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和经济社会活动持续升级，我国大气环境质量形势严峻。在多年实施

工业与能源结构调整、节能措施及技术升级改造、工业排放从严控制之后，传统工业行业污染

物及温室气体排放量将逐渐趋于稳定。而近年来，我国交通行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期，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消费结构升级，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

交通需求量仍会上涨，来自交通部门的能耗和排放压力会呈现上升趋势。因此，交通领域的减

排控排措施对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将会越来越突出。 

国内外经验表明，进入工业化后期，交通部门将成为空气质量改善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

重点交叉领域。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北京、济南、上海、杭州、广州的移动源排放已成为 PM2.5

的首要来源，分别占 45%、32.6%、29.2%、28%与 21.7%1。最新研究表明，交通部门已成为深

圳市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共同的首要来源，对碳排放和 PM2.5（本地源）的贡献率分别达

到 65.1%和 52%2。城市交通部门已成为未来实施协同治理的关键着力点。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交通强国战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与《“十三五”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等中央政策文件，为交通行业未来蓬勃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交通领

域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减排的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目前，优化交通出行与改善能源结

构是大部分城市开展交通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是各个城市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与碳减排工

作的有效手段。因此，各个城市在拟定下一步工作计划时，如果能够通过定量研究和费效分析，

从交通部门的现行政策中筛选出协同效益最大化的措施，将有助于塑造城市未来交通布局，并

实现交通领域大气污染防治与碳减排目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鉴于此，能源基金会非常高兴支持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CSTC)牵头，与世界资源研究

所(WRI)、绿色创新发展中心(iGDP)、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共同组成研究团

队，编写《城市交通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技术指南（1.0 版本）》，探索在交通领域将

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和碳排放控制双重目标进行统筹考虑的方法及实用工具。团队针对清单编制、

目标设定与情景分析、技术措施、政策保障等角度的协同工作开展了方法学研究，并梳理出可

操作的技术路径。在一年多的编写过程中，团队广泛听取了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及领域内专家

的意见，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相信本项指南的发布能为各个城市在交通领域开展大气污

染防治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工作奠定技术基础，并为城市实现空气质量目标与减少碳排放提

供有益参考。 

 
1 《2018 年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9 年 4 月 9 日，

http://www.gov.cn/guoqing/2019-04/09/content_5380744.htm； 

2 《深圳市碳排放达峰、空气质量达标、经济高质量增长协同“三达”研究报告》，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联

合多家研究机构共同发布，2019 年 8 月。 

http://www.gov.cn/guoqing/2019-04/09/content_53807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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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学研究、工具开发、政策研究、能力建设和国际国内交流活动的愿望，以期以更加广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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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领域发展路径的创新提供重要的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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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气污染物（如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二氧化硫（SO2）、VOCs 等）与温室

气体（如二氧化碳（CO2）、甲烷（CH4）等）中大部分气体都是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而产生，

这使得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在形成原因上同根、同源、同步。根据相关的测算，每减少一吨 CO2

排放，会相应减少 3.2 公斤 SO2 和 2.8 公斤 NOx 排放3。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大气污染控制具

有显著的正协同效应。 

交通领域是能源消费的“大户”，机动车尾气排放是近年来我国大范围出现持续污染天气

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30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 70%

左右，大约有 10 亿人生活在城市里4，机动车的快速增长引起的环境问题将更加突出。 

蓝天保卫战、发展绿色交通、生态环境部组建等战略举措为推动交通领域双控提供了契机。

但目前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仍有一些挑战：在目标层面，缺少将大气污染和碳

排放控制工作统筹考虑的环境表现目标。在研究层面，支撑交通行业环境影响的相关科学和技

术研究能力不足。在措施层面，大气污染物与碳排放控制的政策措施侧重点不同，亟待统筹安

排。在管理层面，交通与环境部门在规划及执行过程中缺少联动机制。 

1.1 适用范围 

《指南》旨在为交通领域实现城市空气质量和温室气体控制协同目标所开展的工作提供方

法学和实用工具，并为后续政策制定和管理模式建立奠定技术基础。 

 
3 新华网. 生态环境部：进一步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协同效应-新华网[EB/OL]. (2018)[2019-03-20]. 

http://www.xinhuanet.com/2018-10/31/c_1123643354.htm. 

4 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的通知. 2016.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25/content_5163309.htm 

“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治理大气污染是同根同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25/content_5163309.htm


 

2 

 

《指南》使用对象包括城市交通、环保等领域的政府职能部门和技术科研机构，主要服务

于：（1）指导城市层面开展空气质量改善/达标与碳排放削减/达峰等实施方案中涉及交通领域

内容的研究编制；（2）支撑部门层面对城市总体目标任务分解予以反馈和落实，制定交通领域

可采取的政策措施。 

1.2 内容要点 

《指南》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为引言，介绍《指南》内容推出的背景、意义及适用范围。 

第二章为基础信息协同。需要通过调研对交通的供给、需求、结构及相关政策进行梳理，

全面把握本地交通活动的发展情况及特征，从而为交通领域污染物和 CO2 排放清单编制、后续

目标设定以及减排情景分析奠定数据基础。收集的基础资料应该包括统计年鉴、能源平衡表、

政府文件、社会经济发展相关规划以及行业规划等；反映发展历程的数据资料不宜少于五年。 

第三章为清单编制协同。基于收集的背景资料，城市开展清单编制工作，了解城市大气污

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排放结构，识别重点排放部门和排放源，分析影响这些排放源的主

要因素及其减排潜力等。城市采用的统一的核算方法以协同测算 CO2 和污染物排放，充分利用

大数据领域新的技术与传统的方法互为补充，从而帮助清单编制人员避免重复工作、更好地利

用相关资料得到不同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清单。 

第四章为目标设定与情景分析协同。目标设定的目的是形成倒逼机制促进城市交通领域的

低碳转型。排放情景分析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投资假设条件下，计算预测城市未

来某一时段内排放水平的过程，也就是不同情景下估计未来排放水平，是确定减排潜力和目标

的基础。情景分析的结果可对城市交通领域协同控制提供技术支撑，明确在不同发展情景下、

不同时段内，应用不同技术和政策措施的组合。 

第五章为协同技术措施工具箱。主要梳理了治理 CO2 和污染物排放的各类措施的协同效果，

以帮助城市选择合适的交通管理政策及技术措施。城市在确定目标后，需要识别、评价和选择

实现规划目标的减排技术和政策，分析各部门可选择的具有协同性的减排技术并列出技术清单，

核算这些减排技术和政策对减排目标的贡献程度及相应的成本效益，进而明确关键减排技术和

政策实施的优先顺序和时序，为下一步制定分规划时段的项目清单和实施方案提供依据。 

第六章为保障措施。主要面向政策制定者，提出落实协同控制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技

术、政策的保障措施。从编制规划到实施和落实规划，需要发挥城市多部门的协调作用，跨领

域、跨部门统筹制定涉及政策、资金、技术、人才、宣传等多方面的体制机制和措施。保障措施

包括组织体系、政策措施、激励机制、资金支持、能力建设、国内外合作等。 

第七章是附录，列举了前文提及的附表，以及协同控制目标设定和减排成本曲线分析等所

涉及的具体方法和模型工具。 

第八章是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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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信息协同 

2.1 交通领域 

交通领域主要围绕不同的交通类型，对交通供给和需求情况开展调研。城市首先通过基础

统计数据5了解各类交通方式的基础设施、投资、运行活动水平等信息，或通过调研相关政府主

管部门及城市的龙头运输企业获取相应数据。城市也可以通过掌握相应交通出行方式的能源消

耗数据来分析交通运行的情况，例如调研地铁公司获取牵引能耗即用电量数据、加油站获取用

油量数据等。城市可参考国家发布的《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城市客运发展年度

报告》等资料。城市应鼓励不同部门间内部数据共享，或建立相关的交通数据平台，以方便各

部门获取数据。 

表2-1 交通基础调研需求 

类型 数据需求 相关统计及规划 相关调研单位 

道路 
 基础设施投资 

 公路通车里程、建成里程、城市道路里程 

 运输客货运量、周转量 

 平均运输距离 

 公共交通客运总人次 

 城市交通出行结构 

 机动车（分燃料类型）保有量 

 机动车能源使用情况 

城市统计年鉴、城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公报、城市建设统计年

鉴、中国/城市交通年鉴、城市交

通发展规划、交通发展年报 

交通运输局/交通委员会及其下

设科研院所、公安交通管理局

车辆管理所、公交集团、加油

（气）站、网络大数据 

轨道 
 轨道交通投资 

 城轨运营线路条数、车站数、运营线路长度、行

驶里程 

 铁路营业里程、高速铁路营业里程、铁路复线

率、铁路电气化率 

 运输客货运量、周转量 

 能源使用情况 

城市统计年鉴、中国铁道年鉴、

中国/城市交通年鉴、城市轨道交

通规划、中国交通年鉴、城市交

通发展年报 

铁路局
6
、地铁集团、交通运输

局/交通委员会 

民航 
 机场运输能力 

 起降架次 

 运输客货运量、周转量 

 能源使用情况 

城市统计年鉴、城市交通统计年

鉴、民航机场生产统计公报 

交通运输局/委员会或（如有）其

下设的空港处、民用航空地区

管理局、机场、航空公司、国

际民航组织 

水运  港口规模、码头渡口规模 

 运输客货运量、周转量 

 市内旅游景区、水库船舶保有量 

 运输距离 

 能源使用情况 

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城市统计年

鉴、城市交通统计年鉴 

城市港务/港航管理局、交通运

输局/交通委员会或（如有）其下

设的港航处/航务管理处、航运

公司、中国船级社、国际海事

组织 

其 他

移 动

源 

 物流配送车、电动自行车、非道路（机械）交通工

具保有量 

 平均运输距离 

 能源使用情况 

一般缺少相关统计资料 交通运输局/交通委员、城市管

理委员会、市政集团、交通工

具销售单位 

 
5 《统计年鉴》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其所在省份的相关统计数据等 

6 注：2017 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管理的 18 个城市铁路局均已更名为“中国铁路 XX 局集团有限公

司”，本文则仍简称为“XX 铁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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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道路交通供给情况分为道路交通投资和道路建设两部分，道路的交通需求和结构

可以分为机动车保有量、公路客运总量和特征、公路货物运输总量和特征三部分。道路交通投

资和道路建设方面的数据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部分

经济统计快报、城市交通发展年报等获得；全国和城市的交通发展规划会对道路建设做出设计

和展望，有助于对未来数据的预测。机动车保有量可以通过全国和各省市的统计年鉴获得，更

详细的分车型、排放标准或者车辆登记信息等数据则可以通过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等相

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获得。部分城市的公共交通情况统计也会提供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的车辆数。

公路客货运总量可以通过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城市的交通发展年报获得，部分城市公共交通出

行情况统计还包括公共交通客运总人次(公共汽电车、轨道)。如统计数据缺失，则通过到城市的

交通管理部门或公共交通运营单位调研进行统计。有关公路客运特征，包括居民的出行结构、

出行时间分布、出行距离及时耗等信息，城市可以参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居民出行结构等相关

统计数据，以及城市的交通发展年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也可以对本地常住人口开展居民出行

