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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2018 年能源转型继续跌宕起伏的节奏，尽管德国继英国之后加入“退煤”的行列，但是不少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在解决电力供应的压力下加大了对煤电的投资；美国页岩气在发电部门排挤煤炭带来的碳排放减少

的效应由于甲烷泄漏的问题仍有争论；更多非国家主体加入由下至上的应对气候变化、减少化石能源消费的运

动中，尽管这一趋势在 9 月份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气候变化行动峰会上得以加强，但是 10 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发布的《IPCC 全球升温 1.5 ℃特别报告》再次警醒世人：世界主要碳排放大国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承

诺即使实现，仍远远不足于实现将温升控制在 1.5 ℃的理想目标。在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所设定的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挑战的新框架和新战略的背景下，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为目标的能源转型显得更加紧迫。

《磐之石能源评论 2018》所录文章不仅对以上重大议题有所评论，而且对公民行为方式转变的影响也进行

了讨论，例如在交通领域，日本、韩国的生态驾驶行为倡导政策如何有助于能效提升；在与百姓餐饮相关的用

能方面，怎样推动清洁烹饪来获得减排和健康的双重效益。本辑评论还收录了一篇文章，讨论在应对能源转型

方面处于“后来者”的医疗服务部门如何从系统性的角度思考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角色，从空调制冷能效提升入

手，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在减少碳排放方面主动发挥领导力。

磐之石贡献能源转型政策讨论已经进入第六年，这是连续第四年出版《磐之石能源评论》，我们期待本辑

所分享的文章能带给同仁更多的思考，促进能源转型政策交流和探讨在中国更透明和理性的展开。同时，希望

借此机会向始终关心我们的朋友及家人表达谢意，也向过去六年多与我们合作的一些伙伴表示诚挚感谢，他们

是自然之友，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阿拉善 SEE 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银杏基金会，美国国际无

害医疗组织，德国伯尔基金会（北京办公室），美国国家地理空气与水保护基金，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南

中国项目）和德国粮惠世界等。

赵昂

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2019 年 3 月 20 日



  Foreword

Energy transi�on con�nued to be a hot topic across the global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 discussion in 2018. Although 

Germany has joined the ranks of “coal phase-out” following the United Kingdom, many emerging econom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increased their investments in coal power under the pressure of stable power supply for both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poverty reduc�on. Due to methane leakage, the emission reduc�on effect of shale gas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ntroversial. More non-state actors are joining the bo�om-up movement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and reduce fossil energy consump�on. Although this trend was strengthened at the Global 

Climate Ac�on Summit (GCAS) in San Francisco in September, the report released in October by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tled "IPCC Global Warming 1.5 ° C Special Report" once again warned the world that 

even the current climate commitments of the world’ s major carbon emi�ers would be realized, it is s�ll far from 

achieving the ideal goal of controlling global average temperature rise by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no more than 1.5 ° C.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framework and new strategy for comba�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s set by the Paris 

Agreement, energy transi�on aimed at replacing fossil energy with renewable energy becomes even more urgent.

The ar�cles collected in the REEI Energy Review 2018 not only comment on the abovemen�oned major issues, but also 

discuss the impacts of ci�zen behavioral changes. For example, in the transport sector, how the policy advocacy of 

eco-driving behavior in Japan and Korea contributes to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in terms of energy consump�on 

for people’ s daily needs, how to promote clean cooking to achieve the co-benefits of emissions reduc�on and public 

health. This Review also includes an ar�cle on how the healthcare sector, which is a “latecomer” in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transi�on, thinks about its poten�al leadership role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nd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from a systemic perspec�ve, star�ng with the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air condi�oning, 

enhancing their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and ac�vely shi�ing energy use to renewables.

REEI’ s discussion on energy transi�on has entered the sixth year. This is the fourth consecu�ve year of publica�on of 

the "REEI Energy Review". We hope that the ar�cles shared in this Review will bring more thoughts to colleagues, and 

promote energy transi�on policy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to be more transparent and reasonable in China. At the 

same �me, we are here to express our gra�tude to our friends and families who have always cared and helped us, and 

we sincerely thank some of our partners who have worked with us for the past six years. They are Friends of Nature, 

China Associa�on for NGO Coopera�on, SEE Founda�on, Narada Founda�on, Ginkgo Founda�on, Healthcare Without 

Harm, Heinrich Boell Founda�on (Beijing Office), Na�onal Geographic Air & Water Conserva�on Fund,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and Bread for the World.

Zhao Ang

Director,

Rock Environment and Energy Ins�tute (REEI)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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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退煤”之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袁雅婷、林佳乔 

Summary
The German Coal Exit Commission’s proposal recommends an end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 by 2038, and 

assessing this option by 2032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adline could be brought forward to 2035. In 

addition, this proposal also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coal exit’s potential impact on 

Germany’s emissions reduction, supply security, power pr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al regions. The 

commission recommends “a systematic investment framework” that is capable of providing sufficient incentives 

for investing in new power plants to ensure energy security, since nuclear phase-out and coal phase-out will 

account for a large part of a power deficit issue. The coal exit is expected to accelerate the rise in power prices, 

hence “accompanying measures for limiting power prices” are required; and the future of coal regions would 

be more dependent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economic planning.

对于德国的能源转型来讲，2018 年可谓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已与燃煤发电占比基本持平，

都占到全国发电总量的 35.2％。这将很可能成为德国可再生电力反超煤电的拐点，而前段时间亮相的“ 退煤 ”时间表可以

说让这一判断更加确凿。

受德国政府委托的“ 退煤 ”委员会 (Coal Exit Commission) 负责制定如何让德国停止使用煤炭的计划，该委员会在

经过多方讨论历时半年之后，于 2019 年 1 月 26 日提交了最终的建议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提出联邦政府应该在

2038 年前全面放弃煤炭的使用，关闭全国所有燃煤电厂 1。这对于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并且实现德国 2020 年和

2030 年欧盟内气候目标来讲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

当然，用接下来不到 10 年的时间将本国能源结构中的煤炭使用全部退出，这对于德国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本

