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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减缓气候变化可以在大的地理尺度上以工程技术手段来实施% 地球工程包括所有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外的&不涉及工业生产过
程管理的$在较大的地球尺度或规模上$去除大气中的N_

!

或直接控制太阳辐射而降温的各种人为的工程技术手段$主要包括三大
类!绿色生物技术手段&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和太阳光辐射额度控制管理技术% 这一类地球工程手段有着一系列经济&技术&环境&伦
理&安全和不确定性含义% 本文就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可能技术选择的几个关键问题开展了分析和讨论$

涉及概念界定&技术特点&可能影响&治理构架等% 作者认为$对于直接作用于碳的地球工程手段$如绿色生物技术手段和碳捕获与埋
存技术$风险小&可操控'太阳光辐管理技术$通过人为排放到大气的I_

!

和气溶胶等的降温效应$来控制地球气温的上升$尽管使用
的经济成本可能不高$具有实际操作可能$但其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安全含义$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伦理上看$当代人是否
有权来开展太阳光辐管理技术这类具有巨大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存在争议$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去了伦
理学基础% 从法律上看$人工干预太阳辐射$即使是科学实验或研究$由于其影响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当代人$也超出了人类社会$如
果有人采取行动$也存在法律依据上的质疑% 人工干预太阳辐射的研究和实施$需要一个国际治理构架% 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单独行
动$需要+相互约束,的治理构架---+自我约束,以换取他国同意+自我约束,% 鉴于气候变化和光辐管理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目前
不宜实施$短期内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 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影响的复杂性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迫切性$需要我们加大科学研究力度$为
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世界第一大N_

!

排放国$地域空间气候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性% 从减排成本的角度$从
气候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开展地球工程的科学研究$有着科学&政策和国际气候外交的积极意义% 但是$相关的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制
度构架% 由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谈判尚未涉及$需要开展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高科学认
知度$为国际谈判和政策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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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举步维艰!常规减排技术成本高)

降幅低)速度慢" 这样!在更大更广的地理尺度采用工程
技术方法!或去碳!或降温!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学术团体试
图探索的可能途径" 近年来!随着更为大胆的人为干预太
空减少抵达地球表面太阳辐射的&光辐管理%AHLJ>

>JKFJ6FH? QJ?JM<Q<?6! I;C('技术的提出!国际社会对&地
球工程'的走向和可能影响产生巨大争论!或鼓舞!或恐
惧!甚至超出了气候变化问题本身" 何谓地球工程3 有何
特点3 潜在影响何在3 需要何种国际治理构架3 需要有
一些伦理和国家安全层面的思考和应对"

#'地球工程的界定

一般说来!地球工程包括所有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外
的)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管理)在较大的地球尺度或规模

上!去除大气中的N_

!

或直接控制太阳辐射而降温的各种
人为的工程技术手段" 也就是说!采用工程技术手段节
能)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核能利用)地热利用)工业生产
过程等均不在地球工程之列"

地球工程可以大略归为三大类" 一类是绿色生物技
术手段.第二类是碳捕获与埋存%NNI(技术!第三类是太
阳光辐射额度控制管理技术%I;C(" 绿色植物通过光合
作用!将大气中的N_

!

加以固定!形成生物量%TFHQJAA(!

储存于各种绿色植物和土壤" 由于土地利用和林业)草
场)湿地可以在较大的地球空间尺度展开!生物固碳数额
巨大!因而!在广义理解上!土地利用改变也可以算为地球
工程手段"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0就土
地利用与林业撰写了特别报告!就造林)再造林等大规模
生物固碳的技术和经济问题进行了系统描述"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年'第!!卷'第.期' 34567898:;7<596$=>?9:=3>?76@>6A5=96B>6<' A)C+!!' 6)+.' !"#!



!

'!"#"年$月!英国政府研究理事会批准了I2̂NX%I6>J6HAU<>F@2J>6F@L<̂?P<@6FH? =H>NLFQJ6<X?MF?<<>F?M! 平流层注入气溶胶气候工程("

这一工程包括三项内容,计算机模拟)实验室研究和野外试验%热气球吊伸#公里管道向大气层注入气溶胶( %;JG<><6JL! !"#"("

''碳的捕获与埋存及技术是#++"年代和本世界早些
时比较受到关注的地球工程技术!主要是在温室气体排
放的终端将N_

!

加以捕获然后埋存到地质构造或深海!

从而减少大气中N_

!

