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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效应的原理是在什么时候怎么出现的？瑞典科学家是在什么时候如何

发现地球平均温度对大气 CO2 浓度倍增十分敏感？对人类活动影响的缓慢认知

是如何随时间发展的？IPCC[1]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本报告的起源问

题。  

1.气候一直影响着人类社会 



 

图 1 红发埃里克在他的船上“公元 1000 年前后格陵兰海岸附近的夏天”，作者卡尔·拉斯

穆森（1841-1893）。[公开领域] 

气候一直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几千年前，苏美尔和玛雅文明的

出现和繁荣，以及它们的第一批古城，往往与支撑可持续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相

关。它们的命运和衰退往往与几千年来气候区的迁移协同进行（参见：“气候变

化与古代文明”）。  

离我们最近的小冰河期，大约从 14 世纪持续到 19 世纪。它影响了许多社会

部落，如公元 1000 年前后红发埃里克在格陵兰岛建立的维京部落（图 1），或

是柬埔寨的高棉文明及其宏伟的吴哥窟建筑。当小冰河期来临后，格陵兰岛变冷，

东南亚地区变干，这些环境条件的变化很可能是这些地区人口减少和离开的原因

（参见：“气候变化与古代文明”）。 

过去的这些变化说明了人类部落的历史和过去几千年来气候条件的演变之

间的关系，而非质疑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决定作用。但是，它可以提供关于人

类适应环境变化能力的信息。 

相比之下，如果不考虑人类社会对气候的影响，就无法讲述下面从 19 世纪

开始的故事。它以一些科学技术发现以及科学界、决策者（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家）

和民间社会的缓慢认识为特征。这个故事和这种人类活动影响环境的意识导致了

今天我们 21 世纪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我将从以下的历史里程碑来展开这个故事：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climat-zh/climate-change-and-ancient-civilizations/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climat-zh/climate-change-and-ancient-civilizations/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climat-zh/climate-change-and-ancient-civilizations/


 19 世纪初：约瑟夫·傅里叶发现了温室效应； 

 19 世纪末：斯凡特·阿伦尼乌斯首次计算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CO2）与地球

表面温度之间的关系； 

 1958 年：查理斯·基林在冒纳罗亚观测站[2]签署了第一份监测大气二氧化碳

（CO2）的文件，这份文件可以为人类活动对大气成分的影响提供一个持久

的证明； 

 1979 年：《查尼报告》在美国完成，这是科学家们向政界提交的第一份官方

文件； 

 1988 年：IPCC 诞生。 

2. 温室效应的发现 

 

图 2 约瑟夫·傅里叶 

[图片来源：Amédée Félix Barthélemy Geille/公开领域] 

19 世纪，科学家意识到大气层可能会影响地球的温度。伟大的法国物理学

家约瑟夫·傅里叶[3]（1768-1830）（图 2）在其 1827 年出版的论文《地球温度和



平面空间温度备忘录》[4]中第一次证明了温室效应理论的存在。 

他解释说，能量以太阳可见光的形式存在，它可以很容易地穿透大气层，并

加热地球表面，而地球表面又吸收了一部分太阳辐射。地球表面通过这种方式获

得能量，并通过发射“暗辐射热”的方式释放能量（在约瑟夫·傅里叶的法文原

文中“暗辐射热”被称为“chaleur rayonnante obscure”），现在，科学家将其

称为红外辐射。大气层反过来吸收这些暗热，并将其反射到地表，从而减少损失

到太空中的能量。 

基于约瑟夫·傅里叶的工作，后续发表了很多关于大气层中的气体吸收暗辐

射热及其对气候的潜在影响的文章。物理学家们很快就对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产

生了兴趣：它受大气中存在的吸热气体影响吗[5]？很明显，如果大气中没有这

些气体，我们星球表面的温度会低得多，可能会使生命无法存在。 

在傅里叶发现温室效应后不久，爱尔兰人约翰·丁达尔 (1820-1893)通过自学

研究了空气是否能够吸收地球表面发出的著名的暗辐射热。 

但斯凡特·阿伦尼乌斯在1896年首次计算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对地

表温度的影响。 

 
图 3 斯凡特·阿伦尼乌斯(1859-1927) 

[图片来源：Meisenbach Riffarth & Co 公司照相制版/公开领域] 