文将就退煤具体时间表、碳定价、能源安全、电力价格、经济发展等方面，对退煤委员会的报告中的建议进行展示和初步解读。

退煤时间表：最晚2038年，或可提前至2035年
德国的最后一个硬煤（hard coal）煤矿已经于 2018

年底关闭，这在 2007 年就已由州政府、工业界和工会达

成一致协议，纯粹是出于经济性的考虑。然而德国硬煤开

采的结束并未导致利用煤炭作为发电燃料的结束，因为德

国目前 21 吉瓦（GW）的硬煤发电站主要是从俄罗斯、美国、

南非等国家进口硬煤燃料来发电。2018 年，硬煤发电量占

德国总发电量的 13% 2。相比之下，褐煤（lignite）则主

要是依靠国内煤矿的开采，在此报告之前关于褐煤的开采

和使用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退出时间表。

退煤委员会的建议是关闭德国所有燃煤发电和供热设

施，其退煤时间表是于 2022 年将硬煤和褐煤发电装机容

量减少到 30 吉瓦左右；到 2030 年减少到 17 吉瓦；2038

年煤电正式退出德国能源系统。报告还指出预计会在

2023、2026 以及 2029 年对退煤路线图和实施措施进行

盘点，并于 2032 年进行评估来确定是否可以把退煤截止

期限提前至2035年。其他各国关于退煤政策的现状如下图，

明确退煤时间表的有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巴西、

南非和欧盟已经采取行动来减少煤的使用或者考虑开始退

煤计划，而产煤大国如俄罗斯和美国没有考虑退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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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投资框架体系”确保能源安全

  图 ：世界各国对于退煤政策的现状

尽管该退煤时间表受到部分环保组织、大多数研究者

和商业协会的赞赏，但是也有机构对于其最终的退出日期

提出异议，认为煤炭的淘汰速度过慢 , 比如绿色和平认为

2038 年这一退煤截止日期对于实现《巴黎协定》下基于

1.5℃全球温升控制目标来讲缺乏雄心，因此呼吁在 2030

年之前或者更早退煤；同时也特别批评报告中 2022 年之

后的计划含糊不清，并希望能明确 2030 年之前每一年的

燃煤电厂关闭计划。而德国第二大电力供应商 RWE 表示

2038 年退煤的期限太早。根据德国公共电视台（ZDF）对

1285 人的民意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三的德国民众认为快速

退煤十分重要。政策分析人士认为，退煤提案的实施既昂

贵又缓慢，但是一旦政府颁布法令，将有助于提高采矿区

域对于退煤的认可度，并积极规划好国家能源安全和受影

响地区的未来经济发展前景。企业界人士虽然赞同退煤计

划，但认为“ 过于仓促 ”的退煤可能导致电价上涨。以上

可见，各方对于退煤报告的态度是基本认可，但仍心存疑虑，

目前这一时间表的达成也明显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硬煤目前由于其较高的开采成本也并不是德国电力企

业青睐的，但是如果放弃使用褐煤，德国并没有太多的能

源替代选项。由于受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影响，德国政府已

经决定于 2022 年之前彻底放弃核电 3。所以此次德国弃用

煤电的建议日期的确定，将意味着德国需要更加快速地发

展可再生能源或其他替代方式，以弥补弃用核电和煤电带

来的缺口。

为确保电力和供暖的安全性，报告认为政府应根据未

来电力生产格局的变化优化能源安全监测机制，并建议对

能源系统进行一个持续的“ 压力测试 ”，包括评估新建电力

设施的经济可行性（尤其是对于天然气电厂）以及是否需

要对于储能设施投入更多资金。

此外，报告指出应确保国内市场的电力供应安全。如

果到 2030 年，没有足够的新建电力装机，建议政府应建

立一个“ 投资框架体系 ”，该体系能够为投资新建电厂提供

足够的经济激励；同时，应当尽量放宽对新建天然气电厂

的监管，因其会取代同一地点的燃煤电厂。

退煤计划预计会加速电价上涨
关于电力价格对于德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也是委员会的

讨论焦点之一。因为一旦德国开启弃用褐煤进程，电力价

格将势必被推高，这对于德国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居民消费

负担都将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报告也明确指出，由于燃料

成本和碳价的不断提高，德国未来几年的电价将继续会上

涨，尽管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能会对于平抑价格有帮助，

但总体来讲退煤计划可能会加速电价上涨进程。德国目前

已经拥有欧洲最高的电价，所以“ 限制电价的相应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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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煤区未来将更依赖于政府财政补贴和经济规划

