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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地区气候变化

适应项目(HICAP)是国

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ICIMOD）,联合国环

境署全球资源信息数据

库-阿伦达尔中心（Grid-
Arendal）和奥斯陆国

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

（CICERO）的开拓性合

作项目。

该项目旨在通过深入了

解山区社会面对气候变

化冲击的脆弱性，并明

确其适应变化的机会与

潜力，以帮助山区的民

众，尤其是妇女，提升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HICAP力求增加对气候

变化及其不确定性的认

识，提高应对能力，并

对政策和行动提出具体

建议。

为政策和行动提供最新气候变化证据



HICAP概况
提升对气候变化影响自然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依存其社区的认知，通过服务于政策和实践来增

强适应变化的能力。

“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体制，以及其他方面
被边缘化的人们特别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2014）

HICAP

FOOD
SECURITY

HICAP

HICAP框架

影响的途径
通过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高水平

学术论文，以及相关著作的发表，

使得知识产品能够传播给不同的观

众和读者。

积极的政策参与

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活

动，分享HICAP项目成果和工作方

法，组织利益相关方的对话，与各

级政府在各个层面建立强有力的伙

伴关系。

实践性的媒体合作

通过记者培训和资助计划，使得复

杂的科学研究结果得以用简单的

语言表达。再加以报刊，电台，视

频和互联网等视觉形式，来展现

HICAP项目成果。

跨专题整合研究

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提供全面

的诠释，并支持综合性的适应变

化方针。

背景

交叉项目构成

传播和外联

气候变化情景

适应变化中的妇女
和性别问题

水资源的
供需情况

粮食保障
脆弱性与
适应性

生态系统
服务

子流域

当地社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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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成果

主要江河径流变化

流量和可用水资源日益不确定

通过利用典型浓度路径(RCP)情
景中的RCP4.5（各国积极减排

情景）和RCP8.5（各国未减排情

景），对印度河、恒河、雅鲁藏

布江、怒江和湄公河上游地区进

行了水文建模研究。结果表明，

到2050年五河流域的冰川会减少

20%到50%。

2041年至2050年间,由于冰川融

化和降水增加，五个流域的整体流

量与1998至2007年相比可能会增

加或保持不变。

到2050年，总径流量很可能会改变：

- 印度河上游：-5%到+12%
- 恒河上游：+1%到12%
- 雅鲁藏布江上游：0%到+13%
- 怒江：+3%到+19%
- 湄公河：+2%到+20%

“气候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我们遭受水灾，现

在我们正在经受旱灾。没有雨水，我们也必须耕种

我们的土地。否则，我们将没有什么可吃的。“
-60岁农民，Lower Laopani, Tinsukia,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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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恒河、雅鲁藏布江、
怒江和湄公河上游地区

条形图显示参考基准期（1998-2007）的年均径流量。第二列显示模型与4大气环流

模式综合驱动所预测的未来年均总径流量（PTR）。 在随后的几列中，PTR被分为

四个主要因素（BF：基流，GM：冰川融化，SM：积雪融化，RR：降雨径流）。误差

线表示模型受到4个综合大气环流模式驱动而导致其输出结果的偏差。

研究结果强烈表明，尽管总的

水流量在增加，各国政府也必

须做好准备，以应对突发的洪

水和干旱两种情况。
1 Lutz, AF; Immerzeel, WW; Shrestha, AB; Bierkens, MFP (2014) ‘Consistent increase in High Asia’s 
runoff due to increasing glacier melt and precipitation’. Nature Climate Change,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doi: 10.1038/nclimate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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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和森林格局

