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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变暖问题争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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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评述和分析了近年来关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研究。重点是有关气候变暖的一些
争议。目前的结论是：
（!）!) 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了 ".* 0 ".%1 ；（&）全球
气候变暖的论断得到了海洋温度、大气温度、钻孔温度、陆地雪盖、海冰及冰川资料的支持；
（’）!))% 年 是 近 一 个 半 世 纪 有 观 测 资 料 以 来 最 暖 的 一 年，对 !)+! 0 !))" 年 平 均 的 距 平 为
（*）!))"45 是 &" 世纪最暖的 !" 年，平均气温距平
".$$1 。&" 世纪变暖的趋势为 "."++1 2 !"3；
".’$1 ，也可能是 $""3 或者甚至 !"""3 来最暖的 !" 年。所以，&" 世纪气候的变暖是无可怀疑
的。人类活动影响很可能是 &" 世纪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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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气候变暖的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纷纷扬扬地进行了二十多年。!)/) 年召开的第
一次世界气候大会（ 89::），揭开了 气 候 变 暖 研 究 的 序 幕。随 之 建 立 了 世 界 气 候 计 划
（9:6）。由于气候变暖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科学研究的范畴， !)%% 年由世界气象组织
（9;<）、联合国环境署（=>?6）等机构联合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协调委员会（ @6::）。
先后发表了第 ! 版（!))" 年）、补充版（!))& 年）及第 & 版（!))$ 年）科学评估报告。目
前正在编写第 ’ 版（&""" 年）评估报告。报告的目的是对当前温室气体的排放及气候变
化作出评估，同时对未来大气温室气体的浓度及可能造成的气候变化作出预测。科学评估
报告由 @6:: 第一工作组（9(!）邀请世界范围的专家编写。此外还有第 & 工作组（ 9(&）
负责影响评估，第 ’ 工作组（9(’）负责对策研究。
!))& 年 + 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多个国家签署了《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 !))/ 年 !& 月制定了《京都议定书》，要求附件 @ 工业化国家
在 &""% 0 &"!& 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 !))" 年水平上平均减少 $.&A 。应该说，为
了减缓气候变暖，逐步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已经成为大多数科学家及政府机构的共识。
但是，近年来仍有一些科学家向这种主流观点提出挑战。这些挑战往往言词激烈，论
据偏颇，也确实有一些错误的见解和不事实求是的结论。但是，仔细读下去就会发现，其
中有许多问题是值得深入反思的。这里利用最新观测资料对这些质疑，作一个初步分析。
收稿日期：&"""#!&#&&；修订日期：&""!#"&#&%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
作者简介：王绍武（!)’& - ），男，河北束鹿人。教授，主要从事气候学研究，重点为气候诊断及气候预测。至今
发表科学论文 !$" 余篇。专著及主编文集 !" 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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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涉及所有提出来的问题，着重只讨论气候变暖问题。

-

对气候变暖论点的挑战

［-］
评估报告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 世纪气候变暖了；（*）
./00（-11,）
这个变暖主要是温室气体增加造成的；（2）气候变暖对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利；（3）温室气