对于保持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和降低德国商业和民用

电力消费者的“ 额外负担 ”是必要的。

该报告建议对电力消费端采用“ 补偿 ”机制，政府减

免 20 亿欧元的电网费用，但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

此外，德国电网的扩建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基民盟

经济委员会表示电力供应必须保持安全且负担得起，并且

必须加速电网的扩建。目前，德国 7700 公里的电网扩建

中仅有八分之一已经完工 4。

碳价上涨将影响电力结构改革进程
德国电力结构改革（由燃煤到天然气发电）将受到欧

盟 碳 配 额（EUA）价 格 上 涨 趋 势 的 影 响。 据 Carbon 

Tracker 的分析表明，碳价在 2019-2023 年之间将为 35 – 

40 欧元 / 吨，燃煤电厂将会被天然气电厂取代，因为后者

的单位发电量碳排放量要少得多 5。 这可以帮助德国实现其

能源转型政策下使用更低碳和清洁的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

目标。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褐煤和硬煤电厂的

固定运营和管理成本比燃气电厂高得多，可再生能源电厂

（如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运营成本几乎为零，而且不

需要负担未来可能更高的碳价，这就意味着发电成本越高

的电厂就越容易被市场淘汰。

此外，报告建议对于在 EU-ETS 未涵盖的行业也应该

考虑引入碳定价。因为这样才能让这些行业对于温室气体

减排做出更大的贡献，并激励 power-to-x 设施的发展

（power-to-x是指将电力转化为燃料、热能、动力等）。同时，

碳价应该按照“ 社会可接受的方式 ”进行设定。

退煤可能会对德国主要产煤区的整体经济形势带来巨

大的冲击。2018 年 12 月，德国停止了国内硬煤的开采，

但褐煤开采和发电部门仍直接雇佣了约 2 万人。包括对供

应商、其它相关企业的影响以及当地煤矿工人，委员会估

测大约有 6 万个工作岗位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褐煤的开采

和使用。据统计，由于硬煤开采的逐步废止，主要硬煤产

地如杜伊斯堡、盖尔森基或多特蒙德的失业率大约是 2018

年德国 5.2% 失业率的平均水平的两倍，导致受波及家庭

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依赖于国家补助金的支持生活。

报告指出，为了抵消退煤给区域经济以及整个国家工

业价值链带来的潜在影响，受影响地区将在未来 20 年内获

得约 400 亿欧元的的财政补贴，且这笔数额应在单独的联

邦法律中确定，这也对未来的政府具有约束力；同时，该

报告强调所有的资金都必须通过国家的预算提供，而不是

通过电价附加费。德国的煤炭开采地区应该“ 在未来仍然

是主要的能源区域 ”（新能源开发区），这意味着政府应该

支持这些地区开发创新技术，如电力储存或可再生能源电

力的发展。例如，该报告称在德国东部卢萨蒂亚矿区的燃

煤电厂应转变为“ 新一代工业园区 ”，重点关注可再生能源，

在该区域主要研究如何将可再生能源转变为长期可用的能

源载体。

结语
尽管德国退煤委员会的建议报告给出了具体的德国退煤时间表，但此后还需要经过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讨论，然后

提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实施计划，预计在 2019 年 4 月底，德国政府完成此次能源变革的法律框架制定。德国的能源

转型之路还很漫长，如果要实现欧盟内的碳减排目标以及《巴黎协定》下基于 1.5℃全球温升控制的更有雄心的气候目标，

德国目前的退煤时间表可能并不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当下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完善未来废弃矿区所需的配套政策和资

金，以缓解该地区最大经济体消失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并通过吸引企业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确保该地区未来的繁荣发展。

此外，可再生能源发电以及储能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开发和创新，以提高其国内能源消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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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German commission proposes coal exit by 2038, Clean Energy Wire, URL: 
h�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german-commission-proposes-coal-exit-2038.

2. Germany bids farewell to domes�c hard coal mining, Clean Energy Wire, URL: 
h�ps://www.cleanenergywire.org/news/germany-bids-farewell-domes�c-hard-coal-mining.

3. 境内最后一座硬煤矿正式关闭 德国能源转型并不轻松。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链接：
h�p://www.ce.cn/cysc/ny/gdxw/201901/09/t20190109_31212717.shtml.

4. Electricity prices could rise by 20 percent due to coal withdrawal, The Local Germany, URL: 
h�ps://www.thelocal.de/20190129/electricty-prices-could-rise-by-20-percent-due-to-coal-withdrawal.

5. Media Release, Carbon Tracker, URL: 
h�p://www.agefi.fr/sites/agefi.fr/files/fichiers/2018/08/carbon_tracker_ini�a�ve_carbon_countdown_cp_21_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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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乔

Summary
The year of 2018 can be seen as a landmark year during the German energy transition process.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accounted for the same proportion as coal-fired power, mainly because of the substantial 

expansion of solar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Additionally, Germany closed the last 

hard-coal mine at the end of 2018, under the context of German coal phase-out, 2018 should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German power supply to gradually end the use of coal. Additionally, the public expressed huge 

support for coal phase-out and look forward to faster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Although carbon 

emissions in 2018 were lower than the previous year due to some unsustainable factors (e.g. warm winter and 

economic impact), it is expected that Germany’s carbon emissions may rise again in 2019, therefore, the 

achievement of national 2020 climate commitment is still under huge pressure.

我们上一篇文章《德国的“ 退煤 ”之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 提到德国“ 退煤 ”委员会于 2019 年 1 月底向德国联邦

政府提交了退煤报告最终版，并建议德国在 2038 年前关闭全国所有燃煤电厂。德国能坚定退煤之路的一个前提就是近些

年国家能源转型策略取得的进展，2018 年可以称作是德国能源转型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首次与煤电占比持平，并且关闭了最后一座硬煤煤矿。本文将根据德国能源研究智库（Agora Energiewende）的分析结

果 2，对 2018 年德国能源转型取得的进展进行简要的回顾和解读。 

2018 德国可再生能源取得突破性进展，气候
目标实现仍面临巨大压力

能源消费：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显著下降
自 1990 年以来，2018 年是德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最

低的一年，比上一年下降了 5％，主要是由于冬季气温较

高带来的供热能耗减少，以及高耗能产业受经济影响带来

的能源消费量降低。其中，非可再生能源（除了褐煤）消

费占比都有所减少，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较去年增加一个

百分点，达到 14%。电力消费总量在 2018 年几乎与上一

年保持不变，发电总量较 2017 年相比略有下降。

煤炭：硬煤面临加速淘汰，褐煤占比稳定
硬煤正在被逐渐挤出德国的能源结构体系，在 2018

年已经跌至 194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现在仅占一次能源

消费总量的 10％。因此，2018 年不仅是德国硬煤开采终

结的年份，在退煤的大背景下，这一年也应该是德国电力

供应将逐渐淘汰硬煤的一个起点。褐煤的情况不同，发电

占比与上一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占德国发电总量的

22.5％。

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创新高
可再生能源发电在 2018 年占德国发电总量的 35.2％，

这与煤电（硬煤和褐煤）占比相同（如图）。同时，可再生

能源在电力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也与煤电持平，同为 38.2％。

可再生能源这两个创纪录的数字主要是来自于最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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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目标：尽管碳排放逐年减少，气候目标仍面临巨大压力
德国 2018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上一年降低 5.7％，

约 5100 万吨，使该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 1990 年水平

低 31.7％；其中，由于硬煤发电量的减少，电力部门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如此，

预计 2019 年的碳排放量可能会再次迅速上升，因为 2018

年排放量的降低主要是来自于一次能源消费减少以及采暖

和交通能耗的降低；然而，这些趋势不太可能持续，因其

主要原因是暖冬和经济活动的影响，而不是气候变化方面

工作的加强。 因此，政府 2020 年减排 40％的目标仍然难

以实现。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大幅扩张。风力发电量虽然也有所增加，

但 2018 年风电发展进程比前几年明显放缓，主要是由于

风力水平的降低和新增装机增速放缓，这些都抑制了风电

占比的增长。

  图 ： 2 0 1 8 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占比

来源：AG Energiebilanzen (2018)

电价：受碳价影响，电价小幅上涨
由于二氧化碳价格上涨并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年

