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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工程开展现状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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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气候相关的地球工程(Climate-Related Geoengineering, 简称地球工程)是为了减缓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目
的, 采取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工技术和方法对地球环境或气候系统进行干预。地球工程的研究和开展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 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讨论的焦点之一。地球工程项目在全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验和推广, 与
我国的利益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参与相关会议讨论以及对会议材料和相关文献的整理, 梳理了地球工程的定义和
内涵、介绍了不同类型地球工程的开展现状, 分析了地球工程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 并阐述了《生物多样性
公约》对地球工程的争论。研究表明: 地球工程主要通过改变区域或局地的气候和环境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 由
于目前对地球工程的影响缺乏足够了解, 对生物多样性有潜在影响的大规模地球工程将被禁止, 但节能减排工作
的义务使地球工程仍然具有应用前景。笔者对未来地球工程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认为地球工程技术的研究应
兼顾高效、低廉和环境安全的标准, 开展地球工程活动应采取预先防范措施, 并探讨建立监管机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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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geoengineering and its impact on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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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of geoengineering have grown and geoengineering is a focus for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now. Geoengineering programs and experiment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
varying extent globally and are of significance to Chinese interests. This paper originates from a review of a
conference discussion and of relevant literatures.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geoengineering, describ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impacts geoengineering may have on biodiversity. Arguments about geoengineering in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re also discussed. Researches show that geoengineering programs mainly affect biodiversity by changing the local or region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Large scale geoengineering programs may be prohibited in future due to uncertainty over their potential impacts on biodiversity. However, the necessity for energy saving and obligations
to reduce emissions will drive the progress of geoenginer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geoengineering is
also examin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echniques involved need to be of a high standard, highly efficient,
low in cost and environmentally safe. Precautionar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oenginering related activities, and mechanisms for monitoring their effects should be thoroughly explored.
Key word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arbon Dioxide Removal, 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Compliance negotiations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

候变化成为全世界的热点和国际合作的焦点议题,

全球变暖的不断加剧,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

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Sala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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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0; IPCC, 2007)。近年来, 利用大尺度的人工

术试图通过减少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和减少地面

干预技术即地球工程来对抗气候变化的设想引起

对太阳辐射的吸收来对抗地球变暖, 主要包括: 太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实验和模型显示地球工程

空反射技术(space albedo approaches)、平流层气溶

能够不同程度地缓解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但与此同

胶注入(stratospheric aerosols)、云层白化(cloud whit-

时, 大部分地球工程技术可能会对气候系统和生物

ening)和地面反射技术(surface albedo approaches)

圈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Vaughan & Lenton, 2011)。

等。除此之外, 对于某些大规模人工干预气候的技

由于目前地球工程技术不能同时满足低价、快捷和

术如人工影响天气(weather modification)等是否属

环境安全的要求, 因此只有少数进行过实地实验

于地球工程的范畴, 还存在一定的争议。而地球工

(Royal Society, 2009)。尽管如此, 仍有一些地球工

程 与 生 态 工 程 (ecological engineering)(Mitsch &

程项目得到了不同规模的推广。在《生物多样性公

Jørgensen, 1989)之间, 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界线。

约》第十次和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上, 地球工程都
成为各缔约方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吴军等, 2011;

2

地球工程的开展概况

IISD, 2012)。我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 在应对

地球工程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

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也相当重要, 有关地球工

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在一份名为“恢复我们的

程的辩论与我国利益密切相关。本文试图通过梳理

环境质量”的报告中指出, CO2排放正在改变地球的

地球工程的定义和内涵、开展现状, 地球工程技术

热量平衡, 需要认真探索人工干预对抗气候变化的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有

可行性, 并建议每年花费50亿美元在热带地区安置

关地球工程的争论, 为我国有关人员参加《联合国

反射性材料, 以及利用增加云层等手段来应对气候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伦敦

变化(Tukey et al., 1965)。这是第一个正式应对气候

公约》等多边条约地球工程议题谈判时, 明确本国

变化的研究报告, 也是第一次在政府层面提出的大

立场、思考谈判策略提供参考。

规模人为干预气候变化的设想(Marchetti, 1977)。

1

地球工程的定义和内涵

到20世纪70年代,

“地球工程”一词开始出现

在描述将CO2注入海洋以减轻大气温室气体负担这

与 气 候 相 关 的 地 球 工 程 (Climate-Related

一设想的报告中, 并成为人为大尺度改变地球气候

Geoengineering, 简称地球工程)目前尚无统一的定

的一系列设想的代名词(Keith, 2000)。在之后几十年

义, 包括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2009;

