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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的真正元凶是氟利昂？
杨学祥，杨冬红
一、南极上空臭氧层破洞扩大接近历史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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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2015年10月31日电据外媒31日报道，联合国属下的世界气象组织（WMO）说，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破洞
越来越大，已扩大到接近此前的最高纪录，达到2690万平方公里。
该组织说，目前的臭氧层破洞比北美整个面积还要大，在历史纪录中属于第三大面积。之前在2000年和2006年
分别发现两次破记录的臭氧层巨大破洞。
不过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虽然对臭氧层破洞的问题仍须保持警惕，但鉴于拯救臭氧层的努力仍在持续，此次面
积扩大不应造成担忧。
臭氧层破洞与南极寒冷气候有关，臭氧层破洞时大时小，一般在每年的9月和10月期间会达到高峰。上世纪70
年代起，科学家就注意到南极上空的臭氧层正逐渐减少。
2014年9月南极海冰面积达到最大值，是1979年以来最大值，2015年南极半岛海冰面积继续扩大，与2015年9月
南极臭氧洞第三大面积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与2014年最热年新纪录对应，或许2015年也会出现最热年新纪录。
二、全球变暖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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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凌晨，该论文在线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论文标题为《气温对全球经济生产力
的非线性影响》（Global nonlinear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economic production）。《自然》为该文章配发了专门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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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自然·气候变化》上发表论文说，他们预测了在不同的全球变暖场景
下波斯湾地区的温度上升情况。其中一个场景是，如果人类不采取足够有力的减排措施，到本世纪末大气中的温室
气体浓度可能会达到940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远远超出工业革命之前的约280ppm。在这种情况下，波斯湾
沿岸城市如迪拜、多哈、阿巴斯港等地的气温在本世纪末可能会达到60摄氏度，远超人类能够正常生活的范畴。
最新研究显示，如果不对温室气体减排，而继续保持较高排放速度，全球的干旱半干旱区（简称“旱区”）面
积将会加速扩张。本世纪末，全球50%以上陆地将成为旱区。目前，这一数字仅约为40%。
该研究还称，旱区新增面积的四分之三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将导致其土地进一步退化，贫穷程度加剧。
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院长、教授黄建平带领的研究团队，根据修正后的全球气候模型（CMIP5）得出了上述
数据。
与同类研究不同的是，研究团队对CMIP5模型进行了修正。因为，他们使用原有模型“预测”1948年到2005年
的旱区面积时发现，“预测”出来的面积比实际观测到的明显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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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论文10月27日凌晨在线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Natureclimate change）上，标题
为《气候变化加速旱地扩张》（Accelerated dryland expansion under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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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日前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全球变暖将导致东亚夏季风雨带北移，从而给中国北方带来丰富的降