均价格为每吨 15 欧元，电价也因此有所上涨。此外，由于

碳价升高，新建燃气电厂比已有燃煤电厂更有竞争力，因

为其发电成本较低。同时，这一年也迎来了第一份没有可

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的风电采购合同。以上可见，更高的碳

价对于电力系统的低碳化带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民众态度：支持退煤，期待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民众对于能源转型的态度在 2018 年有显著的变化，

只有 35％的受访者对于德国能源转型进程表示满意，这一

比例在 2015 年时曾高达 44%。此外对于可再生能源在

2018 年的发展，58% 的受访者表示发展太慢了，这一比

例在 2015 年时为 50%。此外，超过 85% 的民众希望减少

煤炭的使用，这与最近的德国关于退煤的讨论应该有很大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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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展望2019年：可再生能源发展或将放缓，气候政策亟待破局
从能源消费来看，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继 2018 年急剧

下降之后，2019 年增加的可能性更大，因为 2018 年的特

殊因素如暖冬和经济因素等可能不会存在。电力消费总量

预计在 2019 年将维持过去两年的水平保持不变。

预计由于审批的延迟，风电建设在 2019 年将放缓。

尽管光伏建设在趋于好转，但新增装机仍不足以实现政府

的 能 源 转 型 和 气 候 变 化 目 标，而 且 光 伏 补 贴 的 上 限

（52GW）将至，如果限额保持不变，那接下来两年太阳能

的扩张将可能陷入停滞。煤电厂将继续减量之路，两个褐

煤发电厂在 2019 年将转为备用电厂，几个硬煤发电厂也

将面临到期关闭。同时，菲利普斯堡 2 号核电站（1GW）

也将在年底前按计划关闭，2019 年的核电发电量将大致保

持不变。

在能源和气候政策方面，德国在 2019 年将有两大看点，一是《气候保护法》，预计在年底前颁布；二是退煤委员会

的退煤建议报告，二者可谓是德国实现 2020 年和 2030 年气候目标的关键。最近几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态称“ 如果

退煤是德国想要达成的，则需要德国上下付出‘巨大的努力’，否则如果继续目前的发展速度尤其是进展缓慢的电网扩展，

那么退煤目标终将失败 ”。然而，默克尔并没有谈到退煤作为能源转型的关键一步，与经济发展、就业以及能源价格等问

题如何调和。2019 年，我中心将密切关注德国能源转型中这些不可避免和忽视的问题，为大家提供及时的分析和报告。

注释：

1. 《德国的 “退煤 ”之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Link：h�ps://mp.weixin.qq.com/s/v4YWRo8b2W275cMBVqBWQQ.

2.  The Energy Transi�on in the Power Sector: State of Affairs in 2018 A review of the major developments of 2018, including an outlook for 2019. Link: 
h�ps://www.agora-energiewende.de/en/publica�ons/die-energiewende-im-stromsektor-stand-der-dinge-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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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昂

Summary
Natural gas/shale gas is a relatively low-carbon fossil energy when compared to coal,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tire natural gas supply chain, methane leakage is the largest factor affecting GHG emissions coming 

from natural gas and shale gas. Hence, controlling the methane leakage rate of shale gas has a major impact on 

“coal-to-gas,”which is a short- and medium-term strategy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A paper 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academic journal “Science” argues that the US EPA underestimates the rate of methane leakage in 

natural gas utiliza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EPA does not fully consider the impact of events with low 

incidence, but huge methane leakage (e.g. the wellhead operation is out of order or the valve is not closed 

normally). Therefore, while recognizing the role of coal-to-gas in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control and reduce the rate of methane leakage in terms of policy 

incentives and technical means.

用天然气替代煤炭来发电或者供热被认为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为有效和迅速的方式。美国过去十年页岩气（非传统

天然气）的蓬勃发展、进而替代煤炭，是导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减少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过高比例，

改善空气质量，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国也在采取各种举措增加天然气的消费，一方面加大国内开采天然气和页岩气的力度，

另一方面，更多进口液化天然气，从美国进口页岩气也在考虑和计划之中。仅在燃烧阶段，天然气和页岩气替代煤炭，有

很显著的温室气体减排效应。产生同等热量，煤炭燃烧排放的温室气体是天然气的 1.8 倍 1。

研究对煤改气的中短期气候减缓效应提出警醒 

煤改气的气候减缓效应是有条件的
然而从开采、运输和使用的整个供应链来看（甲烷泄

漏主要分布在开采、收集、加工以及传输和储存等环节），

甲烷泄漏成为影响天然气和页岩气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

因素。笔者在《磐石能源评论 2016》中曾撰文分析了美国

页岩气开发过程中甲烷泄漏的风险问题 2，依据美国页岩气

开发的数据（主要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 EIA）用案例

分析的方式得出以下结论：以在整个供应链上的累计温室

气体排放为参照，在 20 年尺度内（在这一时期内甲烷的全

球变暖的影响潜力是二氧化碳的 84 倍）3，当页岩气的泄

漏率达到 2.4% 时，页岩气替代煤炭没有温室气体减排的

效果；在 100 年尺度内（在这一时期内甲烷的全球变暖的

影响潜力是二氧化碳的 28 倍）4，当页岩气的泄漏率达到

7.2% 时，用页岩气替代煤炭没有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 

由此来看，控制页岩气的甲烷泄漏率对于煤改气这项

应对气候变化的中短期策略具有重大影响，否则，仅从减

少温室气体的角度来看，煤改气并不能有效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

美国EPA低估了天然气利用中的甲烷泄漏率
近年来，关于美国页岩气的甲烷泄漏率的研究很多，

多数研究结论指出，目前甲烷泄漏的水平并未影响到煤改

气的合理性，但是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即美国环保署 (EPA)

在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时所使用的甲烷泄漏率是否更接

近事实。在美国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5，用

Meta-Analysis 的方法、借助统计学工具系统性的综述了

已有的关于美国天然气从开采到使用的整个供应链过程中

甲烷泄漏的研究，文章对天然气甲烷泄露率的估值约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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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估的原因在哪里?