调查或借助（地图公司、出行服务公司）网络大数据展开分析。 

轨道——轨道交通分为城市轻轨/地铁和铁路两部分，其中铁路又分为客运和货运。轨道交

通供给情况可以分轨道交通投资和建设现状两部分，轨道的交通需求可以分为城市轻轨-地铁客

运、铁路客运、铁路货运三部分。轨道交通投资数据可以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年

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部分行业的年鉴获得，如参考中国各城市的城轨交通规划线路统计汇总

的可研批复总投资指标。轨道交通建设方面，城轨可以通过中国交通年鉴获得城市不同制式的

运营车辆、运营线路条数、车站数、运营线路长度、行驶里程等数据，以及可以参考各省市年鉴

的城市公共交通统计部分及交通发展年报。客货运铁路建设方面，可以通过中国铁道年鉴、中

国交通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获得铁路营业里程、高速铁路营业里程、铁路复线率、铁路电气

化率等数据。交通需求方面，城市轻轨-地铁交通客运量可以通过全国和各省市的统计年鉴获得，

部分城市出行公共交通情况统计也包括轨道交通的客运量。中国交通年鉴中，各城市的城轨交

通运营客运情况统计汇总则包括了客运量、进站量、网络日均出行量、客运周转量、负荷强度

和线路最高日客运量多项指标。铁路客运量和货运量可以通过各省市的统计年鉴或中国铁道年

鉴获得，包括铁路运输旅客发送量、旅客周转量、铁路运输货运总发送量、货运总周转量等数

据。如统计数据和部门数据缺失，或者详细程度无法满足需求，则通过到相关管理部门，如城

市铁路局或轨道交通公司调研进行统计。 

民航——航空运输供给系统主要由航空公司、机场、空管7及运输保障系统四部分组成。航

空运输需求主要为客运和货运两部分。城市如有条件，也应考虑本地通用航空的发展情况，收

集其相关运量数据。鉴于一般城市通用航空占比较小，本文则不单独讨论，可参考民航基础调

研方式。航空公司，即城市可以识别有哪些航空公司开通了来往本地的航线，以及有哪些注册

在本地的航空（分/子）公司。城市可通过调研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机场、城市交通运输局/委

员会或借助网络平台查询到途经本地的航空公司信息。机场，则主要关注城市对于本地民航运

输的定位，设计的机场运输能力，及对未来机场发展的规划，如有无机场改扩建、新建计划等

 
7 主要负责飞机飞行活动的监视与控制，不在本指南涉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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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城市通常会发布交通运输发展的五年规划或专项规划，或通过调研交通运输委员会、国土

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了解城市机场建设和运营的情况。运输保障系统，包括航空油料、航空信

息及航空器材等保障服务，主要可以为城市提供民航运输能源的供给情况，以及航空器材的相

关指标，如运行效率等数据，城市可以通过调研机场获取相关数据。对于航空运输需求，城市

可以通过城市统计年鉴、交通年鉴获取运量、周转量等活动水平统计数据。城市可根据民航局

每年发布的《民航机场生产统计公报》获得本地机场起降架次、吞吐量等相关数据，也可通过

调研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交通运输局/委员会或（如有）其下设的空港处、机场等获取民航运

输活动水平相关数据。 

水运——水路运输供给，主要围绕航道、船舶和港口等主要环节，水路运输需求主要为客

运和货运两部分。城市应明确本地水路运输发展的定位，摸清城市包括内河、近海、远洋的水

路运输网络及航线，内河航道等级，港口规模，码头渡口规模等基本情况。同时，城市如有条

件，也应整理市内湖泊旅游景区、水库等船舶运输的情况。城市可通过调研交委、港务/港航管

理局，或收集相关城市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城市统计年鉴以获取基础资料。城市可以通过公开

统计资料收集客货运量、周转量及平均运距等数据，也可以调研城市港务/港航管理局、交通运

输局/委员会或（如有）其下设的港航处/航务管理处等部门获取相关信息。 

其他移动源——城市的交通活动中，实际上还包括其他运输方式，如电动自行车8、机场作

业车等等。（1）目前城市将物流配送车纳入邮政物流统计口径，没有算作营运车辆，因此城市

的货运周转量数据中没有纳入其运输量。城市应通过调研物流企业获取相关运输活动水平数据。

（2）城市可通过调研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的销售情况、追踪监测电动自行车驾驶数据、参考行业

研究报告等综合估算城市电动自行车的活动水平。（3）城市应该通过调研相关交通工具所属的

管理单位，如城市管理委员会、市政集团、机场等，获取非道路（机械）交通9保有量、能源消

耗量等数据。（4）非机动出行，包括自行车、步行，虽然没有能源消耗，但是作为替代城市道

路交通的重要技术途径，城市也应掌握其出行活动水平，为城市交通的后续发展提供参考信息。 

2.2 其他相关领域 

有关交通的其他相关领域主要包括交通相关的能源与环境政策、交通所使用的能源背景、

以及城市和产业发展的相关信息。具体调研需求可参考表 2-2。 

  

 
8 很多城市缺少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统计，2018 年年底一些城市才陆续开始了电动自行车牌照登记制度，这将有

助于城市后期获取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数据 

9 根据《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GPC）》，非道路（机械）交通主要指在未修整铺设的地形上行驶的交通

工具，如雪橇、推土机、工程机械车、水陆两栖交通工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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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其他相关领域基础调研需求 

类型 数据需求 相关统计及规划 相关调研单位 

能源

与环

境 

 电力生产、供应量 

 本地发电结构 

 调入电发电结构 

 交通能源发展目标 

 污染防治计划目标 

城市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能源平

衡表、相关规划及政策文件 

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电力公司、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生态环境局、

交通运输局/交通委员会 

城市

及产

业发

展 

 城市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 

 人口 

 城镇化率 

 产业发展规划 

统计年鉴、产业发展规划、相关政策文

件、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

要、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汽车处、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能源与环境——城市应梳理本地现有的交通管理措施，可围绕城市和交通规划、交通需求

管理、运输装备、市场机制这四个方面10系统地厘清本地已开展的或即将开展的管理措施。城市

主要围绕地方交委、发改委、经信委、生态环境局等收集交通领域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的相关

政策措施，同时参考国家和行业层面的政策方针（附表 1 为“十二五”以来交通领域能源和环

境相关的政策），依照行业的平均发展水平设定城市交通的有关参数。城市还应掌握能源生产消

费、能源品种、能源使用效率等方面的信息。城市交通所使用的传统能源，如汽油、柴油、天然

气等的背景信息相对清晰，即收集各类能源品种的消耗总量即可，但是电力作为间接能源，城

市除了需要了解电力消费总量，还需摸清其背后的信息，主要为电力的能源结构，即本地发电

以及（如有）调入电的发电结构。城市可根据统计年鉴、能源平衡表，或调研本地发改委、电网

公司获取相关电力生产、供应及结构数据。 

城市及产业发展——城市应掌握本地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态势及相关目标，并收集基础

宏观数据，例如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人口、城镇化率等方面。城市从本地的统计年鉴获得

宏观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并参考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收集相关目标。

城市应关注与交通领域相关的产业发展情况，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能源生产和供应业、

新能源产业、物流业，收集当地相关产业的产值数据及规划目标，均可为梳理城市交通运输情

况提供较好的参考依据。 

 
10 交通管理手段分类参考了《城市交通碳排放监测评估研究与实践》，李振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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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放清单编制协同 

3.1 清单核算边界 

编制城市交通领域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应明确各类边界，包括时间节点、核算

边界、排放源及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种类。 

时间节点——城市编制清单的时间一般以自然年为单位。为了体现排放的小时、季节等时

间变化规律，有时需要建立更高时间分辨率的清单。为了更好地分析城市各类交通的发展情况，

以及为后续情景分析提供数据基础，建议城市计算多年的历史数据和现状年数据用于趋势分析

和政策效果评估。如最新年度的数据还未公布，可以更新至上一个完整年。 

核算边界——核算边界一般以城市的地理边界或行政边界为依据。在核算交通领域排放时，

往往以城市的管辖边界为依据，即采用以属地原则为基础的居民活动法。同时应鼓励城市核算

所有交通方式的排放，城市在加总排放时，可以自主选择纳入的范围，以得到不同口径下，即

仅包括道路移动源或包括铁水空及非道路（机械）交通的总排放数据。 

具体来看，车辆和船舶主要考虑在城市本地注册的运输工具或本地注册公司下辖的运输工

具所产生的排放11；铁路则核算（如有）本地铁路局所管辖的线路所对应的排放；飞机在核算 CO2

排放时可以采用属地原则，然而从协同核算 CO2 和污染物排放的角度出发，航空排放建议以机

场为边界核算起飞降落阶段的排放。清单编制中的交通排放，不包括交通领域中的固定排放源，

如地铁场站、机场、港口岸电等，仅指移动源所产生的排放。电动交通工具，虽然其驾驶阶段不

排放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但应核算其燃料消耗，即电力消费所对应的间接排放。 

    排放源——如表 3-1 所示。参考《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工具指南》、《道路机动车大气污染物

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非道路移动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中的分类，主要

按照交通方式进行梳理。如前文所述，基于“全面性”的原则，城市还应考虑非道路（机械）交

通及电动自行车，尽可能测算其对应的排放。城市在测算排放时，还应进一步细分各类交通方

式的车型及燃料品种，例如客货车分为大中小型，燃料品种分为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等。 

 

 

 

 

 
11 对于污染物的核算，建议根据实际在城市中发生的污染排放量进行核算，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尤其是存在显

著交通吸引的特大城市）针对外地车进行流量贡献的调研和活动水平的估算，并核算其相应的污染排放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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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交通排放源分类 

道路移动源 营运道路交通 城际道路客运 

城际道路货运 

城市内其他车辆 

出租车 

公共汽（电）车 

非营运道路交通 私家车 

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其他社会车辆 

非道路移动

源 

轨道 铁路客运 

铁路货运 

地铁 

民航 民航客运 

民航货运 

水运 城际客运 

城际货运 

城市内水运 

非道路（机械）交通 

 

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种类——交通领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包括常规大气污染

物及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三种温室气体。由于国家和城市在制定

低碳目标时主要以碳排放目标为主，且在温室气体核算中 CH4 和 N2O 的排放占比很低，本指南

建议简化处理，仅考虑化石燃料燃烧直接产生及电力消费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CO2）排放。交

通领域常规污染物主要包括氢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二氧化硫

（SO2）、细颗粒物（PM2.5）等。考虑到黑碳（BC）的温室效应，以及柴油车对 BC 的重要影

响，有条件的城市也应核算 BC 的排放。 

 

3.2 清单核算 

如表 3-2 所示。城市计算交通排放的方法主要有能耗法、周转量法、里程法、起降法四种。

由于城市往往较难直接获得细分的各类交通方式的能源消耗数据，因此从实操性较高的角度，

推荐城市采用根据活动水平进行核算的方法，如周转量法和里程法。一般来说，轨道交通、民

航、水运和部分营运道路推荐采用周转量法。非营运道路交通以及营运道路交通中的出租车、

公交车等多以保有量、客运量、行驶里程等数据进行统计，推荐采用里程法。有条件的城市还

可以收集精细化的交通流数据建立道路机动车路网排放清单，实现对排放的高分辨率空间和时

间解析。航空排放多用起降法，有条件可以同时采用周转量法进行全部行驶过程的 CO2 排放测

算。非道路（机械）交通需考虑机械功率、负载因子等多个因素，可采用能耗法，具体参见《非

道路移动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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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各类交通方式的排放清单核算方法 