斯凡特·阿伦尼乌斯 (1859-1927)是一位瑞典化学家，因其在电化学方面的工

作在 1903 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然而，自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对全球变暖的

了解，人们开始对他在温室效应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产生兴趣。 

19 世纪科学界的一场大辩论是了解为什么在遥远的过去，地球表面经历了

冰期——现在被称为冰川作用。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天文学假说、物理学假说、

地理学假说。阿伦尼乌斯对这个问题很着迷，他的直觉认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可能是导致冰期循环的关键因素。首先，他需要收集当时已知的所有现有的和必

要的数据，以估算大气中的 CO2 含量对地球温度的影响。1896 年，经过一些特

别“繁琐的计算”（根据他自己的记载[6]）后，他首次提出了大气中的 CO2 含

量对地球温度的影响估算。计算结果表明，如果大气中 CO2 的含量减少一半左

右，可能会导致欧洲的平均气温下降约 4-5℃，这与冰河时期的情况相一致[7]。 

这种关于 CO2 在调节地球温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理论是对詹姆斯·克罗尔

(1821-1890)所支持的天文假说的一种替代。这一假说发展了这样一个观点：地质

尺度的气候变化是由赤道的前移和地球轨道的变化造成的[8]。 

关于气候的天文理论早已被驳斥。但随着对海洋记录的观察促进了它的发展

和精确性，并成为冰期循环研究的范例，例如，建立了冰期循环的年代表，而非

振幅（参见：“气候的天文理论：悠久的历史”，作者 Berger 和 Yin，不久将在

本百科全书网站发表）。 

 

图 4 南极冰盖中的空气气泡（欧洲南极冰芯计划（EPICA）钻取） 

[图片来源：© Photo E. Wolff/BAS/EPICA] 



80 年后，阿伦尼乌斯的预测通过解密冰期档案得到了证实。格勒诺布尔的

冰川学家测量了南极冰中形成于末次冰期的空气气泡中 CO2 的浓度，并将结果

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中：“极地冰层的证据表明，公元前 20,000 年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浓度是现在的 50%[9]”。 

如今可以看到，冰期循环现象处于阿伦尼乌斯和克罗尔最初的观点之间，是

天文和温室气体变化的综合效应，并被一系列的自然反馈所放大。 

阿伦尼乌斯还计算出，在大气中二氧化碳加倍的情况下，未来全球将变暖约

5-6℃，这一预测接近目前估计范围的最大值(1.5-4.5℃)。仅管目前普遍认为全球

变暖将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风险，阿伦尼乌斯的观点却与之相反。他在一本书中与

公众分享了对宇宙进化的惊人看法，并预测地球变暖（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增

加有关）将是人类的一次机遇。他特别指出，世界上的寒冷地区可以利用改善的

气候条件和更高的农业产量来造福快速增长的人口。 

3. 查理斯·基林著名的冒纳罗亚曲线 

 

图 5 1958 年以来冒纳罗亚观测站的大气二氧化碳历史记录。该记录说明了由于人类排放所

导致的二氧化碳无法阻挡的增长。为致敬其发现者，该曲线也被称为“基林曲线”。图中红色

锯齿状曲线为冒纳罗亚观测站逐月 CO2浓度。基林（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于 1958 年 3

月开始这些观测。黑色曲线表示经过季节周期校正后的增长趋势（见下文）。 

冒纳罗亚观测站大气 CO2

年

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地球系

统研究实验室



[来源：©Esrl.noaa.gouv] 

随着阿伦尼乌斯的开创性工作，人们开始质疑其计算的准确性，或质疑二氧

化碳排放量增加可能影响气候这个事实。一些人认为我们的地球具有极强的自我

调节能力，例如，海洋或许可以吸收大气中所有过量的二氧化碳。尽管如此，温

室效应理论仍有其支持者，并且逐渐被再次接受。 

20 世纪 50 年代，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部分和局部观测已经进行了几十年。

然而，自工业时代开始以来，并没有观察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技术。当时众所周

知的是，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甚至早在阿伦尼乌斯

时代）正在稳步增加。然而，这对于了解工业增加的二氧化碳产量对气候可能产

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信息。 

美国年轻的地球化学家查理斯·大卫·基林（1928-2005）在他的博士后期间[11]

