጨᇸิׂۼ

߅लবڦᇸླऐेዘăሞഘࢪՎࣅ൧ৠူǈჱዞ߅

କჹዘྰڦၾăଷྔǈ࡛ᄝీׂิڦ૰܈ײٷฉڟ

൶ࢅӷ߅൶ںڦ০ୁࣷथਗူইǈ
ഘࢪՎࣅॽ߀Վ০

ޝᆴิദ᛭ڦᆖၚǈ
සනԨ࡛෭ۡᇉڦलবႠദ᛭ǈ
ᇑ

ୁୁଉࢅୁଉሞాڦलবݴದăසࡕဲलഘ࿒ืߛ 3

ܻܲ౷၄ၡ݀ิक़ᆅഐڦ࿒܈Վࣅ၎ܔᆌăഽޅԓ

ņǈই३ณ6Ċ 21&ǈࡘුਖ਼ຯ།ںڦ০ୁࣷٷଉ३

ࢅᪿޅᄺঢ়ൔඡᄂ࡛ں൶ǈሺेକݭചၠ࡛ዐקڦ

ณǈჹዘᆖၚڟ౫ᄽࢅႿథᄽิׂăሞళჱࢅ۫ళჱႹܠ

ओă࡛ᄝᇌᄽࢅాᇌᄽႴᄲሞ൶ᇘ܈ฉႜᆶၳԍ

ࡔॆǈࣷՎׯፌඍڦනᆩǈ༬՚ᆩᇀ࠺߄ڦੰ

ࢺࢅჄ࠶ǈᅜ๑ׂጨᇸీࠕፁں൶ࢅࡔాڦ

ยแඹଉডၭݛںڦă
ට੨ຕଉࢅට੨ڦ܈ሺेۼ

ᆐᄢႴ൱ă\22/3/5/5^

ߴڦ૧ᆩࢅ܈ײዊټઠუ૰ă
\22/3/4/2^

6/3/3 ิༀဣཥࢅิܠᄣႠ

6/3/5 ट܋ཀഘ๚ॲ

!!!!ഘࢪՎࣅॽेਗჱዞںཱིڦ૧ᆩ 0 ޮ߃Վࣅࢅට੨

!!!!ჱዞ࿒ࢅټඤںټ൶݀ڦቛዐࡔॆܔट܋ഘࢪ๚ॲ

უ૰ิܔܠᄣႠሰྰڦׯၾǄዐڪ႑܈ǅăჱዞዚ

සޅ0ᪿޅĂ߅Ăࢡીڪๆݴ٤ෑăഘࢪՎࣅࢅՎᅴ

ิܠዖॽ௬ଣླڦ၃ᄺሞಌืăሞᆇ܈26111ዖߛڪ

ॽेਗኄၵں൶ڦ٤ෑ܈ײǄߛ႑܈ǅăट܋ཀഘ๚ॲ

ኲዖዐǈٷሀᆶ 2361 ዖኟሞྰڟၾăሞዐࡔĂக

ሰڦׯփ૧ᆖၚհतჱዞ߳ںǈᆶ๚ํኤǈኝ߲ 31 ๘

ઠဇჱĂ௫ࢅۋࡔᄺ၂ਏᆶૌຼ൵ăᆯᇀഘࢪՎ

ुǈ൶ᇘాྷݔኄၵट܋ഘࢪ๚ॲڦഽࢅ܈ೕ୲ۼᆶ

ࣅࢅิৣ೦࣋ڦၹཞፕᆩǈሞჱዞǈႹܠዖࢅഄႹ

ሺेă\22/2/3/3ǈ22/2/3/4ǈ22/5/2^

ܠዖዐٷڦଉዖඖኟደॷ՞ଣ௶ਨăሞ෭ఒิༀဣཥ
ዐǈ߅ೕ୲ڦሺेࣷᆅഐ୴ںړዞዜྷ֥ڦׇၩཽǈሰ

!!!!ᆮഄሞဲलฺޅႜ้ǈইഽڦ܈ሺेॽ๑࿒

ۯںړׯඖٷଉຶྨժྰၾڟ்ิڦ٪ăසࡕ࡛

ࢅټඤټჱዞᅟ݀ࢡીڦ൶ᇘሺܠăჱዞ߅ڦĂӷ߅

ೝ௬ืߛ2ǈेઙࡔࢋڦ੨ትሷଠǄፌࢤڦٷຏଠิ

ں൶ဲल߅ेڦ܈ײਗǈॽڞዂ݀ิჹዘڦሚǄዐڪ

ༀဣཥǅॽྜඇၩ฿ă\22/3/2ǈ22/3/2/7^

႑܈ǅăჱዞႹܠ࿒ࢅټඤںټ൶ॆࡔڦǈሞ31๘ुᅙ
ೕںݏࢡڟીࢅ߅ሚ࡞ڦᆖၚǈॽઠࢡીᅈࣷሞ

!!!!ᆯᇀඇ൰Վᆅഐڦᆦ৳۳ཱིၩཽǈࣷ๑ԛևჱዞ

Ⴙܠ࿒ࢅټඤںټ൶߸ೕิ݀ںݏăᇨ֪ǈሞᆇ܈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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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ＴＳ－ ８：ሞ࿄୯ᆌႠٯแ้ǈփཞ࡛ڦೝ௬ฉืܔ܈ޗჱዞᅃၵࡔॆཱིୁں฿ࢅට੨ڦᆖၚă
!可能的土地流失

国家
ेઙࡔ

海平面升高幅度
Ǆǅ

Ǆೝࠅݛǅ

56

26ǈ779

Ǆ&ǅ
21/:

涉及人口
Ǆӥྤǅ

Ǆ&ǅ

6/6

6/1

211

3:ǈ957

31/8

25/9

24/6

ᆇ܈

211

6ǈ874

1/5

8/2

1/9

ᆇ܈ဇჱ

71

45ǈ111

2/:

3/1

2/2

නԨ

61

2ǈ523

1/5

3/:

3/4

கઠဇჱ

211

8ǈ111

3/2

?1/16

?1/4

әएຯ།

31

2ǈ811

1/3

o/b/

o/b/

ሁళ

211

51ǈ111

23/2

28/2

34/2

ռܻĂेઙࡔڦևںݴ൶ǈट܋ই๚ॲࢅࢡሚೕݏ

!!!!ᆯᇀ࡛ೝ௬ฉืǈჱዞٷ႙ෙঙዞࢅྏگᄂ࡛ں൶

݀ิڦీႠࣷᆶᅃۨူڦইă
\22/2/4/4ǈ22/3/3/3ǈ ॽԥჷுǄߛ႑܈ǅăᄂ࡛ں൶ᇑഘࢪ၎࠲ڦᆖၚԈઔ
22/2/3/4ǈ22/5/2^

࡛ೝ௬Վࣅࢅඤټഘഽࢅ܈ೕ୲ڦՎࣅሰں߷ׯ฿
ࢅჸጳࣅăჱዞ࡛ӂ၍ዷᄲںྏگڦ൶ǈᆯᇀ࡛ೝ௬ื

!!!!ሞჱዞ࿒ࢅټඤںټ൶ڦᅃၵࡔॆǈ࣯ଠႜ౫థ

ߛᆅഐںཱིڦ฿ᅜतට੨ദᅎڦᇨ֪९UT.9ǈ
ᆩᅜ

ิׂᅙྺׯଠں฿ڦፌዷᄲൻۯᅺă
ໜጣࢡሚ࡞

ຫ࿚༶ྷݔڦăణമǈჱዞ࡛ڦӂൔ์ժྜݥඇᆯ࡛

ڦሺܠǈኄၵऄิׂৣ࣍ܔॽۯศᇺڦᆖၚǄසཱིගൔ

ೝ௬ฉืሰׯǈ܈ײٷฉᆯᇀටྺऄۯ๑ࢋୁ

์ǈݨ૰ူইǈፕएᅺܠᄣႠ३ณǈጨᇸ੫ǅă

ॽޝ࡛ټᆅഐڦǈኄၵႜྺेਗഘࢪՎࣅܔ

\22/2/5/2^

ჱዞᄂ࡛ں൶ڦᆖၚă\22/3/5/3^

!!!!ሞᆇࢅ܈ेઙࡔǈඤټഘࢅޅԓิܔחంࢅ֎

6/3/7 ට༹ॳ

ׂਏᆶዘᄲڦᆖၚăໜጣഘഽڦ܈ሺेժӵໜጣ࡛ೝ
௬ߛืڦǈჱዞܠഘࡔॆྏگڦᄂ࡛ں൶ǈิంࢅ֎

!!!!ሞჱዞ࿒ࢅټඤںټ൶ǈ࿒ࢅחโࣷৣ࣍ڦሺे

ׂॽ߸ेჹዘڦ฿Ǆዐڪ႑܈ǅ
ăᇨऺڦഘࢪट

ᇑ੯ඤ၎࠲ڦदթࢅدකթ݀ڦթऐ୲Ǆዐ႑܈ǅăჱ

܋๚ॲഽࢅ܈ೕ୲ሺेܔፕิࢅ౫ᄽิׂǈᅜतዷ

ዞৎں௬ഘ࿒ࢅߛืڦ܈ইڦՎࣅܔॽۼට༹ॳ

ᄲڦঢ়षࢅ࣍ৣऄۯǄ૩ස୫ᆴǈཚǅۼਏᆶዘᄲᆖ

ׂิփ૧ᆖၚǗཀഘՎইگକ࿒۬ڦॆࡔټल

ၚă\22/3/5/6ǈ22/3/7/4^֑ൽ൶ᇘࢅඇࡔႠܠڦዖᇨݞ

ຶྨ୲ǈဲڍलඤၾ೨ิ݀ڦೕ୲ࢅჄ้क़ࣷۼሺेǈ

ٯแǈසሞ൶ᇘม൶ዐཚࡗණ๎ࢅණཞޅ၃ᅺǈገ

ᆮഄۼٷईට੨ؓ൶ăඇ൰Վॽሺेჱዞևݴ

ᅎई३ณट܋ሚవႠഘࢪ๚ॲܔ࿒ࢅټඤټჱዞࡔॆม

߅Ăӷ߅ں൶Ă࿒ࢅټඤںټ൶ࢬဌဣཥदթࢅ႐

ࣷࢅঢ়षᆖၚڦԍኤă
\22/3/5/6-!22/3/7/4-!22/4^

ე࠶दթ݀ڦթ๚ॲă࣍ৣ࿒ࢅ܈ইڦՎࣅ๑ټթ
دխકቛڟჱዞ࿒ټ൶ࢅ߅൶ăټթدխڟ

!!!!൶ᇘईࡔॆप߳ڦૌݞᇟٯแǈԈઔ߳൶ᇘႠมཷ

߸ԛڦ࿃܈ీܔට༹ॳሰׯჹዘᆖၚăᄂ࡛ডߛ

ڦᅪ๎ࢅޅܔ၃ᅺጱڦණ๎ǈჱዞ࿒ࢅټඤںټ൶ࡔ

࡛ڦ௬࿒ޝྺ܈ᆴኲٷଉݏኳ༵ࠃକཉॲăኄዖޝᆴ

ॆՆ௨ࢅ३ൟट܋ཀഘ๚ॲܔঢ়षࢅมࣷࠓᆖၚڦԍ

ኲݏኳدකႠဦਪदթڦ࿒ضăሞഘࢪՎ൧ႚူǈ

ኤă\22/4/3^

੍دխڦदթĊԈઔऊࢅᆯዮසॊڼՈற،Ă෭ோ
ਪڪᆅഐڦᅃဣଚႆदթĊీሞళჱڦႹॆࡔܠ

6/3/6 ෙঙዞࢅᄂ࡛ں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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Վे߸ڥՓă\22/3/6/2ǈ22/3/6/3ǈ22/3/6/5^

ᆖၚĂᆌႠࢅ٤ෑႠ

6/3/8 ᆌీ૰

߾ܾڼፕፇरຍቌᄲ

૧ჱాࢅႎဇનڦևںݴ൶ă൶ᇘీࣷܔሁઠሁ
ೕܻܲڦݏ౷၄ၡ௺ߌă\23/2/6^

!!!!ჱዞࡔॆܔഘࢪՎࣅڦᆌൽਦᇀ֑ൽᆌٯแڦ
ీ૰ĂइڦڥरຍĂᅜतิ၌ᅺ૩සཱིںĂ !!!!ሞHIH౪܈࿘ۨമǈዐߛ࿃ڦ܈ԛళ࿒܈༱܈ᇨऺ
ጨᇸĂཱིග༬ႠĂፕᇣዖڦᅍܠدᄣႠǄස࠲ዘᄲ

ࣷሺेǄዐߛ႑܈ǅăဇޅሺഽǈժӵໜੵሁຯக

ੇڦඤڠዖਸ݀ǅᅜतںႚăܠٷຕჱዞ݀ቛዐࡔ

ჱዝࢅႎဇનڦဇ۫ၠইᇐ༱܈ሺഽăHIH౪܈࿘ۨኮ

ॆ௬ଣጣට੨ሺेĂࣅકቧĂጨᇸփፁࢅ࣍ৣ

ࢫǈኄၵ൵ీࣷ၎ݒǄዐڪ႑܈ǅă\23/2/6/2^

ක࿚༶ǈ்ݟҹมࣷঢ়षऄۯăኄၵࡔॆՂႷݴ՚ࢅ
णዐ࢚֑ൽഘࢪՎࣅႜࢅۯৎႴ൱ǄසखܶĂഘ

!!!!ഘࢪՎࣅሺेକںཱིܔჄ૧ᆩڦუ૰ǈᅜतሺ

ࢅකĂీᇸႴ൱ǅኮक़ڦ૧ՁăᆌٯܔแՂႷٗෙ߲

ेକࢅںิิܠᄣႠԍࢺڦუ૰ăኄၵუ૰Ԉઔ

࠲ዘᄲݛڦ௬ઠ୯ǖཱིںጨᇸĂጨᇸࢅଂ๋ิׂ

ྔઠۯࢅኲዖڦൔĂᅜत౫ᄽࢅ݀ڦቛǈ

૰ăยऺᇨऺയሞഘࢪՎࣅᆖၚڦᆌٯแీӻዺڸ

ሰׯጲิༀဣཥࢅࣅཽڦԪએĂںჸጳࣅǄӐٷ૧

ၩٷևݴ௬ᆖၚă
\22/4/2^

ჱǅĂ෧ଠޮ߃३ၭǄӐٷ૧ჱࢅႎဇનǅĂဏඍᇸڦ
৪ኛڪăሞኄଇ߲ࡔॆǈঢ়षࢅมࣷ݀ቛডࢫڦට

５．３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ඖǈ༬՚ཱིዸටǈ߸ᅟഘࢪՎࣅሰิࢅॳڦׯ
ऄཉॲܱࣅڦᆖၚăዷᄲܱࣅڦ࿚༶Ԉઔǖሞ٤ෑڦᄂ

!!!!Ӑٷ૧ჱᇑႎဇન࢙ੵ࣮ࡃ၍ࢅዐ࿃ں܈൶ǈਏᆶ

࡛ں൶ට੨ࢅएإยแਗሺĂጨᇸڦփࢇ૧ᆩĂᅜ

ܠዖഘࢪૌ႙ᇑิༀဣཥǈԈઔ෭ఒĂඤټᇐଠĂ෴ࢯঊ

तްሗ࠶ڦ༹ă\23/4/3ǈ23/4/4ǈ23/5/2ǈ23/5/3ǈ

ࢅߛںஸǈഘࢪᅟዜՉ࡛ᄝڦഽଜᆖၚăӐٷ૧ჱ

23/7/5ǈ23/9/6^

ٷևںݴ൶ܔ࿄ઠ 61ċ211 क़Վ߅ڦ൵၄၂
ڦ٤ෑႠǄ UT.4ǅ
ǈᅺྺణമԲডݨڦ౫གྷኟڟ

6/4/2 ጨᇸ

क़ၶႠ߅ڦփ૧ᆖၚǈܸᅙঢ়ᆶٷ௬ओتᇀ߅ᇑ
ӷ߅ں൶ăႎဇનᅃ߲ܠڦၭࡔॆǈᅃӯઠຫຌ

!!!!ጨᇸሞᅃၵں൶ራᅙ၎ړ೨ǈᅺُݥ٤ෑ

ᇀ࡛ᄝႠഘࢪǈഘࢪডྺ࿒ࢅǈණྺᄺ٪ሞᅃۨ٤

ڦǈ༬՚ሞჸጳࣅݛ௬ǄӐٷ૧ჱڦևںݴ൶ǅǈᅜत౫

ෑႠǄዐڪ႑܈ǅ
ǈࢭຼڍԲӐٷ૧ჱీ߸ࡻںᆌᇀ

ᄽĂۉ૰Ăࢅ࣍ৣᆩܔᇸࠃᆌڦ৪ኛฉǄߛ

ഘࢪՎࣅăUT.:ຫକഘࢪՎࣅܔӐٷ૧ჱࢅႎဇન

႑܈ǅ
ăሞႹںܠ൶ᆯᇀںኖ݀ሺഽतইᇐీ३ณǈ

ᆖၚڦዷᄲ٤ෑႠࢅᆌႠă
\23/:/6^

ܔࣷۼࠃڦᆌĂ౫ᄽᅜतӐٷ૧ჱࢅႎဇનևںݴ൶
࠲॰ዖิڦ٪ᇑݏኳᆶփ૧ڦᆖၚǄዐڪ႑܈ǅă

!!!!ణമ࣏ுᆶኍܔփཞ࿒ഘ༹ಇݣ൧ৠࢅփཞมࣷ

\23/4/2ǈ23/4/3ǈ23/5/7ǈ23/6/3ǈ23/6/4ǈ23/6/7^

൧ৠੵڦևோጹࢇೠࠚഘࢪՎࣅᆖၚڦ৫ׯԨǈሞJQDD
ĖഘࢪՎࣅ൶ᇘᆖၚ༬՚Ԓߢėዐڦ႑܈ධگǈܔӐ

6/4/3 ิༀဣཥ

ٷ૧ჱࢅႎဇનǈሞ၎ړᇀ DP3 ౪܈Ԡሺ้ഘࢪՎࣅᆖ
ၚׯԨ၎ړᇀ HEQ  ڦ.2/3  ڟ.4/9&ăኄዖೠࠚுᆶ

!!!!ഘ࿒ืߛ2ņ৽ࣷྰၾิڟሞ੍ৎิ٪࿒ྷݔ܈

୯ܠٷຕణമණཞڦᆖၚࢅᆌ൧ă
\23/:^

ฉ၌ڦᅃၵዖิڦ٪ǈ༬՚ሞߛՉᇹࢅټںဇӐ
ዞڦဇళևăఫၵᆯᇀཱིںൣĂ
ཱིගईںႚֶᅴܸփ

!!!!ट܋๚ॲణമഘࢪᆖၚڦዷᄲߵᇸǈᇨऺट܋๚

ᅓദᅎईዘႎቴۨڟਃڦۅںዖ৽ࣷ՞ླई௶ਨăӐ

ॲڦՎࣅॽዷڞഘࢪՎࣅڦᆖၚăీሺेڦඤټഘ

ٷ૧ჱഄ༬՚٤ෑิڦༀဣཥԈઔ෴ࢯঊĂ߅ࢅӷ

ࢅഽইᇐഽ܈ᅜत߀Վ༬ۨں൶ඤټഘڦೕ୲ǈᅜ

߅ิऄ࣍ৣăӐٷ૧ჱࢅႎဇન࡛ӂڏڦټโںᄺ

߀Վ༬ۨ൶ᇘڦ༬ۨഽڦ܈ԓᇐĂࢡࢅޅԓڦחዘ၄

٤ෑǈႎဇનᅃၵ٤ෑิڦༀဣཥेକሗ֥ڦணჽă

ăٗణമٷഘĊ࡛ᄝǄB.Pǅ౼ࢇఇ႙ڦഘࢪՎࣅ൧

\23/5/3ǈ23/5/4ǈ23/5/5ǈ23/5/6ǈ23/5/8^

ৠڥǈӐٷ૧ჱٷևںݴ൶ሞ32๘ुڦইᇐଉॽ၂
३ณăFOTP၄ၡڞዂࢡࢅჽ߅ǈ༬՚ሞӐٷ

6/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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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ＴＳ－ ９：Ӑٷ૧ჱࢅႎဇનڦዷᄲևோܔഘࢪՎࣅڦ٤ෑႠࢅᆌႠǖሞܾڼଚዐ߳ዖᆖၚڦ႑܈ᆩ+
Ǆ֖९Ԩरຍቌᄲ ڦ2/5 ևܔݴ႑ڪڦ܈पࣄݴǅă႑܈Ă٤ෑႠतᆌႠڦೠࠚᅜ ڼ23ቤڦ႑တྺए
ڦإǈժ्ยକړമට੨ࢅཨጨሺఇ๕Ⴤڦă

部门
࿔ࢅ
ࠃᆌ

ิں
ༀဣཥ

ᇘิ
ༀဣཥ

ᄂ࡛ิ
ༀဣཥ

影 响

适应措施

适应能力 章节

－ ࠺߄तٷࠃᆌ೨ǈ
ჸጳࣅሺे ++++

గၵں൶ߛ

－ ऺࣄǈದዃǈۨ ዐڪ
ॏ

23/4/2ǈ23/4/3

－ ်ൔᅃၵڜᇒࢅᄂ࡛Ⴚ
֫ ++++

ሞᆶ၌ڦ൶ᇘ
ాߛ

－ ᆶስࠃǈཽՆ گ

23/4/4

－ ୁࢋࢅںჸጳࣅሺेǄӐ
ٷ૧ჱǅ+++

ߛ

－ ߀Վཱིں૧ᆩٯแ گ

23/4/4

－ ิܠᄣႠ३ณǈᆮഄ
ڟ೦࣋ڦ൶ᇘĂӐٷ૧ჱߛ
൶ࢅဇӐڦဇళև++++

గၵں൶ዐڟ
ߛ

－ ৠ࠵࠶Ǘߛ ںዐگڟ
൶ీႠၭ

23/5/3ǈ23/5/5ǈ
23/5/9

－ आሚޅ၃ሺे +++

ዐ

－ ཱི࠶ںǈݞआ

ዐ

23/2/6/4ǈ
23/6/5ǈ23/6/21

－ ሗ֥ൔ +++

ዐ

－ ৠ࠵࠶

ዐ

23/5/4

－ ᅃၵᄂ࡛ڏโںჸጳࣅ+++

ߛ

－ ጲ߅ᇨٯแ

گ

23/5/8

－ ࢋୁࢅాںโิںༀဣཥՎ
ࣅ +++

ዐ

－ ߀Վڦದዃ

گ

23/5/6ǈ23/5/7

－ ᆐᄢࣅ +++

ዐǄሞӐٷ૧ － ߀Վڦದዃǈ३ ዐߛڟ
ჱాᇘǅ
ณᆐᄢዊୁଉ

23/4/5

－ ෴ࢯӣࣅǈᆮഄٷԎঊ
++++

ߛ

گ

23/5/8

－ ߸ܠᆶ࡛۾ሩԓ݀Ǜ +

փൣؤ

Ċ

23/5/8

౫ ᄽ Ă － සࡕሚࢅ෧ଠआሚޅڦ၃
ሺेǈิׂ૰ࣷইگǈၕ٩ม
థ ᄽ Ă
൶ڦუ૰ሺ ٷ+++
ଠ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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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ಢᇣ෴ࢯ

ໜܸۨۅںǈ － ߀Վአ֧ࢅ࠶ǈ ዐ
ໜ้क़ླྀڦᅎ
ݞआǈलবႠᇨԒ
࡞ेዘ

23/6/3ǈ23/6/4ǈ
23/6/5

－ ᆯᇀഄں൶ഘࢪՎࣅᆅഐ
ඇ൰ׇՎࣅ +++ ڍगၡ
փඓۨ

ߛǈڍगၡ
փඓۨ

－ ׇǈऺࣄǈ ݛںዐ
Ⴀ༬ፕࢅଙ
ፕǈ༐ஹᅟ

23/6/:

－ թ،࡞ணჽሺे ++++

ዐ

－ ௶،ǈී౫ᄱ

23/6/8

－ ਸ๔ࣷᆯᇀ DP3 ืߛܸሺे
ิׂ૰ǈࢫڍઠࣷԥഘࢪՎ
ࣅፕᆩڸၨ ++

ໜ้क़߀Վ

－ ߀Վ߷ፕٯแǈ߀
Վׂᄽ

IPCC ڼෙْೠࠚԒߢ

ዐ

23/6/4ǈ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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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ഘࢪڦ၂Վࣅࣷሺेᅃၵթਪدڦխǈኄਏᆶ

!!!!ᆯᇀഘ࿒ืߛࢅٷഘDP 3 ౪܈ሺेǈጲิༀဣཥ

ߛڦ႑܈ǈ࠶ᆶิҾඇࢅᅅଐޜခǈڍၡᆯ࿓

ࣷ݀ิՎࣅăᆦ۳֫ᄺॽ३ณĂຏఢࢅ࠺ఢॽൔణമ

ጱدխڦஆຯࢋթࢅ۾దૃࠢںసᄁԓ݀ڦీႠ࣏ࣷ

ԛևڦᆦ৳۳ཱིټںĂગᄾଠॽൔణമڦኍᄾଠิ

ሺेă\23/8/2^

ں൶ăิༀဣཥዐڦ৫؛पิׂ૰ీሺेǄᄺᆯᇀ
קڌইڦࡕǅăڍᆯᇀื࿒๑ݴ୲ሺेǈీ

6/4/6 ࠲॰ڦᆌስ

ॽኄၵྔܮሺेڦ༐ئ٪ଉڸၩăጲহዖܠڦᄣႠ
ᄺڟକኄዖഘ࿒ტՎࣅྰڦၾăۯڦዘᄲတں

!!!!࠲ ॰ Ⴀ  ڦ ᆌ  ֧ ܔԈ ઔ ༵ ߛ  ጨ ᇸ ૧ ᆩ ၳ ୲ ǄโںĂᇱĂᇑྔহ߰ਨڦတںǅڦ३ณᄺॽྰၾ
ǄXVFǅࢅᆶၳڦஹᅟऐĂ߸ںཱིڦړ૧ᆩአ֧Ă ڟᅃၵዖǄԈઔဏᆶ 0 ༬ᆶዖࢅᅃၵࢪౕǅăᆯᇀ
ߴཱིں๑ᆩኁ༵ࠃഘࢪ႑တࢅलবႠᇨԒޜခǈᅜӻዺ

ิༀဣཥ߀ڦՎీࣷᆅഐ࡛ᄝิༀဣཥĂᇘิༀဣ

்تഘࢪՎ୲ࢅՎࣅĂ߀ፕዖĂႪ۩߾ײՔ

ཥतิںༀဣཥዐۯڦዖඖڦᄇ༺Ǆߛ႑܈ǈඓ

ጚժዘႎݴ൶ࡀࣄएإยแ݀ڦቛĂ߀ิҾඇႠ

ۨڍுᆶྜඇڦኤǅă\24/3/2/5ǈ24/3/3/2ǈ24/3/3/

ࢅᅅଐޜခăڍǈሞӐٷ૧ჱࢅႎဇનႹܠጲิༀ

4.6^

ဣཥڦᆌీ૰ᆶ၌ڦǈᆯᇀׯԨĂথీ૰तഄ
ᅺڦᆖၚǈႹ࠶ܠဣཥڦᆌీ૰ᄺڟ၌ă !!!!ሞ౹ዞళևՎ߅ࢅՎڦഘࢪ൧ৠူǈཱིගڦႠዊ
\23/4/3ǈ23/4/4ǈ23/6/7ǈ23/8/5ǈ23/9/5ǈ23/9/6^

ᄺॽՎֶăኄዖᆖၚ܈ײڦሞ߲߳ں൶क़ֶ՚၂ǈ
ࣷᅺইଉڦՎࣅܸ߀ՎǄዐڪ႑܈ǈඓۨڍுᆶྜ

５．４ 欧洲

ඇڦኤǅă\24/3/2/3^

!!!!ړമཀഘཉॲᆖၚጣ౹ዞڦጲĂมࣷᅜतঢ়षဣ

!!!!ሞ൶ǈ࿒ڞॽߛืڦ܈ዂิټၠߛ࡛Ӛദᅎă

ཥݛ߲߳ڦ௬ǈሞኄၵဣཥዐ߳ݛ௬ۼᅙঢ়၂๖କܔ

ዖॽዘႎݴքǈሞᆶၵ൧ူǈᆶၵዖ՞ଣ௶ਨǄߛ

ഘࢪՎࣅࢅߌ௺ڦ٤ෑăഘࢪՎࣅेਗକኄዖޅ၃Ǆट

႑܈ǅă\24/3/2/5^

ߛ႑܈ǅăܔഘࢪՎࣅ၄ڦ٤ෑႠǈ౹ዞ߳ჱ൶ኮ
क़ᆶํዊႠֶڦ՚ă౹ዞళևࢅ౹ዞԛटں൶ᄲԲഄ

!!!!࠶෧ଠ࡞،ࢅթ࡞ॽీሺेǈڍሞ౹ዞԛևڦ

ں൶၂े߸ڥ٤ෑăՉᇺں൶ࢅփᇧں൶ڦᆌీ

ฆᄽ෧ଠڦᇱఢׂଉॽሺेǄዐڪ႑܈ǈඓۨڍுᆶ

૰ডֶǈኄॽڞዂჹዘࠅڦೝ࿚༶Ǆटߛ႑܈ǅăሞڼ

ྜඇڦኤǅ
ăᆯᇀ߅ᇑआሚޅ၃ߛืڦǈీࣷ๑ں

ෙْೠࠚԒߢዐᇑ౹ዞڦዷᄲ٤ෑႠᆶ࠲݀ڦ၄ᇑ

ዐ࡛ں൶ڦఢׂଉ३ณǄߛ႑܈ǈඓۨǅă
\24/3/3/2^

JQDDĖഘࢪՎࣅ൶ᇘᆖၚ༬՚ԒߢėࢅْܾڼೠࠚԒߢ
ዐຎݥᅃዂǈփࡗܔჱ൶ڦᆖၚࣷ߸ेਏ༹ᅃ

５．４．３ 农业和粮食安全

ၵǈժԈઔକᇑᆌీ૰ᆶ࠲ڦႎ႑တă
\24/2/2ǈ24/
2/5ǈ24/5^

!!!!ᆯᇀٷഘ DP3 ౪ߛ༵܈ǈٷևݴፕׂڦଉॽࣷሺ

ेăሞ౹ዞళևࢅ۫ևǈׂଉሺेॽԥጨᇸ܌ඍޅڦ
6/5/2 ጨᇸ

၃ڸၩǈ࣏ࣷԥᅺഘ࿒ืߛ๑ٷևࠢࢄݴૌፕิڦ
܌ڸၩă౹ዞԛևీ၄ኟ௬ᆖၚǈܸళև

!!!!ణമ౹ዞڦጨᇸतഄ࠶ኟሞუ૰ǈഘࢪՎ

ሶࣷᆶևݴ౫ᄽิׂဣཥྰڟၾ)ዐڪ႑܈ǈඓۨڍ

ࣅࣷेਗኄዖუ૰Ǆߛ႑܈ǅăሞأକබდࢡރ३ෑڦ

ுᆶྜඇڦኤ*ă

ں൶ྔǈ౹ዞٷևںݴ൶ࢡሚ࡞ీሺेăጨᇸ܌
ඍޅڦ၃ࣷሺेǈ༬՚౹ዞళևǄዐڪ႑܈ǅăഘࢪ

!!!!ᆯᇀഘࢪՎࣅ๑ᇌᄽࢅׂᄢኳᄽิׂ݀ิڦՎࣅǈ

Վࣅీेٷ౹ዞళԛևጨᇸֶڦᅴǄߛ႑܈ǅ
ăڟ

Ԉઔۯ൶ဣڦദᅎǈኄၵՎࣅዕॽڞዂڏᇉĂ်

32๘ु౹ዞॽࣷᆶᅃӷߛڦգجၩ฿ă\24/3/2^

ᇉतԞૌิܠᄣႠ߀ՎăփჄڦਸ݀૧ᆩࢅ࣍ৣ
ՎࣅࣷेਗኄዖՎࣅǄߛ႑܈ǅă

6/5/3 ิༀဣ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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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ＴＳ－ １０：2::1 ࢅ 32 ๘ु 91 پ౹ዞᄂ࡛ں൶ࢡ݀ิतഄᆖၚࠚڦྷݔ໙ăࢡᆖၚࠚڦྷݔ໙ܔ्
ยڦԍࢺႠՔጚߌ௺ݥǈኄᆌৈྺ༵๖ႠڦຍᇕǄփԈઔമ໋ǅă

洪水影响范围

地区
ٷဇᄝᄂӂ
հஆ࡛ڦᄂӂ
ںዐ࡛ᄂӂ

１９９０ 年受影响人口
（百万）

１９９０
ঢ়૦ࢡೝටຕ
Ǆഥට 0 ǅ

2:/1
2/5
5/2

５．４．４ 人居和金融服务

2:
2
4

２１ 世纪 ８０ 年代
्ۨփ֑ൽᆌ֧ܔ
ᆯᇀ࡛ೝ௬ฉืܸሺेڦଉǄ&ǅ
61  ڟ:ǈ111
1  ڟ4ǈ111
371  ڟ23ǈ111

૰ǅࢅྜڦአ֧Ăऐࠓࢅरຍኧဣཥǈมࣷঢ়षဣཥ
ڦᆌയ૰၎ܔডߛăڍഄጲဣཥڦᆌയ૰Փ

!!!!ᆯᇀഘࢪՎࣅ๑֎ׂڟዐڦ܈ײڪ฿ǈԍ၃ᄽ

گǄߛ႑܈ǅă
\24/4^

௬ଣጣയሞߛپॏڦഘࢪՎࣅᆖၚǈڍසࡕतራ֑ൽ
ዷٯۯแǈఫ࣏ࣷᆶڦٷᇆںઠํแᆌႠڦਉٯ

５．５

拉丁美洲

Ǆߛ႑܈ǅăཚĂీᇸतഄ߾ᄽᄺॽ௬ଣႴ൱ᇑ
ׇऐᇜڦՎࣅăणሞᄂ࡛ں൶߾ڦᄽॽ௬ଣ࡛ೝ௬ฉ

!!!!ᆶ؊ፁڦኤǈሞኝ߲ઙۡெዞஃٗलবڟ

ืࢅ݀ิट܋๚ॲڦᆖၚǈᆶՂᄲ֑ൽԍࢺٯแईኁӭ

߳ڦዖ้ٷक़܈ǈۼᆶഘࢪՎ୲݀ิă
ሞઙۡெዞ

ദǄߛ႑܈ǅă\24/3/5^

ڦႹܠჱ൶ǈኄዖኟഘࢪՎ୲ᅃӯઠຫࢅఫၵᅙঢ়ׂ
ิዘᄲڦมࣷঢ়षࢅ࣍ৣՎࣅᆖၚڦ၄ၡ၎ဣǈఫၵ

!!!!Ⴉှᇏૂۅںڦስᄺీᆯᇀ࿒߀ิܸ݀ߛื܈

Վࣅׂิࡕࢫڦీࣷᆯᇀඇ൰Վतഄӵໜڦཀഘഘ

Վă
ඤષࣷইگᅜྫဲलሞںዐ࡛ں൶دڦ्܈ཥႴ൱ă ࢪՎࣅܸेਗă
ओდཉॲڦ੍Ⴀইگǈܔᇀ۬ल୫ᆴᄽઠຫᄺॽׂิ
փଆᆖၚă\24/3/5/5^

!!!!ইଉڦՎࣅटںٷᆖၚጣୁत০ୁଉǈ்ཞ
้ᄺڟգجᇑओდබࣅڦᆖၚăইଉڦՎࣅतഄग

!!!!ᄂ࡛ں൶ࢡĂൔ์तโں३ณޅڦ၃ࣷॽ၂ሺ

ၡൽਦᇀຌںڦჱ൶ăሞઙۡெዞ߳ჱ൶ዐ࿒܈ᄺ

ेǈኄၵۼയሞںᆖၚጣටਃĂ߾ᄽĂ୫ᆴᄽĂ౫ᄽतᄂ

ࣷՎࣅă࠶ኄዖՎࣅీൽਦᇀᇸຕڦઠᇸतຕ

࡛ጲတںă࠶ԛ࡛ᄂӂᅙྜඇዃᇀࢡྰڦၾኮ

ዊଉᅜतᆩઠჺ৯ࢅݴဆऻڦ้ǈኄၵՎࣅዐᆶᅃ

ူǈڍ౹ዞళևܔኄၵՎࣅ၄ྺ߸ڥ٤ෑǄߛ႑

ၵీࣷܔഘࢪՎࣅᆶࠋ၅Ǆگ႑܈ǅ
ă
\25/2/3/2^

܈ǅă
UT.21༵ࠃକܔ౹ዞᄂ࡛ں൶ࢡڦᆖၚᇑޅ၃
ࠚڦ໙ă\24/3/2/4^

!!!!FOTP ܔઙۡெዞڦाक़ܠڦຕഘࢪՎࣅഐዷᄲ

ፕᆩǄߛ႑܈ǅăኄၵں൶ܻܲܔ౷ڦᆖၚ٤ෑǈܲ
6/5/6 ට༹ॳ

ܻ౷ܔઙۡெዞٷ߳ڦںᆖၚᄺփཞăԲසǈܻܲ
౷၄ၡᇑәဇ۫ԛևĂჱகსࢋԛևں൶Ă . ի૧

!!!!ᅺᄁඤ้क़ǈدකႠदթڦணჽतᄂ࡛ࢅࢋӂ

ྼჱڦҮںઙ౷ߛᇱᅜतዐெዞڦೝᄝᄂӂ߅ڦሳ

ᄂ၍ں൶ࢡڦીǈට༹ॳǄ൶ᅺഘකܸेਗǅ௬

ጒᆶ࠲ăৎबๆઠఏဇߣፌჹዘิ݀߅ڦሞܻܲ

ଣᅃဣଚޅ၃ăᇑჹࡦᆶ࠲ޅڦ၃ॽ३ณǄዐڪ႑܈ǈ ౷၄ၡ၄ݻڦǈܸәဇళևࢅဇԛևሶ၄
ᆶኛᅱǅă
\24/3/6^

କᅴڦโා൧ăઙబ၄ၡሶᇑߣԲჱࡗڦܠই
ଉᇑࢡᅜतәဇళև߅ڦᆶ࠲ăසࡕܻܲ౷၄

6/5/7 ᆌీ૰

ၡᇑઙబ၄ၡሺܠǈઙۡெዞᇜڦڟฉຎ൧ႚࣷ߸े
ೕݏă\25/2/3^

!!!!౹ዞᆯᇀঢ়षጒডࡻ
Ǆߛׂิ௷ࡔڦጺኵ)HOQ*त
ഄ࿘ۨሺǅ
ǅᅜत࿘ۨڦට੨ǄሞԨ൶ᇘాਏᆶӭദీ

!!!!ઙۡெዞڦᅃၵჱ൶ॽঢ়ᇜڟᅃၵट܋๚ॲǈ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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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ฉኄዖ࿔ࢅഘࢪ၄ၡڦᅴࢇܔઙۡெዞׂิକ

ଠፕྺ்ݏڦኳׇࢅတڦںăᆯᇀ࡛ೝ௬ฉืڞ

ሚవăඤټᪿࢅޅ၎࠲ڦԓᇐĂࢡࢅࣂೢሞዐெዞࢅ

ዂ࡛ӂჷுĂࢋӂतೝᇱں൶ࢡݘરǈॽᆖၚڟኄၵ

ఏဇߣళևՎݥڥՓăሞళெዞڦဇԛևࢅәဇ۫

ں൶ڦጨᇸ૧ᆩ୲ࢅ౫ᄽᆩںǈཞ้ᄺࣷ๑มࣷঢ়ष

ԛևǈႹܠट܋๚ॲิ݀ڦᄺᇑܻܲ౷၄ၡᆶڦٷ

ࢅॳ࿚༶ܱࣅă\25/3/4^

࠲ဣă
\25/2/3^
6/6/5 ౫ᄽ
6/6/2 ጨᇸ
!!!!एᇀ HDN ࢅፕఇెఇ႙ǈሞҮߵཔĂәဇĂ૧
!!!!ሞઙۡெዞᆶඓൎኤգࢋሞࡗඁबๆዐᅙঢ়

तઙࡁႜڦ౫ᄽჺ৯ǈႹܠፕׂଉॽۼইگ

ཽକă
ߛں൶ഘࢪՎڞዂକዘᄲڦდࢅգ௬ම ǄසᇗĂၭĂٷĂ೯༥ǅǈฯሞ୯କDP3 แڦݨ
ၩ฿Ǆዐڪ႑܈ǅ
ǈॽᆶీᆖၚߛڟ༹ᇣሏࢅۯ୫

থᆖၚࢅ୯ሞ౫ׇೝฉ֑ൽዐڦ܈ײڪᆌٯܔแڦ

ᆴăᆯᇀኄၵࢋܔୁଉᆶᆖၚǈኄዖഘࢪՎڦ൵ॽ

൧ူᄺසُǄߛ႑܈ǅăᇨऺഘ࿒ืߛࣷ๑ں൶

ᆖၚࢋڟሞ࠺߄Ă݀ۉतࡵሏݛ௬ڦၳీă
\25/3/5^

ፕิᇣܸٗ܌๑ፕׂଉইگăࡗඁ 51 ǈ౫
ᄽܔઙۡெዞࡔॆׂิాࡔڦጺኵࠋڦ၅ሀྺ21&ă
ణമ

6/6/3 ิༀဣཥ

౫ᄽධኄᅃں൶ঢ়षڦዘᄲፇׯևݴǈ
ᅺྺኄᅃں൶
౫ᄽહۯ૰ጺહۯ૰ڦ41.51&ăܔፌೖઓں൶ට੨

!!!!ᆶඓረڦኤઙۡெዞں൰ฉิܠᄣႠፌ

ଂ๋Ҿඇݥዘᄲڦă
ᆩᅜྼิ٪ڦ౫ᄽሞઙۡெዞ

ڦٷणዐںኮᅃǈഘࢪՎࣅڦᆖၚॽሺेิܠᄣႠ३

ڦևݴ൶ᇘᅙڟକჹዘྰၾǈԈઔәဇ۫ԛևă

ณޅڦ၃Ǆߛ႑܈ǅăሞዐெዞ९ྎڦڟૌࢅၭ႙ր
ළۯڦຕଉ३ณକǈኄీᇑ൶ᇘഘࢪՎࣅᆶ࠲ăᆯ

!!!!ඓۨڍփྜඇǈഘࢪՎࣅॽইگଠᄽׂଉǈᅺྺሞ

ᇀටૌऄۯᆖၚĂ෧ଠआሚ݀ิೕ୲तྷݔሺेᅺই

लǈݴᎍ݄၌କຏఢิڦăኄዖ൧ሞઙ

ଉࡼڦڞዂڦኖොଉ३ณĂඇ൰Վᅜतܻܲ౷၄

ۡெዞٷڦևںݴ൶ీࣷჄ৳ܸࣷ߸ेă

ၡڦጹࢇᆖၚ๑ణമ٪ାሞჱகსࢋୁᇘڦ෧ଠ௬ଣጣ

UT.22ጺକܔኄၵں൶փཞፕࢅփཞ࠶ٯแڦ

ྰၾă
ዐெዞႎඤټ൶ڦलবႠ߅෧ᄺࣷჹዘྰၾଠă ჺ৯ࡕǈᆶჺ৯ۼሞᇐᄢ൧ႚူႜڦǗٷևݴ
ࡕ၂๖କ௬ᆖၚǈᆮഄᇗă\25/3/3^
!!!!ሞ߅ሳ൧ူຏఢຶྨ୲ሺेǈᆮഄሞჱகს൶
ႎৎႚڦׯՉᇹټںৎ߸ྺՓăኄၵՉᇹᄺႹᆯᇀ

6/6/6 ට༹ॳ

࣯ଠڦሺेܸ๑ٷևݴ෧ଠڦڟᆖၚሁઠሁٷǈ༬՚
ඹᅟڟইଉ३ณڦᆖၚăሞఏဇߣǈᆶॽৎ 61& ڦ

!!!!ഘࢪՎࣅܔઙۡெዞට༹ॳڦᆖၚྷݔీዷᄲൽ

ᄾඤټ෧ଠڟᆖၚă2::8  2::9 क़ǈFOTP

ਦᇀට੨ܠڦณĂට੨܈Ăਃዿںतᆶ܈ײăඤષࢅ

๚ॲׂิٷڦଉইആगӯ߀ںՎକᄂ࡛ں൶ڦ

ࡦܔח൶ᇘߛޅ၃ටඖ୲ྨຶڦᆶᆖၚ
Ǆዐڪ႑܈ǅ
ă

߅ሳิༀ࣍ৣă
ඇ൰Վॽࣷકٷඤټ෧ଠڦᅓྷݔǈ
ᅜԍኤኲิૌ႙ڦೝ࢚ăڍǈ࣯ଠڦൻۯᅺጱ

!!!!ഘ࿒ืߛॽᆖၚิڟऄሞකዐටඖॳڦǈ

ٷǈᆼࣷ๑ඤټ෧ଠڦྷݔકቛࣅྺᆶăཱིں૧ᆩᇑ

සఏဇߣĂ૧ڦںჱߣăᄽᅙኤํǈሞәဇĂ

ഘࢪՎࣅक़၎ࢻፕᆩڦኟݒઍࡗॽײٝ๑โාඤټ෧ଠ

Ăի૧ྼჱĂҮߵཔࢅ྿ాઙǈFOTPࣷᆅഐदթد

ڦ฿ेă\25/3/2^

ዖඖ݀ิՎࣅǈᄺࣷᆅഐᆯدխڦदթڦᆖၚྷݔ
ᆶՎࣅăሞࢅࠟәڦჺ৯ᅙǈ࿒܈तইڦ

6/6/4 ࡛ೝ௬ฉื

ሺेॽ߀ՎدකႠदթںڦݴքසऊࢅసఈᄁǄߛ
႑܈ǅă࠶ླྀ֪दթิ݀ڦఇ๕ሞփཞں൶ీᆶ

!!!!࡛ೝ௬ฉืࣷ३ณణമࢤڦຏଠᅓิ٪൶ᇘࢅႚ

փཞǈڍᅙᆶኤኤट܋๚ॲॽิ݀ڦ๑ຶྨ୲ࢅ࣒

ׯႎחڦჷு൶ǈܸٗᆖၚڟኝ߲ࢤຏଠิༀဣཥǈ թ୲ǄฅĂدකթĂมࣷ࿚༶ࢅ࿐ิएإยแǅሺे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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ڞዂᅃၵࢤຏଠዖ݀ิദᅎăኄၵᄺॽᆖၚڟ൶ᇘా

ኟස2::9ዐெዞڦᪿޅആĂ2:::ఏဇߣࢅ྿ా

ڦᇌᄽิׂǈᅺྺٷևݴฆᄽᆩڦԞૌࢅỀૌᅜࢤຏ

ઙڦԓᇐत 3111 ૧ࢅҮߵཔڦԓᇐᅃᄣă\25/3/6^

IPCC ڼෙْೠࠚԒߢ

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रຍቌᄲ

表 ＴＳ－ １１：ഘࢪՎࣅܔઙۡெዞᅃิፕڦᆖၚೠࠚă

研究

ａ

气候情景

研究区域

作物

对产量的影响
（％ ）

Epxojohǈ2::3

,4ņ
ইଉ .36&

૧ǈOpsuf!Dijdp

ၭ
ᇗ
ཱི۹
೯༥

३ׂ
ሺׂ
ሺׂ
३ׂ

Cbfuihfoǈ2::5

HJTTǈHGEMǈᆈࡔ NP

ઙࡁ

ၭ
ٷ

.41
.51  ڟ.41

Ef! Tjrvjsb! fu! bm/ǈ
2::5

HJTTǈHGEMǈᆈࡔ NP

әဇ

ၭ
ᇗ
ٷ۹

.61  ڟ.26
.36  ڟ.3
.21  ڟ,51

MjdfsnboࢅP(Csjfoǈ
2::2

HGEMǈHJTT

ఏဇߣǈUmbmuj{bqbo

ᇗ

.31
.35
.72

Mjwfsnbo! fu! bm/ ǈ
2::5

HJTTǈHGEMǈᆈࡔ NP

ఏဇߣ

ᇗ

.72  ڟ.7

Tbmb ࢅ qbszfmpǈ2::5

HJTTǈHGEMǈᆈࡔ NP

Үߵཔ

ᇗ

.47  ڟ.28

Cbfuihfo ࢅ nbshjoǈ
2::6

ᆈࡔ NP

Үߵཔ
ઙࡁ): ߲በ*ۅ

ၭ

.6  ڟ.21

DDDNǈHGEM

ఏဇߣ)8 ߲በ*ۅ

ᇗ

ሺׂ . ३ׂ

ᇗ
ၭ
ၠනઉ
ٷ۹

.27  ڟ,3
.9  ڟ,8
.9  ڟ,24
.33  ڟ,32

ٷ

.21
d
.9  ڟ,6
e
.26
d
.24  ڟ,21

b

Dpoef!fu!bm/ǈ2::8

b

Nbshjo!fu!bm/ǈ2::8

HJTTǈHGEMǈᆈࡔ NPǈ Үߵཔ)54 ߲በ*ۅ
NQJ

Ipgtueuf!fu!bm/ǈ2::8

jodsfnfoubm

ઙࡁ

ᇗ
b
c
d
e

c

֖ ڼ25 ቤ֖࿔၅ǈ༵ࠃକᆶڦ࿔၅Ǘ
ሺे 2ņǗ
ইଉՎࣅሞ .31 Ċ 31&Ǘ
ሺे 3ņă

５．６ 北美

तጨᇸ૧ᆩݛڪ܈ײ௬ڦՎࣅǈۼᄲ൱֑ൽ၎ᆌڦ
ᆌ֧ܔǈ૩සǈԈઔሞݞԓޅᇐยแĂࠃएإยแᅜ

! ! ! ! ԛெॽঢ়ഘࢪՎࣅኟଇݛ௬ڦᆖၚǄߛ႑

तม൶ԍॳޜခݛ௬ڦཨጨă\26/4/3ǈ26/5^

܈ǅă
ิܔༀဣཥࢅටૌਃڦںփཞᆖၚࣷेܔٷഘࢪ
௺ߌڦጨᇸิׂںڦ൶क़ֶᅴतܔट܋๚ॲڦ٤ෑ܈ײă 6/7/2 ม൶ࢅएإยแ
௬ܔනᅮೕܠڦݏዖၾ೨ǈ֑ൽ၎ᆌᆌڦ֧ܔऐᇜᇑ
ᄺሞሺेǄ UT ǉ 23ǅ
ăፕྺܔణമᇑഘࢪᆶ࠲ڦ

!!!!ट܋๚ॲڦೕ܈Ăഽࢅ܈Ⴤ้क़ڦയሞՎࣅԛ

࣮ڦᆌǈᅃၵႎᆗڦᆌٯܔแኟሞڟᄓǄසݞ

ெᇑഘࢪՎࣅᆶ࠲ڦፌዘᄲޅڦ၃ኮᅃăഘࢪՎࣅܔ

ڮǅǈ
ڍबࢭுᆶगၡኄၵٯแᅜፕྺഘࢪՎ

ڦയሞᆖၚԈઔ۬लჹࡦ܌Ă੯ඤೕ܈ሺेĂ࡛ೝ

ࣅںڦ൶ႠٯแܸीჄኴႜă࿒܈ĂইĂदթدխ

௬ฉืĂޅԓޅח၃ሺेĂᇑޅԓࢅגই၎࠲ࢡ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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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ＴＳ－ １２：ԛெჱ൶ഘࢪՎࣅᆌႠ࿚༶ǈᅃၵྺԨں൶༬ᆶڦ࿚༶ᄺᅙኸă
北美亚区域

活动

气候变化适应对策选择和挑战

ܠٷຕں൶ईඇև .!Վࣅڦනᆩׇ
ჱ൶
.!ٷג௬ओྷݔጨᇸڦศ܈ਸ݀ǉా
!!तੵࡔ
.!णĂཱིںኛ܋Ă༌ಒၹᅱǉࡔాत
ੵࡔ
.!કቧ
.!ཚቯ

.!Ă࣍ৣׇഐڦፕᆩ
.!߀Վࢅీᇸဣཥڦยऺࢅ֡ፕ
.!౫ᄽࢅଠᄽݛ௬ڦႎरຍईႎٯแ
.!ྰၾิༀဣཥڦԍࢺईܔႎৠ࠵ڦᆌ
.!ဲल)࿒ཀഘ*୫ᆴሺेڦፕᆩ
.!ट܋๚ॲᆅഐڦዊଉޅ၃
.!࠶ม൶ॳᅜᆌՎࣅޅڦ၃ᅺጱ
.!ࠅࠌथᇲዺࢅຳටԍ၃ፕᆩڦՎࣅ

ԛटں൶

.!۬लሏဣཥ
.!ཱིዸටิऄݛ๕

.!ኍܔᆦ۳֫ࢅգཉॲႜڦยऺ
.!ଇዖঢ়षࢅࠌཞ࠶ඖ༹ഐڦፕᆩ

ᄂ࡛ں൶

.!ฆᄽႠ࡛ᄝጨᇸ३ณ)ỆᇉĂẙᇉ*
.!ᄂ࡛ں൶݀ቛഽٷे܈

.!ׂᄽĂတںԍࢺĂܓذ३ณ
.!ߛႴ൱൶ᇘڦᄂ࡛ࡀࣄ

ڏٷࢶں൶

.!ࢶ௬࿋Վࣅߌ௺ڦႠ

.!ሞ࡛ӂ၍ൔሺे้ǈܔইࢶڦگ௬ೝ࿋
ႜ࠶

݀ิ้क़Ăೕ୲Ăჹዘݛ܈ײ௬ڦՎࣅăኄၵ๚ॲڦ

ᅜतሺेᆩࢽኮक़ڦᆩದܮጲᇼገඟăኄၵٯแ

၄ࣷิׂॳܔᆖၚǈ
ᆮഄඤષሺेࢅट܋๚ॲՎࣅă ᅜ३ൟဲलୁଉ३ณܔᆩࢽሰڦׯᆖၚǈڍᄲڸၩ
ܔႹܠิิༀဣཥڦփొᆖၚǈీవईߵԨփ
!!!!ႜᆌႠएإยแཨጨǈॽ३ൟม൶ڟփ૧

ీǈܸీփీྺᆶᆩࢽीჄ࿘ۨԍዊ༵ࠃణ

ᆖၚ܈ײڦǈኄၵཨጨీ၎ړӆࡍă౫٩Ăೖઓටඖ

മඹᅟڦڟڥᆩଉă
ሞᅃၵں൶)සெࡔဇև*ॽࣷੂڟ

तཱིዸਃ௷ీ݆ႜኄᄣڦཨጨăُྔǈएإยแ

ᆶၳڦࠃᆌॽٗ౫ᄽ࠺߄ၠࢅഄ၎ߛܔॏ૧ᆩ

ཨጨਦ֧ॺ૬ሞഘࢪՎࣅኮྔڦഄܠዖႴᄲኮฉڦǈ ڦևோڦገᅎăኄᄣڦዘႎݴದ༵ߛକมࣷᆫံժ
Ԉઔට੨ሺࢅ၄ᆶဣཥڦ๑ᆩࢅࡼ܈ײă
\26/3/6^

ۙবକ၎࠲ݯᆩǈኄዖݯᆩۙবॽൽਦᇀ༹ă

6/7/3 ጨᇸࢅิิༀဣཥ

6/7/4 ࡛ᄝᇌᄽ

!!!!ᆯᇀইᇐڦփඓۨႠ๑ܔڥԛெጺ০ୁଉڦՎࣅ

!!!!ణമණྺǈ
࡛ᄝ0࡛ӂৣ࣍ټዐڦഘࢪ၎࠲ՎᅴႠሞ

࣏వᆶᅃዂڦණ๎ăٗఇెੂǈሞܠٷຕ൧ৠူǈሺ

ೝᄝĂԛٷဇᄝĂӣସ࡛ࢅఏဇߣྗब߲ԛெᇌᄽׂڦ

࿒ࢶܔ௬ኖ݀ᆖၚڦࡕǈሞܠٷຕ൧ৠူǈࣷڞዂ

ଉዐӳᄇጣዘᄲڦঙǈ
ᆖၚ࡛ᄝᇉඖׂଉࢅक़ݴքࡗ

ፌࢶڦٷĊĊહຯࢶဣཥĊĊ࿋ࢅୁଉই)گዐڪ

ڦײՎࣅᇑഘࢪՎࣅᅜतᇑ࿄ઠฆᄽվᇉݛ๕ڦփඓۨႠ

႑*܈ăԓᇐ๚ॲሺेॽټઠٷଉڦౄ෭קओᅜतۅݥ

ኮक़٪ሞްሗڦဣǄߛ႑܈ǅăٗվસೝᄝẙᇉࢅ

ᇸකणᇀࢋୁ)ዐڪ႑*܈ăଷྔǈሞलবႠබდྺ

Ệᇉڦঢ়ᄓຫǈ
Ⴤڦᇌᄽ࠶ॽႴᄲत้ࢅڦጚඓ

ዘᄲጨᇸںڦ൶)සߣԲჱࢋୁᇘेڦ૧ޟჱዝ*ǈ ڦᆖၚᇉଉৣ࣍ڦბ႑တǈཞ้ᄲ൱ܔइڦڥኄၵ႑
ሺຼࢭࣷڞዂ০ୁڦलবႠገՎǈ۬लࣷ၄ٷଉڦ

တǈ
ሞ܈ฉࢅ֡ፕฉీፔଳऄݒڦᆌă
\26/3/4/4^

০ୁǈܸဲलୁڦଉࣷ३ณ)ߛ႑*܈ăኄీܔࢅ
ୁဲڦୁࢋलڦዊଉࢅ૧ᆩ୲ሰׯփ૧ᆖၚ)ዐڪ

6/7/5 ౫ᄽ

႑*܈ă UT.9 Ք๖କీڦᆖၚă\26/3/2^
!!!!ডၭࢅڦডዐڦڪഘࢪՎࣅॽփࣷླ࡞๋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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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ܔኄዖलবႠ০ୁՎࣅڦᆌႠ֧ܔǈԈઔ߀Վට

၎ܔᇀഄں൶ઠຫǈړᅃၵں൶ڦ၎
ิׂ)ߛ႑*܈ă

߾ዼඹଉ࠶Ăेഽူںܔࢅںࠃᆌڦၹۙ࠶

ܔᆫ၂३ณࣆڦǈॽࣷںܔ൶ׂଉሰׯഽଜڦᆖၚ

IPCC ڼෙْೠࠚԒߢ





!"#

 qpJUW=



!"#$%&

!"#$%&'()*+

275

ഘࢪՎࣅ!2001

ጹࢇԒߢ

)ዐڪ႑*܈ăጺ༹ܸჾǈኄॽׂࣷิডၭڦ৫ڦኟ௬

!!!!ཚऋቯټઠڦሚవႠ฿ǈሞԛெࡗඁ41ాሺ

ᆖၚăิׂኁࢅၩݯኁڦ౫ᄽޟ૧ॽໜڦ܈ഘࢪՎ

ेକ 9 Ԡ)ߛ႑*܈ăຳᆐԍऐࠓ)༬՚֎ׂԍ၃*ڦ

ܸሺेăܸǈැഘࢪᅃօՎǈᅮॽࣷইگ

၄ฯࡗᅜतምԍ၃ኟሞᆥ၄ǈܸǈᇑഘࢪᆶ࠲

ĊĊฯՎׯ৫ڦ฿ăெࡔٷೝᇱࢅेధ֥ٷٷᇱں

ڦ૧ා฿ࢅ૰࣏ᅙঢ়้ᆶ݀ิăໜጣՎᇧतට

൶߅ڦയ૰ࣷሺेăሞेధٷǈଂׂ๋൶ᆶ၌ԛᅎڦ

੨ၠ٤ෑں൶ڦദᅎǈ
ԛெڦԍ၃)ඇ൰ڦ6:ǁ*฿ኟ

ऐࣷᄺీሺेă

ሞሺेăԍ၃ᄽܔኄၵՎࣅڦ٤ෑႠᅺں൶ܸᅴă

!!!!DP3 থิڦၳࡕሺेׂڦଉᅜत౫ࢅׇ౫ᄽ

!!!!ፌৎڦट܋๚ॲᅙঢ়๑ԍ၃ࠅິᆶକᅃၵᆌٯܔแǈ

ׇْ֫ฉۙڦব)සႜྺฉڦĂঢ়षฉڦĂࢅ܈ฉ*ڦ

ԈઔሺेॺܔዾڦՔጚࢅሚ࡞ጚԢݛ௬࠲ڦጀăԍ၃

ॽࣷڸၩᅃၵ฿ă౫ࢅׇ౫ᄽׇْ֫ฉۙڦবܔঢ়

ࠅິدڦཥٯแഐ؛एᇀ૦๏ฉڦഘࢪঢ়ᄓǗፌৎǈ


षڦᆖၚჺ৯ǈഘࢪՎࣅܔ౫ᄽڦ௬ᆖၚీԥ

்ᅙਸ๔૧ᆩఇ႙ઠᇨ֪࿄ઠᇑഘࢪᆶ࠲ڦ฿ǈഄമ

ࡗߛࠚऺǈᅺྺኄၵۙব࣏ுᆶԥ୯ඁ)ዐڪ႑

ৠସටჲăአުፕྺԍኁई৸ሚኁഐጣዷᄲፕᆩǈ༬

*܈ăڍǈ౫௷ܔཨࢅׂڦስీڦ૰వᇨ֪ǈ ՚ړຳᆐԍ၃ࠅິ݆ԍ้ă
ኄॽᅈડᇀࢅׇ܈ă
\26/3/4/2^
５．７

极地地区

6/7/6 ෧ଠࢅԍࢺں
!!!!ኟසᇨଙڦఫᄣǈटںں൶ڦഘࢪՎࣅᇑں൰ฉ
!!!!ᇨ֪ǈഘࢪՎࣅሞ࿄ઠ61.211ాǈஃ෧ଠ

ഄں൶၎ԲՎࣅፌ၂ዸںڦ൶ăԛटں൶ܾๆ๘ु

௬ओ࣏ഄิׂ૰ॽۼీሺे)ዐڪ႑*܈ăܸǈഘ

211ઠڦຕǖਨܠٷຕں൶ڦሺ࿒൵ሞ6ņݔ

ࢪՎࣅࣷᆅഐᅃၵĐ߅ඡᅺጱđ
)සआĂ،࡞Ԗ݀*ڦႠዊ

ྷాǄटߛ႑܈ǅǈইᅨሺेǄگ႑܈ǅăሞेధٷ

ࢅڦྷݔՎࣅ)ዐڪ႑*܈ă
ट܋ईഘࢪՎࣅ൧ৠ

۫ևᆶᅃၵں൶ഘࢪૐଃă࡛գྷݔ߃ޮڦๆ३ณ

ǈٷ௬ओકቛ෧ଠڦྷݔీႠইگ)گ႑*܈ă

3/:&ǈ2:89ǉ2::7क़࡛գ܈ࢩڦᅙደօՎԋǄߛ
႑܈ǅăཥऺǈጲ2:26ᅜઠǈኝ߲౹ჱٷؾलইდ

!!!!ᆶ၂ڦኤǈഘࢪՎࣅࣷ๑༬ิڦༀဣཥ

ᅙ၂३ณǄߛ႑܈ǅ
ăᆦ۳ཱི௬ओᅙ३ณժਸ๔Վ

ૌ႙ၩ฿ĊĊߛں൶Ă
༬ڦᄂ࡛โ)ںසჸት*ࢅా Ǆटߛ႑܈ǅ
ăሞᅃၵں൶ǈᆦ۳֫ኮฉڦलবႠබ۳
โߛ)ں႑*܈ăཚࡗᆶऺࣄڦԍࢺ߾ײǈ༬՚ඓۨࢅ ֫܈ࢩڦሺेǈႚׯକႎྷݔٷڦᆦ۳ཱིබࣅ൶ăሞళ
ԍࢺఫၵᅙྰڟၾิڦༀဣཥǈኄᅃዖᆌ֧ܔă टǈໜጣգॐڦ၂ዸ३ณǈళटӷڜഘࢪՎڦ൵ๆ
ᆯᇀᆶᆌႠ࠶ڦǈ࠶ڟڦఢׂںԲுᆶ࠶ ݴ၂Ǆटߛ႑܈ǅăሞళटٷǈߛںኲԥݔڦ
ںڦ൶ഘࢪՎࣅڦᆖၚডณă
\26/3/3^

ྷኟሞሺे)टߛ႑*܈ăഄں൶Վ൵փ၂ăሞ
31 ๘ु61پዐڟ81؛پǈళट࡛գࢫཽକ4߲

6/7/7 ට༹ॳ

ܠ࿃܈Ǘփࡗጲٗ2:84ᅜઠǈժுᆶ၂ዸՎࣅ)ዐڪ
႑*܈ă
\27/2/4/3^

!!!!ԈઔदĂ߫کඤڪᆯթᇱׂ༹ิڦदթഄྷݔ
ీકቛڟெࡔฯ݀ቛेڟధٷăᆯՌๅدխܸ݀ิڦ

!!!!ԛटܔഘࢪՎࣅट܋٤ෑǈၟᇨऺڦఫᄣǈܔጲĂ

ટఛ࠲বᄁᄺీકቛेڟధٷăܸǈมࣷঢ়षᅺ

ิༀᅜतঢ়षݛ௬ڦዷᄲᆖၚኟტ၂ઠă߳ዖݒ

සࠅࠌॳٯแǈॽࣷሞਦۨኄၵदթڦ٪ሞᇑࢅޏ٪

ઍऐॽࣷᆅഐᅃዖٷݣၚᆌǈഄࡕॽܔഄဣཥࢅ

ሞݛྷݔ௬ഐጣዘᄲፕᆩăᇑᆶ࠲ڦदթీࣷໜഘ

ටૌሰׯᅃဣଚڦᆖၚăሞ࡛ࢅںᄝॽࣷټઠփཞڦ

࿒ࢅ࿒ڦՎܸሺेǈժӵໜ౫ᄽࢅں൶ڦഽ০

ዖፇׯǈዖඖݴքၠटںദᅎǈටૌม൶دཥิڦऄ

ୁ๚ॲิ݀ڦăୁܔႠޅԓೕ୲ڦሺेీڞዂᇑԓޅ

ݛ๕ॽڟჹዘ೦࣋ăሞԛटںٳ݀ڦ൶ࢅᆦ۳֫टྺ

ᇐᆶ࠲ڦၦرթ૩߸ิ݀ںܠă
\26/3/5^

ڦݿգ൶ǈᄲ༬՚࠲ጀᅜ३ณኟሞබࣅڦᆦ۳֫ټ
ઠڦփ૧ᆖၚǈසॺܔዾࢅཚڦჹዘ೦࣋)टߛ႑

５．６．７ 公共和私营保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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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ړǈഘࢪՎᄺॽࣷټઠᅃၵᆶ૧ڦᆖၚǈස३

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रຍቌᄲ

ณକܔඤీڦႴ൱ăԛգᄝ࡛գٷଉ३ณॽࣷܔਸཚԛ

!!!!ഘࢪՎࣅࢅ࡛ೝ௬ฉืॽߴၭټࡔڜઠჹዘྰၾǈ

ट࡛ᄝ၍ୟࢅิༀ୫ᆴټઠࡻتǈኄॽߴԛटஹᅟࢅړ

ኄၵၭݴݘ࠽ࡔڜքᇀೝᄝĂᆇ܈ᄝĂٷဇᄝĂᅜते

ںཚრټઠڦٷയሞ૧ᅮă\27/3/6/4ǈ27/3/8/2ǈ27/

ુԲ࡛ࢅںዐ࡛ዜྷں൶ăၭڦࡔڜ༬ኙǈ
ഄᇑ࡛ᄝ

3/9/2ǈ27/3/9/3^

၎Բܸ၎ܔডၭڦں௬ओĂᆶ၌ڦጲጨᇸĂں࿋ዃ
ฉڦ၎ࠜܔ૬ႠĂटၭڦঢ়षਸ܈ײݣǈྔܔև؋ऍĂܔ

!!!!ሞళटں൶ǈᇨ֪ڦഘࢪՎࣅॽࣷิׂںᆖၚ

ጲሚ࡞ࢅഄट܋๚ॲਏᆶߛ௺ߌႠǗტሺेߛڦ

)ߛ႑*܈ăᅺྺሞডڦᅃ้ాǈኄၵᆖၚࣷॽۼ

܈ට੨ĂডֶڦएإยแĂᆶ၌ڦጨূĂට૰ጨᇸĂᅜ

݀ิǈन๑ሞ࿒ഘ༹ಇݣᅙঢ়࿘ۨࢫǈኄၵᆖၚᄺॽ

तरీǈۼ๑ഄ٤ෑႠሺेă
ኄၵ༬ኙ၌କၭࡔڜ३ณ

ࣷीჄჄড้क़ă૩සǈܔटٷںգᇱࢅඇ൰࡛ᄝ

ࢅᆌഘࢪՎࣅत࡛ೝ௬ฉืీڦ૰ă\28/2/3^

࣍ୁ๕ڦᆖၚॽ࣐ܸ৳ڦǈሞ࿄ઠڦब߲๘ुా
ኄॽۼփొገڦǈ
ժࣷᆅഐ๘হഄڦݛںՎࣅǈ !!!!Ⴙܠၭࡔڜᅙঢ়ईኟሞڟణമ࡛ᄝࢅٷഘጒༀٷ
Ԉઔ࡛ೝ௬ฉืăᇨ֪ǈళटӷڜዜྷڦգॐॽࣷ ڦྷݔाक़Վᅴڦᆖၚăࡕၭࡔڜڦڟፌ၂ࢅ
ᅃօٷଉ३ณăໜጣิऄेڦۯഽࢅᇉૌิ୲ڦ

