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陈迎，沈维萍．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理论、框架与中国应对 ［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０，３０（８）：１１２．［ＣＨＥＮＹｉｎｇ，ＳＨＥＮ
Ｗｅｉｐ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３０（８）：１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９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８

作者简介：陈迎，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气候治理、能源与环境政策。Ｅｍａｉｌ：ｃｙ＿ｃａｓｓ＠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沈维萍，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气候治理、气候变化经济学。Ｅｍａｉｌ：ｓｈｅｎｗｅｉｐｉｎｇ＠ｕｃａｓｓ．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科学技术部《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制工作专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项目“地球

工程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与机制构建研究”（批准号：２０２０－ＫＹ－０１８）。

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理论、框架与中国应对
陈　迎１　沈维萍２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２８；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摘要　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科学家提出地球工程的概念，探讨通过超常规的大规模工程技术手段改变气候系统的可能性，成

为气候变化领域研究的新热点。地球工程是诸多复杂技术方案的总称，根据不同作用机理，将其分为太阳辐射管理（ＳＲＭ）和碳移除

（ＣＤＲ）两大类。地球工程在降低地球平均温度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引发全球治理的难题。面对影响人类共同利益的未知领域，

各国纷纷启动相关研究项目，陆续开展多领域科学评估，且部分ＣＤＲ项目已经开展商业化示范，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实践也拉开帷

幕。地球工程影响的全球性、外部性决定了其治理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其综合影响的复杂广泛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治理是一个跨领

域、多平台、多主体、多层次的治理体系，而其特殊的经济学属性使得全球治理面临着供给方案、两难选择、道德风险、区域和代际公平

等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框架需要明确原则、对象、目标、主体、平台、制度和机制等基本要素，需要在现有机制基

础上，建立联合国框架下的多平台协同治理机制，以科学共识推动政治进程，并把握关键时间节点。面对地球工程议题，中国应以可

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正确认识其风险特性的基础上，科学地将其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大框架，并坚持多边主义立

场，深度参与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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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启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以来，经过

２０多年艰难坎坷的发展历程，各方利益依然分歧严重，谈

判举步维艰。近年来，在常规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

外，一些科学家试图探索在更大更广的地理尺度上采用工

程技术手段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能性，逐步兴起了地球工程

（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相关研究。地球工程包含通过人工从空

气中移除二氧化碳或为地球降温的一系列技术，因潜在影

响复杂，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在国际上引起广泛争议。

综合来看，关于地球工程的研究发展很快，除自然科学领

域的影响模拟和风险研究外，从伦理、哲学、经济学、社会

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角度讨论地球工程的文献也大量涌现，

其中地球工程的国际治理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重点探讨

地球工程国际治理的伦理依据、原则、目标、核心问题、管

制手段等。而中国有关地球工程的研究起步较晚，２０１５

年首次设立“９７３计划”国家级研究课题，从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领域展开研究。且随着国际上地球工程讨论愈来

愈热，国内更多学者关注和研究地球工程，自然科学领域

的研究侧重于影响模拟和分析［１－２］，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关

注和研究负排放技术的综合经济评估问题［３］，以及地球工

程的全球治理和中国应对问题［４－５］。在此基础上，中国将

于２０２１年出版的《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也将

纳入地球工程的综合影响、相关技术发展现状及前景的总

结和评估，但整体上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还十分有限。

相比地球工程国际治理的需求和实践，作为负责任大

国，中国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但限于研究不足，

在国际讨论中话语权很弱。有鉴于此，本文就地球工程的

全球治理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具体从以下几个部分展

开：第一部分梳理地球工程的提出和发展历程，明确地球

工程概念的界定和具体技术类别；第二部分分析地球工程

的研究及其激发的越来越强烈的全球治理需求；第三部分

从理论上系统梳理和分析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概念、困境

和挑战；第四部分构建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机制框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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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阐释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基本要素；最后提出中国在全

球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对地球工程议题的

应对策略。

１　地球工程的提出和概念界定

１９７７年，美国学者马尔切蒂（Ｍａｒｃｈｅｔｔｉ）［６］在《地球工

程与二氧化碳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地球工程，建议把

ＣＯ２封存在深海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同年，俄罗斯科学

家Ｂｕｄｙｋｏ［７］提出通过向平流层注入气溶胶（ＳＡＩ）给地球

降温的设想。２００６年，诺贝尔奖得主克鲁岑（Ｃｒｕｔｚｅｎ）［８］

重提实施该技术的可能性，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２００９年９月，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了题为《地球工程：气候

科学、治理与不确定性》的报告［９］，引发了政界、学术界和

公众对地球工程的广泛讨论。２００９年底哥本哈根大会前

夕举行的国际气候科学家会议上，有１５个演讲内容与地

球工程相关。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有关地球工程的边会多

达十几场。此后，地球工程研究升温，从自然科学扩展到

经济、政治、伦理等社会科学领域，各类学术研讨活动日益

活跃，科学文献大量涌现。２０１５年达成的气候变化《巴黎

协定》确立了控制全球平均升温不超过２℃并努力实现

１．５℃的长期目标。１．５℃目标的引入为国际上有关地球

工程的研究和讨论注入了新的活力。２０１８年，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发布的《全球升温１．５℃特别

报告》（ＳＲ１．５）指出，即使各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ＮＤＣｓ）

目标，到２１世纪末，全球升温可能达到３℃。要实现控制全

球升温１．５℃目标，相比２℃情景难度很大、时间紧迫，通过

地球工程人工干预气候系统可能是难以避免的无奈选择［１０］。

常用地球工程的定义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对

气候系统采取的有计划、大规模的人工干预活动”，也称

“气候工程（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或“气候干预（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９，１１］。根据作用机理的不同，可分为碳移除

（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ＣＤＲ）和太阳辐射管理（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ＲＭ）两大类，也分别称碳地球工程

（ｃａｒｂｏｎ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Ｇ）和太阳地球工程 （ｓｏｌａｒ

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Ｇ）［１２］。此外，ＩＰＣＣ在１．５℃特别报告中

采用人工影响太阳辐射（ｓｏｌ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代替

太阳辐射管理（ｓｏｌ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英文缩写均为

ＳＲＭ。ＣＤＲ通过生物、物理或化学的方法移除或转化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ＳＲＭ不直接