 营运道路 非营运道路 轨道 水运 民航 

CO2 污染物 CO2 污染物 CO2 污染物 CO2 污染物 CO2 污染物 

能耗法 √ √ √ √ √ √ √ √ √ √ 

周转量

法 

√    ○ ○ ○ ○ √  

里程法 ○ ○ ○ ○ √  √  √  

路网清

单法 

○ ○ ○ ○       

起降法         ○ ○ 

注：从方便城市协同计算 CO2 和污染物的角度，本指南用○标志出推荐城市采用的一致性计算方法，√为各类

交通方式可以适用的其他计算方法。 

 

3.2.1 能耗法 

能耗法12的计算公式如下： 

排放量=能源消费量 et × 单位能耗排放因子ge   （公式 1） 

式中，e 为不同的能源品种；t 表示不同交通类型；g 表示测算的不同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

体，包括二氧化碳及污染物（下文同）。城市交通能源消耗量数据可首先参考城市能源平衡表，

但由于中国的能源统计制度中，交通运输行业没有涵盖所有的交通领域，只包括了营运交通部

分，因此需要对能源平衡表的能耗数据进行调整以得到完整交通行业的能源消耗量。具体调整

方法应尽量根据本地各行业的实际能耗水平进行拆分，如无法得到相应的调整数据，城市也可

以参考相关研究所提供的能耗调配比例。另外，基于能源平衡表城市无法细分各具体交通方式

的能耗数据，可以通过调研加油站、交通运输企业获得更细致的能源消耗数据。 

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应与城市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采用的数据保持一致，城市

应根据各种燃料品种的低位发热量、含碳量以及主要燃烧设备的碳氧化率分别获得本地的实测

数据，并根据如下公式测算各种燃料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 平均低位发热量 × 单位热值含碳量 × 碳氧化率 ×碳到二氧化碳的质量转换系

数（44/12）   (公式 2) 

如果城市无法获得本地数据，可参考《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省级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指南》等资料中提供各参数的参考值。单位能耗的污染物排放因子可以参考《非道路移动

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 

有条件的城市可以计算本地化的电力排放因子。不同的发电方式会直接影响上游污染物排

放，主要的发电方式包括火力发电、水力发电、风能发电以及核能发电等。目前我国仍以火力

发电为主要发电方式，但不同区域的电力构成差别显著，建议有条件的城市基于当地电网的电

 
12 能耗法是适用于所有交通方式的普适计算方法，但由于城市往往较难直接获得细分的各类交通方式的能源消

耗数据，使用能耗法计算得到的清单细分程度通常较低，建议在对清单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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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进行细致测算。如果无法获得城市电力生产和消费相关数据，可参考使用全国平均或区

域电网排放因子。CO2 和污染物的电力排放因子可参考附表 2。 

3.2.2 周转量法 

周转量法主要适用于营运交通的排放清单计算，周转量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排放量=客/货运周转量 t × 单位周转量能耗 et × 单位能耗排放因子ge   （公式 3） 

周转量数据主要用于统计营运交通的运输量水平，一般城市的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均会公布此类数据。有些城市编制了城市交通统计年鉴，也会包括历年的周转量

数据。 

单位周转量能耗数据可通过调研交委相关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获取，或通过开展抽样调查

收集主要交通方式的能效数据。此外，城市也可以参考区域或者国家的行业平均水平，如公路

和水运单位周转量能耗数据来自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历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铁路来

自《中国交通年鉴》、《中国铁道年鉴》，民航来自于民航局发布的《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获取单位周转量能耗后，可基于上节获取的单位能耗 CO2 和污染物排放因子，进一步计算

得到相应的 CO2 和污染物排放量。 

 

3.2.3 行驶里程法 

保有量/行驶里程法主要适用于道路机动车的排放计算。排放计算的公式如下： 

针对二氧化碳排放： 

排放量=保有量 t × 年行驶里程 t × 百公里能耗 et × 单位能耗排放因子e   （公式 4） 

针对污染物排放： 

排放量= 保有量t × 年行驶里程t × 单位里程排放因子gt   （公式 5） 

1、保有量/年行驶里程 

机动车保有量数据包括各类机动车的车型、车辆所属地、保有量、注册年代以及排放控制

水平等。机动车的保有量、注册年代、所属地等数据建议从当地交管部门获得，也可通过走访

大型停车场等实地调查获取详细数据。 

年均行驶里程数据（VKT）主要是通过对当地机动车进行实际调查（如小型客车 4S 店、大

型停车场和客货运集散中心等）、收集当地车管所统计数据、或通过用车年检等方式获得。通过

实际调研或车管所得到的各类型车辆的总行驶里程除以车辆的使用年代得到各类型车辆的 VKT。

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当地规律性实际调查，例如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编制的《北京交通发展

年报》中每年公布的各类城市交通运行数据。实际调研存在难度的城市可参考《道路机动车大

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中的推荐数值。 

2、百公里能耗 

机动车能耗水平根据不同的品牌、车型，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并且受到驾驶行为和实际路

况的影响，其实际的能耗水平也不同于出厂的工况值。因此，在计算排放的时候，城市应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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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使用实际值。城市可通过调研交委相关部门获取实际值数据，如城市此前无此数据，可通过

在城市的行驶车辆中开展抽样调查获得相应的数据。城市也可以参考研究机构对中国的车辆油

耗状况的分析数据，例如《城市交通碳排放监测评估研究与实践》（李振宇等，2015）中提供了

不同车型的燃料效率。 

对于没有实际值数据的城市，工况值数据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轻型乘用车参见工信

部 2014 年发布的《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GB19578-2014），提供了分车型的油耗限值。

此外，在中国汽车燃料消耗量查询系统13中可以按市区工况、郊区工况、综合工况、以及按照排

量、生产企业、汽车品牌、车辆类型、驱动类型等等查询不同车辆的工况油耗。电动车参见全国

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推出的《电动汽车能量消耗率限值》（征求意见稿）。营运客车参考《JT/T 

711-2016 营运客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营运货车参考《JT/T 719-2016 营运货车燃

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摩托车可以参考《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征求意见稿）》。事实上，实际道路工况下的城市交通能耗显著高于法规工况下的能耗，城市

可在法规工况值的基础上乘以 1.3 倍左右以获得实际道路能耗的估算值14。 

3、单位里程污染物排放因子 

机动车单车技术排放因子通常随着使用车龄、运行状况、环境条件和燃料品质等因素而变

化。单位里程排放因子的计算公式如下式所示： 

排放因子𝐄𝐅𝐢,𝐣 = 𝐁𝐄𝐅𝐢 × 𝛗𝐣 × 𝛄𝐣 × 𝛌𝐢 × 𝛉𝐢   （公式 6） 

其中，𝐄𝐅𝐢,𝐣为 i 类车在 j 地区的排放因子，g/km；𝐁𝐄𝐅𝐢为 i 类车的综合基准排放因子，g/km；

𝛗𝐣为 j 地区的气象修正因子，𝛄𝐣为 j 地区的平均速度修正因子，𝛌𝐢为 i 类车辆的劣化修正因子，

𝛉𝐢为 i 类车辆的其他使用条件（如负载系数、油品质量等）修正因子。各参数的推荐取值和具体

确定方法参见《道路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 

 

3.2.4 路网清单法 

道路机动车的时空排放特征通常较为复杂，基于自上而下的统计数据得到的排放清单通常

在空间和时间分配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也不利于精细化地制定污染物和碳排放减排政策。

有条件的城市可以联合交通部门，收集精细化的交通特征数据（如车流、车型构成、车速等），

建立高分辨率的路网排放清单，帮助城市更深入地了解机动车排放的时空特征，制定更有针对

性的管控措施。 

交通流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交通卡口、RFID 或电子车牌的过车信息、城际公路流量站等，车

速数据主要来源于浮动车、拥堵地图等，也可以采取人工计数和 GPS 调研等方式对重点路段和

关键车型进行加密观测和数据收集。在获取主要路段的交通流数据后，还需要对其进行空间扩

样来获得全路网的道路流量。交通流模拟可以采用传统交通流模型（如 TransCAD），也可以采

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实现全路网扩样（如专栏 1），城市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求请专业团

队设计适合的算法。 

 
13 http://chaxun.miit.gov.cn/asopCmsSearch/  
14 ICCT, Evaluation of real-world fuel consumption of light-duty vehicles in China. 2018 

http://chaxun.miit.gov.cn/asopCms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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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取全路网交通流后，可以基于路网交通流的方法进行道路机动车尾气排放量的计算，

其计算公式如下： 

排放量E𝑦,ℎ,𝑑 = ∑ TV𝑖,𝑦,ℎ,𝑑 × EF𝑖(𝑣) × L𝑙 × 10−6
𝑖,𝑙    （公式 7） 

-6

, , , , ,

,

( ) 10y h d i y h d i l

i l

E TV EF v L=        

式中，Ey,d,h 为机动车排放源 i 对应的 CO、HC、NOX、PM2.5 和 CO2 在 y 年第 d 天第 h 小

时的小时排放量，单位为吨；EFi(v)为 i 类机动车在行驶速度为 v 时行驶单位距离尾气所排放的

污染物的量，单位为克/公里；TVi,y,d,h 为 i 类机动车在 y 年第 d 天第 h 小时的路段小时流量，单

位为辆；Ll 为道路 l 的长度，单位为公里。获得的路网排放结果可以通过地理空间信息（GIS）

工具绘制在路网地图中，进行空间和时间特征的可视化分析。图 3-1 以北京市为例展示高分辨

率的机动车路网排放清单。 

 

 

 
图3-1 北京市机动车路网排放 

来源：Yang D, Zhang S, Niu T, et al. High-resolution mapping of vehicle emissions of atmospheric pollutants based on large-scale, real-

world traffic datasets. Atmos Chem Phys. 19, 1–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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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应用机器人学习模型进行机动车流量预测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结合互联网开放数据和城市基础空间数据，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对城市

道路机动车流量进行预测，实现时间与空间上的全覆盖。首先从互联网开放平台获取了 20 个城市约 20 万条街道

典型断面的街景影像，并以此为训练集，构建深度学习算法，精确识别机动车道、公交车道、人行道等基础设施，

以及行人、小汽车、公共汽车、货车数量；基于街道属性、网络拓扑关系、城市建成形态等数据指标，通过特征

工程构建模型变量体系，基于拥堵指数计算道路阻抗系数 alpha，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基于该方法预测某城市全部

道路 24 小时机动车流量，绝对误差在 14%以内。 

 

图3-2 基于深度学习的街道建成环境指标识别 

 

图3-3 不同断面类型的城市道路机动车流量预测 

 

