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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生存环境的重要手段，

对自然环境条件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开展长

期有效的国际间科技交流与合作、加强技术人才培养、改善科研技术

手段、共享监测数据进行共同研究，对于解决食品安全、公共健康、

能源危机、灾害预警等人类共同的问题尤为重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与非洲的科技合作方面态度积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总部设在肯尼亚，具备丰富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项目管理经验及人才网络。2008年，中国科学技术部和环境署签署了

《关于非洲环境技术与机构合作谅解备忘录》，决定通过4个技术合

作项目开展“非洲水资源安全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科技合作”，标志着

该中非环境技术合作的正式启动。2011年，科技部与环境署续签合作

备忘录，启动了中非环境技术合作第二阶段（2011-2013）的6个合作

项目。中方17家科研院所在 “一河（尼罗河）、一湖（坦葛尼喀

湖）、一沙漠（撒哈拉沙漠）”所及区域10多个非洲国家开展项目，

主要涉及水资源规划、水资源利用、流域生态保护、干旱预警系统与

适应、旱地节水农业、沙漠化防治等领域，具体内容包括技术合作及

转移、能力建设及援建示范工程（综合试验示范区、研究中心、实验

室）等。项目结合了中方与环境署的比较优势，利用在中国行之有效

的水资源管理、旱作农业等技术帮助非洲国家改善民生，成效显著，

受到了当地政府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为探索与国际组织合作的三方援

助项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寄语

万钢 
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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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结经验教训，分享最佳案例，经过中非专家的共同努力，《

中国科技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非洲环境合作项目总报告》得以完

成。报告结合非洲的主要环境问题，总结了多年来中非双方开展的技

术合作与研究成果，对存在的问题和下一阶段的工作提出了建议。这

标志着中非环境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互信的合作机制已经确

立，共建的示范工程点也已初步形成规模，涌现出一批可喜的科研成

果。

中国与非洲面临着许多相似的环境问题，双方的发展同时互为对方

的机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中国

将继续加强与联合国及非洲合作伙伴的团结合作、相互支持与帮助，

利用好科学技术这一先进手段，促使科技在当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让美丽中国和绿色

非洲一路同行。

万钢 
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 



10

非洲大陆上的许多国家正面临着由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而带来的

严峻挑战。气候变化增加了非洲地区消除贫困、提升当地人民生活质

量的困难，威胁着整个非洲大陆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相信科学技术及

能力建设能够帮助应对这些挑战，并在为实现后2015发展目标、取得

更多可预期的可持续发展成果上发挥基础性作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升其应对气候变

化挑战的能力，并将其融入到各国国家发展进程当中。这项工作得到

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合作伙伴的支持，此外，它们与世界上的发展

中国家开展合作，推动了各国经济向更具有包容性的绿色经济发展模

式转变。 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中国科技部合作，共同发起

了“中国科技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非洲环境合作项目”，在17家中

方科研院所和16个非洲国家合作伙伴的通力合作下，该项目已顺利完

成两期，完成了多个技术合作示范工程和能力建设项目。

此次报告突出展示了以下成果：通过能力建设提高相关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的能力，加强人们学习和应用科学技术的意识，并努力影响

政策制定者采取相关决策。该报告列举了中非专家在当地开展的合作

项目，如帮助当地居民喝上安全廉价的饮用水、完善当地水质监测系

统、改进荒漠化治理措施等。

序言     

阿奇姆·斯泰纳
联合国副秘书长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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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中国签署了一份新的高层协议，

双方将优势互补、整合资源，协助全球发展中国家实施开展气候适应

性研究，由全球环境基金和中国政府共同提供资金支持。

到目前为止，已有数以千计的非洲居民，尤其是当地的农业团体

从该合作项目中受益，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下一阶段的合作中

来。我们希望报告中提及的科学技术与能力建设的方法能够被更多的

政府和当地社区推广，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实现经济的可持

续增长。

阿奇姆·斯泰纳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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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拥有得天独厚、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非洲人民，尤其