开发了第一个精确测量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技术。1958 年，他在夏威夷冒纳

罗亚山顶的观测站开始了一系列采样工作。观测站位于太平洋中部，海拔 3400

米，这个地方远离人类污染源，选择它使因为它的空气纯净。从观测的最初几年

开始，基林曲线就呈现了完美的锯齿状和增加趋势：出现锯齿状的原因是冒纳罗

亚所位于的北半球，植被在春夏的生长季从大气中吸收 CO2，并在秋冬将其释放。 

著名的冒纳罗亚曲线就这样诞生了，它由基林发起，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图

5）。它被科学期刊和科学记者广泛引用，已成为人为温室效应的一个标志。 

4. 华莱士·布勒克的预测（1975 年）和“全球变暖”一词 

20 世纪 70 年代，科学家们开始真正关注人类活动对气候的潜在影响。 

从 1940 年到 1975 年，地球的平均表面温度，也被称为全球温度，先是出现

了下降，直到 1950 年左右才保持基本稳定（6）。 

于 2019 年去世的华莱士·布勒克（朋友们称其为沃利），是 20 世纪下半叶

最伟大的地球化学家之一。1975 年，他在科学界一本领先杂志《科学》上发表

了一篇题为“气候变化：我们正处于显著全球变暖的边缘吗？”[12]的文章。在

这篇文章中，他普及了“全球变暖”的表述，并解释了[13]自然变冷如何早在 1940

年就掩盖了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二氧化碳导致的变暖效应。他还预测，1975 年将



是一个漫长快速变暖的开始，这可能导致 21 世纪初（也就是现在！）全球气温

将达到过去 1000 年（与格陵兰岛的冰芯记录相比）从未达到的水平。  

5. 从《查尼报告》（1979）到 IPCC 的起源（1988） 

 

图 6 1880 年以来地球平均表面温度的演化。为什么这条全球温度曲线始于 1880 年？因为有

三个时间最长、最完整的温度序列都始于 1880 年：美国宇航局的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美国

国家海洋大气局的国家气候数据中心和英国气象局的哈德利中心。这些序列相互之间有很好

的一致性，有助于阐明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变暖趋势。左边的温度尺度是根据 1951年至 1980

年的平均温度的温度异常绘制的。在这 140 年的记录中， 10 个最热的年份都在 2000 年以

后，其中 6 个最热的年份就是过去的这 6 年。 

[来源：NASA/NOAA 网站]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后 5 年，人类引起的全球变暖尚未被明确地观察到（见

图 6）；尽管如此，人为 CO2 在大气中的积累仍被广为人知（冒纳罗亚曲线，

图 5）。当然，很难确切地知道这个问题何时出现在公共领域。 

《查尼报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4]，这份报告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为美

国国家科学院做准备，并于 1979 年被提交给卡特总统的。 

这份报告审查了当时气候对大气二氧化碳增加响应的气候模型的模拟结果。

这些模型预测，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一倍将导致全球变暖 1.5-4.5℃。这个 40 年

前的评估，直至今天几乎没有变化！ 

于是，从事的气候相关工作的科学界的一个重要部分确信了这个问题的重要

性，并加深了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气候反应领域的认知。1980 年，

温度异常（℃）

公共基线 1951-1980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v4）

哈德利中心/气候研究部（v4.6）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国家环境信息中心（v5）

伯克利地球

Cowtan ＆ Way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成立[15]。随后，IPCC 的成立向政府和民众敲响了警

钟。该机构的第一任主席是《查尼报告》作者之一的伯特布林。 

IPCC 是由联合国(UN)下属的两个组织共同决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 

6.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读者可以在 2018 年出版的《气象学》杂志的第 100 期中找到对 IPCC30 年

历史的详细描述[16]：其成立背后的原因、任务、活动、挑战和历次发布的报告。 

IPCC 的任务是定期审查以下三个领域的知识状况： 

 从科学角度评估气候系统如何运行以及气候变化； 

 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适应的可能性； 

 寻找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轻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解决措施。 



 

注：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climate change 

synthesis report-气候变化综合报告 

IPCC 的评估主要基于国际上现有的同行评议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文献。

IPCC 的专家致力于确定在科学界已达成共识的要素。 

IPCC 负责为面临重大文明挑战的政治思考提供依据，它汇集了 195 个国家，

几乎涵盖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它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机构经验[17]，是生物多样