ፌথڦᆖၚీᇑইᇐ้ڦՎࣅĂ
ཱིගݴኧĂฺ

༵ߛǈՎڦഘ࿒ࢅ࡛ᄝգ܈ޗٷڦ३ณీ࣏ࣷ

ႜޅ)ޅࢅޅၠ*Ă܌ڦ൶ᇘࢅ࡛ںړೝ௬ՎᅴĂ࡛ષ
ܔళև࡛ᄝิڦༀࢅጲ࡛ᄝׂิᆖၚă
\27/3/4/5ǈ ሏۯఇ๕ᆶ࠲ăሞࡗඁࢅ၄ሞڦഘࢪ൵ࢅഘࢪՎࣅዐ
27/3/5/3^
ᅙঢ়ኤํኄၵՎࣅǈनǖೝ࿒܈21ฉื1/2ņĂሞ
ԥֱۙܠٷڦຕၭࡔڜڦتඤ࡛ټᄝں൶࡛ڦೝ௬
!!!!टںں൶ԈࡤႹܠഘࢪՎࣅڦൻۯᅺጱă
ᇨ֪ǈᆯ

ฉื 3 ࡹăܔփཞں൶࠵֪ڦڟຕႜݴဆ

ᇀްሗڦࢅิბࡗڦײፕᆩǈٷᄝዝళևဌڦ

ǈ௬ഘ࿒ߛืڦ܈ᇺᇺٷᇀඇ൰Վڦ୲ǈ༬՚

༐ॽٷଉ३ณăᆯࡤݴଉՎࣅᆅഐڦ۳ཱིڦټں࿒

ሞೝᄝࢅेુԲ࡛ں൶ăೝᄝࢅेુԲ࡛ں൶ই

ഘ༹ಇݣĂԓڦትሷݴڦᅜतᆦ۳֫බࣅॽۼሺ

ᇐଉՎᅴऻڦ၂๖କᇑ FOTP ิ݀ڦᆶൎ࠲ဣă

ेăߛݒพ୲ڦգდྷݔ३ณǈॽࣷेٷՎڦ൵)ट

ܸǈኄၵՎᅴևݴీᆯᇀඤںټ൶ࢅళೝᄝޖ

ߛ႑*܈ăᆯԛटሺेڦ০ୁଉࢅᇐଉĂళटգॐڦබ

ࢇ൶ڦገᅎǈኄዖገᅎܔᇐଉՎᅴڦᆖၚ࣏Ⴗᅃօჺ

ࣅĂᅜत࡛ᄝգ३ณǈॽ࡛ࣅڏǈഄࡕॽ३࣐ԛٷ

৯ăܔణമ࡛ೝ௬Վࣅ൵ڦړᄺᇀ࠵֪ऻ

ဇᄝࢅٷᄝళևڦ࿒ჸ࣍ୁǈժ३ณศ࡛֫ڦ࣑

ǈ༬՚ᇀחမ֪ଉՔጚڦ၌ă\28/2/4^

ଉă\27/4/2^
6/9/2 ࠅೝࢅჄ݀ቛ
!!!!ጲटิںༀဣཥܔഘࢪՎࣅڦᆌዷᄲཚࡗ

ዖڦദᅎࢅ߀Վዖڦፇׯă
ᅃၵዖీ՞ླ)ස࡛ၡĂ !!!! ၭܔࡔڜඇ൰࿒ഘ༹ಇࠋڦݣ၅ժփ၂ዸǈ
࡛ԔĂटںႨ*ǈܸଷྔᅃၵዖሶీࣷٷഐઠ)සԛ ڍ࿄ઠഘࢪࢅ࡛ೝ௬ฉืܔኄၵࡔॆڦᆖၚీ၎ړ
ெმୡࢅᇉૌ*ă࠶ኄၵՎࣅీܔႹิںړܠༀဣཥ

ჹዘڦăၭࡔڜᆌీ૰ෑĂྔܔևհߌ௺܈ߛۯĂᅜत

ࢅ༬ዖሰׯ೦࣋ǈڍ࿄ઠഘࢪՎࣅॽీፌዕ๑ڥ

ܔጲሚ࡞ߛ܈٤ෑǈኄၵॽࣷᆖၚڟबپටăܔᅜ

टںጲิༀဣཥڦጺׂ༹ଉᆶሺेă
\27/4/3^

Ⴤఇ๕݀ቛܠٷڦຕၭࡔڜઠຫǈഄܔഘࢪՎࣅڦᆌ
ॽट܋ઓవڦă\28/3/2^

!!!!Ӏቷدཥิऄݛ๕ิ٪ཱིڦዸਃ௷ǈᆌഘࢪՎࣅ

ڦऐࣷݥᆶ၌)टߛ႑*܈ă࡛գĂইდलবĂਃዿں

6/9/3 ᄂ࡛ں൶

ᅜत๋ዖૌܠᄣႠڦՎࣅǈ
ॽۼᆖၚᜁଞࢅ֑णऄۯǈ
ժీྰၾୁူدઠدڦཥࢅิऄݛ๕ăरຍฉ

!!!!ၭࡔڜᅙঢ়ሦᆖၚٷڦևݴᄂ࡛ں൶ڦՎࣅࡃۼ

Բড݀ڦٳม൶ǈీࣷՎ߸ཚఇ๕Ăሺेཨጨᅜ૧

ᅺᇀටૌऄۯăᇨ֪ǈሞ࿄ઠ211ዐ࡛ೝ௬ฉื

ᆩႎڦฆᄽࢅஹᅟऐࣷǈডںᆌഘࢪՎࣅă\27/4/3^

6ࡹǈॽࣷेዘܔᄂ࡛ں൶ᅃօ݀ቛڦᆖၚǈܔᄂ࡛
௬ᆖၚ)ߛ႑*܈ăࡗݒઠǈᆯᇀጲ࣬ްీ૰ڦই

５．８

小岛国

ࢅگᆌׯԨڦሺेǈॽሺेᄂ࡛࣍ৣڦ٤ෑႠăᆯᇀ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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ၚڦჹዘ܈ײᅺں൶ܸᅴǈᅃၵၭࡔڜፌႴᄲ୯ڦ

ጹࢇԒߢ

6/9/6 ට༹ॳĂਃዿںǈएإยแࢅ୫ᆴᄽ

்ޏᆶፁࠕڦയ૰ઠᆌሞഄࡔా࡛ڦೝ௬ฉืă
\28/3/3/2ǈ28/3/4^

!!!!ሞၭࡔڜǈᅃၵටૌဣཥᄺॽڟ࿄ઠഘࢪՎࣅࢅ

࡛ೝ௬ฉืڦᆖၚăႹܠඤڜټᇒں൶ڦට༹ॳ࿚༶
6/9/4 ิༀဣཥࢅิܠᄣႠ

ᆌڟڥዘǈᅺྺኄၵඤڜټᇒኟሞঢ়թᇱਪࢅ
ิदթڦൔလǈܸኄၵदթీᇑ FOTP ၄ၡĂ߅ࢅ

!!!!ᇨ֪ǈ࿄ઠڦഘࢪՎࣅࢅ࡛ೝ௬ฉืॽᆖၚዖ

ࢡᆶ࠲ăट܋ഘࢪ๚ॲᄺࣷܔᅃၵں൶ޟڦ૧ሰׯ

ፇׯतഄ৪ኛăࠚऺǈෙ߲ᅙኪڦ՞ླኲዐ৽ࣷ

څٷǈኄၵڅሞ࿄ઠॽࣷሺेăሞၭࡔڜǈबࢭᆶ

ᆶᅃ߲ڜฉ༬ᆶዖǈܸڜฉ༬ᆶౕૌሶᆶ34ǁ௬ଣ

ڦਃዿںĂมࣷঢ়षยแĂᅜतዮස୫ᆴኮૌڦऄۼۯ

՞ླă\28/3/6^

࿋ᇀई੍ৎᄂ࡛൶ᇘă୫ᆴႹܠၭॆࡔڦࡔڜࢅ
৽ᄽڦዷᄲઠᇸ)UT.24*ăഘ࿒ࢅইᇐ൶ᇘڦՎࣅǈ৽

!!!!ᅈડᇀ࿘ۨৣ࣍ڦཉॲڦ෴ࢯঊĂࢤຏଠࢅ࡛ሩ

ၟ࡛༆३ณᅃᄣǈࣷ࡞Ⴙܠၭڦࡔڜঢ়ष)ߛ႑*܈ă

ॽضڟഘ࿒ืߛĂ࡛࿒࡛ࢅߛื܈ೝ௬ฉืڦփ

ኄၵں൶ܔ࿄ઠഘࢪՎࣅࢅ࡛ೝ௬ฉืݥ٤ෑǈᅜ

૧ᆖၚǄዐڪ႑܈ǅă౾ܻ݀ิ࡛ڦ௬࿒ߛื܈ǈᅙ

ཚࡗኴႜჄࢇڦ๑ᆩጨᇸࣄऺڦၜణઠԍࢺࢅݏඵ

ঢ়๑ሦྷݔٷ෴ࢯӣࣅڦ෴ࢯຕଉڟᆖၚăࢤຏ

࡛༆तৠۅݥዘᄲڦăᄂ࡛൶ᇘڦኝ༹࠶ᅙԥႹ

ଠཚิሞඤټᆐᄢ 0 קओओ࡛ڦӂࢅ࡛ྗں

ܠၭࡔڜፕྺᅃၜ୫ᆴᄽჄ݀ቛڦႜኮᆶၳ݆ݛڦ

൶ǈᆯᇀටૌऄۯᅙঢ়݀ิକ߀Վă࡛ೝ௬ืߛీ

ኮᅃă\28/3/8ǈ28/3/:^

ࣷᆖၚྺ࡛ӂࢅഄጨᇸ༵ࠃԍࢺࢤڦຏଠၠںĂ
ᄂӂദᅎǈă࡛௬࿒܈ሺेܔᅙঢ়ሦକઠጲںක

6/9/7 มࣷ࿔ࣅࢅدཥጨׂ

ࢅ০ୁၾ೨࡛ڦሩඖׂิ௬ᆖၚăሞฉຎኄၵဣ
ཥǈᅈડᇀُܸတࢅݏᄆิတڦᇉૌຕଉీ

!!!!గၵدཥڜڦᇒጨׂ)ࢅޜခ*ᄺॽڟഘࢪՎࣅ

ڟ௬ᆖၚă\28/3/5^

ࢅ࡛ೝ௬ฉืྰڦၾăኄၵᆶᆩڦጨׂԈઔิ٪ࢅدཥ
रຍ)रీࢅኪ๎*ᅜतᆶౡ૰ڦม൶ࠓǈ
ኄၵࠓሞ

6/9/5 ጨᇸĂ౫ᄽĂࢅᇌᄽ

ࡗඁሼ๑ኄၵၭڜሞሦ߳ዖလऍࢫڥᅜ࣬ްă࡛ೝ௬
ฉืࢅഘࢪՎࣅेኮഄ࣍ৣၾ೨ǈᅙঢ়೦࣋କሞႹܠ

!!!!ጨᇸࢅ౫ᄽݥዘᄲڦ࿚༶ǈᅺྺܠٷຕၭڜ

ೝᄝ܀ڦాࡔڜ༬࿔ࣅࢅጸঞᅍĂدཥڦ๘လጨׂ

ࡔۼᆛᆶᆶ၌ࢅں߷ڦጨᇸăม൶ᅈડᇀઠጲण൶

ᅜतᅃၵዘᄲڦᄂ࡛ԍࢺں൶ă\28/3/21^

ڦᇐࢅटྺᆶ၌ڏڦăଷྔǈዖኲᄽዷᄲणዐᇀई
੍ৎᄂ࡛ǈྏگၭࢅڜ෴ࢯঊڜฉ߸සُăᆯᇀ࡛ೝ

６． 适应性、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性

௬ฉืǈူں࿋ࢅཱིගჸጳࣅ߀ڦՎॽڦںړܔႹܠ
ዷ๋ፕǈසᇙཀྵǈׂิٷᆖၚă

!!!!ഘࢪՎࣅᆌٯแ़Ⴔᄲጨূཨᄺփᅃۨీ

ྜඇՆ௨ഄ೦࣋ፕᆩǈڍඐਏᆶჄইگഘࢪՎࣅփ૧
!!!!վᇉዷᄲ߾ईၭࡀఇڦฆᄽႜྺǈܔڍᇀ

ᆖၚࢅሺഽᆶ૧ᆖၚڦٷയ૰ăሞጲဣཥዐǈᆌ

Ⴙܠၭڜઠຫǈվᇉ்ڦᅃၜዘᄲऄۯǈܸܔၭ

ႠٯแਏᆶݒᆌႠǈܸሞටૌဣཥᄺਏᆶᇨ९Ⴀă

ڜਃ௷ڒڦӣڦฝഐጣዘᄲڦፕᆩăሞ࿄ઠഘࢪՎ

UT.:ਉਉକഘࢪՎࣅᆌႠڦबዖૌ႙ࢅ૩ጱăܔഘࢪ

ࣅཉॲူǈႹܠᇉૌࢅोૌۯݏڦኳׇࢅတں

Վ୲ࢅट܋๚ॲ֑ൽᆌႠٯแڦঢ়ᄓǈஃࠅ

ॽۼ௬ଣሁઠሁྰڦܠၾǈසࢤຏଠĂ෴ࢯঊĂ࡛֥ض

ࠌևோ࣏ຳᆐևோǈኈኟ֑ൽയሞڦᆌႠٯแۼᆶ
ࢅჸăሞ࿄ઠഘࢪՎࣅူॽۼ௬ଣሁઠሁྰڦܠၾă ઓవă
ຳᆐևோईׇൻڦۯևோई൶ᇘᆌႠٯแǈഄ
ሞႹܠၭࡔڜǈጨᇸĂ౫ᄽࢅᇌᄽܔణമᅙঢ়࠵֪ํ ڟแࢅ܈ײᆶၳႠڟഄᅺጱĂ܈ཉॲࢅׇ฿ଳ
࡛ڦᄝࢅٷഘጒༀڦՎᅴ௺ߌǈໜጣ࿄ઠഘࢪࢅ࡛ೝ

߳ڦዖᅺڦ၌ăڟణമྺኹǈชுᆶኤ၂๖ຳᆐ
௬ڦՎࣅǈኄၵᆖၚॽీेਗ)ߛ႑*܈ă\28/3/7ǈ ևோᆌႠీࠕᆩઠցഘࢪՎࣅܔጲ࣍ৣڦ೦࣋ፕ
28/3/9/2^
ᆩăሞగၵ൧ူǈᆌႠٯแీࣷټઠுᆶᇨଙ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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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रຍቌᄲ

表 ＴＳ－ １４：߳ևோڦᆌႠࢅᆌీ૰Ǆ ڼ5 ቤ ڼ: ቤڦዷᄲ݀၄ǅă

部门

主要发现

ጨᇸ

Ċ!ጨᇸ࠶ኁਏᆶᆌՎࣅڦঢ়ᄓǈႹܠ၄ᆶरຍᅜፕྺᆌႠስٯแेᅜೠࠚࢅ૧ᆩăܸǈᆯᇀ
!!!ഘࢪՎࣅڦՓႠǈᅃၵدཥڦᆌႠٯแీࣷԥ༲أǈᅃၵ૧ᆩڦᆌႠٯแᄺঢ়ڥփڟᆌᆩă
Ċ!ᆌႠԈઔࠃܔᆌݛǄ૩ස߀Վएإยแईኁ܈ฉڦҾಇǅࢅႴ൱ݛႜ࠶ڦǄස߀Վᄲ൱ई३ณ
!!!ޅ၃ڪǅăஃഘࢪසࢆՎࣅǈ၄ᆶٷڦଉڦࣰႠአ֧ิׂॽۼ৫ڦมࣷၳᅮă
Ċ!ܔጨᇸ࠶ኁܸჾǈഘࢪՎࣅኻዚܠუ૰ዐڦᅃ߲ă࠶ሞ࿄ઠڦጨᇸ࠶ዐሁઠሁںܠ୯ڟକ
!!!࠶ਦ֧ǈ࣏ڍுᆶඪࢆ࠶ਦ֧ኻᆌܔഘࢪՎࣅڦăᆶၵ٤ෑႠגକ࠶ኁࡀڦኰă
Ċ!ഘࢪՎࣅܔጨᇸᆖၚڦঢ়षׯԨೠࠚሞ܈ײٷฉᅈડᇀᆌႠ्ڦยǈঢ়षฉፌॅڦᆌٯแీ
!!!ڟᇑփඓۨႠĂࠅࢅ܈ೝ၎࠲ڦ၌ᅺڦሀă
Ċ!ཚࡗ٤ෑႠ࿚༶ڦԓࢅࠅዚܔഘࢪླ၃Ⴀණ๎ڪߛ༵ڦǈट܋๚ॲྺׯጨᇸ࠶Վ߫ڦ٣ࣅवă
!!!ഘࢪՎࣅ߀Վକट܋๚ॲࢅՎ୲ڦኸՔǈժ๑ᆌႠਦ֧ްሗࣅă
Ċ!ᆌႠీ૰ڟ܈ႜႠĂ֎૰Ă࠶ბĂऺࣄ้ڦक़ॐĂፇኯࢅ݆ୱॐĂरຍࢅට੨ୁڦڪۯ
!!!ᆖၚă
Ċ!ጨᇸ࠶ኁႴᄲՎࣅჺ৯ࢅ࠶߾ਏᅜӻዺਦ֧ᆌփඓۨႠࢅՎࣅǈܸփ߀ഘࢪ൧ৠă

ิༀဣཥतഄޜခ
ࠀీ

Ċ!ᆌᅃၵิༀဣཥޜခࠀీڦෟ฿ీڦǈ༬՚ሞ࠶ิڦༀဣཥዐăܸܔጲิༀဣཥǈิܠᄣ
!!!Ⴀሰׯ฿ڦᆌᄺႹઓవڦǈईኁߵԨփీă
Ċ!౫ᄽਏᆶ၎ڦٷړᆌీ૰ǈԈઔ߀ዖፕࢅጨᇸ༺پăڍీࠕ୯ڟഘࢪՎࣅࢅक़Վ୲ڦᆌႠٯ
!!!แช࿄ඓă
Ċ!౫ᄽਏᆶᆌڦీǈڍසࡕඍณፁࠕڦዜገጨূࢅ࢚Ǆईᇆǅጨূ৽փీํ၄ă
Ċ!ሞጲጨᇸट܈ೖ݄ࢅ౫௷ᆌీ૰टഄᆶ၌ںڦ൶ǈഘࢪՎࣅڦփ૧ᆖၚࣷ߸ٷă
Ċ!ሞႹॆࡔܠǈ֥ᇱᆶๆݴዘᄲںڦ࿋ǈएإยแڦඍ݄ࢅሞጨᇸ࠶ฉጨূཨփፁ၌କᆌႠٯแ
!!!ڦስă
Ċ!ฆᄽଠਏᆶᆌీ૰ǈݒᆙକփඓۨጒༀူ࠶ਦ֧ڦ૦ײăሞཱིں૧ᆩ࠶Ǆຏዖڦስǅࢅׂ
!!!࠶ݛ௬Ǆे߾تǉׇǅۼਏᆶᆌႠă
Ċ!݀ڦॆࡔٳᆌٯแԲডྜǈܸ݀ቛዐࡔॆࢅঢ়षገࡆࡔॆڦᆌీ૰ሶԲডԋෑǈ༬՚ඤټĂჱඤ
!!!ںټ൶ॆࡔڦă

࡛ӂں൶

Ċ!සࡕுᆶᆌ֧ܔǈඇ൰Վࢅ࡛ೝ௬ืߛڦࡕॽሚవႠڦ
Ċ!࡛ӂڦټᆌႠփ०ڇስᅃዖरຍඁᆌ࡛ܔೝ௬ߛืڦǄణՔԍࢺĂᆌईཽ࣮ǅǈኄᅃ߲
!!!ްሗࢅײࡗڦްݒْܠǈܸփኻᅃ߲०ڦڇስă
Ċ!ሞᆌٯแስᇑ࡛ӂ࠶ټĂ३ሚݛӄĂཱིں૧ᆩࡀࣄࢅჄ݀ቛᆶऐࢇ้ǈ்ॽ߸ඹᅟԥ
!!!থժ߸ᆶၳă
Ċ!၄ᆶአ֧Ă݀ቛణՔॽፑᆸᆌႠٯแڦስǈኄ৽ᄲ൱ჺ৯ኁࢅਦ֧ۨኁᄲוጣॺ૬ᅃ߲ీࠕԥՓ
!!!থڦᆌႠॐݛ௬౮૰ă
Ċ!࡛ӂဣཥܔՎࣅڦᆌీ૰ཞ࡛ӂ࣬ް૰ٷၭᆶ࠲ǈ࡛ӂ࣬ް૰ٷڦၭᇑഄںஸĂิༀࢅมࣷঢ়षፇׯᆶ
!!!࠲ăሺഽ࣬ް૰ĊĊԈઔᆌܔᆖၚڦरຍĂ܈Ăঢ়षࢅ࿔ࣅీڦ૰ǈᅃ߲༬՚ᆶၳڦᆌႠǈྺ
!!!ਦ࿄ઠڦփඓۨႠࢅፁჄ݀ቛڦႴ൱༵ࠃକऐࣷă
Ċ!گᆖၚࢅߛᆌీ૰ڦᄂ࡛ม൶ࢅ࡛ᄝׂᄽևோڦڟᆖၚॽፌၭǈܸঢ়षጨᇸփፁĂएإยแֶĂཚრ
!!!ࢅሏࢫĂมࣷኧဣཥԋෑڦม൶ሶඍ݄ᆌႠٯแǈܔഘࢪՎࣅডྺ٤ෑă

ටਃĂీᇸࢅ߾ᄽ

Ċ!ٷྷݔĂ฿ჹዘڦഘࢪՎࣅᆖၚڦᇱᅺዷᄲᆯᇀट܋ഘࢪ๚ॲՎࣅሰڦׯǈኄၵट܋๚ॲࡗגକටૌ
!!!ဣཥยऺڦీ૰ă
Ċ!ႹܠᆌٯแڦስీࠕইگටਃܔഘࢪՎࣅڦ٤ෑႠăܸǈ࠶ኁǈ༬՚ሞ݀ቛዐࡔॆǈت
!!!ړമ࿚༶ీڦ૰Ǆටਃǈ࿐ิǈǈీᇸǅᅙঢ়ๆݴԋෑǈምᆌܔഘࢪՎࣅޅڦ၃ǈ৽ࣷ߸ेג்ڦ
!!!تీ၌ă
Ċ!ጨূᎍ݄Ă܈ඍ။Ăඍ݄ࢇࢅዜࣄऺڦටૌਃᆌഘࢪՎࣅڦዷᄲቱҹă
Ċ!සࡕྃକڦںړएإཉॲĂरຍጒࢅڟኧڦአዎଶڞण༹ǈ৽փీᆶৣ࣍ڦࠀׯᆌٯแă
Ċ!ᆌీ૰तᅪᇼਏᆶᅃۨڦփඓۨႠǈኄॽፆҹܔᆌႠࢅ٤ෑႠڦೠॏ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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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ＴＳ－ １４：

部门

主要发现

ԍ၃ࢅഄূබ
ޜခ

Ċ!ሞ܌ాǈূබࢅԍ၃ޜခܔഘࢪՎࣅڦᆌٯแీࣷໜጣट܋ഘࢪ๚ॲڦೕ୲ࢅഽڦ܈ՎࣅܸՎࣅă
Ċ!ഘࢪՎࣅޅ၃ڦሺेॽڞዂدཥᄽခڦકቛࢅႎূබޅ၃࠶ׂ݀ڦቛǈڍሰׯ฿ڦ๚ॲՎ୲ڦሺे
!!!ॽᅃօेํٷाฉڦփඓۨႠă
Ċ!ূබޜခࠅິྔܔևڦਗଜՎۯਏᆶᆌీ૰ǈڍชுᆶኤ၂๖ഘࢪՎࣅᄺԈࡤሞഄཨጨਦ֧ዐă
Ċ!ূබႜᄽڦᆌీ૰၎࠲ڦአ֧ࡀݔĂࠅິٗޅ၃ీཽ࣮ڦׇ૰ᅜतᇑሚవئԢ၎࠲֎ڦአአ֧ڦᆖ
!!!ၚă
Ċ!ᆌႠॽᆅ݀ࠅࠌࢅຳᆐԍ၃ᄽፕᆩڦՎࣅăᇑഘࢪ࠲ڦ฿ሞ้क़Ăೕ୲ࢅ0ईक़ݴքڦՎࣅॽۼ
!!!๑ᅙঢ়ڦࢁגአުԍ၃ࢅሚ࡞ᇲዺၜణڦႴ൱ሺेă
Ċ!݀ቛዐࡔॆሞლ൱้ڦᆌٯแ้௬ଣᅃၵ༬ઓవǈԈઔጨূփፁĂ݆ڟڥरຍࢅአުுᆶऺࣄኧ
!!!ă
Ċ!ԍ၃ࠅິᆌٯแԈઔ༵ߛԍ၃ॏ߭Ăአ֧փ߸ႎĂݭኹႎአ֧ǈ၌ፌٷԍࢅܮሺे੩أևݴĊĊڍ
!!!ኄၵऄۯీჹዘᆖၚ݀ቛዐࡔॆڦጨূཨă
Ċ!݀ॆࡔٳᅃӯਏᆶডࡻڦᆌీ૰ǈԈઔ૧ᆩरຍĂঢ়षݛ๕ํ၄ׯԨݴ༃ă

ට༹ॳ

Ċ!ᆌႠٯแԈઔมࣷĂ܈Ăरຍईኁႜྺݛ௬߀ڦᅜইگയሞڦփ૧ᆖၚǈ༵ߛᆶ૧ၳᆌăᆶٷଉ
!!!ࠃስڦᆌႠႜۯǈࠃඇ༹ਃ௷Ăม൶ईኁ߲ටᆩă
Ċ!ፌዘᄲࢅፌঢ়षڦᆌႠٯแዘॺࠅࠌॳยแĊĊሞ๘হฉႹݛںܠǈৎबઠǈࠅࠌॳยแᅙঢ়
!!!३ณăසࡕᆶፁࠕڦጨূࢅࠅࠌॳጨᇸǈසಢჟĂ॔ࢅथ৸ࢺĂᇨࢅݞ੦ݛӄǈႹܠᆯᇀഘࢪՎ
!!!ࣅీࣷ߸ेܱࣅڦदթࢅॳ࿚༶ీࣷڟڥᆶၳݞڦዎă
Ċ!ᆌႠٯแڦᆶၳႠॽൽਦᇀ้क़ǈፌݞڦ؛ዎణՔሞ๚݀മইླگ၃ႠǈܸܾڼօڦĐđሶྺ
!!!କݞኹሞॽઠ݀ิُૌ๚ॲă
Ċ!ܔഘࢪ၎࠲ၾ೨ڦᆌీ૰ڦਦۨႠᅺԈઔጨᇸೝĂ࠶ڦᆶၳႠत௷አऐࠓĂࠅࠌॳยแڦዊଉ
!!!ࢅᇱᆶڦदթ൧ă
Ċ!ᆌీ૰ᄺൽਦᇀܔഘࢪĂഘၡĂट܋๚ॲࢅدකႠदթኮक़࠲ဣڦჺ৯ࢅණ๎ă

７． 全球性问题及综合

Վࣅ࣍ৣዐ้ǈٷሀᆶ 91& ิڦ๚૩ࢅ ::& ڦ๚
૩ǈഄഘࢪࢅईิࡗ࠲ڦײဣᇑᅙঢ়ඓۨକ࠲ڦ

７．１ 气候变化影响的观测

ဣ၎ᅃዂǄසգీجଉೝ࢚ڦՎࣅǗ࿒ิࡗג܈ଣহ
ኵࢫǈۯኲิ٪൶ᇘڦՎࣅǅă UT.27၂๖ৎ561ዖ

!!!!31๘ु֪࠵ڦࡕǈഘࢪՎࣅᅙঢ়ܠܔዖ

ิࡗࢅײዖՎࣅۼཞ൶ᇘ࿒܈Վࣅᆶ࠲ǈ UT.22

ࢅิဣཥׂิକᆖၚăኄၵᇑഘࢪ၎ဣڦڟ֪࠵ڦ

Ք๎କᅙঢ়ჺ৯Ԓڦڢ൶ᇘ࿒܈Վࣅᆖၚڦ൶ᇘ࿋ዃǈ

ՎࣅԈઔգཽڦجĂᆦ۳֫ڦ۳Ăգ۳ᅜतࢋୁ

ኄዖᅃዂႠᅃօǈ൶ᇘഘࢪՎࣅࢅᅙ݀ิڦ

ࢅࢶռ۳ڦՎࣅĂԛӷ൰ܠٷຕዐ࿃ߛࢅ܈࿃ں܈

ࢅิဣཥڦՎࣅ၎ဣڦăߵ࠵ִڦڟՎࣅǈ

൶ইଉࢅইഽڦ܈ሺेĂิڦჽĂຏఢࢾ

ᅜۨںǈ31๘ुڦഘࢪՎࣅᅙঢ়ܔႹܠࢅิ

༵മĂઑ،༵ራ၄Ăౕૌ༵ራׂڪڒăᅙᆶጨଙǈ ဣཥׂิକᅜִਥڦڟᆖၚă31๘ु࠵֪ิڦڟༀ
ሞඇ൰ᆶڏڦĂ࡛ࢅںᄝ࣍ৣዐǈ൶ᇘႠഘࢪՎ

ࢅဣཥڦՎࣅ၂๖ኄၵဣཥܔഘࢪՎࣅๆߌ௺ݴǈ

ࣅࢅ࠵ִڦڟࢅิဣཥڦՎࣅኮक़٪ሞ၂ዸڦ

࠶ኄዖഘࢪՎࣅ၎ܔᇀᇨ֪ڦ32๘ुڦഘࢪՎࣅᄲၭ

ཥऺ၎࠲Ⴀă\2:/3^

ܠڦăิဣཥܔഘࢪՎࣅߌ௺܈ߛڦႠٗ๏ଙዐ
ᄺڟڥକኤํă\2:/3/3^

!!!!ᆯᇀܠዖᆖၚᅺጱڦ٪ሞ)සཱིں૧ᆩՎࣅǈක*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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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ׯ൶ᇘഘࢪՎࣅᇑႹڦڟ֪࠵ܠᆖၚኮक़ڦဣࣷ௬

!!!!൶ᇘഘࢪՎࣅܔࢅิဣཥڦᆖၚगၡᄲԲܔ

ଣవᇀݴՐްڦሗਆ௬ă࠶සُǈჺ৯݀၄ǈᅙঢ়

มࣷࢅঢ়षဣཥڦᆖၚ߸ेൣညĂକǈᅺྺมࣷࢅঢ়

ඓକܔڦ൶ᇘഘࢪՎࣅ௺ߌڦဣཥǈሞتᇀۆ႙ڦഘࢪ

षဣཥ࣏ཞ้Ⴙްܠሗڦᇑഘࢪ࠲ڦ؋ऍǈසට੨

IPCC ڼෙْೠࠚԒߢ

ᆖၚĂᆌႠࢅ٤ෑႠ

߾ܾڼፕፇरຍቌᄲ

表 ＴＳ－ １５：ں൶ڦᆌႠࢅᆌీ૰Ǆ ڼ21 ቤ ڼ28 ቤڦዷᄲჺ৯ࡕǅă

地区

主要研究结果

ݥዞ

Ċ!ᆌႠٯแॽ༵ߛᆌՎీ૰ǈժሞጨᇸǄ࠺߄ࢅጨᇸም૧ᆩǈੰࢅူںጨᇸ࠶ǈྃჸتǅĂ౫ᄽǄፕ
!!!߀ՎĂरຍĂ࠺߄ĂႿథᄽǅĂଠᄽǄԨںຏዖڦምิǈߛၳ୲বీሲਏĂჄڦඖ࠶ٯแڪǅݛڪ௬ᅙঢ়
!!!इڥକ৫ၳᅮă
Ċ!සࡕுᆶᆌႠٯแǈഘࢪՎࣅॽཚࡗ߀ՎิༀဣཥĂᆅഐዖڦദᅎࢅ௶ਨܸ၂ዸইگᄸิጲԍࢺ൶ڦፕᆩǈ
!!!ኄຫݥዞิༀဣཥࢅঢ়षဣཥๆݴ٤ෑႠă
Ċ!ࡔॆक़ޅ၃ࠌڦڅӸ݆ॽሺഽᆌႠ֧ܔǈԈઔሚ࡞࠶Ăޅ၃ཚߢĂथጒༀםĂጨᇸࢇڦፕ࠶ڪă
Ċ!ܠٷຕݥዞࡔॆܔഘࢪՎࣅڦᆌీ૰टֶǈኄዷᄲᆯᇀں൶ՓԲডೖઓĂዜႠ߅ڦĂཱིݴںքփ࢚
!!!ࢅܔᇐᄢ౫ᄽڦटٷᅈડǈܸٗ၌କഄᆌీ૰ߛ༵ڦă
Ċ!ྺକሺഽᆌీ૰ǈኄᄲ൱ڦںړኴአኁሞአ֧ۨࢅഘࢪᆌႠࢇፕݛ௬ీࠕ֑ᆩ࠽ڦݘჄ݀ቛ֧ă

ჱዞ

Ċ!ཱིںጨᇸĂጨᇸĂଂ๋ิׂĂሚ࡞ݞԢႴᄲᆫံ୯ᆌᆩᆌႠٯแڦଶᇘǈ༬՚ԲডೖઓࢅܔጨᇸᅈડႠ
!!!ڦٷჱዞࡔॆă
Ċ!ྺᆌܔᇑഘࢪՎᅴ၎࠲ڦ٤ෑႠǈᄲ൱֑ൽᆌႠٯแڦଶᇘԈઔට༹ॳĂ࡛ӂዿ൶Ăएإยแࢅଂ๋Ҿඇă
!!!ჱዞܠٷຕں൶ᆌܔഘࢪՎࣅీڦ૰Բডԋෑăሞᅃၵࡔॆǈ࠺߄रຍࢅ࠽ླྀڦᆌᆩॽๆݴઓవࢅӆࡍă
Ċ!ܔჱዞܠٷຕ݀ቛዐࡔॆઠຫǈഘࢪՎࣅৈৈዚܠႴᄲت࿚༶ዐڦᅃ߲ǈසৎႴᄲਦڦ࿚༶ԈઔखࣚĂ
!!!ࠃᆌࢅකĂీᇸڪăీࠕᆩઠᆌഘࢪՎࣅڦጨᇸᆶ၌ڦăᆌႠٯแᄲཞ݀ቛऄۯ၎ǈሞᆌႠስ
!!!ڦೠॏ้ᆌ୯ኄၵऄۯă
Ċ!ഘࢪՎࣅڦራगၡᅙঢ়ԥ݀၄ǈܸሞ࿄ઠ 21ċ31 ॽՎे߸ڥൣؤăසࡕኄ้࣏փत้ยऺժํแᆌႠܔ
!!!֧ǈᄲၙՆ௨࿚༶ీ৽କăڦᆌႠႴᄲ֑ൽᆶᇨ९Ⴀڦႜۯă
Ċ!ں൶ࢅࡔॆాྷݔᆌᆩ࠽ڦݘᇨٯݞแ३ณሚ࡞ܔঢ়षࢅมࣷڦᆖၚݥᆶၳǈኄၵٯแԈઔࠅዚሚ࡞ᅪ๎ڦಢᄢĂ
!!!ԍ၃࠽ླྀڦă
Ċ!ᆶၳڦᆌႠٯแڦႚׯႴᄲ֖ڦݛںᇑǈԈઔมࣷཷ༹तܔጨᇸჄ࠶ࡗײዐܠዘ؋ऍڦණă
Ċ!ࡔॆኮक़ڦᆌႠీ૰٪ሞֶᅴǈᆌీ૰ٷڦၭਦۨᇀมࣷڦࠓĂ࿔ࣅĂঢ়षీ૰ࢅ࣍ৣ೦࣋܈ײă၌ᅺጱ
!!!Ԉઔጨᇸೖ݄ĂएإยแࢫĂೖઓĂփĂ܈փॳඇࢅरຍࢫڪă
Ċ!ჱዞሞසࢆ૧ᆩऐࣷۨჄ݀ቛڦǈ๑ܔڥഘࢪՎࣅ௺ߌںڦ൶ీࠕሺഽ࣬ް૰ᅜᆌഘࢪՎᅴݛ௬௬ଣ
!!!ă
Ċ!ཚࡗ֑ᆩဣཥڦჺ৯݆ݛĂഽ߲ۙܠၾ೨ᅺጱक़ڦ၎ࢻፕᆩࢅ३ณܔഘࢪ൧ৠڦᅈડႠǈॽۨ߸ࡻڦᆌă

Ӑٷ૧ჱ
ࢅႎဇન

Ċ!ႴᄲႴᄲᆌႠٯแઠ࠶ᆯᇀഘࢪՎ୲ࢅट܋๚ॲᆅ݀ޅڦ၃ăႿథঢ়षࢅม൶ԥණྺܔഘࢪՎࣅਏᆶᅃۨڦ
!!!ᆌీ૰ǈܔڍᇀ߅ೕ୲ڦሺेई߅ڦჽඐๆݴ٤ෑڦă
Ċ!ᆌႠስԈઔጨᇸ࠶Ăཱིں૧ᆩݛ๕तአ֧Ăएإยแײ߾ڦՔጚࢅॳޜခڪă
Ċ!ړᆌႠٯแཞ࠽ิڦݘༀࢅมࣷ࣍ৣ၎ၹ้ۙǈኄዖᆌႠٯแႜڦǈॽׂࣷิ৫ڦมࣷࢅิༀၳᅮǈܸ
!!!ࣷԥ૧ᅮ၎࠲ኁ֑ᆩă
Ċ!ᆌႠٯแీࣷᆯᇀ܌ࢅࣄऺڦኮक़٪ሞᅃۨڦ؋ܸڟ၌ă
Ċ!ೖઓڦม൶ԈઔႹཱིܠዸਃ௷ǈᆯᇀঢ়ཀิऄǈඍณፁࠕݝڦĂᅅଐԍॳࢅഄᆌႠጨᇸǈܔᇀᇑഘࢪ၎
!!!࠲ڦሚ࡞ࢅॳၾ೨༬՚٤ෑă

౹ዞ

Ċ!ᆯᇀഽڦٷঢ়षํ૰Ă࿘ۨڦට੨Ǆਏᆶദᅎీ૰ǅࢅྜڦአዎ܈Ăरຍኧ༹ဣǈมࣷঢ়षဣཥڦᆌႠയ
!!!૰ٷă
Ċ!ටૌऄࢅۯጲ࣍ৣړܔമཀഘඡڦۯၚᆌᆶዺᇀඓۨ࿄ઠഘࢪՎࣅူڦଣহ௺ߌă
Ċ!෧ଠݛ௬ڦᆌᄲᆶऺࣄǈփీत้֑ᆩᆌٯแă
Ċ!ܔ౫ݴڦׇဆǈසࡕ؊֑ںݴᆩକᆌႠٯแǈᆶీٷٷইگփ૧ᆖၚ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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ጹࢇԒߢ

ǄჄǅ
表 ＴＳ－ １５：

地区

主要研究结果
Ċ!ጲิༀဣཥڦᆌႠᅃӯۼডگă
Ċ!ႹܠՉᇺೖઓں൶ܔഘࢪՎࣅڦᆌీ૰ডگǈᅺُǈසࡕுᆶࢇڦᆌܔአ֧ǈഘࢪՎࣅॽڞዂ߸ྺჹዘڦփࠅೝă

ઙۡெዞ

Ċ!ᆌႠٯแਏᆶইگ౫ଠᄽᇑഘࢪ၎࠲ڦ฿ڦയ૰ă
Ċ!ཚࡗጨᇸ࠶ڦీࠕ༵ࠃᅃၵऐࣷઠᆌጨᇸ܌ඍࢅࢡીڪă
Ċ!ሞᇌᄽฉ֑ൽڦᆌႠٯแԈઔ߀Վվસዖࢅ༵ߛॏ߭ᅜ३ณ฿ă

ԛெዞ

Ċ!ഘࢪࢅ࡛ೝ௬ڦՎࣅܔมࣷࢅঢ়षဣཥڦ؋ऍॽઙܔۯᆌႠٯแڦႴ൱ăሞగၵ൧ူǈᆌႠٯแీټ
!!!ઠ৫ၳᅮǈ༬՚ሞഘࢪՎࣅԲড࣐ڦ൧ৠူă
Ċ!ܠٷຕଶᇘڦ૧ᅮ၎࠲ኁ၎႑٪ሞᆶၳڦᆌႠरຍǈڍႴᄲᅃۨڦมࣷࢅঢ়षپॏă
Ċ!ሞ౫ଠᄽݛ௬ǈᆌႠٯแԥණྺፌీڦࠀׯăܸǈሞĂॳĂ๋Ăీᇸࢅۼݛڪ௬ڦᆌǈ࣏Ⴔᄲ
!!!ྜࢅ܈एإยแă
Ċ!ሞጨᇸݛ௬ǈܔलবႠں০ୁՎࣅڦᆌԈઔዼ٪Ăࢇࠃᆌ࠶ࢅۙăीჄԍړമኄዖݥ੍ࠃڦ
!!!ईႹփీǈ༬՚ۙᆩᇀߛेኵڦ൧ူăዮසĐׇđኄᄣڦᆌႠٯแీࣷᆅഐܔഄइڥႠڦ
!!!څᆭᅜतದᆫံڦ؋ă
Ċ!ᆌႠٯแǈසڮӟںࠀׯࠕీਦཀഘՎࣅሰڦׯጨᇸհۯǈڍኄᄺీڞዂሺेट܋๚ॲڦ٤ෑႠă
Ċ!ཚࡗԍࢺႠၜణํแڦᆌႠٯแǈԲසܔഘࢪՎࣅჹዘྰၾิڦༀဣཥڦԍࢺǈසᇱࢅโںǈᅃӯਏᆶዐڪ
!!!ڦ܈ײᆌႠയ૰ǈڍցܔิิༀဣཥڦփ૧ᆖၚ৽ీๆݴઓవईኁߵԨփీă

टں

Ċ!ሞटںǈᅜཚࡗዖڦദᅎࢅ߀ՎዖڦፇׯઠᆌഘࢪՎࣅă࡛ၡĂ࡛เࢅटںႨీڟഘࢪՎࣅྰڦၾǈܸ
!!!ଷྔᅃၵዖǄසᅃၵᇉૌǅᄺႹࣷᅺഘࢪՎࣅܸ႗ྫྷഐઠă
Ċ!ᆯᇀᄂလدཥิڦऄݛ๕ǈཱིዸม൶ܔഘࢪՎࣅڦᆌയ૰ๆݴᆶ၌ă
Ċ!ጨূߛڦཨీڞዂྼᇱᆶิऄݛ๕پڦॏሺेǈڍरຍ݀ٳม൶ీీࠕࡻںᆌഘࢪՎࣅă
Ċ!ᆌႠᅈડᇀरຍօĂ܈ҾಇĂጨূ༵ࠃࢅ႑တୁڪă

ၭࡔڜ

Ċ!ܔᆌഘࢪՎࣅڦᄲ൱ᇑනਓሺǈन๑ඇ൰३ณ࿄ઠ࿒ഘ༹ಇڦݣཉሀტํแă
Ċ!ܠٷຕᆌႠٯแॽᆯኄၵၭڦࡔڜਃ௷ࢅཷ༹ႜํแǈᄲํแኄၵᆌႠٯแǈႴڟڥአުڦኧă
Ċ!Ⴔᄲሞጹࢇইޅگ၃ٯแࢅഄႜᄽڦघአ֧ݛ௬ൽڥቛǈԲසჄ݀ቛऺࣄĂሚ࡞ᇨ࠶ࢅݞĂ࡛ӂጹࢇ࠶
!!!ࢅॳԍॳऺࣄă
Ċ!࡛ೝ௬ืߛڦᆌႠٯแࢫኀĂᆌࢅԍࢺăၠߛںദᅎĂืں௬ࢅॺሰٯڪڮࢡݞแຼࢭுᆶํाᆌᆩॏኵǈ
!!!༬՚ሞڟጲक़ٷၭ၌ڦ൧ူ߸සُă
Ċ!३ณॳྰၾٯڦ܈ײแԈઔॳঞᇣऺࣄĂॳԍॳยแĂઘऎࢅ༹ࠦݭച࠶ڦĂሚ࡞ᇨڪࣄऺݞă
Ċ!ڜฉਃ௷૧ᆩدཥڦኪ๎ĂᅓԨڦںरຍࢅသ࠹݆ݛڦǈᅙঢ়ਸ݀କᅃၵᆌഘࢪՎࣅٯڦแăڍᆯᇀࡔॆڦ
!!!ዊĂጨূࢅरຍڦ၌Ăට૰ጨᇸरీ܌ڦඍĂඍ݄ፀں๑ᆩԍቱĂࡗ܈ᆛफࢅॺยᆩጨᇸڦ၌ǈኄၵၭࡔڜ
!!!ሞጺ༹ฉᆌీ૰࣏Բডگă
Ċ!ႹܠၭڜႴᄲྔևጨূĂरຍࢅഄݛ௬ڦᇲዺઠ༵ߛᆌీ૰ăཚࡗ൶ᇘࢇፕࢅᆶ၌ጨᇸࠌၛǈᄺႹీ༵ߛၭڜ
!!!ࡔܔഘࢪՎࣅڦᆌీ૰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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ኄၵ࠵֪ڦڟ൶ᇘᆖၚǈஃᅃዂႠ࣏ڦᆶഄڦ

ঢ়ᆖၚڟևݴมࣷࢅঢ়षဣཥǄ૩සሞᅃၵں൶ࢡીࢅ

ǈሞඓۨഘࢪՎࣅޏኟሞᆖၚኄၵဣཥ้ǈᄺৈ

߅ླ࡞ेڦਗǈᄺ๑၎ᆌڦԍ၃ڦڟᆖၚሺेǅăܔ

ৈگईዐڦڪ႑܈ă\2:/3/3/5^

IPCC ڼෙْೠࠚԒ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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ᆖၚĂᆌႠࢅ٤ෑႠ

ࢅඇ൰ڦၩ฿ăᅃၵኲࢅۯዖĂጲิༀဣཥࢅ

߾ܾڼፕፇरຍቌᄲ

௬ᆖၚǈܸໜጣ࿒ߛืڦ܈ǈ௬ᆖၚᄺփሺे

ăగၵݛ௬Ǆසᄂ࡛ں൶ࢅጨᇸǅǈ݀ቛ
ටૌਃںਃ௷ܔഘࢪਏᆶߛߌ௺ڦ܈Ⴀă࿒ߛื܈ၭ Ǆዐڪ႑܈ǅ
ᇀ2ņڦഘࢪՎࣅܔ்ڦᆖၚۼ௬ڦăසࡕඇ൰ೝ

ዐࡔॆࢅ݀ۼॆࡔٳీڟഘ࿒ืߛڦփ૧ᆖၚǈܸ

ഘ࿒ืߛ 2ċ3ņǈഘࢪՎࣅܔዖࢅဣཥڦፕᆩॽ

ഄݛ௬Ǆස౫ᄽĂටૌ࿐ิǅሞᅃၵࡔॆీࠕٗഘࢪՎ

߸ܠժ߸ჹዘǈื࿒ሁߛǈᆖၚሁٷă࿒ࢅ܈ഄഘࢪᅺ

ࣅዐइتࡻڥǈܸሞଷᅃၵࡔॆධڟ࡞ă\2:/6^

ጱՎࣅڦ୲ࢅଉपሁٷǈࡗגဣཥଣহኵڦీႠᄺ
৽ሁٷăႹܠྰڟၾڦဣཥتۼᇀᅃዖླ၃ጒༀǈኄ

!!!!ჺ৯ࡕܔႹ्ܠยۼ௺ߌڦǈසں൶ഘࢪՎࣅĂ

ዖླ၃أઠጲഘࢪՎࣅྔǈ࣏ᆶഄݥഘࢪᅺǈසཱི

݀ቛೝĂᆌీ૰ĂՎࣅ܈ĂᆖၚೠࠚĂᆩᇀેे

ں૧ᆩĂཱིں૧ᆩՎࣅࢅකă\2:/4^

฿ࢅᅮ݆ݛڦǈԈઔች੩୲ስăଷྔǈኄၵჺ৯ժு
ᆶ୯ᅃၵയሞڦዘᄲᅺǈසट܋๚ॲڦՎࣅĂ
ݥܔഘ

!!!!ഘ࿒ၭߛื܈ޗᆅഐڦഘࢪՎࣅǈ
༬՚ሞཱིں૧ᆩ

ࢪൻڦۯट܋๚ॲྰڦၾڦᆶ૧ࢅցၚᆌĂ൶ᇘഘࢪ

ࢅཱི߃ޮںՎࣅڦᆖၚူǈ
ᅃၵዖᄺႹࣷሦڟሞਆں

ტՎࣅǄઠጲᄝୁთ࣍ǅǈܠዖၾ೨ڦጹࢇፕᆩăᅺྺ

ईඇ൰௶ਨྰڦၾăኄၵዖԈઔ՞ླዖĂݴքုྷݔ

փڥփ૧ᆩኄၵᅺઠጺ༹ᆖၚڦೠࠚǈڍೠࠚժ

ၭࢅዖඖڦگ܈ዖĂิܔ٪࣍ৣᄲ൱ჹ߭ڦዖĂิ

ுᆶԈઔᆶૌ՚ڦᆖၚǈ༬՚ݥׇᆖၚǈ
ኄຫഘ

ৣװӫጒݴքڦዖă
ၭ܈ޗഘ࿒ՎࣅᆖၚڦዖૌԈઔ

ࢪՎࣅܔঢ়षᆖၚڦጺ༹ೠࠚڦ୯փྜඇڦă୯

།ෝჱڦ෧ଠౕૌĂዐெዞ ڦSfqmfoefou!Rvfu{bm ݥ

ܔڟጺ༹ᆖၚࠚऺڦփඓۨႠǈၭื܈ޗ࿒ټઠڦፕ

ዞڦٷں႕႕Ăሞႎඤټଠ༬ᆶڦଇૌۯĂҾڼ

ᆩ৽ీԥࢮă\2:/6^

ຯஞڦᄅႨĂ
Tvoebscboโں༬ᆶڦेઙࢸࢅഄ
ዖૌĂళྭࡻݥঙኲ൶ဣ༬ᆶܔڦই௺ߌڦኲዖ

8/3/4 ᆖၚݴڦք

ૌăྰڟၾڦጲิༀဣཥԈઔ෴ࢯঊĂࢤຏଠࢅഄ
࡛ӂโںĂ311ċ411 ᅜฉ൶ڦิںༀဣཥĂ֥ᇱ

!!!!၎ܸܔჾǈ݀ቛዐࡔॆ߸ᅟڟഘࢪՎࣅڦᆖၚǄߛ

โںĂ֘ାڦᇱ๔֥ںĂૐࢅૐᇉૌิৣĂᆦ۳֫ฉ

႑܈ǅă݀ቛዐࡔॆڟഘࢪՎࣅڦ௬ᆖၚీԲ݀

ิༀဣཥࢅྺटںႨࢅഓิࠃ༵ܬ٪࣍ৣิڦༀဣཥă
ዐ

߸ॆࡔٳჹዘǄዐڪ႑܈ǅăၭڦ܈ޗ࿒ߛื܈ǈܔႹ

ڟ܈ഽڦ܈Վܸᆅഐഘࢪࢅ࡛ೝ௬ڦՎࣅǈ
ీܔටૌ

݀ܠቛዐࡔॆڦิׇׂࣷ௬ᆖၚǄዐڪ႑܈ǅ
ǈܸ

ਃዿ൶ׂิट࡞ླڦٷǈኄၵਃዿ൶Ԉઔ࡛گӚ࡛ӂں

ॆࡔٳ݀ܔీׂิኟ௬ᆖၚǄዐڪ႑܈ǅ
ăኄዖֶᅴ

൶Ă࡛ڜĂ؋ओೝᇱࢅೢڦਃዿ൶ĊĊ༬՚มࣷঢ়ष

ևࡃںݴᇀ࿋ዃࢅ௺ߌႠփཞǄ૩සǈܔ౫ፕܸჾǈ

ဣཥ٤ෑڦਃዿ൶ǈසᆴ௷ࢅݥኟਃዿ൶ăଷᅃૌڟ

ሞዐĂߛ࿃ں܈൶ǈړമ࿒گ܈ᇀഄႴڦፌॅ࿒܈ǈܸ

യሞྰၾڦਃںԈઔఫၵߛ܈ᅈડᇀܔഘࢪՎࣅ௺ߌڦ

گ࿃ں܈൶ඐߛᇀ౫ፕႴᄲڦፌॅ࿒܈ǅ
ǈኄዖֶᅴ࣏

ጲጨᇸدڦཥਃ௷ă
\2:/4^

ևࡃںݴᇀ݀ቛዐࡔॆԲ݀ڦॆࡔٳᆌీ૰ෑăሞ
ዐื܈ޗڪ࿒ڦ൧ူǈኟ௬ၳᆌॽገՎྺ௬ၳᆌǈᇱ

8/3/3 ጺ༹ᆖၚ

ၳᆌᅃօेዘǄߛ႑܈ǅ
ăኄၵჺ৯ࡕժுᆶྜ
ඇ୯ഘࢪՎࣅݥڦׇፕᆩǈ૩සܔጲဣཥڦᆖၚǈ

!!!!ໜጣ࿒܈ၭߛืڦ܈ޗǈׇႜᄽڦጺ༹ᆖၚీ

ጲဣཥܔၭื܈ޗ࿒ీۼๆߌ௺ݴăᅟᆖၚ൶Ԉ

ࣷ๑๘হHEQሺेईኁ३ณब߲ӥۅݴǄዐڪ႑܈ǅ
Ǘ

ઔෙঙዞں൶Ă࡛گӚڦၭࢅࡔڜႹܠሞுᆶഘࢪՎࣅ

ݥܔׇႜᄽڦጺ༹ᆖၚీ௬ڦǄگ႑܈ǅăณ

൧ူᇸۼփ؊ፁ߅ڦ൶ǈሞኄၵں൶ࢅࡔॆǈ
ഘࢪ

ଉڦ৫ᆖၚઠᇸᇀ݀ٳঢ়ष༹ǈ
ഄิׂକඇ൰ڦዷ༹ǈ Վࣅీेਗܔೖઓට੨ڦփ૧ᆖၚăᆯᇀඍ݄ጨᇸᆌ
ժഘࢪՎࣅܔഄᆖၚీኟ௬ڦă୯ࠅڟೝႠǈܔ

ࢅܔᆌഘࢪՎࣅǈ
ᅜླྀǈมࣷፌೖઓׯڦᇵፌᅟ

ೖ൬ࡔॆᆖၚ߸ٷǈኄዖᆖၚन๑ሞዐืڪ࿒ڦ൧ူ

ഘࢪՎࣅڦᆖၚăڍ࣏ுᆶჺ৯ࡕഘࢪՎࣅܔ

ᄺڦăሞኄዖഘࢪՎࣅ൧ৠူǈन๑৫ঢ়षᆖၚ

ೖઓට੨ࢅมࣷഄට੨ᆖၚݴڦքă\2:/5^

ᆶ૧ڦǈܠٷڍຕටڦڟᆖၚධీڦăໜጣዐ
ืڦ܈ޗٷڟڪ࿒ǈٗഘࢪՎࣅዐइᅮॽሁઠሁณǈܸ

!!!!ሞ 32 ๘ुǈໜጣ้क़ླྀᅎǈഘࢪՎࣅ࠶ݥܔဣཥ

฿ॽໜኮሺेǈᅜǈഘࢪՎࣅܔඇ൰ঢ়षՂሰׯ

ڦᆖၚॽࣷेਗǈܸ࠶ܔဣཥڦᆖၚీेਗ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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ጹࢇԒߢ

३ෑăሞ32 ๘ुǈഘࢪՎࣅᆖၚݴڦք߲ܠڟᅺڦ

ڦኄၵ༬Ⴀ๑ڥᄲᆌ்Վڥๆݴઓవăᅃၵ݀ቛఇ

ᆖၚăᆯᇀ࿒ഘ༹౪ڦ܈ሺेǈഘࢪՎࣅ܈ײڦᄺॽ

๕ీ߸ᅟᇀሦट܋๚ॲᆖၚǈසᄂ࡛ں൶ࡀٷڦఇ

ሺेăໜጣට੨ሺतഄںཱིܔĂĂएإยแࢅഄ

ਸ݀ऄ߸ۯᅟᇀሦޅԓࢅחඤټഘလऍǈܸٗሺे

ጨᇸႴ൱ڦሺेǈेਗጲࢅมࣷဣཥ٤ෑႠݥڦഘࢪ

ဣཥڦ٤ෑႠă

უ૰ᄺీໜ้क़ܸሺेăሺेڦට੨Ăࢅ֎ᄺ
ᅪ࿆ጣᆶ߸ڦܠටࢅටሰ֎ᄲ௬ܔഘࢪՎࣅڦᆖၚǈ !!!!Ⴙܠट܋ഘࢪ๚ॲ݀ิڦೕ୲ࢅഽࣷ܈ໜጣ࿒܈ၭ
ഄࡕසӀெᇮփՎॏ໙ǈॽీሺेܔׇႜᄽڦ

ܸߛืڦ܈ޗሺेǗړ࿒้ߛื܈ޗٷ܈ǈ்ᄺॽٷ

࡞ǈ૦๏ฉᅙঢ়ᆶኄᄣڦ૩ጱăڸၩኄዖᆖၚ൵ڦᅺ

܈ޗሺेǄߛ႑܈ǅăट܋๚ॲዷᄲԈઔࢡĂཱིග

Ԉઔሺे֎Ă༵ߛरຍĂྜ܈ǈኄၵᅜሺഽ

ݴઅඍĂඤټഘĂߛ࿒ࢅआሚڪăट܋๚ॲᆖၚཚፕ

ܔഘࢪՎࣅڦᆌీ૰ࢅইگ٤ෑႠă\9ǈ2:/5^

ᆩᇀਆںǈీഽଜںᆖၚڟᅃၵ༬ႜᄽࢅᅃၵں൶ă
ट܋๚ॲڦሺेీ೦ଣহۅईጲពኵǈܸٗڞዂ

!!!!ໜጣ้क़ླྀڦᅎǈփ࠶ᆖၚࢅ٤ෑႠሺे࣏३

ट܋๚ॲᆖၚࡀڦఇტሺेǄߛ႑܈ǅ
ăܠዖჄ݀

ณǈኄዖሺेई३ณీևںݴൽਦᇀഘࢪՎࣅࢅ݀ቛ

ิݥڦट܋๚ॲᄺᅃ߲వ༶ǈᅺྺኄዖ๚ॲॽࡼԍ

܈ǈܸ࠶ܔဣཥࢅ࠶ݥဣཥ࣏٪ሞֶ՚ăഘࢪ

၃ࢅምԍ၃ࠅິڦԍ၃ئԢǈܸٗইگᆌీ૰ă\9ǈ2:/

Վࣅڦ܈ሁǈഘࢪՎࣅܔ࿄ઠڦփ૧ᆖၚࢅࡗגဣ

7/4/2^

ཥଣহኵڦీႠ৽ሁٷă݀ቛڦ܈ሁǈڟ
࿄ઠഘࢪՎࣅᆖၚڦጨᇸᄺሁܠǈړ࿄ઠมࣷڦᆌ

!!!!ट܋๚ॲ݀ิೕ୲ࢅഽڦ܈ሺेॽߴඇ൰߳ႜᄽࢅ

ీ૰ᄺሁෑă၎ܔᇀణമ࠶ݥࢅڦൟ࠶܈ڦဣཥǈ ߳ں൶ټઠփ૧ᆖၚă౫ᄽࢅጨᇸᅟᇀڟ࿔ࢅट
णሀ࠶ဣཥᆌీ૰ߛ༵ڟڥǈၳᅮॽ߸၂ዸăᆯᇀ

܋࿒܈ՎࣅڦᆖၚǗᄂ࡛ں൶ڦएإยแࢅิༀဣཥࣷ

ኄ߲ᇱᅺᅜतݥഘࢪᅺጱሞ࿄ઠీሺेܔጲဣཥڦ

ڟඤټഘࢅޅԓחೕ୲ሺेڦփ૧ᆖၚǗໜጣ࿒܈

უ૰ǈጲဣཥڦ٤ෑႠॽీࣷໜጣ้क़ླྀڦᅎܸደ

ืߛǈᇑᄁඤ၎࠲ิڦຶྨ୲ॽሺेǈܸᇑࡦૐᆶ࠲

ॷሺेǄዐڪ႑܈ǅă
\2:/5/3ǈ2:/5/4^

ิڦຶྨ୲ॽࣷူইǗࢡీڞዂᇑᆶ࠲دڦක
թĂसิ،दթدڦխࢅୁႜǈሞႹ݀ܠቛዐࡔॆᆮ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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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认识差距

３５４

气候变化 ２００１：
减缓

决策者摘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三工作组报告
!!!!ሞ JQDD ڼෙ߾ፕፇْࣷୃڼᅱǄ3112  3 ሆ 39 නĊ 4 ሆ 4 නǈेభǈҮਖ਼ઙǅฉၘဦ಼ጚକԨቌᄲăኄ JQDD ৽ഘࢪ
Վࣅ३࣐ኟ๕ཚࡗڦำă

ߵူຎፕኁ༵ࠃߡ֥ڦǖ

Ubsjr!CbovsjǈUfssz!CbslfsǈJhps!CbtinblpwǈLpsofmjt!CmplǈEbojfm!CpvjmmfǈSfobuf!DisjtuǈPsvombef!Ebwjetpoǈ
Kbf!FenpoetǈLfo!HsfhpszǈNjdibfm!HsvccǈLjstufo!IbmtobftǈUpn!IfmmfsǈKfbo.Dibsmft!IpvsdbefǈDbusjovt!Kfqnbǈ
Qfllb!LbvqqjǈBojm!NbslboezbǈCfsu!Nfu{ǈXjmmjbn!NppnbxǈKptf!Spcfsup!NpsfjsbǈUtvofzvlj!NpsjubǈOfcpktb
ObljdfopwjdǈMzoo!QsjdfǈSjdibse!SjdifmtǈKpio!SpcjotpoǈIbot!Ipmhfs!SphofsǈKbzbou!TbuibzfǈSphfs!Tfekpǈ
Qsjzbsbetij!TivlmbǈMffob!TsjwbtubwbǈSpc!TxbsuǈGfsfod!UpuiǈKpio!Xfzbou

ഘࢪՎࣅ!2001

ጹࢇԒߢ

ڢୟൽਦᇀڦྷݔٷአ֧ስࢅأഘࢪՎࣅଶᇘᅜྔڦ

引言

ዷᄲአ֧ڦՎࣅăǄ९ 3/3/4ǈ3/4/3ǈ3/5/5ǈ3/6/2ǈ
!!!!2/! ԨԒߢ৽३࣐ഘࢪՎࣅڦბĂरຍĂ࣍ৣĂঢ়

3/6ǅ

षࢅมࣷݛ௬ႜೠࠚăሞْܾڼೠࠚԒߢӲࢫǈ३
2

࣐ ഘࢪՎࣅڦჺ৯ीჄႜǈժڟአዎฉڦՎ)ۯස

!!!!5/!३࣐ഘࢪՎࣅॽڦݘ࠽߸ڟมࣷঢ়षአ֧ࢅ

2::8ധ۩ࡔࢇڦഘࢪՎࣅॐࠅሀ
ǄVOGDDD*
Ė

൵Ԉઔᇑ݀ቛǈჄႠࢅࠅೝᆶ࠲ڦአ֧ڦᆖၚǈ

ۼᅱۨກė*ڦևݴᆖၚǈԨԒߢԈઔକኄၵჺ৯ቛă ժܔ்ׂิᆖၚăැᇑჄ݀ቛڦมࣷణՔ၎ᅃ
ԨԒߢ࣏ဌൽକැ߅ JQDD ༬՚Ԓߢዐాڦඹǈ் ዂǈ३࣐ഘࢪՎࣅڦአ֧ॽٝჄ݀ቛăᅃၵ३ಇ
ࡵࢅඇ൰ٷഘ༬՚Ԓߢǈ
रຍገඟ݆ݛஃࢅरຍ࿚༶

አ֧ॽܔഘࢪՎࣅᅜྔଶᇘׂิٷၳᅮǖස३ณॳ

༬՚ԒߢǄTSUUǅǈಇݣ൧ৠ༬՚ԒߢǄTSFTǅࢅཱི

࿚༶Ǘሺे৽ᄽǗ३ณ࣍ৣ௬ᆖၚǄසٷഘකǅ
Ǘԍ

 ں૧ ᆩ Ă ཱི  ں૧ ᆩ Վ ࣅ ࢅ ෧ ଠ ༬ ՚ Ԓ ߢ

ࢺࢅेഽ෧ଠǈཱིගࢅୁᇘǗ३ณሺे࿒ഘ༹ಇݣ
ڦ౦൸ႠցཌྷࢅǗժᆅ݀रຍօࢅླྀ࠽કොᅜํ

ǄTSMVMVDGǅă

၄߸࠽ગڦჄ݀ቛణՔăཞᄣǈፁჄ݀ቛణ
Ք݀ڦቛڢୟॽׂิ߸ڦگ࿒ഘ༹ಇݣă
Ǆ९2/4ǈ2/

减排温室气体的实质

5ǈ3/3/4ǈ3/5/5ǈ3/6ǈ8/3/3ǈ9/3/5ǅ
3

!!!!3/! ഘࢪՎࣅ ࿚༶ਏᆶ܀༬ڦ༬ۅăඇ൰ࢅ
Ǆٳब߲๘ुǅ࿚༶ǈภतഘࢪĂ࣍ৣĂঢ়षĂ !!!!6/! ࡔॆक़Ă൶ᇘक़ࢅپाक़रຍĂጲࢅ֎አጨ
አዎĂ༹Ăมࣷࢅरຍଶᇘްሗڦ၎ࢻፕᆩăࣷ ܔᇸڦփཞݴದࢅփཞڦ३ಇׯԨݴဆഘࢪՎࣅ३ಇٯ
߸࠽ڦݘมࣷణՔǄසࠅೝႠࢅჄ݀ቛǅׂิࡔा

แ࠲ڦ॰୯ᅺăႹ࠲ܠᇀ࿄ઠ߳ࡔփཞڦ३ಇᄲ൱

Ⴀࢅپाक़ڦᆖၚă
ၚᆌഘࢪՎࣅڦਦ֧ټᆶփඓۨႠ

ࢅ၎࠲ࠅೝ࿚༶ڦኛஃᄺ୯କኄၵ൧ ăᆌܔഘࢪ

ࢅޅ၃ǈԈઔీݥڦ၍Ⴀࢅ 0 ईփొՎࣅă
Ǆ९ 2/

Վࣅ༵କࠅೝႠኄ߲ዘᄲ࿚༶ǈनഘࢪՎࣅࢅ३

4

3/6ǈ2/4ǈ21/2/3ǈ21/2/5ǈ21/5/6ǅ

6

ಇአ֧ሞ๊܈ײฉׂิईेਗକࡔॆాࢅࡔॆक़ᅜत
ں൶क़ڦփೝڪăᅺُǈᆶ࿘ۨ౪܈൧ৠǄأକփ֑

!!!!4/!փཞ݀ڦቛڢୟ ׂࣷิݥփཞڦ࿒ഘ༹ಇ

ᆩႎڦഘࢪአ֧ᄺॽڟٳ࿘ۨڦ൧ৠǈසC2ǅ्ย݀ٳ

ݣă
ಇݣ൧ৠ༬՚ԒߢᅜतԨԒߢೠࠚڦ३ಇ൧ৠຫ

ࡔॆࢅഄঢ়षገ႙ࡔॆॽံ၌ࢅ३ณ࿒ഘ༹ڦ

३ಇႜڦۯႠዊĂ܈ײĂ้क़ࢅׯԨൽਦᇀมࣷঢ়षࢅ

ಇ ݣă

5

7

रຍ݀ቛڢୟǈ
ᅜतထྭٷڦڟٳഘዐ࿒ഘ༹ڦ౪܈
Ǆ९ TQN ǉ 2 ዐ DP3 ጺಇڦݣ૩ጱǅăگಇ݀ڦݣቛ

!!!!7/!گಇݣ൧ৠᄲ൱֑ൽփཞీڦᇸጨᇸਸ݀ఇ๕ă
 TQN ǉ 3 ॽ TSFT փཞ൧ৠူ 2::1  3211 ેओ
8

༐ಇݣᇑඇ൰ࣅ็ଙئଉ ࢅጨᇸࡤڦ༐ଉፕକᅃ݊
Բডăዐ၂๖32๘ुࣅ็ଙጨᇸݿǈᅜᇀ༐ಇ
ݣுᆶट၌ăڍփཞᇀ၎ܔডீڦܠ༓ࢅ็ڦࡀݥᆳ
2!३࣐ۨᅭྺටྺں३ณ࿒ഘ༹ᇸಇݣईሺेࣹă