是农村居民以此维持生计。非洲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

水资源、森林资源、动植物物种多样性、可再生能源和相关的生

态系统服务对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达到可持续发展有根本性的

作用。然而，非洲仍然是最脆弱的大洲之一，其贫困程度在逐步

加深，自然资源衰退的趋势也令人担忧。此外，气候变化不仅给

生态系统造成相当大的危害，也削弱了生态服务的功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非环境合作项目是由环境署和中国科技

部联合发起的，并由中国科技部提供资金支持。本项目旨在通过

科技支持、能力建设和中非专家经验交流来帮助减轻气候变化对

非洲造成的负面影响。

本项目分成两个阶段实现：第一阶段（2008-2011年）包括

四个符合当地需求的项目，第二阶段（2011-2014年）的主题

是“一湖，一河，一沙漠”，针对尼罗河，坦噶尼喀湖和撒哈拉

大沙漠，分设为六个子项目，涉及17个中国研究所以及16个非洲

国家和机构。

          

简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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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纲要

非洲，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且多样的大洲，同时也是受气候变化

影响的脆弱的大洲之一。基于此，中国科学技术部和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于2008年签署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非洲合作协议。其目的在

于提高非洲国家处理环境问题所带来的挑战的能力，主要从气候变化

的影响角度通过中非科学家经验交流、技术支持和信息共享来实现。

本项目通过能力建设和制度改善来应对现在和未来的环境挑战，是一

个促进中非专家知识共享的重要合作平台。

本项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重点是提高监测坦噶尼喀湖共

享水资源的能力、研究废水再利用于森林灌溉、研究干旱预警系统和

干旱适应能力，以及推广雨水收集技术。第二个阶段是在“一河，一

湖，一沙漠”的主题下，尝试解决尼罗河、坦噶尼喀湖和撒哈拉大沙

漠区域的环境问题。

三方合作的部分重要成就有：利用流域管理和雨水收集系统来应

对非洲的水危机；中国在黄河流域减缓土壤侵蚀的经验以及雨水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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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被证明在环境条件相似的尼罗河流域和坦噶尼喀湖流域

有非常大的借鉴价值；一种基于南南合作条件的水质改善方法

及其被药剂证明更加经济高效；可持续土地管理和防治荒漠化

项目，研究尚未退化土地的预防性措施；中非专家团队合作研

发的防沙治沙和沙产业开发系统。

这些成就表明，相关的互信机制已经建立，示范工程的建

设和技术培训的举办也展示出更广泛的成果。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和中国科学技术部正计划继续推进合作项目，使之成为一个

展示南南合作以及三方合作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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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安全问题严重影响着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可持

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在非洲，93%的耕地灌溉完全取决于自然

降水。据估计，由于缺水，未来的二十年内四亿五千万非洲人民

的年人均水量将少于1700立方米，农作物产量将减少23%。此外，

三分之一的非洲人无法获取饮用水，他们中将近一半的人会因为

饮用不卫生的水而患病1。

为了帮助缓解非洲的水资源危机，中国的团队分享了他们在

改进水资源管理上的经验，来促进非洲实现高效的流域管理，应

用雨水收集技术。

流域管理和雨水收集

参与国家：

乌干达，肯尼亚，布隆迪，埃塞俄比

亚，苏丹，南苏丹，埃及，刚果民主

共和国，坦桑尼亚，赞比亚，卢旺达

以及厄立特里亚

1    全球水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6.