比 EPA 的估值高大约 60%。这一研究结果对于仍在持续增

长的美国页岩气工业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作用有重要

意义，如果泄漏率不能迅速降低，随着页岩气开采的增加，

从排放绝对量来看，泄漏的甲烷的气候变化影响会逐渐膨

胀。论文指出，按照 2.3% 的泄漏率来计算，如果评价 20

年尺度内的全球变暖影响潜力，美国天然气和页岩气开采

中所泄漏的甲烷的气候变化影响已经超过了 2015 年煤炭

总消费量所对应的气候变化影响。 

如果细分天然气供应链中的甲烷泄漏阶段，这篇论文

的估值与 EPA 的估值差别幅度最大的在开采／生产环节，

论文的估值要比 EPA 的估值高出 117%6。为什么差这么多

呢？分析这个差距的原因也有助于找到降低甲烷泄漏率的

方法。 

天然气和页岩气开采在美国是投资来源广、竞争者众

多的市场，全国有几十万口天然气和页岩气井在服役，要

充分、及时掌握这些开采现场的甲烷泄漏情况是个很大的

困难。论文作者指出，EPA 没有在估算中充分考虑到那些

发生率虽然低，但甲烷泄漏量巨大的事件的影响，如井口

操作故障或运转失灵等，甚至是阀门没有正常关闭的小失

误，这些都会产生巨大的甲烷泄漏量。

利用新的甲烷探测技术（如甲烷传感器卫星）对甲烷

泄漏进行全天候 24 小时监测和跟踪，第一时间找到异常泄

漏的井口，及时干预，从而可以有效控制上述所谓发生几

率低、但影响大的泄漏事件。当然，也可以邀请公众参与，

请环保组织和社区居民参与到有效监测甲烷泄漏的行动中。

结语
与煤炭相比，天然气／页岩气是相对低碳的化石能源，但是天然气利用过程中的甲烷泄漏问题会影响这一判断是否始

终成立。本文所介绍的一项新研究指出，目前美国天然气开发中的甲烷泄漏要比监管者估测的高出 60% 之多，由于天然

气在美国能源结构中占比举足轻重，泄漏的甲烷总量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 2015 年煤炭总消费所对应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显然，这项研究是一重要的提醒，在认可煤改气带来的气候减缓的作用的同时，也应该在政策激励和技术

手段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控制和降低甲烷泄漏率。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更

高的天然气产出。这可谓是一项经济收益和环境效益双赢的有效措施。正如国际能源署的一份报告指出的，7 全球范围内，

在石油和天然气利用中降低 40-50% 的甲烷泄漏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会达到持平的状态。因此可以说，减少甲烷泄漏是气

候减缓行动中最为成本有效的策略和行动之一。 

注释：

1.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Coefficients.” Energy Informa�on Administra�on. 链接：
h�ps://www.eia.gov/environment/emissions/co2_vol_mass.cfm.

2. 页岩气开发的气候变化影响：甲烷泄漏的风险 . 赵昂 . 《磐石能源评论 2016-能源转型问题系列分析》。

3. 全球变暖影响潜力数据来自 2014 年出版的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链接：
https://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5/wg1/WG1AR5_Chapter08_FINAL.pdf.

4. 同上

5.  Alvarez, Ramón A., Daniel Zavala-Araiza, David R. Lyon, David T. Allen, Zachary R.Barkley, Adam R. Brandt, Kenneth J. Davis, et al. 2018. “Assessment 
of Methane Emissions from the U.S. Oil and Gas Supply Chain.” Science,June, eaar7204. h�ps://doi.org/10.1126/science.aar7204.

6. Understanding a New Study on Oil and Gas Methane Emissions. Daniel Raimi and Gloria Aldana.RFF Blog Post. 链接：
h�p://www.rff.org/blog/2018/understanding-new-study-oil-and-gas-methane-emissions.

7. Energy Snapshot. Interna�onal Energy Agency. 链接：
h�ps://www.iea.org/newsroom/energysnapshots/marginal-abatement-cost-curve-for-oil-and-gas-methane-related-emiss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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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雅婷、赵昂、林佳乔

Summa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opted a top-down approach when it first responded to the problem of emissions 

reductions in the transport sector. However, the government has not yet announced that the emission control 

targets of China’s transport and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still can be improved, so we cannot 

ignore the contribution of individual behavior changes to emissions reduction. The “Weekly No Driving Day” 

program in Seoul and the “Eco-driving” promoted by Japa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s transport sector. Among them, “Weekly No Driving Day” relies on 

government-led incentives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le “Eco-driving” informs 

people how much their driving behavior changes can reduce their fuel consumption and fuel costs. In this way, 

their direct perception of “Eco-driving” is linked to their economic interests, 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如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交通部门日益严峻的挑战。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14 年交通部门产生的 CO2 占全球因

燃料燃烧所排放的 CO2 总量的 20.4%1。更令人担忧的是，交通运输是化石燃料使用增长最快的部门，也是增长最快的

CO2 排放源。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交通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正在迅速增加。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全国私人汽车保有量的攀升，道路交通部门能源消耗占总能耗的比重增长明显。其中私人汽车产生的 CO2 排放量

从 1980 年的 180 万吨增加到 2010 年的 2.11 亿吨，占交通部门碳排放量的比例从 3% 增加到 24%2。截至去年 9 月底，

全国汽车保有量为 2.35 亿辆，比 2017 年底增加了 0.18 亿辆 3。

目前，我国交通领域的低碳政策措施主要分为两种：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前者主要包括一些法规和制度，例如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机动车限号限行措施等；后者包括燃油税和节能环保汽车税收优惠政策等。作为气候变化影

响的直接受害者，公众对于环境保护和个人健康利益的意识逐渐觉醒，意识到 CO2 减排行动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实现

CO2 减排需要公众的积极、普遍参与，公众便会从自身开始进行低碳减排的个人行为。对于交通领域来说，公众行为直接

影响道路拥堵程度，越拥堵能耗越大，CO2 排放量越多；而公众选择绿色出行（比如公交、骑自行车或步行）还是选择个

体交通工具出行，直接影响节能和减排。如今，我国有关鼓励和促进民众参与绿色交通的活动较少，而韩国和日本在推广

民众绿色出行方面做的比较出色，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将分别介绍首尔和东京在交通领域促进公众减排行为的措施，

来探讨改变公众日常驾驶行为对于交通部门节能减排的影响。

驾驶行为改变与交通部门碳减排：首尔和东京的经验 

韩国首尔的“每周无驾驶日”（Weekly No Driving Day）计划
公众自愿参加该计划，每周选择一天（周一至周五

7am-10pm）作为非驾驶日。公共组织和私营公司会为参

与者提供激励措施，例如，汽油折扣，拥堵费 50% 折扣，

公共停车费折扣和免费洗车等。为了鼓励参与者尽可能多

地参加，那些每年只参加三次该计划的参与者将被取消或

减少他们的奖励。

参与者在网站 www.no-driving.seoul.go.kr 上注册并

选择不开车的工作日，会获得挡风玻璃和后窗玻璃的电子

标签（e-tag），这样便于通过射频识别监测系统来验证其

合规性，并确保参与者已注册且有资格获得该计划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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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无驾驶日 ”计划正在改善首尔市的空气质量、