体继续增加将使气候继续变暖；（,）为了防止气候继续变暖造成的不利影响，需要世界范
围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这里中心的问题是气候变暖。 !&’($# 恰恰是首先对这个中心议题提出挑战。他在 -114
年发表“热点与冷静的科学：全球变暖的未完争议”一文，并于 -111 年在 56! 论坛上写
［*］
了一篇文章：“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仍有疑问”
。中国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曾编译
了其主要论点! 。 !&’($# 的论点与 ./00 报告是针锋相对的。他认为：（-）目前气候并没有
变暖；（*）还不能肯定人类活动对气候变暖有多大贡献；（2）对将来气候变暖的模式预测
有很大不确定性；（3）即使气候变暖也是利多于害；（,）京都议定书意义不大。
本文将集中分析他提出来的前两个问题。 !&’($# 是按时段来分析的。（-）他认为 -77+8
-13+ 年确实全球气温有所上升。但是这是在所谓“小冰期”（即公元 -,,+-7,+ 年或者更宽
一些 -3,+-1++ 年）长期持续寒冷之后的回暖。因此，属于自然气候变化，而非人类活动
的影响；（*）无论根据什么人建立的全球平均气温序列，公元 -13+-14, 年或者气温明显
下降，或者在振荡中略有下降。然而，这段时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恢复时期，大
气中 06* 浓度迅速增加。显然这时期气温变化的特征与温室效应的加剧是背道而驰的。他
认为这只能说明，至少在这段时期，还有其它因素在主导着气温的变化；（2） -141 年以
后从近地面气温来看确实有变暖趋势，上升速率约 +9 -: ; -+<，然而无论是卫星观测还是
探空气球观测均表明这段时期气温无明显上升趋势，而同时陆地表面的城市热岛效应明
显。因此，很可能这段时间近地面气温的上升主要是热岛效应的结果。
综上所述，从 !&’($# 的观点来看： *+ 世纪，特别是近 *+ 年气候是否变暖尚有争议，
早期的变暖则可能是自然变化，因此对温室效应加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论断基本持否定
态度。下面我们将利用最新的观测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 *+ 世纪地球表面温度的上升
全球气候的变暖，最重要的证据就是直接温度观测。但是，要证明全球变暖并不简
单，有观测资料问题，也有分析方法问题。首先就是如何处理单站气温观测，得到一个代
表全球的气温序列。在过去的研究中曾经有 2+ 多位作者作了这方面的尝试。经过时间的
［2］
考验，到 *+ 世 纪 7+ 年 末 至 1+ 年 代 初，形 成 了 英 国（ =>’$? ）
、美国（@<’?$’）［3］
及俄国
［,］
［E］
（A&’’&B>C） 三家。后来又增加了 /$D$#?>’ 的序列 ，但是这是在 @<’?$’ 的基础上作了一

些修改得到的。尽管原始资料差不多，但这 3 个序列的结果却并不完全一致。例如 -117
! ! "#$% !&’($# 针对全球气候条约的科学见解，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编译 )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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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能是有观测资料以来的最暖的一年。但是这 ! 个序列所给出来的气温距平却不相
同［"］，分别是 #$""% 、#$&&% 、#$ &’% 及 #$("% ，差异不小。其中第 ) 和第 * 序列气温距
平值偏小，可能是由于对海岛及南极所给的权重较大所致。
但是，这 ! 个序列主要是陆地气温的平均，所以还要加上海面温度（ ++,）才能得到
全球平均。 -.//012 与 304564 对 ++, 作了订正［(］，最近的气候模拟证明，这种订正是有效
的［’］。用订正后的 ++, 与海冰强迫大气环流模式（ 70289*）模拟的陆面气温与观测值的
一致性比用未订正 ++, 时高得多，可见订正是合适的。有了全球格点气温（或 ++,）以后，
一般按格点所代表面积加权平均得到全球平均温度，过去的两次评估报告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近来 +:61 等［;#］提出最优平均法（ <=>?@A@ 0B640C?1C @6>:.2）。这个方法用经验正交函
数（ D<-）代替相关函数，对不确定性较大的地区，给予较小的权重，这样能更好地考虑
资料的缺测。用新的方法求得的半球平均温度，改变最大的是 ;(E#FG 前期。新方法得到
的北半球温度比过去的结果要高 #$)% 左右，在 ;((# H ;’)# 年期间新方法的结果北半球降
低，南半球升高，全球平均略有降低。但 ;’*#FG 到 ;’!#FG 初稍有升高，;’E#FG 中期以后用
新方法求得的平均值与第 ) 次评估报告差别不大。用新方法求得的 ;’’( 年全球平均温度
距平为 #$&&% ，如果仍用老方法求平均则为 #$&(% 。新平均方法给出的逐年平均温度排
序与过去变化不大， ;(E; 年以来 ;# 个最暖 的 年 份 均 出 现 于 ;’(# 年 之 后，其 中 ( 个 在
;’’#FG。
不仅是全球平均温度，对温度变化趋势的计算，如果用不同的方法其结果也有所改
变。I?CC/6 等［;;］提出一种称为有限最大相似法（ 46G>4?J>62 @0K?@A@ /?56/?:..2 @6>:.2）。这种
方法可以考虑温度随时间变化的结构。当温度随时间变化比较复杂时，所给出的标准差比
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大。根据新方法计算的变暖趋势，对 ;(E; H ;’’’ 年为 #$#!!% L ;#0，
对 ;’#; H ;’’’ 年为 #$#EE% L ;#0。所以无论从 ;’ 世纪中到 )# 世纪末或者对 )# 世纪均可以
说增温 #$ E% 左右。由于 ) 倍标准差为 #$ )% 左右，因此可以说现代气候变暖的幅度约在
#$ ! H #$ (% 之间。在 M388;’’& 年报告中估计为 #$* H #$ E% ，最新的估计变暖强度增加，
这是由于 ;’’#FG 后半升温激烈。另外由于不确定性因素造成的误差范围也有所增加，这
是使用了新的评估方法的结果。
无论如何，气温观测资料证明 )# 世纪气候确实是变暖了。