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而是通过减少到达地面的太阳

辐射来缓解地球升温。具体技术分类如表１所示。

目前，ＳＲＭ类技术尚未实施。计算机模拟研究表明，

ＳＲＭ通过人工干预太阳辐射可以降低全球平均温度，但

同时也会影响区域温度、降水等。除气候效应外，ＳＲＭ的

影响还涉及环境、农业、社会、经济、伦理和治理等多方面，

综合影响评估还不成熟，国际治理机制几乎空白。

相比而言，ＣＤＲ类技术实施更为现实和紧迫，旨在通

过直接从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或人为增加海洋或陆地碳

汇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以实现负排放［１０］。现有气候

公约虽涉及陆地碳汇管理，但对于大规模实施生物能源的

碳捕集与封存（ＢＥＣＣＳ）带来的土地利用、粮食安全和生物

多样性损害等新挑战，国际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总之，地球工程是诸多复杂技术方案的总称。不同技

术的作用机理不同，技术成熟度、有效性、经济成本、起效

时间、对环境的可能影响和风险也不相同，需要区别对待，

不能简单化地一概而论。

２　地球工程实施和全球治理需求

地球工程潜在影响复杂而广泛，具有高风险和不确定

性的特点。如果大规模实施，在降低地球温度的同时也可

能带来许多不可忽视的副作用，其影响甚至超越气候系

统，给全球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风险。面对影响人类共同利

益的未知领域，各国科学研究的竞争已经拉开帷幕。

２．１地球工程研究项目纷纷启动

近年来，各国启动了很多地球工程研究项目，英美等

发达国家相对领先，如表２所示。美国哈佛大学大卫·凯

斯（ＤａｖｉｄＫｅｉｔｈ）教授领导的太阳地球工程研究计划

（ＳＧＲＰ）研究团队非常活跃，获得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

金会的资助，计划开展小型户外实验，在大气平流层释放

少量反光物质以观察其扩散的规律。２０１９年３月，美国气

候政策智库发布《确保气候安全：气候干预和地球系统预

测研究的国家当务之急》研究报告，从气候安全的高度呼

表１　地球工程技术的分类

类别 原理 具体技术

碳移除

（ＣＤＲ）

直接从大气中移除

二氧化碳
直接空气捕获（ＤＡＣ）

人为增加陆地碳汇

造林和森林生态系统恢复、生物能

源的碳捕集与封存（ＢＥＣＣＳ）、生物

炭提高土壤碳含量

增强风化

人为增加海洋碳汇 增强海洋碱化、海洋施肥

太阳辐

射管理

（ＳＲＭ）

减少到达地面

的太阳辐射

平流层气溶胶注射 （ＳＡＩ）

陆地或水面上空云改造／海洋云

层增亮（ＭＣＢ）

表面反照率修改／太空反光镜

　　注：资料来源于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Ｃ２Ｇ）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２ｇ２．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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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立即开展气候干预技术研究，投资开展气候预测建模、

地球工程技术评估和小规模实验，加强国际合作［１３］。中

国学者关于地球工程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近两年在研究

团队建设和研究成果上进展较快。如北京师范大学约翰

·摩尔（ＪｏｈｎＭｏｏｒｅ）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加入了国际“地

球工程模型间比较计划”（ＧｅｏＭＩＰ）［１４］；２０１５年６月，中国

启动了“９７３计划”地球工程研究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合作

承担，研究内容涉及地球工程的机理研究、情景模拟、影响

评估和国际治理等。

表２　各国开展的地球工程研究项目情况（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国家／地区 项目经费／万美元 项目起止时间

哈佛太阳地球工程项目（ＳＧＲＰ） 美国 １６２．２５ ２０１７—２０２４年

地球工程模型间比较计划（ＧｅｏＭＩＰ） 美国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至今

气候与能源创新基金 美国 ７７６．５０ ２００８年至今

卡内基气候地球工程治理倡议（Ｃ２Ｇ２） 美国 ４７４．７０ ２０１７年至今

可持续气候风险管理网络（ＳＣＲＭ） 美国 ２２６．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

埃米特研究所项目 美国 １０７．６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

康奈尔气候工程 美国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

平流层气溶胶地球工程大集合（ＧＬＥＮＳ） 美国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合作研究：评估地球工程气候系统的建议 美国 ６９．９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创新气候与能源研究基金（ＦＩＣＥＲ）：ＭＣＢ 美国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创新气候与能源研究基金（ＦＩＣＥＲ）：ＳＲＭＧＩ 英国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太阳辐射管理治理倡议（ＳＲＭＧＩ） 英国 ２４１．２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地球工程提案综合评估（ＩＡＧＰ） 英国 ２７３．８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气候工程平流层粒子注入（ＳＰＩＣＥ） 英国 ２６０．０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气候地球工程治理项目（ＣＧＧ） 英国 １６３．４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欧洲气候工程跨学科评估（ＥｕＴＲＡＣＥ） 欧盟 １５９．１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太阳辐射地球工程对限制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ＩＭＰＬＩＣＣ） 欧盟 １１７．０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综合气候评估：风险、不确定性和社会（ＩＣＡ－ＲＵＳ） 日本 ８０．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

ＳＯＵＳＥＩ 日本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

ＴＯＵＧＯＵ 日本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

高级可持续发展研究机构（ＩＡＳＳ） 德国 ３８９．９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

Ｓｃｈｗｅｒｐｕｎｋ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ＳＰＰ１６８９） 德国 ３５１．０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

地球工程基础理论和影响评估研究（“９７３计划”项目） 中国 ２２５．００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气溶胶注入技术冷却气候：成本、收益、副作用与治理（ＣＯＯＬ） 芬兰 １６９．１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

探索气候工程的潜力和副作用（ＥＸＰＥＣＴ） 挪威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

　　注：资料来源于Ｈａｒｖａｒｄ’ｓＳｏｌａｒ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ＧＲＰ）（ｈｔｔｐｓ：／／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２ｇ２．ｎｅｔ／），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ＲＭＧＩ）（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ｒｍｇｉ．ｏｒｇ／），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ｈｔｔｐ：／／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ｕＴＲＡＣ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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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研究内容和主题来看，这些项目以自然科学模拟研