存量而达到控制大气N_

!

浓度的
目的" 这一技术在̂2NN

/!0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中做了减
缓的技术和社会经济方面综合评估!作为具有巨大潜力
的减缓手段!随后̂2NN

/$0又专题立项!经过数百名科学
家近三年的综合评估!于!"".年完成#碳捕获与埋存特
别报告$!提交给各国政府参考" 此外!还有一些尚在概
念中的各种捕获和埋存手段!例如在海面上播撒金属或
化学物质!促进海洋吸收大气中的N_

!

.人工设计一套体
系!有如树木一样!将大气中的N_

!

加以吸收)富集!然后
加以埋存"

前两类地球工程作用的目的在于减少N_

!

" 而减少
N_

!

的目的在于控制地球表面增温" 由于地球温度的热
源是太阳辐射!如果控制辐射到地面的太阳光束!地表温
度当然也就得到调整" 早在#+++年! 2̂NN

//0第一和第三
工作组就航空器尾气的科学和减缓含义联合进行了评估!

但并非作为一种减排的工程手段进行推荐" !""" 年!

2̂NN

/.0第三工作组完成的排放情景的特别报告!就人为
排放到大气的I_

!

和气溶胶的降温效应进行了讨论" 但
这些都不是人工有目的)主动的工程技术!从而没有深化
探讨"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近年来有学者大胆提出了
太阳辐射人工管理的地球工程技术手段!大致有三种,

!

派飞机到平流层播撒气溶胶!通过物理阻隔!减少抵达地
球表面的太阳辐射.

"

通过热气球或其他手段!在高空放
置太阳反射装置!使反射装置范围内的太阳光辐射不能抵
达地面.

#

利用热气球或其他手段!将管道延伸到#"4Q或
更高的大气层中!

!将气溶胶通过管道送入大气!从而减
少抵达地面的太阳辐射"

!'不同地球工程技术手段的特点

上述三大类地球工程手段!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能够减缓全球地表增温的幅度或速率" 但是!各种手
段的作用机理)空间尺度)减缓效率)共生效益)减缓成
本)技术成熟程度)科学不确定性)国家安全等方面!存
在巨大差异"

绿色植物固碳作用于碳!减少大气中的气态碳含量"

其空间尺度相对有限!减缓效率相对较低!而且毁林还可
能释放到大气成为碳源" 植物固碳有着巨大的共生效益!

包括生物产品)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水源涵养等" 减缓

成本并不是太高!技术也相对成熟!不存在科学上的不确
定性!不涉及国家安全!但最大的障碍是宜林地表空间有
限!受水资源)粮食安全)居住用地等制约"

碳捕获与埋存技术%NNI(与生物固碳技术一样!移除
大气中的N_

!

并储存起来!从而减少大气中的碳" 典型的
NNI技术只是在N_

!

排放末端捕获!去除率可以很高!技
术也相对成熟!没有国家安全含义!即不会对其他国家或
本国构成潜在的安全风险" 但是!这一技术最大的特点就
是为了减排而减排!没有任何共生或协同效益" 正因为这
样!有人提出碳捕获)利用与埋存!试图将捕获的碳至少部
分加以利用" 但是!由于N_

!

的捕获量巨大!缺乏工业回
收利用的技术!利用至多只是象征性的" 不仅如此!这一
技术成本高企!有着财务和能源双重成本/$0

" 如果是煤电
厂采用NNI技术!发电财务成本要增加高至#3$!能源消
耗要额外增加!"7 8."7!随之!排放也必然相应增加"

对于能源缺乏的国家!大规模额外消耗能源来实施碳捕获
与埋存!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如果埋存的地点在原油采
空地!注入N_

!

可以驱赶残余原油!获取原油增量!从而补
偿财务和能源成本" 此外!埋存地点的地质结构要求高!

N_

!

溢出的不确定性难以排除" 本世纪初以来!中)美)欧
等国企业或政府投资开展了一些试点!但少有进一步大规
模推广的安排" 人工设计从大气中吸收N_

!

的装置技术
和向大海播撒金属或化学物质!目前尚停留在概念阶段!