山区人民改善森林资源管理的强烈意愿

关键问题

l	气候变化有哪些潜在的影响

（正面以及负面），如何增

强监测影响的能力？

l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人类

和自然系统的脆弱性和的适

应能力都是什么？

l	关于潜在风险和机会，有什

么证据能提供给决策者，以

提高山区居民，特别是妇女

的适应能力？

HICAP简介

•	 4个国家，350个定居村落的8000户居民接受了贫困和脆弱性评估调查（PVA）

•	 25个地区和全球合作伙伴

•	 31篇同行审议的出版物 - 已发表8篇，提交13篇，起草10篇

•	 21项知识产品 - 11项已出版，10项在筹备中

•	 34个故事，通过与媒体和记者的合作，以平面、广播、视频和网络形式发表。

•	 37次主办或参加利益攸关方合作活动，分享HICAP项目成果

日（相当于31美元），用于改善

流域管理和服务。这些生态系统

服务可提供更多的水用于居民日

常生活和灌溉，额外的落叶和薪

柴用于能源消耗。

研究结果提供了多种更好的森

林和流域管理选项，发掘了生

态系统服务补偿（PES）的潜

力。HICAP计划启动一个PES实
施试点，并确定可能的体构机

制。

研究表明，科西河流域的森林变

化是由一系列气候和非气候因素

造成的，而过度放牧也是影响森

林覆盖的关键因素之一。预计不

稳定的降雨和河流流量将会增

加，导致严重水土流失，并诱发

山体滑坡。

同一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评估表明，许多家庭表达了“支

付意愿”（WTP）高达13个工作



粮食保障                

改变农作制度需要气候智能型
实践

环境等变化导致东雅鲁藏布江和

科西河流域的主食作物和经济作

物生产力下降。在印度河上游，

农民已经注意到主食作物产量下

降，而经济作物产量增加。目前

尚无萨尔温江-湄公河流域作物产

量变化的记录。

受到政府和私营企业的经济鼓

励，大部分农民由种植主食作物

转向种植经济作物。这使农户在

面临市场和价格的波动时更显脆

弱，可能会导致不能自给自足，

也可能潜在地破坏当地的生物多

样性。

在科西流域农村地区，高达40％
的男性移民至国内其他地区、或

者国外工作。女性则留守务农，

而决策权往往仍在外出务工的男

性手中。

赋权予妇女

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担负农业责任与挑战的女性

尼泊尔贫困和脆弱性评估的数据为男性移民务工的影响和农业女性化

作了新的诠释。在Khotang，女性为户主的家庭反映，在获取足够种

子和饲料方面，她们面临着比男性户主家庭更多的困难。但他们也反

映， 在解决家庭成员温饱方面， 两类家庭遇到的困难差不多。

对于女性为户主的家庭，丈夫务工挣来的汇款对缓解外出打工造成的

劳动力损失起到重要作用。根据Khotang的报告，81％接收汇款的女

户主家庭雇佣劳动力，而相比之下，只有53％的非受汇款家庭雇佣

劳动力。而接收汇款家庭多雇佣了42％以上的工人。研究表明，各国政府和组织可以

通过鼓励小规模农业的作物多样

化，从气候智能型的角度重新审

视经济作物种植和民生项目，鼓

励青年人传承和发展农作制度，

改善教育和知识共享网络，以加

强粮食保障。

 关键资源的获取能帮助女性找到减轻额外负担的方法。应该更多地

开发和推广女性友好型农业方法，包括改进农具、农技和移动推广

服务。此外，还应进一步探索提高妇女的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例

如复兴传统的妇女所有耕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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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和脆弱性评估
(PVA)
识别和评估兴都库什-喜马拉雅
地区的贫困和脆弱性情况