究为主，有些涉及户外实验，但因无法承受社会压力，目前

多数项目延迟或停止。近年来，从社会科学角度探讨伦理

和治理问题的项目逐渐增多，碳移除相关研究日渐活跃。

２．２　多层面地球工程科学评估陆续开展

随着地球工程研究不断推进，近年来，美国、欧盟陆续

开展国家和地区层面评估，一些国际组织发布多份多领域

地球工程科学评估报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评估报告对地球工程议题的关注度也逐渐增强，

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国家或区域层面，２０１２年欧盟资助德国和英国科

学家对地球工程进行跨学科的综合评估（ＥｕＴｒａｃｅ）。２０１５

年，美国国家科学、工程与医学院就针对地球工程的 ＳＲＭ

和ＣＤＲ两类技术分别发布评估报告，揭示地球工程的潜

在影响和风险。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美国科学院设立一个新的

委员会，识别ＳＲＭ类地球工程技术的研究需求和治理问

题，并于２０１９年发布了一份长达５００多页的报告《负排放

技术和可靠的封存：研究议程（２０１９）》［１５］，对ＢＥＣＣＳ、ＤＡＣ

等六种负排放和封存技术进行了评估，呼吁美国政府推进

负排放技术的研发和部署。

在全球层面，海洋环境保护科学联合专家组

（ＧＥＳＡＭＰ）第４１工作组于２０１９年３月发布了《海洋地球

工程技术高级别综述报告》［１６］，全面评估了各种海洋地球

工程技术的发展现状和可能影响，建议联合国牵头建立一

个协调机制，负责海洋地球工程活动的管理和审核。同时

呼吁持续关注并开展地球工程的评估，在自然科学评估之

外，加强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分析。

ＩＰＣＣ对地球工程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２０１２年，

ＩＰＣＣ召开地球工程专家会议，明确了地球工程的定义和

侧重点。２０１４年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ＡＲ５）首次关注

地球工程，三个工作组报告都有涉及地球工程的相关内

容，没有给出明确结论性判断，警告在缺乏充分研究的情

况下不应盲目开展 ＳＲＭ实践活动［１７］。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ＩＰＣＣ发布的《全球升温１．５℃特别报告》（ＳＲ１．５）［１８］，在

不同排放情景下，负排放的规模在１００亿～１０００亿ｔＣＯ２。

正在编写的第六次评估报告（ＡＲ６）对地球工程的关注度

有所增强，将反映最新研究进展，就地球工程的复杂影响

做出更为全面、客观、平衡的评估。

２．３　部分ＣＤＲ项目开展商业化示范

由于ＳＲＭ争议很大，户外实验多被迫取消或延迟。

但近年来，ＣＤＲ研究活跃，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等发达

国家已纷纷启动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示范，有望开辟

科技和市场竞争的新领域。如英国剑桥大学成立气候修

复中心，探索用地球工程手段修复地球气候［１９］。英国最

大的发电厂Ｄｒａｘ三分之二的发电机组改用生物质替代煤

炭，并从发电废气中每天捕集１ｔ二氧化碳开展了 ＢＥＣＣＳ

试点，成为欧洲最大的脱碳项目。加拿大碳工程公司

（Ｃａｒｂ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自２０１５年以来一直运营一家二氧化

碳萃取试验厂，开展直接空气碳捕获研究，根据其设计方

案和假设条件估算，从大气中捕获１ｔ二氧化碳的成本在

９４～２３２美元之间［２０］。美国也有公司开展直接捕获技术

应用。瑞士的Ｃｌｉｍｅｗｏｒｋｓ公司在是全球首家签订商业运

营合同的公司［２１］，通过直接碳捕集向附近的温室供应二

氧化碳用于蔬菜种植。该公司称，捕获１ｔ二氧化碳的成

本约为６００美元，未来５～１０ａ可将成本降至每 ｔ１００美元

以下。不过这些项目能否在全生命周期实现负排放还需

进一步观察和评估。

２．４　地球工程全球治理实践拉开帷幕

随着对地球工程研究和科学评估的不断深入，地球工

程的潜在影响和风险引起全球范围内的高度关注，地球工

程全球治理的实践也拉开帷幕。２０１９年３月，在肯尼亚召

开联合国环境大会（ＵＮＥＡ４）前夕，瑞士政府在卡内基气

候工程治理项目（Ｃ２Ｇ２）的支持下，联合韩国、墨西哥、塞

内加尔等１０个国家提交案文，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牵头建立一个特设独立专家组就每一项地球工程

技术的研究、应用、利弊和风险、治理等状况开展全面评

估；为各成员国提供有关地球工程国际治理所需框架的建

议，供ＵＮＥＡ５讨论；同时促进联合国系统其他相关机构，

包括气候公约秘书处，参与上述各项工作。该提案虽得到

部分国家的支持，欧盟、新西兰等对瑞士的努力表示了敬

意，但由于美国和沙特的极力阻挠，最终无法达成共识，瑞

士无奈撤回提案［２２］。

在提案辩论过程中反映出各国存在严重的立场分歧。

以瑞士为代表的多数欧洲国家秉持谨慎预防的原则，要求

启动国际进程，加强国际治理。少数欧洲国家考虑自身利

益，有所保留。沙特阿拉伯基于巨大的石油利益，在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上一贯立场消极，态度强硬。多数国家，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地球工程的认识，对启动地球工

程国际治理还没有充分准备。而美国对地球工程的态度

最为复杂。一方面，美国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深知地球工

程的影响和风险，另一方面，美国极力阻挠国际社会讨论

地球工程的治理问题，其强硬立场难免令人揣测美国有凭

借先进科学技术和大国政治的优势走单边主义道路的战

略意图。

３　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理论分析

地球工程是一个跨领域的新问题，涉及科学、技术、环

境、社会、经济、法律、伦理等多学科交叉。地球工程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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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治理是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新兴问题。要构建地球工

程全球治理的框架和机制，首先必须厘清地球工程全球治

理的概念和范畴，从理论上识别地球工程全球治理面临的

困境和挑战。

３．１　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概念和范畴

治理的概念属于公共管理学的范畴。詹姆斯·Ｎ·罗

西瑙 （Ｊ．Ｎ．Ｒｏｓｅｎａｕ）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

理机制，这些管理机制“尽管它们未被赋予正式的权力，但

在其活动领域内也能够有效地发挥功能。”［２３］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ＵＮＥＰ）于２００７年发表的《治理指数：使用手册》