道路拥堵和节能。每年约有 200 万辆汽车参与该计划，道

路交通量减少了 3.7%，CO2 排放量减少了 10%（相当于

每年减少了 200 万吨的 CO2）并每年可节省 5000 万美元

的燃料成本 4。相比之下，我国的“ 无车日 ”活动（每年的

9 月 22 日）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中城市陆续发展

了十多年，但现在逐渐变成一种“形式”。政府宣传“无车日”

的目的是为了让交通不那么拥堵，空气不那么污浊，而由

于无车日当天各个城市的部分区域进行交通限行，有车族

需要绕行，更改以往的线路，导致周围马路上的汽车比平

时还要多，道路交通比平时更加拥堵。“ 无车日 ”无任何激

励措施，且我国的公共交通体系并不像首尔市那么无缝衔

接，目前建设尚不完善，无法引导更多的人加入“ 无车日 ” 

减排行动中。

从首尔“ 每周无驾驶日 ”计划的经验来看，不可能光

靠一个特定的“ 无车日 ”就能扭转一个城市的交通状况和

空气质量改善。在不断完善城市交通体系建设的同时，我

国也可采取类似做法，让市民自由选择某个工作日不驾驶

汽车，而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并提供针对参与者的激励措

施来适当减少交通部门二氧化碳的绝对排放量或者增长速

度。

日本的“生态驾驶”（Eco-driving）推广
考虑到目前我国尚不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对于

“ 职住不平衡 ”（就业者居住在离他们工作地较远的地方，

例如市内上班却在郊区居住）的上班族来说，选择更加绿

色的出行方式并不理想；此外，购买一辆更加节能高效的

汽车需要额外的花费，而且一年中被高效汽车替代的老旧

车辆占车辆保有量的比例很小；而像拼车这种减少车辆行

驶里程数的方法，只在高密度社区比较适用。而把当前的

驾驶风格更改为生态驾驶被认为是最有效、最适合公众低

碳减排的方法，因为生态驾驶属于对公众日常驾驶行为的

一些扭转和意识的一些转变，通过改变自身驾驶的一些小

习惯来促进节能减排。

生态驾驶主要是号召人们改善日常的驾驶技巧来减少

油耗和碳排放。日本政府推广生态驾驶已经十多年了，并

设定每年 11 月为“ 生态驾驶月 ”，已经具有较为系统的方

法，两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1. 教育和培训

为了提高公众对于生态驾驶的认知，政府会组织一些

教育和培训工作。日本推出了“ 生态驾驶十法（Ten Tips）”，

包括出行前、行驶中和日常汽车保养等，并在各种国际会

议和交流会上进行宣传推广。

关于利用生态驾驶节能减排的有效性研究，日本学者

做 过 效 果 评 估，生 态 驾 驶 减 少 了 日 本 燃 油 消 耗 的

10%-20%，这与 CO2 排放成正比 5。国外其他经验研究

（3 年为应用评估周期）表明生态驾驶可以降低 5%-10%

的 车 辆 燃 油 消 耗，如 果 应 用 的 好，甚 至 可 以 达 到

20%-40% 的显著效果 6。

 表 1 .  日 本“生态驾驶十法”的具体内容

所采取的措施 对燃油效率的影响

1. 缓慢加速

2. 保持匀速并保持
安全距离

5秒内提速至 20km/h 会提高 10%
的燃油效率

尾随前车距离太近会导致不必要
的加速或减速，降低 2%（城市
交通）和 6%（郊区交通）的燃
油效率

3. 提前减速、刹车 提前意识到需要减速时松开油门
会停止燃料供应，从而使燃油效
率提高 2%

4. 适当使用车内空
调

在室内、外温差较小时，持续打
开车内空调会减少 12%的燃油效
率

5. 不要预热或空转
发动机

发动机空转 10 分钟（空调关闭）
会浪费 130ml 的燃料

6. 规划行程来避免
拥堵路线

1小时行程内有 10 分钟不必要的
驾驶会降低 17%的燃料效率

7. 经常检查轮胎的
气压

若轮胎气压低于 50 kPA，降低
2%（城市交通）和 4%（郊区交通）
的燃油效率

8. 减少车内载重 100 kg 不必要的车内负载重量会
降低 3%的燃油效率

9. 遵守停车规则制
度

违法或不明智的沿街停车会导致
交通堵塞，从而使得排放增加

10. 检查燃油效率
监控设备上的读数

通过查看监控燃油效率的车载设
备，了解自己采用生态驾驶技巧
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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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市场激励手段