*

气候变暖的其他证据

海洋温度：++, 的变化已包括在全球地表温度变化之中。近来对海面以下海温有了新
的估计，据 N6B?>AG 等［;)］的估算，世界海洋的最上层 *##@ 在 ;’’( 年 比 ;’&#FG 中温度上升
了 #$ * O #$ ;&% ，这相当于从海洋表层有一个 #$*P@ Q ) 的向下热通量。 P:?>6 等［;*］也证明
自 ;’&& 年到 ;’’E 年世界海洋的混合层有 #$ ;&% 的绝热增温。
大气温度：对流层及平流层低层的大气温度观测序列较短。探空资料显示对流层低层
自 ;’&( 年以来有 #$;% L ;#0 增温趋势［;!］。而 ;’"’ 年以来的卫星微波探测则显示增温趋势
为 #$ #&% L ;#0［;&］。但是，;’"E H ;’’’ 年全球地表气温的增温趋势为 #$;’% L ;#0，可见对
流层低层气温上升幅度不如地表面温度大。而平流层温度则下降趋势明显［;E］，而且高度
愈高温度下降幅度愈大，;&5@ 为 Q #$&% L ;#0、)#*&5@ 为 Q #$(% L ;#0、&#5@ 为 Q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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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年的 ’()*(、!$+, 年 -. /01203*、及 !$$! 年 41*#5)63 火山爆发均造成显著的
气温上升，使平流层低层气温上升 !7 89 左右，大约在 ! : , 年之后气温又回落到火山爆发
前的水平。一般认为平流层总的温度下降趋势与平流层 ;& 的耗损有关，水汽与 /;, 红外
辐射气体的增加也有一定作用。
钻孔温度：根据 <)#*( 等［!=］与 43..#2> 等［!+］整理的 %!% 个钻孔温度剖面，,"" : !"""?
深的地下温度在 ," 世纪上升了 "789 。大约 +"@ 钻孔的温度是上升的。
陆地雪盖：!$%% 年以来的北半球年平均雪盖面积有减少趋势。但是下降是不均匀的，
在下降趋势上迭加有 = : +# 振荡。前期下降明显，!$+"AB 中以来约减少 !"@ （平均 ,87& C
［!$］
。雪盖面积的减少主要出现在春、夏两季。这可能是气温上升的结果。雪盖面
!"% >?,）
积与积雪区气温的相关系数达到 D "7%"。重建的雪盖序列表明最近 !"# 春夏雪盖可能是 ,"