研究报告指出，治理是一套价值、政策和制度的系统，由制

度和过程组成。可见，治理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

是协调；治理涉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

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国际治理是治理从国内层次

延伸到超国家层次或全球层次，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

畴。全球治理，是“个人和机构、公共和私人管理一系列共

同事务方式的总和，是一种可以持续调和冲突或多样利益

诉求并采取合作行为的过程，包括具有强制力的正式制度

与机制，以及无论个人还是机构都在自身利益上同意或认

可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２４］。

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既具有全球治理问题的一般性

特征，又因其综合影响的复杂广泛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治

理是一个跨领域、多平台、多主体、多层次的治理体系。既

包括国际治理，也包括国内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加以落实，

是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动态持续的进程。

３．２　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困境与挑战

地球工程影响的全球性、外部性决定了其治理需要全

球共同努力，而特殊的经济学属性使得全球治理面临着诸

多的困境和挑战。

３．２．１　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地球工程是全球气候治理的

一种全球公共物品，从理论上可由政府供给，在没有世界

政府的情况下，是否应该提供以及需要时如何提供等基本

问题就需要国际治理机制来解决。根据已有研究，ＳＲＭ

的部署成本被认为很小，所以在供给时存在“开便车”问

题［２５］，可以在没有全球充分参与的情况下局部实现。如

果国际治理缺位或不足，无论是放任国家、企业、甚至个别

科学家的不受约束的单边行动，还是在气候系统到达风险

阈值时无法以地球工程作为应急手段，都将使全球生态系

统面临巨大风险。

此外，具有环境风险的地球工程技术在供给时还有可

能被“武器化”，如ＳＲＭ的部署可能从“多边主义逻辑”向

“军事化逻辑”演化［２６］，进而威胁国家安全。在ＳＲＭ的部

署问题上，如果没有达成共识，或者在胁迫下达成局部共

识，则实施ＳＲＭ可能被视为战争行为，可能助长现有冲突

或引发新的冲突。

３．２．２　两难选择和道德风险

传统的减缓措施，如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是

“无悔选择”，相比而言，地球工程是末端治理，在降低地

球温度的同时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例如，ＳＡＩ有“终止

效应”，意味着一旦开始实施就需要长期持续。如果由于

技术或者政治等原因突然停止，没有其他减缓措施跟进，

则全球气温会迅速反弹，使生态系统难以适应，ＳＲＭ也不

能缓解与碳排放相关的海洋酸化问题［１］。如同一付有强

烈副作用的救命药，如何权衡利弊并做出选择，面临两难

的困境。

不仅如此，一些环保组织还担心有了地球工程作为退

路，会削弱人类社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所

谓“道德风险”（ｍｏ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２７］。国际社会已逐渐形成

共识，地球工程不能替代从源头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而

只能作为实现全球２℃或１．５℃目标的补充，或气候紧急

情况下的补救措施。

３．２．３　区域公平与代际公平

地球工程的影响具有外部性和区域差异性，带来额外

的区域不公平。例如，实施ＳＲＭ不仅降低全球平均温度，

还引起不均匀的温度和降水变化，加剧不同地区或国家间

水资源分布差异，引起政治关系紧张，甚至威胁国家安

全［２８－２９］。大规模实施 ＢＥＣＣＳ的区域会造成大量土地利

用变化，威胁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损害生物多样性等。因

此，必须建立妥善的全球治理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来预防

和管理潜在的部署行动。

从代际公平角度分析，地球工程的影响还具有全球性

和长期性，其影响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当代人，也超出了人

类社会，如果要采取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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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地球工程是为了

应对气候变化而提出的，但其治理不能局限于气候变化的

单一目标，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的各个方面。

若不能实现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至少不能对陆地生态系

统、粮食、水等相关的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重大的负

面影响。

４　地球工程全球治理框架的基本要素

全球治理机制是国际行为关系体通过共同制定或认

可一整套明示或默认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协

调全球对于特定全球问题的关系，在动态协商和调整中逐

步推动问题走向解决。要建立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机制，

需要明确其全球治理的原则、对象、目标、主体、平台、制度

和机制等基本要素。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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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

２００９年，英国牛津大学地球工程项目的专家提出“牛

津原则”（Ｏｘｆｏｒ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３０］，被学术界广泛引用，强调

地球工程的公共物品属性，主张先治理后实施。实际上，

早在１９９６年，戴尔·杰米森（ＤａｌｅＪａｍｉｅｓｏｎ）［３１］便提出“地

球工程必须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可靠的，在社会经济上是

可取的，并尊重有充分依据的道德准则”，称为“杰米森原则”

（Ｊａｍｉｅｓ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后来，Ｇａｒｄｉｎｅｒ和 Ｆｒａｇｎｉèｒｅ［３２］基于

“杰米森原则”对“牛津原则”进行了建设性的批判，并提

出了“收费站原则”（Ｔｏｌｌｇａｔ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收费站原则”

共有十条，认为遵守这些原则是任何试图制定和引入符合

道德的地球工程政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般而言，伦理原则是目的指向的，也可理解为价值

遵循和导向，而治理原则是工具导向的。“牛津原则”侧

重治理原则，强调规范和加强地球工程研究、实验，乃至可

能的部署行动；“收费站原则”侧重伦理原则，强调治理框

架的伦理充分性；而“杰米森原则”既强调技术和经济可

行性也强调道德准则的重要性，既有治理原则也有伦理

原则。

考虑到地球工程的提出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但其影

响已超越了气候系统，涉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各方

面；从空间尺度看，影响是全球范围的；从时间尺度上，影

响将超出当代。地球工程治理的原则必须置于全球可持

续发展的更广阔的视角下来探讨，至少应包括可持续性、

共同性和公平性三大伦理原则：首先是可持续性原则。地

球工程一旦实施，人类社会要承担的相关后果，无论是获

益还是损害。地球工程的实验或技术部署应有利于人类

社会可持续发展，以不损害人类福祉为基本前提，任何损

害人类健康和社会进步的技术手段都应被制止。其次是

共同性。无论是ＣＤＲ的“搭便车”问题还是ＳＲＭ的“开便

车”问题，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国际合作都至关重要［３３］，

需要全球共同建立地球工程治理机制，保障人类安全。第

三是公平性。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包括代内公平，也包括

代际公平。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且当

代人排放的二氧化碳累积在大气和海洋中，由后代人来承

受相关的影响和损失，便产生了代际不公平问题。地球工

程可能加剧气候变化已有的代内区域不公平和代际的不

公平，带来新的风险。地球工程的公平性问题包含多重含

义，如实施的成本如何分担，收益如何分配，涉及分配公

平、程序公平、生态公平等，从代际考虑，还涉及代际公平、

矫正公平等［３４］。

基于上述伦理原则，在“杰米森原则”和“牛津原则”