内,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 对类似的人为大

IPCC(IPCC, 2011)和《生物多样性公约》(SCBD,
2012a)等对地球工程都有各自的定义, 虽然表述方

规模干涉气候的设想、实验及其可行性的探讨从未

式不同, 但内容基本上一致, 即为了减缓气候变化

力量, 多位著名的科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参与

及其影响的目的, 采取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工技术和

了相关的讨论, 在Science、Nature等杂志上发表了

停止。美英科学家是支持开展地球工程研究的主要

方法对地球环境或气候系统进行干预。地球工程主

支持开展地球工程实验的文章(Hoffert et al., 2002;

要 包 括 两 大 类 技 术 : 二 氧 化 碳 移 除 技 术 (Carbon

Crutzen, 2006), 这 些 研 究 结 果 可 能 会 影 响 政 府

Dioxide Removal, CDR)和太阳辐射管理技术(Solar

决策。

Radiation Management, SRM)。二氧化碳移除技术是

《京都议定书》对地球工程快速发展有重要推

通过移除大气中的CO2, 从根本上处理气候变化的

动作用。2002年, 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超过

技术, 主要包括: 海洋施肥(ocean fertilization)、土

55个, 达到议定书强制生效的两个条件之一; 2004

地 利 用 管 理 (land use management) 、 加 速 风 化

年12月, 签约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议定书附件

(enhanced weathering)、生物炭及生物质碳封存和储

中规定的国家1990年排放量的55%, 达到了强制生

存(biochar & sequestration of carbon as biomass and

效的另外一个条件。2005年2月, 《京都议定书》在

its subsequent storage), 以及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

上 述 两 个 条 件 满 足 之 后 90 天 后 强 制 生 效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太阳辐射管理技

(http://unfccc.int/kyoto_protocol/status_of_ra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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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2613.php), 减排以法律形式成为发达国家的

术虽然能在短时间内缓解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

义务。以2002年为分水岭, 美、英、德、俄及加拿

等问题, 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减缓温室气体的持续增

大等国家政府开始对地球工程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加和海洋酸化和其他一系列问题; 而且一旦工程停

并对相应的研究活动给予经费支持, 期望以较少的

止, 气温将恢复至工程实施前的水平甚至更高。二

资金投入达到快速减缓气候变化的目的, 完成减排

氧化碳移除技术的实施往往涉及到土地利用变更

义务。这些国家政府内部对地球工程的可行性进行

或者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性质的改变, 虽然相对太

了多次评估, 美国商业界也在游说政府实施地球工

阳辐射管理技术的风险较低, 但对生态系统和生物

程。地球工程迅速成为政府和媒体宣传的热点, 一

多 样 性 的 影 响 也 不 容 忽 视 (Vaughan & Lenton,

些国家和组织甚至把地球工程上升到国家层面(The

2011)。

Royal Society, 2009; GAO, 2011)。

由于大规模开展过的地球工程非常少, 因此评

如果不考虑人工降雨等人工影响天气的技术,

估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根据已经开展过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提出地球工程的设想至今, 以

项目和进行过场地实验的技术, 如海洋施肥、土地

美国为首,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地球工程

利用管理(主要是人工造林)、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

技术的研究, 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验和应用。由

以及平流层气溶胶注入。随着发达国家开展地球工

于技术限制和不确定性, 目前太阳辐射管理技术中

程的呼声持续高涨, 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计算机模

只开展过平流层气溶胶和地面反射技术的较大规

型模拟其对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但这些评

模工程, 云层白化等相关工程正在筹备实施, 而太

估大部分涉及的是太阳辐射管理技术(Bala et al.,

空反射技术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这些项目或者是

2008; McCusker et al., 2012)。

在海洋上开展, 或者在陆地上进行一些技术成分不

3.1

二氧化碳移除工程的影响

高、环境影响不显著的工程; 而二氧化碳移除技术

海洋施肥: 海洋施肥工程采用的技术主要有:

由于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有利(如土地利用管理等),

(1)向海洋中施加铁元素, 促进浮游生物大量生长,

或者影响相对较小, 并且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技术

提高固定CO2的能力; (2)向海洋中施加氮、磷等营养

还具有石油开采和工业生产等商业用途, 因而得到

元素, 加快浮游生物的代谢过程, 加速CO2 沉淀到

了更广泛的应用。

海底的速率; (3)将深层海水抽到表层, 向海洋表层

3

不同地球工程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不

提供营养元素, 同时加快表层的碳固定到海底的速
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全球至少进行了13个大规
模的海洋施肥实验, 涉及海域超过1,400 km2, 参与

同程度的影响, 并且由于全球碳循环和气候系统的

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

反馈机制, 即使全世界范围内采取严厉的控制碳排

巴西、墨西哥、日本、菲律宾、荷兰、中国等(SCBD,

放 措 施 , 全 球 温 度 仍 然 会 持 续 缓 慢 上 升 (IPCC,

2009)。

2007),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将会持续。太阳辐射

海洋施肥可能会导致海洋热量平衡的改变, 由

管理技术能够在短期内降低全球平均温度, 二氧化

此可能增加低纬度海域极端气象事件的频率

碳移除技术能够降低大气CO2浓度, 因此开展地球

(Gnanadesikan et al., 2010); 海洋系统营养循环也将

工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温室效应及其影响, 进

受到影响, 营养元素的大量添加, 将使限制海洋生

而减少全球变暖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Russell et al.,

物生理活动的营养元素发生改变, 同时深层海水会

2012)。

产生缺氧现象, 导致深层海水酸化, 并可能产生其

另一方面, 地球工程也会对生物圈和生物多样

他温室气体如N2O、CH4等(Cao & Caldeira, 2010)。

性 带 来 不 确 定 和 不 利 的 影 响 (The Royal Society,

在生态系统层面, 不同类型的海洋生物对营养元素

2009), 主要表现在地球工程的实施可能改变气候

的需求不同, 施肥可能改变浮游生物的群落结构,

和生态环境状况, 还可能影响某些生态系统过程,

有害藻类有可能爆发(穆景利等, 2011); 另一方面,

从而使生物多样性面临新的风险。太阳辐射管理技

浮游生物的群落结构和生产力变化可能导致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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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食物网的改变(Boyd et al., 2007)。由于难

估, 但这种尾矿处理方式很可能带来土壤和水污

以预知的潜在影响, 2006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染。加速风化过程每固定一吨二氧化碳, 需要至少

八次缔约方大会决定暂停开展海洋施肥活动。

1.4吨硅酸钙或硅酸铁, 这就需要开采大量的矿石,

土地利用管理: 即通过生态系统管理, 增加陆

对矿区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将造成巨大的破坏(The

地碳汇, 从而移除CO2。大规模的人工造林、再造

Royal Society, 2009)。此外, 实施加速风化的过程中,

林和森林保护活动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但这些活

重金属离子容易通过雨水和径流污染土壤、河流和

动并非都以缓解气候变化为目的, 因此是否能称为

地下水, 威胁矿区以外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地球工程仍值得商榷。森林面积的扩大将改变地表