世纪的最低值。但是北美冬季的雪盖可能有增加的趋势［,"］，前苏联雪盖也有类似的变化。
这可能反映由于气候变暖北半球中纬度冬季降水增加。
海冰：!$=& 年以来卫星观测北极的海冰面积也有下降趋势。同时有 8 : % 年的振荡。
自 !$=+ 年至今，北极海冰面积可能减少 ,7 +@［,!］。重建的 ," 世纪北半球海冰序列表明 ,"
世纪后半，夏季海冰面积减少趋势明显。冬、春的减少出现在 !$="AB 中后期以后，秋季
变化不明显［,,］。夏季及初秋北极海冰厚度自 !$8+ : !$=% 年到 !$$"AB 中期减少了 &"@ 。尽
管南极也在变暖，但是，!$=$ : !$$% 年南极海冰面积变化不大，或者甚至略有增加，速率
约 !7 &@ E !"#［,&］。
山岳冰川：冰川的前进后退是气候变化的良好指标。冰川所在高度较高，一般那里缺
少气温观测。因此是研究气候变化的良好代用资料。但是无论冰碛石还是过去的绘画、照
片大多只反映了某个时期的冰川状况。因此很少可能提供高时间分辨率的连续序列。不过
对于研究气候变化趋势却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根据世界范围冰川资料［,F］，," 世纪之前只
有缓慢的后退，," 世纪初后退加速，到 ," 世纪末不少冰川后退了 ! : &>?。冰川对气候变
化的反映有 !" : ="# 的滞后［,8］，从冰川后退来判断，气候变暖的开始应不迟于 !$ 世纪中。
但是实际温度观测说明变暖开始于 !$ 世纪末 ," 世纪初，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矛盾。值得
指出的是，近 ," : &" 年热带的冰川后退迅速。G1#H 与 IJ#0#?［,%］报告说近 ," 年热带雪线上
升约 !""?，大约相当温度上升 "789 。近 !8" 年记录表明，北半球湖泊和河流的结冰日期
平均推迟了 87+ 天 E !""#，解冻日期提前 %7 8 天 E !""#，因此无冰期增长［,=］。此外，挪威、
新西兰的一些冰川有前进趋势，可能是气候变暖近海地区降水增加所致。
从以上所列举的 % 个方面证据来看，," 世纪气候变暖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
且变暖在 ," 世纪的最后 ," 多年时间里是加速了。自 !$ 世纪末到 ," 世纪末增温约"7%9 。
其中有一半发生在最近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在雪盖、海冰及山岳冰川的变化上均有反
映。深海、深层陆地及对流层大气也有增温，但增温幅度均小于地球表面温度变化。因
此，K1*(LJ 对气候变暖的质疑的根据是不充分的。