提及的治理原则之外，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还应补充以下

治理原则：第一，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在市场机制和监督

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不能允许以私人利益为目的的研究

和部署。第二，透明度原则。保持研究和部署相关决策的

透明度，各种宣传渠道需要科学解读和报道相关信息，使

社会民众能够认知和理解相关决策；第三，灵活性原则。

治理机构需要具有灵活性，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

和快速更新的信息而及时做出反应［３５］，使治理不能落后

于技术进步。

４．２　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阶段和目标

基于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需要各方在地球

工程治理目标上达成共识，并识别关键目标及优先序。决

策者对于地球工程全球治理不应预设立场，对地球工程的

研究、实验、应用或部署实施的各种可能都持开放的态度，

不赞成也不反对。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的总目标是建立

一套符合道德和伦理规范的、具有全球共识的准则和制度

来规范和引导其良性发展。其中关键目标包括：第一，确

保地球工程技术不能被滥用，任何技术不得危害人类、后

代和地球生态安全。第二，要避免地球工程的“道德风

险”，不能因地球工程的研究、讨论或实验而削弱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的努力。第三，应在满足一定规范下允许开展

地球工程科学研究，识别有潜力的地球工程技术，评估包

括地球工程在内的气候政策组合的效果和风险，并研究如

何规避风险。

目前，ＳＲＭ仍处于研发的初期，主要是计算机模拟、

观察等科学研究，罕有户外实验，尚没有实施应用。相比

而言，ＣＤＲ技术已有商业示范，如瑞士已开设世界上第一

家商业ＤＡＣ工厂，大规模实施 ＢＥＣＣＳ很有可能被纳入未

来气候政策组合。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治理必须跟上技术

发展的步伐。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需要针对不同技术以

及技术研究、实验、示范、实施应用等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

的治理目标（见表３）。

４．３　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多层次和多主体特征

全球治理的主体是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则的组织机构。

虽然各国政府代表主权国家参与仍是全球治理的主体，但

在很多领域，治理主体已突破一国治理的范围，不同领域、

不同层次的行为体构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网络结构［３６］。

同样，要实现地球工程的治理目标，需要多主体参与，多层

次治理。不同参与主体和机构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采取协

调一致的行动，政府、政府间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通过

不同的平台发挥各自重要的作用。

４．３．１　全球层面的治理

在全球层面，地球工程作为全球公共物品，影响广泛，

不仅涉及气候变化，还包括人类健康和安全、经济发展、粮

食系统、海洋等其他许多领域的问题，需要相关领域的国

际机构合作治理。除了借助已有的机制平台，还需要设计

·６·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２０年　第８期



表３　不同地球工程技术不同阶段的治理目标

治理对象 治理阶段 治理目标

太阳辐

射管理

（ＳＲＭ）

研究（模拟、观

察等）

允许并鼓励公开透明的研究；避免

“道德风险”；探究优化气候政策组

合的效果和风险

户外实验 必须确定影响和风险可控并被利益

相关者所接受和允许才可进行；探

究何时、何地、如何应用或进行政策

组合能规避风险

实施 在影响和风险得到科学论证并被全

球范围内的利益相关者接受之前，

禁止实施

碳移除

（ＣＤＲ）

研究（技术研发

和小规模实验）

允许并鼓励公开透明的研究；避免

“道德风险”；防范封存的环境风险；

探究何时、何地、如何应用或进行政

策组合能规避风险

商业示范 允许；防范封存的环境风险和市场

风险

大规模实施 论证全生命周期实现负排放的可行

性，生物质生产和供应的可持续性，

融资问题，公众可接受度，以及防范

大规模封存的环境风险，等等

　　注：笔者整理制作。

和调整相关规则和机构运行方式，甚至构建新的治理机

构。借助已有的国际机构进行协调相比建立一个新的治

理机构，优点是发挥机构之间的协同作用，避免重复劳动，

还能节约时间，避免繁琐的程序以提高效率。

目前，已有一些国际机构尝试对地球工程相关活动进

行规范。如在海洋领域，《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

海洋的公约》（《伦敦公约》）及其修订书首次在国际公约

中明确了海洋地球工程的定义并建立了海洋地球工程许

可制度，对海洋施肥进行了规范。２０１９年，海洋环境保护

科学方面联合专家组（ＧＥＳＡＭＰ）和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ＡＯ）、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ＵＮＥＳＯ）、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等机构共同起草了

《各种拟议海洋地球工程技术的高级别审查》提案，再一

次推动了海洋地球工程活动的治理［１６］。

《生物多样性公约》也高度重视海洋施肥对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单列了地球工程谈判议题。早在２０１０年，《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１０次缔约方大会，针对有企业私自向海

洋倾倒铁剂的行为，各缔约方经过激烈争论，大会最终通

过决定，要求在用适当的科学方法对地球工程的社会、经

济及文化影响进行评价前，缔约方不得开展可能影响生物

多样性的大规模地球工程活动。对于小规模的科学研究，

必须提供具体科学数据，并对其潜在环境影响进行彻底的

事先评估，才能在受控制的环境中进行。在此基础上，第

１１次缔约方大会再次重申禁止开展对生物多样性有潜在

影响的大规模地球工程，认为缺乏科学、透明、有效和凝聚

全球共识的地球工程管控机制，应采取谨慎预防的原则，

对具有跨境影响的地球工程活动开展监管 ［３７］。不过该决

定没有足够的法律强制力，在如何定义大规模地球工程，

如何判定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等关键问题上存在模

糊地带。

相比而言，针对大气圈地球工程 ＳＲＭ的相关立法仍

属空白，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ＦＣＣＣ）部分覆盖

农林业碳汇和ＣＣＳ技术；《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以及

《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针对臭氧层保护

对消耗臭氧层物质有法律规定；１９７９年签署的《关于远距

离跨境空气污染的日内瓦条约》以及１９９９年的《哥德堡协

议》对于加强区域空气污染的治理发挥很大作用等［３８］。

但现有国际法都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约束 ＳＲＭ活动，换

言之，一旦有国家、企业或个人恶意实施 ＳＲＭ损害了其他

国家的利益，威胁全球生态系统，国际层面将无法可依。

此外，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

化组织（ＵＮＥＳＣ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ＵＮＣＬＯＳ），环

境修改公约（ＥＮＭＯＤ），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

（ＵＮＯＯＳ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和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ＦＡＯ）都与地球工程的治理密切相关。

