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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尼娜状态接替厄尔尼诺入驻赤道
中东太平洋后，专家曾表示，受拉尼娜的影
响，2016/2017年的冬季，特别是到冬季后
半段，有很大的概率将暂别暖冬，实现寒冬
阵营的大逆转。但是经历了这个冬天后，

“冷基调”依旧未占据主流，暖冬风格持
续。拉尼娜如何影响气候变化？说好的

“剧情”大逆转怎么没实现？气候变化以暖
冬的方式要告诉我们什么？

拉尼娜惯用“高冷”技能

2016年，全球的天气气候经历了厄尔
尼诺和拉尼娜的连番轰炸。继超强厄尔尼
诺事件在去年 5 月份结束以后，海温迅速
发生了逆转，8 月份时，国家气候中心宣布
进入拉尼娜状态。

气候专家密切关注的拉尼娜究竟是何
方神圣？它和厄尔尼诺是什么关系？国家
气候中心首席专家周兵介绍，从科学意义
来讲，拉尼娜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
异常偏冷的现象。如果说厄尔尼诺是“热
带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的热情小子，拉尼
娜就是“高冷公主”。拉尼娜往往和厄尔尼
诺交替出现，通常在厄尔尼诺结束的一段
时间之后，相伴随就会进入拉尼娜状态，从
而完成一个由厄尔尼诺向拉尼娜的循环过
程。拉尼娜所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和厄尔
尼诺也是一个相反的效应，但并不是完全
对应的。

如果对近 13 次拉尼娜年相关数据进
行分析，不难发现，大多数拉尼娜年冬季气
温都偏冷。如 2000 年的“拉尼娜事件”导
致 2000 年至 2001 年冬季东北、华北地区
气温明显偏低；2008 年初，南方出现大范
围低温雨雪冰冻，也是拉尼娜惹的祸。

但偶有例外的是 1998 年至 1999 年冬
季，同样经历了超强厄尔尼诺转拉尼娜，我
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却明显偏高。专家解
释，这主要是因为上世纪80到90年代，我
国气候变暖速率非常快，1998年又是一个
厄尔尼诺年，叠加效应让整个大气增温迅
速，因此到了冬季，全球变暖和厄尔尼诺造
成的暖背景并没有消退，拉尼娜产生的降
温不足以改变大的气候背景下的升温效
应。所以，1998 年至 1999 年冬季继续维
持暖冬状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气候变
化特别顾问丁一汇说，“历史上，拉尼娜年
里面有 4 个拉尼娜事件持续了 3 年，其他
的大概都是一年左右。从时间看，拉尼娜
可以造成一年、两年的冷，甚至可以造成三
年的冷”。

由于拉尼娜惯用“高冷”技能，遇上
冷冬成为大概率事件，而这也与国内外多
家气候动力模式及统计方法早期的预测相
一致。可是，这次在拉尼娜诞生 4 个月
后，形势悄然改变。2017年2月7日，据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结果，2016/2017年冬
季拉尼娜事件确认未能正式形成，未能达
到连续5个月的基本判定指标，冷水过程
最终止步在拉尼娜状态，“冬季可能偏
冷”出局。

信风弱上演“釜底抽薪”

专家介绍，拉尼娜的原动力是信风和
冷水。信风使大量暖水被吹送到赤道西太

平洋地区，在赤道东太平洋地区暖水被刮
走，主要靠海面以下的冷水进行补充。当
信风加强时，赤道东太平洋深层海水上翻
现象更加剧烈，导致海表温度异常偏低。
这使得气流在赤道太平洋东部下沉，而气
流在西部的上升运动更为加剧，有利于信
风加强，引发拉尼娜现象。

这次拉尼娜本欲在影响气候方面“大
展拳脚”，无奈原动力太弱，“高冷公主”虽
有诸多不甘，但“釜底抽薪”之下还是渐成
奄奄之势。周兵分析，由东吹向西的信风
太过“虚弱”，导致冬季拉尼娜所乘之风并
不给力，使东太平洋的冷水上翻不足，致使
拉尼娜持续“低迷”。

一方面是信风“不成器”，另一方面全
球变暖则再援手暖水事件，尤其是全球海
表温度的变暖趋势十分明显。周兵说，
2016年气候变暖的脚步要比以往更快，最
新的全球气象资料分析表明，全球表面平
均温度已经连续 3 年创新高，刚刚过去的
2016 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年。这
种情况下，北极地区的大量海冰融化、人类
活动的加剧都让全球增暖的幅度增大。而
地球系统中盈余的热量都跑到哪里去了
呢？答案是海洋，在大气增热只有 6%至
7%的情况之下，地球系统93%的盈余热量
都跑进了胸怀宽广的大海。