3.2.5 起降法 

起降法的适用范围已在前文论述，主要用于核算航空起飞降落阶段的排放。 

针对污染物排放： 

排放量= 飞机起降架次 × 1/2 × 单位起降循环排放因子g   （公式 8） 

针对二氧化碳排放： 

排放量= 飞机起降架次 × 1/2 × 单位起降循环能耗 × 单位能耗排放因子e   （公式 9） 
注：起降法中单位起降循环能耗包括起飞和降落一个循环的能耗，因此需要将起降架次除以 2。 

飞机一次起飞着陆循环（LTO）等于两个起降架次，各机场的起降架次可从民用航空管理部

门发布的《民航机场生产统计公报》中获取。单位起降循环能耗可以参考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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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排放数据库（ICAO Engine Emissions Databank），或可从《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

体清单指南》中获取，单位为千克/LTO。民航飞机污染物单位起降循环排放因子可参考《非道

路移动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 

 

3.3 清单结果的分析和应用 

城市在获取各类交通排放源所产生的各种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历年排放数据后，应基

于清单结果展开一定的数据分析。首先，明确主要的排放源，分析识别交通领域中能耗较高且

排放较多的交通方式。其次，根据历年数据识别各类交通方式的排放趋势15，了解历史路径，洞

悉未来走向。计算得到的污染物排放清单可作为空气质量模型的输入，可进行时空连续变化的

污染特征分析，也可用于大气污染控制方案的制定与预评估。通过减排情景设计，借助空气质

量模型，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预评估，明确交通污染防治的方向，帮助制定合理有效的控制方

案和达标规划。 

  

 
15 通过回归、时间序列等多种外推方法，根据历年排放增速、趋势，预测未来排放的增速水平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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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CO2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针对 CO2排放，城市在获得了排放数据后，也可以开展深入的分析，了解影响 CO2排放的主要因素，即进行排放驱动因素

分析。分解分析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方法较多，常用的为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该方法的背景及推导依据本指南不再

赘述，其主要思路为参考 Kaya 恒等式，对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各因素在一段时间内所引起的排放变化量。根

据 Kaya 恒等式，影响碳排放的驱动力可分为人口、GDP 增速、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四个因素，相对应地针对交通领域，可以转

化为交通需求、运输结构、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四个方面。事实上，LMDI 方法适用于各种具有连乘关系的恒等式，因此上述介

绍的各计算方法均可以采用 LMDI 方法分解每一个变量对排放的贡献。LMDI 分解法有乘积与加和两种形式，加和形式相对容

易理解，推荐城市使用。以周转量法为例，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𝐶𝑂2 = 𝐴 × 𝐸 × 𝐹 

其中，CO2即为排放量，A 为客/货运周转量，E 为单位周转量能耗，F 为单位能耗排放因子 

∆𝐶𝑂2 = ∆𝐶𝑂2−𝐴 + ∆𝐶𝑂2−𝐹 + ∆𝐶𝑂2−𝐹 

周转量变化所引起的排放变化量：             ∆𝐶𝑂2−𝐴 =
𝐶𝑂

2
𝑡−𝐶𝑂

2

0

𝑙𝑛𝐶𝑂
2
𝑡−𝑙𝑛𝐶𝑂

2

0
× 𝑙𝑛

𝐴𝑡

𝐴0
 

能效变化所引起的排放变化量：                 ∆𝐶𝑂2−𝐸 =
𝐶𝑂

2
𝑡−𝐶𝑂

2

0

𝑙𝑛𝐶𝑂
2
𝑡−𝑙𝑛𝐶𝑂

2

0
× 𝑙𝑛

𝐸𝑡

𝐸0
 

排放因子变化所引起的排放变化量：    ∆𝐶𝑂2−𝐹 =
𝐶𝑂

2
𝑡−𝐶𝑂

2

0

𝑙𝑛𝐶𝑂
2
𝑡−𝑙𝑛𝐶𝑂

2

0
× 𝑙𝑛

𝐹𝑡

𝐹
 

根据测算，城市可以得到各因素所引起的碳排放量的变化，如图 3-4 示例。基于此，城市可以识别排放的主要驱动力，从而

为制定后续更加有力的减排措施、设计减排路线图提供参考依据。 

 

 

 

 

图3-4 交通 CO2 排放驱动因素分解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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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标设定与减排情景分析协同 

4.1 目标设定协同 

目标设定需要在依据历史数据展开未来减排路径分析并对减排效果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完成。 

结果类目标：包括各类污染物减排量、单位周转量温室气体减排量和人均温室气体减排量，

等。对方案实现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应采用技术手段统一合并计算，在减排效果

归一化的基础上衡量各方案的成本费用和效益产出，进而选取推荐情景作为目标值设定的依据。 

路径类目标：优先选择能够同时实现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措施，即协同性和综合减排

效益较好的措施作为路径目标，并与推荐情景中的措施保持一致。 

 

4.2 情景分析协同 

4.2.1 典型情景 

基准情景——也称趋势照常情景（BAU），指城市按照目前的政策措施和技术发展趋势，在

不进行额外调整或开展强化行动情况下的排放情景，主要目的是作为衡量政策措施对温室气体

及污染物排放削减效果的比较对象。 

单一措施情景——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增加一项单独的减排措施，衡量单一措施对污染

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效果，也是进行单一措施减排协同性评价的工作基础，即需要先判断

出单一减排措施相对于基准情景能够实现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绝对减排量。 

组合措施情景——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增加多项减排措施，实现大气污染物控制和温室

气体减排的协同。组合措施情景可以有多种，例如考虑总费用控制的组合情景；考虑大气污染

物减排总量目标的组合情景或考虑大气污染物减排量和温室气体减排量总量最大的组合措施情

景，不同组合措施情景的设定主要取决于部门的减排目标及费用的约束。 

 

4.2.2 情景设定方法 

第一步：利用排放清单，评估城市交通各部门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现状 

收集交通部门活动水平现状数据，如客货运周转量、各种类型机动车保有量、年行驶里程

等，厘清交通部门能源消耗种类和总量、调查现状城市各类能源碳排放因子和污染物排放因子，

计算现状交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物排放。 

第二步：设定情景参数，预测未来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物排放趋势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划、交通部门发展规划等相关规划，进行部门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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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未来发展情景研究，评估部门和行业能源使用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变化趋势。在情景参数设定

方面，第一是城市总体趋势预测，第二是交通部门各方式活动水平趋势预测，第三是各交通方

式能耗强度预测，第四是排放因子强度预测。对不同的预测趋势进行组合，即可得到不同情景

下的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趋势及总量（表 4-1）。 

 

图4-1 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趋势预测流程图 

第三步：分析减排潜力 

在情景分析的基础上，对各部门各交通方式未来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进行分析, 在进行减

排潜力分析时，应采用自下而上方法，从活动水平减量、结构优化、能耗强度下降、排放因子降

低等不同方面，分析其在不同情景下的下降潜力。具体计算减排潜力值时应考虑以下两点： 

• 比较情景的选择——选择基准情景的碳排放量与达峰达标情景的碳排放量进行对比

来分析各部门和方式的减排量； 

• 时间节点的选择——分析减排潜力时，应当选择达峰达标的目标年作为计算碳排放量

的时间基础； 

减排潜力分析的产出成果表示方法有两类，一是各类措施的减排贡献率分布饼图（图 4-2）；

二是达峰目标减排行动路线图（图 4-3）。两张图分别从基于目标年的减排贡献比例和绝对减排

量方面阐述了交通领域不同措施的减排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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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减排措施贡献率 

 

 

图4-3 某市达峰目标减排行动路线图16 

 

4.3 措施减排效果协同性评价 

对于单一措施减排效果的评价可以参照以下步骤进行：首先是根据下文介绍到的基准情景

和单一措施情景的制定方法，对城市单一措施减排情景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量分别进

行核算；然后根据协同性评价的分析需求，选择不同的减排措施的协同性评价方法进行措施的

减排效果协同性评价。 

协同性的评价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用于评价减排效果的物理协同性评价方法，

主要包括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分析和污染物减排量交叉弹性分析两种方法。其中“协同控制效

应坐标系”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减排措施对于不同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效果及协同程度，

“污染物减排量交叉弹性”则将该减排效果及协同程度进一步量化；第二类是为了评价措施的

综合减排效果，构造将减排效果归一化的污染物当量指标，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量合

并统计，分析措施的累积减排效果。 

 

 
16 ISC, CEPRT 杭州研讨会，碳排放达峰路线图及行动方案培训，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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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分析 

在二维或多维欧氏空间坐标系中，以不同的坐标表达某减排措施相对于不同污染物的减排

效果，可称为“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某项减排措施在坐标系中所处的空间位置，可以直观

地反映其减排效果及其“协同”状况。 

 

图4-4 减排措施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示意图 

（来源：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方法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

济政策研究中心） 

以二维坐标系为例（如上图所示）：横坐标表示减排措施对某种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效果，纵

坐标表示对温室气体的减排效果。坐标系中的每个点分别对应一项减排措施，点的横、纵坐标

则直观地表达了该措施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效果。位于第一象限表示该措施可同时

减排两类污染物；位于第二象限表示减排温室气体但增排大气污染物；位于第三象限表示同时

增排两类污染物；位于第四象限表示减排大气污染物但增排温室气体。 

 

4.3.2 减排量交叉弹性分析方法 

污染物减排量交叉弹性用于评价各项减排措施对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程度，

记为 bals /E
，下标 a、b 分别代表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这一指标能够反映各项减排措施是否

具有协同控制效应及其“协同程度”。减排量交叉弹性的计算公式如下： 

/E    a b

a A
ls

b B


=


             (5.1) 

式中： 

E𝑙𝑠𝑎/𝑏 ：排量交叉弹性； 

Aa /  –大气污染物 a 排放量变化率； 

Bb /  –温室气体 b 排放量变化率。 

“减排量交叉弹性分析”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判断措施的“协同性”。首先从 bals /E
的正负

性判断是否协同：如果 bals /E
≤0，表明此项减排措施对一种污染物有减排作用而对另外一种污

染物没有减排作用，不具有协同控制效应；如果 bals /E
>0，表明此项减排措施对 a、b 均有减排

作用（排除分子分母均为负数的情况），具有协同控制效应。其次，可以通过 bals /E
值的大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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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协同程度的高低，如果 0< bals /E
<1，表明此项减排措施对 b 的减排程度高于 a；反之，如

果 bals /E
>1，表明此项减排措施对 a 的减排程度高于 b。 

 

4.3.3 减排效果归一化评价 

通过将多种污染物的减排效果统一到同一尺度上，能够综合评价协同控制措施对多种污染

物的协同控制效应，对于评价减排措施的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采

用归一化方法量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效应。构建空气污染物当量指标 APeq（air pollutant 

equivalence），用以反映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的总体效果，其归一化计算公式如下： 

APeq=αSO2+βNOx+δPM2.5+ε 碳氢 s+ηCO+θCO2   (1.5) 

其中，SO2、NOx、PM2.5、碳氢 s、CO、CO2 分别代表减排措施对各项污染物的减排效果，

α、β、γ、δ、ε、η、θ 为各污染物对应的当量系数（权重值）。 

当量系数（权重值）的取值有多种方法，可以是基于污染物的化学、物理、生物、健康等影

响大小；也可以是基于外部性影响的价格化评价值；甚至是决策者对污染物控制的紧迫性的认

识和判断等等。对多污染物，特别是局地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进行协同控制的决策倾向可

以通过权重取值得到充分体现。部分城市参考排污费价格和 CO2 交易价格，确定各污染物的权

重，具体请参照附表 3. 