水。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夏季风强度持续减弱、季风雨带逐渐南移，从而导致中国北方干旱、南方洪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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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日前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全球变暖将导致东亚夏季风雨带北移，从而给中国北方带来丰富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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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石岭介绍说：“简单地说，就是过去几十年北方的干旱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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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从地质记录看，全球变暖一定会使东亚夏季风雨带向西北推进，从而极大地改善我国北方的生态环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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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数亿人。”
这项成果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并被该期刊评为亮点文章。
三、谁是全球变暖的元凶？

精华推荐

根据世界科学出版社2015年7月15日新闻公告，即将出版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物理学家卢庆彬教授的科研新著认
为，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变暖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观点可能正确地反映了当前的科学思想，但冤有头、债有主，气
候变化的真正罪魁祸首应是氯氟烃（俗称氟利昂）而非二氧化碳。
韩女星自杀内幕

女大学生被强奸

大约16年前，卢庆彬与同事提出，宇宙射线产生的电子在臭氧层损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发现，吸附于冰层
表面的氯氟烃及其他含卤素分子的分解式电子转移反应非常有效，从而提出臭氧洞形成的新机制。此后，在大量观
察数据的基础上，卢庆彬进一步提出，氯氟烃才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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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真正元凶是氟利昂
在即将出版的新著《臭氧空洞和气候变化的新理论和预测》中，卢庆彬对宇宙射线驱动的电子诱导反应（CRE）
机制导致臭氧洞的贡献率，以及氯氟烃变暖机制导致全球地表温度变化的贡献率进行了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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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理论预言，南极上空的臭氧损耗和导致的平流层变冷存在着一个11年的变化周期。过去数十年在南极上空
收集到的数据证实了上述预测，大气中的氯氟烃与观测到的全球表面温度之间存在着线性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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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只使用了极少的甚至零参数，但卢庆彬的新模型与实际观察到的臭氧和全球表面温度数据间表现出高度一
致，其准确性达到了90%。
二氧化碳造成全球变暖是科学界的主流认识，但卢庆彬认为，氯氟烃才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真正元凶。他建议
在全球持续不断地淘汰所有卤代烃的使用，如氯氟碳化物、氢氯氟碳化物、氢氟碳化物等。
CRE理论预言，南极上空的臭氧损耗和导致的平流层变冷存在着一个11年的变化周期。这表明该理论承认南极
上空的臭氧损耗和导致的平流层变冷存在自然周期：显著的太阳黑子11年周期和潮汐强度变化11年周期。
杨学祥认为，人类使用氟利昂是南极臭氧空洞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依据不足。他说，事实上，北半球
的大陆面积和人口占全球的大部分，人为产生的氟利昂也集中在北半球。如果是氟利昂的原因，则臭氧空洞应该出
现在北极而非南极才能解释得通。
我们相关论文指出，有三个因素结合起来使南极臭氧层出现空洞：太阳风的压力使地球南极上空大气层变
薄；处于开裂期的地球南半球由于火山爆发释放出大量有害气体破坏臭氧层；太阳高能粒子进入地球大气层后消耗
了两极臭氧。其中，太阳风是地球臭氧空洞的“元凶”。
我们在2013年指出，温室效应不是气候变化的唯一因素，温室气体的主体不是二氧化碳而是水汽。当水汽凝
聚为云，就会遮蔽阳光，起到降温作用。太阳辐射量变化不足以解释气候变化的振幅，关键在于存在太阳能量积累