HICAP项目已经在四河流域收集了

8083户人家的调查数据。用多元生

计脆弱性指数（MLVI）对数据加以分

析。该MLVI指数采用多元生计衡量，

帮助确认和评估弱势家庭和社区。

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数据分析

已经开始。取得的初步结果如下：

雅鲁藏布江流域洪泛区的受访者估

计，2011年环境冲击导致的经济损

失大约为每户155美元。最严重的损

失在印度的Dhemaji。据报道，洪灾

和干旱导致每户经济损失达340美
元。

家庭上报数据显示，在四河流域，食

物平均来源为41％自产、51％商店

购买，只有8％来自粮食补贴和其他

渠道。这说明，项目方案应重点加强

农业和多元化的收入机会，而不仅仅

是粮食补贴。 

基于社区的洪水风险管理

印度阿萨姆邦雅鲁藏布江的子流域是基于社区的洪水预警系统

和灵活洪水管理计划的试验示范点。

Singora和Jiadhal河下游的42个社区安装了基于社区的洪水预警

系统，可向居民们发出洪水预警信号。据村民们估计，2013年
期间根据其中一个系统发出的预警信号，保护了价值3,300美
元牲畜和财物。

受过灵活洪水管理规划培训的协调员与社区合作，记录降雨和

温度数据，并创建洪水地图。



项目执行伙伴

孟加拉国
l	水文模型研究所（IWM）

中国
l	云南大学亚洲河流中心（AIRC）

l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CIB)
l	云南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中心

l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和资源研究所(IGSNRR)
l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山地生态系统

研究中心(KIB-CMES)
l	四川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l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妇女和发展研究中心

(YASS-WAD)

印度
l	Aaranyak，印度

l	德里印度理工学院(IIT)
l	班加罗尔印度科学院(IISc)

尼泊尔
l	环境和农业政策研究拓展中心 (CEAPRED)
l	科西受灾者协会，尼泊尔(KVS)
l	尼泊尔发展研究所(NDRI)
l	南亚环境经济联合会(SANDEE)
l	世界自然基金会-尼泊尔（WWF）
l	农业和自然管理妇女组织(WOCAN)

巴基斯坦
l	Aga Khan农村支持项目(AKRSP)
l	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IWMI)
l	巴基斯坦农业研究委员会(PARC)

l	世界自然基金会-巴基斯坦 (WWF)

国际
l	Bjerknes气候研究中心(BCCR)，挪威

l	未来之水(Futurewater)，荷兰

l	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海牙，荷兰

l	萨塞克斯大学，英国

由于诸如农业收入减少和男性外

出移民务工等因素， 很多土地

被荒废。同时，高海拔地区的农

民正在探索新的机会。随着温度

升高，以前只生长在低海拔地区

的农作物正不断向高海拔地区迁

移。

	 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正在开

展。PVA评估将有望成为一个功

能强大的工具，帮助政策制订和

实践，解决兴都库什-喜马拉雅

地区脆弱性和气候变化适应的相

关问题。

制订未来方向
HICAP将在这些结果的基础上，

参考目前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

面临的多种变化过程， 将项目活

动延续至2017年。在此期间，该

项目预计将产生更多基于实证的

知识，为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

复杂的变化过程提供多维度的理

解，以及切合各层次的政策和实

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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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关于HICAP的信息：

      hicap@icimod.org         www.icimod.org/hicap        /climateHKH         @climateHKH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衷心感谢其核心捐助者的支持：阿富汗，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不丹，中

国，印度，缅甸，尼泊尔，挪威，巴基斯坦，瑞士和英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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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 Box 3226, Kathmandu, Nepal  
电话 +977 1 5003222   电邮 info@icimod.org   网站 www.icimo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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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团队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和联合国环境署全球资源信
息数据库-阿伦达尔中心)

Nand Kishor Agrawal, Anne Solgaard,  
Iris Leikanger, Dhrupad Choudhury, Utsav Maden, 
Amy Sellmyer, Dharma R Maharjan, Punam Pradhan

图表 Riccardo Pravettoni 

照片 Jitendra R Bajracharya, Lawrence Hislop, 
Sundar Rai, Krisha Shrestha, and Alex Treadway

翻译：Haiya Zhang

HICAP设计了一套统一的科学框架，并应用于山地中心的

区域变化适应项目。该框架有助于研究方法和结论的条理

化，提供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一致

的科研成果。科学的框架提供了一种整体了解HICAP下各

项工作成果的方法。

HICAP由挪威和瑞典政府支持，是国际山地综合
发展中心（ICIMOD）, 联合国环境署全球资源
信息数据库-阿伦达尔中心(Grid-Arendal)和奥斯
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CICERO)和当地伙
伴联合开展的合作项目。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区域性气候变化适应
项目科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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