F

气候变暖成因的讨论
但是，要确认现代气候变暖是否是（或者是否主要是）温室效应加剧造成的，就不那

么容易了。因为现有的温度观测记录最长不超过 ! 个半世纪。根据这个序列可以看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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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但是仅仅从这个序列本身却无从判断这个变暖是 !" 世纪中后期寒冷气候的回
暖，还是超出了自然气候变率的范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用代用资料建立更长的序
列，当然也应该是全球，或至少是半球的平均序列。这方面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
近几年不少作者建立了 #$$%、 !$$$% 或甚至 &$$$% 的全球或半球平均气温序列［&’(&］。
有的序列只针对夏半年，有的序列则代表年平均气温。根据 )%** 的序列［(&］，&$ 世纪是近
千年来最暖的一个世纪，而且 !""$+, 可能是近千年来最暖的 !$ 年。!""’ 年是近千年来最
暖的 ! 年。然而，是否我们就能够因此得出结论说 &$ 世纪的变暖是温室效应加剧造成的
呢？恐怕还不能。其原因如下几点。
（!）千年长的序列依然不足以“完全”描述自然变化，例如，近来愈来愈多的资料证
明千年尺度气温变化是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 !-#.% 左右的振荡反映了气候
系统的不稳定性。小冰期可能就是这种振荡的最后一次冷期，编号为 $，全新世还有另外
’ 个冷期，编号为 ! / ’，第 " 个冷期即出现于 !!- # / !(-$.%01 的新仙女木事件，再向前在
近 2’.% 中已列出 32 个冷期［(3］。由一个千年尺度的冷期（称为冰阶）到下一个暖期（称为
间冰阶），气温变化幅度可能达到冰期 4 间冰期旋回的 ( 5 3，即 2 / 67 。而且这种变化有
时只发生于几十年之内，因此称为气候突变。&$ 世纪的最暖时期如 &$ 世纪中，或者 &$ 世
纪最后 &$ 年，大约也只比小冰期温度高 !7 。因此很难只根据 &$ 世纪或者 !""$+, 在近千
年中最暖，就断言 &$ 世纪的变暖是温室效应加剧的结果。
（&）确实仅就 &$ 世纪而言，也不是一年 比一年 暖，一个十年比一个十年暖。!"3$ /
!"6# 年间气温至少没有升高。显然这表明还有温室效应加剧以外的因子在起作用。但是，
究竟是什么因子在起作用呢？可能 89*:;< 的意见是正确的。即不能只归之于对流层硫化物
的排放。这在 89*:;< 的论文中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证。有一种意见认为太阳活动［(#］及火山
活动［(2］可能是候选因子。但是，这种意见也需要进一步证实。其主要困难在于太阳活动
造成的太阳常数变化太弱，!! 年周期的振幅只有 $- != 。似乎很难用这种变化来解释巨大
的年际及年代际变化。况且太阳常数究竟有多大的年代际变化还缺少直接证据。强的火山
爆发确实会使地面气温下降。!""! 年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后，!""& 年、!""( 年欧亚大陆气
温下降，这也影响到全球平均温度。火山爆发后平流层温度上升也是一个间接的证据。但
是火山活动如何影响气温年代际变化既缺少观测事实的证据，也缺少模拟研究的证明。笼
统地讲，认为 !"&$+, 到 !"3$+, 半球及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可能与这段时期火山活动的沉
寂有关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还需要严格的证明。
（(）目前还缺少气候变暖是温室效应加剧结果的直接证据。“指纹法”有很大不确定
性，特别是不能只用某一段对作者的结论有利的时段。在这方面 89*:;< 的批评是有道理
的。不过，如第三节和第四节所述。&$ 世纪变暖则是无可怀疑的。所以现在主要争议转
移到这个气候变暖是否确实是人类活动的影响。我们的看法是；现在完全肯定，或完全否
定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效应加剧对气候变暖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在这方面 89*:;< 也未能提
出充分的证据，说明气候变暖不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因此，温室效应加剧，至少从目前情
况来看，也还是解释气候变暖的一种可能性。当然，即使承认人类活动影响，也不能排除
太阳活动、火山活动对气温变化的影响。
此外，89*:;< 还认为即使全球变暖，海平面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大气中 >?& 浓度增
加，气候变暖对社会与经济发展有利，因此也不必要根据“京都议定书”减排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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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法都是与 !"##（$%%&）报告针锋相对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对这些问题作进一
步分析讨论。不过，我们还想举出两个与 !"## 报告不同的见解。加拿大彻切尔北方研究
中心的 ’()*+) 在《时代》周刊上报导说：极地变暖可能带来全球性的严寒［,-］。美国的
./)0+) 等［,1］又提出另一种质疑，他认为 #23 浓度增加造成的温室效应加剧，可能同硫化
物的冷却作用相互抵消。这样未来温室效应的加剧则主要取决于其它温室气体浓度的增
加。但是近年来甲烷、氧化亚氮等气体的年增量大为下降。所以他认为未来气候的变暖不
足为虑。这又是另一类与 !"##（$%%&）报告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详细讨
论这些问题。只想用这两个例子说明，对 !"## 的“正统”观点，不断有质疑出现。
从科学角度看，不断出现全球变暖的争议是一件好事。这将大为促进人们对气候变暖
及其成因的认识，并且也必将有助于更好地预测未来气候的变化。但是，不可否认，在一
些论点中也可能包含着某些政治因素，这也是我们在做科学分析时要加以注意的。对气候
变暖问题的争议不可能是一个纯“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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