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 该技术是指将大气中

反射率和热量流动, 影响局部气候; 森林提供了特

CO2压缩后运输到选定地点长期封存, 包括注入到

种栖息地, 并且森林比其他大部分生态系统初级生

一定深度的地质构造、深海或者通过工业流程将其

产力更高, 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但另一方面,

凝固在无机碳酸盐之中(张军和李桂菊, 2007)。该技

人工造林中发生的非本地物种引入、单一林种植、

术类似于植物固碳过程, 因此又叫做“人工树”。截

原有生境的改变等, 都可能使生物多样性受到干扰

至2011年底全世界目前共有74个大型人工树项目,

(The Royal Society, 2009)。

其中正在运营的有8个, 正在建设的有6个, 其余的

生物炭: 即在低氧条件下处理有机生物体, 形

分别处于立项、评估和定义阶段。正在运营的大型

成难以分解的炭黑(charcoal), 再将炭黑埋进土壤,

项目每年捕获并封存的CO2接近2,000万吨; 建设中

增加土壤碳库。在国际生物炭动议组织(IBI)的推动

的项目预计2015年前将全部投入运营, CO2处理能

下, 全球包括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

力超过1,000万吨/年。美国自1972年开始将CO2注入

多个国家开展了生物炭的研究和实验。但许多国家

地下用于石油开采, 迄今美国每年注入地下和海洋

和地区使用生物炭的主要目的并非减排, 而是作为

的CO2 超过1,000万吨, 累计注入量超过3,500万吨;

肥料或改善土壤质地(ETC Group, 2010)。在土壤贫

挪威自1996年开始将CO2 注入海底, 目前有两个大

瘠的地区, 生物炭能够提高作物产量, 改善土壤肥

型人工树项目, 每年约有170万吨CO2 注入海洋或

力, 并增加土壤微生物的生物量和多样性(Lehmann

者岩层; 加拿大自2000年来已经将超过2, 000万吨

et al., 2011)。然而, 生物炭的生产需要占用大面积

CO2 注 入 其 Saskatchewan 省 地 下 ; 阿 尔 及 利 亚 自

土地来种植特定的作物或树木, 是此类工程对生物

2004年起每年约捕获100万吨CO2并储存。美国、加

多样性最主要的影响。此外, 国际上对生物炭在土

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在建设大型人工树项目。

壤中的稳定性及其对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的改善

目前的人工树项目往往在沙漠中开展, 或者位

等方面的研究尚无一致的结论(谢祖彬等, 2011)。再

于工厂、矿山附近, 对土地需求不多, 因此尚未发

者, 作为一种固碳技术, 使用生物炭在减少土壤有

现此类工程对生物多样性有直接的影响。

机碳的同时可能影响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Zhang et

3.2

al., 2010), 因而对降低温室气体的作用可能并不

太阳辐射管理工程的影响
平流层气溶胶: 即在平流层大气中注入硫酸

盐等物质形成气溶胶, 增加太阳光散射并将部分太

显著。
加速风化: 加速风化技术的原理是通过与硅

阳辐射反射回太空。2009年, 俄罗斯开展了第一个

酸盐(如硅酸钙、硅酸镁或硅酸铁等)发生化学反应,

平流层气溶胶注入的实地实验, 并通过模型证明,

使 气 态 的 CO2 转 变 成 离 子 态 , 方 程 式 为 :

注入约100 m厚的平流层气溶胶, 到达地表的太阳

CaSiO3+CO2 → CaCO3+SiO2, 或 者 CaSiO3+2CO2+

辐射能够减少1–10%(Izrael et al., 2009)。英国曾通

2+

–

H2O→Ca +2HCO3 +SiO2。

过了“气候工程的平流层颗粒注入(SPICE)”项目,

2011年, 坦桑尼亚一家采矿企业开展了加速风

计划于2011年至2013年实施, 但由于民众反对而中

化的田间实验, 将橄榄石矿的废弃物埋进土壤或投

止。2011年, 美国在加利福尼亚海域上实施了“东太

入河流, 以加速CO2与硅酸盐的反应从而将其从大

平洋气溶胶云实验(E-PEACE)”, 项目正在进行中

气中移除。虽然目前缺少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的评

(http://aerosols.ucsd.edu/E_PEA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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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层白化: 云层白化技术主要通过增加低空