这样一来，暖水事件就比较容易达标，
冷水事件则很难出现。数据显示，50年之
前，历史上发生“拉尼娜”的次数明显多于

“厄尔尼诺”，而近 50 年来，暖水事件一直
在增多，相应的冷水事件则在持续减少。
这导致近年来拉尼娜事件与厄尔尼诺形成
不对称性。

拉尼娜势力较弱，原本利于冷空气南
下的她，没有发挥出“实力”。因此，这个冬
天出现南下冷空气不多、风无力的状态，这
也间接导致了霾天气的加重。

不过，除了拉尼娜影响外，整个冬季是
否偏冷，还要看北极冷空气影响，这和北极
海冰、欧亚积雪、中高纬度环流演变直接相
关。气候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错综复杂
的，常常是各种气候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东亚冬季风偏弱、冷空气过程偏少、影响
范围偏北等因素，都直接让冷冬借助拉尼
娜之势的“复兴之路”未能成行。

变暖是气候不能承受之重

虽然冬季变得没那么冷了，对大多数
人而言，棉毛裤已经好多年没穿过了，但是
如果这种变化持续下去，有一天终将成为

“温暖的杀手”，威胁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公报表明，2016

年，全球表面平均温度比 1961 年至 1990
年平均值高出 0.83℃以上，比工业化前水
平高出约1.1℃。各国气候数据显示，极端
气候事件频发。其中，俄罗斯北部的鄂毕
河河口和新地岛附近地区的气温比常年高
出6℃至7℃；美国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西北
部等地的气温偏高 3℃以上。海洋升温致
使南极和北极地区的海冰面积缩减严重。
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已超过
400ppm（1ppm 为百万分之一）警示线，甲
烷浓度也飙升破纪录。

在全球最暖年的背景下，2016年我国
气候异常，呈现暖湿格局，气候年景差，气
象灾害重。国家气候中心数据统计显示，
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0.81℃，仅次于
2015 年和 2007 年；平均年降水量 730 毫
米，较常年偏多16%，为1951年以来最多。

据专家观测，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影
响下，北极同样也在变暖。而且，北极变暖
的速度比其他地区要快一倍。这导致北极
的海冰快速融化，特别是在冷空气发源地
的巴伦支海和喀拉海地区，情况更加严重。

全球变暖对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威胁
在于生物多样性的逐渐消失。“气候变暖将
使我们的生态环境遭遇严峻考验。在过去
二三十年里，大部分动植物品种已经逐步
适应了偏暖气候，如果遇到突然而至的冷
气候，可能让他们无法适应，特别是热带森
林的生态系统会受到很大威胁。”丁一汇介
绍，“在2008年经历冷冬时，在长江以南的
大片森林死亡就是这个原因”。

极端气候容易导致病菌泛滥繁殖，危
害人类健康。例如，去年夏天西伯利亚地
区因异常炎热导致冻土层融化，此前封锁
在冻土下的炭疽杆菌被释放出来，导致俄
罗斯一些地区暴发炭疽疫情。

气候变化同样会干扰国民经济的正常
秩序。不管是气候偏冷，还是高温热浪盛
行，都会对电力供应带来巨大的挑战，如果
不能很好应对，就有可能影响国民经济。
丁一汇表示，每一次厄尔尼诺年和拉尼娜
年时，基本上电力使用都会多次达到高峰，
电网中断风险变大，从而导致大面积停电，
这种情况在美国冬季经常发生。

甚至连雾霾的增多也与全球变暖有
关。由于气温持续攀升，我国京津冀地区
的平均风速和最大风速都有减小趋势，发
生静稳天气的概率增高，不利于污染物扩
散。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
长潘家华对此颇为感慨，“从前冬天是北
风呼啸、寒风刺骨，天气预报经常说有来
自蒙古高原、西伯利亚高原的强冷空气南
下带来大风。但现在很少能听到这种预
报，所谓‘一九二九冰上走’的情况也基
本不复存在。风少了、不冷了，雾霾就没
那么容易散”。