４．３．２　国家或地区层面的治理

在全球层面地球工程治理严重缺失不足以解决集体

行动困境的情况下，国家层面的治理可以先行。通常，国

家一级的政策是推动国际治理的驱动力，国家治理的经验

将为国际治理提供重要信息和支撑，各国也往往更愿意接

受并遵守与既有国内政策相关联的国际政策。《控制危险

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和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就是很好的例子，通常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

为达成国际协定铺平了道路。

地球工程在国家层面的治理可以借助已有的机构和

平台，也可以单独建立研究和监管平台，例如美国《清洁空

气法案》《濒危物种法案》和《人工影响天气法案》等国内

法律可以将 ＳＲＭ纳入监管。又如中国科技部 ２０１９年 ９

月公布的《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第九条内容“开展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伦理道德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

动”，也可以适用于对地球工程相关活动的监管［３９］。不

过，考虑到地球工程的特殊性，建立特定的地球工程国家

级治理平台可能会起到更好的监管效果。目前，大型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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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论证不透明，公众普遍对于地球工程缺乏基本的科

学认识，媒体报道往往夸大其词，例如，曾引起很大的争议

的“天河工程”，受到国内专家的严重质疑［４０］，还被国外质

疑中国在实施地球工程［４１］，可见加强地球工程国家层面

的治理很有必要。

４．３．３　次国家行为体的参与

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除了国家政府之外，也需要次

国家层面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支持和助力。非国家行为体

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ＮＧＯ）、科学家

和公众等。ＮＧＯ在地球工程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

如，英国政府２０１０年批准了向平流层中注入反光微粒的

研究项目，但最后迫于公众压力，暂停了释放热气球的野

外实验。２０１２年７月，美国商人向太平洋倾倒了将近１００

ｔ的硫酸铁以促进浮游植物的生长，受到环保 ＮＧＯ的强烈

抨击。卡内基气候地球工程治理项目（Ｃ２Ｇ２）因一些ＮＧＯ反

对讨论地球工程而改名卡内基气候治理项目（Ｃ２Ｇ）。

地球工程的治理中，科学家群体还负有特殊的责任。

一方面，无论是国际治理还是国家治理都需要科学家对地

球工程涉及复杂的科学、技术、环境、伦理等提供专业知识

和政策咨询，另一方面科学家开展地球工程研究本身，特

别是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大型科研项目，也需要纳

入治理体系加以规范。一些科学家群体倡议通过签署“负

责任的科学研究行为规范”进行自治［４２］。此外，随着

研究的发展和技术的突破，治理的范围和重点还会有

所调整，非国家行为体的支持和参与可以增强未来治

理的灵活性［４３－４４］。

４．４　构建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多平台协同治理模式

地球工程影响复杂、广泛且充满不确定性，决定了其

国际治理涉及面广，任何单一公约或机制难以覆盖，建立

国际治理框架需要漫长的过程。与全球气候治理一样，地

球工程的治理也需要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检测报告、核

查、遵约等机制来保障其治理的运行。但地球工程技术还

处在发展阶段，缺乏更多的科学认知给其全球治理增加了

诸多困难。近期来看，建立有效的机制来管理其研究和户

外实验非常重要；长期来看，就需要更多针对部署的管理

和治理。但根据治理先行的原则，在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和

机制下，构建具有全球共识的治理模式来规范和激励地球

工程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地球工程全球治理不可能另起炉灶，在现有机

制基础上，建立联合国框架下的多平台协同治理模式是比

较可行的方案。如图１所示，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涉及联

合国大会（ＵＮＧＡ），联合国环境大会（ＵＮＥＡ）、生物多样性

公约（ＣＢＤ）、伦敦公约，海洋治理、北极治理等多平台，可

由联合国秘书处协调相关机构共同推进。

图１　地球工程的多平台协同治理机制
注：笔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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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推动地球工程的多平台协同治理需要加强能力

建设，以科学共识推动政治进程。需要加强学术界国际交

流与合作研究，如国际“地球工程模型间比较计划”

（ＧｅｏＭＩＰ）；以科学研究为基石，促进政府与学者之间的对

话并推进政府间对话。在地球工程科学认识还不充分的

情况下，要继续加强地球工程综合影响和风险的科学评

估，需要各领域的科学评估报告作为达成科学共识的基

础。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ＩＰＣ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和特别

报告，也包括特定领域（如海洋），或专项技术（如负排放

技术）的评估报告，后续还需要更多其他领域的科学评估

报告提供决策支撑。

第三，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需要把握关键时间节点。

在联合国框架下地球工程的多平台协同治理模式呼之欲

出，瑞士撤回在联合国环境大会的提案实属无奈，后续可

能会在诸多时间节点继续就地球工程治理议题开展磋商

谈判，从而开启地球工程议题的政治化进程。例如，北极

谈判可能涉及地球工程。近来有科学家提出北极“精准地

球工程”（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方案［４５－４６］。生物多样性

公约前期曾通过禁止大规模地球工程的决议，在地球工程

引发高度关注的背景下也可能重提地球工程治理议题。

此外，２０２３年《巴黎协定》第一次全球盘点，减排成果低于

预期，地球工程也可能被提议作为未来弥合气候行动与目

标之间差距的重要选项出现在谈判议程中。

５　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地球工程是一柄“双刃剑”，如何在两难困境中权衡

利弊得失，如何有效治理避免新技术被滥用，如何弥补当

前国际治理规则的缺失，是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领域国际

社会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地球工程国际治理的讨论已

经拉开帷幕，还将长期受到关注，在联合国框架下地球工

程多平台协同治理的模式呼之欲出。在地球工程问题上，

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中国的态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

的研究尚显薄弱，在国际讨论中声音微弱，而国际上对中

国各种猜测和质疑的声音却越来越多。

面对地球工程议题，中国应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在正确认识其风险特性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应对气候变化