ࢅཀഘئଉǈ็ڦࡀᆳࢅཀഘ༑ئଉई็ᆳጨ

3!ሞJQDDǈ
ഘࢪՎࣅኸஃᆯጲՎ୲ईටૌऄۯᆅഐڦഘࢪໜ

้क़ڦඪࢆՎࣅăຍᇕᇑഘࢪՎࣅॐࠅሀփཞǈሞࠅሀዐ

ഘࢪՎࣅኸᆯටૌऄۯথईक़থᆅഐڦഘࢪՎࣅǈՎࣅࣷ߀
Վඇ൰ٷഘݴׯǈփԈઔሞၚᆌڦڟ֪࠵ా้ڦጲഘࢪՎ
୲ă

294

4!ኸጺԒߢዐڦቤবă

6! ࠅೝႠᆶबዖૌ႙ǈԈઔएᇀݴದĂࡕĂࡗײĂ૧ĂᅭခĂ

5! ሞԨԒߢዐĐփཞ݀ڦቛڢୟđኸᆶࡔॆڦมࣷॏኵĂၩݯ

ೖઓࢅऐࣷڪǈݒᆙକܔአ֧ࠅڦೝႠփཞڦྭኵतࡕă
Ǆ९

ࢅิׂఇ๕ׂิڦփཞڦీ൧ৠǈԈઔڍփਆ၌ᇀჽჄৃړ൵

2/4ǈ21/3ǅ

ڦ൧ৠăኄၵڢୟփԈઔଷྔڦᅙํแڦഘࢪऺࣄǄփԈઔ൧

7!ᆶں൶ڦ࿒ഘ༹ಇۼݣೋକएጚ၍ǈ
ړ࿘ۨణՔ߸گईए

ৠǈփඓᄲ൱ํแ VOGDDDईํแۼᅱۨກڦಇݣణՔǅǈ

ጚ൧ৠ߸ߛ้ǈඇ൰ಇݣೋॽׂิ߸ڦራăኄၵ൧ৠᆶփඓۨ

ڍԈઔഄक़থᆖၚ࿒ഘ༹ಇݣአ्֧ڦยă

Ⴀǈᅺྺுᆶ୯ࠅೝႠᆖၚǈᅜतසࢆํ၄ࢅׯڦԨă

IPCC ڼෙْೠࠚԒ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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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ＳＰＭ － １

ጹࢇԒߢ

ＩＰＣＣ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ＳＲＥＳ）中的排放情景

!!!!B2/!B2 ൧ৠဣଚܔඇ൰࿄ઠڦ௮ຎසူǖ!ঢ়

੨ߛރཞᄣ၄ሞԨ๘ुዐᄾࢫူইăڍփཞڦ

षߛሺĂ
ඇ൰ට੨ߛރ၄ሞԨ๘ुዐᄾࢫူ

ঢ়षࠓڦՎࣅǈޜခࢅ႑တঢ়षڦԲዘ߸ߛǈ

ইĂᆅႎߛ߸ࢅڦၳڦरຍăፌዘᄲ्ڦย

ଙഽ܈ইگǈൣলࢅߛၳरຍڦᆅăC2ഽۙڦ

ں൶क़൵ཞĂ
ీ૰ॺยࢅሺेڦփཞ࿔ࣅࢅมࣷڦ၎

ঢ়षĂมࣷࢅ࣍ৣჄႠڦඇ൰ਦݛӄǈԈઔ༵

ࢻาཪĂ߳ں൶क़ටֶڦਐ३ၭăߵీ

ߛࠅೝႠǈڍփ֑ൽڦྔܮ३࣐ഘࢪՎࣅٯڦแă

ᇸဣཥాरຍՎࣅ൵ڦփཞǈB2!൧ৠဣଚ ྺݴ4
߲ፇǖߛԲ૩ࣅ็ଙǄB2GJǅ
ǈీ็ࣅݥᇸǄB2Uǅǈ !!!!C3/!C3൧ৠဣଚܔඇ൰࿄ઠڦ௮ຎසူǖഽۙঢ়
ೝ࢚߳ڦዖీᇸǄB2Cǅ
Ǆೝ࢚ۨڦᅭփࡗݴᅈડ

षĂมࣷࢅ࣍ৣჄႠںڦ൶ਦݛӄăඇ൰ට੨

గዖ༬ۨీᇸǈ
्ย߳ዖీᇸࠃᆌࢅዕ܋रຍۼᅜ၎

ॽჄሺǈڍگ܈ᇀB3ǈڦړঢ়ष݀ቛǈԲC2

ຼڦ݀܈ቛǅă

ࢅ B2 ڍ߸ܠᄣࣅڦरຍօăC3 ᄺഽۙ࣍ৣԍ
ࢺᇑมࣷࠅೝǈڍഄ࠲ጀڦঋۅሞں൶ْ֫ฉă

!!!!B3/!B3൧ৠဣଚܔඇ൰࿄ઠڦ௮ຎසူǖٷ
ںڦ൶क़ֶᅴă
ፌዘᄲ्ڦยጲ૰߸ิࢅԍࢺں൶

!!!!ሞ߲൧ৠဣଚዐକᅃ߲Ⴀڦ൧ৠǈݴ՚

ڦ༬Ⴀăں൶क़ิᇣఇ๕൵ཞڦݥ܈ǈኄڞዂ

 B2CǈB2GJǈB2UǈB3ǈC2!ࢅ C3ǈኄ 7 ߲൧ৠڦ

Ⴤڦට੨ሺेă߳ں൶ڦঢ়ष݀ቛݥփᅃዂǈට

ࢇႠᆌ၎ཞڦă

ঢ়षሺࢅरຍօۼԲഄ൧ৠဣଚă
!!!!TSFT!൧ৠփԈઔڦྔܮ३࣐ഘࢪՎࣅٯڦแǈ

!!!!C2/!C2൧ৠဣଚܔඇ൰࿄ઠڦ௮ຎසူǖ!ᇑB2

ኄᅪ࿆ጣᅃ൧ৠኴႜକࢇࡔഘࢪՎࣅॐࠅሀई

൧ৠဣଚ၎ཞڦ൵ཞ๘হǈᇑB2ਏᆶ၎ཞڦට੨ǈට

୯କۼᅱۨກዐڦಇݣణՔă

ݣरຍǈ߀ీᇸ࠶ǈ३ณ߾ᅝࡗײಇݣǈ༐ݴࢅ

!!!!त๑ᆩࢅჽۉࢃంǈ
گ༐ీᇸࠃᆌဣཥॽ

ئ٪ă
Ǆ९ 4/2ǈ5/8ǅ

!!!!ፔዘᄲࠋ၅ă3121ࢫǈࣅ็ࢅ0ईิዊీ
!!!!ڦۉ༐ಇॽݣཚࡗฏമईࢫڦ༐ඁئࢅأ٪

!!!!TQN.2ጺକܠႜᄽჺ৯ڦࡕǈ
ٷևݴၜ

!!!!܈ޗٷ३ณಇݣăৣ࣍ܔĂҾඇĂ੍Ⴀᅜतࢃ

ణĂࡔॆࢅ൶ᇘपڦǈևݴඇ൰पڦǈዐߴକ3121

!!!!કොڦ୯ॽ၌గၵरຍڦ๑ᆩă
Ǆ९4/9/5ǅ

 3131 क़࿒ഘ༹३ಇയ૰ࠚڦ໙ă࠲॰݀၄ස

!Ą!౫ᄽևோǈݒᒑۯĂڠགྷǈݨڌ๑ᆩࢅึႿ

ူǖ

!!!!ݭڦोྛࢅ O3 P ڦಇݣᅜ३ณă
Ǆ९ 4/7ǅ

!Ą!ຕӥၜॺዾǈཚࢅሰᄽڦዕీ܋ၳरຍࢅํ७

!Ą!ߵᆌᆩڦ൧ǈޘૌഘ༹ڦಇݣᅜཚࡗ߀Վ

!!!!ጺയ૰ڦᅃӷᅜฉă
Ǆ९ 4/4ǈ4/5ǈ4/6ǅ

!!!!߾ᅝࡗײǈ߀࣮ǈምთ࣍ࢅܸ֠ئԥইڟگ

!Ą!ณڟ3131ǈ၎ܔՍᅓࢅ็ࣅڦݿଙࠃڦᆌ

!!!!ፌณǈईཚࡗ֑ᆩഄࣅࢇࢅरຍܸԥՆ௨ă

!!!!ࢅገ࣑ॽԍዷںڞ࿋ă
ሞڟڥঢ়षໃݛںڦǈ

!!!Ǆ९ 4/6 ࢅڼෙቤॲǅ

!!!!ӵໜጣ༵ߛገ࣑ၳ୲ࢅ߸ܠ๑ᆩࢇთ࣍ࢅ0ईඤ
!!!!ׂۉǈཀഘॽሞ३ಇฉഐዘᄲፕᆩă
Ǆ९4/9/5ǅ !!!!ጹࢇ TQN.2 ዐ߳ևோڦ३ಇയ૰ǈ୯କٗ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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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ཚࡗଠᄽĂ౫ᄽׂޭڦิڦዊీǈአࢅ߾ᄽ

ၵჺ৯ీڦڟڥևோࢅरຍയ૰ዘ۠ڦᆩ႑တǈߴ

!!!!ݭᆩፕీᇸǈሞᆶࢇࢅںཱིڦጨᇸݛںڦ

ඇ൰ڦ३ಇയ૰ऺࠚڦă
ᅃӷڦ३ಇയ૰ሞ3131

!!!!႐ዖኲీᇸፕǈཱིںགஙڦोྛǈࢅీޅీǈᅜ

ᅜথၳᅮǄবీǅٷᇀথׯԨǄ৫ጨԨǈሏႜࢅྼ

IPCC ڼෙْೠࠚԒ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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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ＳＰＭ － １ ǖ3121ࢅ 3131࿒ഘ༹३ಇയ૰ࠚ໙Ǆቤব4/4.4/9 ࢅڼ4ቤǅ

部门
b
ॺዾ
ৈภत DP3
ཚ
ৈภत DP3

１９９０年排放 Ｃｅｑ 年平均 ２ ０ １ ０ 年减
量
增长率（％ ） 排潜力
（Ｍ ｔＣｅｑ／ ｙｒ）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Ｍ ｔＣ ｅｑ／ ｙｒ）

２ ０ ２ ０ 年减
排潜力
（Ｍ ｔＣ ｅｑ／ ｙｒ）

避免 １ 吨碳排放的净直接成本

2761

2111.!2211

ܠٷຕ३ಇీሞׯԨူํ၄

211.411

411.811

ܠٷຕჺ৯৫ׯԨၭᇀ!￥360uDǈ
ڍᆶଇ߲ჺ৯ࡕׯԨॽࡗג
￥610uD

411.611
ċ311

811.:11
ċ711

ᅃӷᅜฉీሞׯԨူํ၄

2/1

811.861

2191

3/5

߾ᄽ
ৈภत DP3
. ీᇸၳ୲ǖ
. ᇱଙၳ୲ǖ

3411

1/5

߾ᄽ
 ݥDP3 ഘ༹

281

ċ211

ċ211

321
2361.3911 փइڥ

261.411

461.861

ณຕׯԨీྺ

ݭച
ৈภतोྛ

351

ċ311

ċ311

ٗઘऎགங࣮86&!ोྛׯڦԨྺǈ

༬૧ܻၹᅱກ
پ༺ڦ
 ݥDP3 ഘ༹

1

c

౫ᄽ
ৈภत DP3
 ݥDP3 ഘ༹
c

ీᇸࠃᆌࢅገ࣑
ৈภत DP3

O3P!३ಇׯԨྺ ￥1.￥210uDfr
ܠٷຕ३ಇׯԨྺ ￥1.2110uDfr ǈ

ഄ 36& ׯڦԨྺ ￥310uDfr /

d

ጺऺ
b!

2/1

ׯԨփඓۨ

Ǆ2731ǅ

7:11.9511

e

փइڥ

ċ211

փइڥ

ሀᅃӷڦ३ಇᆯᇀჺ৯ए၍ࢅTSFT
ए၍ኵڦփཞᆅഐǈଷᅃӷڦ३ಇׯ
Ԩሞ ￥3110uDfr ᅜా

2/6

61.261

461.811

٪ሞᆶ၌ׯڦԨ३ಇǗႹٯܠแڦ
३ಇׯԨၭᇀ ￥2110uDfr

2:11.3711

f

4711.6161

f

ԈઔۉഗĂॺዾࢅຌă

c!

౫ᄽྷݔٷڦዷᄲᆯᇀ٪ሞᇀཱིග DP3!ࢅ!O3P ಇݣዐڦٷڦोྛփඓۨႠᆅഐڦăݭചዷᄲઘऎགஙಇڦݣोྛă

ഄᆯᇀࣅ็ଙฏܸಇܾݣᄟࣅ༐ևோࠚڦ໙ᅜ߸ྺጚඓă
d!

Ԉࡤሞᅜฉڦևோຕዐă३ಇৈԈઔۉ૰ิׂٯแǄଙၠഘ༹ 0 ࢃీገՎĂ!DP3 णࢅئ٪Ă༵ߛ݀ۉၳ୲ࢅ૧ᆩምิ

ీᇸǅă
e!

Ԉઔ ڼ4 ቤዐڦᆶևோăփԈઔీݥᇸಇݣᇸ ڦDP3 ಇݣǄౄิׂǖ271NuDǗഘआਖǖ71NuDǗཱིں૧ᆩՎࣅǖ711.

2511NuDǅࢅዕ܋ᆩࢽీᇸገ࣑ ڦDP3 ಇݣǄ741NuDǅăසࡕेฉᆳࢅঋୗഘಇ ڦݣDP3ǈ2::1ඇ൰ DP3 ಇݣଉǄ8211NuDǅ
ॽሺे 23&ăႴᄲጀᅪڦுᆶԈઔଠᄽಇࢅݣ༐ࣹ३ಇٯแă
f!

TSFT!एጚ൧ৠ!)Ԉઔۼᅱۨກዐ ڦ7 ዖഘ༹*ᇨ֪ ڦ3121ࢅ 3131ڦಇݴྷݔݣ՚ྺ 22-611.25-111!NuDfr!ࢅ23-111.

27-111!NuDfră३ಇଉᇨ֪ࡕᇑTSFT.C3൧ৠዐڦएጚಇݣ൵ᅃዂăയ૰ڦ३ณ୯କጨԨ٪ଉࡀڦዜገă்փਆ၌
ᇀׯԨၳᅮٯแǈڍփԈઔׯԨྺ 211!￥0uDfr!ᅜฉٯڦแǄփԈઔ༬૧ܻၹᅱዐڦഘ༹ǅईᅃӯአ֧ူփీ֑ᆩٯڦแ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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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෧ଠԍࢺࢅ༐ဌॽׂิ߸ڦܠ༐ئ٪ǈසࡕኄၵ

ݣăጲ߅ඡኮࢫཚิׂዘႎࠦ༐ǈ࠶ڍኄၵ

ิༀဣཥԥጲईටྺںჹዘ߅ඡǈॽׂิ߸ߛڦ༐ಇ

߅ඡॽܔ၌༐ಇݣഐڟዘᄲፕᆩă༺تࡻڦิׂپᇱ

IPCC ڼෙْೠࠚԒߢ

३࣐

ڼෙ߾ፕፇਦ֧ኁቌᄲ

ሶฉ၌ჽฦڦăܔ౫ፕĂఢࢅჄิీᇸ

!!!!:/!ጽၠگಇڢڦݣୟܠǈ߲ࡔॆࢅں൶ᆌስ

ׂׂิڦᆩںႜࢇ࠶ॽྺ३࣐ഘࢪՎࣅټઠ߸

ጲमڢڦୟăఇ႙ࡕᅙኪڦरຍٯแ ǈፁᅜํ၄

ڦܠၳᅮă୯ںཱིڟ๑ᆩڦ৪ኛ࿚༶ࢅ T B S ࢅ

၎ٷڦాྷݔٷړഘዐDP3 ౪܈࿘ۨణՔǈස661qqnwǈ

TSMVMVDG ڦೠࠚǈิ३ಇስڦඇ൰യ૰পኹ

561qqnw ई߸ڦگ౪܈࿘ۨణՔǈڍഄํแႴᄲᇑ၎࠲

3161  ڟٳ211HU ༐ڦຕଉपǄેओଉǅǈኄᆶ

ڦมࣷঢ়षᅜत༹߀ڦՎ၎ࢇăྺକڟٳኄၵ࿘ۨ

ٷփඓۨႠǈ၎ړᇀཞᅃ้ࣅ็ଙയሞಇݣଉ

ణՔǈ൧ৠॺᅱHEQڇ࿋༐ಇݣՂႷሞ2::1ೝฉٷ

ڦ21.31&ăํ၄ኄᅃയ૰ൽਦᇀཱིࢅںጨᇸڦइ

܈ޗইگăሞԨԒߢೠࠚڦᅃ߲࿘ۨ౪܈൧ৠዐǈरຍ

ڥႠǈᅜत֑ᆩփཞཱི࠶ں܈ײڦ݆ݛăิ༐३ಇ

օࢅገඟۼഐڟକ࠲॰ፕᆩăܔᇀ࠲॰ీڦᇸևோઠ

യ૰ፌںڦٷ൶ඤࢅټჱඤټǈങৃԒߢڦᆶ࠲ิ

ຫǈबࢭᆶ࿒ഘ༹३ಇࢅ࿘ۨ౪ڦ܈൧ৠۼᅜᆅ

३ಇስׯڦԨࠚ໙ՎࣅٷǈׯԨሞඤٗॆࡔټ

ߛၳీڦᇸ૧ᆩࢅࠃᆌरຍǈᅜत๑ᆩگ༐ీᇸྺ༬ۅă

1/2 ெᇮ 0 ܖ༐ ڟ31 ெᇮ 0 ܖ༐ǈሞݥඤ ॆࡔټ31.

ڍுᆶᅃዖरຍీፁᆶڦ३ಇႴ൱ăీݥᇸಇݣᇸ

211 ெᇮ 0 ܖ༐փڪă֎ခݴဆࢅ༐ऺ໙݆ݛᄺփ

ࢅܾݥᄟࣅ༐࿒ഘ༹༵ࠃକዘڦٷ३ಇയ૰ăࡔॆक़

ԲăଷྔǈႹࢪ้ܠǈׯԨऺ໙փԈઔएإยแׯڦԨǈ

ࢅں൶क़ڦरຍገඟॽકٷ൶ᇘڦስྷݔǈܸࡀఇ

ࢇڦཌྷ၄ǈ֪॔ĂຕणࢅํแׯԨǈཱིڦںऐࣷ

ঢ়षࢅბသ൸၍ॽই֑گൽٯแׯڦԨă
Ǆ९ 3/4/3ǈ

ׯԨࢅྼࢺईഄঢ়ႠׯԨǈኄၵׯԨईԥ

3/5ǈ3/6ǅ

9

ಇأሞྔईԥࢮăሞׯԨڦگྷݔᅃ܋ԥණྺټᆶ
ڦࠚگ൵ၠǈໜጣ้क़ླྀᅎǈׯܔԨڦକࢅتኟሞ

!!!!21/!มࣷණ๎Ăظႎࢅ༹ࠓ߀Վॽྺ३࣐ഘࢪ

߀ăැࢇํแǈأକ३ณٷഘዐDP 3 ǈኄၵิ३

Վࣅፔࠋ၅ăण༹ࡀሶࢅ߲ටႜྺ߀ڦՎܔ࿒ഘ༹

ಇስཚิׂࣷมࣷĂঢ়षࢅ࣍ৣၳᅮǄ૩සǈሺे

ಇิׂॽݣዘᄲᆖၚǈڍփਸްሗ༹ڦࢅ݆ࡀ࣍ৣă

ิܠᄣႠǈୁᇘԍࢺǈेഽჄཱི࠶ںࢅ౫٩৽

ᅃၵჺ৯ණྺړമڦघ༹ဣཚࠞጨᇸणׂิڦ

ᄽǅă்࣏ీ३ณईሺेܾݥᄟࣅ༐ഘ༹ڦಇݣă ࢅၩݯఇ๕ǈኄዖఇ๕ሺेᆶևோǄ૩සཚࢅዿݝǅ
Ǆ९ 5/4ǈ5/5ǅ

ڦಇݣăሞ܌ాǈᆅมࣷظႎᆶ߀Վ߲ටࢅፇኯႜྺ
ڦీႠăٗᇺੂǈมࣷظႎᇑरຍօ၎ࢇᅜे
ഽมࣷࢅঢ়षയ૰ǈ༬՚ړට்ڦဠࡻࢅ࿔ࣅጚሶገၠ
گಇࢅڦݣჄڦႜྺ้ăኄၵظႎࣷᇜڟፆ૰ǈᅜ
ཚࡗሞਦ֧ዐሺेࠅዚ֖ᇑઠਦăኄॽྺට்ํ၄

框ＳＰＭ － ２

估算成本和效益的方法及其不确定性

Ⴤ݀ቛࢅมࣷࠅೝሺेႎڦ০ă
Ǆ९ 2/5/4ǈ6/4/9ǈ
21/4/3ǈ21/4/5ǅ

!!!!ᆯᇀܠᅺǈ
ۨଉࠚ໙३ಇٯแׯڦԨࢅၳ
ᅮ٪ሞֶٷᅴࢅփඓۨႠăTBS ೠࠚକଇዖࠚ
໙݆ݛǖጲڹၠฉ݆ǈन ڼ8 ዐ௮ຎܔڦ߲ႜ
ᄽࢅरຍႜೠࠚǈᆯฉူ݆ǈन ڼ24 ௮ຎ
࠵ࢢڦঢ়षჺ৯ăଇዖࠚڦ݆ݛ໙ࡕփཞǈڍጲ
TBSᅜઠǈֶਐኟሞၭăन๑ၩֶأਐǈᄺ࣏٪
ሞփඓۨႠă
ᅜཚࡗሞඪᅃ़्ۨยཉॲူॠᄓ
ڇᅃᅺڦՎࣅᆅഐ३ಇׯԨڦՎۯઠೠࠚփඓۨ
Ⴀڦᆖၚǈ
മ༵ኄၵՎଉኮक़ڦ၎ࢻ࠲ဣڟڥട
تڦړă

9!ĐᅙኪरຍٯแđኸኟሞሏႜईዐڦरຍǈᇑԨԒߢ༪ஃڦ३

ಇ൧ৠዐࡤڦᅭ၎ཞăփԈઔႴᄲ၂ዸरຍ೦ڦႎरຍăᅺ
ُǈ୯ڟ൧ৠ้ڦक़߲ူྺྷݔᅃӥฯ߸ǈኄ߲ஃీ
ডԍऺࠚڦ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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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行动的成本和附带效益

９

!Ą!ׇ฿ଳă३ณׇई༹฿ଳࢅഄፆҹঢ়षᆶ
!!!!ၳڦ३ಇٯแڦቱҹǈॽইگຳටׯԨă

!!!!22/!ܔ३ಇႜׯڦۯԨࢅၳᅮࠚڦ໙߳ᆶփཞǈᇱ

!Ą!ټၳᅮă३ณ࿒ഘ༹ಇٯڦݣแॽܔഄมࣷ

ᅺǖ
Ǆ2ǅ்සࢆ࢚ଉޟ૧փཞǗ
Ǆ3ǅݴဆࢅ݆ݛڦ

!!!!࿚༶ׂิᆖၚă૩සǈሞగၵࡔॆ३ณ࿒ഘ༹ڦ

ྷݔփཞǗᅜतǄ4ǅݴဆᆩڦዷᄲ्ยփཞăᅺُࠚ

!!!!ಇॽݣཞ้३ณں൶ࢅڦ൶ᇘٷڦഘකă࣏ॽܔ

໙ڦ३ಇٯแׯڦԨࢅၳᅮీփీኈํݒᆙ३ಇႜۯ

!!!!ཚǈ౫ᄽǈཱིں૧ᆩݛ๕ǈݭ࠶ࢅഄมࣷ

ํڦाׯԨă࠲ᇀǄ2ǅࢅǄ3ǅǈࠚ໙ׯԨࢅၳᅮภतڟ

!!!!࠲ጀڦ࿚༶ׂิᆖၚǈස৽ᄽࢅీᇸҾඇăڍǈփ

࣏ݓǈᅜतසࢆ୯ํแࢅᅟׯԨĂᆖၚݴ

!!!!ᆶڦᆖၚۼኟ௬ڦăัڦአ֧ስࢅยऺ

քĂܠዖഘ༹Ăཱིں૧ᆩስĂՆ௨ഘࢪՎࣅټઠڦၳ

!!!!ॽԍኤኟၳᅮժ३ณၳᅮăሞగၵ൧ူǈ३ಇ

21

ᅮĂټၳᅮĂࣰऐࣷ ĂྔևׯԨᅜतݥׇᆖၚڪ

!!!!ٯแׂิټڦၳᅮᅜᇑ३ಇٯแׯڦԨ၎Բǈ

࿚༶ăࠚ໙ࡗײԈઔᅜူ्ยǖ

!!!!ᅺܸሺेକࣰٯแڦയ૰ăړၳᅮࠚ໙ઓవ

!Ą!ට੨Վࣅǈঢ়षሺڦࢅ܈ࠓǗට੨ۯୁڦႠ

!!!!ժೋֶᄺٷă
Ǆ९ 8/4/4ǈ9/3/5ǈ:/3/3 ǉ :/3/

!!!!ሺेǗरຍ߫ႎԈઔ༵ߛీၳࢅइׯگڥԨీᇸǗ

!!!!9ǈ:/3/21ǅ

!!!!ጨԨཨጨࢅહۯ૰ڦׇଳऄႠǈአ֧Ǆएጚ၍ǅ !Ą!ມዘࢤ૧ăᆶగၵᅜሺेአުǄස
!!!!൧ৠዐ֎ڦአࢅॏ߭౦൸ă

!!!!ईಆஜಇݣႹኤǅăසࡕॽُᆩઠইگ

!Ą!३ಇణՔࢅ้क़ă
!Ą!ᆶ࠲ኴႜٯแ्ڦยǈසಇݣஹᅟྷݔڦǈൣল݀

!!!!၄ሞڦ౦൸Ⴀǈኄၵॽ३ณ࿒ഘ༹३

!!!!ቛऐǄDENǅࢅࢇ୬ႜǄKJǅ
ǈ݆ࡀᅜतጲᇼၹ

!!!!ࠓĂ३ڦૌ႙Ăહۯׇཉॲࢅݛڦ࣏ݓ

22

!!!!ಇ ׯԨ ăኄ ዖ  ڸၩ  ܈ ײ ڦൽ ਦ ᇀ ၄ ሞ  ڦ  

!!!!ᅱ ǈࢅํแኄၵऐڦᅟׯԨă

!!!!๕ăగၵ൧ူǈ३ಇڦঢ়षၳᅮࡗגକ३ಇׯ

!Ą!ཌྷ၄୲ǖᅺྺ้क़ੵٷ܈ǈ๑्ยڦཌྷ၄୲Վݥڥ

!!!!ԨăǄ९ 8/4/4ǈ9/3/3ǈ:/3/2ǅ

!!!!࠲॰ǈࢇܔڦཌྷ၄୲ுᆶࠌ๎ǈڍ࿔၅၂
!!!!๖ሁઠሁڦܠටሞ୯֑ᆩໜ้क़ደօူইڦཌྷ၄

!!!!24/!ኟසڼ22Ⴜຎڦᅃᄣǈփཞჺ৯ኮक़ᅜत

!!!!୲ǈໜጣ้क़ླྀڦᅎইگཌྷ၄୲ܸٗޯᇎᇺ݀ิ

փཞں൶ኮक़ॲ C ࡔॆํแĖۼᅱۨກėׯڦԨ߳

!!!!ڦၳᅮ߸ڦٷዘăᆌ൶՚ᇀׇᅟዐຳට֑

փ၎ཞǈዷᄲൽਦᇀĖۼᅱۨກėଳऄऐڦ๑ᆩᅜत

!!!!ᆩڦߛ߸ڦཌྷ၄୲ă
Ǆ९8/3ǈ8/4ǈ9/3/2ǈ9/3/3ǈ:/5ǅ ்ᇑࡔాٯแ၎ࢻፕᆩ्ڦยăਨܠٷຕڦඇ൰ྷݔ
ჺ৯૧ᆩࡔाీᇸঢ়षఇ႙ઠݴဆࢅԲডኄၵׯԨǈഄ
23

!!!!23/!३ಇአ֧ᅜ૧ᆩᅜူڦࣰऐࣷǈॽᅃၵ࿒

ዐᆶ : ߲ჺ৯ ܔڥHEQ ڦᆖၚ සူǄ९ 8/4/6ǈ9/

ഘ༹ಇݣᇸڦ৫३ಇมࣷׯԨইڟگଭईຕǄ९

4/2ǈ:/3/4ǈ21/5/5ǅ
ǖ

8/4/5ǈ:/3/2ǅ
ǖ
24

!!!!ॲܾࡔॆ ǖሞுᆶॲ C ࡔॆಇݣஹᅟڦ൧

ူǈܠٷຕჺ৯ᇨ֪ሞփཞںܾॲڦ൶ǈ3121 HEQ
25

ጺ฿ٷሀྺ1/3.3&ăํႜॲCࡔॆ ྜඇಇݣஹᅟǈ
:!ټၳᅮኸኍܔ३࣐ഘࢪՎࣅڦአׂ֧ิڦټڦईޭၳᅮă
ኄ

ၵአ֧փৈࣷᆖၚ࿒ഘ༹ಇݣǈ
࣏ࣷܔጨᇸ૧ᆩၳ୲ׂิᆖၚǈ
ස३ณᇑࣅ็ଙ๑ᆩᆶ࠲ںࢅݛںڦ൶Ⴀකಇݣǈ࣏ࣷᆖ
ၚڟཚĂ౫ᄽĂཱིں૧ᆩݛ๕Ă৽ᄽĂଙҾඇڪ࿚༶ăᆶ้
ኮྺĐټᆖၚđǈᅜݒᆙሞగၵ൧ူ၄ڦၳᅮă
21!ᇑ TBSዐᅃዂǈࣰऐࣷኸᅜ३ณీᇸׯԨǈ३ณ ݛں0൶

ᇘකǈၳᅮڪᇀईٷᇀมࣷׯԨٯڦแǈփԈઔՆ௨ഘࢪՎࣅ
ټઠتࡻڦă
22!ጲᇼၹᅱኸአުևோᇑᅃ߲ई߲ܠຳටཷ༹ڦׯٳၹᅱǈ
ईԥ

ࠅࠌևோණڇڦՉ౷ǈᅜํ၄ۨࡀࡀ݆גᅜྔ࣍ڦԍణՔ
ई߀࣍ԍႠీă

300

IPCC ڼෙْೠࠚԒߢ

23!࣏ᆶႹܠჺ৯߸ၘဦඓں୯କ߳ዖփཞڦአ֧ǈ
ׯԨࠚ໙

ࡕٷ߸ྷݔǄ९ 9/3/3ǅă
24!ॲܾࡔॆǖVOGDDDॲܾዐଚਉॆࡔڦǈԈઔ PFDEፇኯ

ዐڦඇև݀ॆࡔٳă
25!ॲ C ࡔॆኸۼᅱۨກዐॲ C Ԉઔॆࡔڦǈ்ᅙঢ়ཞᅪ

࿒ഘ༹ಇݣణՔǈԈઔཱིܺأഄࢅӣܭஆຯڦᆶॲ 2 ࡔॆ
Ǆ2::9 Ⴊኟǅă

३࣐

ڼෙ߾ፕፇਦ֧ኁቌᄲ

26

ᇨ֪ 3121  HEQ ฿ྺ 1/2.2/2& ăኄၵჺ৯Ԉઔ

DP3 ౪܈࿘ۨሞሁگೝǈׯԨሁߛăए၍փཞॽܔਨ

କሞ ڼ22 ዐଚ्ڦݘ࠽ڦยăԨถڦఇ႙

ׯܔԨׂิഽଜᆖၚăॽٷഘዐ DP3 ౪ ܈861qqnw ই

ࡕ֑ᆩ्ڦยඇևํႜಇݣஹᅟǈுᆶᅟׯԨăఇ

 ڟگ661!qqnwǈׯԨڦሺेዐڦ܈ǈٗ 661 ইڟگ

႙ᄺுᆶԈઔࣹईഄݥDP 3 ࿒ഘ༹ăுᆶॲCಇ

561qqnw้ǈׯԨሺेٷ܈ޗڦǈ
ݥأए၍൧ৠگă

ݣஹᅟڦ൧ৠ्ย߲߳ں൶ాևྜඇ๑ᆩࡔాಇݣஹ

ኄၵࡕுᆶ୯༐ࣹǈݥDP3 ഘ༹ᅜत߸ߛڦ࿘ۨణ

ᅟăுᆶԈઔ DENĂׯԨٯแĂټၳᅮईᆶణڦ

Քܔरຍօڦᆻ݀ፕᆩ ă߲࿘ۨ౪܈ణՔܔᆌڦ

ڦ࣏ݓăܔᇀᆶں൶ǈ࣏ᆶᅜူᅺᅜᆖၚׯ

ׯԨൽਦᇀܠᅺǈԈઔཌྷ၄୲ǈ३ಇܮໜ้क़ݴڦ

Ԩǖ

ದǈ֑ᆩڦአ֧ࢅٯแǈ༬՚ܔए၍൧ৠڦስăᅜ

!Ą!၌ॲ C ಇݣஹᅟڦ๑ᆩǈํแኄၵऐׂิڦ

ࢅݛں൶ᇘڦჄ݀ቛྺዘڦۅ൧ৠǈႴᄲڟٳڦ

27

!!!!ߛܮᅟׯԨǈ
ᅜतگၳాࡔڦႜׯߛ༵ॽۼۯԨă ༬ۨ౪܈࿘ۨೝׯڦԨԲഄ൧ৠ

28

ܠگă
Ǆ3/6/

21

!Ą!Ԉઔڼ23ዐ༵ڦԈઔࣰऐࣷ ڦአ֧ࢅٯแǈ 3ǈ9/5/2ǈ21/5/7ǅ
!!!!ኴႜ DENǈ༐ࣹǈܾݥᄟࣅ༐ഘ༹ࣷۼ३ณׯԨă
!!!!߲ࡔॆ߳ጲׯڦԨֶ՚ࣷ߸ٷă

!!!!26/!ඪࢆᅃዖ࿒ഘ༹३ಇٯแڦঢ়षׯԨࢅၳᅮ

ሞ߳ևோक़ݴڦքփೝڦǗᅜཚࡗࢇڦአ֧
!!!!ఇ႙၂๖ۼᅱۨກऐܔ੦ᅃၵࡔॆీׂ

ሞփཞ܈ײฉইگ३ಇׯԨă
ᅃӯઠຫǈ฿ኁ၎ܔ

ิׯܮߛڦԨޅ၃ഐዘᄲፕᆩǈᅺُᅜց؊ࡔాऐ

ᇀइ૧ኁܸჾǈ்ڦঢ়षׯԨሦڦ฿߸े૬߉९

ăཞᄣǈ்ᅜ३ၭփࠅೝࡔڦाᆖၚժೝ࢚Չा

ᆖĂणዐĂՂă֑ൽ३ಇአ֧ǈீ༓Ăీ࣏ᆶ็ᆳ

ׯԨăඇ൰ჺ৯ǈሞுᆶஹᅟڦ൧ူǈኴႜۼ

ࢅཀഘतగၵీᇸഽڦߛ܈ևோǈසߒཎิׂॽट

ణՔׯڦԨٗ 31 ெᇮ 0 ܖ༐ڟǈ711 ெᇮ 0 ܖ༐ǈሞ

ీሦঢ়ष฿ăܸഄׂᄽǈԈઔምิీᇸׂᄽࢅޜ

ॲ C ࡔॆಇݣஹᅟڦ൧ူǈׯԨٗ 26 ெᇮ 0 ܖ༐

ခᄽॽཚࡗॏ߭ՎࣅࢅइڥԨઠࣷཨၠ༐ഽڦߛ܈ևோ

ڟ261ெᇮ0ܖ༐ăኄၵऐీࠕইܠگณׯԨൽਦᇀ

߸ڦܠጨূࢅጨᇸܸᅮăൽၩࣅ็ଙցཌྷڪአ

ํแڦဦবǈࡔాऐᇑࡔྔऐࢻڦցǈሀຐतᅟ

֧ॽཚࡗঢ়षၳ୲ܸٗߛ༵ڦሺेมࣷኝ༹ၳᅮǈᆌᆩ

ׯԨă

Ėۼᅱۨກėऐॽ३ณํ၄ॲ C ణՔڦঢ়षׯԨă
ഄૌ႙አ֧ǈ૩ස३௨༐ഽׂڦߛ܈ᄽǈॽዘႎݴ

!!!!ঢ়षገ႙ࡔॆǖܔᇀਨܠٷຕኄૌࡔॆǈ ܔHEQڦ

ದׯԨǈཞ้ࣷሺेมࣷጺׯԨăܠٷຕჺ৯ǈ༐

ᆖၚٗࢮփऺڟሺेब߲ӥۅݴփڪăኄঢ়षገ

ॽگܔටඖׂิ௬ڦᆖၚǈݥأᆩ

႙ࡔॆᆛᆶॲܾࡔॆுᆶీߛ༵ڦၳڦऐࣷă्ย

ႜথईक़থںցă
Ǆ९ :/3/2ǅ

ీᇸၳ୲ ࢅߛ༵܈ޗٷ0 ईᅃၵࡔॆঢ়षीჄປཽǈڼ
ᅃ߲౷ݴڦದຕଉॽࡗגᇨಇݣăኄᄣǈఇ႙၂

!!!!!27/!ᅙঢ়ࡻॺں૬କॲᅃࡔॆڦ३ಇሀຐǈ

29

๖ᆯᇀݴܔದຕଉႜಇݣஹᅟइڥǈ
HEQॽሺă ࠶ీࣷॲݥܔᅃࡔॆׂิᅯၳᆌ ă
Ǆ९ 9/4/3ǈ
ڍܔగၵገ႙ࡔॆઠຫǈํแۼᅱۨກׂࣷิᇑ

:/4ǅ

ॲܾࡔॆ၎ຼڦᆖၚă
!!!!25/! ӥׯڦ܈ԨᆶၳႠჺ৯ࠚ໙ǈॽٷഘዐ

27!ᆅ݀ڦरຍօᅃ߲ႎৎ႗ഐڦ༪ஃଶᇘă
UBSೠࠚڦఫ

ၵჺ৯ӥ้क़ੵڦ܈DP3౪܈ᇑׯԨኮक़࠲ဣڦ࿔၅ுᆶᅃ߲
ஃतࡗᆅ݀ڦरຍօăᆶၵჺ৯ᆅ݀ڦरຍօڦఇ႙ǈሞ
26 ᅜᆩܠ߭၂๖ׯԨă૩සǈසࡕॲ Cాํႜஹᅟǈ݀ٳ

၎ຼ ڦHEQሺڍ୲փཞڦአ༹֧ཉॲူǈӥ้क़ੵڦ܈౪

ࡔॆኴႜۼᅱۨກׯ܈ڦԨྺ HEQ  ڦ1/6&ǈኄᅪ࿆ጣ

ॽ܈փཞǄ९ 9/5/2/5ǅă

2361 ᅢெᇮǈईኁ ڟ3121  PFDE ࡔॆටࢾ 236 ெᇮǈ
Ǆ൧ৠ

28!९ TQN.2ǈሞۨߴڟٳ࿘ۨ౪ڦ܈ణՔ้ǈएጚ൧ৠܔႴᄲ

༬՚Ԓߢዐ्ڦยǅăܔঢ়ष݀ቛڦ܈ᆖၚ21ా३ณ

֑ൽڦ३ಇٯแڦᆖၚă

1/2&ă

29 ᅯၳᆌኻ୯ঢ়षᆖၚǈுᆶ୯࣍ৣᆖၚă

301

ഘࢪՎࣅ!2001

ጹࢇԒߢ

!Ą!ॲݥᅃ็ᆳ੨ࡔॆǖݴဆׂิׯڦԨփཞǈ 减排的途径与方式
2:

!!!!ԈઔᇨڦHEQॽইگǈᇨ็ڦᆳ३ณ ăᆶ
!!!!ᅃ߲ჺ৯ࡕຫǈ3121 ǈሞுᆶಇݣஹᅟڦ൧

!!!!28/!ํࠀׯแ࿒ഘ༹३ಇٯแႴᄲਖ਼ޜႹܠरຍĂ

!!!!ူǈHEQፌگ฿ྺ1/3&ǈᆶॲCಇݣஹᅟ้

ঢ়षĂአዎĂ࿔ࣅĂมࣷĂႜྺࢅ 0 ई༹ฉڦቱҹǈ

31

!!!!HEQ ฿ྺ 1/16& ă3121 ǈሞுᆶಇݣஹᅟڦ

்ፆҹକํแ३ಇٯแټઠڦरຍĂঢ়षࢅมࣷऐ

!!!!൧ူǈჺ৯ࡕዐ็ᆳ฿ፌߛྺڦ36&ǈ
ᆶ

ᇜă߳൶ᇘࢅևோ٪ሞڦയሞ३ಇऐࣷࢅቱҹૌ႙߳փ

!!!!ॲ C ಇݣஹᅟ้ǈ็ᆳ฿ፌߛྺ 24&ăኄ

၎ཞǈժໜ้क़Վࣅǈኄ३ಇీ૰փཞሰڦׯăሞඪ

!!!!ၵჺ৯ுᆶ୯ॲCࡔॆಇݣஹᅟᅜྔڦአ֧ࢅ

ࢆࡔॆ൬ට֑ᆩरຍई߀Վ்ڦมࣷႜྺڦऐࣷᆶ

32

!!!!ٯแ ᅜ३ณॲݥܔᅃ็ᆳ੨ࡔڦᆖၚǈᅺ

၌ǈ༬՚்փຌᇀ၄ূঢ়षڦ൧ူǈժਨܠٷ

!!!!ُࠚ໙ࡕీੲٷକኄၵࡔॆ็ڦᆳׯԨࢅጺׯ

ຕࡔॆᅜٗظႎ֎ڦአࢅ༹߀߫ᅜतၩأஹᅟቱҹ
!!!!Ԩăॲݥᅃ็ᆳ੨ࡔॆཚࡗൽၩࣅ็ଙցཌྷǈ ዐᅮăሞ߾ᄽࣅࡔॆǈ࿄ઠڦऐࣷዷᄲઠጲᇀၩأม
!!!!ߵ༐ࡤଉۙኝీᇸǈሺेཀഘڦ๑ᆩᅜत ࣷࢅႜྺቱҹăܔᇀঢ়षገ႙ࡔॆǈऐࣷᇸᇀॏ߭ࢇ
!!!!ঢ়षܠᇮࣅǈॽۼᅃօ३ෑኄၵࡔॆڦڟᆖၚă ࣅăሞ݀ቛዐࡔॆǈऐࣷᇸᇀॏ߭ࢇࣅǈइڥຕࢅ
!Ą!ഄॲݥᅃࡔॆǖ்࣏ీᆯᇀPDFEࡔॆ ܔ႑တǈံरຍڦइڥႠǈ֎አጨᇸǈಢჟࢅీ૰ॺ

!!!!ߛ༐ׂ੨Ⴔ൱ڦ३ณǈႴीჄ੨ߛڦ༐ׂ

ยăܔᇀඪࢆࡔॆઠຫǈၩأඪࢆᅃፇቱҹټॽۼઠऐ

!!!!ॏܸ߭ߛ༵ڦڟփ૧ᆖၚăኄၵࡔॆॽٗଙॏ

ࣷă
Ǆ९ 2/6ǈ6/4ǈ6/5ǅ

!!!!߭ইگǈሺेߛ༐ׂڦ੨ࢅገඟ࣍ৣᆷࡻरຍ
!!!!ࢅਧ്ዐᅮăᅃ߲ࡔॆڦ৫ೝ࢚ൽਦᇀనၵᅺ

!!!!29/!සࡕ֑ൽᅃફጱአ֧၌ई३ณ࿒ഘ༹
!!!!ഐዷᄲፕᆩă
ኄၵްሗႠ๑்փీඓۨᆔॆࢅॆă ಇݣǈॽ๑ࡔॆܔഘࢪՎࣅڦၚᆌ߸ྺᆶၳăᅃફጱഘ
!Ą!༐ႅ33ǖ༐ഽׂڦߛ܈ᄽీࣷገᅎॲݥڟᅃࡔ ࢪአ֧ᅜԈઔǄࡔ൧ܸۨǅ
ǖํႜಇݣ0༐0

!!ॆǈ
ժᆯᇀॏ߭Վࣅܔஹᅟୁݘ࠽߸ڦิׂۯᆖၚ

ీᇸǈᅟईփᅟಇݣႹኤǈցཌྷǈფূ0ཽ

!!!!ॽڞዂ 6.31& ڦ༐ႅǄ९ 9/4ǈ3/3ǅăᅙํႜڦ

܈ǈरຍईႠీՔጚǈ্ׂସǈጲᇼၹᅱǈአުኧ

!!!!३௨ߛీࡼׂᄽڦፔ݆ࢅഄᅺॽփీ

ࢅཨጨǈᅜतኧჺ৯ࢅਸ݀ă߳ࡔአުॽ֑ᆩփཞ

!!!!ሰڦߛ߸ׯ༐ႅǈࣷڍሺेጺׯԨăڍఇ႙࿄ᇎ

ڦೠࠚՔጚǈኄॽڞዂփཞٯڦแፇࢇă࿔၅ᅃӯுᆶ
!!!!୯ڦरຍገᅎ
Ǆ࣍ৣᆷࡻरຍࢅरຍਧ്ڦገඟǅ ༬՚ೋࡻఫዖአ֧ăሞႹܠ൧ူǈׇࣷঢ়
!!!!ᆶీీࠕ३ณ༐ႅժሞాڸၩႅă
षᆶၳǈ༬՚ሞܔഄॺ૬କ࠶ీ૰ݛںڦăీၳՔ
ጚࢅႠీࡀۨᅙԥ࠽֑ݘᆩǈᆶ้ᆫံᇀׇăৎ
ᅜઠǈጲᇼၹᅱԥ߸ೕݏ๑ᆩǈᆶ้ࡗגକ֑ᆩჹ߭
ٯแăට்ᄺሁઠሁഽۙཚࡗ႑တሏۯĂ࣍ԍՔኾᅜत
୴܀ڇڦׇ๑ᆩईኁᇑघႠցཌྷࢇ๑ᆩǈઠঞ
ᇣࢅᆖၚၩݯኁईิׂኁڦႜྺăᆯአުईຳᆐևோኧ
2:!
31!

ୃ߲ჺ৯ၘڦဦాඹ९:/5ă

ڦჺ৯ࢅਸ݀ዘᄲǈኄॽླྀۯ३ಇरຍڦᆌᆩ

ኄၵࠚ໙ׯڦԨᅜ 3111 ǉ 3121  ڦHEQ ሺֶڦ୲๖ăு

ࢅገඟă
Ǆ९ 7/3ǅ

ᆶಇݣஹᅟ൧ူǈ HEQ ሺ୲३ณ 1/13&ăॲ C ಇݣஹ
ᅟ൧ူǈ HEQ ሺ୲३ณ 1/116ǁă
32!

ኄၵአ֧ࢅٯแԈઔǖݥDP3ഘ༹ࢅీݥᇸಇݣᇸڦഄᆶ

ഘ༹ǗࣹڸڦၩǗׂᄽۙኝǄසీᇸิׂၠీᇸޜခገՎǅ
Ǘ૧ᆩ

֧ኝࢇሞᅃഐǈժገࣅాׯඹ߸࠽ॷڦݘ๕ǈᅜ

PQFDڦׇ૰ଉǗᅜतཨጨǄॲCࡔॆǅǈԍ၃ࢅरຍገඟăଷ

Սํ၄Ⴤ݀ቛࢅ३࣐ഘࢪՎࣅՂႷڦมࣷঢ়

ྔǈኄၵჺ৯ཚுᆶ୯ᅜူᅜ३ณጺׯԨڦአ֧ࢅٯแǖ

षՎ߫ǈᅜ๑३ಇՎे߸ڥᆶၳăසཞഘࢪአ֧ॽׂ

࣏ݓईኧഄ३ಇٯแǗ३ณࣅ็ଙ๑ᆩׂิټৣ࣍ڦၳ
ᅮǗ३ಇአ֧ᆅ݀ڦरຍօă
33!

༐ႅኸᆯᇀॲ Cࡔॆํแ३ಇሰ ॲݥׯCࡔॆಇڦݣ

ሺेǈᅜॲ C ࡔॆ३ಇଉڦӥݴԲ๖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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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ߛට௷ิऄೝټڦၳᅮᅃᄣǈݥഘࢪአ֧ᄺࣷ
ׂิഘࢪၳᅮăᆶీཚࡗॽഘࢪణՔభᅃӯมࣷঢ়
षአ֧ܸٷଉ३ณ࿒ഘ༹ಇݣăሞႹॆࡔܠǈీᇸဣ

३࣐

ڼෙ߾ፕፇਦ֧ኁቌᄲ

ཥڦ༐ഽ࣏܈ൽਦᇀీᇸएإยแਸ݀Ăॏ߭ࢅአ

๕ࡗ܉ǈᅜॽ၄ᆶጨԨ٪ଉԥ೨༵മཽᅣޅڦ၃ࢅׯ

֧ኄၵ߸࠽ࣄࡀڦݘă֑ᆩံ࣍ৣᆷࡻरຍᅜྺํ

Ԩইڟگፌၭăራ३ಇᄺྺरຍਸ݀༮କ้क़ǈՆ௨

၄࣍ৣᆷࡻ݀ቛ༵ࠃऐࣷǈժཞ้Ն௨࿒ഘ༹ഽߛ܈

ටૌԥࡗራۨሞՂႷ݀ቛگಇݣरຍڦራາྼ

ڦऄۯăᆌ༬՚ጀᅪٝၠዐၭ႙ഓᄽገඟरຍăଷྔǈ ఇ๕ዐăଷᅃݛ௬ǈ߸ᆶൽ႐ڦራ३ಇႜࠕీ࣏ۯ३
ሞࡔॆጹࢇ݀ቛዐ୯ټၳᅮॽ३ณഘࢪႜ ڦۯณഘࢪथਗՎࣅᆅ݀ࢅৣ࣍ڦටૌޅ၃ă
አዎࢅ༹ቱҹă
Ǆ९ 3/3/4ǈ3/5/5ǈ3/5/6ǈ3/6/2ǈ3/
6/3ǈ21/4/3ǈ21/4/5ǅ

!!!!࣏ॽِघ၄ᆶگಇݣरຍڦླྀ࠽ǈྺॽઠڦ
रຍՎࣅ༵ࠃഽᆶ૰ڦৎघऐǈᅜ௨ԥۨሞߛ

!!!!31/!ࡔॆक़ࢅևோक़ڦၹۙႜۯᆶ૧ᇀইگ३ಇׯ

༐ಇݣरຍฉǈժሎႹ்ॽઠໜጣܔბණ๎ेڦഽ

ԨĂਦ৪ኛ࿚༶Ă३ณᇑࡔाஹᅟࡀሶڦയሞ؋त

ܸۨ߸ჹ߭ڦణՔă)९!3/4/3ǈ3/6/3ǈ9/5/2ǈ21/5/

༐ႅ࿚༶ăᅃፇၙ၌ഄጺ༹࿒ഘ༹ಇॽॆࡔڦݣ

3ǈ21/5/4*

ཞᅪኴႜঢ়ࡗ႐ยऺࡔڦाٯแă
Ėۼᅱۨກėዐࡀ
ۨٯڦแࢅԨԒߢዐೠࠚٯڦแԈઔǖಇݣஹᅟĂࢇ

!!!!34/!ᅜူෙኁଇଇ၎࠲ǈनࡔाࡀሶৣ࣍ڦᆶၳႠĂ

୬ႜǄKJǅĂൣল݀ቛऐǄDENǅ
ǗԨԒߢዐೠࠚڦഄ

ഘࢪአ֧ׯڦԨᆶၳႠࢅၹᅱࠅڦೝႠăඪࢆᅃ߲ࡔा

ࡔाٯแԈઔǖၹۙڦईࢅၿڦಇݣ 0 ༐ 0 ీᇸ

܈ᅜยऺ़ྺׯᆶၳ୲ᆼࠅೝăԨԒߢೠࠚڦ࿔

Ăڇᅃڦಇݣ0༐ 0ీᇸĂरຍࢅׂՔጚĂႜ

၅ᅜࡔा܈ጺ༹ڦႚ๕ቛ๖ኧኄၵణՔڦփཞڦ

ᄽڦጲᇼၹᅱĂጨূࢅरຍڦথገᅎĂࠌཞሑၥ३

ǈԈઔසࢆཚࡗݴںړದඪခࢅঃཉॲǈ๑֖ᇑగ

ࣅ็ଙցཌྷํڦแ࣍ৣăڍڟణമྺኹǈৈᆶగၵ

ᅃ߸܈ਏᆶဌᆅ૰ă࠶ݴဆࢅ༌ಒঢ়֨ዘᇀසࢆ

ں൶୯ํแևڦݴኄၵٯแă
Ǆ९ 7/4ǈ7/5/3ǈ21/3/

३ณဣཥׯԨǈ࿔၅࣏ණ๎ڟۨᅃ߲ᆶ࠲ഘࢪՎࣅڦ

8ǈ21/3/9ǅ

ᆶၳ܈ՂႷܔჄ݀ቛࢅݥঢ়ष࿚༶ߴᇎ߸ڦܠዘ
ă)९ 2/4ǈ21/3*

!!!!32/ ഘࢪՎࣅአ֧ۨԨዊฉټᆶܠփඓۨႠ

ڦĂᇑ้ਓॷڦࡗײă࿔၅ॺᅱัޅڦ၃࠶

认识上的差距

Ⴔᄲጮဦ୯ࡕǄԈઔ࣍ৣࢅঢ়षࡕǅ
Ăీټઠ
ޅڦ၃ࢅมࣷޅܔ၃ڦༀ܈ăփཞॆࡔڦฯփཞپ

!!!!35/ሞᅜྫڦJQDDೠࠚԒߢዐ்ሞණ๎ฉᅙঢ়ൽ

ڦටޅܔ၃ڦༀ܈փᅃᄣڦăᅺُԨԒߢምْඓණକ

ڥକᅃၵօǈԈઔٗბĂरຍĂ࣍ৣĂঢ়षࢅมࣷڪ

TBS ڦჺ৯ஃǈनᆶ࠲ഘࢪՎࣅײĂᆖၚतมࣷၚ

ঙ܈ઠණ๎३࣐ഘࢪՎࣅăܸǈᅃօڦჺ৯ǈԈઔሞ

ᆌڦࡻ߸ܠ߸ڦ႑တᅃӯۼݥᆶॏኵڦăሞ࿘ۨణ

݀ቛዐࡔॆڦჺ৯Ղᄲڦǈ்ᅜेഽ࿄ઠڦೠࠚĂ

Քᅈتᇀ༪ஃኮዐ้ᆶీփڥփፕৎڦഘࢪՎ

ీں३ณփඓۨႠǈժྺᆌܔഘࢪՎࣅڦਦ֧༵ࠃ

ࣅਦ֧ă࿔၅ॺᅱᆌደօઠڟٳ࿘ۨ࿒ഘ༹౪ڦ܈ణ

ፁࠕڦ႑တă

Քăኄᄺॽภतසࢆ३ณႜࡗۯआࢅႜۯփፁټઠޅڦ
၃ă၎࠲ڦ࿚༶փĐ๊࿄ઠ211ాፌࡻڢڦୟđǈ !!!!ᅜူణമටૌڦኪ๎ᇑਦ֧ᄲ൱ධ٪ሞֶٷਐ
ܸĐሞഘࢪՎࣅਏᆶႠࢅփඓۨႠڦ൧ူ๊ ॺڦᅱᆫံჺ৯ڦଶᇘǖ
ৎፌࡻڢڦୟđ!ă
)९!21/5/4*

!Ą!ᅃօ༑रຍࢅมࣷظႎٯแڦ൶ᇘĂࡔॆࢅև
!!!!ோాڦਏ༹യ૰ă
ኄԈઔᆶ࠲ৎĂዐࢅܾڦ

!!!!33/!ԨԒߢኤํକTBSڦஃǈनራڦ३࣐ႜۯǈ !!!!ᄟࣅ༐Ăܾݥᄟࣅ༐ᇑీݥᇸ३ಇٯแڦയ૰ࢅׯ
Ԉઔᅃફጱڦ३ಇٯแĂरຍਸ݀ᅜत३ณბණ๎!!!! ڦԨǈକփཞ൶ᇘक़ڦरຍླྀ࠽ǈ๎՚มࣷظႎڞዂ

փඓۨႠڪڪǈీࠕሺഽට்ྺ࿘ۨٷഘዐ࿒ഘ༹౪

!!!!ڦ࿒ഘ༹३ಇڦऐࣷǈጹࢇݴဆ३ಇٯแܔں

ڦ܈ႜڦۯଳऄႠăፌॅڦ३࣐ٯแፇࢇໜ้ڦՎࣅ

!!!!ဣཥ༐ୁࢅୁڦᆖၚǈ
Đںđ߾ײଶᇘాڦᅃ

ܸՎࣅăTBS ᅜઠڦঢ়षఇ႙ჺ৯ࡕǈසࡕሞৎ

!!!!ၵएԨ࿚༶ă

৽ٝ๑๘হీᇸဣཥೋ၄ጒደॷၠگ༐ঢ়ष݀ቛఇ

!Ą!ᆶ࠲ᆶࡔॆ३࣐ഘࢪՎࣅڦঢ়षĂมࣷ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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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ᆫံଶᇘԈઔݴဆ൶ᇘႠ༬ۨڦ३ಇٯแࢅቱ

!!!!ႠࢅมࣷĂঢ়षĂิༀޅ၃ڦਦ֧ݴဆॐǗ߀

!!!!ҹĂᆶ࠲ࠅೝႠೠࠚࡤڦᅭĂሞጹࢇೠࠚଶᇘ݀ቛ

!!!!ඇ൰ఇ႙ࢅ၎࠲ჺ৯ǈᅜत்ሞتࢅԒߢݥ

!!!!߀ࢅ݆ݛڦړڦຕઠᇸᅜेഽ३࣐ഘࢪՎࣅ

!!!!ॲᅃࡔॆࢅں൶्้ڦยत၎ඹႠă

!!!!ࢅీ૰ॺยĂेഽ࿄ઠڦჺ৯ࢅೠࠚǈ༬՚ሞ݀

!Ą!ሞ݀ቛĂჄႠࢅࠅೝႠڦॐాೠࠚ३࣐ഘࢪ

!!!!ቛዐࡔॆă

!!!!Վࣅٯڦแă૩සǈ༑փཞ݀ڦቛ০ǈԈઔ

!Ą!३ಇٯแڦയ૰ࢅׯԨݴဆ݆ݛǈ༬՚࠲ጀࡕ

!!!!ཚևோሞా߳ڦևோڦჄၩݯఇ๕Ăܔ३࣐ࢅ

!!!!ԲႠă૩සǈຎࢅ܈ଉ࿒ഘ༹३ಇႜڦۯቱҹǗ

!!!!ᆌഘࢪՎࣅٯแڦጹࢇݴဆĂ๎՚ഘࢪՎࣅአ֧

!!!!๑३ಇఇ႙रຍ߸၎ඹĂްࢅइڥǗܔरຍ

!!!!ࢅᅃӯႠۯླྀྺڦჄ݀ቛڦአ֧ࢇഐઠڦ

!!!!օࡗॺڦײఇǗ߀ೠࠚټၳᅮݴڦဆ߾ਏǈ

!!!!ీႠĂాپक़ࢅپाक़ᆶ࠲३࣐ഘࢪՎࣅࠅڦೝႠ

!!!!සሞ࿒ഘ༹ࢅഄකኮक़څݴ३ಇׯԨǗܔ

!!!!ڦጹࢇݴဆĂࠅೝႠೠࠚݛ௬ࡤڦᅭĂݴဆሞܠዖ

!!!!փཞ࿒ഘ༹࿘ۨڦ൧ৠǈဣཥݴںဆׯԨܔएԨ

!!!!࿘ۨአ༹֧ဣူ३ಇስڦბĂरຍࢅঢ়षࡤڦ

!!!!्ยڦᅈડႠǗਸ݀ሞኸۨഘࢪአ้֧تփඓۨ

!!!!ᅭ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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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２００１：
减缓

技术摘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三工作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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၄࿒ഘ༹ڦ३ಇăཚࡗဌৎႜڦĂॽአ֧ೠࠚ

报告范围

భڟჄ݀ቛԝৠူڦഘࢪՎࣅݴဆࡕǈԨْೠ
ࠚླྀକኄᅃײăኄᅃڦྷݔકቛᇑ၎࠲ڦഘࢪՎࣅ

１．１ 背景

࿔၅ڦቛᅃዂڦǈᄺᇑĖࢇࡔഘࢪՎࣅॐࠅሀė
!!!!2::9 ቻਸڦአުक़ഘࢪՎࣅጆᄽ྿ᇵࣷǄJQDDǅ ܔჄ݀ቛණ๎ڦዘᄲ܈ײᅃዂǈኄԈઔڼ4ཉڼ5
ඇࣷ৽JQDDڼෙْೠࠚԒߢǄUBSǅ
ǈሴڼׯෙ߾ፕፇ ༵ڦĐ߳ۀሀݛᆶ૧ժᆌړٝჄ݀ቛđăᅺ
ܔ३࣐ഘࢪՎࣅڦბĂरຍĂ࣍ৣĂঢ়षࢅมࣷݛڪ

ُǈኄْೠࠚዂ૰ᇀၭራೠࠚዐ٪ሞڦණ๎ฉֶڦ

௬ႜೠࠚăኄᄣᅃઠǈԨ߾ፕፇڦ৽ْܾٗڼೠ

ਐă

ࠚԒߢǄTBSǅܔഘࢪՎࣅǄԈઔᆌǅڦঢ়षมࣷ
܈ዷୁბڦೠࠚǈገྺܔ੦࿒ഘ༹ǄHIHǅಇݣ

!!!!ഘࢪՎࣅภतڟᆶ࠲ഘࢪĂ࣍ৣĂঢ়षĂአዎĂ

ࢅǋईሺഽ࿒ഘ༹ࣹڦስڦĂੵბڦೠࠚă

܈Ăมࣷࢅरຍօኮक़ްሗڦ၎ࢻፕᆩǈփీྃ
࠽ڦݘมࣷణՔǄසࠅೝࢅჄ݀ቛǅईഄ၄٪ڦ

!!!!ጲْܾڼೠࠚԒߢӲᅜઠǈഘࢪՎࣅ३࣐ଶᇘڦ

ई࿄ઠీ၄ڦǈࠜ૬تںईăྺକ༹၄

ჺ৯߾ፕǈሞᅃۨ܈ײฉڟକ 2::8 ڦׯٳĖࢇࡔ

ኄዖްሗႠǈሞݴဆഘࢪՎࣅत၎ᆌڦ้ᅙঢ়၄

ഘࢪՎࣅॐࠅሀۼᅱۨກė
ǄVOGDDDǅڪአዎՎ

କܠዖܠᄣݴڦဆ݆ݛǈኄၵॽ݆ݛට்݀ܔቛĂࠅೝ

ࣅڦᆖၚǈԨԒߢဌభକኄၵჺ৯ࡕׯժܔ்ႜକ

ࢅჄႠǄEFTǅ࠲ڦጀǄևࢅںݴደॷںǅభڟ

2

ೠࠚăԨԒߢ࣏ဌକැ߅ JQDD ༬՚Ԓߢ ዐాڦඹǈ ்ݴڦဆॐࢅአ֧ॺᅱዐăᅃዖۼ݆ݛഽۙ࿚༶ڦ
ᅜतሞ 2::: ڟ3111क़ǈᆯJQDDᇑഄڇ࿋ࠌཞ గၵᄲǈዘݣۅሞඓۨၚᆌአ֧ૌ႙ฉǈԲසຫǖᆫࣅ
ዷӸࣷڦᅱतጆॆࣷᅱĂ༬՚ᆶዺᇀڼෙْೠࠚԒߢ

አ֧Ă༵ߛۨࢅํแၚᆌአ֧ీڦ૰Ăेഽ३࣐ᇑ

ጉႀࣷڦᅱࡕׯăԨԒߢڦरຍቌᄲ ׯݴ21 ߲ቤবă

ᆌഘࢪՎࣅᇑഄมࣷణՔኮक़ڦၹۙᅜतഽࣅมࣷბ
သăᅺُኄၵ݆ݛኮक़ࢻցڦǈܸփࢻ၎ಇ؈ڦă

１．２ 拓宽减缓气候变化的背景
!!!!Ԩቤถକෙૌݴဆ݆ݛǈ்ڦణՔࢅݴဆ߾ਏ
!!!!Ԩቤӝ३࣐ഘࢪՎࣅĂ३࣐አ֧ᅜतԒߢڦഄా

ժுᆶڦٷܠ൶՚ăෙዖڦ݆ݛጣᄅݴۅ՚ྺǖၳ୲ᇑ

ඹዃᇀ߸ྺ࠽ગ݀ڦቛĂࠅೝࢅჄႠԝৠዐᇎᅜ༑

ׯԨ . ၳࡕĂࠅೝᇑჄ݀ቛᅜतඇ൰ჄႠᇑม

༪ǈኄ༹၄କĖࢇࡔഘࢪՎࣅॐࠅሀėඓࡀۨڦĂ ࣷბသăኄෙዖ݆ݛኮक़ֶڦᅴሞᇀ்ۅ݀ڦփཞǈ
ሞლ൱࿘ۨ࿒ഘ༹౪܈ፌዕణՔࡗײዐႴᄲፏთڦཉ ܸփሞᇀ்ڦፌዕణՔă࠶ݴဆۅ݀ڦփཞǈႹ
ॲࢅᇱሶă
ĖࢇࡔഘࢪՎࣅॐࠅሀėሞ࿘ۨణՔฉഽ

ܠჺ৯ۼᆩጲमݛڦ๕ॽഄ࠲ጀۅభݴڟဆ

ۙକෙ߲ཉॲǖनĐኄᅃೝᆌړሞፁᅜ๑ิༀဣཥీ

ॐዐă૩සǈႹׯٗܠԨ . ၳࡕঙݴ܈ဆ३࣐ഘࢪՎࣅ

ࠕጲںᆌഘࢪՎࣅĂඓԍଂ๋ิׂ௨ྰၾժ๑ঢ়

ڦჺ৯ǈሞتׯԨĂၳᅮࢅޟ૧้୯ࠅೝࢅ

ष݀ቛీࠕჄںႜ้ڦक़ิ݀ాྷݔđ
Ǆڼ3ཉǅă Ⴤ݀ቛᅺăᇑُ၎ຼǈഽଜൡၠᇀࡔॆक़ࠅೝڦჺ
ࠅሀཞ้ᄺ༵କᆩᇀኸڞኄᅃڦײब߲ᇱሶǖࠅೝĂ ৯ǈዷቧࠅೝྺକඓԍ݀ቛዐࡔॆీࠕํ၄ഄࡔాڦ
ࠌཞڍᆶ൶՚ڦሴඪĂᇨٯݞแĂׯԨᆶၳႠٯแĂ

Ⴤ݀ቛణՔǈኄᅃᆆࡤጣჄႠᇑၳ୲ມዘ

Ⴤ݀ቛ૧ᅜतٝਸࡔڦݣाঢ়ष༹ဣǄ ڼ4 ཉǅă ࡤᅭăཞᄣǈ࠲ጀඇ൰ჄႠ࿚༶ݴڦဆǈሶӀቷጲम
ڦஇडઠܔඇ൰ၳ୲ࢅมࣷࠅೝࠓሰӄ૩ǈሞఇ႙ዐඇ
!!!!ᅜമ ڦJQDD ೠࠚԒߢཚࡗܔरຍࢅአ֧

൰ၳ୲ཚӝୁࢅิׂྃࠍࢫႜఇెڦă࣑ਔࣆ

ႜጹࢇႠڦ௮ຎĂݴૌࢅԲডǈᅜՍླྀኄዖ౮૰ǈኄ

ຫǈෙዖݴဆঙీۼ܈ᆅڞፕኁॽഄჺ৯ۅ݀ᅜྔڦ

ၵरຍࢅአ֧ీᆩׯԨᆶၳڦĂߛၳ୲ݛڦ๕ઠํ

࿚༶ᆩగዖ݆ݛઠኝࢇăኄෙૌݴဆۼᆩփཞڦĂڍ
ߛࢻ܈ց݆ݛڦઠ༑३࣐ഘࢪՎࣅᇑ݀ቛĂࠅೝ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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༬՚ࡵᇑඇ൰ٷഘ༬՚Ԓߢǈरຍገඟ݆ݛஃࢅरຍ࿚༶

ჄႠෙ߲ణՔኮक़࠲ڦဣăڍǈᆯᇀኄෙૌݴဆኍ

༬՚Ԓߢǈಇݣ൧ৠ༬՚Ԓߢᅜतཱིں૧ᆩĂཱིں૧ᆩՎࣅࢅ෧

ڦܔ࿚༶փཞǈܸ࠲ጀփཞڦᅺࡕ࠲ဣǈ֑ᆩփཞڦ

ଠ༬՚Ԓߢă

ݴဆ߾ਏǈڦڥஃᄺփ၎ཞă

IPCC ڼෙْೠࠚԒߢ

३࣐

ڼෙ߾ፕፇरຍቌᄲ

!!!!փ٪ሞܔඪࢆ֫௬ฉڦ࿚༶ۼ༬՚ࢇݴڦဆঙ܈ă ׯԨǉၳࡕݴဆᄺକᆶ࠲݀ቛࢅჄႠڦഄٯ
ԨԒߢණྺෙ߲ݴဆঙ܈ߛ܈ၹۙڦǈፌዷᄲֶڦᅴ แ٪ሞڦૌຼ௺ߌႠăසമ௬ຎǈܔᇀࠅೝ୯ݴڦ
ሞᇀԥ࿚तڦ࿚༶ڦૌ႙ࢅლቴڦ႑တዖૌăํाฉǈ၄

ဆᅙঢ়णዐ݀ڟቛዐࡔॆڦႴ൱ฉǈ༬՚ሞࠅሀڼ4/

ᆶ࿔၅ᅙঢ়Ԉࡤକႎڦ࿚༶ࢅႎݴڦဆ߾ਏǈԈඹܸփ

5ຎླྀڦჄ݀ቛڦ౷ă߳ࡔܔ୯ڦ൧

ಇ؈ٗഄঙ܈ႜݴڦဆăᅜණྺໜጣݴဆኁܔ

ৠएጚ၍त३ಇስྷݔڦᆶጣ߳ጲփཞڦăܔᅃ

փඓۨႠ࿚༶ڦᅪᇼࢅණ๎ీ૰ڦደօ༵ߛǈഘࢪአ֧

߲༬ۨॆࡔڦઠຫǈႜ ࢅڦ0 ईᄲ൱ڦഘࢪአ֧

ݴဆ܈ײࢅྷݔڦԥደॷକă

၂ᅈડᇀഄइڦڥጨᇸࢅ༹ĂᅜतԈઔഘࢪՎࣅሞ
ాڦጺ༹ణՔăසࡕණ߳ࡔኮक़ڦኄዖֶᅴǈ৽ీׂ

!!!!ഘࢪአ֧ݴဆڼڦᅃ߲ঙ܈ׯԨᆶၳႠăپ

ิᇑణമ୯ڦአ֧ስփཞྷݔڦǈժీত๖

دཥഘࢪአ֧ݴဆڦଶᇘǈժሞڼᅃْڼڟෙْೠࠚ

փཞևோሞీ૰ฉֶڦᅴǈᄺీᆶዺᇀݥአު֖ᇑኁ

Ԓߢዐڟڥକࡻ׃ڦຎăኄၵݴဆᅃӯᆯူ௬ڦ࿚

ሞ߀ጲวڦ३ಇీ૰ݛ௬ǈኟඓೠࠚጲमీࠕፔ๊ă

༶থईक़থൻۯǈ
नሞݒᆙ༬ۨڦมࣷঢ়षᇨ֪ူǈܔ
ᇀᅃ߲ߴۨڦ࿒ഘ༹ಇݣएጚ൧ৠǈܔඇ൰ঢ়ष݀ቛ

!!!!ڼෙ߲ঙ܈ඇ൰ჄႠࢅมࣷბသăሞჄ

ፌׯԨᆶၳڦ࿒ഘ༹३ಇଉᆌܠณǛሞኄ߲ॐ

Ⴀᅙঢ়ᅜ߳ዖփཞݛڦ๕భڟକݴဆኮዐڦཞ้ǈᆶ

ူǈ
ፌዘᄲڦ࿚༶Ԉઔ֪ۨ߳ዖ३ಇरຍڦႠీኸՔǈᅜ

ᅃૌჺ৯ॽඇ൰ჄႠ࿚༶ፕྺݴဆۅ݀ڦǈኄၵ

तසࢆၩأፆҹํแఫၵܔ३ಇࠋ၅ፌڦٷአ֧ٯแڦ

ჺ৯ዘۅ༑༪߳ዖփཞڢڦୟઠํ၄ඇ൰ჄႠ݀ቛǈ

ቱҹǄසణമڦցዺূǅăٗగዖᅪᅭฉຫǈ࿚༶ڦঋۅ

සࢆٶ೦ঢ়षሺܔጨᇸڦᅈડ࠲ဣᅜतසࢆٶ೦ᅈડ

ᅙঢ়णዐሞཚࡗܔ३࣐አ֧ᇑঢ়ष݀ቛኮक़၎ࢻፕᆩڦ

ิׂޟڦ૧ሺݛ๕ăਉ૩ઠຫǖཚࡗิༀీ႙ׂิڦ

ݴဆǈઠඓۨᆶၳڦ০ăኄዖ၎ࢻፕᆩࠅೝࢅ

ဣཥĂጨᇸၩࡼณڦएإยแࢅړरຍઠٶ೦ঢ়षሺ

ჄႠ୯ڦሀǈڍժփࢫኁڦዷڞăሞኄ߲֫௬ฉǈ ܔጨᇸڦᅈડǗཚࡗዐׂิڦೝĂิׂဣཥ൶ᇘࣅ
አ֧ݴဆबࢭጺሞ၄ᆶڦ߲ࢅ܈ටೋࡻߴۨڦཉॲ ߾ݴǈᅜत߀Վิऄݛ๕ઠٶ೦ޟ૧ሺڦׂิܔᅈડă
ူቛਸڦǈኄၵ्ยཉॲሞๆईܾๆ้ڦक़ా܈

ٗኄᅃঙ܈ඓۨሀຐཉॲࢅऐᇜڦᅃ߲Բডୁႜ݆ݛڦ

ీᆶၳڦǈܔڍᇀबๆ้ڦक़ੵ܈ǈኄၵ्ยཉ

ඓۨ࿄ઠڦჄ݀ቛጒༀǈࢫჺ৯ీࢅڦထ

ॲీ߸ኵڥዊᅑă

ྭڦገՎ০ăܔᇀ݀ቛዐࡔॆઠຫǈ৽ీ༵Ⴙܠᆶ
՚ᇀ݀ࡗॆࡔٳඁጕ൱݀ڦቛă

!!!!ഘࢪአ֧ݴဆ߲ܾڼڦঙ܈ࠅೝႠăٝ๑ഘࢪአ
֧ݴဆࢅ༪ஃྷݔڦકቛڟԈઔࠅೝႠ୯ሞాۯླྀڦ

１．３ 各种分析角度的综合

૰ǈփৈৈྺକݴဆഘࢪՎࣅत३࣐አ֧ܔඇ൰ኝ༹
ޟ૧ڦᆖၚǈܸᄺྺକჺ৯ഘࢪՎࣅत३࣐አ֧ܔᇀ

!!!!߳ࡔᆌසࢆၚᆌ३࣐ǈᅜՍ؊ݴ୯ׯԨ .