参与机构：

甘肃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同济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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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肯尼亚的雨水收集
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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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这项举措通过创新的参与式干预措施和清洁技术，提高了该地区流

域治理和雨水收集水平。中国在黄河流域的综合管理技术，被证明在尼

罗河（尤其是在蓝色尼罗河流域）和坦噶尼喀湖流域，减轻了土壤侵

蚀，促进了流域的可持续管理。例如在肯尼亚，雨水收集已经帮助许多

农村社区和家庭用非常低的成本获得了足够的生产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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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

•	 协助乌干达水利与环境资源部研究编制全国水资源总体规划，旨在提高水资源的管理、发展

与保护，从而确保为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水资源。这将在未来 20 年内为乌干达全国

的城市和农村饮用水供水系统、农业灌溉、水环境保护行动提供技术性的策略。

•	 通过引进中国在可持续流域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分析尼罗河流域水资源现状、诊断水资源

管理面临的挑战、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从而改善尼罗河流域水资源现状。

•	 与坦噶尼喀湖管理委员会以及沿湖国家主管水资源的部委合作，编制了一份全面的坦噶尼喀

湖流域水资源现状的调查和评估报告。分析流域治理方面的挑战，预测整个流域的水资源供需平衡，

并为改进流域管理提出建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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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肯尼亚环境、水资源、自然资源部研究编制关于雨水收集国家的总体规划，在未来的

20年，它将为该国在雨水收集上的行动提供战略技术指导，作为家庭和农业用水的补充部分。作

为非洲第一个在雨水收集规划，它将作为其它非洲国家的范例，在未来发挥关键作用。

•	 展示了雨水收集、净水系统、太阳能水泵和手动泵设施等中国安全农村供水适宜技术。创

新性的雨水存储构筑物将建筑材料减至最小并简化修建工程使成本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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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潜力：

因地制宜的干预措施将增强当地资源的可持续性。水资源利用总

体规划可以作为辅助工具，来帮助地方政府根据已确定的技术、财

政、社会经济和环境标准优化资源配置。评价水资源共享区域的解决

方法有助于推动执行者和决策者在区域层面上进行相关合作。这种对

话合作将有助于促进体验式学习，进一步提高本国的能力。因此，这

些解决方案可以在面临类似挑战的地区推广和复制。这将有助于实现

经济收益、公平性、环境可持续性和公众参与之间的平衡。

位于肯尼亚的雨水收集
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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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气候变化形势下，到2030年几乎一半的世界人口将面临

严峻的水资源压力，其中包括7500万至2.5亿的非洲人口。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地区拥有最多的水资源紧缺的国家2。因管理缺失而产生的污水

带来了巨大的健康挑战，继而造成医疗卫生成本提高和劳动生产力流

失，使得贫困加剧。由于非洲国家正处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高速发

展的阶段，能否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和水质监测机制已经成为制约发展

的关键因素。

低成本的饮用水和污水处理技术2

参与国家: 

肯尼亚  坦桑尼亚

布隆迪  刚果民主共和国

赞比亚

参与组织: 

肯尼亚内罗毕市供水和污水处理公司

肯尼亚水利灌溉部

肯尼亚基苏木市政局

同济大学

基苏木供水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肯尼亚马塞诺大学

坦噶尼喀湖管理局

坦桑尼亚渔业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兰州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    联合国水资源组织水资源安全实况报告，联合国水资源组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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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坦桑尼亚基戈马的
示范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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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在该领域应用的饮用水管理解决方案，不仅符合社会与文化背

景，而且从长远来讲，更具有经济可行性与环境友好性。其中一个最

优解决方案就是在内罗毕地区的饮用水处理中使用新型混凝剂，它能

够节省15%-25%的化学品成本，减少20%的污泥量，同时提高20-25%的

处理效率。另一个例子是在肯尼亚基苏木建造人工湿地来处理排放到

维多利亚湖的污水。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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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

•	 同济大学与内罗毕供排水公司共同建设了高效饮用水处理示范工程，使得更多市民可以获得

安全的饮用水。

•	 在坦桑尼亚渔业研究所基戈马中心建立了一个示范实验室，使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

研究所提供的设备来监测和分析地表水，并开设培训课程。

•	 在基戈马启动了水质监测数据库管理系统。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建立了四个进行生态系统监测示范点，即坦桑尼亚盖塔省查托森林样