大框架，并坚持多边主义立场，深入参与地球工程的全球

治理。

５．１　正确认识地球工程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风险

特性

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引入地球

工程来应对气候变化，会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

带来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地球工程（尤其是

ＳＲＭ）对气候治理来说就如同一副有强烈副作用的救命

药，正如全世界都期望研发出特效药或疫苗来治疗和预防

正在全球范围大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新冠疫情影响了

气候治理进程，但从风险防控和管理的角度，新冠疫情防

控也为气候治理以及地球工程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方面，气候变化和新冠病毒一样都具有“黑天鹅”

属性，突然发生且损害巨大。研发疫苗有望预防新冠病

毒，但不能挽回生命和经济损失。地球工程是气候治理的

一剂“急救药”，能快速降温，避免气候变暖导致的极端气

候灾害，但其副作用强烈且不确定性大，最终的综合影响

是正是负，还未可知。

另一方面，气候变暖和新冠疫情还都具有“灰犀牛”

属性。回顾历史，从较长的时间维度上看，新冠疫情并不

是单纯的“黑天鹅”事件，历史上曾出现的ＳＡＲＳ、ＭＥＲＳ等

病毒以及各种禽流感，早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气候变

化既有极端气候事件也有缓慢变暖过程而且已经造成了

一定的灾难和损失。人类面临这些风险和灾难，会寄希望

于技术来解决问题，但其根源都与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生活

方式密切相关。所以，从风险管理的角度，首先要做的是

从历史灾难中吸取教训，从导致气候变暖加快的根源入

手，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从源头减

少碳排放，而不能只寄希望于用技术来修复已经变暖的地

球家园。

５．２　将地球工程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大框架，优化气候策

略组合

地球工程作为在全球范围内管理气候风险的新策略，

可以用来优化已有的以减缓和适应为主的气候策略组合。

以技术和策略组合的形式应对气候变化既有助于降低成

本，也能提升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特别是能实现负排放

效果的二氧化碳移除，可以打破碳排放和气候风险之间原

本单调的关系，作为技术和政策工具纳入气候政策可以为

降低气候风险的策略增添新的选项。从这个角度，中国应

提前部署地球工程相关技术的研究，提供切实的资金支

持，从中探寻应对气候变化的多样化技术和策略。

第一，重视地球工程并将其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大框

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下，地球工程与传统气候

变化减缓和适应手段不仅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还存在一

些交叉重叠。以降低全球平均温度为目标，地球工程可以

视为非常规的减缓技术。一些地球工程技术也兼有适应

的作用，例如植树造林在吸收碳的同时主要改变局地小气

候，改变城市下垫面反照率有利于减少城市热岛效应。加

强全球气候治理，促进三者发挥协同效应，将地球工程纳

入应对气候变化大框架是大势所趋。必须强调并使公众

认识到，启动地球工程治理进程，加强相关研究和科学评

估，绝不意味着支持实施地球工程，放松或削弱减缓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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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努力。

第二，区别对待碳地球工程和太阳地球工程不同类别

的地球工程，加紧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前瞻性布局。实现全

球２℃目标还是 １．５℃目标，ＣＤＲ应用都是必然趋势，

ＢＥＣＣＳ、ＤＡＣ等负排放技术对于全球实现２０５０净零排放

目标至关重要。中国需要评估 ＢＥＣＣＳ、沿海蓝碳、陆地碳

去除与封存等负排放技术在中国发展和部署的潜力、成本

和负面影响等。此外，中国在能源端应用ＣＣＳ／ＣＣＵＳ已有

技术基础，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和部署 ＢＥＣＣＳ需

要重点评估。特别是大规模 ＢＥＣＣＳ受到土地和水的制

约，而中国土地和水资源紧张，国际技术合作可能是未来

的机遇。中国应把握机遇，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 ＤＡＣ技

术，寻求商业合作。同时，要谨慎对待ＳＲＭ，加强环境风险

和健康影响评估、伦理学分析和国际治理机制研究。

５．３深度参与地球工程全球治理，坚持多边主义治理逻辑

其一，必须澄清人工影响天气与地球工程 ＳＲＭ有本

质不同，避免一些西方国家有意无意地混淆。中国发展人

工影响天气已有６０ａ，主要目的是局部防灾减灾。中国对

于ＳＲＭ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处于模拟研究评估阶段，没有

户外实验的计划，更不可能单边实施。二者的科学原理、

技术手段、潜在影响等都有本质不同。需要加强基于科学

研究的科普宣传，提高政府和公众都对地球工程的认知。

对于一些大规模人工影响天气的研究和实验，引起了公众

和国际社会关注和质疑，论证应更加规范透明，加强监管，

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态度，避免引起国际社会尤其

是周边国家的担忧。

其二，加强地球工程相关研究，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

科学的融合，为深入参与地球工程全球治理做好准备。随

着对地球工程的关注和评估逐渐增强，地球工程国际治理

进程的启动已经势在必行。地球工程治理进程启动意味

着后续有大量科学评估、论坛、磋商、谈判等活动，中国作

为负责任大国，需要尽快在科学、技术、政策、伦理、法律等

诸多方面加强研究，尤其要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

合。相关部门应加强协调，及早为参与、贡献和引领地球

工程治理进程做好知识、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准备。根据

不同机制平台的特点，把握关键时间节点，深入参与地球

工程全球治理，发挥引领作用，共同构建公平有效的地球

工程全球治理机制。

其三，坚持多边主义，警惕ＳＲＭ的单边部署威胁国家

安全。随着ＳＲＭ在气候政策中越来越受关注，中国要坚

持多边主义治理逻辑，也要保持警惕，避免某些国家运用

军事化逻辑单方面部署 ＳＲＭ来保障气候安全，而对其他

国家的安全产生威胁。目前，美国军事、情报和外交政策

制定部门已经在参与 ＳＲＭ的管理，从资助研究到主办会

议、出版报告以及上报国会［２４］。从地缘政治生态学的角

度，为应对气候危机，ＳＲＭ一旦被军事化逻辑控制，用于

助推化石燃料的扩张和维护霸权主义，将不利于全球低碳

转型进程和全球气候治理行动，还可能加剧或造成新的国

际关系紧张，威胁全球安全。鉴于此，中国应更加重视地

球工程议题，从气候安全角度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坚持

多边主义治理逻辑，并在联合国框架下更好发挥引领作

用，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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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Ｒ／ＯＬ］．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ｓａ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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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ｗｉｄ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１７］ＩＰＣＣ．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４：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ＯＬ］．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ｃｃ．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ａｒ５／ｗｇ２／．