၄٪ॆࡔڦक़ࢅࡔాփࠅೝ࿚༶ڦᆖၚăᆶ࠲ࠅೝᇑഘ

ၳࡕࢅၳ୲Ăုᅭݴڦದ࿚༶Ă࠽ࠅڦݘೝႠᅜतჄ

ࢪՎࣅݛ௬ڦ࿔၅ሞፌৎڦ31ዐᅙঢ়၂ሺܠǈܔڍ

ႠڪణՔǛໜጣܔኄ߲࿚༶༪ஃڦศǈᄲ࣮ٴසࢆ֍

ᇀĐ๊ࠓࠅׯೝđժுᆶ๎ࠌׯٳăᅃࠅॽڋೝ࿚༶ᆅ

ీፌࡻںᆌܔഘࢪՎࣅྰၾኄᅃవ༶Վڥሁઠሁްሗă

ڟೠࠚڦᅱ๚නײǈሞ༑ᆶၳڦ३ಇ০้ǈ࿚

ํाฉǈᅃڋණ๎ڟኄၵܠଶᇘ࿚༶၎ࢻ࠲ڦǈ৽ᄲ

༶ᅑॽྺׯዘᄲڦፇׯևݴă
ᆶ၎ڦܠړჺ৯ǈ
ఫ

൱ਦ֧ኁࢅࡔा༌ಒኁӝఫၵഘࢪՎࣅྷݔኮྔڦ࿚༶

ၵණྺአ֧փࠅೝڦට்ీࣷፆҹĂฯڸ࣍ৣአ

భഄ୯ྷݔኮዐǈܸٗ๑ਦ֧ኁࢅࡔा༌ಒኁ௬ଣ

֧ǈኄၵ࿔၅ᅙঢ়ڟକට்ڦዘăߵኄၵჺ৯

ڦඪခ߸ेްሗăᅺُǈਦ֧ኁᆌණ๎ڟǖሞኄ߲࠽ગ

ࡕǈ்৽ඹᅟྺ๊ᅃڋට்Փණྺగ߲३

ڦᄸాۨႎአ֧ՂႷኝࢇ߳ዖბණ๎ǈܸփ०

ಇփࠅೝǈ৽ࣷܔݒኄ߲३ಇǈईኁණྺ

ںڇᅜၭևݴჺ৯ටᇵईࡔॆ༵؏ڦၡڦბຍஃई

փፌᆫڦǄईฯփႜڦǈ৽ၡॲݥᅃࡔॆ

ኁုһݛںڦ૧ᅮྺएإăׯԨ . ၳࡕĂࠅೝࢅჄ

ᆦᇺփ֖ᇑ३ಇڦ൧ႚᅃᄣǅ
ă๚ํฉǈᅃၵׯԨǉၳࡕ

ႠሞĖࢇࡔഘࢪՎࣅॐࠅሀėዐᅙঢ়ԥඓۨྺ࠲॰ڦ

ݴဆᅙঢ়ত๖କࠅೝႠٯแܔአ֧ยऺĂࡔॆമৠࢅ൶

࿚༶ăኄᄺޯᇎڼෙْೠࠚԒߢഐ֥ኁڦዷᄲඪခኮ

ᇘԝৠߌ௺ڦႠǈྺᆌᆩኄၵ࿔၅ۨێକएإăํाฉǈ ᅃăׯԨ . ၳࡕĂࠅೝࢅჄႠᇑഘࢪՎࣅአ֧ా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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ጹࢇԒߢ

ሞཥᅃǈԨว৽ĖࢇࡔഘࢪՎࣅॐࠅሀėڦጸኼ

߲ݴဆঙڦڥ܈ჺ৯ࡕă३࣐ీ૰ڦਦۨᅺԈઔ

ኮᅃă

रຍࢅአ֧ስڦइڥႠǈᅜत౷ํแኄၵስڦ
ጨᇸڦᆩႠăኄၵਦۨᅺۼڼෙْೠࠚԒߢዐڦ

!!!!නᅮሺेڦᆶ࠲ഘࢪՎࣅ३࣐ڦ࿔၅ǖܔ३ณ

࠲ጀዘۅǈڼڍෙْԒߢภतڦᅺᄲԲኄၵ߸ܠă३

࿒ഘ༹ಇݣଉटഄᆶၳڦአ֧ీփ०ںڇጕ൱గ

࣐ీ૰ᄺൽਦᇀ߳ࡔٝჄ݀ቛڦਏ༹༬ǈ૩සǈ

߲༬ۨएጚ၍ူ३ಇׯԨፌڦگአ֧ăᅺُǈᅃફጱڦ

ጨᇸݴڦքĂփཞට੨ڦ၎֖ܔአీ૰Ăਦ֧ኁྰڦ

አ֧ࢅݴဆॽ݆ݛԲৈৈᅈડᇀုڦአ֧ईݴဆ

႑ĂഘࢪణՔᇑഄణՔࢻڦց܈ײĂ੍ڦ႑တᇑݴ

߾ਏे߸݆ݛڦᆶၳă
አ֧ࢅݴဆ߾ਏڦྷݔકቛǈ ဆࡕڦइڥĂइڥ႑တࢫڦႜۯᅪᇼĂሞپाࢅాپ
أକߴਦ֧ኁ߸ଳऄݛڦ๕ઠํ၄ഘࢪణՔኮྔǈ࣏ཚ

क़ݴොޅ၃ీڦ૰ڪă୯ڟ३ಇీ૰ڦਦۨᅺጱሞԨ

ࡗሺेൣညྔܮڦአ֧ణՔઠ༵ߛഘࢪአ֧ࠅڦዚথ

ዊฉᇑ߾ܾڼፕፇԒߢ༵ڦᆌీ૰߁ڦਦۨᅺጱ

3

܈ײǈᆮഄྊକࣰ ስྷݔڦăፌࢫǈኄᄺᆶዺ

ᅃዂڦǈᅺܸኄዖྺ݆ݛ்ೠࠚ३ಇࢅᆌስ༵

ᇀߵ܌ĂዐࢅణՔۨ၎ᆌአ֧ă

ࠃକᅃ߲ྜኝݴڦဆॐă

!!!!ྺକ๑ၳࡕ߸ࡻǈፇࢇݴဆ݆ݛᄺᄲ൱ܔᅃဣଚᅈ

２． 温室气体排放情景

ణՔ༵ڦݘ࠽ڦአ֧ᆖၚࢅׯԨޯᇎዘă
ሞࠓາഘࢪአ้֧ǈႴᄲ୯ఫၵణՔ߸ྺ࠽ڦݘአ֧

２．１ 情景

ܔഘࢪڦᆖၚǈᅜतഘࢪአ֧ํܔ၄ኄၵణՔڦీᆖ
ၚǈኄၵణՔԈઔ݀ቛĂჄႠࢅࠅೝాڪඹăፕྺ

!!!!ྺକ୯ഘࢪՎࣅڦፌዕޅ၃ǈೠࠚഘࢪՎࣅᇑට

ݴဆࡗڦײᅃևݴǈ߲አ֧ڦऐࣷׯԨࢅᆖၚۼ

࿔ဣཥࢅ࣍ৣဣཥഄݛ௬ڦ၎ࢻፕᆩǈᅜतᆅڞአ֧
ߵኄၵܠዘణՔۨᅭܠڦዘጚሶႜೠࠚă
ُྔǈ ၚᆌǈႴᄲٗᇺڦঙܔ܈࿄ઠڦీႠႜܠዖܠᄣ
Ⴔᄲ୯ڦਦ֧ኁई૧ᅮ၎࠲ኁڦຕଉᄺᆶሺेǈڦ أቛྭă൧ৠݴဆྺට்༵ࠃକᅃ߲ፇኯ႑တᅜत༑༪
କࡔॆਦ֧ኁࢅࡔा༌ಒටᇵኮྔǈ࣏ԈઔࡔॆĂݛںĂ ࿄ઠ݀ቛ߳ዖీႠڦࠓࣅ߾ਏă
ཷ༹Ăม൶ዐᅜतݥአުፇኯǄOHPǅă
!!!!߲३࣐൧ৠ௮ຎକᅃ߲༬ۨڦ࿄ઠ๘হǈԈઔ༬
!!!!Đޤዺၳᅮđᅃَሞ࿔၅ዐཚኸ༬ۨڦ३࣐ഘࢪ

ۨڦঢ়षĂมࣷࢅ࣍ৣ༬ႠǈᅜतᆆࡤईൣညںԈࡤᆶ

Վࣅአׂ֧ิڦĂأକ࿒ഘ༹ಇݣᅜྔޤڦዺईټ

࠲݀ቛĂࠅೝࢅჄႠݛ௬ڦ႑တăᆯᇀ֖൧ৠᇑ

ၳᅮăኄᄣڦአ֧փৈܔ࿒ഘ༹ಇิׂݣᆖၚǈܸ

࿘ۨࢅ३࣐൧ৠኮक़ֶڦᅴৈৈኻጕेକัዘڦഘࢪ

ᄺܔഄ࿚༶ׂิᆖၚǈස३ณࢅںړ൶ᇘ็ࣅڦଙ

አ֧ǈኄ৽ᆶీ๑փཞ֖൧ৠኮक़ڦಇݣଉֶᅴٷ

๑ᆩሰڦׯഘකಇݣǈ࣏ܔዮසཚĂ౫ᄽĂཱི

ᇀඪࢆᅃ߲ኄዖ֖൧ৠᇑഄ࿘ۨई३࣐൧ৠኮक़ሞಇ

ں૧ᆩĂิܠᄣႠԍࢺĂ৽ᄽࢅଙҾඇڪ࿚༶ׂิ

ݣଉฉֶڦਐă

क़থڦᆖၚăᆶ้ᄺኮྺĐ௬ᆖၚđ
ǈᅜՍݒᆙሞగ
4

ၵ൧ူኄၵၳᅮీڦ๚ํ ă
ଷྔǈ
࣏ᆅକĐ३

!!!!Ԩব߁ᄲถକෙૌ൧ৠ࿔၅ǖጲْܾڼೠࠚԒߢ

࣐ీ૰đ߁ڦǈፕྺᅃ߲ీݛڦ๕ઠኝࢇৃࢫٗෙ

ᅜઠǈ၄କᅃӯڦ३࣐൧ৠǗᅜႼຎྺएڦإ൧ৠᅃ
ӯ၄ሞᆶ࠲࿄ઠڦ࿔၅ዐǗᅜJQDDĖಇݣ൧ৠ༬՚Ԓ

3!

ᇑْܾڼೠࠚԒߢᅃᄣǈ
ሞԨԒߢዐࣰስۨᅭྺఫၵཚࡗዮ

ߢėዐਸ݀ڦႎ֖ڦ൧ৠྺएڦإ३࣐൧ৠă

ස३ณీᇸׯԨᅜत३ณںړ0൶ᇘಇݣଉइڦڥၳᅮڪᇀई
ኁٷᇀഄมࣷׯԨڦስǈփԈઔՆ௨ഘࢪՎࣅइڦڥၳᅮă

２．２ 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情景

ኄዖስᄺঢፔׯԨስă
4!

ሞԨԒߢዐǈ
Đࠌิၳᅮđᅃَᆶ้ᄺᆩઠ๖አ֧ስྔܮڦ

ၳᅮǈኄၵአ֧ڦኴႜཞ้ᇀ߳ዖ߳ᄣڦᇱᅺǈණ๎ܠٷڟ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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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ԨԒߢٗ299߲ጨଙઠᇸዐ୯କ62:߲ଉࣅڦಇݣ

ภत३࣐࿒ഘ༹ڦአ֧ยऺᄺᆶഄĂཚณཞᄣዘᄲڦĂ

൧ৠࡕǈኄၵ൧ৠዐܠٷڦຕׂิᇀ 2::1 ᅜࢫăኄ

ࢇڦణՔǈ૩සǈภत݀ڟቛĂჄႠࢅࠅೝڦణՔăՆ௨

ڦೠஃणዐᇀ237߲३࣐൧ৠǈ
ኄၵ൧ৠޮ߃କඇ൰ڦ

ഘࢪՎࣅڦၳᅮժுᆶԈࡤሞޤዺईࠌิၳᅮዐǈଷ९ڼ8/3বă

ಇݣǈ้क़ੵྺ܈ኝ߲ 32 ๘ुăሞᆶᅃӯڦ३࣐൧ৠ

IPCC ڼෙْೠࠚԒߢ

३࣐

ڼෙ߾ፕፇरຍቌᄲ

!!!!݀ቛፇኯࡔॆׂิ߸ڦܠ३ಇă
्ยڦ३࣐አ֧ྷݔ

ዐǈरຍօᅃ߲࠲॰Ⴀڦᄲă

!!!!ڦݥǈᅃӯઠຫǈሞएጚ၍ዐᅙঢ়्ย֑ᆩߛ
!!!!ߵ३࣐ૌ႙ǈᆼॽኄၵ൧ৠٷ຺ׯݴૌǖ౪܈࿘

!!!!ၳ୲ٯแڦ൧ৠǈሞഄ३࣐൧ৠዐᅃօᆅၳ୲ٯ

ۨ൧ৠĂಇݣଉ࿘ۨ൧ৠĂҾඇಇݣཚڢ൧ৠᅜतഄ

!!!!แྷݔڦ၂ڥᆶ၌ăሞగዖ܈ײฉǈኄၵஃൽਦᇀ

३࣐൧ৠăᆶೠࠚڦ൧ৠۼԈઔᇑీᇸऄۯ၎࠲ܾڦ

!!!!ఇ႙्ڦยǈܸኄၵ्ยժுᆶ्ยዘڦٷरຍ

ᄟࣅ༐ǄDP3ǅಇݣଉǗᆶब߲൧ৠᄺԈઔઠጲཱིں૧ᆩ

!!!!೦ă၎ݒǈߛ༐ഽ܈ইڦگएጚ൧ৠǈሞഄ३ಇ൧

Վࣅࢅ߾ᅝࡗܾڦײᄟࣅ༐ࢅഄዘᄲ࿒ഘ༹ڦಇݣă !!!!ৠዐ၂๖କডڦٷ༐ഽ܈ইگă
!!!!ሞೠࠚڦ൧ৠዐǈ֑ൽڦአ֧ስ୯କీᇸဣ

!!!!ৈৈኻᆶब߲ჺ৯ǈԒߢକ३࣐ܾݥᄟࣅ༐ഘ༹ڦ

ཥĂ߾ᅝࡗײĂᅜतཱིں૧ᆩǈኄၵአ֧ڦስᅈડᇀ

൧ৠăኄၵ࿔၅ණྺǈᆶณևڦݴ࿒ഘ༹३ಇଉᅜሞ

ߵԨႠڦఇ႙ࠓăٷևݴ൧ৠۼ०ڇᆅକ༐ईᆶ

ׯگԨူǈཚࡗԈઔܾݥᄟࣅ༐ഘ༹ڦ३ಇઠྜׯǗྺକ

࠲ಇݣଉई౪܈ೝڦሀຐǗᆶڦఇ႙ႜ൶ᇘࣄݴǈ
ժ

၂३࣐࿒ڦ܈ฉืǈํ၄ሞჺ৯ዐ्ยڦഘࢪణՔǈՂ

ᆅକ൶ᇘణՔǗሞፌৎڦჺ৯ዐǈ࣏ᆅକಇݣႹ

Ⴗܾܔᄟࣅ༐ࢅܾݥᄟࣅ༐ಇݣଇኁۼႜ੦Ǘोྛ

ኤஹᅟǗᅃၵఇ႙֑ᆩᆶ࠲ࠃᆌ֨ڦरຍᆅአ֧ǈܸ ǄDI5ǅڦ३ಇీ߸ेᅃၵǈኄዖഘ༹३ಇԲܾᄟࣅ༐
ଷᅃၵఇ႙ሶഽۙᆶၳڦႴ൱֨रຍă

३ಇٷܔഘᆶ߸থڦᆖၚă

!!!!ሞփཞں൶ኮक़३ಇଉݴڦದධᅃ߲ᆶኛᅱڦ࿚

!!!!ᅃӯઠຫǈ३࣐൧ৠࢅ३࣐አ֧ᇑഄएጚ൧ৠ

༶ăኻሞፌৎڦᅃၵჺ৯ዐǈሞഄ൧ৠዐ৽ኄዖݴದ

၎࠲ൣڦؤǈڍժுᆶᅃ߲ဣཥݴڦဆ׃ຎକ३࣐

༵କൣည्ڦยăᅃၵჺ৯༵କॽඇ൰ಇݣஹᅟፕ

൧ৠᇑएጚ൧ৠኮक़࠲ڦဣă

ྺইگ३ಇׯԨڦऐă
２．３ 全球未来情景
!!!!ሞᆶᅃӯڦ३࣐൧ৠዐǈॽۼरຍօፕྺᅃ߲
࠲॰Ⴀڦᄲă

!!!!ඇ൰࿄ઠ൧ৠժփጆோںईྸᅃں୯࿒ഘ༹
ಇݣă၎ݒǈኄၵ൧ৠኻܔ࿄ઠీ๘হڦĂ߸ेጹࢇ
5

!!!!ܔ42߲ॽܾᄟࣅ༐౪܈࿘ۨሞ661!qqnw ൧ৠǄत

ڦĐࠤ๚đ႙௮ຎă்ీࠕց؊߸ྺଉࣅڦಇݣ൧ৠೠ

एጚ၍൧ৠǅ༬ኙၘڦဦݴဆǈڟڥᅜူबۅණ๎ǖ

ࠚǈᅺྺ்୯କᅃၵవᅜଉࣅڦᅺǈස࠶Ăมࣷ

!Ą!एጚ၍ᆶڦٷݥൽኵྷݔǈኄݒᆙକሞ्ยฉڦ

ࠓࢅ܈ă
नՍසُǈኄၵᅺܔᇀ३࣐አ֧ࠀׯڦධ

!!!!ֶᅴǈዷᄲᇑঢ়षሺگࢅ༐ీᇸࠃᆌᆶ࠲ăߛ

࠲ዘᄲڦă༌ڦڟኄၵ࿚༶ݒᆙକڼᅃবዐ༵ڦ

!!!!ঢ়षሺ൧ৠǈൡၠᇀሞዕ܋૧ᆩरຍၳ୲ڦօ

ݴဆঙڦ܈փཞǖׯԨ . ᆶၳႠࢅǋईၳ୲Ăࠅೝࢅ

!!!!ݛ௬्ยߛڦೝǗփࡗǈට்݀၄༐ഽڦ܈ইگǈ ჄႠă
!!!!ሞ܈ײٷฉ܀૬ᇀঢ়षሺ्ڦยă࿄ઠڦ൵
!!!!ྷݔ၂๖ǈ࠲ጀ݀ቛዐࡔॆ൧ৠڦಇݣଉೋᄲԲ

!!!!ܔኄၵ࿔၅ֱۙڦᅙঢ়इڥକ၎ړຕଉڦĂ
ᇑ࿒ഘ

!!!!ጣᄅᇀ݀ڦॆࡔٳ൧ৠٷăᆶ࠲݀ቛዐں൶ڦ࿄ઠ

༹ಇݣ൧ৠࢅჄ݀ቛᆶ࠲ڦණ๎ă
࿄ઠ݀ቛბॆᅙঢ়

!!!!൵टณీႚ๎ࠌׯă

ڦྷݔٷܔ࿄ઠมࣷ൧ႚႜକ๎՚ǈ
ٗփཞఇ๕ڦ

!Ą!ೠࠚڦ661qqnw࿘ۨ൧ৠǈໜ३ಇ้क़ୟ০ڦփཞ

Ⴤ݀ቛǈڟมࣷĂঢ়षࢅ࣍ৣဣཥྑڦăᆯᇀਦۨ࿒

!!!!ࢅ൶ᇘक़३ಇଉݴದփཞܸՎࣅăᅃၵ൧ৠණྺಇ

ഘ༹ಇݣଉڦएԨมࣷঢ়षൻۯᅺጱڦ࿄ઠኵీ݀ิٷ

!!!!ݣஹᅟᅜইگጺ३ಇׯԨǈժీሞݥঢ়षࢇፕᇑ

ڦྷݔՎۯǈᅺُǈยऺഘࢪአ֧ՎݥڥዘᄲǈᅜՍ๑
ኄၵአ֧ీᆶڑႠᆌܔ࿄ઠมࣷ࣍ৣྷݔٷڦՎۯă

5!

༵तڦ༬ۨ౪܈ೝժփᅪ࿆ጣᅃ߲ׯٳᅃዂڦĂ
ᄲ൱ሞኄ߲

ೝฉ࿘ۨڦణՔăስ ڦ661qqnwएᇀ၄ᆶ࿔၅ዷᄲჺ৯ݴဆ
ኄ߲ೝڦ๚ํǈ
ᄺժփᅪ࿆ጣඪࢆණኄ߲ೝፕྺഘࢪՎࣅ३
࣐አ֧ڦణՔă

!!!!ܾڼǈ࿒ഘ༹ಇူװݣই൵ڦඇ൰࿄ઠ൧ৠ
၂๖ڦሞ࠶ݛ௬߀ڦǈेഽକࠅೝࢅአዎ֖ڦᇑĂ
३ณକ؋ǈ
ժ߀କ࣍ৣዊଉă்ᄺ൵ᇀ၄༵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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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ᇸၳ୲ǈీ็ࣅݥᇸ༺پǈᅜत 0 ईኁገၠࢫ߾ᄽঢ়

ࢅ B3 ഽۙঢ়ष݀ቛǈڍሞঢ়षࢅมࣷૼ܈ײฉᆶփ

षǄޜခᄽྺएڦإঢ়षǅ
ǈට੨ൡၠᇀ࿘ۨሞԲডڦگ

ཞǗC2 ࢅ C3 ഽۙჄ݀ቛǈڍሞᆶ࠲ૼ܈ײฉཞᄣ

ೝǈሞܠ൧ႚူᆯᇀঢ়षݏڦඵǈऺࣄิᇣڟڥକ

٪ሞփཞǄ९UT.2ǅ
ăጺኮǈ૧ᆩୃ༫ఇ႙ࠌਸ݀କ51

ླྀ࠽ǈڦ૧ࢅऐࣷڟڥକ߀ăᅃ߲࠲॰ڦஃ

߲൧ৠǈኄ 51 ߲൧ৠፇ ׯ7 ߲൧ৠፇǈഄዐ ڦ7 ߲൧ৠǈ

Ⴤ݀ቛአ֧ీྺ३ಇፕዘࠋڦٷ၅ă

ᆌණྺ்ਏᆶཞࢇڦڪႠǈ
ԥስᆩઠᄇ๖ࢅ׃ຎ
ඇևڦኄၵ൧ৠăኄ7߲൧ৠԈઔ຺߲փཞڦ࿄ઠ๘হڦ

!!!!ڼෙǈൻۯᅺጱڦփཞࢇᇑگಇݣ൧ৠ၎ᅃዂ

Քኾ൧ৠᅜतB2GJࢅB2Uଇ߲൧ৠǈഄዐࢫଇ߲൧ৠ׃

ڦǈኄᇑĖಇݣ൧ৠ༬՚Ԓߢėۅ࠵ڦ၎ཞăኄዖፔ݆

ຎକ B2 ๘হዐీᇸरຍ݀ቛڦփཞఇ๕Ǆ९ UT.2ǅ
ă

ڦᅪᅭ๑ටߌࢭຼڟ୯କഘࢪአ֧ᇑഄአ֧ኮक़
࠲ڦǈᅜतሞᅃӯᅪᅭฉǈ୯ᆶ࠲ስ࿄ઠ݀ቛڢ

!!!!Ėಇݣ൧ৠ༬՚Ԓߢėዐڦ൧ৠዷᄲᆶᅜူ݀၄ǖ

ୟڦཉॲݥዘᄲڦă

!Ą!ൻۯᅺጱՎଉڦփཞፇࢇీࠕׂิૌຼీڦᇸၩݯ
!!!!ೝࢅ૧ᆩࠓĂཱིں૧ᆩఇ๕ᅜत࿒ഘ༹ಇݣă

２．４ 排放情景特别报告

!Ą!ሞᅃ߲൧ৠဣଚዐǈ࿄ઠ݀ڦቛ൵٪ሞጣᅃ
!!!!օݴኧڦዘٷీႠă

!!!!ᆯJQDDਸ݀ժ݀ሞ
Ėಇݣ൧ৠ༬՚Ԓߢė
ǄTSFTǅ !Ą!ಇࡆݣगۯༀՎࣅǈגକĖಇݣ൧ৠ༬՚Ԓߢėڦ
ዐ ڦ7 ߲ႎڦ࿒ഘ༹ಇ֖ݣ൧ৠፇǄփԈઔዷڦۯ

!!!!൧ৠՎࣅྷݔǈ்௮ࣼକ൵ొገᅜतሞփཞڦ

ഘࢪአ֧ǅፇׯକ 5 ߲൧ৠĐဣଚđ
ă൧ৠဣଚዐ ڦB2

!!!!൧ৠူీڦಇݣଉ֮൧ă

框 ＴＳ－ １

ＩＰＣＣ《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中的排放情景（ＳＲＥＳ）

!!!!B2/!B2൧ৠॐࢅ൧ৠဣଚ௮ຎڦঢ়षሺ

ইǈᇑ B2 ൧ৠॐ၎ཞǈڍഄঢ়षࠓוጣޜခࢅ

ݥტڦ࿄ઠ๘হǈ
ඇ൰ට੨ڟԨ๘ुዐᄾۥڟٳ

႑တঢ়षݛၠገՎǈժӵໜᇱଙഽူڦ܈ইࢅ

ރǈኮࢫਸ๔ူইǈܸႎߛڦၳڦरຍᆅă ൣলጨᇸߛၳ૧ᆩरຍڦᆅăഽۙඇ൰Ⴀڦᆌܔ
ዷᄲߵڦԨႠ्ย৽൶ᇘ൵ཞǈ
൶ᇘक़ටֶ

ݛӄઠํ၄ঢ়षĂมࣷࢅ࣍ৣჄႠǈڍժுᆶܮ

ਐํڦዊႠ३ณǈీ૰ॺยĂ࿔ࣅᇑมࣷڦࢻፕᆩ

ྔڦĂዷڦۯഘࢪአ֧ă

ेഽăB2 ൧ৠဣଚᅃօྺݴෙ߲پ࿄ઠీᇸဣ
ཥरຍՎࣅփཞݛၠڦ൧ৠፇăኄෙ߲ B2൧ৠፇڦ

!!!!C3/C3൧ৠॐࢅ൧ৠဣଚ௮ຎକᅃ߲ഽۙሞঢ়

൶՚ሞᇀ்ሞरݛ௬ഽۙۅփཞǖࣅ็ଙण

षĂมࣷࢅ࣍ৣჄႠݛ௬൶ᇘႠਦڦ൧ৠ๘

႙൧ৠǄB2GJǅ
ǈీ็ࣅݥᇸጨᇸ൧ৠǄB2Uǅ
ǈई

হăኄᅃ߲ඇ൰ට੨ीჄሺڦ๘হǈഄሺگ୲

ᆶጨᇸೝ࢚݀ቛ൧ৠǄB2Cǅ
Ǆೝ࢚ۨڦۅᅭྺǈփ

ᇀ B3 ൧ৠॐǈঢ়ष݀ቛتᇀዐक़ೝǈरຍՎࣅ

ჹዘᅈડᇀᅃዖ༬ۨీڦᇸጨᇸǈ
ժ्ۨᆶీڦᇸ

Բ C2 ࢅ B2 ൧ৠॐฎྲᅃܸۅ߸ܠᄣࣅᅃၵă

ࠃᆌࢅዕ܋๑ᆩरຍᅜૌຼڦ܈փ߀ǅă

ଷྔǈ൧ৠॐᄺוጣ࣍ৣԍࢺࢅมࣷࠅೝݛၠ݀
ቛǈժणዐᇀࢅںړ൶ᇘ֫௬ă

!!!!B3/B3 ൧ৠॐࢅ൧ৠဣଚ௮ຎକᅃ߲ݥփ
࢚ڦ๘হă
ߵԨႠ्ڦยԍጲߴጲፁࢅ൶ᇘ༬

!!!!ٗ B2CĂB2GJĂB2UĂB3ĂC2 ࢅ C3!7 ߲൧ৠ

Ⴀăփཞ൶ᇘኮक़ڦට੨୲ิૼ࣐ݥڦǈڞ

ፇዐ߳ᅃ߲ፕྺᄇ๖൧ৠăᆶኄ 7߲൧ৠۼᆌණ

ዂට੨ڦჄฉืăঢ়ष݀ቛዷᄲ൶ᇘڞၠڦǈට

ྺਏᆶཞࢇڦڪႠă

ঢ়षሺࢅरຍ߀Վ၎ܔᇀഄ൧ৠॐ߸ྺଭໟ
ࢅ࣐ă

!!!!Ėಇݣ൧ৠ༬՚Ԓߢėዐڦ൧ৠժփԈઔڦྔܮ
ዷڦۯഘࢪአ֧ǈኄᅪ࿆ጣுᆶᅃ߲൧ৠԈࡤ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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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C2൧ৠॐࢅ൧ৠဣଚ௮ຎକᅃ߲ૼڦ๘

ڦĂᆶ࠲ĖࢇࡔഘࢪՎࣅॐࠅሀėईኁĖۼᅱ

হǈഄඇ൰ට੨ڟԨ๘ुዐᄾރۥڟٳࢫਸ๔ူ

ۨກėಇݣణՔԥํแ्ڦยă

IPCC ڼෙْೠࠚԒ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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३࣐

ڼෙ߾ፕፇरຍቌᄲ

ࢅ܈ฉ߀ڦՎă

ᆶዺᇀॽઠڦ࿒ഘ༹३ಇǄ֖९ᅜူ ڼ5 বǅ
ăഄर
ຍٯแዷᄲ३ณీݥᇸևோڦഄ࿒ഘ༹ಇݣǈԈ

!!!!൧ৠዐ्ยڦ३࣐ስփཞڦǈժഽଜ

ઔǖोྛǄDI5ǅĂᄟࣅჱ)ڌO3P*Ăൠޘ༐ࣅǄIGDǅ
Ă

ᅈડᇀఇ႙ࠓăڍ३࣐൧ৠዐࠌڦཞ༬ۼۅԈઔڦٷ

ඇࣅޘ༐ǄQGDǅࢅୃ଼ࣅޘǄTG7ǅă

Ⴤీڦᇸၳ୲ߛ༵ڦĂኲຏሰଠᅜतگ༐ీᇸǈ༬՚
ሞ࿄ઠ211ิڦዊీᇸࢅ32๘ुฉӷᄾڦཀഘă !!!!ጲْܾڼೠࠚԒߢᅜઠǈᅃၵरຍڦቛᇀᇱઠ
বీࢅምሰଠࢇڼڦᅃօǈࠃڍᆌ֨ڦरຍظႎፌ

ݴڦဆᇨ֪ǈ૩සߛၳंࢇଙ݀ۯऐഛכׇĂޅ

ዕᄺॽՂփณăీڦĂഽᆶ૰ڦስԈઔ๑ᆩཀ

૰݀ۉऐยऺڟڥტ༵ߛĂހူں٪ DP3 ႜକӄ૩

ഘࢅࢇთ࣍݀ۉरຍǈᅜՍٲഐࡗံ߸ڟ܉็ࣅڦ

๖ݔĂमܾ໗ิׂዐ ڦO3P ಇݣबৎඁأăॺዾĂ߾ᄽĂ

ଙࢅ༐ଭಇݣरຍൃڦǈසൠएଙۉăᄞీ

ཚࢅీᇸࠃᆌዐ٪ሞీڦߛ߸ڟٳᇸၳ୲ڦऐࣷǈܸ

ᅜतࢃీईኁ༐ඁئࢅأ٪ܔᇀᅃ߲ߛಇڦݣ๘হईኁ

ഄׯԨཚԲᇱံᇨऺڦᄲگă ڟ3121 ǈܠٷຕ३

ডڦگ࿘ۨణՔ൧ႚઠຫՎڥሁઠሁዘᄲă

ಇऐࣷධॽઠጲᇀ༵ߛዕ܋ևோీڦᇸၳ୲ǈ
Ԉઔǖۉ૰
ևோ֑ᆩཀഘ݀ۉĂ߾ᄽิׂ߾ᅝࡗײ३ณᄟࣅჱڌĂ

!!!!ॽඇ൰ڦഘࢪአ֧ᇑࡔాڦ३ൟഘකአ֧ᆶऐ

຺ࣅޘ༐ǄDG 5 ǅࢅൠޘ༐ࣅڪ࿒ഘ༹ڦಇݣăڟ

ࢇǈሞ࿄ઠ31ڟ41ీᆶၳ३ณ݀ቛዐࡔॆڦ࿒ഘ

3131 ǈࢅॆࡔٳ݀ړঢ়षገ႙ࡔॆڦᅃևݴ၄٪ۉ

༹ಇݣăڍǈ੦଼ಇݣᆶీકٷയሞڦഘࢪՎࣅǈ ԥ༺پǈժ݀ቛዐࡔॆڦႹܠႎॺۉਸ๔ሏႜ้ǈ
ሞዐৣ࣍ڦአ֧ۨዐǈీႴᄲችዐ୯ă

ምิీᇸጨᇸڦ૧ᆩॽྺ DP3 ڦ३ಇፕዘᄲࠋ၅ăٗ
߸ઠੂǈፁჹ߭ڦҾඇႠĂ
કොႠࢅࢃݭଙئ٪ᄲ

!!!!ዷڞ౫ᄽĂཱིں૧ᆩࢅీᇸဣཥڦአ֧ᆌᇑ३࣐

൱ీࢃڦरຍǈᅜतࣅ็ଙࢅิዊዐ༐ڦඁأ

ഘࢪՎࣅဣഐઠăิዊీᇸࠃڦᆌᅜतܾᄟࣅ༐ڦ

ࢅئ٪ǈࢫ༐ހ٪रຍǈॽۼీྺׯݛӄă

ิހ٪रຍॽྊ༐३ಇڦስ০ǈ࠶ Q p t u .
TSFT൧ৠ၂๖ኄၵٯแժփీ༵ࠃᄲ൱ٷڦଉڦಇ

!!!!ᇑ࿒ഘ༹३ಇڦरຍࢅঢ়षയ૰၎ݒǈঢ়षڦტ

ݣଉ३ณăٷଉڦಇݣଉ३ณ࣏ڥᅈડഄݛ௬ڦ३ಇ

݀ቛĂᅃၵมࣷঢ়षऄۯՎࣅ൵ेڦǈ๑ీᇸ૧ᆩ

ስă

ڦጺଉሺǈ݀ࢅॆࡔٳ݀ܔቛዐࡔॆߛڦඖ༹ᆮ
ഄසُăሞႹॆࡔܠǈዿࢅഛڦכ٫ኟሞՎٷǈॆۉ

３．

减排选择的技术和经济潜力

૧ᆩڦഽ܈ሞሺٷǈ
ฆᄽॺዾዐۉڦጱӸࠅยԢሞሺेă
ሞ݀ॆࡔٳǈᆮഄெࡔǈ߸ٷĂ߸ዘܸၳ୲߸ڦگഛכ

３．１ 自第二次评估报告至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温室气体减排技

ڦၨଉᄺሞሺăՓत๘হٷևںݴ൶ీڦᇸଭॏ

术选择的主要认识进展

߭ڦჄگई࿘ۨփՎǈইگକᆶևோᆶၳ૧ᆩీ
ᇸईࠔசߛၳీᇸरຍڦओटႠăړᄺᆶ૩ྔǈᅃၵࡔ

!!!!३ณ࿒ഘ༹ಇڦݣरຍਸ݀ࢅᆌᆩํ७ᅃሞ

ॆۨକኼሞ༵ߛీᇸၳ୲ईٝምิీᇸरຍ૧ᆩ

ႜǈኄၵरຍܠٷणዐᇀ༵ߛࣅ็ଙईۉ૰ڦ૧ᆩၳ

ڦႎአ֧ईࡀࣄăጲ :1 ؛پᅜઠǈࠅᆶࢅຳᆶཨጨܔ

୲ǈᅜतگ༐ీᇸڦਸ݀ăᅺྺܠٷຕ࿒ഘ༹ಇݣǄᅜ

ႎڦ३ಇरຍڦჺ݀ǄS'Eǅཨᄺ३ณକă

DP3 ړଉऺ໙ǅᇑీᇸ૧ᆩ၎࠲ă211 ܠઠǈ݀ॆࡔٳ
ీڦᇸഽ܈Ǆీᇸၩݯଉأᅜ HEQǅࢅ༐ഽ܈Ǆࣅ็

!!!!ُྔǈᇑरຍظႎስ၎࠲ڦมࣷ߀߫ଶᇘዐᄺ٪

ଙ DP3 ಇݣଉأᅜీᇸิׂጺଉǅሞுᆶথڦ३ಇአ

ሞዘᄲऐᇜăሞᆶں൶ۼ٪ሞ़ీ༵ߛิऄዊଉĂ
ཞ้

֧ڦ൧ူᅃሞইگǈܸ࣏ᆶᅃօইڦگയ૰ăኄ

ᆼీ३ณጨᇸၩࢅݯ࿒ഘ༹ಇڦݣስิऄݛ๕ڦऐ

ዖՎࣅዷᄲڥᅮᇀཚࡗবీĂ༵ߛీၳᅜतൠీࢅࢃۉ

ࣷǈኄၵስዷᄲൽਦᇀںࢅںړ൶ڦ࿔ࣅतഄ֨ዘۅǈ

ڦᆅׂܸิீٗڦ༓ߛڪ༐ࣅ็ଙၠᆳĂഘڪডگ

ժᇑरຍՎ߫ൎ၎࠲ăᆶၵरຍՎ߫ీᇑิऄݛ๕

༐ಇݣଙڦገՎăഄ็ࣅݥଙీᇸጨᇸڦਸ݀ᄺ

ڦศਗ਼Վࣅ၎࠲ǈܸഄڦरຍՎ߫ሶփᄲ൱ኄዖศਗ਼

ሞႜईኁტ૧ᆩǈ็ࣅݥଙీᇸܔ࿒

ՎࣅăْܾڼೠࠚԒߢณஃतኄၵስǈԨԒߢॽਸ๔

ഘ༹३ಇਏᆶዘٷയ૰ăิࠦ༐ĂDP3 ڦඁئࢅأ٪ᄺ

ेᅜ୯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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ഘࢪՎࣅ!2001

ጹࢇԒߢ

ٷǈڍሞ็ڦࡀᆳĂཀഘئଉई็ڦࡀᆳሐ֠

!!!!UT.3༵ࠃକቱҹࢅ३ಇᆖၚڦጹຎत၎࠲൧ă

ଉዐئ٪ڦ༐ᇺᇺگᇀ561qqnwतᅜฉೝڦ࿘ۨ౪

ᅜူॽၘဦ༪ஃևோڦ३ಇٯแă

܈ణՔܔᆌેڦओ༐ಇݣଉǄ UT.6ǅ
ăُྔǈഄ
࿒ഘ༹ڦಇݣയ૰ᄺٷăٗUT.6ᄺᅜൣੂںؤ

4/4/2!ॺዾևோڦዷᄲ३ಇስ

ǈڦࡀᆳഘئଉৈඇևࣅ็ଙጨᇸଉڦᅃၭև
ݴă
ኄၵጨᇸຕᅪ࿆ጣሞ32๘ुీᇸࠓॽ݀ิՎࣅǈ !!!!2::6ॺዾևோڦಇݣሞᇑీᇸ၎࠲ڦඇ൰࿒ഘ
ႎీڦᇸጨᇸॽԥᆅăీᇸࠓڦስᅜत၎࠲ڦཨ ༹ಇݣጺଉዐ42&ǈܸٗ2:82ᅜઠᅜ2/9&ڦ
ጨǈॽਦۨ࿒ഘ༹ڦ౪܈ࠕీޏ࿘ۨĂ
සࡕీࠕ࿘ۨ

܈ሺăࡗඁዐǈॺዾरຍሞࢽشĂቷĂۉഗĂ

ᆌሞ๊ೝࢅᅜپڦٷܠॏઠ࿘ۨăణമኄዖཨጨٷ

߰ඤĂ֑Ăૐࢅۙీڦᇸၳ୲ݛ௬ᅙൽڥօǈॺ

ܠኼሞ༑ࢅਸ݀߸ీ็ࣅڦࡀݥࢅࡀڦܠᇸă

ዾ੦Ăԥۯ๕ᄞݝยऺĂጹࢇॺዾยऺĂ࠼ۉ݀ޚဣ
ཥሞॺዾዐڦᆌᆩݛڪ௬ᄺሞਸ݀ዐăཚࡗ߀ܔ༐

３．３ 部门减排技术选择

７

ࢇࣅޘૐवڦ࣮ࢅހǈᅜतདྷࢅഄݥ༐ࣅޘ
ࢇૐवڦ૧ᆩǈޘ૧ӆደॷԥ༨༁ǈٗૐࢅۙ

!!!!Ԩবࠚ໙ᅃևோሞᅃۨׯڦԨڦాྷݔ࿒ഘ༹
9

ಇڦݣ༐ࢇࣅޘᅙঢ়३ณă߰ඤಟዐڦ༐ࢇࣅޘ

३ಇയ૰ Ǆ UT.2ǅ
ăሞ߾ᄽևோዐǈ༐३ಇׯԨࠚڦ

ڦ૧ᆩࢅಇݣᆯᇀޘ૧ӆڦ༨༁ܸ३ณǈܸໜጣൠޘ

໙ׯٗྷݔԨǄनĐࣰđǈ३ಇټઠ૧ාǅٷڟሀ

༐ࣅڦ༨༁ॽᅃօ३ณăჺ݀ݛ௬ڦ౮૰ᄺ๑գၒ

:

411 ெᇮ 0 ܖ༐ ăሞॺዾևோǈᆯᇀओटํแీၳरຍ

ࢅૐࠃඤဣཥڦၳ୲ߛ༵ڟڥă࠶रຍփօǈ
Ⴙ

ࢅٯแǈ݀ࢅॆࡔٳঢ়षገ႙ࡔॆሞ 3121 ᅜ .361

֑ॆࡔܠᆩକ߀रຍǈڍٗ2:82ڟ2::6ॺዾీ

ெᇮ ڟ.261 ெᇮ 0 ܖ༐ׯڦԨٗ௷ᆩॺዾ३ಇ 4/

ᇸ૧ᆩڦሺධߛᇀጺీᇸႴ൱ڦሺǈฆᄽॺዾీᇸ

36 ᅢܖ༐ǈ݀ቛዐࡔॆሶᅜ .361 ெᇮ 0 ܖ༐ ڟ61 ெ

૧ᆩሺፌǄྺ 4/1&ǈ௷ᆩॺዾྺ 3/3&ǅǈኄዷᄲ

ᇮ 0 ܖ༐ׯڦԨ३ಇ 2/36 ᅢܖ༐ăૌຼںǈሞ 3121 ǈ ᆯᇀໜጣঢ়ष݀ቛǈၩݯኁᄲ൱๑ᆩ߸ۉܠഗࢅዿ߸ٷ
݀ࢅॆࡔٳঢ়षገ႙ࡔॆᅜ .511 ெᇮ 0 ܖ༐ ڟ.361 ெ ݝڦጱઠሺेႠǈᅜतᆯᇀฆᄽևோڦ၄ࢅࣅپક
ᇮ 0ܖ༐ׯڦԨٗฆᄽॺዾ३ಇ 2/96ᅢܖ༐ǈ݀ቛዐࡔ

ቧڞዂڦࡕăణമ٪ሞᅃၵरຍฉᆶᅪᅭĂׯԨᆶ

ॆᅜ .511 ெᇮ0 ܖ༐ ڟ1ெᇮ 0ܖ༐ׯڦԨٗฆᄽॺዾ

ၳڦ३࣐ኄዖ൵ڦऐࣷăएᇀ၄ᆶरຍत࿄ઠरຍ

३ಇ 9111 ྤܖ༐ăཚևோׯڦԨ ྺྷݔ.311 ெᇮ 0

օǈॺዾևோᇑీᇸ၎࠲ ڦDP3 ಇڦݣጺڦ३ಇरຍയ

ܖ༐ ڟ411 ெᇮ 0 ܖ༐ǈ౫ᄽևோׯڦԨ ྺྷݔ.211ெ

૰ሞ 3121 ྺ 8/26 ᅢܖ༐ 0 ǈ֖൧ৠူ 3121 ڦ

ᇮ0ܖ༐ڟ411ெᇮ0ܖ༐ăଙ࠶ᄺీׂิবሀǈ๑

ಇݣଉྺ 37 ᅢܖ༐ 0 Ǆ३ಇ 38&ǅ
Ǘሞ 3131 ڦ३ಇ

३ಇׯԨྺईتᇀ211ெᇮ0ܖ༐ፑᆸڦডگೝǈԈ

യ૰ྺ :/6 ᅢܖ༐ 0 ǈ֖൧ৠူ 3131 ڦಇݣଉྺ

ǈሞ 3161 ڦ३ಇയ૰ྺ 31/
ઔଙ࣮ࢅઘऎགஙഘ༹ڦ૧ᆩăሞీᇸࠃᆌևோǈ 41 ᅢܖ༐ 0 Ǆ३ಇ 42&ǅ
ᅃၵీᇸ༺ࢅپरຍ༺ׯڦپԨᆶీሞ.211ெᇮ0 ܖ36 ᅢܖ༐ 0 ǈ֖൧ৠူ 3161 ڦಇݣଉྺ 4: ᅢܖ
༐ ڟ311 ܠெᇮ 0 ܖ༐ኮक़ăኄዖയ૰ํڦ၄ॽൽਦᇀ

༐ 0 Ǆ३ಇ 63&ǅ
ăेഽჺ݀ᆶዺᇀԍኤևோरຍڦփ

ටૌมࣷጒࢅአު߅ᇨᆖၚڦׇཉॲă

օă
4/4/3!ཚևோዷᄲ३ಇስ

8!

ࡔाీᇸऐࠓԒߢ߾ᄽࢅཚևோڦຕǈڍփԒߢॺዾĂ౫ᄽ

ևோڦຕǈܸॽഄࡃྺĐഄđăሞኄᅃবዐǈኄၵևோీڦ

!!!!2::6ཚևோඇ൰ᇑీᇸ၎࠲ڦDP3 ಇݣଉڦ

ᇸ૧ᆩࢅ DP3 ಇݣ႑တཚࡗݴದ݆ࠚ໙ǈۉ૰ገ࣑ဣຕ֑ᆩՔጚ

33&Ǘٗඇ൰ઠੂǈևோڦಇݣሺტǈথৎ3/

ኵ 44&ăُྔǈঢ়षገ႙ࡔॆڦຕઠᇸփཞǄᆈࡔ็ᆳࠅິཥ

6&ăጲ2::1 ᅜઠǈዷᄲڦሺሞ݀ቛዐࡔॆǄჱں

ऺǅăᅺُǈևோຕᇑ 4/3 বڦኝࢇኵ࠶൵ᅃዂǈڍీᆶ
ăጺኮǈঢ়षገ႙ࡔॆڦຕᅜतॺዾևோዐڦฆᄽࢅਃ௷
ॺዾጱևோڦຕ٪ሞփඓۨႠă
9!

փཞჺ৯ࠚऺڦയ૰փཞǈ ڼڍ4Ă5 বዐڦയ૰ኸมࣷঢ়षയ

૰ǈස UT.8 ๖ă
:!

ᆶׯԨᅜெᇮऺ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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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ＴＳ－ １： ߵᇨڦมࣷঢ়ष݀ቛയ૰ࠚ໙ڦ31213131ీᇸၳ୲ࢅీᇸࠃᆌरຍڦ࿒ഘ༹३ಇଉत
ܖ༐ړଉ३ಇׯԨǈӀඇ൰ईں൶ࠚ໙ǈփඓۨႠ܈ײ٪ሞֶᅴă

２０１０

美元 ／ 吨碳
地区
建筑 ／ 家电
ਃ௷ևோ

.511!!.311!!1!!,311 潜力

ａ

ీႠ

参考资料、评论
和本报告第 ３ 章
相关章节

２０２０
c!

潜力

ａ

ీႠ

c

ঢ়ࢇፇኯ0ঢ়षገ႙ࡔॆ

ŔŔŔŔŔ

œœœœœ

ŔŔŔŔŔ

œœœœœ

Bdptub!Npsfop!fu!bm!/ǈ2::7<

݀ቛዐࡔॆ

ŔŔŔŔ

œœœ

ŔŔŔŔ

œœœœœ

Cspxo!fu!bm!/ǈ2::9

ঢ়ࢇፇኯ0ঢ়षገ႙ࡔॆ

ŔŔŔŔ

œœœœ

ŔŔŔŔŔ

œœœœœ

Xboh!ࢅ!Tnjuiǈ2:::

݀ቛዐࡔॆ

ŔŔŔ

œœœ

ŔŔŔŔ

œœœœœ

ெࡔ

ŔŔŔŔŔ

œœœœ

ŔŔŔŔŔ

œœœ

Cspxo!fu!bmǈ2::9<VT!EPF0FJB-2::9

౹ዞ

ŔŔŔŔŔ

œœ

ŔŔŔŔŔ

œœ

FDNU-2::8)ৈ9߲ࡔॆ*

නԨ

ŔŔŔŔ

œœ

ŔŔŔŔŔ

œœ

Lbtijxbhj!fu!bm-2:::

݀ቛዐࡔॆ

ŔŔŔŔ

œœ

ŔŔŔŔŔ

œœ

EfojtࢅLppqnbo-2::9<Xpssfmm!fu!bm-2::8c

制造业
DP 3 ඁأǉࣅ
ݨĂᆳ

ඇ൰

Ŕ

œœœœ

Ŕ

œœœœ

 4/32

ଙၳ୲༵ߛ

ඇ൰

ŔŔŔŔ

œœœ

ŔŔŔŔ

œœœ

 4/32

ंౡཱི

ඇ൰

Ŕ

œœœ

Ŕ

œœœ

 4/32

ࣅბ߾ᄽO3P

ඇ൰

Ŕ

œœœœ

Ŕ

œœœ

 4/32

୩ᄽQGD३ಇ

ඇ൰

Ŕ

œœœ

Ŕ

œœœ

 4/32

ࣅბ߾ᄽIGD.

ඇ൰

ŔŔ

œœœ

ŔŔ

œœœ

 4/32

ඇ൰

ŔŔŔŔŔ

œœœœœ

ŔŔŔŔŔ

œœœœ

 4/2:

Ŕ

œœ

Ŕ

œœ

[ipv-2::9<4/38<!Ejdl!fu!bm/-2::9

ฆᄽևோ

交通
ഛכၳ୲༵ߛ

Joufsmbc/!Xpsljoh!Hspvq-2::8

३ಇ

34 ३ಇ
༵ߛၳీ

农业
े ഽ ԍ ࢺ ߷ ݀ ںቛዐࡔॆ
ࢅ౫གྷ࠶

ඇ൰

ŔŔŔ

œœ

ŔŔŔŔ

œœœ

JQDD-3111

ཱིں༐ဌ

ඇ൰

ŔŔŔ

œœ

ŔŔŔŔ

œœœ

MbmࢅCsvdf-2:::<4/38

࠶ݨڌ

ঢ়ࢇፇኯ

Ŕ

œœœ

Ŕ

œœœ

Lspf{f!'!Nptjfsǈ2:::<!4/38

ඇ൰

Ŕ

œœœ

ŔŔŔ

œœœœ

PFDE-2:::<JQDD-3111

ঢ়ࢇፇኯ

ŔŔ

œœ

ŔŔ

œœœ

Lspf{f!'!Nptjfsǈ2:::<!4/38

ெࡔ

Ŕ

œœ

Ŕ

œœœ

PFDEǈ2::9<!Sjfnfs!'!Gsfvoe-2:::

݀ቛዐࡔॆ

Ŕ

œ

Ŕ

œœ

Dijqbup-2:::

ŔŔŔ

œœ

ŔŔŔŔ

œœœ

Sjfnfs!'!Gsfvoe-2:::<!JQDD-3111

ŔŔŔŔ

œœœ

ŔŔŔŔ

œœœœ

Mboegjmm!nfuibof!VTFQB-2:::

ڢोྛ३ಇ

ࢅ߄࠺ڠแ ݨඇ൰

废弃物
ઘऎགஙोྛण ঢ়ࢇፇ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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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ＴＳ－ １： ǄჄǅ

２０１０

美元 ／ 吨碳
地区

.511!!.311!!1!!,311 潜力

ａ

ీႠ

参考资料、评论
和本报告第 ３ 章
相关章节

２０２０
c!

潜力

ａ

ీႠ

c

能源供应
ࢃీ༺ீپ༓

d

ඇ൰

ŔŔŔŔ

œœ

ŔŔŔŔŔ

œœœœ

ጺଉ .֖९4/9/7ব

ॲ . ࡔॆ

ŔŔ

œœ

ŔŔŔŔ

œœ

4/46b

 ॲݥ. ࡔॆ

ŔŔ

œœœ

ŔŔŔŔŔ

œœœ

4/46c

ॲ . ࡔॆ

ŔŔŔ

œ

ŔŔŔŔ

œ

4/46d

 ॲݥ. ࡔॆ

Ŕ

œ

ŔŔŔ

œ

4/46e

ॲ . ࡔॆ

Ŕ

œœœ

ŔŔŔŔ

œœœœ

4/46b

 ॲݥ. ࡔॆ

Ŕ

œœœœ

ŔŔŔŔ

œœœœ

4/46c

ீ༓ׂิڦDP3ण ඇ൰

Ŕ

œœ

ŔŔ

œœ

4/46b,c

ཀഘׂิڦDP3ण ඇ൰

Ŕ

œœ

ŔŔ

œœ

4/46d,e

ิዊీ༺ீپ

Ŕ

œœœœ

ŔŔŔ

œœœœ

4/46b,c

ࢃీ༺پཀഘ

ཀഘ༺ீپ༓

ඇ൰

Nppsf-2::9<!Joufsmbc!x/!hq/!2::8

ิዊీ༺پഘ

ඇ൰

Ŕ

œ

ீپ༺ీޅईഘ

ඇ൰

ŔŔŔ

œœœ

Ŕ

œœœ

4/46d,e

œœœœ

4/46b.e
CUN!Dpot!2:::<Hsffoqfbdfǈ2:::

ீǇ 21ǁิዊీ

ெࡔ

Ŕ

œœœ

ŔŔ

œœœ

Tvmjmbuv-2::9

ᄞీ༺ீپ

ॲ . ࡔॆ

Ŕ

œ

Ŕ

œ

4/46b

 ॲݥ. ࡔॆ

Ŕ

œ

Ŕ

œ

4/46c

ீپ༺ۉ

ඇ൰

ŔŔ

œ

ŔŔŔ

œœ

4/46b,c

پ༺ۉഘ

ඇ൰

Ŕ

œ

ŔŔ

œœ

4/46d,e

ጀǖ
b!

ኸܔᆌᇀߴۨܖ༐३ಇׯԨڦྷݔയ૰ă

!!!!! Ŕ >=31NuD0 !!! ŔŔ >31.61NuD0 !!! ŔŔŔ >61.211NuD0 !!! ŔŔŔŔ >211.311NuD0 !!! ŔŔŔŔŔ >ĕ311NuD0 
c

एᇀ࿔ዐຎׯԨǈํ၄ೝ३ಇയ૰ڦీႠă

!!!!!!œ >!փీ!!! œœ >!փీ!!! œœœ >ీ!!! œœœœ >!ీ!!! œœœœœ >!ݥీ
d

ీᇸࠃᆌጺڦ३ಇስዐǈ्ۨᆯᇀ߳ዖᇱᅺܸփీඇևํ၄३ಇയ૰ǈԈઔጺၜူ߳ጱၜरຍኮक़ڦ၎ࢻ৪ኛă

ݭଙሰิڦଙሞ࿄ઠཚևோڦፕᆩᄺሞփ

ీሞଙঢ়षႠݛ௬इڥ၂օăܸǈႹܔܠर

ሺेǈ
ස္ྼዊঢ়ாൽᅚـᅙঢ়߸ਏׯԨၳᅮă ຍၳ୲༵ߛڦೠࠚ၂๖Ǆ UT.4ǅǈᆯᇀཚႴ൱ڦሺ
ཞ้ǈᆶ௨አ֧ኧิڦዊֹᆳᅙঢ়ሞ౹ዞׇ

ǈৈ੍ၳ୲࣏ߛ༵ڦփፁᅜՆ௨࿒ഘ༹ಇڦݣሺă

ᆶܮݻăڍǈ݀ۯऐยऺڦᅃօ߀ٷևݴྺକ

ܸǈ࣏ᆶኤ၂๖ǈሞഄᅺ၎ཞڦ൧ူǈ༵ߛ

༵ߛႠీܸփ༵ߛᆳঢ়षႠǈኄᅃۅጲْܾڼೠࠚ

ଙၳ୲ڦ౮૰ৈܔ३ಇᆶևݴၳࡕǈᅺྺڇ࿋ሏႜׯԨ

Ԓߢᅜઠᅃுᆶ߀ă
ଙۉൻڦۯഛ݀כቛǈ ইڞॽگዂऐכۯႜ๓ײሺेă
ऺࣄሞ3114ׇăူᅃݧپऐሞरຍࢅঢ়षฉ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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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ＴＳ－ ２：߳ևோڦरຍስĂቱҹĂऐࣷतڦׂิܔᆖၚ

技术选择

障碍与机会

部门减排政策的含义

建筑、居民和服务业：ඇ൰߳ں൶

!!!!障碍：݀ڦॆࡔٳׇࠓփ૧ᇀ

!!!!服务业：ׂ৽ࢅᄽॽሺेǈൽਦᇀ

ۼ٪ሞຕӥዖ༵ߛۉഗĂยԢࢅॺዾ

༵ߛၳ୲ĂٱဃڦघĂඍ݄႑တǗ݀

३ಇአ֧සࢆํแăփࡗᅃӯܸჾǈሺޗ

ࠓీᇸၳ୲ڦरຍࢅٯแăࠚऺǈ݀

ቛዐࡔॆඍณጨূࢅरీĂඍ݄႑တĂ

փܸٷݴොă

ࢅॆࡔٳঢ়षገ႙ࡔॆሞ3121ᅜ.

دཥသ࠹ࢅႜአۨॏă
!!!! 居民和其它部门：३ಇܔਃ௷ևோ

361ெᇮڟ.!261ெᇮ0ܖ༐ׯڦԨǈ
ٗ௷ᆩॺዾ३ಇ DP 3  ٳ4/36ᅢܖ༐ǈ

!!!! 机会：ਸ݀߸ࡻڦׇർࢅڢर

ڦথᆖၚઠጲᇀਃ௷ᆩీरຍࢅॏ߭

݀ቛዐࡔॆሶᅜ .361ெᇮ 0ܖ༐!ڟ61

ీĂᅜ႑တྺएڦإׇĂ݀ڦॆࡔٳ

ڦՎࣅǈक़থᆖၚઠጲᇀࢅ৽ᄽڦ

ெᇮ 0ܖ༐ׯڦԨ३ಇ2/36ᅢܖ༐ăૌ

ጲᇼऺࣄࢅՔጚᅙঢ়ᅜਖ਼ޜቱ

ࢢ࠵ঢ়षၳࡕăഄዐᅃၜዘᄲڦၹཞၳ

ຼںǈሞ 3121ǈ݀ࢅॆࡔٳঢ়षገ႙

ҹăኧ႑ٿĂీ૰ॺยĂ႑တएإ

ᆌాĂྔഘዊଉ߀ڦǈᆮഄ

ࡔॆᅜ .511 ெᇮ 0 ܖ༐ ڟ.361 ெᇮ 0

ࢅၩݯኁᅪ๎ĂՔጚĂٝీ૰ॺยڦ

ሞ݀ቛዐࡔॆࢅ๘হ߳ڦںں൶ă

ܖ༐ׯڦԨٗฆᄽॺዾ३ಇ 2/96 ᅢܖ

घऐĂߴీᇸ߾ᄽӿۼڪኍܔ

༐ǈ݀ቛዐࡔॆᅜ .511ெᇮ 0ܖ༐ ڟ1

ฉຎ݀ቛዐࡔॆቱҹ݆ݛڦă

ெᇮ0ܖ༐ׯڦԨٗฆᄽॺዾ३ಇ9111
ྤܖ༐ă၎ܔᇀዐक़൧ৠසTSFT!C3Ք
ኾ൧ৠܸჾǈኄၵ३ಇଉ၎ړᇀ3121
3131 ॺዾतಇݣଉ ڦ41&ă
!!!! 交通：ൟ႙ഛכरຍڦቛԲڼ

!!!!障碍：ཚ߾ਏิׂޅڦॆ၃

!!!!交通：ཚႴ൱ධॽीჄሺǈ࿒

ْܾೠࠚԒߢᇨ֪ڦᄲ߸ǈኄࡔ

߸ტ֑ںᆩీᇸၳ୲रຍڦዘᄲቱ

ഘ༹३ಇአ֧ڦᆖၚᆶ၌ڦăሞৎ

ाჺ݀౮૰ڦࡕăມଙۯۉഛכ

ҹăྺํ၄ᆶᅪᅭీڦᇸၳ୲օǈᅃ

ࢅዐǈኻ٪ሞ༺ࡤپ༐ࣅ็ଙڦᆶ

ᅙঢ়ሞׇ၄ǈዷᄲഛכฆჇ

ӯۼᄲ൱ඇႎڦምยऺǈӵໜጣܔႎڦ

၌ڦऐࣷă३ಇአ֧ڦዷᄲၳࡕॽ༵

3114 ᅜิׂଙۉഛכăरຍ

ิׂยԢڦຕๆᅢெᇮڦཨጨăଷᅃݛ

ߛᆶሏݛ๕ీڦᇸၳ୲ă

ၳ୲օڦ३ಇၳࡕॽᆯᇀڑݒၳᆌ

௬ǈܔၩݯኁܸჾǈ߸ߛၳ୲ڦॏኵሞ

ܸԥևڸݴၩǈݥأ۩ᆶၳ༵ߛ

ᇀবሀଙڦ၄ኵᇑሺेࠔڦዃॏ߭

ଙॏ߭ई୫ڦݯአ֧ăሞଙॏ߭ߛ

ኮक़ܮֶڦǈཚၭăٗरຍঙ

ॆࡔڦǈ૩ස౹ዞࡔॆǈڑݒၳᆌٳ

܈ǈཚ߾ਏׇৈᆯณຕबॆࠅິ

51&Ǘሞଙॏ߭ॆࡔڦگǈ૩සெࡔǈ

੦ǈྺٗڍਦ֧฿ဃႴڦ

ڑݒၳᆌփ ࡗג31&ă୯ڑݒڟၳ

ߛӆپॏઠǈ
்ኮक़ڦ৪ኛघ

ᆌǈᇑჄሺڦए၍൧ৠ၎Բǈरຍ

ଜڦăፌࢫǈ༵ߛీၳܠڦᅮม

ٯแڟ3121ࢅ3131ݴ՚३ಇ6.