日本政府会利用市场的激励手段来推广生态驾驶，如

货车的生态驾驶管理体系。通过政府或者基金会的资助，

在货车上安装对于生态驾驶的驾驶行为可以记录、评估和

监测的车载装置，然后对货车司机的驾驶行为进行总结和

相应的指导，并提供生态驾驶的培训课程。根据日本国土

交通省的统计，货车生态驾驶管理体系可使油耗平均下降

26.3%。生态驾驶除了提高燃油效率，还减少了道路交通

的事故发生。日本 11 家交通公司 1310 辆货车经过一年的

生态驾驶计划的实施，减少了 49% 的交通事故发生 7。

日本由国土交通省设立了一个促进委员会（制定了

Ten Tips）专门来推广生态驾驶的机构，相反，我国对于

生态驾驶的研究与应用刚刚起步，且目前的宣传应用效果

十分有限。《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将“ 停车三分钟以

上应熄火 ”纳入立法，并于 2014 年开始实施，但是由于

没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多伦多和香港

都对停车时空转引擎有相应的罚款措施。处罚是一种很重

要的宣传手段，但是其本身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唤起大家对

于停车熄火的重视和对于环保的意识，或者是消除之前的

一些误解，因为有人会认为开关发动机会对发动机有损耗

或者油耗更大。

对于政府来说，生态驾驶实施起来风险比较小，且投

入少，效果好；对于驾驶者来说，尤其是职业驾驶员（比如，

货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油耗在日常支出中占比较大，对

经济效益有直接的影响，通过日常很小的驾驶习惯的改变，

就可以节省其燃油成本。由于目前我国民众对于生态驾驶

的普及度不高，而且更改一个较为根深蒂固的驾车习惯还

是有一定的难度，除了利用多种媒体或宣讲会对生态驾驶

进行教育宣传，政府可以采用科技的手段，在车内安装反

馈装备来提供准确的燃油消耗的信息，使驾驶者们知道自

己哪些驾驶习惯耗油较大，哪些驾驶行为比较省油。行为

理论强调，除非人们看到或感受到自己行为所产生的结果，

最好是立即产生且可持续的后果，他们才会很长一段时间

内保持这个行为。经验表明，一个没有反馈信息的生态驾

驶计划会增加 5% 的燃油效率；而如果有反馈信息的话，

燃油效率会加倍提高 8。此外，政府可以把生态驾驶强制纳

入驾驶员培训课程里，或者采取非强制手段，如对于完成

认证的生态驾驶培训课的驾驶员提供安装车载反馈装备的

部分成本支持。

结语
虽然我国政府在最初应对交通减排问题时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从设定法规和制度（比如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标准等）到实施经济措施（比如燃油税等），但是我国交通部门目前正面临严峻的碳排放持续增长问题，国家尚未出台交通

部门控排目标，而且我国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尚不完善，道路建设主要是为了方便机动车行驶。因此我们不能忽略个体行为

的改变对 CO2 减排的贡献，政府可以推广自下而上的方法来减少交通部门的碳排放量。公众出行方式或者驾驶习惯对交通

部门的节能减排有直接且巨大的影响，首尔的“ 每周无驾驶日 ”计划和日本大力推广的生态驾驶对于我国交通领域节能减

排都具有借鉴意义。首尔的“ 每周无驾驶日 ”计划主要是依靠政府主导的激励措施来提升公众对于环保的意识，从民众角

度来看，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 生态驾驶 ”虽然也有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广，但它通过把民众驾驶行

为改变所减少的燃油率量化，告知民众他们自己的驾驶行为改变可以为自己减少多少的燃油消耗和燃油成本。这样一来，

民众对于“ 生态驾驶 ”的直接认知是节省油耗和节省燃油成本支出，与其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更利于该减排措施的实施。

从实施条件和节能潜力来看，生态驾驶的成本较低、减排效果更快，且与公众日常关心的油耗花费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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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CO2 emissions from transport (% of total fuel combus�on), The World Bank, URL: h�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CO2.TRAN.ZS.

2. 交通出行需求对碳排放的影响及贡献，王宇飞，李惠民，齐晔，生态经济第 32 卷第 9期，p32,

URL: http://www.doc88.com/p-9863115187185.html.

3. 第三季度机动车和驾驶人保持平稳增长：我国机动车驾驶人突破四亿，人民公安报，URL：
http://www.mps.gov.cn/n2254098/n4904352/c6282445/content.html.

4. Seoul Car-Free Days Have Reduced CO2 Emissions By 10% Annually, C40 CITIES, URL: 
https://www.c40.org/case_studies/seoul-car-free-days-have-reduced-co2-emissions-by-10-annually.

5.  How does driving behavior change when following an eco-driving car, Ryosuke Ando, Yasuhide Nishihori,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URL: h�ps://core.ac.uk/download/pdf/81126038.pdf.

6. Eco-driving scoping study, Luther. R, Bass P., AA research Founda�on, URL: 
h�ps://www.aa.co.nz/assets/about/Research-Founda�on/Ecodrive/TERNZ-Eco-Driving-Report.pdf?m=1328564560%22%20class=%22type:%7Bpdf%7
D%20size:%7B891%20KB%7D%20file.

7. CO2 Emissions Reduc�on in Japan’ s Road Transport Sector, JAMA, COP22 Side Event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Global Warming Problems of the 
Transport Sector in Japan”, URL: h�ps://www.env.go.jp/earth/cop/cop22/common/pdf/event/17/04_presenta�on2.pdf.

8. Eco-driving:An overlooked climate change ini�a�ve, Jack N. Barkenbus, Energy Policy, URL: 
h�ps://law.vanderbilt.edu/files/archive/ecodriving-pu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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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昂、潘小川

Summary
The 24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P24) 

was held in Katowice, Poland, in December 2018. During its two-week side-event and press conferen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human healt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ore and more participants. 

The “Asia-Pacific Air Pollution: Science-based Solutions Report”, relea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the Asia-Pacific Clean Air Partnership Project, and the Clean Air Alliance before the conference, 

pointed out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measures are the shifts from cooking styles that rely on traditional biomass 

and coal to clean energy cooking styles including modern biomass, which would greatly reduce the population 

exposed to indoor air pollution in the region. By achieving the goal of using clean fuels in cooking, not only do 

contemporary people directly benefit from health benefits, but they also reduce emissions and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and indirectly benefi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2018 年 12 月于波兰 Katowice 召开的第 24 届《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24）完成了包

括自主贡献、减缓和适应的资金和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

度等机制和规则在内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在

持续两周涉及各种议题的边会和新闻发布会的讨论中，气

候变化（如极端天气增多）对人类公共健康的不良影响，

受到越来越多与会者的关注。例如，笔者参加的世界卫生

组织（WHO）召开的主题为“ 健康和气候变化特别报告 ”

的研讨有近三百人参加。

由于健康影响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评价气候变化作为

一个重大的系统性影响因素如何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的确

需要长期和深入的科学观察和分析。尽管如此，在审视导

致气候变化的因素和造成公共健康问题的原因时，我们还

是很容易看到减缓气候变化和应对公共健康挑战二者之间

的一致性。在这一点上，在交通和电力领域内化石能源的

广泛使用不但加速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变化，而且也

在本地和区域范围内造成持久而严重的空气污染，进而直

接影响公共健康。

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空气污染导致的公

共健康危机是政府决策者日常面临的棘手挑战之一，无论

是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有所起色的中国，还是正被灰霾天

气频发备受折磨的印度，决策者都在预算和政策的约束下

想尽各种办法解决这一可谓目前全球公共健康领域最大的

危机。

在此次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由联合国环境署、亚

太清洁空气伙伴项目和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在 2018 年 11

月联合发布了《亚太地区空气污染：基于科学的解决方案》

报告 1，为空气污染暴露人口最多的亚太地区提出了一揽子

解决方案。从最大程度减少空气污染暴露人口的角度来看，

未来要实施的政策中，效果潜力最大的措施是从依赖传统

生物质能和煤炭的烹饪方式转变到使用包括现代生物质能

在内的清洁能源的烹饪方式（见报告 Figure2.4)，而仅这

一项改变，将极大的减少本地区暴露于室内空气污染的人

口，2015 年亚太地区受室内空气污染影响的人口有 17 亿，

如果有效实现烹饪用能的清洁化，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

减少到 4 亿。（见报告 Figure2.6，如下图所示）。当然，这

一改变还结合了其他 24 项政策方案的有效作用。

民以灶为天：清洁烹饪如何带来双重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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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太地区空气污染：基于科学的解决方案》报告