和释放的多种效应，其中“潮汐调温效应”、“海洋巨震降温效应”、“海底藏冷效应”和“海洋锅炉效应”最为
显著。
太阳能在地球各圈层的不同分配也是地表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其中“地磁层漏能效应”和“臭氧洞漏能效
应”最为显著。气候变化周期是天文周期微力激发的结果，其能量来自太阳能量的长期积累。目前处于15001800
年气候周期的变暖高峰，200年气候周期的变冷初期，60年气候周期的变冷阶段。
本文通过历史资料反复核对，证实太阳黑子延长极小期、太阳黑子周期长度大于11年时期、潮汐极大期、低
温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已经查出重复出现两个连续周期，除太阳活动变化外，强潮汐是其形成的原因。全球气候有
准60年、200年、1800年等周期，这些周期与潮汐周期有很好的对应关系。特别是179200年周期，在太阳黑子活
动、潮汐变化和冷暖变化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形成对应的周期规律。分析结果显示，气候冷暖变化的原因不只限于
大气层本身，而确有可用于气候预测的星体运行的变化信息。规律表明，2007年开始的太阳黑子延长极小期和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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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期使我国可能进入严重低温冻害时期，并将在2020年达到高潮，必须做好预防准备。
小冰期是指一段在中世纪温暖时期之后开始的时段。地球曾经历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 特指16至17世纪
为主的寒冷阶段。大约15世纪初开始，全球气候进入一个寒冷时期，通称为“小冰期”，在中国也称为“明清小冰
期”，小冰期结束于20世纪初期。在英格兰中部，16世纪冬天的温度约比现今低1.5℃。进入小冰期，全球平均气
温会降低0.5℃1.5℃。
从15至17世纪的200余年内，世界上强震很多，其它自然灾害也很集中，这也正是太阳黑子蒙德极小值期。与
之对应的中国华北第六地震活动期，延续了200多年，其间发生了4次8级地震，7次7级地震，其后的平静期延续了
85年，未发生任何大于6级的地震。强潮汐、全球气候变冷和强震多发在小冰期的对应关系，引出小冰期的太阳活
动成因假说。
太阳活动低值说：在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二百余年内，低温冻害严重，被称为小冰期时期。从1645
到1715 年，太阳活动衰微，太阳黑子非常少，持续时间不可思议地持续长达70年。1894年，英国天文学家蒙德把
这70年称为太阳黑子“延长极小期”。有人把它看作是小冰期气候产生的原因。
对宇宙飞船测量数据的分析确定，太阳的辐射输出变化于0.1~0.3% 的水平上。这一问题的争论焦点是，地球
接收到的太阳能量变化是否足以引起地球气候长周期（冰期和间冰期）和短周期（小冰期与小气候最适期）的相互
转变。Eddy等人估计，太阳常数变化引起的气候响应与正常发生的变化相比是很小的——太阳常数的变化至多使
地球表面的温度受到零点几度的扰动，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够激发低层大气发生变化的机制。
附加机制：
1. 墨西哥灣流減速说：墨西哥灣流挾帶墨西哥灣的暖水北上，使北歐的氣溫較類似緯度的西伯利亞高了攝氏
五至10度。在小冰期間，墨西哥灣流的強度減緩了約10%。這也可能是12001850年小冰期的成因。墨西哥灣流在
小冰期減速，可能是大西洋風發生起因不明的改變所致。一些研究人員認為這和陽光照射量出現變化有關。
2. 臭氧洞漏能说：平流层里的臭氧吸收了进入大气层太阳总辐射的2%。臭氧含量减少，降低了平流层吸收太
阳能量的能力，并将这部分能量泄漏给对流层。这就是臭氧洞漏能效应。20世纪80年代全球迅速变暖与平流层臭氧
急剧减少相关，而60年代降温与同期平流层臭氧含量增加一一对应。平流层臭氧含量增加对应地球低温，平流层臭
氧含量减少对应全球增温。全球变暖与南北极臭氧洞扩大相对应，小冰期可能起源于平流层臭氧含量增大，太阳活
动减弱是臭氧含量增大和气候变冷的原因。
3. 海底藏冷效应和海洋锅炉效应说：海水因为含有平均约3.5%的盐分，所以它的最大密度约出现在摄氏负2
度左右，恰好与海水开始结冰的温度很接近。两极临近结冰的海水密度最大，源源不断地沉入两极海底，自转离心
力使较重的海水向赤道海底运动，形成全球巨厚的海底冷水层。由于太阳辐射不能进入这个领域，“冷”被安全地
封存在海底，冷水领域还不断扩大。赤道海水表层热水在上、冷水在下，垂直方向只有热传导、没有热对流。随着
海洋冷水区的不断扩大和赤道海洋表层热水区的不断缩小，赤道和两极的温差也不断加大，形成中、高纬度地区的
冰盖和冰川。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海底藏冷效应。它是海气相互作用的典型范例，大气中的“冷能”由此而进入海
洋。冰雪反射太阳辐射，随着冰雪面积的不断扩大，地表接受到的太阳能量越来越少，使大气和海洋越来越冷，冰
期有一个长期的“冷积累”过程。
由于内核相对地壳地幔的差异旋转，太阳辐射达到最大值时使核幔角动量交换达到高峰，部分旋转动能转变
为热能积累在核幔边界赤道区（此处核幔速度差最大，积累的热能最多）。超级热幔柱（羽）由核幔边界赤道热区
升起，在海底赤道区喷发，加热了底层海水，并引发赤道和两极之间的海洋整体热循环，降低了赤道和两极大气的
温差，使两极的海温和气温逐渐上升到冰点以上，消除了海洋藏冷效应的“冷源”，形成全球无冰温暖气候，产生
晚白垩纪赤道海洋表层低温之谜（当时温度为摄氏21度，比现代低6.5度）。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海洋锅炉效应。有