的地面, 增加了地表的反射率, 以减缓安第斯山脉

云层中凝结核的密度, 使云层更白、持续时间更长,

冰川的融化速度。该项目主要在山地冰川消融后的

反射更多的太阳辐射, 从而达到降低气温的效果。

石漠上开展, 因此项目本身对生物多样性影响并不

自2006年来, 英国一直在进行云层白化相关技术及

大。除此之外, 许多基于地面反射技术的设想, 如

其可行性的研究, 以及相关设备的研制; 美国自

在极地和沙漠地区地面铺设反光材料、种植反射率

2010年开始进行云层白化的模型研究和设备研制,

更高的农作物和草地等, 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实验

相关研究还得到了比尔盖茨基金会赞助。2012年,

或项目的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 即便是沙漠和极

土地和大气回复力倡议组织(The Land-Atmosphere

地这样生命稀少的区域, 在地表铺设大面积反光材

and Resilience Initiative, LARI)提出“全球降温计

料, 也会严重影响区域生物的生理生态特性, 种植

划”, 在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非洲西海岸等国家

反射率更高的农作物和草种, 可能会改变植物群落

或地区进行云层白化相关活动, 通过增加近海云层

结构, 而且可能降低土地的生产力(The Royal Soci-

的规模实现区域和全球降温, 该项目正在筹备中

ety, 2009)。

(http://www.theglobalcoolingproject.com/lari/lari.sht
ml)。

太空反射技术: 此类技术主要通过在太空架
设遮蔽物以减少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目前只有美

平流层气溶胶和云层白化工程直接影响对象

国开展了相关的研究, 拟向太空发射大量小型无动

和范围主要是大气层, 对生物多样性以间接影响为

力飞船形成大片太空云, 可减少10%的太阳辐射到

主。相关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减少2%的太阳辐射产

达地球。但目前尚无实地项目和实验(ETC Group,

生的降温效果, 相当于抵消了CO2浓度倍增产生的

2010)。

温室效应(Crutzen, 2006), 将有效缓解全球升温引
发的生物多样性威胁如极地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

4

《生物多样性公约》对地球工程的争论

等。但是, Robock等(2008)通过全球气候模型(GCM)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

研究发现, 平流层气溶胶注入工程会改变亚洲和非

(COP-10)上, 地球工程就已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

洲的季风, 减少降水和地表径流, 导致难以估量的

(吴军等, 2011)。大会最终通过决定, 要求在用适当

生物多样性问题, 可能威胁数十亿人的粮食安全。

的科学方法对地球工程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影响进

云层白化工程在降温方面与平流层气溶胶注入有

行评价前, 缔约方不得开展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

相似的功效, 不同的是气溶胶能够相对均匀地分部

大规模地球工程活动(SCBD, 2010)。
《生物多样性公

在平流层, 全球降温相对均匀; 而增加的云主要位

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11)期间, 地球工程

于海洋上, 降温具有显著的区域性, 大气环流、洋

问题也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 各方围绕该问

流、降水格局等都可能因此发生变化(Bala et al.,

题展开了辩论(IISD, 2012)。

2008), 导致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分布格局改变的连
锁反应。

讨论焦点主要集中于地球工程的定义和范围、
是否应当禁止室外地球工程, 以及建立相关监管框

地面反射技术: 即通过增加地表反射率, 减少

架等三个方面。首先, 各方对地球工程的定义和范

地表对太阳辐射的吸收。2006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

围存在不同理解。巴西等参加了 “保护和可持续管

州通过了 “百万太阳能屋顶”计划, 计划投资32亿

理森林以增加森林碳汇”(conservation, sustainable

美元, 用11年时间完成3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板的

management of forests and enhancement of forest

安装(http://www.environmentcalifornia.org/programs/

carbon stocks, REDD+)的国家认为, 不应将碳捕获

million-solar-roofs)。该项目主要在城市和居民区等

和储存以及REDD+活动列为地球工程; 新西兰等

区域开展, 对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

国则认为, 所有造林、再造林和恢复(afforestation,

2010年, 秘鲁一名男子赢得了世界银行的“100种拯

reforestation and restoration)活动都不属于地球工

救地球的想法”竞赛, 获得了20万美元的资助。他和

程。非政府组织提出的人工降雨等人工影响天气活

他的团队用环保漆覆盖了安第斯山3座山峰共70 ha

动也应看作地球工程的提案, 虽因无人附和而遭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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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但需要引起重视。其次, 少数发展中国家提出