地、苏丹喀土穆省伊尔日瓦克布荒漠样地、肯尼亚肯雅塔大草原样地和沙舍默内森林样地。

•	 与兰州大学合作开发的生态评估与管理（EAM）系统已经在埃塞俄比亚模拟植物生长过程和在

整个生长季节对水和营养的不同需求，以便预测在不同的水文和气候条件下的作物产量。

•	 优化的人工快渗处理系统技术已被充分应用在油田营地的生活污水处理，研制了用于石油开

采废水处理的特殊设备。处理后的污水能够达到回注地下的水质标准而不会污染地下水。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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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查托森林样地

苏丹伊尔日瓦克布荒漠

肯尼亚饮用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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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潜力：

通过使用低价的装置、设备和水处理剂提高水质，使得该措施有着

推广和复制的巨大潜力，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类似效果需求的国家。这种

安全、清洁饮用水的具有创新性的整体的方法，经济高效、技术可行，

符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寻求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需求。

肯尼亚尼格苏的
饮用水处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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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农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过

去几年，干旱已经成为部分非洲国家农业生产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一

些国家的农业生产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越来越难以满足国内需

求。根据定义，干旱地区是水资源长期短缺、土地普遍退化的地区。

干旱地区也面临着人口挑战，如人口快速增长、高度城市化、年轻

化，以及高失业率等问题。根据人口增长和食物消费模型的预测，到

2050年农业产量至少需要增长70%才能满足非洲人口对农业的需求3。

因此，一些非洲政府必须积极应对干旱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挑战，实现

食物的自给自足和扩大水果和蔬菜的出口量，并将其作为一系列刺激

农业投资政策的战略目标。

旱地农业的可持续管理3

相关国家：

摩洛哥  赞比亚

埃及  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参与机构： 

赞比亚国家气象局

摩洛哥国家农业研究所塞塔特农业研究中心

海梅斯米拉娜大学

3    气候智能型农业——关于食品安全，适应和缓解困境的政策、实践与投资。联合国粮食与农业

组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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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罗毕大学

肯尼亚农业研究所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所

兰州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空间技术设计研究所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埃塞俄比亚的旱地农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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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提升旱地系统生产率的关键是提高土壤生产力。即在典型地区建立

了旱地农业技术示范基地，应用和推广抗旱减灾技术。抗旱技术包括墒

情监测预报、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结合了垄沟覆盖种植的塑料薄膜

覆盖、配方平衡施肥、雨水集蓄贮存等技术。随着试验、示范和推广工

作的开展，上述措施已经开始显露成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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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

•	 在摩洛哥的萨菲，赞比亚的里木皮以及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分别建立了三个干旱适应技术示

范基地。

•	 在摩洛哥的萨菲示范基地已经连续三年进行田间试验，包括抗旱化学制剂应用试验、秸秆覆

盖和免耕试验、配方平衡施肥技术试验以及玉米宽窄行种植技术和双垄覆膜沟播技术试验。部分干旱

适应技术的应用，将小麦和豆类的产量提高了20％-30%。

•	 建立干旱预警系统平台（DEWS）和数据集成平台，以埃塞俄比亚作为范例构造了一个模型。

•	 初步为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赞比亚、摩洛哥和尼日尔构建了农业生产模型；摩洛哥、肯尼

亚和埃塞俄比亚研发了基于iPhone和iPad的移动版本DEWS软件，并使用实际数据对软件进行了验证。

•	 以肯尼亚为例，由于引进了雨养农业，粮食产量、雨水利用效率和干物质积累由85%增至627

％。这些技术也被整合起来，形成适合因地制宜的节水旱作农业整体技术。

规模化潜力：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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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卡图马尼的雨养小麦产量的合适垄沟技术：

RFT，沟垄透明地膜覆盖 
RFB，沟垄黑色地膜覆盖 
RFG，沟垄草杆覆盖 
RF，沟垄无覆膜
FP（CK），无覆盖平作

注：该图中表示的数据是指作为肯尼亚当地的玉米杂
交种。第一个生长季节是从2012年5月至9月，即长雨
季。第二个生长季节是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3月，即
短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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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解决方案可以经过调整转移到其他面临持续干旱的国家，如