证据表明，随着热幔柱喷发强度的减弱，近一亿年间海洋底层水冷却了摄氏15度，大气冷却了10~15度。这是典型
的地、海、气相互作用。计算表明，一亿二千万年前形成翁通爪哇海台的海底热幔柱喷发，其释放的热量可使全球
海水温度增高33度，喷发过程经历了几百万年时间。有证据表明，在古新世末不到6000年的时间内大洋底层水增
温4度以上。海底火山活动引发的深海热对流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海底藏冷效应和海洋锅炉效应受太阳活动的驱动，是太阳活动左右小冰期的一个重要附加机制。
4.地磁层漏能效应：电离层吸收太阳辐射的7%。地磁场强度越大，电离层的离子密度就越大，吸收太阳辐射
的能力就越强。二千年以来全球磁场持续减弱，而最近150多年地磁强度下降了10%~15％。南大西洋出现地磁异常
区，其磁场减弱达35％，地球磁极弱化。地磁场强度增强，全球气温变冷；地磁场强度减弱，全球变暖。地磁场强
度增强可能是小冰期形成的一个原因，地磁强度减弱是全球变暖的一个重要原因。
太阳活动增强对应地磁场变弱和气温变暖，太阳活动减弱对应地磁场增强和气温变冷，地磁场强度变化与太
阳活动相关。
5. 潮汐震荡调温说：2000年查尔斯·季林（Keeling）提出，强潮汐把海洋深处的冷水带到海面，使全球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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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冷，形成的全球气候波动周期大约为1800年。在十五世纪小冰期时期，潮汐强度为最大值，以后开始减弱，直
到3100年潮汐强度又将达到最大值。潮汐调温效应使地球的温暖期从小冰期末期一直持续到二十四世纪，而后随着
潮汐的增强，地球的气候将逐渐变冷。强潮汐震荡是小冰期产生的可能原因。
最近研究发现，潮汐具有11、22、60、200、1800年周期，与太阳活动11、22、200年变化周期相对应，与气
候变冷的60、200、18000年周期相对应。
太阳黑子活动受行星潮汐的影响。太阳黑子活动和潮汐有相同的周期变化，这也意味着地球轨道变化和月球
轨道变化同样受行星摄动和行星潮汐的影响。行星通过行星摄动和行星潮汐影响太阳黑子活动和地月轨道变化，间
接影响全球的气候变化和地震活动。
6. “海洋巨震降温效应”：2002年郭增建提出“深海巨震降温说”：海洋及其周边地区的巨震产生海啸，可
使海洋深处冷水迁到海面，使水面降温，冷水吸收较多的二氧化碳，从而使地球降温近20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
气温上升与人类活动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有关，同时这一时期也没有发生巨大的海震[。
1889年以来，全球大于等于8.5级的地震共24次。在18891924年“拉马德雷”“冷位相”发生6（国外数
据：2）次，在19251945年“拉马德雷”“暖位相”发生1（1）次，在19461977年“拉马德雷”“冷位相”发生
11（7）次，在19782003年“拉马德雷”“暖位相”发生0次，在20042012年“拉马德雷”“冷位相”已发生6
次。规律表明，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是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时期和低温期。2000年进入了拉马德雷冷位相时
期，20002030年是全球强震爆发时期和低温期。郭增建的“深海巨震降温说”是拉马德雷冷位相与低温冻害对应
的物理原因。
四、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
CRE理论预言，南极上空的臭氧损耗和导致的平流层变冷存在着一个11年的变化周期。这为太阳活动控制气
候的“臭氧洞漏能效应”和“地磁层漏能效应”提供了新证据。地球磁场变化和臭氧变化都具有太阳活动的11年
周期。
温室效应不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而是气候变化平衡的调节机制：
当全球气候变暖，大气和海洋也随之变暖，由于温室气体因为海水变暖溶解度变低，所以海洋中的温室气体大
量向大气释放，而大气的温室效应可以使气温继续升高，加剧了气候变暖。
相反，当全球气候变冷，大气和海洋也随之变冷，由于温室气体因为海水变冷溶解度变高，所以大气中的温室
气体大量被海洋所吸收，大气的温室效应减弱，加剧了气候变冷。
太阳黑子、潮汐强度、臭氧变化、地磁变化、气候变化、强震活动等都具有明显的11年周期，表明它们同时受
控于同一自然机制。
全球气候变暖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单一因素无法解释气候变化的多样性，其中11年周期与太阳活动密切
相关，表明太阳是气候变化的主要能源。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物理学家卢庆彬教授的科研新著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变暖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观点可能
正确地反映了当前的科学思想，但冤有头、债有主，气候变化的真正罪魁祸首应是氯氟烃（俗称氟利昂）而非二氧
化碳。这一观点值得引起全球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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