技术尚不成熟"

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则不然!其作用对象是人工干预地
球热源!直接调节温度" 相对来说!太空太阳反射装置面
积不可能太大!影响范围比较有限!反射光辐数量也不可
能太大" 难度大!成本高!效率也不会特别好" 从地面输
送气溶胶技术!尽管发生地只是在一个具体的地区!但气
溶胶在太空扩散!影响区域巨大!科学不确定性大!对本国
和其他国家的气候安全!可能有着巨大影响" 由于尚没有
进入试验阶段!成本和效率数据只能通过计算机模拟获
取!信息比较有限" 对于飞机播撒!技术比较简单!相对常
规减排!成本十分低廉!计算机模拟的降温效率可能十分
显著" !"亿美元的投入!就有可能使地表温度下降#dN

左右" 一个小的国家!甚至一个企业!就有可能购买或租
用飞机进行作业" 由于平流层的气溶胶的影响是全球尺
度!对全世界均有可能影响!长远的可能影响!短期在科学
上不可能明确"

$'地球工程技术的潜在影响

对于生物技术手段!国际社会有着明确的共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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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对于土地利用)避免毁林和在造林等方面的内容!在#马拉卡什协议$%!""#()#坎昆协议$%!"#"(等法律文件中
均有体现" 见E66U,33ZZZ,R?=@@@,F?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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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的条件下大力应用!而且通过市场机制!推动生物
固碳技术发展!

" 如果说对其他国家有影响的话!也应该
是积极的,森林对其他人几乎没有负面影响" 碳捕获与埋
存技术除了财务)能源成本和减排效率的不确定性外!其
减排的目标性十分明确!对全球减缓N_

!

的贡献明确!对
其他国家不会构成国家安全影响"

对于太阳光辐管理技术!成本可能很低!效率可能很
高!范围十分巨大!影响极其深远" 这种技术对不同国家
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 小岛国由于受全球变暖引发的海
平面上升的威胁!如果全球减排协议难以达成!光辐管理
就有可能成为其行动工具,对其的影响可能是有利的" 对
于以煤炭或其他化石能源为主要燃料的国家!排放量巨
大!减排成本高昂!光辐管理技术具有巨大的低成本诱惑!

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潜在的减排技术选择" 对于当前
气候条件十分恶劣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光辐管理产生的影
响!有可能改善其局部的气候条件" 例如沙漠或戈壁地
区!全球气候格局因光辐管理而改变!不可能变得更坏!有
可能变得更好" 从这一角度!也会有人从改变地球气候空
间格局的目的出发!而支持这一活动"

从上面分析看!光辐管理对不同国家!安全含义是不
同的" 一方面!长远的安全影响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另
一方面!自己的气候安全可能受到这一技术应用的影响"

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伦理上!这一技术是否可取3 法律
上!谁有权可以这样做3

从伦理上看!一是我们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这样一
项具有巨大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3 气候是全人类共
享资源!不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也不是当代人的!我
们的子孙后代都依赖地球以生存繁衍" 气候也不仅仅是
人类一种生物的!地球上生物多样!人类只是众多生物种
类中的一种" 人工干预气候!有可能于人类有益!于当代
人有益!但是我们不能无视子孙后代的利益!无视其他生
物种类的权益" 因而!我们无非是得出两种结论,一是我
们无权干预自然!我们应该尊重自然!适应自然!而不应该
去刻意改造自然)主宰自然" 第二!如果人类社会和地球
生物的生存繁衍受到威胁!例如另一天体可能撞击地球而
引发毁灭灾难!人类如果有能力有把握进行自救式干预!

我们非常肯定干预的目的与可能)手段与效果!尽管其他
生物种类不能发言!子孙后代不具发言权!我们的行动!从
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为了地球)为了地球生物)为了子孙
万代的福祉" 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必须要明确科学上的
确定性!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却了

伦理学基础" 从这一视角上讲!对于气候变化和光辐管理
的科学性和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加大科学研究力度!为科
学决策提供依据"

对于人工干预太阳辐射!即使是科学实验或研究!由
于其影响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当代人!也超出了人类社会!

如果有人采取行动!法律依据何在3 一个受到海平面上升
威胁的小岛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有着自我伦理基础!

国内法律依据不会成为任何障碍" 一家跨国公司!拿出几
十亿美元!可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也可从减排成本
的考虑!而采取行动!派遣飞机到平流层播撒气溶胶" 但
是!这些在自我伦理和利益上的行动!对于他人可能形成
威胁或福利损失!甚至对其他国家或政治实体产生安全含
义或威胁!其他国家或政治实体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
反制措施!其地缘政治或国际关系含义!就可能成为国际
争端甚至战争的导火索"

天气具有重要的军事含义" 气候有否可能成为一种
军事手段!威胁他人或被威胁3 人工影响天气例如人工降
雨)防冰雹!如果得当!有着积极的经济及社会效果" 但
是!飞越一个地区的雨云!途中被一个地区人工手段截留!