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目前全球变
暖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影响。
一方面，2016年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加热了
热带中东太平洋的海水，这些热量通过能
量扩散的方式影响其他区域气候，相当于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又加了一把火；另一
方面，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所认定的那样，人类活动是导致全球变
暖的主要原因。

现在正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时机，
也是转折点。如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很
严重的后果。专家表示，如今人们面临的
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怎样
做”的问题，应通过转型发展应对气候
变化。

（文/谷 夏）

拉尼娜为何没带来冷冬

信息技术正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建设节约型社会同样离不开它的支
持。除了产业自身的低能耗，在帮助其他
行业实现节能降耗减排方面，信息技术大
有可为。

信息技术是高新技术中的关键技术，
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信
息化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其本质就是
对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应用，是实现
节能降耗减排的重要手段。将信息网络、
大数据与各行各业结合起来，能增强整体
性和集成化，实现集约经营，达到节能降
耗减排的效果。

信息产业本身的发展可极大调整一、
二、三产业的比例。大力发展信息产业，
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高非物质产
业、产品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总体降低
经济发展对能源和资源的依赖，从根本上
解决能耗高、污染重的问题。

经济活动的效率取决于资源的动态配
置效率，其基础是信息。在信息化要素
中，信息资源作为基本要素，既是经济资
源，也是生产要素，又是社会资源。信息
开发不足，能源的消耗就会增加；反之，
可以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提高经济发展

效能。因此，如何收集整理并运用自然状
态的信息，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而信息
技术可以有效整合各类信息，在更短时间
和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是资源
科学配置必不可缺少的技术支持，也是提
高资源利用效益的有力手段。

实践证明，信息化可提高劳动生产
率，提高能源和资源使用效率，减少企业
对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如，通过信息资源
的深入开发和广泛利用，改造关键生产流
程，可以提高行业资源的利用效益；信息
技术结合智能小区建设，则可集约式使用
土地，实现人性化采暖和制冷，节约土地
资源和能源。

信息技术通过管理创新，可以改变组
织结构、营销模式和协作方式，显著提高
效率、节省支出。如，以信息应用系统为
依托，可以实现扁平化管理，实现办公系
统、生产监控系统、决策系统等内部联
动，改变运营管理模式。

此外，信息技术可以促进社会管理理
念实现根本性转变：从原来的管制型转变
为服务型，通过管理方式、服务理念、服
务平台的改进，如利用电子商务、远程教
育、网络支付等信息化形式，改变传统的

沟通方式，让老百姓花更少的时间得到更
加便利、更好的服务。

利用信息技术还可以建立环境保护业
务应用平台，进行环境监控和综合控制，
实现环境保护信息化和智能化。如，通过
对钢铁、电力、化工等重点行业的能源消
耗、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联网监测，对经
济运行中的资源、能源和环境成本信息监
测，整合、集成、加工各类环境信息资
源，可以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环境信息资源平台共享，可以大幅度
提高环境保护部门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能
力，及时反馈环保信息，推动淘汰落后产
能，促进节能降耗减排调控目标的实现。

以信息技术整合环境工程技术、清洁
生产技术等在内的环境保护工具，可以建
立起循环经济绿色支撑体系，促进资源节
约和循环利用。

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
算”为核心的智慧物流信息技术和应用体
系，可以优化企业的供应物流、生产物
流、销售物流，改善价值链上各环节的不
确定性，提高产品的适销率，大幅度降低
企业总成本；借助信息系统整合，依托物
联网技术对运输线路进行合理布局与规

划，可以有效减少运输途中堵塞、绕路等
问题；以智能交通将物品与后台信息系统
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互动，可以及时准确实
现对送货车辆、送货人员、送货流程等物
流资源的科学管理，优化运输路线、提高
车辆装载率、避免车辆空驶和无效运输，
实现节能降耗减排。

据统计，信息技术可以使企业物流成
本平均降低 20%至 40%。企业采用信息系
统一方面可使各种物流业务处理更高效便
捷，实现节能降耗；另一方面，通过对相
关大数据进行处理加工，还能为进一步降
低物流成本、降低能耗提供科学依据。可
以说，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物流的现代化。

总之，信息技术是具有广泛适用性的
技术，以其为基础的信息化拥有推动经济
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能极大提高劳动生
产率和经济效益。信息技术既可以通过提
高信息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来降低单
位 GDP 能源消耗，又可以通过改造和优
化传统产业实现节能降耗。从这个意义上
说，信息技术在节能降耗减排、建设节约
型社会中，可发挥独到作用。