性领域的典范，无疑也将成为未来其它领域的典范。 

IPCC 报告的作者涵盖该领域数百名杰出的专家学者，他们花费大量时间为

评估进行准备。其他数百名专家学者则作为贡献作者做出特别贡献，并以审稿人

的身份提供意见。 

IPCC 既没有进行原创性研究的任务，也没有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其报告（图

7）旨在与“政策相关”（决策帮助），而非“政策规定”。因此，IPCC 报告的

综合科学诊断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年会（即缔约方大会）期间作出的

政治决定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协同作用。 



最后，关于 IPCC 的预算（大家很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它是由会员国的

自愿捐款提供的，总计约为 600 万欧元。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项全球范围内为人

道主义事业服务的最物有所值的花费。 

7.IPCC 的一些关键结论 

7.1 对于这个问题：人类活动需要对全球变暖负责吗？ 

自 1990 年 IPCC 的第一次报告以来，随着观测和模型知识的进步，答案也

在不断变化： 

 1990 年，专家们承认，他们很难确定观察到的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

引起的，还是由自然气候变异造成的。 

 1995 年，IPCC 第二次报告谨慎指出：“证据权衡后发现，人类对全

球气候有明显的影响”。 

 随后，IPCC 在 2007 年得出结论，20 世纪中叶以来观察到的大多数（10

次中约有 9 次）气候变暖，很可能与人类活动有关。这一结论明显加强。 

 2014 年的最新一次报告中，这一结论变得更加确定。 

7.2 关于影响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气候变化的影响都因地区、活动类型、经济部门等因素

而异。模拟结果表明，如果不采取行动应对全球变暖，与工业化前的水平相比，

本世纪末全球变暖平均温度将超过 4℃（现在气候变暖约 1℃），并可能会出现

以下后果（下文所列并不详尽）： 

北极冰层夏季可能全部消融，珊瑚礁面临灭绝风险； 

 极端天气现象（热浪、龙卷风、洪水等）可能变得更加频繁和强烈，

弱势国家和人群面临更大的风险； 

 生物多样性风险增加； 



 发生某些突然的或不可逆转的事件，如海洋酸化、永久冻土减少（位

于极地地区或高海拔山区的永久冻结土壤），海平面上升，这些都会对生物

多样性造成影响。整个格陵兰地区面临在千年内全部融化的风险（即海平面

上升 7m）。 

7.3 限制气候变暖的不利影响（缓解和适应） 

为了缓解不利影响，重点显然是实现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增温 2℃以下的目

标（《巴黎协定》第 21 次缔约方大会的主要目标）。实现该目标需要在 2050

年前大幅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 

8.一些个人想法 

在 80 年代，我做了关于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公开讲座。人们普遍对此很

感兴趣，但对大多数观众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人类活动可能会影响气候并

导致全球变暖。随着时间的推移，听众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批判性也越来越强—

—因为媒体经常强调气候怀疑论者[19]的争论。虽然气候怀疑论者一开始否定全

球变暖，但现在认识到了它确实存在。尽管如此，他们认为是自然气候的变化，

如太阳的周期性活动、火山喷发导致了全球变暖。 

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对 IPCC 的质疑和在其报告中发现的边缘误差两方面。 

显然，这些批评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公众舆论，其中以

克劳德·阿莱格雷为首。这些公众舆论一直在质疑我。事实上，气候怀疑论者几

乎都是科学家，包括物理学家或其他领域。然而，很少有人是气候科学方面的专

家。相比之下，IPCC 的科学家则是相关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必须独立

于任何权力或游说团体，并能够达成普遍的共识，这是一项尤其艰难的任务。 

无论如何，在 2020 年初，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全球变暖是我们 21

世纪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而且，越来越多的公众舆论希望这个问题能够作

为紧急事项加以解决。IPCC 的信息很明确：尽一切努力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变暖

控制在工业化前（1850-1900 年）2℃以下水平。这仍然是可能的，但前提是我们

必须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如果在未来十年里什么都不做，那么将为时已晚。 

除了这是一个影响我们下一代生活的选择，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篇发表在《环境百科全书》的文章是基于将发表于《梅斯国立学院备忘录》

的另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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