乍得、马里和尼日尔，以产生相似或更广泛的影响，进行交流合作。

面临持续干旱的国家应投资旱地农业，并提供适当的政策支持，以大

幅提高农业生产率。为了充分发挥这些措施的影响，必须将它们引入

一揽子计划，成为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技术、适当的政策和创收活

动之外的附加手段。

通过全面的校准和验证，未来干旱预警系统（DEWS）可以扩展到整

个东非地区，甚至整个非洲，以用于作物产量预测及干旱预警。

肯尼亚卡图马尼的垄沟
应用于

旱作小麦和玉米技术



36

摩洛哥萨菲干旱适应技术示范基地

赞比亚里木皮干旱适应技术
示范基地

肯尼亚卡图马尼垄沟技术
应用于旱作玉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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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干旱适应技术的
田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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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非洲人口在持续增长，但土地资源并没有相应增加。人们必

须努力减少可耕地的进一步退化并修复那些已经退化的土壤。土地沙

漠化带来许多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将诱发更多的土地沙

漠化。非洲沙漠面积约有12.74亿公顷，主要为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南

非的喀拉哈里沙漠以及纳米布沙漠。虽然灌溉能够增加农作物产量，

但是灌溉不当也会带来土地退化，尤其是从土地盐碱化的角度考虑。

干旱地区的土地荒漠化逐渐降低了农田的肥力，某些地区的作物产量

甚至减少了一半。非洲的荒漠化土地占全世界的27.4%，另有大约5亿

公顷的土地严重退化4。防治土地荒漠化首先需要对那些还没有退化的

土地采取预防措施。在防治荒漠化和抵抗干旱的过程中，当地社区，

农村组织，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参与发挥着重要

作用。

可持续土地管理和荒漠化防治4

4    非洲经济委员会，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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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家：

摩洛哥  赞比亚  埃及

埃塞俄比亚  阿尔及利亚

肯尼亚  尼日尔

尼日利亚  毛里塔尼亚

参与机构：

赞比亚国家气象局

摩洛哥国家农业研究所塞塔特农业研究中心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所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兰州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非洲尼日利亚荒漠化控制协会

防风控沙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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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可持续土地管理和荒漠化防治这些措施将防治沙漠化的技术和生

物措施的融合为一个互补的整体系统。通过培训项目、非洲-亚洲适应

干旱论坛、学习考察和其他合作活动显著地提高了当地的治理能力并

增进了国际间的合作和交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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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和规模化潜力：

•	 分析了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尼日尔、肯尼亚、埃及、阿尔及利亚以及利比亚沙漠化的现

状和发展趋势。

•	 分析干旱现状，提出沙漠化防治的综合系统和发展沙产业，整合中国和相应国家的技术手

段，并在尼日利亚、尼日尔、毛里塔尼亚和埃及建立了示范基地。

•	 评估了尼日利亚、尼日尔、埃及、阿尔及利亚、肯尼亚以及毛里塔尼亚的土地沙漠化情况。

•	 建立了有关撒哈拉沙漠生态环境和沙漠化的数据库。

•	 在城市边缘建防风治沙植物带，建造沙垫并保护郊区的基础设施。

•	 在尼日尔、尼日利亚和毛里塔尼亚示范区域沙漠化防治和沙产业技术。

•	 实施流沙治理和防护林系统方案。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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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成果是中国和相应非洲国家技术融合的杰出范例，为积累可持续土地管理经验和提

高相似环境的区域沙漠化收益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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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里塔尼亚的建立了10公顷的治沙和沙产业技术
示范基地，展示了不同的技术和生物措施。

在埃及超过3.5公顷的沙产业发展技术示范基地，展示
了经济林、草药，以及温室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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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和

经验教训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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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个中国研究所和非洲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下，项目涉及的16