（作者为全国机关事务管理研究会副
秘书长）

信息技术：节能降耗大有可为
陈庆修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近日，中国科大杜
江峰团队的荣星和耿建培等在固态自旋体系实现
了时间最优的量子控制，可以使普适量子计算既
快又好，这一成果已发表在前沿物理学术期刊《物
理评论快报》上。

时间最优问题自17世纪由数学家约翰·伯努
利提出以来，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广
泛应用。譬如当人们驱车前往某一目的地，已经
习惯使用手机地图 APP 找出用时最短的行车路
线。在量子世界中，如何使量子系统在最短时间
内达到目标状态，则是时间最优问题关注的焦
点。如果能实现这一点，就意味着人们可以用最
快的速度来调控微观世界。对量子计算而言，则
意味着在有效降低其功耗的同时还可以使其信息
处理的速度和可靠性获得极大提升。

杜江峰团队一直致力于攻克量子计算的前沿
难题。实现量子计算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精度
足够高的量子逻辑门。杜江峰团队在 2014 年实
现了精度达到 0.996 的单比特量子逻辑门，2015
年实现了精度达到 0.999952 的单比特量子逻辑
门和精度 0.992 的两比特量子逻辑门，实现了实
用量子计算的这一关键前提。

量子计算在操作精度方面已经足够好了，如
何使其更快呢？

国际上关于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的实验研究还
只局限于单量子比特系统。2015年，麻省理工学
院团队从理论上找到了多量子比特系统的时间最
优方案。然而，将理论转化成现实的难度非常
大。杜江峰团队与理论主要贡献者王晓霆基于具
体的量子系统，合作发展了实现普适量子控制的
时间最优控制方法，并实验实现。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是单比特还是两比特量子逻辑门，在保证精
度高达99%的同时，不仅功耗降低了一个量级，而
且信息处理速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这种控制方法
可用来显著提升量子计算的运行速度。

值得一提的是，杜江峰团队的时间最优量子
控制是在室温大气环境下实现的，不需要真空低
温等苛刻条件。在量子计算的模式中，他们选取
了具有普适性的标准量子计算，可以运行各种各
样的量子算法。基于这些选择构筑的量子计算具
有实验条件宽松、可解决问题面广泛的优良特性。

这意味着未来量子计算可以在单位时间内实
现更多的计算任务，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追求又快又好的量子计算
我国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通讯员黄晓东报道：
“请减速、有人登机、俯仰上极限。”日前，一条条语
音播报从大连港大连国际集装箱码头的庞然大物
——码头岸桥中发出，不断提醒岸桥作业司机规
范操作。

在岸桥的驾驶室内，记者发现多了一套触摸
显示屏和语音播报系统。“该系统不仅可以监控岸
桥的作业安全，也能提醒与保护岸桥本身机械设
备性，确保作业安全。”技术人员翟晶介绍。日前，
这套由大连港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套岸桥智能化操
作语音提醒系统成功上线运行，大幅提升了岸桥
操作作业质量和效率。

据了解，该系统集语音提醒、作业操作指南和
岸桥司机培训多功能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已经成功运行近 3 个月，广受好评。项目相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正根据实际情况对系统进一步升
级完善，并将进行大范围推广。

“会说话”的港口岸桥
国内首套岸桥智能化语音提醒系统运行

据新华社电 再度出现的 H7N9 禽流感疫
情，让许多人“闻鸡色变”。那么，究竟能不能放心
地食用鸡肉？专家的答案是：能，但必须加热到
70℃以上。

前些年 H5N1 禽流感病毒流行时，时任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贝尔纳·瓦莱特就告诉记者：

“煮到70℃，给我一只病鸡我也敢吃！”他表示，只
要加热到 70℃以上，禽流感病毒就都会死亡，因
此避免感染禽流感并不意味着不能吃鸡肉。

瓦莱特表示，加热至 70℃后可食用鸡肉，并
不是鼓励人们吃病鸡，而是说没有必要“闻鸡色
变”。他表示，减少接触禽类也很重要。

世卫组织专家认为，人们对禽类食品不必恐
慌，对民众来说，减少与活禽接触、勤洗手、保持良
好的卫生习惯对预防禽流感十分重要。

闻 鸡 无 须 色 变
放心食用鸡肉从70℃开始

禽流感病毒细胞结构示意图。（资料图片）

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北极熊的生存备受威胁。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