 

4.3.4 边际减排成本曲线（MAC）分析 

根据费-效分析的优先度排序结果和各项减排措施的减排潜力能够绘制出污染物边际减排

成本(Marginal Aatement Cost)曲线。污染物边际减排成本曲线(MAC)反映了减排单位污染物

的边际成本17。MAC 曲线按照单位减排成本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各项减排措施，反映了减排边

际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所需付出的减排成本，根据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即可设计出相

应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路径，是研究最优减排规划路径的重要分析依据。  

 
图 4-5 边际减排成本曲线 

 

上图横坐标代表不同的减排措施及其减排潜力，纵坐标代表污染物边际减排成本。图中每

个矩形代表一种减排措施，矩形的宽度代表该项减排措施对归一化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

减排潜力，矩形的高度代表该项减排措施的边际减排成本（单位污染物减排成本），矩形的面积

 
17 我国城市常规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决策支持研究，能源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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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该减排措施实现减排潜力时的减排成本。绘制 MAC 曲线时要特别注意，有些减排措施的

减排潜力之间存在交叉重叠，为避免重复计算应扣除重叠的部分。 

如果基于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目标设计减排路径，可用此减排目标在横坐标上“纵

向”截取，截取线以左的图形就反映了相应的减排路径，即：从污染物边际减排成本最低的减

排措施开始，依次采用截取线以左的减排措施，每项减排措施所对应的矩形面积代表该减排措

施的减排成本，截取线以左的所有矩形面积之和代表了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总成本。 

同理，如果基于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边际减排成本目标设计减排路径，可用此减排成本在

纵坐标上“横向”截取，截取线以下的图形就反映了相应的减排路径，即：从污染物和温室气

体边际减排成本最低的减排措施开始，依次采用截取线以下的减排措施，每项减排措施所对应

的矩形长度代表该减排措施的减排潜力，所有矩形宽度之和代表边际减排成本目标下所能实现

的最大减排潜力。 

如果基于污染物的总减排成本目标设计减排路径，则可以从污染物单位减排成本最低的减

排措施（横轴最左侧措施）开始，按照减排成本由低到高依次累加各减排措施的减排成本（减

排措施的矩形面积之和），直到总减排成本接近目标值，此时对应的横轴数值即在目标成本下的

最大减排潜力。 

 

4.3.5 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分析 

空气质量模式可以将大气中的物理和化学过程重现，建立污染物减排与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效果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大气污染控制措施的空气质量改善效果评估。 

空气质量模式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步以来，经过了三代模式的演变。第一代模式是以高

斯模式为基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空气质量模式，如 ISC（the Industrial Source Complex）、

EKMA （ the Empirical Kinetics Modeling Approach ） 、 CALPUFF

（http://www.src.com/calpuff/calpuff1.htm）等，其主要特征是以物理扩散为主，没有或仅

有简单的化学反应模块。第二代模式中，化学反应模块得到了显著的改进，但一般是为模拟光

化学污染或酸沉降等“单一污染问题”而开发的，缺少各大气污染过程之间的耦合。第二代模

式的代表有 UAM（the Urban Airshed Model）、ROM（the Regional Oxidant Model）、

RADM（the Regional Acid Deposition Model）和 EMEP（Europea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Program）等。第三代空气质量模式以“一个大气”为核心思想，将多种污染物的

化学过程囊括在统一的模型框架内，使得模式可以同时模拟光化学过程、二次颗粒物生成、酸

沉降、重金属污染等多种污染现象。目前常用的第三代模式包括 CMAQ（Community Multi-

scale Air Quality Model）、WRF/Chem（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Chemistry 

Model ） 、CAMx（Comprehensive Air quality Model with Extensions）和 NAQPMS

（Nested Air Quality Prediction Modeling System）模型等。 

首先，基于观测数据，验证空气质量模拟结果的可靠性，是开展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分析的

基础。因此，首先需要利用基准年污染物源排放清单和基准年气象数据进行空气质量模拟，将

模拟结果与污染物观测数据对比，进行模式的校验。美国环保署制定了模型准确性评估方法和

标准的指导意见，认定当平均相对误差 （MFE, the mean fractional error） 和平均相对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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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B, the mean fractional bias）, 小于+75%和±60%时，模型的模拟精度基本上能满足应

用的需要。在空气质量模拟结果误差可接受的情况下，进一步开展减排措施的空气质量改善效

果评估。 

对于单一措施空气质量改善效果的评价可以参照以下步骤进行：首先是根据上文介绍到的

基准情景和单一措施情景的制定方法，对城市单一措施减排情景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

量分别进行核算，建立基准情景排放清单和单一措施情景排放清单；然后根据空气质量改善效

果评估的区域和目的，选择合适的空气质量模型和参数，将单一措施情景的污染物排放量和基

准情景的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时间、空间和化学物种分配，转化为网格化的模型输入，并运行空

气质量模型；比较基准情景和单一措施减排情景的空气质量模拟结果，得到单一措施的空气质

量改善效果。 

组合措施的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可参照上述方式进行评估，技术路线图如图 4-5 所示。需要

注意的是，由于大气污染物排放和空气质量之间的非线性响应关系，所有单一措施的空气质量

改善效果之和不一定等于组合措施情景的空气质量改善效果。 

如果城市设定了环境空气质量目标，就需要开展交通领域及其他领域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措

施的空气质量达标评估。在现状气象和观测数据的基础上，结合交通领域及其他领域的排放清

单和目标年各情景排放分析结果，利用空气质量模型进行不同减排情景下的空气质量达标分析

和污染物特征分析，再根据模型的结果全面分析达标差距，并对之前设定的减排情景进行调整，

形成实现空气质量目标的大气污染防治规划。详细方法参见附录 7.3.3。 

 
 

 
图 4-6 空气质量改善效果评估路线图 

 

 

  

基准排放
清单

空气质量模型及气象场校验

气象和观测
数据

减排情景排放清单

减排情景
设置及参数化

基准情景和减排情景空气质量模拟

不同措施的空气质量改善效果评估
及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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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协同技术措施工具箱 

5.1 城市用地与交通系统 

5.1.1 土地利用布局 

依据公共交通运力，确定开发强度分布。应依据公共交通的服务能力及容量按比例分配城

市常住人口、控制地块建设强度，确定城市和各片区的空间形态。轨道、BRT 等大运量公交站

点影响区内，应以高密度就业及居住为目标安排城市功能，通过设置建设强度和人口密度下限，

实现用地强度与公共交通容量的优化匹配。站点影响区以外的地区，应通过控制上限来控制建

设强度，以实现城市建设强度及人口的非均等化控制。18轨道、BRT 等大运量公交站点核心区19

及影响区范围内应设置差异化的开发强度。具体要求参见《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 

提倡用地功能混合，不宜规划大面积单一功能的城市功能区。城市新区、开发区、产业园

区等城市片区的职住平衡率宜为 40%-60%。规划区内混合用地地块数量占经营性开发地块总

量的比例不宜小于 50%。在各级城市中心区、商业与公共服务中心区，鼓励二类居住用地与商

业用地混合使用；鼓励轨道交通站点用地与商业服务业及居住用地混合使用，立体利用轨道交

通站点上盖空间；鼓励项目环境影响小、具有产业升级能力的工业用地、仓储用地与各类用地

的混合使用；城市绿地和广场用地可适当与商业服务业用地与娱乐康体用地混合。 

控制开发街区尺度，保证支路密度。经营性开发用地中 2.0 公顷（含 2.0 公顷）以下的街坊

数量占街坊总量的比例不宜小于 70%。商业办公性质主导和混合用地的单个街坊面积不宜大于

1.0 公顷，居住性质主导的单个街坊面积不宜大于 2.0 公顷，最大不宜超过 5.0 公顷。单个街坊

面积较大时，鼓励开辟向公众开放的地块内部慢行通道。对于紧邻生活性道路的街坊，底层建

筑界面控制线退让道路红线距离不宜大于 10m，建筑贴线率不宜小于 70%。城市市政道路的路

网密度宜大于 11.0 km/km2。生活性道路过街设施间距不应大于 150m，交通性道路过街设施

间距不宜大于 300m。 

  

 
18 站点影响区：指距离站点约 500~800 m，步行约 15 min 以内可以到达站点入口，与轨道功能紧密关联的地

区。 

19 站点核心区：指距离站点约 300~500 m，与站点建筑和公共空间直接相连的街坊或开发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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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  多种发展情景下的排放效应对比 

在世界银行“重庆市 2035 战略研究”中，项目团队基于场地类型的不同组合对重庆市中心城区的发展设定了

两种情景。一是“常规趋势”情景，即延续以往的土地开发模式，其特点包括高端就业继续集中于现有中心地带、

超大街区、办公园区以及整个中心城区的产业开发区周围。二是“紧凑开发”情景，围绕现有和规划的轨道站点

集中进行步行友好和混合用途开发。两种情景都假设到 2035 年居民人口和就业岗位数量分别新增 580 万和 400

万。为评估土地利用产生的影响，两种情景都为汽车性能、能效以及燃料和能源排放假设了相同的基准因子。 

 

图 5-1 重庆场地类型示意 

模拟结果显示，在紧凑型情景中，步行公交混合出行比例提高 9 个百分点，机动车出行则同比下降，说明紧

凑发展情景中的居民对机动车的依赖将大大低于常规趋势情景。在减少汽车使用量和缩短出行距离方面，紧凑发

展情景中的汽车行驶里程比常规趋势情景低 39%，使机动车出行产生的 CO2 排放量减少 2.62MMT（百万吨）。交

通运输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也将随着汽车行驶里程的缩短而减少。相对于常规趋势情景，紧凑发展情景 2035

年年均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总碳氢化合物、颗粒物、炭黑和二氧化硫总量将减少约 13 万吨，下降 约 39%。 

 

图 5-2 不同发展情景下交通出行方式比例    图 5-3 2035 年不同发展情景下人均汽车行驶里程（公里） 

 

图 5-4 不同情景下年均汽车行驶总里程（10 亿公里）图 5-5 不同情景下汽车温室气体排放量（百万吨） 

 

资料来源：重庆 2035：迈向全球城市. 重庆市生产力发展中心、世界银行集团、法国城市形态和综合系统研究院、

美国卡尔索普事务所、重庆舆方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宇恒可持续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西南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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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公共交通系统 

提高公交覆盖率，建设公交专用道，大中运量公交走廊应成为城市发展的骨架。城市集中

建设区公交站点 500 米半径的覆盖率应达到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 100%。公交专用道长度占城

市道路总长度（含规划道路和现状道路）的比例应达到 25%以上。城市中心区快速公交或公交

专用道平均间距不宜低于 600 米，城市副中心区、生活性一般功能区公交专用道平均间距不宜

低于 800 米。 

 