个非洲国家已引进11种相关技术来应对气候变化情况下的环境挑战。

为了保持项目的可持续性并向其他国家推广和传播适宜的技术，项目

特别重视能力建设，包括设立奖学金资助的学位课程，在中国举办的

培训课程和游学，以及一些非洲当地开展的现场培训项目等。

目前有大约一千名非洲技术人员、政府官员以及农民已从这些项

目培训中受益。范围涵盖了节水农业技术、雨水集蓄利用技术、饮用

水和污水处理技术、土地沙漠化防治技术以及环境数据库管理技术，

培养了他们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

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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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了超过11 个示范

技术

约 1000 人参与了培训课

程和游学

超过 50 名学生在中国修

学学位课程

16 个非洲国家和17个中国

研究所参与

这张地图所涉及的边界规划以及名
称使用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的官方认
可和接受。

地图参考：地图号4045 第七版修订
版 联合国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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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参 加 人 数 主 题

2011年6月 — 8月
2012年7月 — 9月 

36 非洲国家土地沙漠化防治技术

2011年6月 30 水资源管理和水处理

2011年10月 — 11月 15 发展中国家沙漠化研究和防治技术

2011年9月 18 土地沙漠化防治技术

2012年8月 20 防治土地沙漠化

2012年6月 — 7月
2013年6月 — 7月

36 沙漠地区的生态恢复和生态产业发展

2011年9月
2012年8月 — 9月

38 土地沙漠化防治

2012年10月 12 雨水集蓄利用和水资源规划

2012年11月 10 饮用水处理

2013年3月 6 饮用水处理

2013年4月 90 旱地农业和节水技术

2013年6月 7 人工湿地废水处理

2013年6月 — 7月 18 雨水集蓄和流域治理

2013年8月 — 9月 11 水资源管理中的遥感应用

2013年4月 — 7月 7 水资源管理

2011年，2012年，2013年 49 雨水集蓄

中国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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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50名学生在中国参加学位课程并获得全额奖学

金。  

参加培训的学生由项目团队推荐到合适的培训项目，并由中国政

府提供全额奖学金，这些项目分别在同济大学、兰州大学、中国地质

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其他中国大学开展。大多数毕业生已获得

环境相关方向的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目前在为各自政府、学术机

构和私营部门工作。

超过300名来自非洲的学员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培

训课程和游学。

整个项目期间，非洲学生、教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与了多

种多样的有具体主题的培训项目和游学。 

在非洲国家举行现场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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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参 与 人 数 参 与 者 主 题 地 点

2011年4月 30 技术人员 非洲国家的土地沙漠化防治 乌干达

2011年6月 80 技术人员，农民和学者 土地沙漠化防治和沙产业发展 尼日利亚

2011年10月 70 技术人员，农民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沙漠化研究和防治
技术

摩洛哥，萨菲

2012年8月 40 教授和本科生 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旱地抗旱适应技术 埃及

2012年8月 80 农民 旱地小麦种植 埃及

2013年4月 30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安全饮用水处理 肯尼亚，内
罗毕

2012年4月 7 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水质监测方法 坦桑尼亚，基
戈马

2013年2月
2014年3月

6 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水质监测方法 布隆迪，布琼
布拉

2013年4月 30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安全饮用水处理 肯尼亚，内
罗毕

   

非洲实地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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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引进合适的技术，以满足面临不同环境挑战的非洲国

家的不同需求，并向更广泛的民众传播适宜性技术，中非团队在非洲

当地举办了多样的现场培训课程。超过800名当地农民和技术人员受

益。

非洲国家和中方合作组织的访问学者

合作研究和访学不仅促进更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有效技术，也

能为中方单位带来新的想法和课题。例如，一位曾访问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坦桑尼亚学者参加了一项于2013年9月在中国开