ࣷၳᅮܸݥຳටᅮăᆯᇀฉຎᇱᅺǈ

26& ࢅ 26.46&ă

ิׂॆණ๎ీߛ༵ྺڟᇸၳ୲ܸࡀٷ
ఇ߀Վरຍޅڦ၃ᅃӯԲথڦׇၳ
ᅮᄲٷăሞႹॆࡔܠǈٷଉࠌڦᆶࢅຳ
ᆶཨጨཨၠཚएإยแॺยĂᅜतྺ
ᆌഛכ୫ႜܸᆐሰৣ࣍ڦǈ߀Վሏ
ݛ๕ࠓڦׯዘٷቱҹă
!!! 机会：႑တरຍྺٗܔཚᆛڟ܂
࣍ৣකሞాڦևݴཚྔևׯԨۨॏ
༵ࠃକႎڦऐࣷǈ
ํแ߸ᆶၳۨڦॏݛ
݆ॽߴยԢࢅఇ๕ࠓଇݛ௬ీڦᇸၳ
୲༵ߛ༵ࠃघǈ
ཚ߾ਏׇዐ٪ሞ
ڦፆҹ֑ᆩߛၳଙरຍڦᅺ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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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ＴＳ－ ２：

技术选择

障碍与机会

部门减排政策的含义

ᇸၳ୲݆ࡀĊĊஃጲᇼႠڦईഽ
Ⴀ ڦ. ڦᆶၳႠظሰକཉॲăยऺଆ
ࡻࡀ݆ڦᅜၩࡀٷأఇरຍՎࣅٷڦ
ևޅݴ၃ǈᅺྺᆶڦ৪ኛኁۼ௬ܔཞ
ᄣࡀ݆ڦăްݒჺ৯ڦࡕǈీࠕ
๑༐ഽ܈३ณ 61&Ăٗઠຫ३ณ
211&ڦरຍ٪ሞڦǈܸबࢭׯԨ
ᆶၳڦăፌࢫǈൟ႙ഛڦכศჺ݀ཨ
ᅙঢ়ሞंࢇۯ૰ऐࢅכଙۉरຍ
ݛ௬ൽڥକᆅටጀణڦօăසࡕૌຼ
ڦ౮૰ీཨၠࠅୟऋሏĂࡵĂཎୟࢅ
࡛ሏཚरຍǈॽᅜइڥയሞڦዘٷ
ၳᅮă
!!! 工业：߾ᄽևோڦዷᄲ३ಇስ

障碍：ඍ݄ྜඇׯԨۨॏǈీᇸሞ

工业：३ಇᇨॽڞዂॲᅃࡔ

༵ߛీᇸၳ୲ǈᆮഄሞ݀ీߛ༵ॆࡔٳ

ิׂׯԨዐڦԲ૩၎ܔডگǈඍ݄ᆶ࠲

ॆሰᄽڦࠓՎࣅǄևݴᆯຳටၩ

ᇸၳ୲ݛ௬ᅙঢ়ፕକ߾ܠፕǈڍධ

ևݴၩݯኁࢅิׂኁڦ႑တǈሞᆶࡔ

ݯႴ൱ՎࣅᆅഐǅǈᅮᇀবీยԢࢅ

٪ሞᅃօ३ಇڦስăᇑTSFT!C3

ॆĂᆮഄ݀ቛዐࡔॆǈጨূࢅຄଁर

گ༐रຍࠃڦᆌǈߛࡼీႜᄽփڥփ

൧ৠ၎Բডǈ ڟ3121 ࢅ 3131 ᅜ

ຍටᇵڦփፁ߾ᄽևோ࠲ڦ॰ቱҹă

߀ՎଙĂ֑ᆩႎरຍई༵ߛॏ߭ă

ݴ՚३ಇ 411.611NuD0 ࢅ 811.2-

ܸǈڑݒၳᆌీڞዂᇨଙኮྔڦ

211NuD0ǈኄၵስٷڦևׯྺݴ

!!! 机会：൶ᇘ࣍ৣ૬݆ǈጲᇼႜۯǈ
༬

Ԩăᅃӯܸჾǈ߾ᄽևோ ݥڦDP3 ࿒

՚ཚࡗአުڦ౮૰ઠྜڦׯጲᇼႜ

ഘ༹ಇݣଉ၎ܔডၭǈܸᅜዐڪई

ۯǗথցཌྷࢅࠀׯਖ਼ޜฉຎቱ

ᆶ้ׯԨ३ಇ 96& ᅜฉă

ҹڦ০ă૬݆ĂۨՔጚĂ߸ࡻڦ

௬ࡕă

ׇᆮഄᆩᇀൟ߾ᄽևோă
!!!!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ሞཱིں૧ᆩ

!!! 障碍：ཱིں૧ᆩՎࣅࢅ෧ଠዐڦ३

!!!!࿒ഘ༹३ಇአ֧ᅜںཱིܔ૧ᆩ

ई࠶ዐᅜᆶෙዖएԨݛ๕३࣐ٷഘ

ಇቱҹԈઔǖඍณጨূĂ॔੦तᄓኤට

ׂิٷᆖၚǈᆮഄሞ༐ဌࢅิ

ዐ DP3 ౪ڦ܈ሺेǖԍࢺĂဌࢅ༺پ

ᇵࢅऐࠓీڦ૰փፁĂมࣷሀᅺ

ଙิׂݛ௬ăሞඤॆࡔټǈڦྷݔٷ

băኄၵݛ๕้ڦक़ఇ๕փཞǈᅺُǈ

Ǆස๋ࠃᆌǅĂටૌิऄܔጲ෧ଠڦ

३ಇऄۯᆶዺᇀԍࢺิܠᄣႠĂሺे

ስనዖ݆ݛᅜतഄയሞၳࡕසࢆॽൽਦ

ᅈડĂںཱིܔਸࠞڦĂට੨უ૰Ă
ܔ

౫٩৽ᄽĂԍࢺୁᇘǈܔჄ݀ቛፔ

ᇀထྭ้ڦक़ॐᅜतࢅ୲ׂิڦںړ

ڦႴ൱ڞዂڦథׇ൶ᇘڦકٷ

ࠋ၅ăྺํ၄ኄၵణՔǈᆶՂᄲܔऐ

૦๏߅ඡ൧ă
ӀْܾڼೠࠚԒߢࠚ໙ǈ ڪڪăሞඤॆࡔټǈ෧ଠऄۯᅃӯۼᆯ

ࠓႜۙኝǈሺेںړมཷࢅׂᄽহڦ

 ڟ3161ǈኄၵٯแٷሀᅜ๑ඇ൰ٷ

አު෧ଠևோ࠶ǈݛںมཷतຳᆐഓ

֖ᇑǈժষُইگአުሞ෧ଠ࠶ዐፕ

ഘዐڦ༐३ณ 941ᅢܖ༐ ڟ2421ᅢܖ༐

ᄽ֖ڦᇑณăሞగၵඤںټ൶ǈ༬՚

ᆩă

Ǆഄዐ 7 1 1 ￣9 8 1 ᅢܖ༐ઠጲ෧ଠ३ಇǈ ݥዞǈ౫ፕ୲ׂิگڦĂ෧ଠׂ
341￣551 ᅢܖ༐ઠጲ౫ᄽཱིග३ಇǅăኄ

Ⴔ൱ܔ౫ፕࢅႉֹڦ৪ኛۼᆶీࣷ

ᅃࠚ໙ኵሞُࢫࠅڦਸჺ৯ዐۼएԨு

ইگ३ಇڦऐࣷă

ᆶՎࣅă၎Բഄݛ๕ǈ࠶ںׯڦ
Ԩᄲܠڥگǈሞ 1 ெᇮ 0 ܖ༐ǄĐມᆔđ !
ऐࣷǅ ڟ23 ெᇮ 0 ܖ༐ኮक़ă

机会：ሞཱིں૧ᆩࢅ෧ଠዐǈႴᄲ

ཚࡗघٯแࢅአ֧ઠํ၄रຍയ૰ă
்ᅜአު݆ࡀĂࢅցཌྷǈ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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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ＴＳ－ ２：

技术选择

障碍与机会

部门减排政策的含义

ᅜঢ়षघٯแǈසܔĖۼᅱۨ
ກėዐ༵ڦڟԥվइࢅ੦ڦ༐ଉߴᇎ
ׇԒؐ)ኄൽਦᇀᅱۨກሞ DPQ ਦᅱ
ࢫํڦแ൧*ă
农业和废弃物管理：ඇ൰ీڦ

!!! 障碍：౫ᄽࢅݭച࠶ዐڦቱ

!!! 能源：෧ଠࢅཱི࠶ںᅜ༵ࠃܠ

ᇸཨᅜگᇀ 2& ڦ܈ሺेǈഄዐݥঢ়

ҹዷᄲԈઔǖඍณჺ݀ጨূĂඍณኪ๎

ዖምิ༹ࠦڦĂᅂ༹ࢅഘ༹ଙǈઠ

!

षࢇፕᇑ݀ቛፇኯࡔॆሺڦ܈ፌǈ ׂĂ݀ቛዐࡔॆටᇵࢅऐࠓీ૰ฉ

༺็ࣅپଙă

ܸঢ়षገ႙ࡔॆᅙঢ়ሞူইăణമᅙᆶ

ڦඍ݄ࢅ႑တฉڦඍ݄Ăሞ౫ׇೝ

ᅃၵ࿒ഘ༹ڦ३ಇስǈ்ڦཨጨ

వᅜ֑ൽ၎ᆌٯแĂ݀ॆࡔٳඍณܔ

!!!!材料：෧ଠࢅഄิༀଙׂᆩ

ሞǉ 61 ெᇮ 0 ܖ༐ ڟ261 ெᇮ 0 ܖ༐ኮ

ᄢኳኁথႎ႙Ⴟథरຍڦघࢅ႑

ᇀॺዾĂԈጎĂሰኽࢅഄᆩǈᇑഄ

क़ăԈઔǖ౫གྷ࠶ሺेڦ༐ئଉǄڟ

တǄႴᄲഄၳᅮǈܸփৈৈ࿒ഘ

༵ࠃཞᄣޜခپ༺ڦଙ၎Բǈీᇸ

3121 ٳ2/36ᅢܖ༐ 0ǅĂႿథ࠶߀

༹३ಇǅă

ၩࡼଉᄲณă

՚ྺ 4111ྤܖ༐ 0ࢅ 811ྤܖ༐0ǅ
Ǘ

!!!!机会：႑ᆩ༹ڦჽฦĂჺ৯ᆫံ

!!!!农业 ／ 土地利用：༐ဌࢅ༐࠶

ཱིග༐ဌǄ6111.21111ྤܖ༐0ǅࢅ

ଶᇘ߀ڦՎĂࡔॆक़ऐࠓဣेڦഽĂ

Ⴔᄲٷڦଉཱིںీᇑഄڦںཱིܔ

ۯݭചዐ३ณ ڦO3P!ಇݣăසࡕీ

ཱིܔග༐ႜஹᅟĂॽ๋Ă္ྼĂీ

Ⴔ൱Ǆස౫ᄽᆩںǅᅃዂईׂิலܜăᆯ

ํ၄रຍገᅎժܔ౫௷߀Վഄدཥݛ๕

ᇸׂࢇഐઠٯڪแਦኄၵቱ

ᇀิܔዊଙิׂႴ൱ڦሺेǈ࿒

ߴᇑঃǈኄၵ३ณڌಇٯڦݣแሞٷ

ҹ݆ݛڦăኄၵٯแᆌᇑჄิׂ

ഘ༹३ಇሞںܠ൶ܔࣷۼ౫ᄽׂิᆖ

ևںݴ൶ۼႜڦăᆩ౫ፕీᇸ༺

ݛ๕݀ڦቛ൵ԍᅃዂă

ၚă߷ں৪ኛ૰ڦሺेॽࣷߛଂ๋

ࢅ߀ׂิڠ३ณڦDI 5ಇݣǄݴ

็ࣅپଙਏᆶଆࡻڦᆌᆩമৠǈമ༵

ࢅഄ౫ᄽׂڦॏ߭ă

ഄׯԨ߸ਏ৪ኛ૰ժీԍኤ౫ፕ

!!!!සࡕᅙᆶཱིںᆩᇀଂ๋ࢅ္ྼิ

ิׂڦჄႠăཚࡗݭച࠶߀ڦ

ׂժᆶጨᇸࣆڦǈీᇸᆩ౫ፕ

ǈ ڟ3121 ᅜ๑࿒ഘ༹ಇݣଉԲ

ዖኲᄺᆶዺᇀཱིں૧ᆩܠڦᄣႠă

2::1Ǆ࿒ഘ༹ಇݣଉྺ3/5ᅢܖ༐ړ
ଉǅ३ณ 3 ᅢܖ༐ړଉǈ ڟ3131 ३ณ
4/3 ᅢܖ༐ړଉă
!!!! 废弃物管理：૧ᆩઘऎགஙࢅீ֫ !!!! 障碍：ሞႹ݀ܠቛዐࡔॆڦႎ႗
ዐڦोྛă૧ᆩઘऎགஙഘࠃඤࢅׇ݀ ۉዐǈܔઘऎഘ࠶ڦई३ณݭച࣏
ሞփሺेăሞᅃၵ߾ᄽࡔǈ༬՚ሞ౹ ፔڥณă
ዞࢅනԨǈཚࡗኽࢅ္ྼ࣮ڦईኁ૧
ᆩݭചీᇸገࣅยԢॽݭኽᆩፕิ !!!! 机会：ၟெࡔࢅࡔڤኄၵࡔॆᅙঢ়
ଙǈݭചీᇸገࣅยԢڦၳ୲ሞփ ᆶጆோڦአ֧ઠ३ณׂิोྛݭڦച
༵ߛǈ၎ᆌٷڦഘකಇݣᄺ߸ณă ࢅ 0 ईᄲ൱ॽઘऎᇸڦोྛፕྺీᇸ૧
ᆩăܔᅃӷڦઘऎोྛઠഄ࣮ׯԨ
ڦă
!!! 能源部门：ሞీᇸևோǈᅙᆶڦरຍ

!!!!障碍：ዷᄲڦቱҹටᇵतऐࠓీ

!!!!煤炭：ᇑփ֑ൽڦྔܮഘࢪአ֧ူ

ስփৈᅜํ၄ገ࣑ၳ୲ߛ༵ڦǈ࣏ీ ૰ĂփྜڦጨԨׇፆҹକܔၭ႙ݴ

ీڦᇸࠃᆌᇨ֪၎Բǈீ༓ิׂĂ
ၩࢅݯ
ሞሺेᅃْీᇸ๑ᆩڦཞ้ཚࡗྃ༐ࢅ३ ොဣཥڦཨጨĂཨጨ࣮Ԓ୲వᅜඓۨĂ ৽ᄽॽࣷᅺྺ࿒ഘ༹३ಇአ֧ܸူইă
ณ࿒ഘ༹ႅٯڪแ३ณڇ࿋ీᇸิׂ ࠲ߛĂඍณ႑တĂඍณ३ಇरຍڦኪ ڍසࡕႎீڦ༓ิׂአ֧ᄺࠞൣলீ
ڦ࿒ഘ༹ಇݣଉă࣮ீ֫ोྛഘĂ༵

๎ׂڪڪăܔምิీᇸઠຫǈ؛

ิׂरຍࣆڦǈۙኝׯڦԨࣷܠڥگ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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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ＴＳ－ ２：

技术选择

障碍与机会

部门减排政策的含义

ߛீഘీۉᇸၳ୲Ăᅜतඤۉ

ׯԨߛĂඍ݄ጨূᅜत็ࣅܔଙڦց

!!! 石油：ඇ൰३ಇ֧ܔᆶీڞዂ็

ׂڪĐມᆔđስۼᆶዺᇀ३ಇăڍໜጣ

ཌྷዷᄲቱҹă

ᆳิׂࢅஹᅟူڦইǈᇑփ֑ൽኄዖአ֧

ঢ়ष݀ቛǈৈ੍༵ߛၳ୲ॽփፁᅜ੦

၎Բǈీᇸ੨ኁॽ௬ଣူڦইăڍ

ీᇸևோ࿒ഘ༹ಇݣăႎ႙ڦምิ

!!!!机会：݀ܔቛዐࡔॆઠຫǈԈઔǖٝ

ǈํܔ၄ĖۼᅱۨກėణՔ้็ᆳॏ

ీᇸᅃዖ३ณڇ࿋ీᇸิׂಇڦݣ

ీᇸࠃᆌࢅႴ൱ڦሺेĂཚࡗظሰᅃ

߭ڦᆖၚీԲఇ႙ᇨ֪ڦڟჹዘ܈ײ

ስǈᅙঢ়၂๖ഽڦሺ൵ǈڍ

߲घৣ࣍ڦઠेยԢࢅरຍڦገ

ᄲၭǈ
ᅺྺሞఇ႙ዐփԈઔํ၄३ಇ

ሞඇ൰ీᇸิׂዐܮݻڦධၭᇀ

ᅎĂీ૰ॺยĂํ၄ൣলࢅߛీၳर

ణՔ้ഄ ݥDP 3 ࿒ഘ༹ڦ३ಇ֧ܔ

2&ăཚࡗվइࢅඁ أDP 3 ᅜํ၄Đൣল

ຍገᅎࢇڦऐăඇׯԨۨॏࢅ႑တ

ᅜतଳऄऐă

ీᇸđڦरຍᄺ༵ڟڥᅱǈኄዖरຍॽݥ

ဣཥྺ݀ࠃ༵ॆࡔٳକऐࣷăरຍ߀

ᆶዺᇀॽׯԨইڟᇑምิీᇸ৪

ࢅࣅ็ଙิׂࢅ๑ᆩ३ณټઠڦ

!!!!天然气：࿄ઠ 31ዐǈߵ൶ᇘईړ

ኛڦೝǈ࣏ڍᄲཚࡗܔഄႜႠࢅ

ेၳᅮీڦٷă

ںཉॲڦփཞǈ३ಇܔཀഘڦ๑ᆩీ

ీৣ࣍ڦᆖၚႜٷଉڦჺ৯ઠਦۨഄ

ׂิኟ௬ई௬ᆖၚăॲܔᅃࡔॆ݀ڦ

๑ᆩăࢃۉᅜतሞగၵں൶ࡀٷ߸ڦఇ

ۉႜᄽઠຫǈඪࢆٗீ༓ࢅ็ᆳڦገ࣑ࣷ

ڦۉᄺᅜഐڟዘᄲڦፕᆩǈڍ்

ጽၠཀഘࢅምิీᇸăሞॲݥᅃࡔ

௬ଣׯԨࢅথႠڦ࿚༶ăႎ႗ڦ

ॆǈ
ገၠཀഘڦയ૰߸ٷǈ
࣏ڍႴᄲ୯

ଙۉरຍᆶྭሞ࿄ઠबๆాྺ༵ߛ

ీᇸҾඇࢅࡔాࠃጨᇸڦ࿚༶ǈ༬՚

ీᇸገ࣑ၳ୲༵ࠃऐࣷă

ܔዐࡔࢅᆇ܈ኄၵீ༓ጨᇸॆࡔڦܠઠຫă
!!!!可再生能源：ምิጨᇸܠݥ
ᄣڦǈ३ಇፕᆩᅈડᇀरຍ݀ቛă
ሞփཞ
ں൶ኮक़ᆯᇀጨᇸᐑޯཉॲᆶփཞă
ڍǈ३ಇአ֧ݥీྺምิీᇸ
߾ᄽڦࠃׇ༵କ߸݀ڦٷቛक़ăሞ
ఫዖ൧ူǈׯԨူইࢅሺഽࠀၳڦჺ
৯ᇑਸ݀ǈᅜतሺेܔምิీᇸڦጨ
ূୁॽሺेഄᆌᆩǈժ३ณׯԨă
!!!!核电：ࢃۉ٪ሞํዊႠڦरຍയ૰
ઠ३ณ࿒ഘ༹ಇݣǗኄᅃۅํీޏ
၄ǈൽਦᇀ၎࠲ׯڦԨǈአዎᅺࢅࠅዚ
ڦথႠă

!!! 氢氟碳化物：IGDڦಇݣሞሺेǈᅺ !!!!障碍：࿄ઠᇑഘࢪՎࣅࢅؚᄟ֫೦
ྺIGDԥᆩઠ༺پևݴኟሞ্ኹ๑ᆩ࣋ ڦ၎࠲ ڦIGD አ֧ڦփඓۨႠă
ؚᄟ֫೦࣋ዊăᇑTSFTܔ3121IGD
ڦᇨ֪၎Բǈࠚऺړ३ಇׯԨگᇀ311ெ
ᇮ 0ܖ༐ړଉ้ǈഄಇݣᅜ३ณ 2ᅢܖ
༐ړଉăࠚ໙ዐٷሀᆶᅃӷڦ३ಇଉ
ᆯᇀTSFTएጚ၍ڦኵߛᇀԨԒߢዐएጚ
၍ڦኵڞዂăഄᇆڦ३ಇଉᅜཚࡗ
ހĂ࣮ࢅም૧ᆩዂૐवઠ३ณಇݣǈ
ईཚࡗ༺پᅂ༹ࢅरຍઠํ၄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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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ＴＳ－ ２：

技术选择

障碍与机会

部门减排政策的含义

!!! 生态工程：৽࡛ᄝิༀဣཥࢅں൰

!!!!障碍：ܔᇀں൰߾ײǈ၄ݥྭ

߾ڦײ३ಇऐࣷઠຫǈටૌิܔဣ

ࢫࡕޅڦ၃ٷݥǈฯ݆ܔ࿒ࢅ܈

ཥڦණ๎ǈᅜतႹܠĂ݆ୱĂࠅೝڦ

ইᇐڦ൶ᇘݴքႜࡗײ੦ă

部门还不存在：փᆩ

ೠॏධ؛օڦă
!!

机会：ᅃၵएԨֱۙڦᅜڦă

bĐԍࢺđኸྼࢺࢅԍ٪၄ᆶ༐ੰĊĊԈઔሞኲԥĂཱིගᆶऐዊĂิༀဣཥዐڦ༐ڦዷٯۯแ)සݞኹඤټ෧ଠၠᅜ౫ᄽྺణڦڦ

ገ࣑ĂՆ௨โ*ڪࢌ߅ںă
Đဌđኸ༬ᅪ֑ൽڦሺेߛᇀ၄ᆶ༐ੰڦ༐٪ٯڦئแ)සሰଠĂ߀෧ଠ࠶Ăሞଠׂዐሺे༐٪ئĂ߀
ՎዖኲဣཥǄԈઔዖኲ߸֥ڦܠଙǅĂ३ณ߷*ڪںă
Đ༺پđኸᆩምิิׂ༺็ࣅپଙईߛీࡼׂժᆯُઠՆ௨ࣅ็ଙ
ฏׂิ ڦDP 3 ಇڦݣႜྺă
cں൰߾ײԈઔཚࡗথ੦ں൰ీڦᇸೝ࢚ઠ࿘ۨഘࢪဣཥᅜਖ਼ޜ࿒ၳᆌڦ౮૰ă

表ＴＳ－ ３：ெࡔํᄓᇨ֪ڦཚీᇸഽ܈

１９９７
指标
ႎ႙ঠכǈื 0211 ࠅ

２０１０
ａ

9/7

ＢＡ Ｕ
9/6

22/6

22/5

9/8

8/7

23/1

23/2

21/:

21/2

ݧऐၳ୲ǈፗ . ื 0211 ࠅ

5/6

5/1

4/9

4/7

ऋכǈื 0211 ࠅ

53/1

4:/3

45/7

44/7

ཎୟၳ୲ǈࠅܖ 0 ӥྤঋܺ

5/3

5/7

6/6

7/3

ႎ႙ൟ႙ਸ਼כǈื 0211 ࠅ
ൟ႙ഛכǈื 0211 ࠅ

b!

c

能源效率
7/4

ＨＥ／ ＬＣ
6/6

ａ

CBVǈኸቷ݀ቛ൧ৠǗIF0MDǖߛీᇸ 0 گ༐

c!

Ԉઔ၄ᆶঠࢅכൟ႙ਸ਼כ

4/4/4!߾ᄽևோዷᄲ३ಇስ

ዷᄲڦስăᅜཚࡗٳܠຕӥ߲༬ۨևோڦरຍํ
၄ǈᇑएጚ൧ৠ၎Բǈඇ൰ీాྷݔᇸၳ୲߀ڦയ૰ࠚ

!!!!2::6߾ڦᄽಇݣ༐ಇڦݣ54&ă2:82ڟ2::6

ऺሞ 3121 ྺ 4 ǉ 6 ᅢܖ༐ǈ3131 ྺ 8 ǉ : ᅢܖ༐ăܔ

क़߾ᄽևோڦ༐ಇݣሺ ྺ܈2/6&ǈഄዐሞ

ᇀࢫኁઠຫǈႴᄲփႜरຍਸ݀֍ీํ၄ኄᅃയ૰ă

2::1ࢫইڟگ1/5&ă߾ᄽևோᅃሞփਸ݀ᆶ߸ߛ

ٷևీݴᇸၳ୲߀ڦስᅜᅜ৫ׯڦԨํ၄ă

ీᇸၳ୲߾ڦᅝժ३ณ߾ᅝࡗײ၎࠲ڦ࿒ഘ༹ಇݣă
߾ᄽևோྸᅃᅃ߲ሞঢ়षࢇፕᇑ݀ቛፇኯࡔॆዐ༐ಇ

!!!!ଷྔᅃ߲ዘᄲڦስ༵ߛଙၳ୲ǄԈઔთ࣍૧

ݣ३ณڦևோǄ2::1  ڟ2::6 ྺǉ 1/9&ǅăঢ়षገ

ᆩĂ߸ߛၳׂิڦยऺᅜतଙ༺پǅǗᆶీሞ

႙ࡔॆ ڦDP3 ಇူݣইڥፌૣ࡞Ǆሞ 2::1  ڟ2::6 ഄ

3131 ํ၄7ᅢܖ༐ڦ३ಇയ૰ăDP 3 ३ಇڦഄऐࣷ

߾ᄽጺׂኵူইक़ǈಇݣଉူই 7/5&ǅă

ᅜཚࡗଙ༺پĂDP 3 ඁࢅأ٪ئĂ๑ᆩּࢅౄڪ
ઠํ၄ă

!!!!փཞ݀ॆࡔٳኮक़ǈᅜत݀݀ࢅॆࡔٳቛዐࡔॆኮ
क़߾ᅝࡗీڦײᇸၳ୲ֶ՚ධٷǈኄᅪ࿆ጣ၎ᆌڦ

!!!!Ⴙܠ༬ۨ߾ڦᅝփৈಇ ݣDP3 ǈܸᄺಇݣഄڦ

३ಇയ૰ሞփཞࡔॆኮक़ᄺᆶٷփཞă

 ݥDP3 ࿒ഘ༹ăमܾ໗ิׂഓᄽᅙঢ়၂ںইگକഄ
O3P ڦಇݣǈ୩߾ᄽሞ३ณ QGDǄDG5ǈD3G7ǅಇݣฉᄺ

!!!!߾ᅝࡗీײᇸၳ୲߀ڦ३ณ࿒ഘ༹ಇڦݣፌ

ൽڥକ၂ዸׯजăሞሰᄽዐᅜ၎ܔডܖڦگ༐ړଉ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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ಇׯԨॽݥDP3 ಇݣᅃօইڟگᅃ߲گೝݥ

සࡕ߲ெࡔටڦට࣮୲ٗඇࡔೝೝ༵ߛࣀڟ

ీڦă

ฺܙዝဇჯڦೝǈ৽ᅜ३ณெࡔ5&ڦ࿒ഘ༹ಇ
ݣଉăܔᇀཚࡗ࣮ኽቧࢅࣅ္ǈ࣏ཚࡗሞݭച

!!!!ణമᅙኪڦरຍስᅙঢ়ፁࠕ݀ॆࡔٳሞ3121മ

ీᇸገࣅยԢዐॽݭኽፕྺิଙ๑ᆩǈઠํ၄ం

३ณഄ࿒ഘ༹ಇڦݣਨܔଉǈፁࠕ݀ቛዐࡔॆ၌ഄ

࿒ഘ༹ಇڦݣ३ณǈධ٪ሞኛᅱăٗ࿒ഘ༹ಇݣ

߾ᄽևோಇݣଉڦ၂ዸሺă

ঙੂ܈ǈଇ߲ስڦࡕࡻۼᇀઘऎགஙăሞᅃၵ݀ٳ
ࡔॆǈ༬՚ሞ౹ዞࢅනԨǈݭചీᇸገࣅยԢᅙঢ়

4/4/5!౫ᄽևோዷᄲ३ಇስ

Վߛे߸ڥၳǈٷഘකڦಇݣᄺ߸ेگă

!!!!2::6౫ᄽಇݣৈඇ൰ీᇸ๑ᆩ༐ಇڦݣ5&ǈڍ

4/4/7!ీᇸࠃᆌևோዷᄲ३ಇስ

ഄዐ 31& ᅜฉڦටྺ࿒ഘ༹ಇݣዷᄲઠᇸᇀ DI 5 ࢅ
O3Pǈᅜतཱིںൣኝׂิ ڦDP3ăጲْܾڼೠࠚԒߢᅜ

!!!!ࣅ็ଙॽीჄዷڞඤ૰ࢅۉ૰ิׂă݀ڦۉ༐ಇ

ઠǈ౫ᄽևோీڦᇸၳ୲ᆶณଉ༵ߛǈසࡕܔփ૧࣍ৣ

ྺݣ32ᅢܖ༐0ǈඇ൰ڦ48/6& ǈڟ3121ࢅ3131

ᆖၚڅڦ႐ీᆅഐፁࠕ࠲ጀࣆڦǈᇑኲࢅۯิׂᆶ

ݴ՚ྺ 46 ࢅ 51 ᅢܖ༐ 0 ăሞ݀ۉևோǈසࡕᆶ؊ፁ

࠲ิڦरຍ࣏ీ݀ڦٷ߸ڟڥቛă
Ǆසࡕీࣆڦǅට

ڦཀഘࠃᆌࢅ၎ᆌڦएإยแǈׯگԨڦഘࢇთ

21

ૌ๋ٗၠኲڦገᅎᅜ༵ߛీᇸၳ୲ǈ ࣍݀ۉǄDDHUǅ
Ǆፌႎ႙ڦገ࣑ၳ୲ᅙথৎ 71&ǅॽ
३ณ࿒ഘ༹Ǆ༬՚౫ᄽևோڦO3PࢅDI5ǅڦಇݣă ႎڦۉዷڞስăएᇀீഘࣅࢇთ࣍ǄJHDDǅईג
౫ᄽևோڦᅜူՎࣅሞ3121മᅜ၂ዸ३ณഄ࿒ഘ

ଣহยऺံڦீ༓रຍᅺྺᆶ߸ߛڦၳ୲ǈਏᆶᅜዐ

༹ڦಇݣǖ

ׯڪԨํ၄३ಇڦയ૰ăۉ૰ևோםၨ࠶ణമरຍ

!Ą!ཚࡗবሀ߷ࢅں३ณཱིں૧ᆩഽे܈ഽཱིගڦ༐ဌ

ስڦᅃ߲ዷᄲൻۯᅺăፁ֑ࢅิׂࡗײႴ൱ڦ

!!!!Ǘ

ݴො߾ڦᄽࢅฆᄽඤׂۉǄDIQǅဣཥᅜټઠٷଉ

!Ą!ཚࡗڠགྷ࠺߄࠶ǈ߀ݨଙ๑ᆩǈᅜतইݒگᒑ

ڦ३ಇă࠶ܔएᇀምิీᇸጨᇸई๑ᆩଙۉĂྲ

!!!!ۯ ڢDI5 ಇݣઠ३ณ DI5 ಇݣǗ

ۉऐࢅຯ༬ଠǄTujsmjohǅ݀ۯऐݴڦොࠃۉဣཥڦ႗

!Ą!ཚࡗ๑ᆩ࣐ࣅݨĂᆶऐݨଙĂࣅڌᅞवĂएᅺ

ሞփሺǈڍሞႹ݀ࢅٳ݀ܠቛዐࡔॆႜۉڦ૰և

!!!!߾ײሰڦ۹ኲઠՆ௨౫ᄽևோටྺׂิڦ

ோڦዘፇ ܔDP3 ३ಇڦᅃօၳࡕణമ࣏փඓۨă

!!!!O3P ಇݣǄሞ౫ᄽևோዐࡗגକࣅ็ଙ๑ᆩׂิ
!!!!ڦ༐ಇݣǅăዐࡔࢅெࡔڦO3Pಇݣଉፌٷǈዷᄲઠ

!!!!ࢃ߾ۉᄽᅙঢ়ሞణമยԢएإฉ၂ዸሺٷକඹଉᅺ

!!!!ጲᇀڠགྷࢅഄ౫ᄽཱིගዐݨࣅڦ๑ᆩă ڟ3131

ጱǈኄᅜ؊߀ݴഄঢ়षႠǈ๑ഄยԢంჽਏᆶ

!!!!ǈ
ሞᆶ߸ڦܠስઠ੦แཱིݨගڦO3Pಇ้ݣǈ ׯԨᆶၳႠăأڍକჱዞǈഄऺࣄዐईॺยዐڦऐፇ
!!!!ُևࠋڦݴ၅࣏ࣷ߸ٷă

࣏Բডณăਸ݀ాሞҾඇࢅׯگԨݒࢃڦᆌܑኟሞओट
ႜǈኄྺକইگมࣷঢ়षቱҹࢅ३ณࠅዚܔҾඇĂࢃ

!!!!౫௷ܔኄၵरຍڦ૧ᆩഽ܈ᆶߛڦփඓۨႠǈᅺ

ݭଙ٪ئᅜतࢃકො࠲ڦڪጀăᆯᇀۉਸ݀ڦᆩں

ྺኄၵरຍڦ๑ᆩీႴᄲׯڦྔܮԨă
ᅺُǈ
ీႴᄲ

ডณĂׯԨডߛᅜतࢅৣ࣍ںړܔมࣷڦᆖၚǈأକᆇ

ཚࡗ༬ڦᆌܔአ֧ઠၩأঢ়षฉڦቱҹᅜतഄቱҹă ࢅ܈ዐࡔڦब߲ٷ႙ۉၜణྔǈႎۉၜణॺڦยᅙ
ঢ়࣐ݣăޅऐ݀ڦቛݥტǈሺ܈ᅙঢ়ࡗג
4/4/6!ݭച࠶ևோዷᄲ३ಇስ

36&ǈ ڟ3111 ॽ ڟٳ24HX ڦጎऐඹଉăഄምิ
ీᇸසᄞీࢅิዊీǈໜጣׯԨူইᄺሞփሺǈ

!!!!ܔઘऎགஙࢅீઁׂิ ڦDI 5 ڦ૧ᆩᅙঢ়ሁઠሁ

أڍۉኮྔڦምิీᇸሞඇ൰Բ૩ධگᇀ 3&ă

ܠă૧ᆩઘऎഘ༹ࠃඤࢅ݀ۉᄺሞփሺǈᅺྺሞዮ

ໜጣۯ૰ഽڦ܈ሺेࢅׯԨڦփူইǈଙۉਸ๔

සࡔڤĂ๗Ă౹Ăࢅெࡔॆࡔڪǈኄአ֧ᄲ൱
ڦăӷຕڦઘऎགஙDI5 ࣮ڦׯԨڦăሞࡔڤǈܔ

21!

ጀᅪǖᆯᇀৈଚକฉຎ 5 ߲ևோڦಇݣ൧ǈݴևோڦӥݴ

ׂం࠶ڦᄲ൱ᅙঢ়ٗԈጎકቛڟഛۉࢅכጱׂă Բኮࢅփ 211&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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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ڼෙْೠࠚԒߢ

३࣐

ڼෙ߾ፕፇरຍቌᄲ

ਏᆶߛၳඤڦׂۉയ૰ă ڟ3121 ǈீࢅิዊీּ

DGD ᅙঢ়ཚࡗ੦ಇݣĂইࡼڇگĂ༺پरຍᅜतԈઔ

ࢅฏĂႉڦഘࣅĂ߸ߛၳۉ݀ޚ࠼ڦĂৎ࡛ӂޅ૰

ࢇׯҽĂ༐ൠࣅࢇĂDP3 ࢅپڪᆩᅂ༹ईኁଷૌरຍ

གྷĂᅜतएᇀᅚิڦـଙۼڪᆶీׇă

ઠၩأăስࢆዖDGDࢅPETپ༺ڦໜጣᆩǄԈઔ

்ڦܮݻׇໜጣბသ൸၍ׯԨူڦইࢅ၄ᆶۉएإ

գၒĂᅎۯतࠦۨۙĂඤԭĂᅅᆩतഄഘवدဣ

ยแ߸ڦႎᆶྭሞ 3131 മڟڥሺă

ཥĂ௶आഗĂමवڪǅڦփཞܸփཞăग़ࠥీᇸၳ୲ࢅؚ
ᄟ֫ԍࢺݥዘᄲǈ
༬՚ሞ݀ቛዐࡔॆǈఫڦߑׇ

!!!!ᇑْܾڼೠࠚԒߢ้၎ԲǈDP3 ڦඁࢅأ٪ئ

ਸ๔݀ቛժ࿄ઠࣷԍডڦሺ܈ă

ᅙঢ়߸ྺׯႜڦስă૧ᆩீ༓ईิዊీፕྺൠڦ
ᅃ߲ઠᇸǈժ٪ݭئചڦDP3ǈ༹၄ၠൠঢ়षڦీ

!!!!ߵణമ݀ڦቛ൵ǈ्ۨپ༺أPETኮྔுᆶ՚

ᅃօăDP3 ԥ٪ئሞࡤ֫ǈഄྜኝႠ॔ڟڥ੦ăܔڍఫ

ڦᆩǈIGD ׂڦଉᇨऺሞ 3121 മॽ ڟٳ48 ྤܖई

ၵ༬ۨ٪ئઠǈ٪ئධሞஃኤࡗײዐǈ࣏Ⴔᄲ

2/8 ᅢܖ༐ړଉ 0 ǈܸ QGD ׂڦଉॽփ ࡗג2311 ྤܖ

ཚࡗჺ৯ઠඓۨሞ߳ዖ٪ئስዐ၄݆੦้ڦ

༐ړଉ 0 ă3121 ڦಇݣଉॽ߸ेవᅜࠚऺăፌٷ

ৣ࣍ܔݣኟई௬ڦᆖၚǈ
ᅜतࠅዚ௬ଣޅॳڦ၃ă ڦಇݣᇸీᅎۯۙĂኮࢫฆᆩգၒࢅࠦۨۙă
DP 3 վइࢅ٪ئᄓยԢᆶྭሞ 3121 ཨ๑ᆩǈሞ

ణമ IGD ᆩᇀ݀ಟवڦଉԲডณǈڍසࡕᆩ IGD ༺پ

3131 ܔ३ಇፕዘᄲࠋ၅ăཞิༀဌᅃᄣǈDP3 ڦ

ᅃև ݴIDGD ࣆڦǈഄ๑ᆩଉᇨ֪ሞ 3121 ॽڟٳ

ඁࢅأ٪ئᅜፕྺణമ༵ߛၳ୲Ăଙገ࣑ᅜत

4111 ྤܖ༐ړଉ 0 ǈಇݣଉॽ ٳ611 ǉ 2111 ྤܖ༐ړ

ਸ݀ምิీᇸڪ౮૰ڦց؊ǈڍՂႷሞঢ়षฉీࠕᇑ

ଉ 0 ă

ഄ၎৪ኛă
３．４ 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和经济潜力综述
!!!!ԨԒߢ୯କԨևோ३ಇरຍڟ3131ሞႎॺۉ
 ڦDP3 ३ಇയ૰ăDDHUᆶထྭٗྺׯణമ ڟ3131ඇ

!!!!ඇ൰࿒ഘ༹ಇݣሞ 2::1  ڟ2::9 ኮक़ᅜ 2/

๘হాྷݔႎሺጎऐඹଉڦፌࠋٷ၅ኁǈܸසࡕཀ

5& ڦ܈ሺăጲْܾڼೠࠚԒߢᅜઠǈႹܠଶᇘᇑ࿒

ഘࠃᆌ؊ፁپ༺ྺׯॽ࣏ࣆڦႎீۉበڦᆶ૰৪ኛኁă ഘ༹३ಇ၎࠲ڦरຍօ၂ዸܸגᇨăᆯᇀर
සࡕࢃۉሞአዎฉথࣆڦǈሞ༺ࢅீپഘ้݀ۉ

ຍօժԥ֑ᆩǈඇ൰ྷݔጺڦ࿒ഘ༹३ಇയ૰ሞ

ॽਏᆶ३ಇയ૰ăิዊీǄዷᄲઠጲݭചĂ౫ᄽࢅ

3121 ॽ ڟٳ2:  ڟ37 ᅢܖ༐ړଉ 0 ǈ3131 ॽڟٳ

ଠᄽޭׂǅᅜतڟۉޅ3131ᄺਏᆶፕዘᄲࠋ၅ڦ

47  ڟ61/6 ᅢܖ༐ړଉ 0 ăኄᅃஃઠᇸᇀٷଉᅈǈ

യ૰ăۉᅙᅃዖׯຄڦरຍǈሞ३ณ DP3 ړଉಇ

ڍᄺ٪ሞᅃၵሀᅺăణമ࣏ுᆶၘဦܔڦඇ൰ྷݔ

ݛݣ௬ڦയ૰Բට்ᇱံᇨଙڦᄲܠڥٷăፌࢫǈ࠶

ڦरຍയ૰ڦჺ৯ǈ၄ᆶںڦ൶ࢅࡔॆჺ৯ڦჺ৯ྷݔ

࿄ઠᄞీ݀ׯڦۉԨᆶྭူޗٷইǈᄞీणዐ݀ۉ

ཚփཞǈܔዷᄲ֖ຕ्ۨڦᄺփཞăᅺُǈUT.2ዐ

ሞ3131മධᅃዖӆࡍڦስăڍᄞీ݀ۉᅜሞ

༵ࠃऺࠚڦኵৈࠃ֖ăڍฉຎዐ༵ڦڟዷᄲஃ

ऐࣷࢅׇྪ݀ۉฉፔࠋٷ߸၅ăፌࡻڦ३ಇስ

࣏ਏᆶߛڦ႑܈ă

ీൽਦᇀڦںړཉॲǈ
සࡕॽᆶኄၵरຍፇࢇഐઠǈ
ᇑԨևோ ڟ3131 ڦሀ 5 ᅢܖ༐ڦᇨ֪ಇݣଉ၎Բǈᅜ

!!!!߳ዖ३ಇስׯڦԨᅈरຍܸᆶՎࣅǈժ၄

ํ၄ 4/6  ڟ8 ᅢܖ༐ڦ३ಇയ૰ă

ں൶ֶڦᅴႠăᅃӷڦ३ಇയ૰ ڟ3131 ᅜํ၄ǈኄ
ၵ३ಇଉڦথၳᅮǄবీଉǅॽࡗגഄথׯԨǄ৫ጨ

4/4/8!ൠޘ༐ࣅࢅඇޘ༐ࣅڦዷᄲ३ಇስ

ׂĂሏႜࢅྼࢺׯԨǅ
ǈଷྔᅃӷ३ಇയ૰ڦ৫থׯԨ
ሞ 211 ெᇮ 0 ܖ༐ړଉǄ2::9 ॏǅፑᆸईኁ߸ߛăኄ

!!!!IGD ࢅ QGD ڦ๑ᆩᅙঢ়ሞሺǈ ڟ2::8 ᅙঢ়༺

ᅃࠚ໙֑ᆩڦཌྷ၄୲6&ڟ23&ǈᇑࠅᆩ๚ᄽևோڦཌྷ

پକሀ 9&ǄዘଉԲǅ ڦDGDǗሞ݀ॆࡔٳǈDGD ࢅഄ

၄୲ᅃዂăຳᆐഓᄽాڦևᅮ୲Վࣅٷ܈ޗǈ
ܸ

ؚᄟ֫ၩࡼዊǄPETǅׂิڦሞ 2::7 ᅙঢ়ཕኹǈ

ೋߛǈኄࣷᆖၚڟຳᆐഓᄽܔኄၵरຍ֑ڦᆩăߵಇ

ᅜፏĖ༬૧ܻᅱۨກėᆶ࠲ԍࢺೝୁؚ֫ᄟۨࡀڦă ݣ൧ৠǈሞ3121ڟ3131ᅜኄዖ৫থׯԨॽඇ൰
IDGD ᅙঢ়༺پକଷྔ ڦ23&  ڦDGDăഄᇆ ڦ91& ڦ

ಇݣইڟگ3111ڦೝăኄၵ३ಇํڦ၄࣏Ⴔᄲྔ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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ഘࢪՎࣅ!2001

ํڦแׯԨǄሞగၵ൧ူኄᅃׯԨ࣏ీߛǅ
ǈժ

ጹࢇԒߢ

ْೠࠚԒߢዐࠚऺǈ ڟ3161 ٷሀᆶ 711  ڟ981 ᅢܖ༐

ీႴᄲአ֧ኧǄዮසሞ ڼ7 ব௮ຎڦఫၵአ֧ǅ
Ă ᅜཚࡗ෧ଠԍࢅဌǈଷྔڦ341ڟ551ᅢܖ༐ᅜ
ჺ݀ेڦഽĂᆶၳڦरຍገᅎĂᅜतഄቱҹڦਖ਼ڪޜ
Ǆၘ९ ڼ6 বǅ
ă

ཚࡗ౫ᄽཱིගڟڥဌăణമิܔༀ३ಇስയ૰ڦೠ
ࠚ ڟ3161  ڟٳ2111 ᅢܖ༐Ǆેऺǅǈ၎ړᇀኄक़
ᇨ֪ࣅ็ଙಇ ڦݣ21&  ڟ31&ăԨবॽܔิںༀဣ

!!!!ሞॺዾĂཚࢅ߾ᄽևோዐᆶຕӥၜरຍࢅٯแઠ

ཥิڦༀ३ಇٯแႜೠॏǈժጣዘ୯३ಇയ૰Ăิ

३ณ࿒ഘ༹ಇݣă
ሞኄၵևோዐǈ
ీᇸၳ୲ٯแܔඇև

ༀࢅ࣍ৣሀᅺĂঢ়षႠᅜतมࣷ࠲ጀݛڪ௬ాڦඹă

३ಇയ૰ࠋڦ၅ॽࡗגᅃӷă
ٗ߸ઠǈ
ଙ๑ᆩၳ

ཞ้ǈ०ᄲ༪ஃںڦ൰߾ײስă

୲ߛ༵ڦǄԈઔ࣮ǅॽՎྺ߸ڥዘᄲăీᇸ߾ᄽतገ࣑
ևோॽධᆯՍᅓࢅ็ࣅڦݿଙዷڞă
ڍǈ
ٗீڟཀ

!!!!ཚࡗิںༀဣཥ࠶ڦܸփሺेڦ༐ৈీڸ

ഘڦገ࣑Ăۉገ࣑ၳ୲ߛ༵ڦĂ߾ᄽևோĂฆᄽॺዾ

ၩࣅ็ଙಇڦݣᅃևݴăܸǈසࡕኄዖ༐ԍ٪ऄۯ

ࢅऐࠓዐݴොඤࠃۉဣཥڦકቛᅜत DP3 ૧ᆩࢅඁأ

փీჄࣆڦǈ༐ዼ٪ଉሁٷǈ࿄ઠټઠ ڦDP3 ಇݣ

ٯڪแॽׂิ၂ዸڦ३ಇയ૰ă
ࢃۉीჄ૧ᆩ
ǄԈઔჽ

ޅ၃ሁٷăԲසຫǈ෧ଠևோݣചݞआ੦ǈई౫ᄽևோ

ంǅᅜतምิీᇸڦ๑ᆩᅜՆ௨ᅃၵᆯࣅ็

ํႜߛഽں߷܈ǈڞॽۼዂณᅃևڦݴᅜമओેڦ༐

ଙၩࡼټઠڦಇݣăٗᅃၵޭׂࢅݭചසઘऎ

ڦტ฿ăڍǈ૧ᆩิዊీፕྺଙईᆩఢ༺

གஙഘዐइิڦڥዊీᅃዖയሞڦዘᄲీᇸǈ࣏

پᅃၵߛీࡼଙǈᅜټઠᆦ৳Ⴀڦ༐३ಇၳᅮăሞ

ᅜሞཱིගࢅጨᇸࢇݛںڦዖኲీᇸፕઠցิ

༐३ಇԝৠူೠॏڦں༐ဌऐࣷᆶᅮڦǈᅺ

ዊీᇸڦփፁă
ࢅీޅۉᄺᆶᅃۨࠋ၅ǈ
ܸᄞీᆯᇀ

ྺ੦ٷഘዐ ڦDP3 ೝీܔଇዖۼ݆ݛႴᄲă

݀ׯۉԨডߛǈࠋ၅ᄲၭᇀܾኁăO3Pࢅޘૌ࿒ഘ༹३
ಇཚࡗरຍօᅙঢ়ํ၄ă
ᅃၵ߾ᅝ߀ڦՎǈ
ස༵ߛހ

!!!!ܠٷຕิༀဣཥڦ༐ੰፌዕॽথৎഄፌٷ၌܈ăሞ

ࢅም૧ᆩĂ๑ᆩ༺پଙࢅरຍڪǈᅙঢ়ሞႜํแă࿄

ߴ้ۨڦक़ాཚࡗ෧ଠ࠶ၜణํ၄ڦ༐٪ئጺଉࢅ0

ઠڦ३ಇയ૰࣏Ԉઔǖਨᇹಟࢅӷ߾ׂิ༹ڞᅝಇݣ

ईՆ௨ڦ༐ಇݣଉܠณൽਦᇀਏ༹࠶ڦႜྺ)९

ڦ३ณᅜत୩ࢅIDGDǉ33ׂޭڦಇڦݣ३ณăᇑࡤ

UT.7*ăᅺُǈᅃ߲ሞࡗඁᅙঢ়ࡼ༐ิڦༀဣཥॽਏ

ޘഘ༹ၩݯ၎࠲ీڦᇸၳ୲༵ߛڦയ૰ᇑ३ณথಇݣ

ᆶેओ༐ڦٷയ૰ǈܸ༐ئଉᅙঢ়ڦٷ༐ੰ࿄ઠڦ

ڦയ૰၎ړăཱིග༐ဌĂึႿ DI5 ੦Ăবሀ߷ڪں

༐ဌ୲ॽԲডگăᆯᇀิༀဣཥፌዕॽڟٳഄፕྺ༐

ॽࣷܔ౫ᄽևோ࿒ഘ༹ڦ३ಇፕࠋ၅ă

ੰڦፌٷ၌܈ǈഄဌࣹ)न༐ئଉՎࣅ୲*ॽደॷၩ฿ă
࠶ሞᅃۨ༐ੰतഄ༐ဌ୲ߛࣷۼǈڍ்

!!!!ᄲํ၄ኄၵയ૰ǈႴᄲᆶࢇڦአ֧ăܸǈణമ

݆ཞ้ڟٳፌٷăᅺُǈܔᅃ߲ิༀဣཥ֑ൽࢆዖ࠶

ڦჺ݀߾ፕᆶྭޗٷሺे࿄ઠᆩᇀ३ಇስڦरຍݔ

ॽൽਦᇀഄణՔሺഽ܌ओેଉ࣏ሞᅃ้ۨक़

ྷăසࡕᄲํ၄ሞ UT.2 ዐଚڦയ૰৽Ⴔᄲྼ
ኄၵჺ݀ऄۯǈժႜरຍገᅎăሞ߳ևோዐԍ३
ಇႜۯᇑഄణՔǄස݀ቛĂࠅೝĂჄႠǅኮक़ڦ
ೝ࢚ǈԍኤ३ಇႜۯᆶၳํแ࠲ڦ॰ă

ాྼ༐ੰăଇ߲ణՔኮक़ิׯٳీޏༀᅪᅭฉڦೝ
࢚ॽൽਦᇀࡗඁ߅ڦඡ૦๏Ă୲ׂิڦںړĂె้ۨڦ
क़ڪྷݔᅺڦᆖၚăԲසຫǈڟ3121๑ဌፌࣅٷ
֧ܔڦీ݆ሞ 3131 ࢅ 3161 ๑ဌፌࣅٷǗሞ
గၵ൧ူǈڟ3121๑ဌፌڞ࣏ࣷࣅٷዂ༐٪ڦئ
ደॷ३ณ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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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३ಇڦ֧ܔၳࡕᅜत༐ੰકቛࢫڦҾඇႠǈॽ
ڟ࿄ઠඇ൰ՎࣅڦᆖၚǈڍኄၵՎࣅڦᆖၚॽᆯᇀں

４．１ 陆地生态系统和土地管理的减排

൶ᇘĂิༀဣཥૌ႙ǈᅜतںړᆌీ૰ڦփཞܸᆶ
փཞă૩සǈٷഘዐDP3 ౪ڦ܈ሺेĂഘࢪڦՎࣅĂ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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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෧ଠĂ౫ᆩཱིںĂࢅഄڦิںༀဣཥᅜ༵ࠃ

ᄢთ࣍ఇ๕ڦՎࣅĂᅜत܈Վࣅ)ईጲईටྺ

ٷଉڦĂᆶ้܌ሡڦ३ಇയ૰ăԍ٪ࢅဌܾᄟࣅ༐

ׂิ߅ڦඡ*ᅃ߲ܔࣷۼิںༀဣཥ༐ੰׂิ௬ई

ᅜྺᅃօ݀ቛࢅํแഄስᆔ้ڥक़ăJQDDܾڼ

ኟ௬ڦᆖၚă

IPCC ڼෙْೠࠚԒߢ





 qpJS

!"#$%&

!"#$%&'(")*+,

==== !"#$%&'()*+,-./ !"#$%"&'()*+,-.%/01 !"#$ !"#$%&'()*+*


!"#$%&'(




! !"#$%&'()*+,!"#$%&



====

!"#$%&'()*E

F

!"#$% QM 

!"#

!"#$%&'()*

./0123456789:%&'()*+;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Ec^lF !"#$%&'()Eb`bF

 !"#
 !"#$%&'()*+,-./0



!"#

 !"#$ ! !"#$%&'()&*



!"#$%&'()*+',





!"#$%& NKT 

! NKN 

 L 

!"#$%&'()*+ VM 
L 

!"

!"#$%&'()*+ ` l O 

 !"#$%&'(!)*+,- ./0
!"#$%&'()*+,-.

====

!"#$%&'()*+,-./012



!"#$%& L 



!"#$%&'()*+,-./0123







!"#$%&'()*



!"#

!



!"#$

!"#$%&'(



!"#$%&'()

NMB



!"#$%&'()*+

====


!"#$%&'

!"#




!"#$%&

!"#$%&'()

!"#$%&'()*+,-./

!"#

!"#$%&'()*+,-

!"#$%&'()K

QKO 



!"#

!"#$

!"#$%&'()*+,-./012
?  ?  ? 

!"

!"#$

!"#$"%&



!"#$



!"#$%



!"#



!"#$!%&'()*+,-./01234


====

!"#$%&'

E !"#$%&'()*F !"#$!%&



!"#$

!

!"

!

!"

!"#$%&'()*

!"#$%&'

!"#$%

!"#

!=

!"

!"#$%&'()*+,-.+/

!"#$%&'(

!"#$%&'()*+,-

!"#$%&'()*+,-.

QKP=

!

327

ഘࢪՎࣅ!2001

ጹࢇԒߢ

!!!!ሞඤںټ൶ᆶٷऐࣷઠ३ณ༐ಇݣǈ்փ

ᇀᇧࡔॆཚۼᆶᅃ߲Բড࿘ۨڦ෧ଠׂᄽǈ்ᆶ

ీሞᅃ߲߸࠽ڦྷݔݘ෧ଠĂ౫ᄽࢅഄևோڦአ֧ዐ

ᆯණྺঢ়ष݀ቛᇑሺഽ༐ੰڦऄۯ࠲ሞᅃഐڦă

܀ڇ୯ăଷྔǈ֧ܔስߵมࣷࢅঢ়षཉॲڦփཞ
ܸᆶՎࣅǖሞᅃၵں൶३࣐ࢅཕኹ࣯ଠᅃ߲ዷᄲڦ

４．５ 经济成本

३ಇऐࣷǗܸሞഄں൶ǈ࣯ଠ୲ᅙঢ়३ၭڟՉाೝǈ
߀෧ଠ࠶ĂሰଠĂ࣯ܔଠݭࢅںചڦںምሰଠॽ
22

!!!!ܠٷຕჺ৯ණྺǈᅃၵมࣷิༀ༐३ಇڦአ֧ስǈ

ፌᆶဌᆅ૰ڦऐࣷăڍణമڦ३ಇీ૰ ෑၭǈܸ

༬՚෧ଠስڦঢ়षׯԨǈሞᅃۨాྷݔዐ܈ײڪ

ᄺ݆༵ࠃ؊ፁࢅںཱིڦᇸă

ڦăڟణമྺኹǈԒߢิڦༀ३ಇڦঢ়षׯԨՎࣅݥ
၂ዸǈሞᅃၵඤ ٗॆࡔټ1/2 ெᇮ 0 ܖ༐ ڟ31 ெᇮ 0

!!!!ݥඤॆࡔټᄺᆶऐࣷྼ၄ᆶڦ༐ੰĂेഽ༐ੰǈ ܖ༐ǈݥඤٗॆࡔټ31ெᇮ0ܖ༐ڟ211ெᇮ0ܖ༐ăܸ
ई૧ᆩิዊీ็ࣅ༺پଙăኄၵڦ૩ጱԈઔआ

ׯԨऺ໙ᅃӯփԈઔएإยแĂࢇڦཌྷ၄୲Ă॔੦Ă

ሚࢅ،࡞੦ǈ෧ଠԍࢺǈॺยิଠǈ߀ሰଠ݆ݛ

ຕणࢅǈᅜतཱིڦںऐࣷׯԨǈྼࢺĂईփ

ํ७ǈሞዖኲຏఢĂ߀ݭച࠶ऄۯǈेഽ౫

Ԉઔईࢮڦഄ݀ิׯڦԨă
ኄ߲ူڦྷݔহೋگǈ

ᆩཱི࠶ڦںᅜሞཱིගዐሺे߸ڦܠ༐٪ئǈ߀ܔథ

ڍׯܔԨڦࢅتໜ้क़փ߀ڦăܸǈ
ሞ

֥࠶ڦںǈᅜतཽ߷࣏ଠڪă

Ⴙܠ൧ူǈิༀ३ಇٯแీᆶഄڦኟ௬ᆖၚǈස
ԍࢺඤټ෧ଠईิׯႎڦ෧ଠਏᆶኟ௬ྔևၳᆌăڍǈ

! ! ! ! ఢࢅഄิༀׂሞ༐३ಇዐഐڟबዖዘᄲፕ

ໜጣ߸ิܠༀ३ಇٯแڦႜࢅཱིڦںऐࣷׯԨڦฉืǈ

ᆩǖ்ᅜፕྺ༐ੰǗ்ᅜ༺پႴᄲ߸ీܠᇸ

ิༀ३ಇׯԨॽࣷฉืăิༀ३ಇׯԨຼࢭሞ݀ቛዐࡔ

ॺڦዾଙǗ்ᅜፕྺምิీᇸ༺็ࣅپଙă ॆፌگǈሞ݀ߛ߸ॆࡔٳăසࡕิༀ३ಇऄۯዐײڪ
ଠׂᅙঢ়ሞగዖ܈ײฉܔഘࢪ३ಇፕକࠋ၅ǈڍස

ڦ܈ǈႅీࣷၭăڍǈසࡕิༀ३ಇऄۯࡀٷఇ

ࡕएإยแࢅघٯแీࠕ݀ڟڥቛࣆڦǈఢࢅ౫ᄽ

ܸݴք࠽ݘǈႅଉॽฉืă

ׂᅜྺׯჄঢ়षڦᅃ߲ዘᄲᄲǖ்ྺຕ
փܠᅜࡀٷఇ૧ᆩڦምิీᇸጨᇸă

４．６ 海洋生态系统和生态工程

４．４ 生态碳减排选择的标准

!!!!࡛ᄝิༀဣཥᄺᅜྺٷഘዐDP3ڦඁࠃ༵أऐࣷă
࡛ᄝิༀංዐࠦۨڦ༐٪ئଉݥၭǈڍǈᅜዂ૰

!!!!ྺํแٷഘ DP3 ३ಇǈժٝํ၄ഄཞᄣዘ

ᇀ૧ᆩิༀࡗٷॽײഘዐڦDP3 ඁأժॽഄدڟศ֫

ᄲڦణՔǈႴᄲ୯ᅜူՔጚǖ

࡛ᄝዐǈܸփሺेิༀංዐڦ༐ئଉăᅃၵ؛օڦ

!Ą!փཞ้क़ܔ༐ੰࠋڦ၅
!Ą!༐ੰྼظࢅሰڦჄႠĂҾඇႠĂްᇱႠĂᆦ

ᄓᅙঢ়ႜǈڍ࣏ᆶٷଉߵڦԨႠ࿚༶ᆶځਦǈԲ

!!!!৳ႠǈᅜतཚᆩႠă

ႜࡀٷఇڦටྺ֡ጻ֍ీ၂ዸᆖၚٷഘፇׯǈഄټઠ

!Ą!ᇑഄཱིں૧ᆩణՔڦग़ඹႠǗ
!Ą!ႅࢅྔܮႠ࿚༶Ǘ
!Ą!ঢ়षׯԨǗ
!Ą!أഘࢪ३ಇኮྔৣ࣍ڦᆖၚǗ
!Ą!มࣷĂ࿔ࣅࢅ֮Ⴀ࿚༶ǈᅜतࠅೝ࿚༶Ǘ
!Ą!ܔሞీᇸࢅዊևோ༐ୁײဣཥڦྷݔᆖၚǗ

ڦփ९ࢫࡕڪ࿚༶ՂႷڟڥٴăଷྔǈኄዖڦ݆ݛ

සᆶ࠲༐ඁڦأႠీࢅ࿘ۨႠǈᅜतՂႷิܔༀဣཥ

ঢ়षႠ࣏փඓă
!!!!ิༀ߾ײԈઔྺ࿘ۨഘࢪဣཥܸথ੦ں൰ీڦ
ଉೝ࢚ǈᆯُ३࣐ኟ൵ഽڦ࿒ၳᆌăᆶܔీں
ଉೝ࢚ႜ߾ײ੦ڦీႠǈڍටૌܔဣཥڦණ๎
࣏؛റăݥᇨࢫࡕڦీႠ࣏ٷǈฯ࣏փీ

!!!!ᇀഄᇱᅺܸ֑ൽڦऄۯᄺీࣷሺഽ३ಇీ૰ă ܔ൶ᇘڦ࿒܈Ăইᇐݴڦڪքႜ੦ăิༀ߾ײփৈ
ᅃ߲၂ڦ૩ጱඤټ෧ଠ࣯ଠူڦ܈ইăܸǈᆯ

௬ଣጣბࢅरຍฉڦవ༶ǈ࣏௬ଣጣႹܠĂ݆ୱ
ࢅࠅೝႠ࿚༶ăܸǈิܔༀ߾ײፔᅃၵएԨڦ༑৯߾

22!

३ಇీ૰ǖᆶၳ३ಇႴᄲڦมࣷĂአዎࢅঢ়षࠓࢅཉॲ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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ፕඓํՂᄲڦă

३࣐

ڼෙ߾ፕፇरຍቌᄲ

ํाฉǈ ڟ3121 ཱིں૧ᆩĂཱིں૧ᆩՎࣅᅜत෧ଠऄ

ҹǈ
ᅃၵरຍධփࣷԥ࠽֑ݘᆩǈኄৈৈᅺྺኄၵर

ڦۯ३ಇᅜڞዂ DP3 ಇڦݣ၂३ณăႹܠኄၵऄۯ

ຍࡗݴӆࡍăසࡕీࠕਖ਼ޜኄ߲ံਦཉॲǈටૌ৽ీڟٳ

ǈनཚࡗरຍકොইگ࿒ഘ༹ಇڦݣፌٷ
ᇑཱི࠶ںڦഄణՔ၎ᅃዂڦǈई၎ց؊ڦăॽ࡛ Đरຍയ૰đ
ᄝิༀဣཥፕྺ༐ੰईሞഘࢪՎࣅ३ಇዐᆌᆩิༀ߾ײ

रຍႜႠă

रຍڦጺ༹ၳࡕ࣏փඓۨǈᅺُ࣏փీሞৎᆌᆩă
!!!!ኄ߲ॐዐ၄ᅃ߲࿚༶ǈनසࢆځܔփཞरຍׂ

５．技术转让中存在的障碍、机会和市场潜力

ิׯৣ࣍ڦԨăᅺྺԨჺ৯ڦፌዕణڦቴඇ൰ഘࢪ
Վࣅአ֧ڦऐࣷǈᅺُඓۨरຍയ૰้ுᆶ୯࿒ഘ
༹ڦᆖၚăݴဆᇑഄ࣍ৣᆖၚ၎࠲ׯڦԨࢅၳᅮऺ

５．１ 引言

໙ঢ়षയ૰ׯڦԨၳᅮݴဆڦᅃևݴǈڍኻԈઔఫၵ၄
!!!!ీࠕ३ณ࿒ഘ༹ಇڦݣरຍሞገඟ้ཚᇜڟቱ
23

ᆶ࣍ৣ݆ࡀईአ֧ᅙঢ়ాևࣅڦĂܔၩݯኁڦᆖၚă࣏ᆶ

ҹ ǈܸٗ३࣐କၠڦׇาཪăሞ३࣐࿒ഘ༹փཞയ

߸࠽ڦݘᆖၚԥၩݯኁࢮକǈᅜுᆶሞঢ়षയ૰ዐ

૰ڦॐူǈ༑༪ཚࡗၩأቱҹईኁेरຍدڦխઠ

୯்ǈڍሞมࣷׯڦԨၳᅮऺ໙ዐᇎᅜ୯ăᅺُǈ

24

ইگ࿒ഘ༹౪ڦ܈ऐࣷ Ǆ९UT.8ǅ
ǈዐፌူݛਸ

ᆶၵׂิ࣍ৣၳᅮڦरຍਏᆶมࣷׯԨᆶၳႠǈٗڍၩ

๔ׇቱҹǄཚྺׇ฿ၳǅǈኸሞׇĂࠅ

ݯኁঙੂ܈ժփׯԨᆶၳǈኄၵरຍׂิڦ࿒ഘ༹३

ࠌአ֧ࢅഄ༹ዐ٪ሞڦፆҹरຍકොڦቱҹǈኄၵ

ಇၳᅮԥభڟมࣷঢ়षയ૰ዐă

रຍሞփ୯࿒ഘ༹३ಇၳᅮڦ൧ူܔ๑ᆩኁઠຫ
ᄺǄईॽǅׯԨᆶၳڦăၩُأૌĐ༹ࢅׇඍ

５．２ 障碍和机会的来源

။đࢫǈॽ๑३࣐࿒ഘ༹וጣํ၄Đঢ়षയ૰đݛڦၠ
౮૰ă
Đঢ়षയ૰đኸᆶܔၩݯኁܸჾׯԨᆶၳڦर

!!!!ྺ࿒ഘ༹३ಇፕࠋ၅ڦरຍࢅมࣷظႎᇑჺ

ຍํڟڥแڦ൧ူǈ
ీइڦڥ࿒ഘ༹३ಇയ૰ă
ᆯ

৯ĂᄓĂბသࢅਸ݀ᆶ࠲ްڦሗײࡗڦăᆶᅃၵஃࢅ

ᇀঢ়षയ૰ٗၩݯኁঙ܈ઠ࢚ଉǈᅺُׯܔԨᆶၳႠ

ఇ႙ᆩઠڦ༬ኙĂൻۯ૰ࢅᅪᅭڦăႎڦኪ๎ࢅ

ڦೠॏՂႷएᇀׇॏ߭Ă߲ට้ڦक़ཌྷ၄୲ᅜतၩݯ

ට૰ጨԨཚࡗሺेჺ݀Ăሞํ७ዐბသᅜत 0 ईᄇՎ

ኁܔरຍႠీڦೋࡻă

ࡗׂڦײăਨܠٷຕظڦႎᄲ൱ᆩࢽ߀Վႜྺईมࣷ
ገՎăՎࣅڦঢ়षĂมࣷࢅ༹ࠓྺ߳ࡔ֑ᆩ࿒

!!!!ړǈၩأᆶڦ༹ࢅׇቱҹ࣏փፁᅜڟٳĐर

ഘ༹३ಇरຍጽၠჄ݀ቛڢୟ༵ࠃକऐࣷăኄ߲ڢ

ຍയ૰đڦ܈ײरຍકොăঢ়षࢅरຍയ૰ኮक़٪ሞڦ

ୟॽڟมࣷঢ়षԝৠڦᆖၚǈมࣷঢ়षԝৠܔॏ߭Ă

ֶਐཚᆯଇፇቱҹሰׯǈժԥ࿋ᇀଇኁኮक़ڦมࣷঢ়

බጨĂࡔाஹᅟĂׇࠓĂ༹Ă႑တ༵ࠃᅜतมࣷĂ

षയ૰൶ݴਸăڼᅃፇڦቱҹᇸጲሞႎरຍકො้ට்

࿔ࣅࢅႜྺᅺݒڦᆙăഄዐڦዷᄲాඹසူຎǖ

ڦဠࡻࢅഄมࣷ࿔ࣅᅺăኄᅪ࿆न๑ਖ਼ޜ༹ࢅׇ
ቱҹǈᅃၵ३ಇरຍධփࣷԥ࠽֑ݘᆩǈᅺྺට்

!!!!փ࿘ۨ࠵ࢢڦঢ়षཉॲܔຳᆐཨጨࢅබጨټઠޅ၃ă

փဠ࣌ǈᆩփഐǈईኁړമڦมࣷࢅ࿔ࣅྷݳᇑ்၎

አުփଆ֎ࢅٿአአ֧ࣷڞዂࠌࠅڦ؆ጴࢅຳᆐ

ةڸăසࡕਖ਼ޜ༹ࢅׇቱҹࢫǈምၩܾڼأፇቱҹǈ ևோڦጨূୁֶۯăአު࣏ీۨ၎࠵ྲڦݒঢ়षघ
አ֧ǈࠞጕ൱ፀূࢅޫӨǈܸփᆶၳ૧ᆩጨᇸă
नํ၄Đมࣷঢ়षയ૰đăᅺُǈมࣷঢ়षയ૰پਖ਼ޜ
ׯԨᆶၳरຍ௬ଣڦมࣷࢅ࿔ࣅቱҹࢫǈ࿒ഘ༹३ಇ

࣏٪ሞᆶ૧ᇀگၳरຍĂፆҹइࡔྔڥरຍࢅ३रຍ

ڦയ૰ă

કොڦ܈ஹᅟՄૉă࠳݀ݛቛᇲዺධᅜټᆶेཉॲ
ڦᇲዺྺዷă౦൸କरຍስڦၳ୲ժీಇأକᆶ

!!!!ፌࢫǈन๑ၩأᆶڦׇĂ༹Ăมࣷࢅ࿔ࣅቱ

23!

ऄ૰ڦฆᄽఇ๕ă
!!!!ฆᄽබጨ༹ሞਸ݀Đ୴đূබׂ้௬ଣߛޅ

ቱҹኸཚࡗአ֧Ăऺࣄࢅٯแీࠕਖ਼ޜڦڟٳയ૰ă

24!