对于该雨云可能飘至降落的急需降雨的地区!是否是一种
剥夺3 这种技术是否会被加以延伸!用以军事目的!从而
构成国家安全影响3 有些国家风调雨顺!而另一些国家干
旱贫瘠" 以减缓气候变化的名义!干预太阳辐射!可能改
变地球气候格局!干旱贫瘠者可能受益!而风调雨顺者可
能风光不再" 国际争端是否会因此而产生3

因而我们说!大规模的太阳光辐管理目前不宜实
施!需要开展科学研究" 但就是科学研究与实验!也存
在一个国际治理问题,谁来决定)在何时)何地)何种规
模上做3

/'国际治理构架

自从太阳光辐管理技术提出以来!地球工程的国际治
理就成为一个超越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和人类安
全问题" !"#"年!月!加拿大国际治理著名智库&国际治
理创新中心'在多伦多举办国际研讨会"

!就地球工程的
国际治理问题展开国际交流与研讨" !"##年&月! 2̂NN

第三工作组在秘鲁利马举办&地球工程专家研讨会'!为
第五次评估报告准备素材" 欧美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
究机构和学者就地球工程的科学)伦理)安全和国际治理
问题展开了研究" 英国政府甚至拨款资助太阳光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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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研究" !"#!年元月!国际治理中心再度邀请世界
主要国家的部分学者聚集渥太华!

!交流研究进展!决定
将现有成果汇集成册!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联合国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在&章专设一节!综合
评估地球工程的相关文献和结论"

就碳汇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来看! 2̂NN已经有系统
评估!得出了相应结论" 有关政策建议也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的谈判进程中得到了体现" 应该说!现有的国
际气候治理构架就已经能够涵盖碳汇和碳捕获与埋存技
术相关的地缘政治)国际经济与环境关系问题" 真正需要
探讨国际治理构架的!主要涉及太阳光辐管理问题
%I;C("

对于I;C!我们有四种可能选择/&0

" 一是简单的禁
止" 由于I;C具有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禁止未尝不
可" 但是!如果气候风险更大呢3 第二种选择就是作为一
种有效的气候政策" 我们没法低成本减排满足两度温升
目标!为什么不尝试呢3 问题在于,如果I;C效果与预期
或气候模式结果不一致呢3 第三种选择就是近期优先使
用I;C!防止温升风险!同时大力减排!减低成本!未来停
止使用I;C" 这一选择的问题在于,多大规模!多长时间!

如何与温室气体减排衔接3 第四种选择就是,只是作为一
种备选方案!加以研究!不到万不得已!不启用这一选择"

如果说小国或私人公司可能受到大国威慑而不至于
采取单边行动!但是!大国如果出于自身考虑!单独采取行
动!又如何办3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单
独行动!最好的选择是&自我约束'以换取他国同意&自我
约束'" 这一&相互约束'的治理构架!是对具有重大不确
定性技术加以约束的最好选择/-0

" !""+年!英国牛津大
学的几位学者/% 8+0提出地球工程国际治理五项原则"

!包
括,

!

作为公共物品加以管制.

"

公众参与决策.

#

公布地
球工程研究公开发表研究结果.

$

对影响开展独立评估.

%

先有治理构架然后付诸实施" 这五项原则集中到一点!

就是一个国际治理构架问题"

.'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见!地球工程的界定可以比较宽泛!也
可以比较狭义" 真正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具有大空间
尺度)科学不确定性)直接调节太阳辐射而控制温度)技术
相对简单成本相对低廉)具有国家安全和人类地球安全含
义的太阳光辐管理技术"

就目前情况来看!尽管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具有实际操
作可能!但是!一般情况下!不论是国家政治实体!还是企
业或非政府机构!面临这一带有&异想天开'色彩的技术
的实际应用!短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 由于这一问题的复
杂性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迫切性!开展研究显然具有巨大的
吸引力"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世界第一大N_

!

排放国!

地域空间气候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性" 从减排成本的角度!

从气候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开展地球工程的科学研究!有
着科学)政策和国际气候外交的积极意义" 但是!相关的
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制度构架" 由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
其谈判尚未涉及!需要开展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和
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高科学认知度!为国际谈
判和政策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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