目前，全球每年有近七百万人的死亡是与室内和室外

空气污染有关的 2，如此巨大的公共健康负担在未来仍可能

继续加重，因为这一负担的主要承担者——发展中国家，

仍可能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因此必须尽快、

尽力来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从人们每日活动的特点来看（绝

大多数时间是在室内），通过实现在烹饪中使用清洁燃料这

一目标，不仅当代人在健康收益上直接受益，而且也通过

减少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令未来世代的人口间接受益。

注释：
1.  Air Pollu�on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cience-based Solu�ons. Link: 
h�p://www.ccacoali�on.org/en/resources/air-pollu�on-asia-and-pacific-science-based-solu�ons.

2. COP24 Special Report on Climate and Health. Link: https://www.who.int/globalchan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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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昂

Summary
Cooling demand involves a variety of industries, from food to medical care, fr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biomedicine.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progress, the demand for cooling in the next 30-50 

years will continue to grow rapidly. The annual glob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cooling are equivalent to 

the total carbon emissions of Japan, about 1.13 billion tons. Among many public buildings, hospitals consume 

twice as much energy per unit area as general public buildings, with the largest share of energy consumption 

coming from air-conditioning systems for cooling. Meeting the important needs of medical services in terms of 

cooling, while also taking measures to improve cooling efficiency for reducing cooling-related carbon emissions 

are issues that stakeholders cannot ignore.

从 2004 年中国环保 NGO 联合发起 26 度空调行动 1，

到 2018 年波兰卡托维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4）

上部分环保 NGO 发起绿色制冷倡议 2，公民社会组织在促

进更有效满足用冷需求的同时推动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

落实方面，持续发挥着更有价值的作用。 

制冷需求主要包括建筑室内制冷（家庭、商业设施、

办公楼、工厂厂房等）、固定式冷藏制冷（如冰箱、冷库和

数据中心等）和移动式制冷（汽车空调和运输冷藏设备等）

三大类。这三类中，耗能占比最大的还是用于空间制冷 3 的

空调系统。 

制冷需求涉及各种行业，从食品到医疗，从信息技术

到生物医药，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未来 30-50 年

的制冷需求仍会快速增长（以印度、中国和印尼为领头羊），

空调系统的电力消耗也会水涨船高，特别是用于家庭和数

据中心的空调的耗能水平增长会较快。

国际能源署 (IEA) 的《制冷的未来》报告指出 4，到

2016 年全球在用空调达到 16 亿台，年耗电 2 万亿千瓦时，

与建筑相关的电力消耗有五分之一用于空间制冷。 

每年全球来自制冷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日本一个国

家的碳排放总量，约 11.3 亿吨。如果不采取更为积极的改

进制冷效率的举措，仅将当前的政策考虑在内，报告预测

到 2050 年，满足全球制冷需求的电力消耗会达到 6.2 万亿

千瓦时。如果采取新的措施提高制冷效率，伴随电力系统

的低碳化发展，那么满足同样的制冷需求，到 2050 年全

球来自制冷的碳排放仅有 1.5 亿吨。

在众多公共建筑中，医院单位面积耗能是一般公共建

筑的两倍，其中能耗占比最大的来自用于制冷的空调系

统。《全球医院制冷的气候影响》报告估测 5，目前全球医

院一年用于空间制冷、制冷性通风和冰箱制冷所排放的二

氧化碳达到 3.65 亿吨。如果按照国家来看，报告估算一年

全国医院制冷的碳排放前四位为：中国（8500 万吨）、美

国（5500 万吨）、印度（2500 万吨）、日本（1500 万吨）

和巴西（1500 万吨）。随着医疗服务水平的改进，除美国

和日本之外的三个新兴经济体在医院制冷需求方面仍会显

著增长。 

取冷有方：医院为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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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既要满足医疗服务在制冷方面的重要需求，又要

采取措施提高制冷效率，降低制冷相关的碳排放，这是利

益相关者不可忽视的议题。笔者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

环保组织正在通过网络建设、经验分享、标准更新和政策

研讨等方式积极推动制冷行业的气候承诺和行动，以医院

为主体的医疗部门是实现制冷行业碳减排的关键参与者之

一，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在 2019-2020 年也将参与

到这一实际行动当中，与一些试点医院一起努力，通过空

调系统的能源审计和改造来呈现医疗部门实施低碳战略的

可行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力，吸引更多的医院走到政

策约束或改变之前，成为用行动落实应对气候变化意愿和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先行者。

注释：
1.  此次行动旨在倡导政府、商业公共建筑和居民住宅建筑采取志愿行动（将夏季室内温度设定在 26摄氏度）提高空调使用的能效，缓解
夏季用冷高峰电网负荷压力，从而达到减少空调系统的用电需求、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2. 中国NGO绿色制冷倡议是 Kigali 制冷效率项目支持下的全球行动中的中国部分。关于这个项目的详细内容可以参考其官方网站：
https://www.k-cep.org.

3. 即使用电扇或者空调系统来达到控制室内温度的目的。

4. TheFuture of Cooling: opportunities for energy -efficient air conditioning. IEA. 链接：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The_Future_of_Cooling.pdf.

5. GlobalClimate Impact from Hospital Cooling. Hovland Consulting LLC & Health CareWithout Harm. October 2018. 链接：

https://www.k-cep.org/hospital-cooling-report/.

图 1：全球医院制冷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

来源：https://www.k-cep.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Kigali_CEP_GlobalHospitalCooling_10241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