ऐࣷኸీࠕ३ณरຍࢅํ७ڦׇയ૰ᇑঢ়षĂมࣷঢ়षई

रຍയ૰ኮक़ֶڦਐڦగ߲൧ईཉॲă

၃ă࣍ৣᆷࡻरຍၜణڦ၎ࡀܔఇၭǈ้࣏क़ǈᅟ
ׯԨߛǈፆҹᆀႜཨጨăॏኵၭᄺ๑ഄవ૧ᆩබ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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३࣐

ڼෙ߾ፕፇरຍቌᄲ

አ֧߅ᇨ๑ၩݯኁ๑ᆩጨᇸ้߸Սᅓईӆࡍǈኄᄺፆ

!!!!ሞగၵ൧ူአ֧݀ڦቛᅜටૌ႐ఇ๕ྺएإǈ

ҹጨᇸবሀ႙रຍدڦխă

ኄሦ಼ݘ࠽ڟೠăఇ๕्ยට்Ⴀޟڦ૧ፌࣅٷኁ
ժᆶᅃ༫ࠦۨڦॏኵ࠵ăኄዖఇ๕݆ටૌႜྺዐ

!!!!ྪஏྔևႠᄺࣷሰቱҹăᅃၵरຍ֡ڦፕݛ๕

ბသĂသ࠹Ăॏኵ࠵ႚׯईႠײࡗڦăมࣷࠓࣷᆖၚ

గ߲ᆩࢽ๑ᆩยԢժᇑഄᆩࢽ၎ࢻፕᆩઠׂิĐྪஏ

ၩݯǈ૩සॽణՔᇑں࿋ࢅ࿆၎ࢇă߲ටስჄ

ྔևႠđă૩සǈ๑ᆩഄ༺پଙڦഛڦכဌᆅ૰ሞᇀ

ၩݯఇ๕ൽਦᇀኄᄣڦఇ๕ᇑႴ൱ኮक़ڦᆌǈᅜत

ޏᆶՍ૧ڦଙཁेยแăଷᅃݛ௬ǈॺ૬ཁेଙ

்ܔၩݯఇ๕ڦǈᅜՍፔስă

ڦएإยแᆼൽਦᇀኄၵഛڦכႴ൱ă
!!!!փඓۨႠ;ଷᅃ߲ዘᄲڦቱҹփඓۨႠăၩݯኁ
!!!!փڦړघઠᇸᇀ۫ݝᇑݝਜ਼ኮक़࠲ڦဣݝਜ਼

ీܔ࿄ઠీڦᇸॏ߭ᅜतবీփඓۨă
ଷྔǈ࣏ူܔᅃپ

څሆڦଙݯᆩࢅ 0 ईݯۉǈܸ۫ݝփ୯ሆీڦ

ยԢ٪ሞփඓۨႠǈࣷփࣷᆶ߸Սᅓࢅ߸ࡻڦ႙

ᇸၩࡼǈኻၙச؛๔ཨጨፌՍᅓڦยԢăࠅິࠔசכଈ

ࡽǛሞํाڦਦ֧ዐǈቱҹཚᇑקுׯԨĂएإยแڦ

ࠃኰᇵ๑ᆩ้ᄺࣷᇜڟૌຼ൧ă

Ⴀᅜतएإยแጨׂබཚీ૰ֶሰڦׯཨጨփొ
Ⴀڪᆶ࠲ă

!!!!֮૧ᅮǖሞरຍօዐᅃ߲ዷᄲቱҹቨدཥ
रຍڦᅃݛᆶ़ڥ૧ᅮǈ்ࣷزཚᅃഘၠአުแेአ

５．３ 特定的部门和技术障碍及机会

ዎუ૰ǈሏᆩႜአĂĂஹᅟՄૉࢅࡀۨઠླྀฯ
ፆኹظႎǈᅜ௨ഄ૧ᅮă

!!!!ᅜူ߳ব௮ຎ߲३ಇևோ٪ሞڦቱҹࢅऐࣷǄ९
 UT.3ǅă

!!!!ඍ݄ߛၳ୲ࡀڦቤ܈ۨऐࠓፆҹକ࣍ৣᆷࡻर
ຍڞڦăႹৣ࣍ܔॆࡔܠԍࢺᆶࡻڦ၊݆ࢅ݆ୱᄲ

!!!!ॺዾևோǖඪࢆࡔॆڦ൬ටሞԨևோڦڟᆖၚᇺ

൱ǈࢫڍኁփీࡻํڦแăڍǈઠጲݥአުፇኯĂஹ

Բටٷǈᅺྺइڥጨূڦർڢփፁǈ๎ጴ୲گǈࠦد

ᅟၹࣷĂม൶ፇኯڦڪมཷუ૰ႚڦׯĐۨࡀݛ࠳ݥđ

ཥသໍǈժႴᄲధዐ߸ٷևݴፁएԨႴ൱ǈԈ

ᅜ༺پᅃۨࡀ݆ڦუ૰ă

ઔࠔசଙăഄڦቱҹᆶඍ݄रీᅜतมࣷቱҹĂ
փړ
ڦघĂׇࠓĂ࣐ڦጨԨ٪ଉڦዜገăሞ௷ᆩॺዾ

!!!!႑တཚԥණྺࠅࠌă࠲ᇀփཞरຍڦइ

ํႜᅃ༹ࣅยऺᅜবูీᇸ51ǉ71ǁǈᅺُ३ณิ

ڥႠᅜत்ڦႠీ༬ڦۅ႑တᆌፕྺĐࠅࠌđ
ǈܸ

ऄݯᆩǄ९ 4/4/5ǅă

ሞຳᆐׇฉுᆶ؊ࠃ༵ݴă
ኄ߲࿚༶Վ߸ڥჹዘǈ
ᅺ
ྺन๑ᅃၜरຍᆌᆩକǈཚᆯᇀ֪ଉٱဃࢅඓۨएጚ

!!!!ၩ௷أᆩࢅฆᄽॺዾևோዐ٪ሞڦቱҹĂইీگᇸ

၍ڦవ܈๑বీۨڦଉࣅઓవăසࡕට்ኪڢᅃၜर

ׯԨࢅీᇸၩݯᅜत३ณ༐ಇڦݣአ֧Ăऺࣄࢅٯแ

ຍ٪ሞڦٷփඓۨႠǈ৽ࣷፆҹरຍકොă

ᅜ ྺݴ:ٷૌǖጲᇼႠऺࣄĂॺዾీၳՔጚĂยԢీၳՔ
ጚĂࡔॆࣄऺ߫߀ׇĂබጨĂአު֑ࠔĂ႑ᆩĂీ

!!!!ړമิڦऄݛ๕Ăႜྺࢅၩݯఇ๕ሞړമࢅڦ૦

ᇸࡀࣄǄิׂĂݴದࢅዕ܋૧ᆩǅᅜतेഽჺ݀ăሞݥዞǈ

๏ڦมࣷ࿔ࣅཉॲዐ݀ቛഐઠڦăႜྺࢅิऄݛ๕߀ڦ

ኧڥഐڦ႑ᆩබጨᅙঢ়ԥ࠽ݘණǈਖ਼؛ޜ

Վ߳ዖࡗײ၎ࢻፕᆩׂڦǖ

ׯԨߛኄᅃቱҹ࠲ڦ॰ٯแăᆯᇀࢢ࠵ঢ়ष࠶փړሰ

!Ą!ბĂरຍࢅঢ়ष݀ቛǗ
!Ą!๘হዷୁ࠵ࢅࠅዚᇅஃ݀ڦቛǗ
!Ą!ऐࠓĂአዎईྪஏኮक़࠲ဣڦՎࣅǗ
!Ą!มࣷࠓईࠅິक़Ăॆབྷक़࠲ဣ߀ڦՎǗ
!Ą!႐ۯऐǄසݛՍ܈ײĂมࣷ༬ĂኰᄽڪǅڦՎࣅă

ׯঢ়षཉॲփ࿘ۨǈ
ॽڞዂබጨڦᅞࢅ߸ڦٷቱҹăሞ
ᅃ߲ీၳཨጨईፇኯٯแظڦႎࡗײዐǈႹܠቱҹཞ
้၄ڦǈᅺُཚႴᄲॽܠၜአ֧ӿሞᅃഐํแǈᅜ
ࣩ݀ᅃၜ༬ۨरຍڦঢ়षയ૰ă
!!!!ཚևோǖሞ၄پมࣷǈට்Փණྺၭഛכጲ

!!!!ሞᅜฉ߲߳ࡗײዐǈቱҹᅜփཞႚ๕၄ă

ᆯĂऄۯႠࢅҾඇĂ߲ටں࿋ࢅวڦݻၡኙǈ߾ᄽঢ়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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ጹࢇԒߢ

ፌዘᄲׂڦăᅃၵჺ৯݀၄ǈਃዿሞට੨ٷ܈Ă

ڦཞ้ǈీܔᇸࠃᆌሁઠሁݣ࠶ᆼᆅഐට்څڦ႐ă

ཚᆛफڦڦට்ܔၭഛڦכᅈડ܈ײডگǈڍగၵ

ᅟՎڦຨ้ۉॏࢅࢇཞۉॏǈຳᆐཨጨኁ܌ڦྭᅜ

࿔၅ዐڦᆯ൶ၠገՎڦዷቧժփඹᅟኴႜǈन๑

तࢃࢅۉޅڦۉ၃๑Ⴙॆࡔܠೋၠᇀስཀഘई็

୯ཚ܂࿚༶ăࢅཚڦཥᅃࡀࣄᅜत֑ᆩघ

ᆳ݀ۉरຍǈܸೋምิీᇸǈഄዐԈઔۉǈڍᆖၚ

አ֧ཚևோ༵ߛీၳࢅবీ࠲ڦ॰ăሞኄ߲ଶᇘ

گ߸܈ײᅃၵă

ዿၳᆌ࿚༶ݥዘᄲڦǖںཱིړ૧ᆩႚ๕ඓۨࢫǈ
बࢭுᆶ߀Վڦీăኄᅪ࿆ጣ݀ቛዐࡔॆ٪ሞऐࣷă

!!!!ඤׂۉǄDIQǅڦၳ୲Բׂิ܀ڇዖీᇸߛ
ܠăํႜඤׂۉᇑ߾ᄽඤ૰ࢁĂ൶ᇘࠃඤࢅࠃૐ

!!!!ཚ֑ᆩኙཚଙٯڦแǈڍሞᆶၵࡔॆԥ

ྪஏڦइڥႠࢅ܈ᆶൎ࠲ဣăڍǈํڦแ

ဃණྺሺेአު֎አٯڦแǈ
ᅺܸݥփ࣌ᆓă ڟ႑တඍ݄Ăरຍݴڦො༬ႠĂڦྪۉༀ܈Ăฉྪཉॲᅜ
ኙڢୟ๑ᆩݯժॽഄభཚยแॺยݯᆩጆၜጨূǈ तඍ݄ޔࡀࣄڦአ֧ڪᅺڦፆҹăႴᄲഽᆶ૰
ᅙঢ়ԥට்থăਸ਼ࢅכঠڦכ๑ᆩణࢅڦႜ๓

ࠌࠅڦአ֧ࢅ॔࠶ऐࠓઠॺ૬ࢅԍኤཥᅃڦཉॲĂཪ

ײփཞሰׯቱҹࢅऐࣷփཞǈݒڍᆙ࿒ഘ༹ಇྜݣඇ

܈ᅜतᇑݴీࠀۉࠃྪۉਸऺॏă

ׯԨڦአ֧ࠅܔୟཚܾڦᄟࣅ༐३ಇׂࣷิ၎ཞ
ᆖၚăᅃၵჺ৯༑ۙব၄ႜࠅୟĂኴቷࢅݯԍ၃ݯ

!!!!౫ᄽࢅଠᄽǖჺ৯ీ૰ࢅક؊ޜခڦඍ݄ࣷፆҹ

ڦയ૰ժ݀၄ᅜᆯُ३ณঢ়षࢇፕᇑ݀ቛፇኯࡔॆಇ

ࢇںړཉॲڦरຍકොǈܸࡔा౫ᄽჺ৯ጧკणཷဣཥ

ݣଉ ڦ21ǁăՍযĂߛၳࠌࠅڦཚ݀ቛփፁǈ๑ࡼీ

ڦ३ෑ߸ेਗକ݀ቛዐࡔॆڦኄ߲࿚༶ă֑ᆩႎरຍ࣏

߸ڦܠຳටכଈڦ๑ᆩࠞڟڥă߳ዖԍࢺࠅୟཚ૧

၌ᇀၭ႙౫ࡀڦׇఇĂ႑ᆩሀຐĂޅ၃ՎࣅĂඍณ႑တ

ᅮڦአ֧ৰࢇሞᅃഐࠓׯକՎ߫ڦፌٷቱҹă

ࢅට૰ጨᇸĂ౫٩एإยแᅜतፀନҾಇփፁࢅޤዺཨ
ڦփ੍ࠃᆌăܔ౫ᄽ࠲ڦ॰ཨǈසݨଙĂࠃĂۉ

!!!!ႎࢅכ৹ࢅכ0ईഄरຍਨٷևݴ൧ူٗ݀ٳ

૰ࢅଙĂྼ౫ᄽဣཥ࿘ׂۨڦցཌྷᅜत֎ڦփ

ࡔॆၠ݀ቛዐࡔॆୁۯăᅺُǈኼሞ३ณ݀ॆࡔٳಇݣ

ೝݴڪದ౦൸କኄၵׂڦׇă

ڦरຍॽ݀ܔቛዐࡔॆ࿄ઠڦಇิׂݣዘᄲᆖၚă
!!!!ਖ਼ޜᅜฉቱҹٯڦแԈઔǖ
!!!!߾ᄽևோǖሞ߾ᄽևோǈቱҹᅜܠዖփཞڦႚ๕
၄ժൽਦᇀࠅິڦ༬ኙǄࡀఇࢅࠓǅࢅฆᄽ࣍ৣăׯ

!Ą!કٷ႑ᆩࢅۨবሀऺࣄǗ
!Ą!ॽࡔाჺ৯ঢ়ݯገၠ૧ᆩၳ୲Ă࠺߄ยऺĂ࠺߄

Ԩᆶၳీڦၳٯแঢ়փీԥ؊ํݴแᆯᇀඍ݄႑တǈ !!!!࠶Ăᆌჸॢࣅᅜतܾᄟࣅ༐౪ܔߛื܈ඤټፕ
ᅜतइڥ੍႑တܮߛڦገᅎׯԨăጨԨԥփཞڦཨጨ

!!!!ڦᆖၚǗ

ዘۅኛܡǈܸీၳཨጨڦቱҹ୲ߛăඍณरీຄଁڦ
ԢᇑኻႴࠔசీᇸ၎ԲՎڥઓవăഄቱҹփ૧ᇀॽ

!Ą!༵ߛ๋ҾඇႠժ߀ሚ࡞ራᇨয়ဣཥǗ
!Ą!ॺ૬ᆶ࠲ࡔॆአުኮक़ڦဣǗ
!Ą!ॽ౫ᄽׂڦཨࢅׂॏ߭ࢇࣅǈ୯݀ቛĂࠅ

বీۨଉࣅǈظႎरຍׇ࣐ǈཞ้ࠅິܔჺ݀

!!!!ೝࢅჄႠ࿚༶ă

ටᇵǈ༬՚ሞዐၭ႙ഓᄽǄTNFǅ
ǈ๑ڥҾጎႎీၳย

ཨփፁǈन๑ཨጨ࣮Ԓ୲ߛă
!!!!ଠᄽևோںཱིڟ૧ᆩࡀۨࢅഄࢢ࠵ঢ়षአ֧ڦ
!!!!ሞ݀߾ڦॆࡔٳᄽևோ֑ᆩժ֪କ࠽ڦݘၩأቱ

ሀຐǈኄၵአ֧ཚൡၠᇀॽཱིں૧ᆩገၠ౫ᄽĂᄢ

ҹڦአ֧ࢅ࠵ǈ߳୲ࠀׯփ၎ཞă႑တऺࣄྺକӻ

त߾ᄽăփ࿘ۨںཱིڦ๑ᆩ܈ᅜतࠞ౫ᄽई

ዺీᇸၩݯኁࢅ֑ᆩీၳߛڦरຍࢅํ७ă࣍ৣ૬

ႿథᄽڦցཌྷᆖၚଠᄽჄ݀ቛᅜतჄ३ಇܾᄟ

݆֑ᆩႎरຍڦൻۯ૰ă݀߾ߛ༵ॆࡔٳᄽీၳڦႎ

ࣅ༐ڦፌዘᄲቱҹăᇑ३࣐ഘࢪՎࣅᆶ࠲ڦഄ࿚༶Ԉ

࣏ԈઔጲᇼၹᅱǄWBǅ
ă

ઔඍ݄रຍీ૰Ăၜణएጚ၍ڦඓۨඍ݄႑܈Ă֪॔
༐ئ٪ݛڪ௬ڦă

!!!!ሞీᇸࠃᆌևோǈबࢭሞ 6/3 ব༵ڦڟᆶᅃӯႠ
ቱҹۼ၌କ࣍ৣᆷࡻरຍࢅํ७ڞڦăሞ༵ߛၳ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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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ݭച࠶ǖ༹ࠦݭചࢅݭتࢅݣܑڦׂิ

३࣐

ڼෙ߾ፕፇरຍቌᄲ

ටૌऄۯोྛಇݣଉ ڦ31ǁăԨևோरຍገඟڦዷᄲቱ

ᅺྺኄၵۼႎڦǈժणዐᇀසࢆํ၄࿒ഘ༹

ҹጨূࢅ༹ీ૰ᆶ၌ǈႜአ࠶ްڦሗႠᅜतႴᄲ

ڦ၌ಇǈ்ሞࡔाฉڦᆌᆩ܈ײᄺ๏മ૩ڦăأକ

ม൶֖ڦᇑă३࣐ഘࢪՎࣅၜణࣷ௬ଣ߸ڦܠቱҹǈᅺ

ঢ়षݛ௬ǈᇑአ֧ࢅٯแᆶ࠲ڦአዎঢ়षĂ݆ୱࢅ༹ݛ

ྺට்ܔणोྛࢅႜ݀ۉփຄဒǈփᇼྺഘࢪՎࣅ

௬ڦ࿚༶ᄺॽႜ༪ஃă

ڦܠ߸ට૰ǈᅜतڦྔܮႜአ࠶ްڦሗႠǈᅺྺ
Ԉઔ
़ภतݭചتǈ
ᆼ࠲ဣీڟᇸޭׂࠃࢅׂิڦᆌă !!!!ඪࢆᅃ߲ࡔॆᅜስܠአ֧Ăٯแࢅǈ
ǖಇݣĂ༐ईీᇸĂႹኤᅟĂցཌྷĂ
ඍณඓࢅۨࡀڦཨጨॐߴၜణਸ݀ټઠٷă ǄփْݴႾǅ
ڸფǉ࣏ݓဣཥĂጲᇼၹᅱĂփᅟڦႹኤĂरຍࢅ
!!!!ྺକਖ਼ޜኄၵቱҹǈ
ቛ၄ݭച࠶ฉ٪ሞڦऐࣷǈ ႠీՔጚĂ্ׂସĂԈઔჺ݀ཨጨڦአުথኧăཞ
Ⴔᄲ֑ᆩܠዖၜణ০ǈഄాඹԈઔǖ

ᄣǈᅃፇࡔॆྺକ၌ण༹࿒ഘ༹ಇݣᅜํแഄዐ

!Ą!ॺ૬ݭചڦຕੰǈຕ႑တԈઔइڥႠĂ༬

ኮᅃईंࢇڦǈ૩සᅟದܮĂࢇ୬ႜĂൣল݀

!!!!ኙĂݴದĂणĂణമڦ૧ᆩरຍࢅ 0 ईتዃरຍ

ቛऐĂၹۙڦಇݣई༐ईీᇸĂࡔाಇݣĂ༐

!!!!ࢅঢ়षႠǗ

ईీᇸĂփᅟದܮĂࡔारຍࢅׂՔጚĂጲᇼ

!Ą!ܔरຍገඟॺ૬ऐǈཚࡗၹۙၜణॽჺ݀ڇ࿋Ăূ

ၹᅱࢅ֎አጨᇸࢅरຍڦথࡔाገඟă

!!!!බऐࠓࢅ߾ᄽহဣഐઠǗ

!Ą!ඓۨ૧ᅮ၎࠲ڦݛፕᆩǈԈઔݛںአުĂ߲ॆབྷĂ !!!!ೠॏአ֧ڦీՔጚԈઔǖ࣍ৣᆶၳႠǗׯԨᆶ
!!!!߾ᄽĂჺ݀ऐࠓࢅአުă

ၳႠǗݴದ୯Ԉઔ৪ኛ૰ǗႜአࢅአዎฉڦႜႠǗአ
ުǗ߸࠽ڦݘঢ়षᆖၚǈԈઔࡔܔाஹᅟࡀሶڦᆖ

!!!!ں൶୯ǖՎࣅڦඇ൰߭ਆྺڞ࿒ഘ༹३ಇर

ၚǗ߸࠽ৣ࣍ڦݘᆖၚǈԈઔ༐ႅǗᅜतༀ܈Ăᅪ๎Ă

ຍࢅํ७༵ࠃକऐࣷǈ்ᇑ݀ቛĂࠅೝࢅჄႠڦ

ბသĂظႎĂरຍօࢅدխฉڦገՎă߲አުሞೠॏ

ణՔᅃዂڦăدཥీڦᇸցཌྷĂ༹࠹ႠĂݴොڦጨԨ

࿒ഘ༹३ಇአ้֧ܔփཞՔጚڦዘۼփཞǈኄൽਦ

ࢅׇ֮૧ᅮܔڪरຍํڦแሰׯକዷᄲቱҹǈ༬՚

ᇀࡔॆࢅևோํڦा൧ăܸǈړአުೠॏࡔాࢅࡔा

ሞ݀ቛዐࡔॆࢅঢ়षገ႙ࡔॆǄFJUǅ
ăኄଇૌࡔॆڦ

አ้֧ܔཞᅃ߲Քጚڦዘᄺփཞăၹۙڦႜۯᅜ

൧ᄲ൱ፔ߸ጮဦڦஹᅟĂ༹ĂূබĂĂቱҹĂऐ

ਦ৪ኛ૰Ăയሞࡔڦाஹᅟࡀሶ؋ࢅ༐ႅ࿚༶ă

ࣷĂ౦൸ॏ߭ࢅ႑တֶਐݛ௬ݴڦဆăሞ݀ॆࡔٳǈഄ
ቱҹԈઔߛ༐ഽิڦ܈ऄݛ๕ࢅၩݯఇ๕ǈมࣷࠓǈྪ

!!!!༪ஃአ֧ስڦঢ়षბ࿔၅ഽۙ૧ᅮणཷუ૰ڦዘ

ஏྔևႠᅜतघփړǈ்ྺ੦࿒ഘ༹ಇڦݣሺ

ᄲႠǈዷᄲڦࡀ݆ܔᄲ൱ăڍ்ࢮକአዎೝ࢚ዐڦ

ኄአዎბ࿔၅༪ஃڦዘۅǖ۩ࢅํแ݆
े༵ࠃକ߅ᇨऐࣷăፌࢫǈႎࢅڦ৹ڦरຍཚ ٳ݀ٗĐࠃߴݛđǈ
ࡔॆୁၠ݀ቛዐࡔॆࢅገ႙ࡔॆă֑ൽඇ൰০३ณಇ

ࡀአ֧ڦ૬݆ኁĂአުࢅڕಋ࠳ᇵǈ்ፌዕਦ֑ۨൽన

ݣǈᅜत݀ॆࡔٳၠ݀ቛዐࡔॆገඟڦरຍॽܔ࿄ઠಇ

ၵአ֧ăܸǈአ֧ڦԥፏ܈ײǈஃአ֧

ิׂݣዘٷᆖၚă

ኍ็ࣅܔଙ๑ᆩኁ࣏ሰฆǈአ֧߾ਏൽปਦ
֧ዐݥዘᄲڦᅃၜአዎ୯ᅺăᅃዖණ๎ණྺగዖ

６． 政策、措施和手段
６．１政策手段和评价它们的可能标准
!!!!Ԩবڦణڦִአ֧ࢅٯแڦዷᄲૌ႙ǈኄၵአ

ႚ๕ࣷ࠶॔ڦᆶ૧ᇀԥ࠶ׂڦᄽǈ૩සǈॽ၌
ׂُᄽई๑ׯڦԨሺेăܔኝׂ߲ᄽׂิׯԨڦአ
֧ᅈᅜڦິࠅڟڥኧǈᅺྺ்ࣷԲ৪ኛኁ߸ᆶ
૧ă
࠶ړິࠅڦժփሞ݆ࡀዐྸᅃइᅮڦඖ༹ǈ
ᇑഄ૧ᅮ၎ڦݒඖ༹ཞᄣࣷแቛኛൽጲमڦ૧ᅮă

֧ࢅٯแᅜᆩઠইٷگഘዐ࿒ഘ༹ڦ౪܈ăྺକᇑ
ԨԒߢྷݔᅃዂǈఫၵᅜইگᆌഘࢪՎࣅׯԨڦአ

６．２ 国家政策、措施和手段

֧ࢅٯแ࿄ԥ୯ሞాăڦአ֧ཚࡗᅃၵ༬ۨ
ڦՔጚႜ༪ஃࢅೠॏǈ
ኄၵۼᅜፌႎڦ࿔၅ྺएإă
Ԩব࣏ഽۙକĖۼᅱۨກėዐ༵ڦǄۼऐǅǈ

!!!!ܔᇀኟሞႜ༹߀߫ॆࡔڦǈዘᄲڦႎڦ
አ֧ཉॲǈᅜՍܔ࿒ഘ༹३ಇአ֧ڦႜႠႜ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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ጹࢇԒߢ

ೠॏăৎీڦᇸׇጲᆯࣅٯڦแዷᄲྺీᇸࢅۉ

!!!!ᆐևோփࣷႜኈኟڦ३ಇăጲᇼၹᅱཚሞᆅ

૰ࠃׇ༵৪ኛǈ࣏ࣷܔಇิׂݣዘᄲᆖၚǈසీܔ

!!!!߸ჹ߭ٯڦแኮമํแă

ᇸईۉ૰ࠃᆌࢅׂิڦरຍఇ๕ڦᆖၚăٗੂǈ߀

!Ą!Փණྺ႑တփፁׇ฿ଳ࠲ڦ॰࿚༶ǈॽీܔ

Վၩݯఇ๕Բڇᅃํڦแ३ಇٯแ߸ዘᄲă

!!!!ၳ༵ߛࢅ३ಇׂิዘٷᆖၚă႑တԈઔ࣍ৣՔ
!!!!๎ĂీᇸอऺĂഓᄽԒߢᄲ൱ǈሞႹీܠၳऺࣄዐ႑

!!!!एᇀڦׇĊĊዷᄲࡔాࢅࡔాᅟ

!!!!တऄۯׂᆐၨڦᅃևݴă

Ⴙኤဣཥǈ
ኄၵሞႹܠ൧ႚူॽܔአުᆶဌᆅ૰ǈ
ᅺྺ்ၳ୲ߛă
ኄၵࣷঢ়ᇑدཥٯแࢇ๑ᆩă !!!!ሁઠሁڦܠ࿔၅ሞஃฉժᆩܠఇ႙ኤǈࡔ
ํړแࡔాಇݣ้ǈአުਦ֧ኁᆌ୯ኙۅĂऺ

ాአ֧३ಇ࿒ഘ༹ڦঢ়षႠൽਦᇀܔኄၵڦ

एࢅإևோक़ֶڦᅴǈᇑஹᅟĂ৽ᄽĂ࠲ڦဣᅜत

ስăएᇀॏ߭ڦአ֧ॽׂิኟڦՉाׯԨࢅኝ༹३ಇ

ऐڦႚ๕ăഄዐᅃၜॽۼᆖၚࡔాಇݣࢇڦย

ׯԨăኄၵ३ಇׯԨᇑړമڦࠓࢅᄲॏ߭ڦ၎

ऺǈܸአዎࢅഄ୯ᄺॽഐፕᆩă૩සǈܔଙڦ

ࢻፕᆩݥዘᄲڦăएᇀॏ߭ሺेڦአ֧ᅜᇑ

ీଉႜኙࣷԲׂิཞᄣ३ಇଉڦ༐ӆࡍǈᅺྺኄ

༵ߛׇၳ୲ٯڦแࢇ๑ᆩăڍǈᆖၚీᇸޜခڇ

ዖీᇸ༵ߛକᆶీᇸڦॏ߭ǈஃ்ܾิׂޏ

࿋ॏ߭߀Վݥڦॏ߭አ֧ڦፕᆩཚධਦۨႠڦă

ᄟࣅ༐ಇݣăڍǈႹॆࡔܠփ୯ׯԨᆶၳႠܸስ
ీᇸᆶഄᇱᅺڦǈԨবڦႹݴܠဆᆩᇀీᇸ

６．３ 国际政策和措施

ࢅ༐ă
!!!!࠲ᇀࡔाአ֧ࢅٯแǈ
Ėۼᅱۨກėࡀۨକෙ߲ࡔ
!!!!౷࿒ഘ༹३ಇ࣏ॆࡔڦᅜํแᅟႹኤ

ाአ֧ǈनۼऐǈԈઔࡔाಇݣஹᅟǄJFUǅǈ

ဣཥǈথईक़থں३ณࡔాڦಇݣăᇑૌຼǈ

ࢇ୬ႜǄKJǅࢅൣল݀ቛऐǄDENǅă߲ྺۼ

ᅟႹኤဣཥᄺሰׯᅃၵยऺฉڦ࿚༶ǈසႹኤڦ

ॲᅃࡔॆׯԨᆶၳํں၄౷༵ࠃକऐࣷă
JFUሎႹॲ

ૌ႙Ă݀ݣႹኤݛڦ๕ĂԈઔڦಇݣᇸĂፏሀᅜतಇ

ᅃࡔॆ࣑ഄݴದॆࡔڦಇݣǄణՔǅڦᅃևݴăᅪ

ݣئ٪ቬࢽڦ૧ᆩݛ๕ăၙᆩᅃ߲ࡔాႹኤဣཥశ

࿆ጣՉा३ಇׯԨǄNBDǅߛॆࡔڦᅜٗՉा३ಇׯ

ઔᆶಇݣᇸփీڦăํ၄ಇݣᇸ़ۨڟٳಇݣ

Ԩॆࡔڦگइڥ३ಇଉăཞᄣǈࢇ୬ႜॲᅃࡔॆ

ೝڦᅟႹኤဣཥڦඓۨႠൽਦᇀᆯᇀႹኤॏ߭

Եُኮक़࣑३ಇଉǈժᅜၜణྺएإăሞൣল݀ቛऐ

ڦփඓۨႠׂิׯڦԨǄनፏሀׯԨǅ
ăྺਦኄ߲࿚

ူǈॲᅃࡔॆሞၜణएإฉٗॲݥᅃࡔॆइڥ႑

༶ǈ֑ൽंࢇአ֧ܔፏሀׯԨۨฉ၌ǈڍ३ಇೝ

ᆩܮă

փీԍኤă
!!!!ঢ়षݴဆۼऐॽٷٷইگ୬ႜۼణՔڦኝ
!!!!ᇀ߳ዖᇱᅺǈܠٷຕࡔॆփࣷኻཚࡗᅃዖአ֧

༹ׯԨăڍǈྺକํ၄യሞׯڦԨইگǈᄲ൱ॲᅃࡔ

࠶࿒ഘ༹ಇݣǈܸᅃဣଚăأକᅃ߲ईܠ

ॆ֑ൽࡔాአ֧ǈ
ᅜՍ๑߲ํ༹ీࠕ૧ᆩኄၵऐํ၄

߲एᇀڦׇአ֧ྔǈဣଚአ֧ీԈઔՔጚࢅഄࡀ

்ॆࡔڦ၌ಇᅭခăසࡕࡔాአ֧၌๑ᆩۼऐǈ

ۨĂጲᇼၹᅱࢅ႑တऺࣄǖ

ईኁࡔाࡀሶ၌்ڦ๑ᆩǈࣷ३ณবሀׯڦԨă

!Ą!ీၳՔጚᅙঢ়ሞሁઠሁॆࡔڦܠ၂๖বీၳࡕ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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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༬՚ሞۙ੦ׇీ૰ᆶ၌ڦႹॆࡔܠǈܸٗ

!!!!ሞࢇ୬ႜऐݛ௬ǈ्ۨසࡕփ୬ႜࡔॆ३ಇ

!!!!ӻዺ்ਸ݀ए࠶إీ૰ăኄၵՔጚႴᄲփ߸

౷ॽ௬ଣ݁ܮǈ۫ࡔڢአު֍ᆶۯऐᅜඓԍࢃ݀

!!!!ႎᅜԍၳࡕăՔጚڦዷᄲփ૧ᅺ்ీၳ

ڦ३ಇڇ࿋ǄFSVǅኈํڦǈܔᇀൣল݀ቛऐǈ܀

!!!!୲փߛǈڍᅜཚࡗӝၙᄲڦڟٳࡕፕྺՔጚǈ

૬ڦ३ಇଉණኤ࠲॰ǈᅺྺ۫ࡔڢுᆶ३ಇ౷ǈᅺ

!!!!ժܔසࢆٳՔ֑ൽଳऄႠઠ߀ၳ୲ă

ُሞԍኤኈํڦĂঢ়ኤํڦ३ಇଉǄDFSǅฉओटႠփ

!Ą!ጲᇼၹᅱ֑ᆩփཞႚ๕ă༵בጲᇼၹᅱڦටഽۙ

ፁăํแएᇀၜణڦऐසࢇ୬ႜࢅൣল݀ቛऐڦ

!!!!ڦᅟׯԨگǈժᅪ९ᅃዂႠăࣉᅑኁഽۙĐٲ

ዷᄲઓవඓۨྔܮ৫३ಇଉǄईሺे༐ੰǅ
Ǘඓۨएጚ

!!!!Սכđޅڦ၃ǈժሞுᆶ֪॔ࢅํแڦ൧ူຳ

၍ࣷްݥሗă࠲ᇀۼऐڦᅃဣଚ࿚༶ᆶځᅃօ

IPCC ڼෙْೠࠚԒߢ

३࣐

ਦ֧ǈԈઔ॔ײํࢃࢅ۽ႾǈጨূྔܮڦႠǄԍኤൣল݀

ڼෙ߾ፕፇरຍቌᄲ

ڦᅮࢅ฿Ăኝ༹ጨᇸׯԨࢅऐࣷׯԨă

ቛऐጨূփࣷ༺دپཥ݀ڦቛᇲዺǅᅜतၜణएጚ၍
ڦ݆ݛՔጚࣅă

!!!!ኄၵ࢚ଉޟ૧݆ݛڦᆶਆ၌ႠǈܸॽഄऋԼ
ࣅᄺᆶኛᅱڦǈڍට்ණྺॽݥׇཨገՎྺऋԼ

!!!!݀ቛዐࡔॆǄॲݥᅃࡔॆǅࠅܔሀڦ୬ႜ܈ײൽ

ႚ๕݆ݛڦᅜྺਦ֧ኁ༵ࠃᆶᆩڦ႑တăᆌړሞړ

ਦᇀ࣍ৣᆷࡻरຍڦገඟࢅഄᅺă

้ڦक़ࢅ൧ူ֑ᆩኄၵ݆ݛăॺ૬ሞޟ૧ೠॏएإฉ
ׯڦԨ݆ݛᅜፕྺ߸࠽ڦݘೠॏ३࣐ഘࢪՎࣅአ֧ڦ

６．４国家和国际政策手段的实施

ࠅೝႠࢅჄႠڦց؊ăํ७ዐ࠲ڦ॰࿚༶ਸ݀
ܔዷᄲᆖၚᅺᅃዂࢅڦጹࢇڦೠॏ݆ݛă

!!!!ඪࢆࡔాࢅࡔाአ֧ኻᆶሞ؊ࢅ۽॔ڦݴኴႜ
ဣཥڦದࢇူ֍ీᆶၳăሞഽႠኴႜᇑ๚ํฉਸቛڦ

!!!!ܔኄዖׯԨ݆ݛ९಼ڦೠփࠅೝǈܔĐᅮ

ࡔाࢇፕኮक़ᆶဣڦăႹܠܠՉ࣍ৣၹᅱഽۙྺ୬

ටđߴᇎ߸ߛڦዘǈኄཚᅺྺᅮටڦኧᅪᇼईথ

ႜᅭခႴᄲၹۙႜྺጚሶǈժሞ๘হஹᅟፇኯǄXUPǅ ತᅪᇼԲփᅮڦටߛǈᅺُ༹၄କᅮටڦᅪ
ࢅ0ई࠲ஹጺၹۨǄHBUUǅॐူક݆ٷୱ܈ăࠅሀ

ᇼăኄ಼߲ೠኟඓڦǈ
ڍణമ࣏ுᆶ࠻ᅃዂ݆ݛڦઠ

ࢅᅱۨກܔփ୬ሀႜྺժுᆶ༵ࠃਦٯแăڍྺ୬

༺پ၄ሞڦೠॏ݆ݛăࠅܔೝႠڅڦᆭཚࡗऺ໙एԨ

ႜĖۼᅱۨກėਸ݀ڦᅃၵࡔాአ֧ࢅٯแీᇑ๘

ׯԨઠਦăׯԨࠚ໙ഘࢪՎࣅਦ֧ዐႴᄲڦᅃዖ႑

হஹᅟፇኯཉ؋ăࡔाฉ࣍ৣၹᅱֶڦᅴᄺࣷܔஹ

တǈ࣏Ⴔᄲց؊ഄมࣷݛ௬ڦ႑တǈසܔዷᄲ૧ᅮڦݛ

ᅟׂิᆖၚă

ᆖၚࢅํ၄ޔڦೖణՔă

!!!!࣍ৣၹᅱǄԈઔࠅሀࢅᅱۨກǅዐᅃ߲ዘᄲڦ୯

!!!!Ԩব࣮ࠥକᆶ࠲ׯԨೠॏࢅ݆ݛڦ๑ᆩኄၵׂ݆ݛ

සࢆლ൱࠽֖ڦݘᇑăჺ৯ࡔा࣍ৣၹᅱڦ࿔၅ᇨჾǖ

ิڦ࿚༶ă

֖ᇑॽփྜඇڦǈీႴᄲघઠሺे֖ᇑݘ࠽ڦႠ
Ǆ९ ڼ21 বǅă

７． 成本方法论

７．２ 分析方法
!!!!ׯԨೠॏਦ֧ࡀሶዐڦ႑တǈԈઔׯԨၳᅮ
ݴဆǄDCBǅࢅׯԨᆶၳႠݴဆ)DFB*ᅜतܠዖᅺݴ

７．１ 基本概念

ဆăݴဆڦ݆ݛփཞዷᄲൽਦᇀਦ֧ॐൽڦĂණۨڦ
ࢅೠॏڦణՔփཞǈᅃၵ३ಇአ֧ڦణՔᅜঢ়षڇ࿋

!!!!்ሞࢇۨአ้֧Ⴔᄲ୯ڟ૧ᆩጨᇸ३ಇ࿒

๖ǄසᅜऋԼ࢚ଉׯԨࢅၳᅮǅ
ǈ
ᅃၵᅜଉઠ๖Ǆස

ഘǄHIHǅ༹ॽׂิऐࣷׯԨăᅺྺ֑ൽ३ณ࿒ഘ

DP3 ಇݣଉǅăํ७ዐ௬ଣڦܔݴဆڦ߲ዘᄲ

༹ಇݣईሺेࣹڦႜۯ૧ᆩକᅜፔഄᆩڦጨᇸă ᆖၚ༵ᅃ߲ᅃዂႠڦĂጹࢇڦೠॏ݆ݛă
ሞೠॏኄၵႜׯڦۯԨ้ǈᆌ୯ᆩᇀԍࢺഘࢪڦጨᇸ
සࡕԥᆩሞฆࢅޜခฉڦมࣷጺॏኵăሞగၵ൧ူǈ 8/3/2ࠌิၳᅮࢅׯԨᅜतټၳᅮࢅׯԨ
ׯԨᇑၳᅮ၎ेྺǈมࣷٗ३ಇዐइᅮă
!!!!࿔၅๑ᆩକᅃၵຍᇕઠ௮ຎᇑ࿒ഘ༹३ಇአ֧၎
!!!!Ԩবሞ༪ஃࠚ໙ഘࢪՎࣅׯԨ݆ݛڦஃ࿚༶้ǈॽ

࠲ڦၳᅮࢅׯԨă்ԈઔࠌิၳᅮĂټၳᅮĂ֨௬ၳ

ዘݣۅሞኟඓೠॏ३ಇ࿒ഘ༹ٯแׯڦԨฉăೠॏׯ

ᅮĂْܾၳᅮĂࢇၳᅮĂ၎࠲ၳᅮڪă
Đࠌิၳᅮđ

Ԩࢅၳᅮᆌएᇀဣཥݴဆॐǈᅜԍኤऺ໙ڦԲႠࢅ

ኸ࿒ഘ༹३ಇአׂ֧ิݥڦഘࢪၳᅮǈ்ሞ३ಇአ

ཪႠăਸ݀ᅃ߲ྜኝڦॐᅜᆩઠೠॏᅜ߲ටॏኵ

֧ۨڦᅃਸ๔৽୯କăᅺُǈࠌิၳᅮኸణڦሞᇀ३

࠵ྺएڦإมࣷޟ૧߀ڦՎׂܸิׯڦԨǈኄၵ߲ටॏ

ಇڦአ֧ᄺᆶณཞڪዘᄲڦഄణՔ
Ǆ૩ස݀ቛĂ

ኵ࠵ཚࡗ߀࣍ৣڦኧᅪᇼǄXUQǅईথತᅪᇼ

ჄႠࢅࠅೝႠڪణՔǅăᇑኮ၎ݒǈټၳᅮኸഘࢪՎ

ǄXUBǅઠ༹၄ăཚࡗኄၵॏኵೠॏᅜ࢚ଉᅃ߲አ֧

ࣅ३ಇአ֧ܔഄׂิڦ࿚༶ټઠْܾڦईޭၳࡕ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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ഘࢪՎࣅ!2001

ጹࢇԒߢ

!!!!සമຎኼሞ३ಇ࿒ഘ༹ڦአׂ֧ࣷิڦഄม

໙३ณޅ၃ׯڦԨǈᅺྺܔၜٯแۼ٪ሞയሞڦೋֶă

ࣷၳᅮࢅׯԨǄኄټईټၳᅮǅǈᅃၵঢ়ᄓႠჺ

ኄຫᆌܔ३ಇࢅᆌኮक़ڦ၎ࢻፕᆩᅜतঢ়ᄓႠࡕ

৯ೠॏ்ڦᆖၚă၂ǈټईࠌิၳᅮײڦ

ߴᇎ߸ܠጀᅪǈڍᆖၚڦႠዊࢅ้क़ڦփඓۨǈԈઔᅪ

܈ዷᄲൽਦᇀݴဆ൧ৠࠓڦሰǈ༬՚एጚݛӄዐܔአ

ྔॽิ݀ڦ၌၎࠲ׯԨాևࣅ܈ײڦă

֧ణՔ्ڦยăኄᅪ࿆ጣޏԈઔగᅃ༬ۨᆖၚዷᄲൽ
ਦᇀऺࣄڦᄲణՔăᆶၵٗࡔाঙੂ܈࿒ഘ༹३

７．３ 系统边界：项目、部门和宏观

ಇऺࣄǈٗࡔాઠੂǈ३ณںړකಇݣᇑ३ಇ࿒
ഘ༹ඐཞڪዘᄲă

!!!!ჺ৯ኁॽၜణĂևோࢅঢ়षݴဆ൶ݴਸăၜణपݴ
ဆ୯Đ߲ڇđཨጨժ्ยܔׇփׂࣷิዘْܾڦٷ

8/3/3!ํแׯԨ

ᆖၚă֑ᆩ݆ݛڦᆶׯԨၳᅮݴဆǄDCBǅ
ĂׯԨᆶၳ
ݴဆǄDFBǅࢅิంዜݴဆăևோपݴဆሞĐਆև

!!!!ᆶڦഘࢪՎࣅአ֧ԥํแ้ิׂۼՂᄲׯڦԨǈ ࢚đڦཉॲူִևோአ֧ǈᆶڦՎଉྺྔิă֑ᆩփ
न߀Վ၄ᆶࡀۨࢅࡀሶׂิׯڦԨǈᅜፁएԨԍቱǈ ཞ࠵ࢢڦঢ়षࢅᅃӯ࢚ఇ႙ႜঢ়षݴဆǈ༑༪አ֧
Ԉઔಢჟࢅঞᇣํแአ֧ڦටᅜतԨአ֧ᆖၚڦටڪǈ සࢆᆖၚᆶڦևோࢅׇăᆌړሞೠॏၘڦဦ܈ײᇑ
ᅍڦኄዖׯԨுᆶԥඇևଚدཥׯڦԨݴဆዐă ဣཥްڦሗႠኮक़ᆶ࢚ăԨবॽ༵ׯԨݴဆዐ๑
ํแׯԨݒᆙକॽऺࣄዮํแڦᆦ৳Ⴀ༹Ҿಇǈܸ

ᆩ࠲ڦ॰्ยă

ᇑׯԨݴဆዐ༵ڦڟᅟׯԨփཞڦǈߵۨᅭǈࢫ
ኁሡ้ׯԨă்ႴᄲፔႹ߾ܠፕॽ༹ࢅڦഄײ

!!!!ᆶၳڦೠॏഘࢪՎࣅ३ಇݛӄႴᄲࢇ๑ᆩփཞڦ

ႾׯڦԨۨଉࣅǈᅜ๑ຕጴ߸ీݒᆙኈํׯԨǈසࡕ

ఇ႙ă૩සǈၘဦڦၜణೠॏᇑևோᆖၚڦᅃӯႠݴဆ

ऺࣄԥํाኴႜă

၎ࢇǈܔ༐࠵ࢢڦঢ়षჺ৯ᇑٷ႙रຍཨጨၜణڦ
ևோఇ႙၎ࢇă

8/3/4!ཌྷ၄
8/4/2!एጚ၍
!!!!ᆶଇዖݛ๕ઠཌྷ၄ĊĊएᇀཌྷ၄୲ᆌܠณڦ
ईࡀ݆ݛݔǈᅜतएᇀට்ǄئႺኁࢅཨጨኁǅන

!!!!एጚݛӄኸሞுᆶഘࢪՎࣅአ֧߅ᇨူ࿒ഘ༹ڦ

ิऄਦ֧ዐ๑ᆩڦཌྷ၄୲ڦ௮ຎႠ݆ݛă
ሞ३ಇݴဆዐǈ ಇݣǈኄೠॏ३ಇׯԨ࠲ڦ॰ăᅺྺएጚ൧ৠڦඓۨ
ᅃ߲ࡔॆڦਦ֧ณᆌևݴᅈ੍ݒᆙጨԨڦऐࣷׯԨ ਦۨ࿄ઠڦ३ಇയ૰ǈᅜत३ಇአ֧ํแׯڦԨăएጚ
ڦཌྷ၄୲ă݀ॆࡔٳཚྺ5ǉ6ǁǈ݀ቛዐࡔॆྺ21ǉ

ݛӄ࣏Ԉઔᅃၵሞࢢ࠵ঢ়षࢅևோْ֫ฉڦĂዘᄲڦĂ
ܔ

23ǁฯ߸ߛă༪ஃփཞڦഘࢪՎࣅ३ಇၜణ๑ᆩփཞ

࿄ઠঢ়षአ֧ڦఇࢵ्ยǈԈઔևோࠓĂጨᇸഽ܈Ăॏ

ڦཌྷ၄୲ᅃ߲ǈݥأ३ಇၜణჄ้क़ݥă ߭ࢅरຍስă
࿔၅ཌྷ၄୲ໜጣ้क़ڦჽܸইگǈኄ৽ᅪ࿆ጣᆌ
ܔړాׂิڦၳᅮߴᇎ߸ߛڦዘăႴᄲጀᅪڦ

8/4/3 ୯ࣰٯแ

ኄၵཌྷ၄୲ժுᆶݒᆙຳට࣮Ԓ୲ǈཚߛǈٷሀ
21 ǉ 36ǁă

!!!!ࣰٯแኸׯԨڦ࿒ഘ༹३ಇႜۯǈഄ৫ׯԨ
ྺኵǈᅺྺ்ׂิথईक़থڦၳᅮă૩ස३ณ

７．２．４ 适应和减排成本及之间的联系

ׇ฿ଳǈཚࡗิࠌࢅ࣏ݓၳᅮׂิڦມዘၳᅮ 0 ࢤ
૧ǈ்ڟٷፁᅜڸၩํแׯԨăࣰ࿚༶ݒᆙକܔ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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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ܠٷຕටණྺᆌႜࣷۯᆖၚ३ಇׯԨǈڍ

षሏႜࢅၳ୲ڦ༬՚्ยǈᆮഄݒᆙକॺ૬ሞมࣷׯԨ

ኄሞഘࢪአ֧ਦ֧ዐժுᆶԥ୯ăᅺྺአ֧ݴො

߁ฉڦมࣷޟ૧ፕᆩڦ၄ํႠࢅ࿘ۨႠǖ

ڦĊĊ३ಇኍܔഘࢪՎࣅڦǈܸᆌԥණྺܔጲ

!Ą!३ณ၄٪ڦፆҹׯԨᆶၳڦ३ಇٯแํแڦׇई

ሚ࡞ፕݒڦᆌăཚܔ३ಇࢅᆌڦఇెݴ՚ႜ

!!!!༹฿ଳࢅഄቱҹǈॽሞړമڦ൧ူইگຳට

ڦǈᅜՍॽްሗڦٷ๚൧०ࣅڇăᅺُǈཚݴ՚ࠚ

!!!!ׯԨǈժ࣏ࣷইگኝ༹ຳටׯԨă

IPCC ڼෙْೠࠚԒߢ

३࣐

!Ą!ມዘၳᅮ 0ࢤ૧ኸ༐ڸॽ࣏ݓၩഄ

ڼෙ߾ፕፇरຍቌᄲ

8/4/4!ଳऄႠ

!!!!౦൸ă

!Ą!ټၳᅮࢅׯԨǄईټᆖၚǅᅜ߳ዖአ֧ٯ

!!!!ڦྷݔܔስٯแઠຫǈ३࣐ׯԨൽਦᇀᅃ߲

!!!!แڦၹཞၳᅮई்क़ڦೝ࢚ǈኄၵአ֧ٯแᆅഐ

ࡔॆڦአުᆩ๊܈ॐઠ३ಇ࿒ഘ༹ăጺڦઠຫǈ

!!!!ڦ࿒ഘ༹३ಇܔഄ࣍ৣአ֧Ǆසᇑٷںړഘ

ॐሁଳऄǈํ၄ᅃ߲ߴۨڦ३ಇణՔׯڦԨ৽ሁၭă߸

!!!!කĂᆛफईཱིࢅںጲጨᇸཽࣅᆶ࠲ڦአ֧ǅᆶ

ڦܠଳऄႠࢅஹᅟअӵీ३ณׯԨǈณڦଳऄႠࢅஹ

!!!!ࠌཞڦᆖၚă

ᅟअӵࣷ๑ׯԨืߛǈஃሞࡔా३ಇ࣏ሞࡔྔ३
ಇăଳऄႠۼᅜᆩॽ༐३ಇׯԨইڟፌీڦگ૰ઠ࢚

市场不健全性
!!!!ࣰയ૰ڦ٪ሞࢅׇ܈ሏፕփྜǈኄ

ଉă

ᆯׇ฿ଳࢅ 0 ई܈฿ၳሰڦׯăׇ฿ଳ၄ሞඍ

8/4/5!݀ቛĂࠅೝࢅჄႠ࿚༶

݄႑တĂ౦൸ڦॏ߭႑တĂඍ݄৪ኛڪڪǗܸ܈฿ၳᇑ
փ࠶ڦړĂׂփĂ౦൸֎ڦአ༹ࢅ၌ڦ

!!!!ࡔॆप३࣐ഘࢪՎࣅአ֧ํڦแሞܠ൧ူॽܔ

ূබڪׇᆶ࠲ă३ณڦׇփॳඇႠᅪ࿆ጣᆶీ

܌ঢ়षĂมࣷ݀ቛĂ൶ᇘ࣍ৣዊଉࢅփཞپाक़ࠅڦೝ

ۨࢅํแᅃၵአ֧ǈሞׯԨၭᇀၳᅮڦമ༵ူǈৰኟ

Ⴀׂิᆖၚăፏთኄᅃᇱሶڦ३ಇׯԨೠࠚǈनሞํ၄३

༹ࢅׇ฿ၳă

ಇ࿒ഘ༹አ֧ڦణՔᆶټܠᆖၚڦਦ֧ॐڦए
إฉೠࠚǈኄᄣᅃ߲ೠࠚڦణڦߢ໕ਦ֧ኁሞࠅೝᆫ

双重红利
!!!!ሞ৵ๆپǈට்ܔઠጲ३࣐ഘࢪՎࣅአ֧ڦມዘ

ံࢅഄአ֧ሀǄጲጨᇸࢅ࣍ৣణՔڪǅڦཉॲူස
ࢆᆶၳํں၄փཞڦአ֧ణՔăࡔܠाฉڦჺ৯ᅙঢ়

ࢤ૧࿚༶ႜକ࠽ڦݘჺ৯ăأକ߀࣍ৣǄڼᅃᅮǅ ᆌᆩኄᄣᅃ߲࠽ڦݘਦ֧ॐઠܔൣল݀ቛऐၜణڦ
ڦएԨణՔྔǈኄၵአ֧සࡕཚࡗሺेᅮٯڦแઠํ

ᆖၚႜೠࠚă

แǈස༐ࢅᅟڦಇݣǈሶᅜइڸీڥၩํแ
ኄၵአ֧ጺׯԨܾڼڦᅮăᆶాࡔڦ࿒ഘ༹አ֧

!!!!ሞ३ಇׯԨ࿚༶ࢅአ֧ݘ࠽ڦᆖၚक़ᆶ࠲ܠ॰ڦ

ۼᆶᅃ߲ઠጲᇀአ֧߾ਏࢅ֎አ༹ဣक़၎ࢻፕᆩڦक़থ

ဣǈԈઔ࠵ࢢܔঢ়षĂ৽ᄽऐࣷظڦሰĂཚऋቯĂࠅ

ጨূइڥႠĂᅯၳᆌࢅஹᅟڦᆖ
ঢ়षׯԨǈڍසࡕአ֧ཚࡗሺेᅮٯڦแઠํแǈ ࠌጨূڦՉाׯԨĂ
සኄᅃᅮԥᆩઠ߀Վ၄ᆶڦ౦൸አ֧ǈሶኄᅃׯԨ

ၚă

ᅜԥևڸݴၩǄईၳᅮߛᇀׯԨǅ
ăኄၵሺेᅮڦአ֧
ሞํ७ዐీޏ३ณ౦൸ǈ
ൽਦᇀኄၵᅮీޏԥ
Đთ࣍đǈ ７．４ 有关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特别问题
ժᆩᇀ३ณഄă
!!!!Ⴙܠᇑरຍ๑ᆩᆶ࠲ڦ࿚༶ᆌԥණྺ݀ቛዐࡔ
附带效益和成本（附带影响）

ॆ३࣐ഘࢪՎࣅࢅ၎࠲ׯԨڦਦۨႠᅺăኄၵԈઔణ

!!!!ټᆖၚۨڦᅭᅙሞฉ࿔ዐߴăኟසฉ࿔ኸ

മڦरຍ݀ቛೝĂरຍገඟ࿚༶Ăظႎࢅકොీ૰Ăᆶ

ڦǈټᆖၚᅜओटڦᄺᅜၩटڦăዘᄲڦᅃ

ၳरຍᆌᆩڦቱҹĂ܈ࠓĂට૰ࢅྔࣹă

ۅ்ᆌණ๎ڟጺࢅڦ৫ڦ३ಇׯԨփీཚࡗ०
ॽںڇओटᆖၚࢅၩटᆖၚ၎ेܸڟڥǈᅺྺࢫኁݥ

!!!!݀ቛዐࡔॆࢅঢ়षገ႙ࡔॆႴᄲሞ݆ݛĂຕࢅአ

ްሗă३࣐ഘࢪՎࣅׯڦԨǄጺࢅڦ৫ׯڦԨǅኻᆶᇑ

֧ॐݛ௬ेഽჺ৯ă࠶৽ॺ݆ݛ૬ᅃ߲ྜኝڦՔጚ

ጹࢇܸᆼਏ༹߳ڦዖփཞڦ൧ৠࢅአ्֧ย၎ဣ֍ᆶ

փీڦǈྺڍକइڥᅃ߲ᆶᅪᅭڦԲডࡕǈሞփཞ

ᅪᅭă

ࡔॆᆩᅃዂ݆ݛڦĂ࠵ࢅۅአ֧൧ৠዘᄲڦă

!!!!ࣰയ૰ڦ٪ሞՂڦǈ
ํڍ၄ኄၵയ૰ڦཉॲժ

!!!!ॺᅱدܔཥ݆ݛፕᅜူ߀ǖ

փ؊ݴăํाํแႴᄲۨᅃ߲አ֧ǈܸኄᅃ

!Ą!ᆌݴဆ༺݀پቛ০ăݴဆփཞڦएإยแཨጨ

ీᇑ३ณࢅׇڦ܈฿Өईኁᇑ३ณቱҹᅃᄣްሗă

!!!!ࠓĂ
փཞ߄࠺ڦĂଙࠓࢅཱིں૧ᆩአ֧ူ݀ڦ

337

ഘࢪՎࣅ!2001

ጹࢇԒߢ

!!!!ቛ০ă

၅ǈถ৫ޟڦ૧ᅮई฿ǈԈઔ३ಇአ֧ټڦၳ

!Ą!ࢢ࠵ঢ়षჺ৯ᆌ୯ጨূĂට૰ࢅۉ૰ڦׇገ࣑

ᅮǄසࡕႜࣆڦǅ
ăኄၵჺ৯ᆌᆩକമ௬߳ቤዐ௮ຎڦ

!!!!ࡗײă

ᆶݴဆ߾ਏǈԈઔᆯᆶၘဦरຍ௮ຎڦጲူܸฉڦఇ

!Ą!ݥኟ๕ࢅدཥڦևோᅟᆌԈઔሞࡔॆ࠵ࢢڦঢ়ष

႙ڟጲฉܸူీॽڦᇸևோࢅഄঢ়षևோဣሞᅃഐ

!!!!ཥऺዐăݥฆీᇸၩྺࢅݯणݥฆీᇸܸ࿄

߸ڦጹࢇڦఇ႙ă

!!!!ԥኧॆڦབྷહۯᆶዘᄲڦᅪᅭǈᆌሞঢ়षݴ
!!!!ဆዐඓں୯ڟă

８．２ 详细技术模型中的温室气体减排的总成本

!Ą!ᆌඓں୯ڟၩأׇቱҹׯڦԨă
!!!!ሞၘဦरຍڦĐጲူܸฉđڦఇ႙ࢅ݆ݛዐǈ३ಇׯ
ԨᆯरຍࢅଙׯԨǈ૩සཨጨĂሏႜࢅྼႪׯԨĂ

７．５ 成本评估的模型方法

ଙइׯڥԨǈᇑ੨ڦᅮࢅׯԨǄኄᅃ߲ፌৎڦ
!!!!३࣐ഘࢪՎࣅڦఇ႙ްݥሗǈܠఇ႙रേ

൵ǅ၎ጹࢇܸڦڥă

ᅙঢ়ԥᆌᆩǈԈઔཨׂఇ႙Ăࢢ࠵ঢ়षఇ႙Ăऺ໙
ڦᅃӯ࢚ఇ႙ǄDHFǅࢅएᇀీᇸևோڦఇ႙ăंࢇ

!!!!ఇ႙ᅜሞଇ߲ፖՔዡฉಇႾăံǈӀቷٗ०ڇ

ఇ႙ᄺᅙঢ়ԥਸ݀ǈᅜՍ༵ࠃᆶ࠲ঢ়षࠓࢅీᇸևோ

ײ߾ڦঢ়षऺ໙ݴरຍڦᆖၚǈڟ୯ኝ߲ీᇸဣཥڦ

߸ၘဦڦ႑တăኄၵఇ႙ڦሏᆩൽਦᇀೠࠚڦዷ༹ࢅຕ

ጹࢇڦևݴ࢚ఇ႙ڦຩႾಇଚăܾڼߵٗথڦ

इڥႠă

३ಇरຍׯԨڦჹ߭ऺ໙ڟഄᅃၵ୯ڦຩႾಇႾǈ
ኄၵ୯Ԉઔ࠵ִڦڟڦׇरຍ֑భႜྺĂᆯᇀႴ൱

!!!!ኟසୃڼবዐ༪ஃڦǈ३࣐ഘࢪՎࣅڦአ֧ዷᄲ

३ณܸڞዂޟڦ૧฿ࢅஹᅟՎࣅټઠڦᅮࢅ฿ă

Ԉઔᅜူबૌǖڞׇၠڦአ֧Ăरຍڞၠڦአ֧Ăጲᇼ
አ֧Ăჺ৯ࢅਸ݀አ֧ăᅃ߲ഘࢪՎࣅአ֧ᅜԈઔ

!!!!ኄڞዂܔଇዖ݆ݛૌ႙ڦԲডݴဆǈन߾ײঢ়षݛ

ᆶฉຎ5߲አ֧ాڦඹăܸݴܠဆ݆ݛৈৈ୯ഄዐ

݆ࢅፌׯگԨ࢚ఇ႙ăሞڼᅃ߲݆ݛዐǈᅃዖरຍ

ڦᅃևݴă૩සǈঢ়षఇ႙ዷᄲೠࠚڞׇၠڦአ֧ǈᆶ

ۼཚࡗܔഄׯԨࢅᅮऺڦ໙ܸ܀ڟڥ૬ڦೠࠚăᅃڋ

้ᄺೠࠚᇑీᇸࠃᆌᆶ࠲ڦरຍአ֧ǈܸ߾݆ݛײዷᄲ

ࠚ໙କኄၵᅺǈܔዖरຍऺీۼ໙၎ᆌڇڦ࿋ׯ

࠲ጀࠃᆌࢅႴ൱ڦݛरຍአ֧ăኄၵܔ݆ݛჺ৯ࢅਸ݀

ԨǈࢫߵኄᅃׯԨᅜӝኄၵरຍಇႾăኄᅃ݆ݛ

አ֧ࢅጲᇼၹᅱአ֧ઠຫ၎ܔডෑă

ሞኸᆯᇀፌࡻڦइڥरຍᇑణമኟሞ๑ᆩڦरຍक़
ᆶĐၳ୲ֶਐđܸ٪ሞ३ಇׯԨڦയ૰้ݥᆶᆩ

８． 全球、区域、国家成本和附带效益

ڦăڍǈኄᅃ݆ݛፌዷᄲڦඍ။ࢮକईுᆶဣཥ
ݴဆփཞरຍक़ڦ၎ࢻ࠲ဣă

８．１ 引言
!!!!ཚࡗሞᆶևோࢅᆶ้क़ాཞ้୯ᆶरຍǈ
!!!!ĖࢇࡔഘࢪՎࣅॐࠅሀė
ǄܾڼཉǅڦፌዕణՔ

ᅜतስᆫࣅरຍǈևݴ࢚ׯڦԨፌၭఇ႙ᅙঢ়ॺ૬

Đॽٷഘዐ࿒ഘ༹ڦ౪܈࿘ۨሞݞኹഘࢪဣཥڟ

ഐઠǈժᆩઠցኄᅃඍ။ăኄၵ߸ጹࢇڦჺ৯ጺ

25

ླ၃ڦටྺ߅ඡڦೝฉđ ăଷྔǈࠅሀǄڼෙཉڼෙ

ڦ࿒ഘ༹३ಇׯԨԲӀݴरຍჹ߭ऺ໙ׯڦԨߛăཚ

ǅࡀۨĐᆌഘࢪՎࣅڦአ֧ࢅٯแᆌړ൱ׯԨၳ
26

ᅮǈඓԍᅜీፌݯڦگᆩइڥඇ൰ၳᅮđ ăԨব
ถࡔॆĂ൶ᇘࢅඇ൰ْ֫ڦᆶ࠲࿒ഘ༹३ಇአ֧ڦ࿔

26

Đ߳ۀሀݛᆌ֑ړൽᇨٯݞแǈᇨ֪Ăݞኹईଉ३ณᆅഐഘࢪ

Վࣅڦᇱᅺǈ
ժ࣐ഄփ૧ᆖၚă
ړ٪ሞሰׯჹዘईԲొገڦ
࡞ྰڦၾ้ǈփᆌړᅜბฉுᆶྜඇڦඓۨႠྺᆯླྀ֑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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ĐԨࠅሀᅜतۀሀࣷݛᅱీཚࡗڦඪࢆ၎࠲݆ୱ࿔ກڦፌዕణ

ኄૌٯแǈཞ้୯ڟᆌഘࢪՎࣅڦአ֧ࢅٯแᆌړ൱ׯԨ

ՔǖߵԨࠅሀ߳ڦၜࡀۨǈॽٷഘዐ࿒ഘ༹ڦ౪܈࿘ۨሞݞ

ၳᅮǈඓԍᅜీፌݯڦگᆩइڥඇ൰ၳᅮăྺُǈኄዖአ֧ࢅ

ኹഘࢪဣཥླڟ၃ڦටྺ߅ඡڦೝฉă
ኄᅃೝᆌړሞፁᅜ๑

ٯแᆌړ୯ڟփཞڦมࣷঢ়ष൧ǈ
ժᆌړਏᆶඇ௬Ⴀǈ
Ԉઔ

ิༀဣཥీࠕጲںᆌഘࢪՎࣅĂ
ඓԍଂ๋ิׂ௨ྰၾժ๑ঢ়

ᆶᆶ࠲ڦ࿒ഘ༹ᇸĂࣹࢅੰतᆌٯแǈժࡥ߃ᆶঢ়षև

ष݀ቛీࠕჄںႜ้ڦक़ํాྷݔ၄ăđ

ோăᆌഘࢪՎࣅڦ౮૰ᆯᆶ࠲ۀڦሀࢇݛፕႜăđ

IPCC ڼෙْೠࠚԒߢ

३࣐

ڼෙ߾ፕፇरຍቌᄲ

ࡗᆫࣅॐǈॽᆫࣅ֧ܔڦᇑᆫࣅڦएጚ၍၎Բǈኄၵ

Ԩăྺକইگಇํݣႜ༐ժᅃْൣǈ
༐ٷڦၭྺ

ఇ႙ీߴԲডඹᅟڦࡕăڍǈኄၵఇ႙ڦඍ

ՂႷڦ߅ׇภࠃ༵܈ײକᅃ߲؛օڦ႑တǈܸ߅ׇ

။ณీߵ၄ํዐݥᆫࣅڦ൧ઠၯጚఇ႙ዐए

ภڪ܈ײڦᇀྺକํ၄ᅃ़߲ۨಇݣణՔڦՉा३ಇׯ

ڦ൧ǈܸࡤႺ्ںยᅃ߲एጚ၍ăᅺ்ُփీܔ

Ԩăྺํ၄ᅃ߲༬ۨڦణՔܸႴᄲኙڦ༐ൽਦᇀᆶ

ׯԨയ૰༵ࠃඪࢆ႑တă

ࢅுᆶణՔࠃڦᆌǄԈઔবሀǅڦՉाઠᇸǈܸኄᆼൽਦ
ᇀᅃၵᅺǈසՂႷ३ಇڦଉĂᆶ࠲ׯԨࢅᆶ༐Ă༐र

!!!!ጲٗĖْܾڼೠࠚԒߢėӲᅜઠǈٗူܸฉ݆ݛᅙ

ຍइڥႠ्ڦยĂ
ࣅ็ଙጨᇸĂ܌ࢅڦॏ߭ڑ

ঢ়ڥକܠႎڦᆶ࠲ॲᅃࡔॆĂॲݥᅃࡔॆࢅᅃ

Ⴀă

ၵࡔॆणཷڦࡕăଷྔ்࣏ཚࡗ୯Ⴔ൱ࢅᅃၵᆖ
ၚၳࡕǈሞথ३ಇׯԨدڦཥऺ໙݆ݛฉ߸କᅃօă !!!!සࡕுᆶࡔाಇݣஹᅟǈփཞఇ႙ڦڟڥ3121ํ
၄Ėۼᅱۨກėࡀۨڦ३ಇణՔႴڦ༐ሞݔڦٷ
27

!!!!ܸǈփཞڦჺ৯ڥକݥփཞڦఇ႙ࡕǈܔ

ྷాՎۯăߵUT.5 ڦጀǈெࡔڦ༐ྺྷݔ87

ڦఇ႙Ⴔᄲ֖ڦܠݥຕǈփཞࡔॆ֖ڦຕֶ

ெᇮڟ433ெᇮǈ
౹ዞঢ়षࢇፕᇑ݀ቛፇኯࡔॆڦ༐ݔ

ᅴ)ٷݥසీᇸጨᇸĂঢ়षሺĂీᇸഽ܈Ăׂᄽࢅஹ

ྷྺ31ெᇮڟ776ெᇮǈනԨڦ༐ྺྷݔ:8ெᇮڟ756

ᅟࠓ*ǈଷྔఇ႙्ڦยࢅᆶ࠲ׯԨ्ڦยᄺփཞă

ெᇮǈഄঢ়षࢇፕᇑ݀ቛፇኯࡔॆǄेధٷĂӐٷ૧ჱ
ᅜतႎဇનǈDBO[ǅڦ༐ ྺྷݔ57 ெᇮ ڟ536ெᇮă

!!!!ڍǈኟසĖْܾڼೠࠚԒߢėຫڦǈܔᆯᇀ३ณ

ᆶڦຕۼᅜ2::1ڦெᇮऺăසࡕࡔाஹᅟሎႹڦ

၄ᆶׇ฿ଳĂ୯ټၳᅮࢅມዘࢤ૧ׂܸิڦࣰ

ࣆǈՉा३ಇׯԨྺྷݔڦ31ெᇮڟ246ெᇮܖ༐ăኄ

യ૰݆ੂڦᅃዂڦăኄᅪ࿆ጣᅃၵ३ಇႜۯᅜሞ

ၵఇ႙ཚுᆶ୯ࣰአ֧Ăܾᄟࣅ༐ੰڦ३ಇയ૰

ׯԨڦཉॲူํ၄ăࣰയ૰ઠጲᇀ၄ᆶڦࢅׇ܈

ࢅܾأᄟࣅ༐ᅜྔڦഄ࿒ഘ༹ă

฿ଳܸ๑ᅃၵਏᆶׯԨၳᅮٯڦแڥփํڟแă࠲॰࿚
༶ኄၵ฿ଳీփీཚࡗਏᆶׯԨၳᅮڦአ֧ٯแઠڥ

!!!!ܸǈ
ᆯᇀփཞࡔ൧Ǆሞ၎ཞڦ༐ူዕీ܋ᇸၩݯ

ᅜৰኟă

ዐǈ
ࣅ็ଙܮݻডॆࡔڦگڦڟᆖၚԲഄࡔॆၭǅ
ࢅփཞአ֧ڦᆖၚǈ༐ೝᇑHEQՎࣅࢅޟ૧क़ுᆶ

!!!!߲ܾڼዘᄲڦአ֧႑တਦۨܠٷຕഘࢪአ֧ࢢ࠵

ჹ߭ڦ၎࠲Ⴀă

ঢ়षᆖၚ܌ڦࢅዐڦՉा३ಇׯԨǈܔएጚݛӄ
Ǆሺ
ీࢅ܈ᇸഽ܈ǅ
ࢅरຍׯԨڦփඓۨႠߌ௺ݥăन

!!!!ྺକሞփཞࡔॆक़ԲডඹᅟႜԲডǈᅜฉჺ৯्

ՍᆶׯڦࡻݥԨስٯแǈሞࡗגᅃ߲ྭڦ३ಇ

ย༐Ǆईಆஜڦಇݣǅᅮᅜᅃْइݛڦڥ๕࣮ڟ

ೝࢫՉाׯԨీฉืăሞሎႹ༐ஹᅟڦఇ႙ዐ

ঢ়षዐăසᅮԥᆩઠ३ณ၄٪ڦ౦൸ǈසĂႉ

ኄᅃޅ၃ᄲܠڥگăٗઠੂǈᆯᇀरຍօࣷইگ

ࢅၨǈሶీ३ၭᆯᅃ़߲ۨڦՉा३ಇׯԨᆅഐ

ՉाׯԨ൸၍ڦၽ୲ǈᅜኄᅃޅ၃ీԥ३ณă

ڦ৫ڦมࣷׯԨăڍ࣏ݓ๕ᅃْइڦڥᅮփీ
ڟڥၳ୲ᅮǈཚࡗইگഄዖڦՉा୲ݛڦ๕ݓ

８．３ 碳减排的国内政策成本

࣏ᆶዺᇀՆ௨ၳ୲ׯԨई၄ᆶڦၳዘڦ฿ă
ཚࡗǄ2ǅ߀࣍ৣࢅǄ3ǅ३ณׯԨǈ๑ᅮೝ࢚ڦ

!!!!ਦۨ३ಇጺׯԨڦዘᄲᅺඓۨྺକڟٳᅃ߲ߴ

༐ీࠕ༵ࠃມዘࢤ૧ྺׯీă

ۨڦణՔܸႴᄲ३ಇڦຕଉǈᅺُಇڦݣएጚ၍ᅃ߲
࠲॰ᅺăܾᄟࣅ༐ڦሺ܈ൽਦᇀHEQڦሺ܈Ă !!!!ට்ᅜ൶ݴມዘࢤ૧ڦডෑࢅডഽႚ๕ăডෑڦ
ڇ࿋ׂీᇸ๑ᆩڦইگڇࢅ܈࿋ీᇸ๑ᆩܾڦᄟࣅ

ႚ๕ำǖ၎ܔᇀӝᅜᅃْൣڦႚ๕ߴ࣏ݓ

༐ಇݣইگ܈ă

ਃ௷ࢅࠅິǈړᆩᇀ३ณံമڦփኟڦՉा
୲้ǈߴۨڦዐႠׯڦ߫߀ৣ࣍ڦԨీࠕڥ

!!!ሞᅃ߲ᆩీᇸևோఇ႙ܠڦఇ႙Բডၜణዐǈๆ߲ܠ
ࡔाჺ৯ၭፇۼჺ৯କĖۼᅱۨກėዐ౷ڦ३ಇׯ

27!