展的为期三周的科学研究。来自尼日尔的四名访问学者分别于2012年

10月、11月和2013年7月、9月访问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另外四名来自

摩洛哥和赞比亚的科学家作为访问学者，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两次

参与了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所的研究项目。通过此

类交流项目，伴随着在土地沙漠化防治和节水农业领域的重大发现，

多篇卓有成效的合作研究论文已经发表。

•  Clever Mafuta, Rannveig K. Formo, Christian Nellemann And Fengting Li  Green Hills, Blue  
 Cities: An Ecosystems Approach To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For African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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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非洲
合作项目二期项目技术总结会闭幕

（同济大学承办）

雨水蓄集培训（由甘肃省
水利科学研究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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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培训
（同济大学承办）

环境监测培训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承办）

高效节水农业培训
（由兰州大学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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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水农业培训（由兰州大学开展）

气候变化往往伴随着难以预测的、毁灭性的极端气候灾害。水和粮

食安全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还相对贫困、环境脆弱的非洲地区。本报

告指出，因为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在中国已被证明有效的措施和技术

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非洲实施。此次中非合作项目，重点在于加

强生态系统管理在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作为一个由环境署协调的

南南合作的杰出范例，它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第二阶段。三边合作中产

生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以中非互信为基础的合作机制来解决环境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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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日尔的植树防沙示范 在肯尼亚内罗毕的
饮用水处理厂

水质监测培训和湖泊-流域生态系统管理
（由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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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了解当地需求

当地需求应该在项目开始之前就了解好，并在整个项目期间适时

调整。比如，在水资源和灌溉用水主要依靠雨季降水的地区，调查人

员和当地群众共同调查和改善雨水的长期收集技术。在一些项目中，

非洲伙伴更感兴趣的是尖端仪器以及中小型农业机械。而在其他项目

里，当地农民的积极性是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粮食产区的重要途径。

低成本解决途径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成本较低解决方案更加可行，因为这些方

法更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容易被复制，例如有效的饮用水处理技术，在

维多利亚湖建造的用来处理污水的人工湿地。在“饮用水和污水处

理”涉及的项目中，长期的综合性水质监测工作表明，低成本监测技

术可以减少耗材的使用数量，通过利用当地实验室可提供的设备就能

实现地表水质的长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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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和技术的融合

应该建立一个用来监测和评价热点区域关键环境信息的数据库，

进而在地方和区域范围内促进技术融合。为诸如维多利亚湖的水质监

测和撒哈拉沙漠等地区建立多样化的数据。比如可以开发基于智能手

机和平板电脑的干旱早期预警系统，帮助稳定和提升粮食产量，继而

有利于政策制定。

能力建设

大约有1000名非洲技术人员、管理者、农民、学生和专家参与各

式各样的能力培训课程，这也是这次合作的重点。例如，由同济大学

组织的关于水处理混凝剂的研讨会，旨在帮助非洲企业在当地建立混

凝剂生产线，以降低混凝剂的运输成本，提高当地饮用水处理的专业

技术水平。其中，有全额奖学金资助的学位课程项目为非洲未来的发

展提供了骨干人才，也给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平台。他们是中

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充满活力的纽带，也将成为未来扩大南南合作和三

边合作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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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联系人：王永东 (wangyd@ms.xjb.ac.cn)  网址: http://english.egi.cas.cn/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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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亚农业部沙漠控制委员会

联系人: Hafed Isawi (hafed50@yahoo.com)

 ·埃塞俄比亚农业研究所

联系人: Dejene Abera (dejeneab@gmail.com)

 ·哈拉玛雅大学，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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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干达水和环境部

联系人: Callist Tindimugaya (callist_tindimugaya@yahoo.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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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El Houssine El Mzouri (e.elmzouri@gmail.com)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

联系人: Ahmed Hassanain (dr.a.hassanain@gmail.com)

 ·坦桑尼亚渔业研究所

联系人: Ismael Kimirei (kiakimirei@yahoo.com)

 ·赞比亚国家气象局

联系人: Joseph Katongo Kanyanga (jk_kanyanga@yahoo.com; jk2xa0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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