50年代开始开展人工影响天气活动, 如人工降雨、

的禁止室外地球工程活动的提案遭到发达国家一

人工消雹等, 至今此类技术已经相对成熟, 在全国

致反对, 原因在于英国、日本、欧盟、加拿大及美

范围内已多次开展(姚展予, 2006)。虽然这一活动影

国等国的科学界已在室外条件下开展了大量实验

响的区域比当前许多地球工程实验区域面积大, 但

活动。最后, 菲律宾、玻利维亚等提出在《生物多

是也只是改变了局部区域短时间内的气象状况, 对

样性公约》框架下建立地球工程的监管机制, 也未

于区域的长期气候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

达成共识, 原因一是发达国家的阻挠; 二是各方对

中国进行此类活动的最主要目的在于辅助生产和

地球工程受哪个国际条约(UNFCCC或CBD)管辖还

减少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 而非缓解气候变化。从

存在不同理解。

这个角度看, 人工影响天气并不适合列入地球工程

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地球工程的第XI/20号决

范畴。目前对于人工影响天气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

定(SCBD, 2012b)。该决定重申禁止开展对生物多样

影响研究开展还比较少, 它是否会像部分地球工程

性有潜在影响的大规模地球工程, 虽然承认人们目

一样严重干扰生物多样性,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前对地球工程的影响缺乏了解, 但认为应采取预先
防范原则, 对具有跨境影响的地球工程活动展开监
管很有必要。

5

中国开展的地球工程相关活动

6

展望
绝大部分地球工程实施的目的在于缓解气候

变化, 而通过缓解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只是目
的之一。地球工程本身对生物多样性直接的影响并

中国在1997年引进了海洋施肥增殖渔业资源

不是十分显著, 值得关注的是开展地球工程极可能

的技术, 并计划引进海洋施肥增殖饵料生物、吸引

导致全球或区域产生新的气候和环境变化, 由此将

鱼群聚集的技术并在南海区域实施, 用于保护渔业

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未知的影响。

的可持续性(邱永松, 2013)。

《京都议定书》虽已失效, 但发达国家仍有根

1978年, 中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

据《哥本哈根协定》继续进行节能减排工作的义务,

程, 截至2000年造林面积达2203.7万ha, 自1998年

地球工程无疑是一个兼顾成本和效益的替代方案。

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 至2002年新增人工林302.6

由于看到地球工程的应用前景, 发达国家一些企业

万ha。这些大规模的工程提升了森林碳储量和固碳

和科研实体已经投入大量资金, 并获取了多项专

能力(方精云和陈安平, 2001; 胡会峰和刘国华,

利, 占据了技术领先地位(ETC Group, 2010)。然而

2006), 产生了显著的生态效益, 但也出现了严重影

当前的地球工程技术难以兼顾高效、低廉和环境安

响生物多样性的问题(刘璨等, 2005; 张力小和宋豫

全, 其大规模开展势必引发新的问题。鉴于此, 包

秦, 2003)。类似的工程还有退耕还林等。

括《生物多样性公约》、
《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以

中国生物炭的研究伴随着中国生物能源研究

及其他国际组织应共同要求各国对地球工程活动

而开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沈阳农业大学引进了一

采取预先防范措施, 并探讨建立监管机制的可能

套生物质热裂解装置, 之后国内许多大学和研究院

性, 避免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

所开展了生物质热裂解的研究, 生物炭作为副产

区开展了小规模地球工程技术的实验, 计算机模型

物, 主要用作燃料, 直到近几年才开始进行农用研

也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预测大规模实验, 为评估地

究(何绪生等, 2011)。

球工程对生态环境安全的影响打下了基础。作为发

全球碳捕集与封存机构(Global CCS Institute)

展中国家, 中国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承诺单

调查表明, 2011年中国有6个规划和筹建中的项目

位GDP减排40%, 地球工程对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

属于“人工树”(Global CCS Institute, 2011), 一般由

的帮助。目前在国内已开展了大量土地利用管理相

国有大型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实施。这些项目

关的工程, 在生物炭使用和影响方面也开展了研

得到了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和开发银行等国际合作

究, 同时也在筹建用于能源采集的人工树项目。地

伙伴, 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中国从20世纪

球工程的相关技术研究和实验在中国将进一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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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我国应综合考虑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影响, 积极
探索高效、廉价和安全的地球工程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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