ሞԨਔዐᆅᆩڦፌߛຕۼઠᇸᇀ BCBSFǉHUFNఇ႙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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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ＴＳ－ ４：ీᇸఇ႙ஃ༇ዷᄲࡕăՉा३ಇׯԨǄ2::1 ெᇮ 0 ܖ༐Ǘ3121 ํ၄ĖۼᅱۨກėڦణՔǅ
!!!!没有贸易

模型

美国

欧洲

日本

ＣＡ ＮＺ

附件一贸易

全球贸易

Ｏ ＥＣＤ

BCBSF.HUFN

433

776

756

536

217

34

BJN

264

2:9

345

258

76

49

DFUB

279

57

37

25

21

64

31

81

55
97

Gvoe
H.Dvcfe

87

HSBQF

338

:8

315

415

268

NFSHF4

375

329

611

361

246

NJU.FQQB

2:4

387

612

358

87

NT.NSU

347

28:

513

324

88

38

Pygpse

521

:77

2185

335

234

SJDF

243

26:

362

256

73

29

THN

299

518

468

312

95

33

XpsmeTdbo

96

31

233

57

31

6

Benjojtusbujpo

265

54

29

FJB

362

221

68

QPMFT

246/9

63/:

29/5

246/4

2:5/7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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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G ǉ 27/HEQ ฿Ǆᅜ HEQ ڦӥݴԲऺǅኸํ၄Ėۼᅱۨກė३ಇణՔူڦ฿ă຺߲ں൶ኸڦெࡔĂ౹ዞڦঢ়षࢇፕ
ᇑ݀ቛፇኯࡔॆǄPFDE ǉ FǅĂනԨࢅेధٷĂӐٷ૧ჱࢅႎဇનǄDBO[ǅă൧ৠԈઔுᆶஹᅟĂৈሞॲ C ాஹᅟࢅඇ൰ஹᅟ൧ৠă

ڟইگăডഽڦມዘࢤ૧ڦႚ๕ำǖዐႠڦ

߲ஃǖनՍሞுᆶഽᅮڦ൧ူǈ༐ԥ

࣍ৣ߀߫ׯڦԨྺଭईăມዘࢤ૧ڦডෑႚ๕Ⴧ

ᆩᇀ३ณഄዖՉा୲࣏ݓڦአ֧Բ࣏ݓአ֧ၳ

ڟڥକ๚ํฉڦՓথǈມዘࢤ૧ڦডഽႚ๕ሶᆶኛ

ࡕࡻǈස๘လದܮă

ᅱă
!!!!ሞᆶᆅܾᄟࣅ༐ॆࡔڦዐǈܔᆶၵևோփኙ
!!!!ॽ༐ईಆஜڦಇݣߴ࣏ݓనൽਦᇀᅃ߲ࡔ

༐ईփཞևோڦ༐փཞăܠٷຕჺ৯ևݴև

ॆڦਏ༹൧ăఇెࡕǈܔၳ୲ڦگݥঢ়ष༹

ோ௨ڦঢ়षׯԨԲཞᅃ୲ׯڦԨߛǈڍ௨ׯԨ

ࢅᆯᇀுᆶ୯࣍ৣᅺܸԥ౦൸ڦঢ়ष༹ǈᅮთ࣍

փཞă

ၳࡕํाฉᅜٷᇀᅃْׯԨࢅၳࡕᅜՍॽഽມ
ዘࢤ૧ํࣅăኄᄣǈሞब߲ᆶ࠲౹ዞঢ়षǄ၎ڦܔට

８．４ 碳税的分配作用

૰܈ీჹዘ౦൸ǅڦჺ৯ዐǈሞඪࢆᅃዖ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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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ۼీԲഄٯ࣏ݓแೕںݏइڥഽມዘࢤ૧ăᇑ

!!!!ࢅጺׯԨᅃᄣǈܔഘࢪአ֧ׯԨݴದڦጺ༹ೠࠚᄺ

ُႚܔׯԲڦǈٷևܔݴெࡔڦ༐ईಇݣڦჺ৯

ዘᄲăසࡕᆶᅃၵටৣتڦՎ࣋ǈሶᅃ߲ీڞዂၳ୲

ǈཚࡗইگට૰ڦ࣏ݓၳ୲ுᆶཚࡗጨԨ࣏ݓ

༵ߛڦአ֧ᄺీփࣷ๑ጺ༹ޟڦ૧༵ߛǈݒኮᅨă
༬

ڦၳ୲ߛǈڍଇኁཚփׂࣷิഽڦມዘࢤ૧ăଷᅃ

՚ᄲኸڦǈසࡕᆶၭมֶࣷਐڦᇼྭǈሶᆌ

IPCC ڼෙْೠࠚԒߢ

३࣐

ڼෙ߾ፕፇरຍቌᄲ

表 ＴＳ－ ５：ీᇸఇ႙ஃ༇ዷᄲࡕă3121  ڦHEQ ฿
!!!!!!!!Ǆᅜ HEQ ڦӥݴԲऺǗ3121 ڟٳĖۼᅱۨກėࡀۨڦణՔǅ
!!没有贸易

模型

美国

欧洲

日本

附件一贸易
ＣＡ ＮＺ

美国

Ｏ ＥＣＤ

欧洲

日本

全球贸易
ＣＡ ＮＺ

美国

Ｏ ＥＣＤ

欧洲 日本

ＣＡ ＮＺ

Ｏ ＥＣＤ

BCBSF.HUFN

2/:7

1/:5

1/83

2/:7

1/58

1/24

1/16

1/34

1/1:

1/14 1/12

1/15

BJN

1/56

1/42

1/36

1/6:

1/42

1/28

1/24

1/47

1/31

1/19 1/12

1/46

DFUB

2/:4

H.Dvcfe

1/53

1/37 1/25

1/43

HSBQF

1/78
2/61

1/68

1/92

1/2:

2/94

1/35

1/54
1/72

1/56

1/92

1/21

1/83

1/17

1/65 1/16

NFSHF4

2/17

1/::

1/91

3/13

1/62

1/58

1/2:

2/25

1/31

1/31 1/12

1/78

NT.NSU

2/99

1/74

2/31

2/94

1/:2

1/24

1/33

1/99

1/3:

1/14 1/13

1/43

Pygpse

2/89

3/19

2/99

2/14

1/84

1/63

1/77

1/58 1/44

SJDF

1/:5

1/66

1/89

1/67

1/39

1/41

1/2:

1/1: 1/1:

1/:7

1/6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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ሞೠࠚዐ୯ഄܔݴದڦፕᆩă

ᆶࡔॆۼཞᅪߴጲमยۨᅃ߲ಇݣฉ၌ժፕྺಇܮݻݣ
ڦசݛईஜ֖ݛᇑࡔाׇăൣল݀ቛऐీሞᅃۨײ

!!!!༐ݴڦದፕᆩੂઠڦཽڛǈݥأ༐ԥথں

܈ฉইگ३ಇׯԨăړׇሞ൶ᇘْ֫ฉǄසॲ C ࡔ

ईक़থںᆩᇀگටඖăཚࡗ३ณට૰ઠ࣏ݓ༐

ॆक़ǅ้ǈಇݣஹᅟ߸ׇᆶ၌ăፌࢫǈᆶڦ३ಇଉۼ

ీԲᅃْ࣏ݓǄڦ࣏ݓᅮথ࣮ڟᆶ߾ጨᅮኁई

ሞԨࡔํ၄้ǈಇݣஹᅟᄺᅜሞࡔాႜă

ጨԨᆛᆶኁǅਏᆶ߸ဌᆅටݴڦದፕᆩă३ณට૰ڞ
ዂ߾ጨሺेǈժᆶ૧ᇀഄᅮዷᄲઠጲહ૰ڦටăٗኄ

!!!!UT.6ǈᇑுᆶಇݣஹᅟ၎ԲǈॲCक़ڦಇ

ᅃۅฉੂǈ३ณට૰ժփጺԲݴದߴมࣷᆶඖ༹

ݣஹᅟᅜतඇ൰ಇݣஹᅟׯڦԨۼ३ณକăཚࡗփཞڦ

ߛࣄऺ࣏ݓڦǈܸᆶీၩෑକ༐ࡃ࣮ڦ༬Ⴀă

ఇ႙ܔඇ൰ࢅ൶ᇘْ֫ۼႜକऺ໙ăᅃ߲૩ጱڦణ
Քۼํ၄Ėۼᅱۨກėዐࡀۨڦ३ಇణՔăᆶڦఇ

８．５ 国际排放贸易的相关方面

႙ໜጣಇݣڦׇકٷᅮ၂ሺٷăఇ႙ࡕڦ
փཞևݴᆯᇀᅜူᅺڦփཞǖएԨ൧ৠĂీᇸևோࠃ

!!!!ራ৽ණྺǈࡔाಇݣஹᅟీইگ३ಇׯԨăړՉ

ᆌࢅݛႴ൱ׯگݛԨ༺پरຍׯڦԨࢅइڥႠĂ܌ܔ

ा३ಇׯԨߛٗॆࡔڦՉा३ಇׯԨࠔॆࡔڦگசಇݣ

ࢢ࠵ঢ়षհتڦۯăጺڦઠຫǈுᆶஹᅟ൧ৠڦጺڦ

้ܮݻǈኄዖ൧৽ࣷ݀ิăኄཚԥྺĐۅںଳऄ

३ಇׯԨၭᇀHEQǄ्ยHEQሞཞా၂ዸሺǅڦ3&ǈ

Ⴀđǈᄺ৽փ࠶ں࿋ዃሞనܹǈኻᄲഄ३ಇׯԨፌگ

ժሞܠٷຕ൧ူၭᇀ 2&ăॲCஹᅟీ๑ঢ়षࢇፕ

৽ሎႹሞఫܹ३ಇăዘᄲڦᄲኸĐሞనܹ३ಇđᇑ

ᇑ݀ቛፇኯኝ༹ڦ३ಇጺׯԨၭᇀHEQڦ1/6&ǈঢ়षࢇ

Đᆯຣኧđுᆶ࠲ဣă

ፕᇑ݀ቛፇኯփཞׯᇵࡔڦ३ಇׯԨ३߳ڟگጲHEQڦ
1/2&  2/2&ăጺڦઠຫǈඇ൰ஹᅟీ๑३ಇׯԨইڟ

!!!!ĐۅںଳऄႠđీሞܠ൶ᇘ݀ิǈᅜሞඇ൰Ă HEQڦ1/6&ᅜူǈժ๑ঢ়षࢇፕᇑ݀ቛፇኯࡔॆڦೝ
൶ᇘईࡔॆْ֫ฉăஃฉǈሞሎႹඇ൰ಇݣஹᅟ้ǈ

ׯԨই ڟHEQ  ڦ1/3& ᅜా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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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ڦĐඤഘđ ࿚༶ᄺᆖၚĖۼᅱۨກėڦ३ಇ

ڦ࿔၅ႜೠࠚڦՔጚăৎઠኍ௷ࡔܔঢ়षኝ༹ܸփ

ׯԨă۫౹ࢅമ໋ৎઠڦঢ়षူইڞዂକ்࿒ഘ

ᅃ߲ևோፕକჺ৯ǈԨԒߢܔഄټၳᅮ݆ݛतഄ႑

༹ಇݣଉူڦইă࠶ኄዖ൵ᇨऺࣷ߀Վǈᅃၵࡔॆ

ႠႜକᄓኤǄ ڼ: বႜକݴևோݴဆǅăأକৎઠሞ

ᇨ֪ڦಇݣଉධॽၭᇀĖۼᅱۨກėࡀۨڦಇݣଉăස

݆ݛฉڦቛǈܔ࿒ഘ༹३ಇአ֧ڦຌၳࡕĂၳᅮ

ࡕኄዖ൧݀ิǈኄၵࡔॆॽᆶࡗڦಇܮݻݣǈժᆶ

ࢅׯԨႜۨଉࠚ໙ධݥਏᆶႠăأକኄၵઓ

ీॽഄஜߴఫၵლ൱ׯگԨ३ಇॆࡔڦǈᅜՍํ၄ഄ

వǈሞৎాǈᅃၵ൧ူڦ࿒ഘ༹አ֧ټڦၳᅮ

३ಇణՔăಇݣஹᅟټઠׯڦԨইܔگĐඤഘđܠڦ

ᅜ௷क़Ǆথǅ३ಇׯԨٷڦᅃևݴǈሞᅃၵ൧

ณ௺ߌă

ူټၳᅮీᇑ३ಇׯԨ၎ړăߵ࿔၅ǈټၳᅮܔ
݀ቛዐࡔॆᆮഄዘᄲǈڍኄၵ࿔၅࣏ᆶ၌ă

!!!!ܔᆯᇀኴႜĖۼᅱۨກėܸ๑ᇨHEQ३ณႜକ
29

ٷଉڦೠࠚǈ
ٷևݴঢ়षݴဆ֨ዘᇀ༐३ಇڦጺׯԨ ǈܸ

!!!!ټၳᅮࢅׯԨඓൎٷڦၭĂࡀఇࢅॽྷݔໜጣں

ࢮକܾݥᄟࣅ༐ഘ༹३ಇࢅࠦ༐ሞ३ณׯԨݛ௬ڦയ

࿋ዃࢅएԨ൧ৠփཞܸՎࣅăሞᅃၵ൧ူǈएԨ൧

૰ǈுᆶ୯࣍ৣၳᅮǄޤዺၳᅮࢅՆ௨ڦഘࢪՎࣅǅǈ ৠยዃକ၎ڦگܔ༐ಇࢅݣට੨܈ǈټၳᅮॽၭă
ᄺுᆶᆩᅮၯኟ౦൸ă୯ኄዖీႠᅜইگ३ಇ

ٷևݴᆩᇀࠚ໙ټၳᅮڦఇ႙ĊĊऺ໙ڦᅃӯ࢚

ׯԨă

ఇ႙ǄDHFǅĊĊሞࠚ໙ټၳᅮ้ۼಸڟକܠઓవǈ
ᅺྺኄၵఇ႙ณᆶǈᄺీுᆶీ૰ࠚڟڥ໙ټၳ

!!!!ᇑுᆶ३ಇ၌၎Բǈ३ಇ၌ॽ߀Վጨᇸڦದዃ

ᅮՂႴڦक़ຕă

ݛ๕ǈٝയሞׯڦԨবሀࢅଙ༺پǈጨᇸڦ၎ܔॏ
߭ᄺॽ߀Վăኄၵഽۙڦኝॽ๑ঢ়ष၄փଆܸٗᆖ

!!!!ٗएԨ൧ৠڦ୯ੂǈٷևݴᆶ࠲ټၳᅮڦ࿔၅

ၚ HEQă၂ǈಇݣஹᅟׇሁٷǈইگ३ಇጺׯ

ৈৈኻဣཥݴںဆአުᆶ࠲࣍ৣڦአ֧ࢅࡀሶăᇑഄׯ

Ԩڦऐࣷሁܠă၎ݒǈසࡕܔᅃ߲ࡔॆྺํ၄ഄ३ಇణ

ྺܔԲڦഄࡀአ֧ए၍࿚༶ǈසᇑీᇸĂཚࢅ

Քܸࠔசڦಇݣຕଉेᅜ၌ॽሺेࡔڦ३ಇׯԨă ॳᆶ࠲ڦ࿚༶ᅃӯઠຫԥࢮକăڍए၍ዐ୯କݥ
बၜჺ৯ऺ໙କಇݣஹᅟܔইگ३ಇׯԨࠋڦ၅܈ײǈ ࡀ࿚༶ǈසᇑरຍĂට੨ࢅጲጨᇸ၎࠲ڦ࿚༶ăܔᇀ
ᆮഄܔՉा३ಇׯԨॆࡔڦߛݥǈీ၂ዸইگ३ಇׯ

ሞُԥೠࠚڦჺ৯ઠຫǈፌዘᄲټڦၳᅮᇑࠅࠌॳ

Ԩăڍଷᅃ߲ᅺీࣷၥෑಇݣஹᅟׯڦԨবู

ᆶ࠲ăఇెټၳᅮփඓۨႠڦᅃ߲ዘᄲፇׯևݴ

ፕᆩǈኄ߲ᅺ৽ಇݣஹᅟဣཥڦሏፕׯԨǄᅟׯ

කಇݣतഄٷഘ౪܈क़࠲ڦဣǈᆮഄْܾකڦ

ԨĂ࠶ׯԨĂփඓۨႠԍ၃ᅜतಇݣڦ๑ᆩ֧ǅ
ă ዘᄲႠăܸǈأକࠅࠌॳټઠټڦၳᅮྔǈ࣏ᆶ
ዘᄲڦுᆶଉࣅࢅऋԼࣅټڦၳᅮăཞ้ǈੂઠሞݛ
８．６ 温室气体减排的附带效益

݆ࢅᆩᇀࠚ໙ټၳᅮڦఇ႙क़ᆶֶڦٷਐă

!!!!न๑փ୯Ն௨ഘࢪՎࣅڦၳᅮǈኼሞ३ಇ࿒ഘ

８．７ 附件 Ｂ国家采取的行动对非附件Ｂ国家的“溢出”效

༹ڦአ֧ᄺܔมࣷᆶओटࢅڦၩटڦፕᆩăԨবܔᅃၵ

应

１９

၎࠲ჺ৯ǈ༬՚ᆶ࠲ࠚ໙३࣐ഘࢪՎࣅአ֧ޭڦፕᆩ
ڦჺ৯ႜକೠࠚăᅺُ๑ᆩକຍᇕĐټၳᅮईׯ

!!!!ሞᅃ߲ঢ়षᇑࡔाஹᅟࢅጨԨୁۯൎ၎࠲ڦ๘হ

Ԩđ
ăټܔၳᅮۨڦᅭĂፕᆩࢅٷၭᅜतॽഄࢇڟഘ

ǈᅃ߲ঢ়ष༹ڦ३ಇࣷܔഄ३ಇڦईுᆶ३ಇڦঢ়

ࢪՎࣅአ֧݆ݛڦణമ࣏ுᆶᅃዂ݆ੂڦăॺ૬ܔኟሞ

षׂ༹ิޟ૧ᆖၚăኄၵᆖၚྺᅯၳᆌǈԈઔஹᅟĂ

ሺॽڦܠਏ༹ڦ༐३ಇአ֧ᇑऋԼࣅټၳᅮဣഐઠ

༐ႅĂ࣍ৣᆷࡻरຍڦገඟࢅકොڦᅯၳᆌࢅഄ
࿚༶Ǆ UT.9ǅ

28!

ඤഘǖᅃၵࡔॆǈዷᄲঢ়षገ႙ࡔॆǈߴ்ݴದڦಇݻݣ

ੂܮઠᄲࡗג்ᇨڦಇݣଉǄᆯᇀঢ়षူইڞዂǅăኄᅃג
ڦևݴঢඤഘă
29!

࠶ᅃၵჺ৯Ԉઔକܠዖഘ༹ݴڦဆǈڍႴᄲ้߳ܔࢅ߳ں

൶ڦኄዖയ૰ႜ߸ڦܠჺ৯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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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ࡔా३ಇڦ
Đᅯđၳᆌኸኄၵܔഄࡔॆڦᆖၚăᅯ

ၳᆌీኟڦᄺీڦǈժԈઔஹᅟĂ༐ႅĂ࣍ৣᆷ
ࡻरຍڦገඟࢅકොڦᅯၳᆌࢅഄ࿚༶ă

३࣐

ڼෙ߾ፕፇरຍቌᄲ

ᅯၳᆌ

रຍօၳᅮ

አ֧ࢅٯแ

ీܔᇸ߾ᄽऄࢅۯॏ

ׂࡼీߛܔᄽڦᆖၚ

ጨᇸገඟڟևோ

߭ڦᆖၚ
ሺेბኪ๎ೝ

ࠅࠌჺ৯ࢅਸ݀አ֧
ႎरຍڦĐׇጚđ ཚࡗঢ়ᄓࢅํ७ዐბသ
አ֧
ՔጚĂցཌྷࢅጲᇼၹᅱ

ሺेਧ്
ႎڦൣলׂᄽ 0 ׂႠ
ీՔጚ

༐

ࣅ็ଙ߾ᄽऄڦۯ
३ณ

ൽၩీᇸցཌྷ

༐ႅĂܔথࡔঢ়ष
ऄڦۯओटᆖၚࢅ࣍ৣ
ڦၩटᆖၚ

ॏ߭ᆅഐڦरຍՎࣅ

ࡔڦگाॏ߭Ăܔ੨

ࢅरຍકො

ࡔڦ௬ᆖၚĂܔ੨

ׂᄽ৪ኛዐԥ३ၭڦ

ࡔڦኟ௬ᆖၚĂ
Đڑݒ

౦൸

ၹۙڦ༐

ၳᆌđڦీႠ

ࡔాಇݣஹᅟ

փཞऺࣄڞዂڦ৪ኛዐ
ڦ౦൸Ǆፄದܮई
ಆஜڦǅ

ࢇ୬ႜĂൣল݀ቛ
ऐ
ࡔाಇݣஹᅟ

रຍገඟ
ړಇݣॏ߭ߛᇀǄܸ
փڪᇀǅೝ३ಇׯ
Ԩ้ڦ৫ᅮ

图 ＴＳ－ ８：ࡔా३ಇڦĐᅯđၳᆌኸኄၵܔഄࡔॆڦᆖၚăᅯၳᆌీኟڦᄺీڦժԈઔஹᅟĂ༐ႅĂ࣍
ৣᆷࡻरຍڦገඟࢅકොڦᅯၳᆌࢅഄ࿚༶ă

ࠚ໙ֶᅴٷǈໜࢫबڦჺ৯༐ႅࠚ໙ֶᅴᅙ
!!!!ܔஹᅟၳᆌઠຫǈሞĖۼᅱۨກėኮമǈఇెჺ৯

ঢ়३ၭăܸǈኄీႎਸ݀ڦఇ႙֑ۼᆩକࢇڦૌ

ڦᅃ߲ዷᄲ݀၄ॲ C ࡔॆڦಇݣ၌ ॲݥܔC ࡔ

ຼ्ยࢅຕᇸڦࡕăኄዖ݀ቛ൵ժփՂݒᆙܔ

ॆᆶᅃ߲ݒڦٷፕᆩăఇెĖۼᅱۨກėڦࡕ߸ް

ࢇڦႜྺ्ยڦݘ࠽߸ڦණཞăᅃ߲ᆶຫޜ૰ڦࡕ

ሗǈᅃၵॲݥCࡔॆᆶޟ૧ᅮܸᅃၵࡔॆᆶ฿ăኄ

ੂઠǖ༐ႅᅃ߲ᇑ३ಇڦ༬ۨ൧ᆶ࠲ڦሺ

ዷᄲᆯᇀĖۼᅱۨກėڦణՔᄲگᇀᅜമڦఇెణ

ࡧຕăኄᅪ࿆ጣᇑُമ߸ჹ߭ڦ३ಇణՔ၎ԲǈሞĖ

Քă܀ڇႜ၎ཞڦ३ಇ้ሦޟ૧฿ ॲݥڦC ࡔ

ۼᅱۨກėڦణՔူǈ༐ႅీփᅃ߲ჹዘڦ࿚

ॆǈሞಇݣஹᅟူሦޟڦ૧฿߸ၭǈኄᄺࠅණ

༶ăಇݣஹᅟူڦ༐ႅᄺگᇀ܀૬३ಇ้ڦ༐ႅăํ

ڦă

ा݀၄ׂీࡼߛܔڦᄽڦ௨ࢅഄᅺփీڞዂఇ
႙ܔ༐ႅࠚߛڦ໙ࡕǈڍీሺेጹࢇׯԨă

!!!!ॲ C ࡔॆڦ३ಇॽڞዂ ॲݥC ࡔॆಇݣଉڦሺ
ेǈܸٗ३ณକॲ C ࡔॆ३ಇৣ࣍ڦᆶၳႠǈኄԥ

!!!!༐ႅᄺీᇑ्ยڦ๘হ็ᆳڦׇ৪ኛ܈ײᆶ

ྺĐ༐ႅđăᆯᇀॲCࡔॆሞࡔाׇዐ฿ඁ৪ኛ૰Ă

࠲ăܠჺ৯्ยᅃ߲৪ኛ็ڦᆳׇǈ୯փྜඇ৪ኛ

ࡔाׇฉࣅ็ଙׂิگڦኁॏ߭ᅜतஹᅟཉॲ߀

ڦჺ৯ڦگڟڥ༐ႅǈ૩ස็ᆳॆࡔፇኯీևݴ

ᆅഐڦՎࣅǈཚࡗߛ༐ׂᄽڦዘႎݴքڞዂڦ༐ႅ

֡ጻ็ᆳࠃᆌׇᅺُ३ၭକࡔा็ᆳॏ߭ڦই܈ޗگă

 ٳ6&￣31&ă

࿚༶็ᆳॆࡔፇኯࣷޏၟᅃ߲ਸ਼༬ܻፇኯఫᄣ
ႜۯǛኄ็ܔᆳॆࡔፇኯࢅഄ็ᆳิׂኁޟڦ૧

!!!!ڍǈ
ĖْܾڼೠࠚԒߢėኸ၄ᆶఇ႙ܔ༐ႅڦ

฿ᅜतॲ C ࡔॆಇݣॏ߭ೝิׂॽۼዘᄲڦ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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ጹࢇԒߢ

ၚǄ९ ڼ:/3 বǅ
ă
!!!!ఇ႙ۼऐܔ੦ߛ३ಇׯԨࡔॆޅڦ၃ݥ
!!!!ᅜฉڼڦڟෙ߲ᅯၳᆌǈन࣍ৣᆷࡻरຍڦገ

ዘᄲǈܸٗీኴႜࡔాአ֧ऐăૌຼںǈ்ీ३ณ

ඟࢅકොᇑᆅڦरຍՎࣅᆶ࠲Ǆ९ ڼ9/21 বǅăሞఇ

փࠅೝࡔڦाၹۨޅڦ၃ժᆶዺᇀ३ณՉा३ಇׯԨă

႙ዐுᆶ୯࣍ৣᆷࡻरຍࢅਧ്ڦገඟࣷڞዂڦگ༐

ฉຎඇ൰ఇ႙ჺ৯ǖሞுᆶஹᅟ้ํ၄Ėۼᅱۨ

ႅǈ༬՚ٗᇺઠੂഄࡻٷॽتᇀ༐ႅă

ກėణՔॆࡔڦՉा३ಇׯԨ ྺྷݔڦ31 ெᇮ 0 ܖ༐ڟ
711 ெᇮ 0 ܖ༐ǈॲ Cࡔॆक़ႜஹᅟ้ǈׯԨইྺگ

８．８ 《京都议定书》目标的主要结果小结

26 ெᇮ 0 ܖ༐ ڟ261 ெᇮ 0 ܖ༐ăኄၵऐ๑ׯԨইگ
܈ޗڦీൽਦᇀํแڦਏ༹ڦ൧ǈԈઔࡔాࢅࡔा

!!!!ॲCࡔॆํแĖۼᅱۨກėׯڦԨࠚ໙ᅺჺ৯Ă ऐڦग़ඹႠĂܔऐڦ၌ࢅᅟׯԨă
ں൶ڦփཞܸᆶփཞǈܸ࣏ٷٷൽਦᇀ๑ᆩۼऐ
्ۨڦǈᅜतᇑࡔాٯแڦ၎ࢻፕᆩăࡔाฉܠٷຕ

!!!!ঢ়षገ႙ࡔॆǖܔኄၵࡔॆઠຫǈHEQ ڦᆖၚ

๑ᆩࡔाీᇸঢ়षఇ႙ઠჺ৯ᇑԲডኄၵׯԨăഄዐᆶ

Վࣅٗᅜࢮփऺڟሺेब߲ӥۅݴăኄᅪ࿆ጣॲ

31

: ၜჺ৯ူຎ ܔHEQ ڦᆖၚǖ

ܾࡔॆுᆶీߛ༵ڦᇸၳ୲ڦऐࣷăස्ยᅃၵࡔॆ
ీڦᇸၳ୲ტ༵ߛժ 0 ईঢ়षीჄປཽǈሶഄࡀۨڦ

32

33

!!!!ॲܾࡔॆ ǖܠٷຕඇ൰ჺ৯ǈॲ C ࡔॆ

ಇܮݻݣᆶీڼࡗגᅃ߲౷ాᇨಇݣଉăሞኄ

क़փႜಇݣஹᅟ้ǈ3121փཞॆࡔܾॲڦഄᇨ

ዖ൧ူǈఇ႙ኄၵࡔॆॽཚࡗഄࡗଉڦಇݣ

HEQ ॽ३ณ1/3&..3&ăසࡕॲCࡔॆኮक़ႜ؊ݴ

ڟڥܮݻᅮܸሺे HEQăܸǈܔᅃၵঢ়षገ႙ࡔॆ

34

ڦಇݣஹᅟǈሶ3121ഄᇨHEQ ڦ฿ॽ३ณڟ1/

ઠຫǈ
ĖۼᅱۨກėํڦแॽܔHEQׂิᇑॲܾࡔॆ

2&.2/2&ăฉຎჺ৯Ԉઔକ࠽्ڦݘยăኄԥᆅᆩڦ

၎ຼڦᆖၚă

ఇ႙्ۨۼ٪ሞுᆶᅟׯԨڦ؊ڦݴಇݣஹᅟăփሎ
Ⴙॲ C ࡔॆक़ႜಇݣஹᅟڦఇ႙ǈሶ्ยႜକ؊

!!!!ॲݥᅃࡔॆǖॲݥܔࣷڍᅃࡔॆׂิփཞڦĐᅯ

ںాࡔڦݴ൶क़ڦಇݣஹᅟăఇ႙փԈઔ༐ࣹࢅܾݥᄟ

đၳᆌ ǈ࠶ॲᅃࡔॆᅙঢ়ॺ૬କಇݣሀຐă

35

ࣅ༐࿒ഘ༹ăఇ႙ᄺփԈઔDENĂׯԨٯแĂټ
ၳᅮईᆶణՔڦᅮ࣏ݓă

!Ą!ॲݥᅃ็ᆳࡔǖݴဆถକփཞׯڦԨǈԈ
!!!!ઔഄᅺĂᇨHEQڦ३ณࢅᇨ็ᆳڦ३
!!!!ณ ăჺ৯ ڥ3121 ሞுᆶಇݣஹᅟ้ڦፌگ३

!Ą! ॲܔC ࡔॆஹᅟڦ၌ǈํแऐߛڦᅟׯԨ

!!!!ಇׯԨᇨ HEQ ३ณ 1/3&ǈॲ C ࡔॆक़ႜ

!!!!ࢅၳ୲ٯాࡔڦแํڦแॽۼ๑३ಇׯԨฉืă

!!!!ಇݣஹᅟ้ڦፌگ३ಇׯԨᇨHEQ३ณ1/16& ă

!Ą!ሞࡔాአ֧ࢅٯแዐԈࡤࣰٯแĂ֑ᆩDENĂࣹ

!!!!ჺ৯ڦڥፌߛׯԨ3121ுᆶಇݣஹᅟ้็ᆳ

!!!!ࢅԈઔܾݥᄟࣅ༐࿒ഘ༹ॽইگ३ಇׯԨăᅃၵ

!!!!३ณ 36& ܸॲ C ࡔॆक़ႜಇݣஹᅟ้३ณ

!!!!ࡔॆ३ಇׯԨڦՎࣅॽ߸ٷă

!!!!24&ăኄၵჺ৯ுᆶ୯أକॲCࡔॆक़ႜಇݣ

31!

35!

Ⴙ߸ܠඓںࢇࡔॆڦਏ༹൧ᇑܠᄣႠڦణՔአ֧ڦഄ

ჺ৯ܔ৫ׯԨࠚ໙༵କᅃ߲߸ྷݔڦă
32!

ॲᅃ J ࡔॆǖ
ĖࢇࡔഘࢪՎࣅॐࠅሀėଚॲڦᅃ J ࡔ

ॆǈԈઔକᆶڦঢ়षࢇፕᇑ݀ቛፇኯዐॆࡔٳ݀ڦă
33!

ॲ C ࡔॆǖۼᅱۨກዐ ॲڦC ࡔॆǈ்ᅙ৽߳ጲڦ࿒

ഘ༹३ಇణՔׯٳକၹᅱǈԈઔକཱིܺأഄᇑӣܭஆຯኮྔ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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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ᆶں൶ڦ३ಇׯԨᄺᅜူᅺڦᆖၚǖ

37

36!

ُڦتᅯၳᆌৈኸܔঢ়षڦၳᆌǈܸփԈઔڦৣ࣍ܔၳᆌă
ᆶ࠲ 7߲ჺ৯ၘڦဦೠࠚ९ူ௬Ԓߢዐڦ :/5ă

37!

ኄၵࠚ໙ׯԨᄺᅜ๖ ׯ3111￣3121क़ HEQሺڦ܈փ
ཞăுᆶಇݣஹᅟ้ HEQ ሺ܈३ณ 1/13&ǈසࡕॲ C
ࡔॆक़ႜಇݣஹᅟǈHEQ ሺ܈ኻইگփ ڟ1/116&ă
38!

ኄၵአ֧ࢅٯแԈઔǖԈઔܾݥᄟࣅ༐ഘ༹ࢅᆶഘ༹ీݥڦ

ᆶॲڦᅃࡔॆǄᇀ 2::9 Ⴊ۩ǅ

ᇸಇݣᇸǗᆩࣹڸၩǗׂᄽࠓۙኝǄසٗీᇸิׂኁገՎీڟᇸ

34!

ޜခࠃڦᆌኁǅ
Ǘ๑ᆩ็ᆳࡔፇኯڦׇ֡ጻ૰ǗࢅǄॲ C

ႹऺܠଉኸՔԥᆩᇀ༹၄ׯԨă૩සǈසࡕሞॲ C ࡔॆႜ

؊ڦݴಇݣஹᅟူ݀ํॆࡔٳ၄ۼᅱۨກణՔڦ३ಇׯԨྺ

ۀሀݛǅᆶ࠲බጨĂԍ၃ࢅरຍገඟڦႜۯăଷྔǈኄၵჺ৯ཚ

HEQ ڦ1/6&ǈኄᅪ࿆ጣ 3121ॲᅃ Jࡔॆڦ३ಇׯԨྺ2361

փԈઔᅜူీ३ณጺ३ಇׯԨڦአ֧ࢅٯแǖॽኙڦᅮᆩᇀ

ᅢெᇮईට 236ெᇮǄĖಇݣ൧ৠ༬՚Ԓߢėዐ्ڦยǅăܔ

३ณԥኙኁڅڦईጨዺഄ३ಇٯแǗ३ณࣅ็ଙ๑ᆩڦ

21  ڦHEQ ሺڦ܈ᆖၚၭᇀ 1/2 ߲ӥۅݴă

࣍ৣټၳᅮǗ३ಇአ֧ᆅഐڦरຍՎࣅ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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३࣐

ڼෙ߾ፕፇरຍቌᄲ

38

!!!!ஹᅟᅜྔڦአ֧ࢅٯแ ǈ
ܸኄၵአ֧ٯแీ३ณ

2&ǅ
ăཞ้ǈᆯᇀरຍօࢅገඟᆅഐ࠵ኟঢ়षݒઍǈ

!!!!ॲݥܔᅃࡔॆǈԈઔ็ᆳڦॆࡔᆖၚǈᅺُ

ᅃၵ൧ৠ
Ǆ༬՚B2U൧ৠፇǅူڦHEQԲएጚ၍ڦHEQ

!!!!ᆶࡗߛࠚऺኄၵࡔॆׯڦԨࢅඇ൰ጺ३ಇׯԨڦ൵

ߛăHEQڦ३ณǄ൧ৠॐᇑ࿘ۨೝڦೝኵǅǈ
ሞ3131

!!!!ăᅜཚࡗᅜူٯแᅃօ३ณܔኄၵࡔॆڦᆖ

ፌ ྺگ2&ǈ3161 ڟٳፌߛǄ2/6&ǅǈ3211 ᆶူ

!!!!ၚǖൽၩࣅ็ଙցཌྷĂߵࡤ༐ଉዘႎۙኝీᇸ

ইǄ2/4&ǅăܸܔएጚ၍ಇݣଉߛڦ൧ৠፇǄB3 ࢅ

!!!!Ăሺेཀഘڦ๑ᆩĂ๑ॲݥᅃ็ᆳڦࡔ

B2GJǅ
ǈሞኝ߲ఇ႙ሏ໙ాǈHEQ ڦ३ณॽሺेăᆯ

!!!!ঢ়षܠᄣࣅă

ᇀᇑ HEQ ࡀڦఇ၎Բǈ฿၎ܔডၭǈሞĖಇݣ൧ৠ༬

!Ą!ഄॲݥᅃࡔॆǖᆯᇀঢ়षࢇፕᇑ݀ቛፇኯࡔॆ

՚Ԓߢėኮࢫڦ࿘ۨ൧ৠዐǈሞԨ๘ुా HEQ ३ณփࣷ

!!!!ܔኄၵࡔॆ੨ׂႴ൱३ณǈժᆯᇀߛ༐ׂत

ڞዂ၂ ڦHEQ ሺ܈ইگă૩සǈ2::1￣3211 ዐ

!!!!ഄኄၵࡔॆᄲीჄ੨ׂڦॏ߭ڦฉቩǈኄၵ

փཞ࿘ۨ൧ৠူHEQሺ܈ኻ३ၭ1/114&ǈፌٷ

!!!!ࡔॆీሦփ૧ڦᆖၚăኄၵࡔॆీᅮᇀ

ڦݻ३ณᄺኻᆶ 1/17&ă

!!!!ଙॏ߭ူڦইĂߛ༐ׂ੨ڦሺेᅜत࣍ৣᆷࡻ
!!!!ٷഘዐܾڦᄟࣅ༐౪߸܈ൽਦᇀેओܸڦփగᅃ

!!!!रຍࢅਧ്ڦገඟă
39

!Ą!༐ႅ ǖᅃၵߛ༐ׂᄽీገᅎॲݥڟᅃࡔॆࢅ

ڦಇݣăनᅃ߲༬ۨڦ౪܈࿘ۨణՔᅜཚࡗփཞڦ

!!!!ॏ߭Վࣅܔஹᅟݘ࠽ڦᆖၚీڞዂ6ċ31&ڦ༐ႅ

ಇݣ০ํ၄ăܠჺ৯ॺᅱǈܔጺڦ३ಇׯԨઠຫǈಇ

!!!!ă૩සǈߛీࡼׂᄽڦ३௨փీ๑ఇ႙ࡗ

ݣ০ڦስᇑಇݣణՔԨวཞᄣዘᄲăኄၵჺ৯ӝ

!!!!ߛऺࠚں༐ႅǈࣷڍሺेጹࢇׯԨăఇ႙ዐփԈ

ྺݴଇૌǖᅃૌ्ยಇݣణՔඓǈଷᅃૌሞփඓۨ

!!!!ઔৣ࣍ڦᆷࡻरຍࢅਧ്ڦገඟీڞዂگ༐ႅǈ Ⴀ٪ሞڦ൧ူॽಇݣణՔፕྺᅃ߲Ⴔᄲਦ֧ڦ࿚༶ă
!!!༬՚ٗઠੂǈഄࡻٷॽتᇀ༐ႅă
!!!!्ܔยಇݣణՔඓڦჺ৯ઠຫǈ࿚༶සࢆඓۨ
ڟٳణՔڦፌၭ३ಇׯԨڦ০ăሞኄǈᅜӝ০ڦ

８．９ 实现不同稳定目标的成本

ስੂׯᅃ߲༐ᇨ໙࿚༶ăኄᅃ࿚༶ڟ၄ሞᅃӯۼ
!!!!ᅜᅃ߲๘ुྺ้क़ׯڦ܈ԨᆶၳႠჺ৯ǖٷ

ኻ୯ܾᄟࣅ༐ܸณ୯ഄܾݥᄟࣅ༐࿒ഘ༹ă

ഘዐܾᄟࣅ༐౪܈࿘ۨሞሁڦگೝǈׯԨሁߛăփཞ

ᅃ߲౪܈ణՔਦۨକٗ၄ሞڟణՔक़ᅜಇٷഘ

ڦएጚ၍ܔ३ಇڦਨׯܔԨᆶڦٷݥᆖၚăڍǈړ

ܾڦᄟࣅ༐ڦଉǈ࿚༶සࢆໜ้क़ݴದ༐ಇݣă

࿘ۨణՔٗ861qqnwইڟگ661qqnw้ǈ३ಇׯԨኻᆶ
ڦ܈ሺेǈܸ࿘ۨణՔٗ661qqnwইڟگ561qqnw้ǈ !!!!Ⴙܠቴํ၄ᅃ߲༬ۨణՔڦፌၭׯԨ০ڦ
३ಇׯԨሺेٷǈ
ݥأएጚ൧ৠዐڦಇݣೝگă

ჺ৯ǈኄᄣڦᅃ߲০ీਸ๔้ደॷ३ಇǈܸࢫ

ܸኄၵࡕփԈઔࠦ༐ࢅܾݥᄟࣅ༐ഘ༹ǈܸுᆶჺ

ტ३ಇăᆶब߲ᇱᅺᅜྺ๊ኄᄣăሞৎ

3:

৯߸گ࿘ۨణՔᆅഐڦरຍՎࣅ ڦీၳࡕă༬՚

ాደॷገՎణമڦඇ൰ీᇸဣཥᅜ३ณ၄ᆶጨԨ٪ଉ

֖൧ৠڦስܾܔᄟࣅ༐౪܈ᆶڦٷᆖၚăৎઠᅜ

ࡗڦራၩྨǈྺरຍ݀ቛ༵ࠃ้क़ǈ࣏ీ३ณԥۨሞტ

JQDDĖಇݣ൧ৠ༬՚Ԓߢė֖ڦ൧ৠፕྺएጚ၍ઠݴ

݀ቛگڦಇݣरຍڦራփׯຄጒༀޅڦ၃ăሞଷᅃ

ဆ࿘ۨ౪ڦ܈ჺ৯ൣںؤǈሞܠٷຕԥೠࠚڦ࿘ۨ

ݛ௬ǈ߸घڦৎႜࠕీۯইگथਗڦഘࢪՎࣅ࣍ܔ

൧ৠူᇨ HEQ ڦೝ३ณሞए၍ኵ ڦ4& ᅜాǄሞᅃ

ৣࢅටૌټઠޅڦ၃ǈِघᅙᆶگڦಇݣरຍԥ߸૧

़߲ۨాݻڦփཞ࿘ۨ൧ৠዐፌڦٷHEQ३ณڟٳ7/

ᆩǄ֖९ڼ9/21বǅǈྺ࿄ઠरຍՎࣅ༵ࠃഽଜڦৎघ
ǈܸٗӻዺටૌಙਸԥߛಇݣഽ܈रຍዿڦຐ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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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ሞُۨڦᅭǖॲݥCࡔॆᆯᇀॲCࡔॆํแ३ಇܸ

ሺेڦಇݣଉǈᅜᅜॲ C ࡔॆ३ಇଉڦӥݴԲ๖ă
3:!

ీྺᅜࢫᅃߵڋბණ๎݀ڦቛඓႴۨ߸ჹ߭ڦ౪
܈ణՔା֡ڦܠ߸ፕक़ă

ᆅഐڦरຍՎࣅႎ႗ڦ࿚༶ডڦܠჺ৯ଶᇘăUBSዐڦඪࢆ

࿔၅ۼுᆶܔᅃ߲๘ु้क़ܾڦ܈ᄟࣅ༐౪ٗࢅ܈୯ᆅഐڦर
ຍօڦఇ႙ڦڟڥ३ಇׯԨक़࠲ڦဣፕೠࠚă୯ᆅഐڦरຍՎ
ࣅڦఇ႙ሞᅃၵ൧ူǖሞ၎ຼ ڦHEQ ሺ൧ူǈ֑ᆩփ
ཞڦአ֧ࣷڞዂփཞڦ๘ु้क़ܾڦ܈ᄟࣅ༐౪܈ă

!!!!ᆌړጀᅪڦ౪܈ሁگǈ༐ಇݣ၌৽܈ሁၭǈ
ᅺُሁ
ᄲ൱ራၵਸएጚ၍ăܸǈन๑ߛڦ౪܈ణՔǈٗएጚ
၍߸࣐ࢅ܉ࡗڦᄺժփᇑডራڦႜۯ၎ةڸăᆶ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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ڞǈൽਦᇀरຍࢅׯԨࡧຕڦ༬ኙă
ۨణՔۼᄲ൱࿄ઠጨԨ٪ଉڦ༐گ߸܈ăኄܔৎཨ
ጨਦ֧ਏᆶথࡤᅭăႎࠃڦᆌ֨ስᅃӯᄲ֍ܠ

!!!!గၵมࣷ၄ํీፆҹईेഽरຍՎࣅăᅜǈ༵

ీׇăසࡕሞႴᄲگ༐ׯگԨپ༺ڦरຍ้Սీ

ߛࠅዚණ๎ࢅঞᇣీᆶዺᇀࠞมࣷၠᆶ૧ᇀरຍظႎ

ڟڥ்ǈ৽ᄲ൱ᆶܔჺ৯ਸ݀ڦ૬नࢅჄڦ౷ă

ࢅકොৣ࣍ڦገՎăኄᅃ߲ᆶځᇀ࿄ઠჺ৯ڦଶᇘă

!!!!ᅜฉഽۙ३ಇׯԨڦ࿚༶ăॠᄓగᅃۨڦಇݣୟ

９． 减排的部门成本和附带效益

০ৣ࣍ڦᆖၚᄺዘᄲăኄᅺྺփཞڦ३ಇୟ০փৈ
ᅪ࿆ጣփཞڦ३ಇׯԨǈᄺᅪ࿆ጣփཞৣ࣍ڦՆ௨ׯ

９．１国家和部门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差别

ԨټઠڦၳᅮǄ९ ڼ21 বǅ
ă
!!!!३࣐ඇ൰ഘࢪՎڦአ֧ॽܔ༬ۨڦևோׂิᆖၚǈ
!!!!ړǈణՔඓۨڦኄዖ्ยࡗᇀ०ڇକă႞ࡻǈ සீ༓߾ᄽĂ็ᆳࢅཀഘ߾ᄽĂۉ૰ĂሰᄽĂሏࢅ
ĖࢇࡔഘࢪՎࣅॐࠅሀė
ᅙঢ়ණ๎ڟਦ֧࿚༶ۯڦༀ ௷ᆩևோăևோݴဆᆶዺᇀ்ศඇ௬ںණ๎३ಇׯ
༬ႠǈժࢬᇛߵഘࢪՎࣅतഄᆖၚڦፌࡻڦბ႑တ

Ԩǈ๎՚യሞڦኁࢅ฿܈ײڦत࣍বǈᅜत๎՚

ႜ࣮ۨࠥăኄዖॷڦਦ֧ࡗײኼሞኍܔڦփ

इᅮڦևோăܸǈኵڥጀᅪڦᆩᇀևோݴဆڦ࿔

ඓۨႠઠ๎՚܌֧ݔݞă၎࠲ڦ࿚༶փĐ๊

၅ݥᆶ၌ǖཞჺ৯३ಇ ࠵ࢢܔHEQ ᆖၚڦ࿔၅၎Բǈ

࿄ઠ 211 ڦፌࡻڦణՔđǈܸĐܔᇨڦഘࢪՎ

ณᆶ༑༪३ಇܔևோᆖၚڦጹࢇჺ৯ǈժ၄ᆶڦณ

ࣅࢅ၎ӵڦփඓۨႠǈ๊ৎፌࡻڦణՔđ

ຕჺ৯ᄺৈৈኍॲܔᅃࡔॆतں൶ă

!!!!ᅃၵჺ৯एᇀణՔڦփඓۨႠઠඓۨፌᆫ

!!!!३ಇአ֧௬ଣጣᅃ߲ߵԨႠڦవ༶ăࠅॆٷණੂڦ

ڦৎ֧ݔݞăኄၵჺ৯݀၄ထྭݔݞڦཨൽਦ

݆ǖᇑയሞڦइᅮኁ၎Բǈയሞڦևோኁ߸ඹᅟ

ᇀට்ܔ૧࡞࠲ဣĂ૰ଉܔԲࢅ३ಇׯԨڦೠॏăޅ၃

๎՚ǈ்ڦঢ়ष฿ຼࢭ߸থĂ߸णዐࢅ߸ඓۨăയ

ׯڦݔݞԨĊĊมࣷྺՆ௨ޅ၃ᇼᅪڦຕଉĊĊፌ

ሞڦևோइᅮኁǄأକምิీᇸևோǈᄺႹ࣏ᆶཀ

ዕᅃ߲አዎਦۨǈኄዖਦۨᅺࡔ՚ܸᅴă

ഘևோǅኻీྭሞ้ڦक़ాڟڥၭڦܮĂݴොڦ
ࢅփඓۨڦᅮăඓํᆶܠइᅮኁ၄ሞ࣏փ٪ሞǈ

８．１０ 引发的技术变化

்ࢫپටࢅᆶځ࿄ઠਸ݀ڦႜᄽă

!!!!ٷևݴᆩᇀೠॏፁ༬ۨ३ಇణՔׯڦԨڦఇ႙ೋ

!!!!ଷᅃඓۨۅ࠵ڦǈ३ಇአ֧ࢅٯแܔHEQڦጺ༹

ᇀࡗݴ०ࣅरຍՎࣅײࡗڦăᅃӯ्ۨरຍՎࣅᇑಇݣ

ᆖၚǈփ࠶ኟ࣏ǈۼᆆ֠କևோक़ڦֶٷ՚ăጺ

੦ೝփ၎࠲ăኄዖՎࣅԥੂፕጲڦۯăৎၵǈᆅ

༹ฉǈঢ়षׂీڦᇸഽࢅ܈༐ഽူॽ܈ইă၎ܔᇀ֖

݀ڦरຍՎࣅڟڥනᅮ࠲ጀăᆶටኛᅱኄዖՎࣅీٷ

൧ৠǈீ༓߾ᄽईႹ࣏ᆶ็ᆳ߾ᄽᇨॽ฿ٷև

ٷইࢅگฯڸၩ DP3 ३ಇአ֧ׯڦԨǈഄჺ৯ሶܔ

دڦݴཥׂǈڍ३ಇܔኄၵևோڦᆖၚൽਦᇀׂᄽܠ

ᆅ݀ڦरຍՎࣅփఫԑᆶထྭă

ᄣࣅǈഄևோᄺႹࣷሺेณଉׂڦăӝࣅ็ଙڦ
ׂଉ३ณڟएጚ၍ᅜူᄺժփࣷܔᆶ็ࣅڦଙׂิ

!!!!ፌৎڦჺ৯ණྺǈरຍՎࣅܔ३ಇ้ڦक़Ҿಇڦᆖ

ཞᄣڦᆖၚǈଙᆶփཞׯڦԨࢅॏ߭௺ߌႠǈ்ܔ

ၚൽਦᇀरຍՎࣅڦઠᇸă
ړरຍ߀Վᇸጲᇀჺ৯ਸ݀ǈ ३ಇአ֧ڦၚᆌփཞڦăీၳरຍጆோኍܔଙࢅ
ᆅ݀ڦरຍՎࣅೋၠᇀॽ߸ڦܠ३ಇ౮૰ݣሞ࿄ઠǈᇱ ฏยԢ࣍বǈႴ൱ڦ३ณܔ੨ڦᆖၚࢅڦׂܔᆖၚ
ᅺሞᇀरຍՎࣅॽ๑࿄ઠ३ಇׯԨ၎ܔᇀణമᆶইگǈ փཞڦăీᇸഽڦߛ܈ևோǈၟዘࣅ߾ĂߒཎĂઁᄽॽ
ॽ߸ڦܠ३ಇଉݣሞ࿄ઠॽ߸ेׯԨᆶၳăڍǈړर ௬ଣডߛׯڦԨǈईኁेरຍՎࣅईፇኯՎࣅǈईኁ
ຍՎࣅᇸጲᇀํ७ዐڦփბသǈᆅ݀ڦरຍՎࣅܔ३

฿ഄׂଉǄ၎ܔᇀ֖൧ৠǅ
ǈኄൽਦᇀ்ీڦᇸ

ಇڦፌॅ้क़ڦᆖၚሶփඓڦăᅃݛ௬ǈᆅ݀ڦर

๑ᆩ൧ࢅ֑ൽڦ३ಇአ֧ă

ຍՎࣅ๑࿄ઠ३ಇׯԨডณăଷᅃݛ௬ǈణമڦ३ಇਏ
ᆶेڦॏኵǈ
ᅺྺణമڦ३ಇᆶዺᇀঢ়ᄓओેࢅბသǈ !!!!ཞ३ಇٯแথ၎࠲ڦႜᄽຼࢭీٗႜۯዐइᅮă
Ǆ
ժᆶዺᇀইگ࿄ઠ३ಇׯڦԨăኄଇዖၳࡕనᅃዖዷ ኄၵႜᄽԈઔምิీᇸࢅࢃۉǈ३ಇยԢׂิڦ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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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ፕፇरຍቌᄲ

ࢇবీࢅ३༐रຍǅ
ǈิׂీᇸፕڦ౫ᄽࢅଠᄽǈٗ๚

:/3/2 ீ༓

বీࢅ३༐रຍჺ݀ڦჺ৯ޜခᄽă்ॽሞాइ

ሞኄ߲࠽ગၙࠓڦዐǈ३࣐ॽܔగၵևோׂิዘ

ᅮᇀ֎አጨᇸࢅഄጨᇸǈኄၵጨᇸሞ३ಇአ֧ڦ൧

ٷᆖၚă၎ܔᇀ֖൧ৠǈீ༓߾ᄽፕྺิׂࡤ༐ଉፌߛ

ৠူॽᆩᇀࣅ็ଙิׂăසࡕᆩᇀ३ಇᅜत

ׂڦ߾ڦᄽǈཞएጚ၍ڦᇨ֪၎Բǈሞॽ௬ଣबࢭ

࣏ݓൡၠᇀ३ณࠧዷڥĂ
ࠅິڥईഄዖ้ǈ փՆ௨ڦປཽăᅃၵ࣏تሞਸ݀ڦरຍǈසீ߾
ኄၵႜᄽ࣏ॽᅺྺ३ൟܸᅮăఫၵණྺHEQॽࣷ

 ڦDP3 ඁࢅأዼ٪Ăீ༓৽ںഘࣅǈీࠕሞ࿄ઠഐڟ

३ณڦჺ৯ǈժփጺ༵ᅃဣଚࠃስڦ࣏ݓ

ྼீ༓ิׂࢅཞ้Ն௨ DP3 ࢅഄಇڦݣፕᆩăᇨ

ݛ๕ǈኄሺे HEQ ڦᅃફጱአ֧ช࿄ԥਸ݀ઠă ீܔ༓ևோᆖၚ༬՚ڦٷൽၩࣅ็ଙցཌྷǈईӀ
इᅮࢅ܈ײڦ༬Ⴀॽໜአ֧ܸՎࣅăᅃၵ३ಇአ֧ీࠕ

ଙࡤڦ༐ଉܸփీଉੜీڦᇸࠓڪׯአ֧ăᅃ

ߴጺ༹ঢ়षټઠ৫ᅮǈኄᅪ࿆ጣႹܠևோڦᅮጺࢅ

߲ࠅණڦஃ৽ൽၩցཌྷᅜٷଉں३ณ࿒ഘ༹ಇ

ॽீࡗג༓ࢅഄࣅ็ଙ߾ᄽĂᅜतߛࡼీ߾ᄽڦ

ݣǈᅜतِघঢ়षሺăܸǈሞਏ༹ॆࡔڦǈഄፕᆩሶ

฿ă၎ݒǈยऺփࡻڦአ֧ॽڞዂጺ༹ঢ়षڦ฿ă

ჹዘᅈડᇀൽၩڦցཌྷڦዖૌᅜत༺ీپᇸԈઔ੨
ீ༓ڦฆᄽႜႠă

!!!!ኵܔڥ३ಇአ֧௬ڦܔඪခႜ૦๏࣮ࠥăࡗඁ
51 ǈႹ ڦॆࡔܠDP3 ಇݣԲ HEQ ሺܠڥǈᇱᅺ

:/3/3!็ᆳ

ܠᄣڦǈኄԈઔǖ

!Ą!ీᇸڦઠᇸٗீࢅ็ᆳገၠࢃీࢅཀഘǗ
!Ą!߾ᄽࢅ௷ᆩևோీڦᇸၳ୲߀Ǘ
!Ą!ٗዘ߾ᄽገၠ߸ڦܠएᇀޜခࢅ႑တڦঢ়षऄۯă

!!!!็ᆳ߾ᄽᄺ٪ሞጣ၎ܔປཽڦీႠăڍǈᆯᇀ
ཚሏ࣏ඍณ็ᆳپ༺ڦǈۉ૰ևோᄲᆩᅂ༹ᆳ༺
༹ࠦپଙǈׂᄽܠᄣࣅᅙՓీᇸࠃᆌևோǈ
ኄၵ
ᅺॽ࣐ࢅ็ᆳ߾ᄽڦປཽă

!!!!ኄዖ൵ॽڟ३ಇአ֧ࠞڦࢅഽࣅă
!!!!UT.7ߴ୬ႜĖۼᅱۨກė็ܔᆳࡔᆖၚڦ
９．２一些特定部门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研究结果

ब߲ఇ႙ࡕă߲ఇ႙๑ᆩփཞڦᆖၚऺ໙݆ݛǈႹܠ
ఇ႙ሞۨᅭ็ᆳ้֑ࡔᆩփཞݴॆࡔڦፇăܸǈ

表 ＴＳ－ ６： ็ᆳں൶ 0 ࡔॆ୬ႜĖۼᅱۨກėׯڦԨ

模型

b

ｂ

没有排放贸易

ｃ

b

附件一国家排放贸易
.24& ็ᆳ

“全球排放贸易”

H.Dvcfe

.36& ็ᆳ

.8& ็ᆳ

HSFFO

.4& ํा

Đ၂ዸ३ณକ฿đ

o/b/

HUFN

1/3&HEQ ฿

=1/16&!HEQ ฿

o/b/

NT.NSU

2/4:& ޟ૧฿

2/26& ޟ૧฿

1/47& ޟ૧฿

PQFD!ఇ႙

.28&!PQFD 

.21&!PQFD 

.9&!PQFD 

DMJNPY

o/b/

.21& և็ݴᆳ੨ኁ

o/b/

็ᆳ੨ࡔۨᅭՎࣅǖH.Dvcfe ࢅ PQFD ఇ႙ዐኸ็ᆳࡔፇኯǄPQFDǅׯᇵࡔǈሞ HSFFO ఇ႙ዐᅃፇ็ᆳ੨ࡔॆǈሞ
HUFN ఇ႙ዐఏဇߣࢅᆇ܈ဇჱǈሞ NT.NSU ఇ႙ዐ็ᆳࡔፇኯेఏဇߣǈሞ DMJNPY ఇ႙ዐဇჱࢅԛ็ڦݥᆳ
੨ࡔă

c

ᆶఇ႙୯ 3121 ڦඇ൰ঢ়षᅜत֑ᆩ༐ईಆஜಇݣႹኤڟٳĖۼᅱۨກė३ಇణՔǄཚሞఇ႙ዐǈᆩઠ๖ 3121ڦ
DP 3 ३ಇଉܸփ3119ڟ3123ڦ࿒ഘ༹ಇݣଉǅǈ༐ईಆஜಇݣႹኤڦཚࡗᅃْጺݛڦ๕ߴ࣏ݓၩݯኁǈࡕዐு
ᆶ୯ࠌิၳᅮǈසইںگ൶࣍ৣ฿ڪă

d

ಇݣஹᅟኸࡔॆक़ڦಇݣႹኤᅟă

347



!=2001



 !

!"#$%&'() dam 

 qpJVW=

!"#

!"#$% _êÉåí  OMMM 

!"#$

!"#$%& N  U 

!"#$

!



 !"#$%&'()*+,-./012345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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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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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V  NO 

!"#$%&'()*+,



!"#$%

!"`lO 



!"# 



!"#$%&'(

!"#$%

!"#$%& OMOM 
!"#$%&'()*

 PM 

!"#$%& qpJV 

 NVVU 

!"#$% OMNM 



!"#$%& d

 `ìÄÉÇ 

!"#$%

qpJS

!"#$%&'()*+,

!

!"#$

VKOKP=

!
-./ ====

!"#$%&'()*+,-./0



! OMNM 

!"



!"#



OR !"#$%&'( !)*+,NT



!"

====


!"#$%&'()*+,-./0

!"#$

!"#$%&'()*

 !"#$%&'()*+ !"#$% T
!"#$%&'()*+,-.+/012



!"#$%&'()*
!"

!"#$%&'()*+

!"#$%&'()*+



!"#$%&'



!"#$%&

!

!"#$%

!"#$%

!"#

!"#$%&'()*+

== `l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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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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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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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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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

!"#$

====

!"#$%&'()*



!"#$%&'()*+,



!



!"#$%&'()*OMOM



!"#$% _ 

 


!"

!"#$

!

"#$%

!"#$%&

!"#$

!"#$

!"#$%&

!"#$%&'!()

!

