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报告

2℃的目标合适吗？
纵观最近地球变暖的议论，
似乎认为地球变暖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将工业化以后的气温上升控制在 2℃以内，
即以所谓的“2℃目标”为前提。其中有科学的倡议，也存在一些误解的因素。但是，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
这个目标不仅不合适，如果真地去实现，只能是钻牛角尖，反过来会增加环境负荷。何以见得，请看东京大学
特聘教授山口光恒的解说。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气温上升的起算年是 1990 年。

2℃目标的根据

从工业化开始至 1990 年，
气温大约上升了 0.6℃，
因此，

最早提出 2℃目标的是欧盟。1996 年 6 月，在欧

将从 1990 年开始的气温上升控制在 2 ～ 3℃以内的话，

盟环境部长级理事会的协议书第 6 项中，有如下记述：

换算为工业化以后就成了上升范围是 2.6 ～ 3.6℃以

“鉴于气温上升的危险性，特别是上升率的加快，世

内。即是说，在 IPCC 的评价报告中，并不存在将工

界平均气温的上升不得超过工业化以前 2℃以上，因

业化以后气温上升控制在 2 ～ 3℃以内的结论。

此，应该将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 550ppm 作为地球变

再加上一点，图 1 的结论是以不采取任何对策的

暖对策的目标”
。从这里可以得知，当时设论的根据

情况下为前提的。众所周知，危机临头，不采取任何

是“气温上升的危险性”这一抽象的东西。随着后来

对策、束手就擒是一种荒谬的设论，如果采取了相应

科学鉴证的进展，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对策，
“2℃目标”的必然性将会进一步降低。

委员会）在第 3 次及第 4 次评价报告中，用图解方式

与地球变暖对策最终目标的关联性

阐述了气温上升导致的损害程度。为了便于说明，这
里引用第 3 次评价报告中刊载的图表（图 1）
。

联合国气候变动框架组织条约（UNFCCC）的第 2

图中颜色深的部分，表示损害程度严重。IPCC

条中，记述了地球变暖对策的最终目标：地球变暖对

的第 4 次评价报告指出，气温“以 1990 年为基准点”

策的最终目的是将浓度控制在危险水准以下。但是，

上升 2 ～ 3℃，在所有地区将会发生异常或受到损害。

在这里没有对非危险浓度（或由此引起的气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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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气温上升与损害的关系（不采取对策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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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如果绝对控制在 2℃以内，
350ppm 也不充分。从目前世界的
状况来看，已经超过了这一浓度标
准，如果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成长，达成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几乎
为零。由此可见，固执 2℃目标的
论点缺乏合理性。

实现的可能性
在 IPCC 的第 4 次评价报告中，
为了将工业化以后的气温上升控
制在 2℃以内，需要将二氧化碳等
价浓度稳定在 450ppm，为此，在
2050 年之前，需要将世界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削减为 2000 年总量的
50％以内。2000 年世界的总排放

图 2 不同稳定浓度状态下，超过 2℃的几率

量为 227 亿吨，因此，至 2050 年
必须削减为 113 亿吨以下（国际海
运及空运除外）
。另一方面，以发

的定义。如图 1 所示，
在 5 种危险分类中，

场价值的损害用货币来表示等诸多难题，

展中国家为中心，预计在这 50 年中，人

气温上升与损害的关系各不相同。把对生

仅仅用这种手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实

口的增长将由 61 亿人增长为 92 亿人，即

态圈造成损害看作危险的人，或许会把

施对策的必要性实在是难之又难。例如，

增加 50％（联合国的平均统计）
。至 2050

从 1990 年开始气温上升 2 ～ 3℃视为“危

用传统的经济手法－－威廉 · 诺德豪斯

年，人均排放量必须从 2000 年的 3.7 吨

险”
，而把西部南极大陆冰山大规模、不

价格体系进行分析的结果，2℃目标为超

削减为 1.2 吨。如果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可修复的损害看作危险的人，或许认为即

出需要的对策，而用折扣率 0.1 的尼古拉

国家分开计算，为了实现减半，至 2050

使上升 3℃也并不存在“危险”
。很遗憾，

斯 · 斯特恩手法进行分析的结果，2℃目

年，发达国家必须将排放量削减 8 成，即

以什么为依据来判断“危险”与否，是科

标为十分必要的对策，两者的结论完全相

为 28 亿吨，剩下的 85 亿吨将由发展中国

学无法回答的问题。

反。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采取地球变暖

家来分担。按人均排放量来分摊为 1.1 吨，

对策时，可以不考虑费用与利益的问题。

即与 2005 年的 2.3 吨相比必须减半。平

还有一项争论是如何对待发生几率

心而论，至 2050 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削

费用与利益的观点

极小的大灾害问题（所谓 fat-tail 问题）
。

减 8 成本身，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数据，

险浓度水准还有一项附加条件，即非危险

在上述 UNFCCC 的第 2 条中，对非危

在此限于篇幅问题不做说明，这也是一种

何况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人均排

浓度水准是指生态圈能够自然地适应气

有关价值观的争论，至今没有得出结论。

放量减半（中国现阶段为 4 吨，需要削减

候的变动，不出现粮食生产危机，并且在
预定的期间内进行可持续性的经济开发
活动。有关这一点，IPCC 的第 4 次评价

7 成）是否具有现实性？对此，笔者抱有

不确定性与 2℃目标
地球变暖的一大特点是其不确定性。

很大的疑问。
综上所述，将 2℃目标定为必达目标，

报告中说：
“对稳定程度的选择，是地球

其中最突出的是气候感度（浓度达到 2 倍

用立法来束缚各国的做法必然导致夭折。

变暖危险性（包括对保障粮食、生态圈及

时，气温的上升幅度）的幅度较大，推定

现实的做法是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各国

可持续发展的危险性）与由于采取对策

为 2 ～ 4.5℃。图 2 是根据几种不同的气

以哥本哈根及坎昆协定为出发点，在尽可

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危险性之间的平衡问

候感度归纳出的 11 项研究结果，表示了

能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努力，并根据今后

题。
”即提醒人们需要考虑：对策所需费

二氧化碳等价浓度（横轴）与工业化以后

验证的发展，对目标做出修正。有道是：

用与避免地球变暖带来损害获得的利益

气温上升超过 2℃几率的关系。

表面宽松但可以切实遵守的条约，远胜于

之间的平衡。有关地球变暖对策费用的获

一般认为，与 2℃目标对应的二氧

利手法，存在着把将来的损害对现在价

化碳等价浓度为 450ppm，在图 2 中显示，

值的折扣率、对生态圈的损害等没有市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超过 2℃的几率为 25

表面完美却无法信守的约定。
执笔：山口光恒（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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