［１８］ＩＰＣＣ，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ｏｆ１．５℃［Ｒ／ＯＬ］．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ｉｐｃｃ．ｃｈ／ｓｒ１５／．

［１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ｏｒｌｄ．Ｒｅ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ｅｓ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Ｒｅｐａｉｒ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ｉ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９

－０５［２０１９－１２－０８］．ｈｔｔｐｓ：／／１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５／

ｇｒｅｅ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ｅｓ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ｓ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ｒｅｐａｉｒ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ｉ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２０］ＴＯＬＬＥＦＳＯＮＪ．Ｓｕｃｋｉｎｇ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ｆｒｏｍａｉｒｉｓｃｈｅａｐｅｒｔｈａ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８，５５８（７７０９）：１７３－１７３．

［２１］Ｃｌｉｍｅｗｏｒｋ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ｎｅｗｍａｒｋｅ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Ｎ／ＯＬ］．２０１８－０２

－１５［２０１９－１２－０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ａｓ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ｃｌｉｍｅｗｏｒｋ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ｎｅｗｍａｒｋｅ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２０１４２０６．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２］ＵＳａｎｄ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ｂｌｏｃｋ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ｕｓｈ［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０３－１４［２０１９－１１－０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ｎｅｗｓ．

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３／１４／ｕｓ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ｂｌｏｃｋ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ｕｓｈｕ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ａｌｋｓ／？ｆｒｏｍ＝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２３］詹姆斯·Ｎ．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Ｍ］．张胜军，等，译．南

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４－５．

［２４］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ｕｒ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ｙ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２５］沈维萍，陈迎．从气候变化经济学视角对地球工程的几点思考

［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９，２９（１０）：９０－９８．

［２６］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Ｋ．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ｌａｒ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ａ

‘ｌｏｇｉｃｏｆ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ｏｌｏｇｉｃｓ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２７（１）：２１３－２３５．

［２７］史军，卢愿清，郝晓雅．地球工程的“道德风险”［Ｊ］．自然辩证法

研究，２０１３，２９（１２）：４７－５２．

［２８］柳琴，史军，李超．气候地球工程的政治影响［Ｊ］．阅江学刊，

２０１６，８（１）：２６－３１，１４３－１４４．

［２９］ＳＵＡＲＥＺＰ，ＶＡＮＡＬＡＳＴＭＫ．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Ｊ］．Ｅａｒｔｈ’ｓｆｕｔｕｒｅ，２０１７，５（２）：１８３－１９５．

［３０］ＲＡＹＮＥＲＳ，ＨＥＹＷＡＲＤＣ，ＫＲＹＧＥＲＴ，ｅｔａｌ．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Ｊ］．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３，１２１：４９９－５１２．

［３１］ＪＡＭＩＥＳＯ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Ｊ］．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９６，３３（３）：３２３－３３６．

［３２］ＧＡＲＤＩＮＥＲＳＭ，ＦＲＡＧＩＥＲＥＡ．Ｔｈｅｔｏｌｌｇａｔ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ｏｒ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ｏｖｉｎｇ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ａｎ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ｒｅｒｏｂｕｓ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Ｅｔｈｉｃｓ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２１（２）：１４３－１７４．

［３３］ＧＨＯＳＨ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ｏｒ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

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ｕ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０１４．

［３４］辛源．地球工程的研究进展简介与展望［Ｊ］．气象科技进展，

２０１６，６（４）：３０－３６．

［３５］ＮＥＴＲＡＣ，ＣＨＯＮＧＤ．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ｓｏｌ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

［３６］蔡拓，杨雪冬，吴志成．全球治理概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６：１０－１３．

［３７］银森录，李俊生，吴晓莆，等．地球工程开展现状及其对生物多

样性的影响［Ｊ］．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３，２１（３）：３７５－３８２．

［３８］德国持之以恒治理大气污染［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３－０２［２０２０－

０４－１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ｓｎ．ｃｎ／ｄｚｙｘ／ｄｚｙｘ＿ｘｙｚｓ／２０１５０３／

ｔ２０１５０３０２＿１５２９３９６．ｓｈｔｍｌ．

［３９］《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ＥＢ／Ｏ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２０１９－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０４－１１］．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４６９４５５１２５６８４６２９８９＆ｗｆｒ＝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４０］气象学家实名批“天河工程”不顾质疑仓促上马［ＥＢ／ＯＬ］．２０１８

－１１－２２［２０２０－０４－１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

ｈｔｍｌｎｅｗｓ／２０１８／１１／４２０２０６．ｓｈｔｍ．

［４１］Ｃｈｉｎａｓｐｌａｎｔｏｓｅｅｄ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ｃｌｏｕｄｓｉｓ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Ｎ／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０８［２０２０－０４－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ｅｔｃｇｒｏｕｐ． ｏｒ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ｓｐｌ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ｃｌｏｕｄｓ

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４２］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ｄｅｏｆｃｏｎｄｕｃｔｆ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ＡＳＳ），２０１５．

［４３］ＧＵＰＴＡＡ，ＭＯＬＬＥＲＩ．Ｄｅｆａｃｔ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ｈｏｗ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９，２８（３）：４８０－５０．

［４４］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 Ｓ，ＪＩＮＮＡＨ Ｓ，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Ａ．Ｓｏｌ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

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８，１８（３）：３２２－３３４．

［４５］ＺＩＭＯＶＮＳ，ＺＩＭＯＶＳＡ，ＺＩＭＯＶＡＡＥ，ｅｔ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ｍｍｏｔｈｔｕｎｄｒａｓｔｅｐｐｅｂｉｏｍｅ：ｒｏｌｅｉｎ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ｂｕｄｇｅｔ［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９，

３６（２）：Ｌ０２５０２．

［４６］ＦＥＬＤＭＡＮＮＪ，ＬＥＶＥＲＭＡＮＮＡ，ＭＥＮＧＥＬ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

Ｗｅｓｔ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ｂ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ａ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５（７）：２６－４５．

·１１·

陈　迎等：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理论、框架与中国应对



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ＣＨＥＮＹｉｎｇ１　ＳＨＥＮＷｅｉｐｉｎｇ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８，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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