!"#$%&'(



!"#$%&

!"#$%&'(

!"#$%&'()*

!"#$%&'()

३࣐

:/3/5!ۉ૰

ڼෙ߾ፕፇरຍቌᄲ

ຍǄ૩සǈ݀ڦۉჶഘ଼ྃरຍࢇൣأഄᆶݥ࿒
ഘ༹කڦरຍǅඁأǈఫኄዖټၳᅮՍփް

!!!!ᇀۉܔ૰ևோڦᆖၚǈᅃӯઠຫǈ३ಇአ֧ईኁ

٪ሞăణമኄዖዎᆶ၌ڦǈܸࡍǈ༬՚ܔዿ

ഽႠںईኁথཚࡗघٯแઠሺेଭಇۉ݀ݣरຍ

ࢅၭഛכኄᄣڦၭࡀఇಇݣᇸǄ֖९ ڼ9/7 বǅ
ă

Ǆසࢃۉǈࢅۉഄምิీᇸ݀ۉǅࢅگ࿒ഘ༹ಇ
ۉ݀ڦݣरຍǄසཀഘࢇთ࣍ǅڦ๑ᆩăምኁईႹཚ

９．４ 减排对部门竞争的影响

ࡗई࿒ഘ༹ಇݣႹ߸ڪଳऄ݆ݛڦक़থሺेฉ
ຎरຍڦ๑ᆩăփ࠶నዖ݆ݛǈഄࡕۼ݀ۉଙ

!!!!සࡕ३ಇአ֧ڞዂࡔा৪ኛ૰ڦ฿ईಇݣ࿒ഘ

ࠓॽਸߛಇ็ࣅڦݣଙǈገၠሺे༐ࢅگ༐݀ۉ

༹ڦႜᄽٗํแ३ಇአ֧ڦ൶ᇘദǄྺ༐ႅǅ
ǈ३

रຍڦ๑ᆩă

ಇአ֧ڦᆶၳႠ৽ٶٷች੩ăߵᅙᆶ࿔၅ऺࠚڦࡕǈ
३ಇአ֧ࡔܔाॏ߭৪ኛڦᆖၚၭǈܔڍ༐ႅᆖၚ

!!!!ፕྺ࿒ഘ༹३ಇአ֧ڦࡕǈࢃॽۉਏᆶዘڦٷ

ऺࠚڦඐၥෑକܔ৪ኛᆖၚڦǈഄֶڦٷ՚ዷᄲ

ᆫǈᅺྺࢃଙ݀ۉबࢭுᆶ࿒ഘ༹ಇݣă࠶ᆶ

ઠጲᇀఇ႙ࢅ֑ᆩ्ڦยཉॲăᆶැ߅ڦᆯᅜණ

ኄ߲ᆫۅǈࢃۉሞႹॆࡔܠժփԥੂׯਦඇ൰Վ

ྺኄዖᆖၚփࣷ၂ዸăံǈํा֑ᆩڦ३ಇአ֧๑ᆩ

࿚༶ڦӸ݆ăዷᄲ࿚༶ሞᇀ)2*ᇑࢇთ࣍ഘऐ݀ۉ

ᅃဣଚڦժཚԈઔ๑ፕᆩፌၭࣅڦ༬՚تٯ

၎Բǈ
ׯԨߛǈ
)3*ภतሏႜҾඇࢅࢃݭࠅڦዚথײ

แǈසߛࡼీ߾ᄽڦ௨ăܾڼǈఇ႙्ยඪࢆദႜᄽ

܈ǈ
)4*ݣพႠݭ࠶ڦҾඇႠࢅࢃଙምთ࣍ǈ
)5*ࢃ

ॽ֑ᆩദ൶ᇘೝೝڦरຍǈܸփ्்ۨీ

ଙሏҾඇǈ)6*ࢃഗકොă

๑ᆩፌႎڦĂ گDP3 ಇڦݣरຍăڼෙǈ३ಇአ֧ࠞ
گಇڦݣरຍǈኄၵरຍᄺࣷገᅎǈ
३ณഄࡔॆႜᄽ

:/3/6!ሏ

ڦಇݣǄ֖९ ڼ9/8 বǅ
ă

!!!!ߛݥأၳഛכरຍǄසଙۉഛכǅტ

９．５ 为什么研究结果不同

ํᆩǈሞ܌ాณᆶ३ณሏీᇸၩࡼڦᆩ
ስǈኄ࣏փภतഄዐڦڦٷঢ়षĂมࣷईአዎׯԨă

!!!!ೠॏڦჺ৯ࡕઠጲᇀփཞࢅ݆ݛڦఇ႙ăܔኄ

ৃுᆶᅃ߲አުࠀׯᄇ๖ࡗీࠕ३ณܔഛכႴ൱ڦአ֧ǈ ၵࡕڦടړႴᄲକ֑ᆩڦఇ႙ᅜतఇ႙ࢅჺ
ᆶአު݀ۼ၄ሞአዎฉవ୯֑ᆩኄᄣٯڦแă ݧ৯ᆆࡤ्ڦยăࡕ٪ሞֶڦٷ՚ᆯᇀ๑ᆩକփཞ
ऐీᇸၳ୲ߵڦԨ߀ຼࢭ߸ᄲӵໜጣ༵ߛॏ߭Ă३ณ

֖ڦ൧ৠईएጚ၍ሰڦׯăएጚ၍ڦ༬ۅ၂ዸںᆖၚ

ࡵ୫ႜଉڦአ֧ăࠚ໙ࡵڦ୫ႜႴ൱ॏ߭ڑႠሞǉ

३ಇአ֧ఇెڦଉࣅࡕă૩සǈසࡕሞएጚ၍ዐ्ย

1/9ڟǉ3/8ኮक़Վۯăཚࡗઠ༵ߛࡵ୫ႜڦॏ߭

ഘዊଉᅪڦǈඪࢆ࿒ഘ༹३ಇ൧ৠڦയሞڦഘ

௬ଣጣႹܠአዎቱҹăణമዷࡵڞሏဣཥሏገڦႹ

ዊଉݛ௬ټڦၳᅮॽۼԥ्ยಇأăन๑၎ຼई

ܠມՉၹۨۼԈࡤ௨ࢅ௨ڦݯཉǈܸுᆶሏႜׯԨ

၎ཞڦएጚ၍्ยǈփཞჺ৯ᄺࣷᆶփཞڦࡕă

ࢅ߀ဣཥڦཉă
!!!!ܔᇀ३ಇׯԨǈኄၵֶ՚ሞ܈ײٷฉᆯփཞڦ
９．３ 温室气体减排的部门附带效益

्ࢅ݆ݛยᆅഐڦǈፌዘᄲڦᇱᅺሶሞᇀᆩఇ႙ڦ
ૌ႙ă֑ᆩႎरຍऐࣷڦጲူܸฉײ߾ڦఇ႙ൡၠᇀত

!!!!ࣅ็ଙၩڦݯথׯԨ࠲ጣᅺ३ณଙਸ֑ࢅ

๖३ಇڦၳᅮăጲฉܸူڦᅃӯ࢚ఇ႙ሶຼࢭඹᅟڥ

ฏܸॳࠌࠅࢅৣ࣍ڦټၳᅮăኄၵၳᅮઠጲᇀࣅ

Բጲฉܸူ้ڦक़Ⴞଚຕଉঢ়षఇ႙߸ڦگ३ಇׯԨă

็ଙऄۯᆅഐڦ࡞ڦ३ณǈ༬՚३ณฏሰ

ڞዂఇ႙ڥডڦگ३ಇׯԨڦዷᄲ्ยǖ

ڦׯකಇݣǈස TP3ĂOPyĂDP ࢅഄࣅბዊत
૭ăኄॽ߀ࢅںړ൶ᇘڦഘࢅዊǈᅺܸ३ณ

!Ą!֑ᆩႎڦଳऄǈසಇݣஹᅟࢅࢇ୬ႜऐǗ
!Ą!ईಇݣႹኤڦཚࡗ३ٯแߴ࣏ݓ

ܔටĂۯࢅኲॳतิༀ࡞ླڦăසࡕᆶᇑ࿒

!!!!ঢ়षևோǗ

ഘ༹ಇݣ၎࠲ڦකۼԥႎरຍईዕ܋ჶഘዎर

!Ą!ټၳᅮǈ༬՚३ณ࣍ৣකڦၳᅮԥԈࡤሞࡕዐ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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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NMKN=



!"#$

 qpJNMÄWJ 
 !"#$

!"#$%&'()*+

!"#

३࣐

ڼෙ߾ፕፇरຍቌᄲ

Ċၳᅮఇ႙ࠓሰڦCbzftjboਦ֧ݴဆॐǖ܌
Ǆ࿄

แઠሺे߸࠽ڦݘၹᅱࠅڦೝႠࢅၳ୲ǈဌᆅ߸ࡔڦܠ

ઠ31ǅፌᆫಇݣୟ০ሞၙമৠ൧ৠࢅگీႠߛࢫ

ॆे౷ਏ༹၌ಇࢅ३ಇణՔࡔڦाፇኯă

ࡕڦ൧ৠኮक़ǈᄺኻ٪ሞዐڦ܈ײڪೋǄ९ U T .
21cǅ
ă࠶ට்ධሞኛᅱ࿘ۨణՔǈڍධᆌۨৎ

!!!!ยऺࡔाڦ܈ഄଇ߲ዘᄲݛ௬Đ୬ႜđࢅĐፏ

ڦഘࢪአ֧ăᅺُǈਦ֧ኁᆌ୯֑ᆩڦړ၌ಇٯ

ሀđăऐڦᆶၳႠ୬ႜࢅፏሀࡧڦຕǈᇑླྀۯၹᅱణ

แઠᆌܔ࿄ઠඓۨڦ౪܈ణՔᅜतీ߀ՎڦĂܔഘࢪ

Քڦႜྺڦൎํ߀Վᆶ࠲ă
Đ୬ႜđኸአުॽࡔाၹᅱ

Վࣅླ၃ڦბණ๎ăኄଇዖݴဆ݆ݛᆶዘᄲڦփཞኮ

ገՎ݆ాࡔׯୱĂአ֧Ăࢅ݆ࡀă
Đፏሀđኸ֖ᇑࡔሞ๚

تǈׯܔԨĊĊᆶၳႠݴဆǈྺٳణՔփऺׯԨཨǗᆩ

ํฉޏᅜतሞ܈ײٷܠฉॕକཉăࡔܔा࣍ৣऐ

ׯԨĊĊၳᅮݴဆ݆ǈׯԨࢅᅮڟٳՉाೝ࢚ăڍǈ ڦᆶၳႠઠຫǈ֪॔ĂԒߢࢅࢃํ࣍বݥՂᄲڦă
ᄲ൱एإຕ႑တૌຼڦǈժԈࡤܔփඓۨႠतഄ้

ৃܔဣཥ֪॔Ăೠࠚࢅت୬ႜ฿Өڦჺ৯࣏ณăڍ

Ⴞਦڦཥᅃ୯ăထྭڦ၌ಇଉൽਦᇀට்ܔ૧࡞

ǈਸ݀୬ႜೠॏဣཥڦ౮૰ᅙሁઠሁܠǈ
ժᄺԥభ

࠲ဣĂ३ಇऐࣷࢅ३ಇׯԨڦೠॏăޅ၃ڦԍ၃ॏ߭Ċ

ڟĖࢇࡔഘࢪՎࣅॐࠅሀėࠓڦॐዐă࿄ઠڦ

ĊมࣷྺՆ௨ޅ၃ڦኧᅪᇼĊĊፌዕᅃ߲አዎਦۨǈ ๑ኄၵೠॏဣཥ߸ेᆶၳǈᆮഄႴᄲ߀ࡔॆಇݣຕ
ኄዖਦۨᅺࡔ՚ܸᅴă

ᅜतአ֧ࢅٯแݛڪ௬ڦ႑တă

!!!!ׯԨĊĊᆶၳႠݴဆཚࡗ๑क़ࢅ้क़ڦ३ಇՉा

１０． ３ 与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选择的联系

ׯԨ၎ڪઠლ൱ํ၄࣍ৣణՔڦፌׯگԨăׯڦԨ
ᆶၳႠჺ৯ࠚ໙କॽٷഘDP3 ౪܈࿘ۨሞփཞೝႴ

!!!!ܔჄ݀ቛࢅഘࢪՎࣅଇኁ࠲ဣڦႹܠఇࢵණ๎

ׯڦԨǈժ݀၄ 5 6 1 q q n w ౪܈ฉ၌ׯڦԨߛٷٷᇀ

ᆯᇀඍ݄ၠਦ֧ኁ༵ࠃ࠲॰႑တڦܸᆅഐڦǈኄ

861qqnw ౪܈ฉ၌ׯڦԨăሎႹش੨݆ 0 Ҿඇጣ݆ժ

ၵ࠲॰႑တᅜӻዺਦ֧ኁକݛ߲ܠӄስǈतኄၵ

փᄲლቴᅃ߲ፌᆫ০ǈܸᄲย݆ࠓࣄీፁྔ

ݛӄܔมࣷĂঢ়षࢅ࣍ৣ࠲ڪ॰࿚༶ڦᆖၚǈཞ้ྺਦ֧

ևۨᅭڦഘࢪᆖၚሀຐࢅಇׯݣԨሀຐڦీಇݣ০

ኁೠࠚణՔํڦ၄൧༵ࠃೝăᅜǈ
ྺ๑Ⴤ݀ቛ

ྜڦኝਈንăࡕ၂๖ǈླྀৎᆶၳ३ಇࣷٷٷ३ณ

ڦਏᆶ֡ፕႠǈՂႷॺ૬ኸՔ༹ဣă
ሞࡀࢅݔยऺ

ᆌܔ࿄ઠ߸ჹ߭ڦഘࢪՎࣅణՔڦስᇆںǈܸփჹ

ࡔॆपڦჄ݀ቛኸՔ༹ဣݛ௬ᅙঢ়ൽڥକᅃၵዘᄲ

߭ڦణՔሶ༵ࠃକৎ߸ڦܠଳऄႠă

ڦቛǈڍǈሞӝჄ݀ቛణՔገࣅํׯᆩణՔฉǈ
ධᆶႹ߾ܠፕᄲፔă

１０．２ 国际制度与政策选择
!!!!వ߁ઔႠࡃںభჄ݀ቛአ֧ࢅስݛӄǈᅺ
!!!!ࡔाഘࢪՎࣅၹᅱׯࠓڦᇑ༬ܔۅ३ಇڦၳ୲Ăׯ

ྺჄႠᅪ࿆ጣժᄲ൱ܠᄣႠĂଳऄႠࢅظႎႠăአ֧

Ԩࢅၳᅮਏᆶዘᄲᆖၚăᅃ߲ࡔाഘࢪՎࣅऐǄ૩සǈ ስ৽ᄲሞጲጨᇸ૧ᆩरຍĂิׂࢅၩݯĂิׂࠓ
Ėۼᅱۨກėईഄ࿄ઠీധຈڦၹᅱǅڦၳ୲Ăׯ

ገՎĂට੨ࢅঢ়षႜྺڦक़ݴքĂᅜतႜྺݛ๕ݛڪ௬

Ԩࢅၳᅮൽਦᇀധຈࡔڦຕణǈ்ڦ३ಇణՔࢅ 0 ई

ᆅՎࣅăഘࢪՎࣅ࿔၅ܔമෙ߲ᅱ༶ႜକٷଉஃຎǈ

አ֧౷ăཞ้ǈധຈࡔຕణൽਦᇀׯᇵࡔڅݴ౷ᅭ

ڍᇑႜྺݛ๕ࢅิऄݛ๕ᆶ࠲ڦስࢅਦ֧ඐுᆶᆅ

ခࠅڦೝ܈ײăᅜǈঢ়षၳ୲Ǆཚࡗ֖ᇑፌࣅٷઠ๑ׯ

ഐට்ፁࠕ࠲ڦጀă߾ᄽࣅࡔॆڦၩݛݯ๕ᆅഐഘࢪ

ॽٷٷ३࣐ഘ
Ԩፌၭࣅǅࢅࠅೝ
Ǆ၌ಇ౷ݴڦದǅ
৽ሞᅃഐକă Վࣅڦᅃ߲ዘᄲᇱᅺăසࡕට்߀Վೋࡻǈ
ࢪՎࣅăܸǈᄲ߀Վၩݛݯ๕ǈ৽փৈᄲ߀Վ்ڦႜ
!!!!ሞࡔा܈ยऺĂഘࢪአ֧ׯڦԨᆶၳႠ 0 ၳ୲ࢅ

ྺݛ๕ܸ࣏ᄲ߀Վ்ጲวǈᅺྺኄഄิऄݛ๕ڦ

ፌࢫঢ়षׂࠅڦೝႠኮक़ዐ٪ሞᅃ߲ෙՉ࠲ဣăᅺُǈ ዘᄲፇׯևݴǈᅺܸᄺ்ጲํ၄ڦዘᄲፇׯևݴă
ยऺࡔाऐ้୯ᆶၳႠࢅࠅೝๆݴዘᄲڦă࿔၅

ܸǈأକഘࢪՎࣅኮྔǈ
࣏ᆶഄݛ௬ڦᇱᅺᄲ൱ኄ

༵ࠃକᆫࣅࡔाऐ߳ڦዖփཞڦஃ֧ă૩සǈཚ

ፔǈཞ้አዎฉᄺࠞࢅኧኄዖ߀Վă

ࡗణՔሞ้क़ฉڦടݴړದǈॽഘࢪኛஃᇑഄᅱ༶၎
࠲ǈၠᆖၚॆࡔڦገᅎጨূǈईरຍገඟၹᅱٯڪ

!!!!Ⴤ݀ቛ௬ଣڦᅃ߲೨ൎᄲ൱༵ߛአ֧ٯแڦ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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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ǈ
ీࠕሞփፆҹ݀ቛժᇑࡔॆ၎ᅃዂڦമ༵

܈ײߌ௺ڦઠਦۨጲमॆࡔڦణՔăܸሞඇ൰༌ಒዐӝ

ူǈ
༑ࡔॆঢ়षሺణՔࢅ࣍ৣአ֧ኮक़ڦയሞၹཞፇ

ࡔܠణՔཥᅃഐઠႚׯඇ൰ణՔǈኄీภतࡔॆኮक़

ࢇă३࣐ഘࢪՎࣅڦ༵ࠃକᅃ߲አ֧ၹཞݔࠀׯڦ

ڦցኧăཞ้ǈሴඪݴ༃ၹᅱࢅڦׯٳඇ൰ణՔਦ

૩ǈ๑३ಇႜڦܠ߸ࢅۯణՔኮक़ڟٳକፌॅၹۙጒ

ۨକ߳ࡔׯڦԨăᇑᇨڦඇ൰ణՔ၎࠲ڦ৫฿၎Բ

ༀă߀ీᇸၳ୲ǈԈઔবీĂገၠگ༐ଙĂ૧ᆩም

ডࢫǈ߳ࡔీዘႎ୯்ాࡔڦణՔǈᆮഄړइ

ิీᇸࢅᆅ߸ံܠీࡀݥڦᇸरຍǈ
ᇨॽܔ੦

ڥഘࢪՎࣅሞඇ൰ڦĂں൶݀ڦቛఇ๕ࢅᆖၚ႑တ้ǈ
ኄ

ํाڦ࿒ഘ༹ಇݣ൵ׂิዘᄲڦᆖၚăཞᄣǈሞ౫ᄽ

৽ူྺׯᅃ༌ಒڦႎഐۅăᆯُੂઠǈඓ૬ᅃ߲Đఋ݆

ࢅଠᄽႜۯዐ֑ᆩႎरຍᅜत֑ᆩൣলิׂ߾ᅝᄺీܔ࿒

ຕጴđ
Ǆසඇ൰ഘࢪՎࣅฉ၌ईٷഘዐ࿒ഘ༹ڦ౪܈ฉ

ഘ༹३ಇׂิዘᄲࠋ၅ăᅈડᇀኄၵስڦᆌᆩԝৠǈ ၌ǅॽᅃ߲ײࡗڦǈዷᄲᅃ߲አዎࡗײǈࡻሞ
்ཚټీઠओटټڦၳᅮईኁມዘࢤ૧ǈ
ሞᆶၵ้

ڟڥბօڦኧă

ࢪஃޏᆶഘࢪՎࣅڦᆯۼኵ֑ڥᆩă
!!!!ݴဆഘࢪՎࣅਦ֧ዐڦዷᄲڦଇవ࿚༶ǈᅜڥ
!!!!Ⴤ݀ቛஃሞ݀ॆࡔٳई݀ቛዐࡔॆۼᄲ൱ܔ

ူ௬ڦஃǄ֖९ UT.8ǅ
ǖ

रຍႜߵԨႠڦՎ߫ăरຍظႎĂरຍڦࢅ࠽ݘ

!Ą!සࡕփඓۨႠ࿚༶ڦਦত๖ഘࢪՎࣅतഄᆖၚ

ገᅎĂ֑ᆩ߲ڇरຍᅜतኝ߲रຍ༹ဣڦስǈࠓׯକ

!!!!ॽټઠߛޅڦ၃้ǈఫྺକՆ௨ഘࢪՎࣅׂิ

ํ၄ഘࢪ࿘ۨࢅჄ݀ቛڦඇ൰ڦፌዷᄲᅺă !!!!݆ඹඨޅڦ၃ࢅ0ईഘࢪՎࣅ܈Ǆሞᆖၚݛ௬ǅ
Ă
ڍǈरຍገᅎ੍ڇरຍԨวփႜڦǈᅃ߲ీԍኤर

!!!!ᅜतՆ௨ས੮܈ޗٷڦ३ಇᄲ൱ǈ৽ᆶՂᄲණኈ

ຍࠀׯገᅎࢅํแڦଆࡻ࣍ৣഐጣ࠲॰ڦፕᆩǈᆮഄ

!!!!֧ۨઠҾಇ࿄ઠबๆڦ३ಇĂᆌࢅბသऄ<ۯ

ሞ݀ቛዐࡔॆă
සࡕᄲඟरຍገᅎټઠঢ়षࢅมࣷၳᅮǈ !Ą!३ಇ३࣐ഘࢪՎࣅڦዘᄲႚ๕ǈڍ३࣐ഘࢪՎࣅ
৽ՂႷ୯ڦںړ࿔ࣅدཥࢅీ૰ǈ
ᅜतჄႠتںĂ !!!!ٯแ࣏Ԉࡤڦ࠽ྷݔഄऄۯǈԈઔཨጨਸ݀گ
ሏፕĂްࢅ߀रຍႴڦऐࠓࢅፇኯཉॲă

!!!!ׯԨ༐रຍĂీၳरຍࢅ༐੦रຍࠕీڪইگ
!!!!࿄ઠ DP3 ३ಇׯԨڦरຍ<

!!!!ӝഘࢪՎࣅࢅჄ݀ቛአ֧බ݀ॆࡔڟቛᅱײ

!Ą!ᆯᇀీᇸဣཥڦरຍ༬ኙࢅփཞಇݣ০ภतڦ

ײࡗڦዐǈႴᄲᆶႎڦ࿚༶ਦࢅਦ֧݆ݛăኄ߲

!!!!փඓۨႠ٪ሞֶᅴǈሞ३࣐ٯแ้ڦऐࢅፇࢇҾಇ

ඪခᆆࡤጣᅃ߲ມዘڦ౮૰ăᅃݛ௬ǈჄ݀ቛײ

!!!Ǆཨጨᇀरຍਸ࣏݀૬न३ಇǅฉྫྫᆅഐኛஃ<

Ⴔᄲ߸ჹݴڦဆࢅາྼ༹ဣǄ݆ݛĂኸՔĂڪڪǅӝ

!Ą!ࡔाଳऄ 0 ऐీࠕӻዺইگ३ಇׯԨǈڍඐ

ٗஃླྀၠํ७ăଷᅃݛ௬ǈ׃ຎഘࢪՎࣅႴᄲൣؤ

!!!!ᆅഐକᅃဣଚํแࢅࢃํݛ௬ڦ࿚༶ǈႴᄲᇑׯԨ

๎ں՚ݴဆ߾ਏࢅ݆ݛዐ्ڦยཉॲڦਆ၌Ⴀǈᅜत

!!!!বู࢚୯<

ഘࢪՎࣅڦბࠓॐዐሐࡤڦมࣷࢅአዎᅪᅭăৎब

!Ą!ට்ᅙܔಃેྂፌᆫ 41 ፕྺၳ୲ᇱሶൽڦݘ࠽ڥᅃ

ሞኄଇݛ௬ፔକٷଉݴڦဆ߾ፕăሞتփඓۨႠĂް

!!!!ዂǈॺܔڍ૬ࠅೝࡔڦा༹ᅈડڦፌॅࠅೝᇱ

ሗႠĂටڦॏኵ࠵ࢅਦ֧ڦമࢫᆖၚݛ௬ᅙ೦କد

!!!!ሶுᆶൽڥᅃዂăሞࡔाಇݣ၌܈༌ಒዐǈၳ

ཥੂ݆ࢅਦ֧ॐǈਸ݀କᅃၵႎ݆ݛăժॷॷ၄କ

!!!!୲ࢅࠅೝፌዷᄲ࠲ڦጀۅǈ்ժփ၎ࢻಇ؈ă


ᅃ߲ࠌཞࣆڦ༶ǈఫ৽ഽ֖ۙᇑ႙ਦ֧ۨॐሞႚ

!!!!ᅜǈࠅೝഐጣዘᄲፕᆩǈஃሞਦۨಇݣႹ

ׯႎڦ܈ҾಇฉڦዘᄲႠă

!!!!ݴڦದฉǈ࣏ 0 ईሞցಇݣஹᅟీߴగၵࡔ
!!!!ॆׂิփׯԲ૩ڦڅߛࡗڦऐҾಇฉăፌዕǈ
ॺ

１０． ４ 与政策相关的主要科学问题

!!!!૬ᅃ߲ፇࢇܠዖࠅೝᇱሶܸփኻᆩᅃ߲ࠅೝᇱ
!!!!ሶڦऐ߸ेዘᄲăݥ༐रຍĂీᇸၳ୲Ăᅜतܾݥ

!!!!փཞڦ܈ײഘࢪՎࣅ၌ణՔǄईኁ၎ᆌٷڦഘ࿒

!!!!ᄟࣅ༐࿒ഘ༹३ಇरຍሞ๘হڦྷݔકොॽሞ܌

ഘ༹౪܈ǅڦॆࡔ߲߳ߴټ३ಇׯԨࢅ฿څᄺփ

!!!!ాܔইگಇݣഐڟዘᄲፕᆩǈڍᆶܠቱҹፆҹ

ཞă୯ڟ၎࠲ڦփඓۨႠࢅ࿄ઠණ๎ڦศࣅǈഘࢪ࿘

!!!!रຍገඟǈԈઔׇփྜĂአዎ࿚༶ࢅঢ়ԥࢮ

ۨణՔփՆ௨ںᅃ߲փ۞ײࡗڦپǖ߳ࡔߵ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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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sfupፌᆫඪࢆᅃ༹߲߲ޟڦ૧ሞփ࡞ഄ༹߲ޟڦ૧้৽

փీᅃօ߀ڦᅃዖᄲ൱ईጒༀă

३࣐

ڼෙ߾ፕፇरຍቌᄲ

表 ＴＳ－ ７：ৎ३࣐ስڦ࢚ă

论点

倾向于早期适度减排

!Ą!ీᇸरຍኟتሞՎ߫ኮዐǈन๑ுᆶ !Ą!ׯگԨڦ݆ݛᆩႠᄺీࣷܔಇࡆݣगׂ

रຍ݀ቛǖ

ጨԨᇑ࠹Ⴀǖ

倾向于早期严格减排

!!!!አ֧߅ᇨǈܔ၄ᆶरຍ߀ڦଆݛӄኟ
!!!!ሞՎڥႜă
!Ą!ړራ࠽ླྀں๑ᆩტ߀ڦरຍ
!!!!ᅜইگბသ൸၍ׯԨǈՆ௨ࡗራںԥ
!!!!ۨሞ၄ᆶׂิگڦၳ୲ڦरຍኮዐă
!Ą!ტ߀ڦरຍ݀ቛႴᄲܔएإჺ৯
!!!!ႜཨጨă

!!!!ิํዊႠڦᆖၚă
!Ą!ాิڦǄׇᆅഐڦǅՎࣅీࠕेׯگԨ
!!!!݀ڦ݆ݛቛǄٗํाዐბသǅă
!Ą!!णၳᆌକገᅎگڟಇࡆݣगڦዘᄲ
!!!!Ⴀă
!Ą!ᆅీڞᇸरຍჺ݀ǈራٗࣅ็ଙਸ݀ገ
!!!!گڟ༐रຍă

!Ą!ٗፌڦ؛܈ಇݣ၌ਸ๔ǈՆ௨

!Ą!!ཚࡗᆖၚৃࢫႎڦཨጨઠ߸े؊ںݴ૧ᆩ

!!!!၄ᆶڦጨԨࡗራཽᅣǈ؊ݴ૧ᆩጨ
!!!!Ԩ٪ଉڦጲ߸ႎ܈ă
!Ą!ཞ้࣏ইگକᅙᆶጨԨڦገᅎׯԨǈ
!!!!ݞኹᆯफၳᆌܸሰׯཨጨॏ߭ڦฉ
!!!!ืă

!!!!ጨԨ٪ଉڦጲ߸ႎă
!Ą!ཚࡗӝಇݣଉ၌ڟᇑܾگᄟࣅ༐౪܈࿘ۨ
!!!!൧ৠ၎ᅃዂڦೝǈԍାକ૧ᆩړമरຍॽ
!!!!ܾᄟࣅ༐౪܈၌گڟೝڦስ
!Ą!ইگ࿘ۨ౪܈ሀຐڦփඓۨႠޅڦ၃ǈժᆯ
!!!!ُইگԥ೨३ಇܸᄲ൱ጨԨࡗራཽᅣڦ
!!!!ޅ၃ă

มࣷᆖၚᇑ࠹Ⴀǖ !Ą!ॷڦ३ಇҾಇ๑ڥට்ᆶ߸้ڦܠक़
!!!!!ྼહీۯ૰ժႜહۯ૰ࢅׇঞᇣ
!!!!ڦࠓۙኝǈܸٗইگևோႠ฿ᄽ܈ײڦă
!Ą!३ณକՎࣅට்ิڦऄݛ๕ࢅҾ
!!!!ಇܸᆅഐޟڦ૧฿ă

!Ą!ᆮഄසࡕፌዕႴᄲ߸ڦگ࿘ۨႠణՔǈራ
!!!!ডഽڦႜॽۯ३ࢫگჄ३ಇڦፌ܈ޗٷǈ
!!!!ժ३ณ၎࠲܉ࡗڦ࿚༶Ă
ंĂ
ᅜतට்ᅺิ
!!!!ऄݛ๕ࢅิऄҾಇڦՎࣅܸᆅഐޟڦ૧
!!!!฿ă

Ǆසഄᇆ൧
ཌྷ၄ࢅپाࠅೝǖ !Ą!ইگକ࿄ઠ३ಇׯԨڦ၄ኵǄසഄᇆ൧ !Ą!ইگᆖၚժইگኄၵᆖၚڦ၄ኵă
ǈ
ڍీཚࡗ๑ᆩॏڦरຍࢅ༵ߛ !!!၎ཞǅ
ă
!!!!၎ཞǅ
!!!!࿄ઠڦೝઠ३ณ࿄ઠڦ၎࠲ׯԨă

!Ą!܌ాܾᄟࣅ༐౪܈၄܌ሡྲڦฉ !Ą!܌ాܾᄟࣅ༐౪܈၄܌ሡྲڦၭူইă
༐თ࣍ᇑޖพ߀Վǖ
!!!ืă
!Ą!ইگକ࿒܈Վࣅރڦኵă
!Ą!߸ڦܠራಇݣԥဌǈሞߴۨڦ࿘ۨ
!!!!౪܈ሀຐူǈ
๑Ԩ๘ुڦ༐ಇݣጺଉ
!!!!༵ߛǄཚࡗᅜࢫ߸ڦگಇݣଉઠցǅ
ă
ഘࢪՎࣅڦᆖၚǖ !Ą!ٗࡗඁबๆ၎ܔڦഘࢪՎࣅઠ
!!!!ੂǈ࣏ுᆶ၂ڦ೦࣋ኤă
!!!!ڦᅟׯԨă

!Ą!Ն௨ᆯᇀഘࢪՎࣅܸీ၄ٷ߸ڦ೦
!!!!࣋ă

՚ڦă३࣐ഘࢪՎࣅਦ֧ภतႹॆࡔܠǈၳᅮሞबๆڟ

Ą!!!ړമඇ൰ႠٷࢅڦႠৣ࣍ڦ࿚༶٪ሞ၂࠲ڦǈ ब߲๘ुాݴොሞඇ๘হǄᆶၵৎټڦၳᅮǅǈሞ
!!!!ࡔाมࣷഓਦኄၵ࿚༶ǈڍช࿄৽ࠌཞᆌܔഄ

ৃړइڦڥ႑တڦएإฉǈᅈ੍ࠅࠌአ֧ํแۯླྀڦǈ

!!!!ዐᅃၵ࿚༶ڦీၹፕႜڹן༑৯ǈ߸փᆩຫ

࣏Ⴔᄲ၎࠲݆ࡀڦჹ߭ኴႜă၎ݒǈᆌਦ֧ৈภतݯᆩ

!!!!ഄࣩ݀ፕᆩକă

ࢅཨጨ࣮Ԓኮक़ڦড้܌क़ǈ၎࠲ׯڦԨࢅၳᅮں൶
Ⴀڦǈഄํแৈհतࠌࠅںړአ֧ᅜतᆖၚڦมࣷऐ

!!!!ܔටྺᆅഐڦഘࢪՎࣅڦ३࣐ࢅᆌਦ֧߳ᆶ൶

ࠓ܀ጲ֑ൽڦᆌٯแǈܾኁۼᅜ႑တ߀ڦྺएإăں

353

ഘࢪՎࣅ!2001

ጹࢇԒߢ

൶ڦ३࣐ࢅᆌీ૰ໜں൶ࢅ้क़Վࣅٷă३࣐ࢅ

ǉକॺఇरຍǈ߀ೠࠚټၳᅮݴڦဆ߾ਏǈ

ᆌአ֧ڦፇׯൽਦᇀں൶ईࡔॆڦᆫံ୯ǈᅜतૂᅪ

!!૩සӝ३࣐ׯԨݴದߴ࿒ഘ༹ईഄකǗ

֑ᆩڦࢇࡔाሴඪ݆ݛڦă

ǉဣཥݴںဆփཞ࿒ഘ༹࿘ۨ൧ৠူׯԨܔएጚ
!!၍्ยཉॲڦᅈડ܈ײǗ

!!!!ഘࢪՎࣅ࿚༶ڦ߲ݛ௬ۼਏᆶڦٷփඓۨႠǈ

ǉਸ݀ਦ֧ݴဆॐǈਦሞഘࢪአ֧ۨዐڦփ

ਦ֧ኁৃཀవඓۨᅃ߲ඇ൰থڦ࿒ഘ༹౪܈࿘ۨ

!!ඓۨႠ࿚༶ࢅมࣷঢ়षतิༀޅ၃࿚༶Ǘ

ೝă ڼ21 ቤೠࠚڦఫၵჺ৯ኧසူڦ၂ڦᇨǖ

ǉሞتࢅԒߢॲݥᅃࡔॆࢅں൶ڦჺ৯൧

ডڦگ࿘ۨణՔॽภत߸ߛڦ३࣐ׯԨࢅ߸ड़ڦৎ

!!้ǈ
߀ඇ൰ఇ႙ࢅݴဆ݆ݛĂ
்्ڦยᅜतᅃ

३ಇඪခăڍଷᅃݛ௬ǈස߾ܾڼፕፇԒߢዐຫǈణ

!!ዂႠ࿚༶ă

Քሁگᆅ݀ิڦࢅںᆖၚሁၭǈᅺُሰڦׯ฿ࢅ
ᆌׯԨ৽ሁၭă

!Ą!ሞ݀ቛĂჄႠࢅࠅೝڦԝৠူઠೠॏഘࢪՎࣅ

１１． 认识差距

!!!!३࣐ስăԈઔᅜူ૩ጱǖ
ǉႜ߸ڦܠჺ৯߾ፕǈᅜՍሞ݀ቛĂჄႠࢅ

!!!!ሞኪ๎ቨݛ௬࣏٪ሞዘᄲֶਐǈُܔሺेჺ৯ᆶ

!!ࠅೝڦԝৠူํ၄३࣐ስᇑᆌስᅜत३࣐

ዺᇀኧ࿄ઠೠࠚǈԈઔᅜူݛ௬ǖ

!!ీ૰ᇑᆌీ૰ڦೝ࢚Ǘ
ǉሞᆶևோǈԈઔཚևோǈ༑༪ԈઔჄၩ

!Ą!ᅃօ༑ں൶Ăࡔॆࢅևோڦरຍतมࣷظႎയ

!!ݛݯ๕ሞాڦփཞ݀ቛڢୟǈܔ३࣐ࢅᆌႜ

!!!!૰ǈԈઔǖ

!!ጹࢇݴဆǗ

.!DP3 ࢅ ݥDP3ǈీݥᇸ३ಇስ܌ڦĂዐĂ

ǉ๎՚ॽথڦഘࢪአ֧ࢅླྀۯჄ݀ቛڦᅃ

!!യ૰ࢅׯԨǗ

!!ӯአ֧ၹۙഐઠڦऐࣷǗ

. କփཞں൶ڦरຍླྀ࠽൧Ǘ

ǉሞ३࣐ഘࢪՎࣅჺ৯ዐࢇپࢅాپाक़ࠅೝǗ

.!ሞมࣷظႎଶᇘ๎՚ࠕీ३ณ࿒ഘ༹ಇڦݣ

ǉࠅೝႠೠࠚࡤڦᅭǗ

!!ऐࣷǗ

ǉሞ࠽ڦݘ࿘ۨ౪༹܈ူǈݴဆ३ಇስሞ

.!३࣐ٯแܔںဣཥ༐ୁࢅୁᆖၚڦጹࢇݴ

!!ბĂरຍࢅঢ়षݛڪ௬ࡤڦᅭǗ

!!ဆǗ

ǉඓ๊ۨᄣڦአ֧߅ᇨᅜतሞࢆዖมࣷঢ়षཉॲ

.ሞں߾ײଶᇘႜᅃၵएإႠֱۙă

!!ူׂิ࿄ઠ گڦDP3 ಇݣǗ
ǉֱۙมࣷॏኵ݀ิ๊ᄣڦՎࣅీࠕࠞࢅླྀۯ

!Ą!ᆶࡔॆ३࣐ഘࢪՎࣅڦঢ়षĂมࣷࢅ܈࿚༶ǈᆫ

!!Ⴤ݀ቛǗ

!!!!ံଶᇘԈઔǖ

ǉሞയሞईํाڦᆌႠٯแժ๑ഄ၎ࢻၹۙڦԝ

. ॺᅱܔ൶ᇘႠڦਏ༹३࣐ስĂቱҹࢅአ֧ፕ

!!ৠူǈೠࠚ३࣐ഘࢪՎࣅڦስă

!!߸ݴڦܠဆǈ
ኄၵ࿚༶ཚਦۨ൶ᇘڦ३࣐ీ૰Ǘ
. ३࣐ሞࠅೝݛ௬ࡤڦᅭǗ

!Ą!ኍܔ๘হڦਏ༹ں൶ࢅ 0ईࡔॆڦ࿒ഘ༹३ಇയ

.!༑༪ኟඓڦჺ৯३࣐ഘࢪՎࣅ࿚༶݆ݛڦஃᅜत

!!!!૰ǈਸቛ߾ײঢ়षĂዕ܋૧ᆩࢅևோჺ৯ăዘྺۅǖ

!!߀ڦຕઠᇸǈժሞጹࢇೠॏଶᇘႜీ૰ॺยǗ
ǉेഽܔ࿄ઠڦჺ৯ࢅೠࠚ߾ፕǈᆮഄሞ݀ቛዐ
!!ࡔॆă

ǉඓۨժೠॏ܌ాǄ3121Ă3131ǅೋቷ݀ቛ
!!൧ৠǄCBVǅႴᄲڦ३ಇरຍࢅٯแǗ
ǉਸ݀Քጚࣅ݆ݛڦઠଉࣅ३ಇଉᅜत३ಇरຍࢅ
!!ٯแׯڦԨǗ

354

!Ą!ݴဆ३࣐യ૰तഄׯԨ݆ݛڦஃǈ༬՚ጀᅪࡕኮ

ǉ๎՚३ಇरຍࢅٯแํแڦቱҹǗ

!!!!क़ڦԲႠăԈઔᅜူ૩ጱǖ

ǉཚࡗᇑټၳᅮᅜत࿄ઠ݀ڦቛĂჄႠࢅࠅ

ǉݴဆፆҹ࿒ഘ༹३ಇႜڦۯቱҹ༬ኙतഄ܈ଉݛ

!!ೝణՔ၎ࢇǈ๎՚߳ዖሺे࿒ഘ༹३ಇरຍ

!!݆Ǘ

!!ࢅٯแᆌᆩ୲ڦऐࣷǗ

ǉ๑३࣐ഘࢪՎࣅࠓڦఇरຍ߸ਏᅃዂႠĂዘް

ǉӝీਖ਼ޜᅙኪቱҹᅜतీકټٷၳᅮڦਏ༹አ

!!ႠࢅइڥႠǗ

!!֧ࢅऺࣄᇑೠࠚࡕဣഐઠă

IPCC ڼෙْೠࠚԒߢ

气候变化 2001:
综合报告

附 录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评估报告
术语表及其他附录将不提交给委员会采取行动，这与IPCC内部所采取的通常惯例是一致的。
A.
B.
C.
D.
E.

作者和专家评审
术语
缩略语和单位
专业委员会选择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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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附录B: 术语
本术语表以《I P C C 第三次评估报告》 ( I P C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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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驯化
对气候变异的生理性适应。
共同执行活动（AIJ）

联合履行 的试验阶段，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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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另见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
适应性
参见适应能力。
适应
指自然和 人为系统 对新的或变化的环境做出的调
整。适应 气候变化是指自然和人为系统对于实际的
或预期的气候 刺激因素及其影响所做出的趋利避害
的反应。可以将各种类型的适应加以区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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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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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性收益
由于采取和 实施适应性 措施而避免的破坏性损失或
增加的收益。

术语

调整能力，从而缓解潜在危害，利用有利机遇，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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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源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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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和技术额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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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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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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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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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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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林和毁林，请参见《IPCC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别报告》（IPCC,
2000b）。
累积影响
各部门和/ 或区域的影响总和。影响的累计需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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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率

适应性成本
计划、准备、推动和实施 适应性 措施而进行的支
出，包括过渡期的花费。
适应能力

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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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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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花

件B、非附件一和非附件B国家/缔约方。

江河、湖泊或海洋中的藻类大量繁殖。

附件B国家/缔约方

高山性的

《京都议定书》附件B 包括的国家集团，这些国家
一致达成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 的目标，包括除土耳其
（1 9 9 8 年修
和白俄罗斯之外的所有附件一国家
订）。另见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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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发展道路

人为的
指所有国家有关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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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实现《京都议定
书》排放目标的情景，但确实包括间接影响温室气体
排放的其他政策假设。

起因于人类的或由人类产生的。
人为排放

替代能源

与人类活动相关的 温室气体、温室气体 前体和 气溶
胶 的排放。这些包括为获得能源而燃烧 化石燃料、
毁林和导致排放净增长的土地利用变化。

非化石燃料能源。

水产养殖

辅助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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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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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燃料使用所
造成的空气污染物排放，还对诸如交通、农业、土地
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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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辅助收
益，但这些关系在此评价中不予考虑。

含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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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旱区

附件一国家/缔约方
年降水量小于250mm的生态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1 9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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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其他不履行公约的
国家即非附件一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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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参见附件二、附件
B和非附件B国家。
附件二国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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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友好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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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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数量 (AAs)

《京都议定书》规定，每一个附件B 国家的排放量
不超过第一承诺期的（为期5年，2008--2012年）的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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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数量单位(AAU)
用 全球增温潜势值计算，相当于一吨（公吨） 二氧
化碳当量的排放。
大气
环绕地球的气层。干大气几乎完全由氮（78.1%的体

附录 B

术语

积混合比）和氧（20.9%的体积混合比）构成，还包
括一些微量气体，如氩
（0.93%的体积混合比）、氦，
以及对辐射起作用的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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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大气还
包括云和气溶胶。

( 陆地和海洋的）生物圈

归因

生物区系

见探测和归因。

一个地区所有生命有机体的总和，动植物被认为是
一个整体。

储蓄
根据《京都议定书》[第3（13）款]，《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 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可以将由第一
承诺期节省的 排放 许可或信用用于后面的承诺期
(2012年以后）。障碍是指实现一个潜在目标中的任
何阻碍，这些阻碍可通过政策、计划或措施予以克
服。
基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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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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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和现
存的有机体构成，包括派生的死亡有机物，例如枯
枝、土壤有机物和海洋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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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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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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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流、江河和湖泊流经的排水区域。

自下而上模型

生物多样性

一种建立模型的方法，分析中包括技术和工程细
节。另见自上而下模型。

在特定地域拥有大量的、极其丰富的各类基因（基
因多样）、物种和生态系统（共存的群体）。

负载

生物燃料

大气中所关心的气态物质的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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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建设

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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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群落
在一个大范围的区域，在相似的环境条件下存在的
许多类似的植物和动物群体的组合。

在气候变化中，能力建设是指开发发展中国家和 经
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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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执行京都机制等工作。
含碳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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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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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描述大气 、海洋、陆地生物圈 和 岩石圈中碳流
动（以各种形式，如二氧化碳）的术语。
二氧化碳(CO 2)
一种可以自然生成的气体，也可以是燃烧化石燃料
和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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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要人为 温室气
体。它是度量其他温室气体的参考气体，其全球增
暖潜力指数为1。
二氧化碳(CO2)肥沃化
大气中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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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的植物，如水稻、麦子、黄豆、土豆和
蔬菜，一般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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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小米和高粱。
碳泄漏
参见泄漏。
碳税
见排放税。
集水区
吸纳和排除雨水的区域。
经证明的减排(CER)单位
通过清洁发展机制 项目减少（用 全球增温潜势值计
算）或隔离的相当于1吨（公吨）的二氧化碳当量排
放。另见排放量减少单位。
氯氟碳化物(CFCs)
1 9 8 7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涉及的温室气体，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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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化物在内的温室气体所取代。

综合报告

清洁发展机制(CDM)

《京都议定书》第1 2 条作了定义，清洁发展机制欲
达到两个目标：（1）协助未列入附件一的缔约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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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清洁发展项目带来的
被认可的排放减少单位 ，一旦得到缔约方大会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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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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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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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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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强迫，或者对大气组成和土地利用
的持续性 人为改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 N F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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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
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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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反馈

气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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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乱
气候模式（体系）
一种肠道传染病，可以引起腹泻、腹痛痉挛、脱水
瘫软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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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系统 的数值表述是建立在气候系统各部分的物
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及其相互作用和 反馈过程的
基础上，以解释已知特征的全部或部分。气候系统

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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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的大气/海洋/海冰一般环流模式
（AOGCMs）则给出了气候系统的一个综合表述，
并存在向化学和生物应用的复杂模式演变的趋势。
气候模式不仅是一种学习和模拟气候的研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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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时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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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情景。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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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面、 生物圈 ，以及它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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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的驱动等。
气候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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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异在时
间和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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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过程（内
部变异）造成，也可能是因为自然的或人为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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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气候系统响应 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排放 或浓度构
想、以及 辐射强度情景等的预计，往往是基于气候
模式的模拟。气候预计与 气候预测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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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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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预计经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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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的差异。

参见二氧化碳(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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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表明大多数为减排温室气体 而制定的政策
也都有其他同等重要的理由（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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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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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约

气候敏感性
参见执行。
在IPCC报告中，“平衡气候敏感性”是指全球平均
表面温度在大气中（当量） C O 2 加倍后的平衡变
化。更一般地讲，平衡气候敏感性是指当 辐射强迫
(℃/W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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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
合 环流模式的长期模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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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见气候模型。
气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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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于1995年在柏林召开，接着
1 9 9 6 年在日内瓦召开C O P - 2 ，1 9 9 7 年在京都召开
COP-3，199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COP-4，1999
年在波恩召开COP-5，2000年在海牙召开COP-6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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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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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度日

克综合症(DSS)，这将是致命的。

一日温度高于1 8 ℃的部分（如：某一日平均温度为
20℃，就记为2冷却度日）。另见加热度日。

保证金返还制度

应对范围
系统能够承受且对自身不产生显著影响的气候刺激的
范围。

将一种商品的保证金或费（税）与返还或折扣（ 补
助金）合并起来实施某项特别行动。另见排放税。
沙漠
年降水少于100mm的生态系统。

珊瑚礁白化
荒漠化
由于失去共生的海藻而造成的珊瑚礁颜色变白。白
化是珊瑚礁对海水在温度、含盐量以及混浊度方面
的突然变化产生的生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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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雪圈

气候系统的组成部分，由所有的雪、冰以及陆地和
海洋表面上面和下面的 永久冻结带组成。另见 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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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干旱、半干旱及半湿润偏旱区因气候变化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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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测和归因

气候 在所有 时间尺度上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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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因则是对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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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林
指森林转化为非森林。关于森林 一词的讨论及与之
有关的术语如造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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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 C C ,
2000b)。

干扰的频度、强度和类型，如火灾、昆虫或害虫的
爆发、水灾和干旱。
昼夜温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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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登哥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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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H F ) 以及登哥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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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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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政策引起的福利损失。在一个存在被动失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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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的循环利用 ，也就是大大减少扭曲性税种的税率，
将产生微弱双重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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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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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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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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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有效性地减少 温室气
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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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
潜力、社会经济潜力和技术潜力。
经济转型（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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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大总排放和强制资源分配的框架下总许可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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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U）
相当于利用全球增温潜势计算出的因联合履行（在
《京都议定书》第六条有定义）项目而减少或固积
的1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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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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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海气耦合现象被统称为厄尔尼诺南方涛
动，或是E N 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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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尼
娜。

用市场方法达到环境目的，即允许那些减少 温室气
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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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议定书》
第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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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交易配额体系。另见 经证明的排放量减少和清洁
发展机制。

排放

对潜在的辐射活跃排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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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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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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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尺度 直到整个地球不
等。
生态系统功能

在 气候变化 中，排放指的是在特定区域和时间段
内，温室气体和/ 或其前体物和气溶胶向大气中的释
放。
排放许可

排放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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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92 情景。《IPCC排放情景特别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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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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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性的

流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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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平衡

平衡和瞬变气候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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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的太阳辐射 与气候系统射出的红外辐射之和。全
球辐射平衡的扰动被称为辐射强迫，它是由自然或
人为因素引起的。

“平衡气候实验”是指对于一种辐射强迫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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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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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逐渐演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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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能源转换。
能源效率
某系统能源转换过程中的能源产出与其投入的比
例。
能源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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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的消费总量或
终端能源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或物理产出的比率。

CO2（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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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强迫的二氧化碳 的
浓度。
侵蚀
土壤或岩石因风化、质量损耗，以及河流、冰川、
波浪、风力和地下水的作用而进行的搬运过程。
海平面升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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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转换
蒸发
从一种能源形式，如 化石燃料所具有的能量，变为
另一种能量，如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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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变为气体的过程。

环境无害技术(ESTｓ)

蒸发蒸腾作用
地球表面蒸发过程和植被的蒸腾作用的联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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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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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引进种。

附录 B

术语

暴露

灵活机制

系统暴露于显著的气候变异下的特征及程度。

参见京都机制。

外部性

通量调整

参见外部成本。

为避免海气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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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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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海气耦合模式的积分，因此与积分过程中发展的
异常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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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危机

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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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气候系统。

森林

灭绝

毁灭

以树林为主的植被类型。世界上目前存在着对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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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如造林、再造林和毁林等参见《IPCC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特别报告》（IPCC, 2000b）。

一种物种从其范围的一部分内消失；区域灭绝。

化石CO2（二氧化碳）排放

极端天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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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物种的整个完全消失。

极端天气事件是指在特定地区发生在其统计分布之
外的罕见事件。“罕见”的定义是不固定的，但一
般来讲，极端天气事件通常要等于或少于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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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

化石燃料
由碳化石沉积形成的碳基燃料，包括煤、石油和天
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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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气候反馈。
燃料转换
纤维
木材、燃木(木本或非木本)。

指将煤等低碳燃料转换成天然气以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的政策。

终端能源

全成本定价

可供消费者转化成有用能源（如墙壁插座中的电
能）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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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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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山谷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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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报告

强烈耦合。在对流层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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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太阳辐射的收入来
平衡，从而使地球表面的温度能保持在平均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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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辐射强迫，这
种不平衡只能通过地面- - 对流层系统温度的升高来
补偿。这就是“增强的温室效应”。
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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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辐射谱段
特定波长辐射的气体成分。该特性导致温室效应。
水汽（H 2 O ）、二氧化碳（C O 2 ）、氧化亚氮
(N 2 O）、甲烷（CH 4）和臭氧（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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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的卤烃和其他含氯和含溴物。除CO 2 、N 2 O和CH 4
外，《京都议定书》将六氟化硫（S F 6 ）、氢氟碳
化物（H F C s ）和全氟化碳（P F C s ）定为温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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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或波浪的侵
蚀，或圈集海沙来建造或形成海滩。
国内生产总值(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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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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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值的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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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D P 常用于衡量福利水平但
不完整。

全球增温潜势(GWP)
一次生产总量(G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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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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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室效应

温室气体有效地吸收地球表面、大气本身相同气体
和云所发射出的红外辐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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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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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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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间接进入而形成。
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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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卤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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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术语

碳与氯、溴或氟的化合物。此类化合物是大气中强
有力的温室气体。含氯和溴的卤烃也参与损耗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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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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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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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着于海岸的、有相当厚度的、飘浮着的 大冰原
（经常为具有相当大的水平范围或略为起伏不平的
表面）；多为大冰原的向海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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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一致不必要求各国以同样税率征
税，但国与国间税率不同将 不符合成本有效性原
则。另见排放税。
热岛

套头平衡
(气候)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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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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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养呼吸

(气候)影响

除植物以外的有机物质将有机成份转化成CO2。

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为系统造成的结果。与 适应性
结合起来考虑，可以区分潜在的影响和残余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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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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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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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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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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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冰帽

执行成本

氢氟碳化物(HFCs)

《京都议定书》控制的六种温室气体之一。商业上
生产该物质用作氯氟碳化物的替代品。 HFCs 主要
用于电冰箱和半导体生产。它们的 全球增温潜势范
围是1300-11700。
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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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减排方案中涉及的成本。这些成本与必要的组
织机构变化、信息需求、市场大小、获取和学习技
术 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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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溶胶可以通过作为凝结核，或者改变云的生命期
和光学性质，对 气候系统 产生间接的 辐射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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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照
率的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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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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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反映了温室气体政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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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或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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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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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使用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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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5 0 年之
前和1750年之后，尽管这样区分有些武断。

内部变率

惯性

国际能源机构(IEA)

气候、生物或 人为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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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原因已消除时系统中的变化仍然继续。

创建于1 9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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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气候变率。
国际排放/碳/能源税
参见排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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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触及已沾染上传染性生物的
物体而发生，或通过病媒、咳嗽或呼出到空气中的
已被感染了的微滴进行传播而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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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标准。
引入物种

附录 B

一种物种由于人类无意中扩散，存在于历史上生存的
自然分布范围之外（另请参见 “外来种”或“外国
种”）。
入侵物种
指侵入自然栖息地的被引入物种。
均衡的陆地移动
地壳均衡指 岩石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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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I )
由《京都议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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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汇的项目，共享 排放量减少单位。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4.2(a) 条中也对
JI活动有所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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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议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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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
响的努力中利用该机制。它们包括联合履行(
条)、清洁发展机制(第12条)和排放贸易(第17条)。
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 N F C C C）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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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包括
的各国（多数国家属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及 经济
转轨 国家）同意减少人为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
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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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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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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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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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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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P C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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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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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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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尺 度。通常
情况下，生命期是指原子或分子在特定的 库如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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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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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T）。
•
“调整时间”、“响应时间”或“波动时间”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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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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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a 。以
CFC-11为例，只要通过平流层的光化学过程就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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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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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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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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甲烷
（CH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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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因素脆弱性的自然和人
为系统的任何变化；不能成功地减轻 脆弱性反而使
脆弱性增加的适应性对策。
疟疾

地方性的或由原形体类原虫（原生动物）引起和疟
蚊类蚊子传播的流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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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弹性的地幔。火山活动
尽管是岩石圈的一部分，但不被看作是气候系统的
一部分，而看成是外部强迫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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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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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排放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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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到国内生产总
值（G D P ，一个国家的国内总收入），如农业货物
的供应与价格变化。另见非市场影响。

地方21世纪议程

市场渗透

《地方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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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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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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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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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商品或服务在特定时间在某个市场上的占有
率。

市场影响

市场潜力
假设没有新的 政策和措施，在可预测的市场条件下
可获得的温室气体减排或能源效率提高的经济潜力
部分。另见经济潜力、社会经济潜力和技术潜力。
块状质量运移

禁闭技术和规范
从现有机构、服务、技术设施和已有资源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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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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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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海平面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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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烷(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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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烷 是《京都议定书》规
定的需要减排的6种温室气体之一。
甲烷回收
将 甲烷排放捕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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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入油井或气田）。

术语

表述干空气。长寿命温室气体的典型值的量级为
m m o l / m o l （p p m ：每十万分之几），n m o l / m o l
（ppb：每十亿分之几），fmol/mol（ppt：每万亿
分之几）。摩尔比例不同于体积混合比, 它通常是以
p p m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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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eck, 1995）。
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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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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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树种占优势。
蒙特利尔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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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权力机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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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P 不
可以召开会议。

1 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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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臭氧的含氯和溴的化学物质的消费量和产量，如
氯氟碳化物（CFCs）、甲基氯仿、四氯化碳及许多
其他物质。

减排

发病率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源或增加碳汇的人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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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MOP)

减排能力
有效减排所需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和条件。

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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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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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比

净生物群系生产量（NBP）

参见摩尔比例。
模式体系

从区域内净获得或损失的碳量。N B P 等于净生态系
统生产量减去因搅动（如森林火灾或森林采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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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生态系统生产量（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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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景观单元的植物生物量或碳的增加量。N P P 等
于总初级生产量减去由自养呼吸损失的碳量。

综合报告

已批准或同意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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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化石燃料燃烧所释放的氧化氮）进行施肥。
氮氧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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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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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导致剧烈的气候变化。

几种氮的氧化物中的任一种。

非市场影响

氧化亚氮(N 2 O)

影响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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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酸的生产和生物质燃烧
而产生的强力气体。它是受《京都议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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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见点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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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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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风和温盐
环流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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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经济潜力或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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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 减排的无悔机会指那些除了带来避免
气候变化的效益外，还能使减少能源利用和减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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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潜
力之差。

机会成本
由于选择了某种经济活动而放弃了另一种活动的成
本。
最优政策

无悔潜力
参见无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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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以使总成本 最小
化。

非附件B国家/缔约方
有机气溶胶
不包括在《京都议定书》附件B中的国家。另见附件
B国家。
非附件一缔约方/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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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机化合物为主的气溶胶颗粒，主要为C、H、O，
以及少量的其他元素(Charlson和Heintzenberg,
1995)。见含碳气溶胶。

附录 B

术语

臭氧(O3)

见生命期。

三个原子的氧（O 3 ）,一种气态的大气成份。在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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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 ）的相互作用产生。平流层内的臭氧对
辐射平衡起决定性作用，其浓度在臭氧层达到最
高。由于气候变化后化学反应可能提高，平流层臭
氧的损耗导致平面紫外辐射流（UV-B）增加。另见
蒙特利尔议定书和臭氧层。

光合作用

臭氧洞

植物从空气（或水中的重碳酸盐）中吸收二氧化碳
（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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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有
不同的响应。另见二氧化碳施肥。
浮游植物

浮游生物的植物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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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臭氧层。
浮游生物
臭氧层

平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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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里延伸到40公里。臭
氧浓度约在20到25公里处达到最大。臭氧层正在被
人类 排放 的氯化物和溴化物损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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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物与该地区特定
的气象条件共同造成的。这一现象被称之为 臭氧
洞。

软弱地漂游着的水生生物体。另浮游植物和浮游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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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非点源污染。
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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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累托准则/ 帕累托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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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政
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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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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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

全氟化碳(PFCs)
参见库。

《京都议定书》管制的6种温室气体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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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Cs的全球增暖潜势为二氧化碳
的6500-9200倍。
永久冻结带
地面发生永久冻结，任何地方的温度都保持低于0℃
达数年之久。
不规则生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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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均衡的陆地运动。
前体
大气中的化合物，它本身并不是 温室气体或气溶
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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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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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的浓度产生影响。

参见能量平衡。

前工业

辐射强迫

参见工业革命。

由于气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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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一般在 平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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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值成本
将未来成本折现，某段时间内所有成本之和。
一次性能源

辐射强迫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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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社
会成本和总成本。

对辐射强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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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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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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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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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预计
和气候预测。
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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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特性以及
各种由冰芯得到的资料。
购买力评价(PPP)
按照货币购买能力来估算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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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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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值的倾向。 P P P 也是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的缩略
语。
辐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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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加改良的草地、灌木（丛）地、稀树大草原和苔
原。
再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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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烈的气候变化

气候系统的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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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温盐 环流戏剧性的重组、
冰川的迅速消失或永久冻结带 的大量融化所导致的
碳循环的快速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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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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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基准线。
再造林
在以前曾是森林，但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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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林、再造林 和

附录 B

毁林的讨论，见《IPCC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
林业特别报告》（IPCC，2000b）。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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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章措施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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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可以承受且状态没有改变的一些变动。

再保险

资源量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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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包括可采储量也包括资源。
资源

相对海平面
由 检潮仪 测量的海平面，它与所处上方的陆地有
关。另见平均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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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长期变化

呼吸作用

由海面升降的变化（如 热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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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体将营养物质转化为 二氧化碳，释放能量并消
耗氧气的过程。

可再生的

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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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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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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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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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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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流层强烈耦合系统
的响应时间与平流层相比会更慢，它主要决定于海
洋。 生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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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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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采储量

收益循环
指在当前的技术和价格水平下，已认定和测量到的
在经济和技术上可恢复的资源量。另见资源。

参见交叉效应。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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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温室气体
或温室气体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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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水中没有被蒸发的部分。在一些国家，径流只指
地表径流。
S轨迹
能实现1994年IPCC评估报告（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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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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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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的碳含量的过程。生物固碳
过程包括通过 土地利用变化、 造林、再造林以及加
强农业土壤碳吸收的实践来去除大气中的 二氧化
碳。物理固碳过程包括分离和去除烟气中的二氧化
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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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
入。

盐渍化
土壤中盐分的积累。
盐水侵入/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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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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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既不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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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气
候情景和排放情景。

粉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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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林学
森林的开发和维护。
汇
从大气中清除 温室气体、气溶胶或它们前体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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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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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升降变化。而影响 学者则集中研究海平面的相对
变化。

融化缓慢的降雪的季节性积累。
社会成本

为防止海浪侵蚀人为建造的沿海岸的围墙或大堤。

某活动的社会成本包括所有被利用资源 的价值。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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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与已经定价成本之和。另见 私人成本和总成
本。

半干旱地区

社会经济潜力

年降水量大于2 5 0 m m 的生态系统，生产力不高；一
般归属为草原。

社会经济潜力指通过克服阻碍 成本有效性技术应用
的社会经济障碍、而可能获得的温室气体 减排 水
平。同时参见经济潜力、市场潜力和技术潜力。

海堤

敏感性
土壤水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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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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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由于海平面升高，沿海地区洪水频率增
加引起的危害）。另见气候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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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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在土壤表面或内部的，可供蒸发的水分。
太阳活动
太阳呈现出的高度活跃周期，可以从 太阳黑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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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尺度 从数百万到几分
钟。另见太阳周期。
太阳（“11年”）周期

附录 B

术语

9到13年周期的准规则的太阳活动。
•

（情景）组：情景族中反映一致情节变化的多个
情景。A1情景族包括4个组：A1T，A1C，A1G
和A 1 B ，用于探讨未来能量体系的替代结构。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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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明性情景：对Nakicenovic et al.(2000)的决策
者摘要报告中6个情景组的每一个给以说明的情
景。包括分别针对情景组A1B，A2，B1和B2的
四个修订的情景标记和对A1FI和A1T 组的两个
附加情景。所有情景组都是同样有效的。

•

（情景）标记：最初以草图的形式贴在S R E S
网站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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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R E S 编写工作组认为是对具体情
节的描述。它们被包括在Nakicenovic et al的修
订版中( 2 0 0 0 ) 。这些情景受到整个编写工作组
的最仔细审查并在S R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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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情景）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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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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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黑碳。
源
任何向大气中释放产生 温室气体、气溶胶或其前体
的过程、活动和机制。

南方涛动
见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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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出效应
一个国家或一个部门的 减排措施对其他国家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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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泄漏、环境无害技术 的转让和扩散及
其他的影响。
SRES情景
由Nakicenovic et al.(2000)制定并得到各方采用的排
放情景。在《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的第一工作组
部分(IPCC, 2001a)中，它被作为气候预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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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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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A 2 ，B 1 和
B2。

稳定化
可实现的稳定大气中一种或多种温室气体的浓度( 例
如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当量的其他温室气体)。
稳定性分析
在本报告中指针对稳定 温室气体 浓度的分析或 情
景。
稳定情景
参见稳定性分析。
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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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管制或定义产品性能的一系列规则或规范(例如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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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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施政府希望鼓励的做法，政府给予某个实体的
直接款项，或税收的减免。通过减少那些有增加温
室气体排放效应的补贴，例如对 化石燃料利用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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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因素（与气候有关的）

六氟化硫(SF6)

气候变化的所有要素，其中包括平均 气候特点、气
候变率和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
储存

《京都议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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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全球增暖潜势为
23900。

见库。

太阳黑子

风暴潮

太阳上小的黑色区域。 太阳活动高峰期，太阳黑子
数较多，且随太阳活动周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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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和地点超出潮汐变化的部分。

地表径流

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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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SRES情景。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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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中对流层之上较高的层结区域，其高度从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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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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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是在设定期限或时间进程内(例如2008年到2012
年 )，对基准时间温室气体排放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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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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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交叉效应
见交叉效应。

淹没

技术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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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实施一项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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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潜力和社会经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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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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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某项特定活动的设备或技巧。
技术或性能标准
参见标准。

附录 B

术语

技术转让

自上而下模型

在不同的 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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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模型通过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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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冰永久冻结带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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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总成本由外部成本和
私人成本组成，统称为社会成本。

温盐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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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变气候响应

冰融喀斯特
由冰融化引起的冻结土面上不规则的、圆球状的地
形。

平均每20年的全球平均表面气温升高，中间值出现在
CO2加倍时（即，利用全球耦合气候模式进行的在每
年1%的C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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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高度被记录下来以观测相对海平面的长期变化。

对流层与平流层的分界。

时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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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体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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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的最低层，在中纬度地区，从地面至海拔约1 0
公里高处（高纬度为9 公里，热带地区平均为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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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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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太阳辐射，大部分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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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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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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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的聚居地都是“城市化”
过程。

不确定性
增加值
对于某一变量（如未来 气候系统的状态）的未知程
度的表示。不确定性可以来自于对已知或可知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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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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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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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产出之和减去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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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P)或个人出让资源的可接受出让意愿(WTA)来表
示。
传病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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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由传病媒介引起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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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弱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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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疟疾、登革热和利什曼病。
体积混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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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公约下，
附件一中的缔约方致力于在2 0 0 0 年前将未受《蒙特
利尔议定书》限制的温室气体排放回复到1 9 9 0 年的
水平。该公约1994年3月生效。另见京都议定书和缔
约方大会（COP）。

自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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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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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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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遵约之外的环境目标或改
善环境状况。
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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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
水胁迫
如果可用的淡水供应相对于水量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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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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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初级生产力 或农业产量与可利用的有效水分量的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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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
浮游动物

浮游生物 中的动物。它们消耗 浮游植物或其他 浮游
动物。另见浮游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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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缩略语及单位
AA
AAU
AD
AIJ
A-O
AO
AOGCM
Bern-CC
BP
C2F6
C3
C4
CANZ
CBA
CCC(ma)
CCGT
CDM
CEA
CER
CF 4
CFC
CGCM
CGE
CGIAR
CH 4
CHP
CMIP
CO2
COP
DAF
DES
DES GP
DHF
DMF
DSS
ECE
EIT
ENSO
ERU
ES
ESCO
EST
FCCC
FSU
GCM
GDP
GFDL
GHG
GNP
GP
GPP
GWP
H2O

分配数量
分配数量单位
公元
共同执行活动
大气-海洋
北极涛动大气-海洋总环流模式B
ern碳循环
距今……以前
六氟化二碳
三碳化合物
四碳化合物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本- 效益分析
加拿大气候中心（模拟与分析）（加拿大）
联合循环气轮机
清洁发展机制
成本-效果分析
经证明的排放量减少
四氟甲烷
氯氟碳化物
CCC(ma)的耦合GCM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
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
甲烷
热电联产
耦合模式对比项目
二氧化碳
缔约方会议
决策分析框架
发展、公平与可持续性
关于发展、公平与可持续性的指导文件
登革出血热
决策框架
登革休克综合症状
欧洲经济委员会
经济转型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排放量减少单位
执行摘要
能源服务公司
环境无害技术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前苏联
总环流模式
国内生产总值
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实验室（美国）
温室气体
国民生产总值
指导文件
初级生产总量
全球增温潜势
水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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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CM
HFC
IAM
ICSU
IEA
IET
IGCCS
IPCC
IPCC TP3
IPCC TP4
ISAM
JI
LCC
LSG
LUC
MAC
MOP
MSL
MSU
N2O
NAO
NBP
NEP
NGOs
NOx
NPP
NSI
O2
O3
ODS
OECD
OPEC
OPYC
PFC
PMIP
PPM
PPP
R&D
RCM
SAR
SF 6
SME
SO 2
SPM
SRAGA
SRES
SRLULUCF
SRTT
SST
TAR
TCR
THC
TP
TS
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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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雷中心耦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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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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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履行
土地覆盖变化
大尺度地转海洋模式
土地利用变化
边际减排成本
缔约方大会
平均海平面
微波探测元件
氧化亚氮
北大西洋涛动
净生物群系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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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气
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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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与生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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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温度
第三次评估报告
瞬变气候响应
温盐环流
技术文件
技术摘要
太阳辐射总量

附录 C

UNEP
UNESCO
UNFCCC
UV
VA
VOC
WAIS
WG I TAR
WG II SAR
WG II TAR
WG III TAR
WMO
WRE
WTA
WTP
WUE

缩略语及单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紫外线
自愿协议或附加值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南极洲西部大冰原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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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评估报告中的第二工作组部分
第三次评估报告中的第三工作组部分
世界气象组织
Wigley、Riche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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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度
质量
时间
热力学温度
物质的量
分数
10-1
10-2
10-3
10-6
10-9
10-12
10-15

符号
m
Kg
s
K
mol

单位名称
米
千克
秒
开尔文
摩尔
词头
分
厘
毫
微
纳
皮
飞

符号
d
c
m
µ
n
p
t

倍数
10
102
103
106
109
1012
1015

词头
十
百
千
兆
吉
太
拍

符号
da
h
k
M
G
T
P

国际单位制中具有专门名称的导出单位及其符号
物理量
力
压力
能量
功率
频率

国际制单位名称
牛顿
帕斯卡
焦耳
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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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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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度
长度
面积
压力
压力
质量
质量
圆柱密度
流量

国际制单位名称
Å
微米
达因
巴
毫巴
吨
克
都布森单位
斯维尔德鲁普

国际制单位符号
Å
µm
ha
dyn
bar
mb
t
g
DU
Sv

非国际制单位
℃
ppmv
ppbv
pptv
yr
ky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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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度 (0℃ 约为 273 K )
温度的差异也多用 ℃(=K)表示，而不是用更准确的“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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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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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定义
10-10 m = 10-8 cm
10-6 m
104 m2
10-5 N
105 N m-2 = 105 Pa
102 N m-2 = 1 hPa
103 kg
10-3 kg
2.687x1016 molecules cm-2
106 m3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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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委员会选定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
问题 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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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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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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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第三次评估报告中(TAR)所使用的一系列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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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域和全球尺度上，与影响和适应有关的发
展、持续性和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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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中是否存在发生突变或非线性变化的
风险？

对与气候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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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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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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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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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和大气成份变化对人体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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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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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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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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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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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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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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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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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IPCC主要报告一览表
气候变化--IPCC科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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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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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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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情景
为IPCC响应战略工作组撰写, 1990年
评估沿海地区对海平面上升的脆弱性- - 共同方法
1991年（此外还有阿拉伯文和法文版）
气候变化1992--IPCC科学评估增补报告
IPCC科学评估工作组1992年报告
气候变化1992--IPCC影响评估增补报告
IPCC影响评估工作组1992年报告
气候变化:IPCC1990和1992年评估
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概况和决策者摘要及1992年
IPCC增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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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CC国家研究研讨会报告
1992年
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初步指南
1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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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CC 主要报告一览表

气候变化1995--气候变化影响、适应性和减缓：科
技分析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报告
1996年
气候变化1995--气候变化的经济和社会方面,IPCC第
二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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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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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技术报告
一
1996年(此外还有法文和西班牙文版)
对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中使用的简单气候模式的介
绍--IPCC技术报告二
1997年(此外还有法文和西班牙文版)
稳定大气温室气体--物理、生物和社会经济影响-IPCC技术报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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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IPCC技术论文四
1997年(此外还有法文和西班牙文版)
气候变化区域影响:脆弱性评估--IPCC特别报告
1998年
航空和全球大气--IPCC特别报告
1999年
技术转让中的方法和技术问题--IPCC特别报告
2000年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IPCC特别报告
2000年
排放情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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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文版)

温室气体清单中的有效措施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
2000年

气候变化1994--气候变化辐射强迫和IPCC IS92排放
情景评估
1995年

气候变化2001：科学基础--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第
一工作组报告
2001年

气候变化1995--气候变化科学,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
第一工作组报告
1996年

气候变化2001：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IPCC第三
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报告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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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2001：减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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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C C 秘书处，7 b i s ,
Avenue de la Paix, Case Postale 2300, 1211
Geneva 2,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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