5.1.3 步行和自行车系统 

应编制自行车系统专项规划分区域、差异化规划建设步行与自行车交通网络。城市中心城

区步行道网络密度和自行车道网络密度均应大于 15km/km220。对于步行、自行车交通出行需

求较大的道路，鼓励设置步行和自行车专用道。重点片区的自行车专用道路的密度不低于 2 

km/km2。 

优化道路断面设计。对于规划双向六车道或更多车道的城市主干路，在穿越城市生活区时

可采用单向二分路形式。生活性道路的横断面总宽度应保持宜人尺度，道路红线宽度一般不宜

大于 50 米。道路空间不足时，应优先保证人行道、自行车道、公交专用道以及机非物理隔离。

可在保证道路横断面各分区最小宽度以及道路绿地率要求的前提下采取弹性设计，并依照下列

次序缩减：中央分隔带；单侧或双侧的路侧机动车停车带；机动车道；绿化带；建筑前区；公交

站台或出租车等候点处的设施带；公交站台以外的设施带。 

 

5.2 交通管理措施 

5.2.1 车辆及油品管理 

推广使用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车辆。重点区域采取经济补偿、限制使用、严格超标排放监

管等方式，大力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淘汰更新，加快淘汰采用稀薄燃烧

技术和“油改气”的老旧燃气车辆。 

推动油品升级。全面供应符合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停止销售低于国六标准的汽柴油，

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油、部分船舶用油“三油并轨”，取消普通柴油标准，重点区域、珠三角

地区、成渝地区等提前实施。 

推广使用电、氢燃料等新能源交通工具。重点区域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

区公交车将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 

通过财政补贴和政策优惠的方式，鼓励车辆所有人积极主动提前淘汰老旧车。鼓励汽车生

产和销售企业对提前淘汰老旧车后购买新车的用户实行让利销售，开展多种置换形式。加强登

记管理，对老旧车全面实施限制买卖、限制转入、限制转出、限制过户、限制异地检验的“五

限”措施。 

 

 
20 按照每公里道路两侧步行和自行车道路按照 1km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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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交通需求管理 

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限制机动车保有方式主要有两种，即车牌照有偿拍卖和车牌照无

偿摇号。城市政府通过限量发放机动车牌照限制机动车的增长速度，以行政手段对机动车的配

额进行调控。考虑到增加纯电动小客车配置方式有利于调整小客车能源结构、改善空气环境质

量，应增加纯电动小客车指标单独摇号配置方式。 

适时制定交通拥堵收费政策。拥堵收费是以经济手段对出行成本敏感者的出行时间、空间

进行调节，来减少热点区域的不必要进入与穿行，以及高峰时间内的不必要出行。在动态调节

机制下，政策缓堵效果具有长期持续性，有利于平衡地域流量分布利用道路资源，有利于改善

收费区域环境质量，有利于创造良好的自行车或步行出行环境。 

制定差别化的停车政策。通过差别化的停车分区政策、收费标准可以有效调节各组团的小

汽车出行需求。综合城市土地利用、公交服务水平、停车供需矛盾以及道路交通运行状况等多

种因素进行权重赋值，通过叠加分析构建差别化停车分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停车

设施规划导则的通知建城[2015]129 号》中要求“综合考虑人口分布、就业岗位密度、土地开

发强度、公共交通服务水平、道路交通承载能力和运行状况、停车设施使用特征等因素，合理

划定停车分区。” 

 

5.2.3 交通出行替代 

发展电子政务和商务，减少出行需求。构建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所需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平

台，并不断拓展其覆盖范围，并在政策上加大支持和扶持力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通勤、

购物等出行的比例。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为基础，对市民素质

要求较高，市民对互联网和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是有效推行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基本条件。

鼓励“在家办公”可以减少出行需求，降低道路交通量，同时，能降低企业成本、减少企业和个

人的交通开支。 

鼓励合乘用车的政策。设置高峰时段高乘载率汽车专用道(HOV)，供多乘客车辆通行，其他

车辆禁止驶入，违者将被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等。合乘车优先停车。在合适的地点专门给合乘

者预留停车空间，或者在工作地点为合乘提供免费或低费用的停车。 

 

5.2.4 交通组织管理 

制定行人友好的交通信号系统。充分考虑非机动交通的需求，在交叉口设置专用的信号灯

及合理的信号周期。《城市道路人行过街设施规划与设计规范》中，规定交叉口信号控制行人过

街可忍受等待时间不宜大于 80 秒。 

推行机动车礼让行人/自行车的行动。通过立法确认机动车的礼让义务，是社会正义和社会

良知的必然要求。步行交通是居于首位的绿色交通方式，而行人在道路交通系统中又处于弱势

地位，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3/673a52a88f664fdd670991cf/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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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区域交通与货运系统 

5.3.1 推动货物运输结构调整 

推动铁路适运货类由公路向铁路转移。开展运输结构调整潜力分析，系统摸清城市货物需

求、货源地、主要通道、基础设施现状和运行情况，分析既有货物运输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评估和预测具备转移潜力的重点货类需求和潜力，解决“转什么”、“在哪转”、“怎么转”三个重

点问题。本着“宜公则公，宜铁则铁，宜水则水”的原则，提出符合城市和货物特点的运输结构

调整战略方向和实现策略。 

推动铁路专用线建设。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远近结合、重点突破，政策引导、系统推

进的原则，以具备铁路接入条件的物流设施、工矿企业和铁路货场为主要区域，建设城市货运

铁路网。推进年货运量 150 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达到

80%以上。 

构建多式联运体系。依托铁路物流基地、公路港、沿海和内河港口等，推进多式联运型和

干支衔接型货运枢纽(物流园区)建设，加快推广集装箱多式联运。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加强港

区集疏港铁路与干线铁路和码头堆场的衔接，优化铁路港前站布局，鼓励集疏港铁路向堆场、

码头前沿延伸，加快港区铁路装卸场站及配套设施建设，打通铁路进港最后一公里，推动港口

铁路集疏运量和集装箱多式联运量大幅增长。 

 

5.3.2 加快车辆能源结构优化 

大力发展新能源货车。推进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使用新能源或清洁

能源汽车。根据不同货类的运输特点以及对车辆的技术要求，推动重型新能源货车的技术突破

与创新（如纯电动重型货车、氢燃料货车），逐步提高新能源重型货车的比例。综合考虑车辆运

行、充电桩建设等方面研究并制定新能源货车综合补贴政策，并制定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通行

优惠政策，对于存量汽柴油车辆更新为新能源车的优先政策发放通行证，给予新能源物流车辆

在具体路段和区域不限行的优惠措施，引导物流配送企业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 

加快完善充电设施规划与建设。针对自用桩建设方面，由政府部门出台政策明确整车企业

落实用户自用充电设施协调建设工作的责任。将公共充电桩建设纳入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范

围，加大用地、资金等支持力度，在物流园区、工业园区、大型商业购物中心、农贸批发市场等

货流密集区域，集中规划建设专用充电站和快速充电桩。针对解决不同车型辅助电压不同，充

电桩无法共用的问题，由国家层面组织推进车型充电和社会公共充电桩标准统一化。 

推进港口船舶污染防治。落实船舶排放控制区污染防治政策，治理内河、江海直达、港作

船舶污染，提高岸电使用率，推广使用电动和天然气动力非道路移动机械。 

 

5.3.3 引导运输组织模式创新 

发展集约化配送模式。由政府主导，推进配送企业合作开展配送业务，并协调共同配送所

需场地的使用和管理。通过设立配套设施平台，鼓励共同配送组织的发展。推动“互动网+”背

景下的行业创新型模式，促进货物需求整合和运力优化配置，开展试点并规模应用，提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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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运输效率。 

推动集约高效运输组织模式的应用推广。鼓励和推动甩挂运输、驮背运输等集约高效运输

组织模式的应用推广。通过甩挂运输模式来提高运输和物流效率，以减少车辆的空驶率，从而

降低单位货物的燃油消耗水平。各城市应进一步示范推广甩挂运输组织模式，支持发展一批规

模化、集约化、网络化运营的运输企业或企业联盟，加快培育形成一批运输龙头企业和骨干企

业；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企业投资开展甩挂运输所需的站场建设和装卸等基本

设备采购。 

推动绿色货运促进政策。货运行业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小而散”特点突出，建议采用领

跑者理念，制定并出台以行业领跑、激励先进为核心的绿色货运促进政策，引导中间层主体企

业向标杆企业看齐，促进货运行业的绿色升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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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措施协同性 
表5-1 措施协同性表 

 
类别 措施名称 协同性 措施简介/依据 

车 

辆 

排 

放 

类 

 

汽油、柴油车尾气排放标准提高(国Ⅲ

至国Ⅳ) 

一般 汽油车、重型柴油车执行国家第四阶段污染物排放标

准; 

淘汰老旧车 较好 淘汰全部老旧车 

淘汰摩托车 较好 城区禁止摩托车出行 

燃油经济性提升 较好 《乘用车燃料消耗限值》(第三阶段标准)使乘用车平

均燃油消耗量下降 

汽油、柴油油品升级 一般 执行《车用汽油Ⅳ(GB 17930-2011)》《车用柴油Ⅳ(GB 

19147-2009)》标准,硫含量低于 50×10-6; 

能 

源 

结 

构 

类 

天然气（CNG）公交替代 一般 CNG公交每公里消耗燃气 0.28m3 

纯电动公交代替天然气公交 较好* 纯电动公交每公里耗电 0.9kWh 

气电混合动力公交代替天然气公交 一般 天然气能耗占比约为 80% 

天然气出租代替汽油出租 不好 CNG出租每公里消耗燃气 0.065m3; 

电动出租代替汽油出租 较好* 纯电动出租正式投入使用,同时启动电动汽车充电设

施建设 

私家车油改气 不好 天然气-汽油两用燃料私家车占全市机动车保有量提

高 

纯电动汽车代替汽油车 较好* 纯电动乘用车电耗为 0.13kWh/km 

油电混合动力车代替汽油车 一般 油电混合动力乘用车电耗 20%、油耗 80%， 

纯电动物流货车代替柴油货车 较好* 纯电动物流货车电耗为 1kWh/km 

出 

行 

结 

构 

类 

控制城市机动车保有量 非常好 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通过鼓

励绿色出行、增加使用成本等措施，降低机动车使用

强度 

优化土地利用布局 非常好 依托公交系统引导土地开发（TOD），适度提高轨道站

点，交通枢纽站点周边的开发强度，建设功能混合的

小街区密路网格局。从源头上减少小汽车出行量。 

根据重庆市的相关研究，紧凑型城市形态中，温室气

体和污染物排放量比“常规趋势情景”减少 39%（见

专栏 3） 

公交优先策略 一般 公交车年均行驶里程与客运量比例提高。 

根据深圳市的相关研究，公共交通建设贡献的温室气

体减排量占交通部门主要减排技术措施带来的总减

排量的 20%。 

构建步行和自行车系统 非常好 建立环境宜人、安全通达的步行自行车系统，与公共

交通形成良好的接驳，鼓励居民采用绿色交通方式出

行，减少小汽车的使用。 

根据武汉市的相关研究，鼓励步行自行车出行带来的

温室气体减排量占交通部门总减排量的 4%。 

低排区政策 较好 在指定区域范围内，国标 3 标准以下的车限行 

无车承运人 较好 纳入新业态整合资源，包括甩挂运输 

 

*注：新能源相关的措施中“纯电动公交代替天然气公交”、 “电动出租代替汽油出租”、“ 纯电动汽车代替汽油车” “纯

电动物流货车代替柴油货车”如果考虑到能源生产过程，可能不具有协同效应，存在 SO2 增排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大

部分发电厂为火力发电，煤炭燃烧的 SO2 排放相较于内燃机燃烧汽油或柴油更高。——《我国城市常规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

体协同控制决策支持研究》，能源基金会资助。 

 

研究借鉴的协同控制效应评价方法是减排效果归一化。由于某项减排措施能够同时实现多

种污染物及温室气体的减排或增排，而其减排或增排污染物及温室气体的种类、数量均存在差

异。为了对各项措施进行减排效果的综合比较，需要采取归一化指标度量其协同控制效应。将

措施实现的多种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减排（或增排）效果统一为一项综合指标，并以该指标值的

正负为依据判别该措施是否具有协同控制效应。 

协同效应表现非常好的技术措施包括控制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优化土地利用布局及构建步

行和自行车系统。总体而言，出行结构类措施协同效益最好，其次是车辆排放类措施。能源结

构类措施的协同效益一般，甚至存在反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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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综合反映措施的成本有效性，需要进一步计算各减排措施的单位 APeq 减排成本。新

能源措施类如出租车油改气、天然气公交替代、电动出租代替汽油出租等成本较低，经济效益

良好。这是由于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低于燃油价格，天然气公交车、天然气出租车和电动物流货

车在使用阶段可以节省燃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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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障措施 

完成城市发展规划交通相关内容的编制工作并实现规划中涉及到的减排目标、大气治理目

标、减排控污路径和具体技术措施，需要设计相应的保障措施，这是规划必不可少的环节和步

骤。大气污染防治和碳排放控制协同规划需要系统性的保障体系确保规划的有效落实。保障主

要包括组织管理体系、资金保障和实施评估等。 

 

表6-1 保障措施编制的关键元素 

 

 

规划的目标设定需要充分考虑交通领域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与空气污染防治的协同效应。 

城市制定交通协同规划与协同目标时，建议通过以下措施保障制定能够有效落实。  

  

编制保障措施所需信息 城市大气污染和碳排放协同控制目标 

经过优先级排序的政策措施 

确定保障措施的方法 

 

PDCA（Plan, Do, Check, Act 模型） 

协同模型 

标杆管理法 

关键任务 

 

评估实施的组织机制建设要求，以及政策、技术、资金、能力建设等需求 

了解政策支持、资金渠道以及市场规模 

执行保障措施的主要产出 

 

协同工作机制设计方案 

能力建设方案 

协同控制政策框架 

资金量需求以及渠道识别 

考核评估方案及制度设计 

信息交流平台 

公众参与及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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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保障措施框架 

 

 
 

1、确保政策制定者对协同问题的关注并建立部门间的协调机制 

市委市政府是负责制定城市发展目标和任务的最终决策机构，也是城市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和温室气体控制的关键协调部门。市政府牵头有利于跨部门协作，加强大气污染防治与应对气

候变化的联动性，确保交通行业环境影响协同控制方案的设计和执行。城市根据实际情况成立

市交通环境影响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并定期举行工作联席会议来保障协同工作的有序推进。小

组由市长或市政府分管环保和交通工作的领导担任组长，组内成员应包括交通、环保、发改、

自然资源（国土）、规划、公安交管、城镇建设、经信、财政、科技等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多规合一是现存机制下分析各因素对交通规划和环境保护综合影响的有效平台，可以从上

至下将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林地与耕地保护、综

合交通、水资源、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社会事业规划等各类规划有效衔接。有条件的城市应

尽可能利用此平台将大气污染控制和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相协同。 

保
障
措
施

体制机制

确保领导对协同问题的关注并建立部门间的协调机制

将交通协同控制目标及工作任务分解到具体部门，明确部门责任人并建立考核制度

通过组建协同控制技术团队，推动国际交流等方式提升协同工作的科学研究能力，
保障协同的科学性

政策措施 通过制定实施法规和标准引领和推动城市大气污染和碳排放协同控制目标的实现

资金支持
通过排放情景预测和技术政策识别确定协同控制的资金需求，并根据融资渠道匹配
融资方案

激励机制

设立交通环境影响协同控制专项引导资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能力作用

对具有交通协同控制效应的技术、项目和产品提供税收优惠政策

信息交流 建立信息交流平台， 加强交通领域环境影响协同控制的信息公开及管理水平

能力建设及国际合作

通过学习、培训和相应组织建设、提出提高基础能力的需求并提出计划。包括政府
管理能力

通过试点示范、合作研究培训考察、交流研讨等方式，引导、学习、吸收国外先进
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

公众参与和监督 建立公众教育、参与与监督的机制，提升交通领域环境影响协同控制效果

考核评估 建立基于城市环境质量和协同控制工作任务的评估指标体系以及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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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协同控制目标落实到具体部门的相关规划和政策中 

统一目标是部门分工、协调的基础。在交通协同目标确认后，将目标细化为工作任务，并

将任务分解到相应的部门中，明确任务目标，落实责任单位及支持单位。目标设置时需要注意

部门间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在明确目标和工作任务的基础上，各部门应制定并执行交通领域环

境协同控制考核评价办法，并将考核对象的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部门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

体系以及部门和干部考核体系。对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进展缓慢的

地区和单位及时进行督导，并将考核评价结果与补助资金、评优评先、税收优惠等政策挂钩。 

 

3、通过组建协同控制技术团队，推动国际交流等方式提升协同工作的科学研究能力，

保障协同的科学性 

大气污染和碳排放协同控制具有创新意义，这要求各个部门和行业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学习

和交流，掌握工作要点和技术要求。这包括城市内部的能力建设、城市间的经验交流以及国际

合作。组建多领域的专家团队支持协同控制工作是科学决策的基础。技术支持团队的工作内容

包括为清单编制、能源和排放模型预测、污染排放源分析、交通领域的措施识别、协同性效益

分析、成本效益分析、融资需求评估、绩效评估标准等方面提供技术指导、政策建议和最佳实

践等智力支持。部分发达国家城市积累了大量的协同控制研究和政策经验。通过专项合作研究、

定期组织国际会议等方式，快速提升国内对于这项工作的研究能力以及政策制定经验，同时，

国际合作平台可以加速节能、环保、新能源等先进技术的引进，推动有创新性、示范性的国际

合作项目，撬动国际资金支持并增强城市的国际形象。  

 

4、通过排放情景预测和技术政策识别确定协同控制的资金需求，并根据融资渠道匹配融

资方案 

从科学性上来说，协同控制的资金需求应该经过与排放情景紧密联系的成本效益分析得来。

在进一步明确协同目标和技术路径后，评估本地可获得的资金渠道和数量，区分项目的优先级，

并匹配适当的融资方案。融资规模与城市的低碳发展目标、现有的经济水平、低碳技术使用情

况相关。融资渠道主要包括公共财政、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市场化融资渠道、双边或多边开

发银行及金融机构五种形式，城市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识别和选择。在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下，

政府可以通过担保、贴息、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引导金融机构与开发商、交通运营企业、能源

企业合作发掘投资交通协同治理项目的金融产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

优化审批流程与速度、融资期限、政府担保等管理机制，为绿色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通过报刊融

资租赁、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等进行创新融资提供便利。 

 

5、设立交通环境影响协同控制专项引导资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能力作用 

各级财政争取每年安排一定规模资金作为交通协同发展的引导资金，重点用于示范性项目

建设。根据城市的特点和发展需求，设计具有前瞻性的示范性项目，通过项目和规划向各级财

政部门申请专项资金。建立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和项目评选制度，将交通协同控制效果纳入项目

评选指标中，并加大对具有协同效果的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在无法建立专项资金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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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虑整合低碳、绿色、交通等相关专项资金，如“绿色交通”公交项目资金、交通运输节能

减排专项资金、道路运输节能减排专项资金、轨道交通建设专项资金、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在资金拨付时着重考虑交通领域环境影响协同控制效果。 

 

6、对具有交通协同控制效应的技术、项目和产品提供鼓励或优惠政策 

基于环境影响协同控制分析研究和技术、项目目录清单，地方政府可制定税费优惠目录，

对具有协同效果的技术与项目给予相应鼓励或优惠政策。如对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企业、运营交

通企业及消费者给予税费优惠政策，提高新能源车辆的吸引力。既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中

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关于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车船税优惠政策通知》等，对绿色低

碳交通的支持有益于引导交通体系的低碳与绿色转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向具有环境协

同控制效应的项目进行倾斜。 

 

7、建立信息交流平台， 加强交通领域环境影响协同控制的信息公开及管理水平 

大数据已经成为提升交通发展和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建设具有信息收集、管理、交流和

发布功能的信息平台，城市可以促进交通运输行业科学决策，支撑跨领域协同管理要求，优化

交通设计和运行，推动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发创新应用，提升公众出行的出行感受。在不具备单

独搭建信息平台的城市，可以考虑与研究机构或商业公司合作，利用既有的数据信息支撑决策

需求。例如国家交通运输部搭建的“出行云”综合交通出行大数据开放云平台，接入了多家企

业和研究机构的数据信息，供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相关企业、互联网企业、研究机构以及公众

了解和使用。 

 

8、建立公众教育、参与与监督的机制，提升交通领域环境影响协同控制效果 

结合“环境日”、“节能宣传周”、“低碳日”、“无车日”等活动，开展包括自媒体、传

统媒体、广告、校园活动等形式的交通运协同效益主题宣传，提升对交通运输的绿色低碳发展

的认知，鼓励全行业和社会公众的自觉行动。建立公众反馈平台或 APP，或通过问卷调查和访

谈了解公众对交通协同控制规划或执行的反馈意见，以及交通总体运行的满意度。内容应包括

城市环境现状、政策制度设计、出行满意度以及交通出行成本等方面的评价。通过对以上数据

以及公众意见的分析，获得评估指标结果，开展规划综合评估。 

 

9、建立基于城市环境质量和协同控制工作任务的评估指标体系以及评估机制 

评估的目的是持续客观的评估城市交通协同控制的实际影响和效果，从而引导城市建设更

加注重大气污染控制和碳排放峰值的实际效益，并为城市低碳转型提供参考，形成决策反馈机

制。如城市的大气污染及二氧化碳排放符合规划中的情景设置，则需总结目前工作中的经验，

并预判下一阶段可能出现的挑战。若不符合情景设置要求，则需对照已经颁布的政策措施以外

部宏观形势，重新考虑调整目标或者措施及其强度，调整工作方案。 

评估内容可包含以下几部分：总结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对执行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改进

的目标、可采取的措施以及管理手段，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更具体的建议。评估体系的框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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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反映和描述城市交通大气污染和碳排放控制的总体特征以及工作任务的落实情况。主要包

括大气污染控制的核心指标、碳排放强度或者绝对量指标以及交通领域与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相

关的核心指标等三方面内容。评估指标的选取应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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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建议评估指标表 

碳排放目标 

碳排放峰值目标 

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目标 

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营运车辆和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下降目标 

营运车辆和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目标 

大气污染控制目标

（城市层面） 

交通领域氮氢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二氧化硫（SO2）、细颗粒物

（PM2.5）的排放量与贡献率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污染物减排目标 

交通协同控制目标 

公交出行比例 

道路公共交通站点 500/300 米覆盖率 

城市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 

城市交通绿色出行分担率 

公交车辆新能源绿色车辆的比例 

铁路货运比例 

新能源车推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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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 

7.1 附表 
附表 1 交通能源管理和污染防治政策梳理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文件 

2012 年 6 月 国务院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21 

2013 年 5 月 交通运输部 《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发展指导意见》22 

2013 年 9 月 国务院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3 

2013 年 11 月 交通运输部 《关于推进水运行业应用液化天然气的指导意见》24 

2014 年 12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GB27999—2014）25 

2015 年 5 月 

财政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交通

运输部 

《关于完善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政策加快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的通知》26 

2015 年 10 月 国务院 《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27 

2017 年 2 月 国务院 《“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28 

2017 年 4 月 交通运输部 《推进交通运输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29 

2017 年 9 月 
工业和信息化

部、财政部等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

法》30 

2017 年 9 月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国家能

源局等 

《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

施方案》 

2017 年 11 月 交通运输部 《关于全面深入推进绿色交通发展的意见》31 

2017 年 11 月 

交通运输部、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等 

《关于加强船用低硫燃油供应保障和联合监管的指导意见》
32 

2017 年 12 月 
交通运输部、公

安部、商务部 
《关于组织开展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的通知》33 

 
21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146557/n1146619/c3072778/content.html 

22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466586.htm 

23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09/13/content_4561.htm 

24 http://zizhan.mot.gov.cn/zfxxgk/bnssj/syj/201311/t20131104_1507474.html 

25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85/n3057589/c3616982/content.html 

26 http://xxgk.mot.gov.cn/jigou/ysfws/201505/t20150521_2978540.html 

27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0/09/content_10214.htm 

28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2/28/content_5171345.htm 

29 http://xxgk.mot.gov.cn/jigou/zhghs/201704/t20170414_2976502.html 

30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88791/c5826378/content.html 

31 http://xxgk.mot.gov.cn/jigou/zcyjs/201712/t20171206_2973177.html 

32 http://xxgk.mot.gov.cn/jigou/haishi/201711/t20171114_2979991.html 

33 http://xxgk.mot.gov.cn/jigou/ysfws/201712/t20171226_29788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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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国务院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34 

2018 年 9 月 交通运输部 
《关于加快长江干线推进靠港船舶使用岸电和推广液化天然

气船舶应用的指导意见》35 

2018 年 11 月 

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科

学技术部等 

《六部委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36 

2018 年 11 月 中国民用航空局 《关于深入推进民航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37 

2019 年 1 月 
生态环境部等多

部委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38 

 

 

附表 2 全国平均上游排放因子 

上游电力排放因子基于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开发的 GREET_2018 模型（The Greenhouse 

gases, Regulated Emissions, and Energy use in Transportation Model）和清华大学团队建立的中国

本地化数据库得到。 

 

  汽油 柴油 发电原料 电力生产 

  g/L g/L g/kWh g/kWh 

碳氢 0.900 0.341 0.054 0.008 

CO 0.661 0.755 0.060 0.064 

NOX 1.608 1.736 0.171 0.702 

PM10 0.163 0.108 0.069 0.171 

PM2.5 0.106 0.089 0.014 0.099 

SOX 0.676 0.605 0.052 0.807 

CO2 613.4 474.9 34.7 716.7 

 

 

附表 3 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货币化参数 

指标 城市 
SO2 

(元/kg) 

NOx 

(元/kg) 

PM2.5 

(元/kg) 

PM2.5-10 

(元/kg) 

CO 

(元/kg) 

VOCs 

(元/kg) 

CO2 

(元/kg) 

货币化价

格 

重庆 1.14 1.14 4.8 2.4 10 1.14 0.008 

深圳 1.14 1.14 4.8 2.4 10.02 1.14 0.026 

厦门 1.14 1.14 4.8 2.4 10.02 1.14 0.016 

保定 4.56 4.56 4.8 2.4 10.02 4.56 0.016 

权重 

重庆 0.05526  0.05526  0.23269  0.11635  0.48478  0.05526  0.00039  

深圳 0.05516  0.05516  0.23227  0.11613  0.48486  0.05516  0.00125  

厦门 0.05519  0.05519  0.23237  0.11619  0.48508  0.05519  0.00079  

保定 0.14749  0.14749  0.15526  0.07763  0.32410  0.14749  0.00053  

 
34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7/03/content_5303158.htm 

35 http://xxgk.mot.gov.cn/jigou/zhghs/201809/t20180919_3090496.html 

36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8/c6475330/content.html 

37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ZFGW/201811/t20181116_192928.html 

38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1901/t20190104_688587.html 



 

39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常规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决策支持研究》，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

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全球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能源基金会资助 

7.2 其他 

7.3.1 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设定简介 

国际目标：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1987 年提出了空气质量准则，旨在为降低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

响提供指导。准则值是在专家对现有科学证据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些准则值将为政策

制定者提供信息，并为世界各地空气质量管理工作提供了多种适合当地目标和政策的选择。

WHO 于 2005 年更新的《空气质量准则》见表 7-1 所示。《空气质量准则》反映了目前可以获

得的有关这些污染物影响健康的新证据以及在 WHO 各个区域目前和今后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

响方面的相对重要性。除了准则值外，WHO《空气质量导则》针对不同污染物还确定了 IT-1、

IT-2 和 IT-3 三个过渡阶段的目标值。通过采取连续、持久的污染控制措施，这些目标值是可以

实现的。这些过渡时期目标值有助于各国评价在逐步减少人群颗粒物暴露的艰难过程中所取得

的进展。 

 

表7-1 WHO《空气质量准则》指导值 

污染物 监测方式 IT-1 IT-2 IT-3 目标 

PM2.5（µg/m
3
） 

年平均 35 25 15 10 

24 小时平均 75 50 37.5 25 

PM10（µg/m
3
） 

年平均 70 50 30 20 

24 小时平均 150 100 75 50 

O3（µg/m
3
） 8 小时平均 160 / / 100 

NO2（µg/m
3
） 

年平均 / / / 40 

1 小时平均 / / / 200 

SO2（µg/m
3
） 

24 小时平均 125 50 / 20 

10 分钟平均 / / / 500 

CO（mg/m
3
） 

15 分钟 / / / 100 

30 分钟 / / / 60 

1 小时 / / / 30 

8 小时 / / / 10 

中国国家目标： 

2012 年，我国发布了新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新标准强调以保护

人体健康为首要目标，调整了环境空气功能区的分类，进一步扩大了人群保护范围；调整了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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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项目及限值，增设了 PM2.5 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 8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加严了 PM10 等污

染物的浓度限值。本次标准修订将三类区全部并入二类区，环境空气功能区仅分为两类，标准

也分为两级。一级标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及社会物质财富，同时也为理想的环境目标，二级标

准保护公众健康，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标准分级方式一致。该标准规定的基本项目浓度

限值见表 7-2。该标准自 2016 年 1 月 1 日在全国实施。 

表7-2 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浓度限值（《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污染物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一级 二级 

PM2.5（µg/m
3
） 

年平均 15 35 

24 小时平均 35 75 

PM10（µg/m
3
） 

年平均 40 70 

24 小时平均 50 150 

O3（µg/m
3
）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 100 160 

1 小时平均 160 200 

NO2（µg/m
3
） 

年平均 40 40 

24 小时平均 80 80 

1 小时平均 200 200 

SO2（µg/m
3
） 

年平均 20 60 

24 小时平均 50 150 

1 小时平均 150 500 

CO（mg/m
3
） 

24 小时平均 4 4 

1 小时平均 10 10 

城市目标： 

在国家目标的基础上，各地区、城市针对自身特点，制定了分阶段、分部门的达标规划，为

大气污染物减排工作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行动指南，详见各区域、城市发布的打赢蓝天保卫战

行动计划文件。例如，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到

2020 年，北京市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在“十三五”规划目标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比 2015 年减排 30%以上；重污染天数比率比 2015 年下降 25%以上。到 2020

年，各区 PM2.5 年均浓度目标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控制在 46 微克/立方米左右；门头

沟区、昌平区控制在 49 微克/立方米左右；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

山区、顺义区、房山区、平谷区控制在 52 微克/立方米左右；通州区、大兴区、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控制在 55 微克/立方米左右。 

交通部门减排目标： 

交通部门是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重要贡献部门之一，是 PM2.5 及其前体物的重要来源之一，

国家、地区和各城市针对交通部门制定了多项减排控制对策，主要包括加严机动车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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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在用车监管、改善燃油品质、发展绿色交通、经济手段调控等。由于大气污染的成因较为

复杂，通常采用浓度指标作为空气质量衡量指标来全面反映空气污染状况，难以做到对各部门

减排量进行明确的定量分解，通常由省级或市级行政区政府与环保部联合制定可执行的多部门

污染减排综合实施计划。对于各部门的减排任务的分配量大小，可以通过各部门磋商的形式确

定，综合考虑各项措施实施的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等因素。 

 

7.3.2 碳排放控制目标设定简介 

国际目标 

《 巴黎协定》对全球长期减排目标做出了明确规定：“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

人为排放与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而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所有情景分析结果表明，要实现

这一目标，全球应当在 2030 年左右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 

中国国家目标 

 2015 年 6 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正式提交《强

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进一步明确将“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

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作为中国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政府同时在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提出，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 － 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 20% 左右，森林蓄积量比 2005 年增加 45 亿立方米左右39。 

城市目标 

中国已经有 82 个城市提出了城市碳峰值达标年份,其中北京、上海、杭州、厦门、深圳等

东部一线或超一线发达城市的达峰目标年份均在 2020 年左右，石家庄、南昌、秦皇岛、大连、

济南、长沙、株洲等中东部二线城市的达峰目标年份在 2025 年左右，而桂林、昆明、乌鲁木

齐、贵阳等西部城市的达峰目标年份在 2030 年左右40。达峰目标年份的差异基本上体现为东

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延迟、经济发达城市早于经济发展中城市的特点。同时部分城市还提

出了碳排放总量控制的目标，例如武汉市提出 2022 年全市全社会的碳排放总量控制在 17300

万吨。41 

交通部门碳排放控制目标设定 

对于制定了碳排放总量目标的城市，交通部门的碳排放目标一般是根据碳排放总量的控制交通

分解到交通部分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以武汉市为例，2022 年全市全社会的碳排放总量控制

目标为 17300 万吨，其中交通领域碳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为 2020 万吨，占总量的比例为 11.7%。

对于以达峰为目标的城市而言，交通部门的排放量是与城市人口和规模直接相关的，而中国目

前正处在城镇化的发展阶段中，未来交通部门的碳排放比例较现状将显著上升4243，因此对于快

 
39 APPC 城市达峰指导手册 11 页 

40 杨秀.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城市达峰方案的思考及建议，CEPRT 杭州研讨会。 
41 武汉市碳达峰行动计划 

42柴麒敏，傅 莎， 郑晓奇，赵旭晨，徐华清，中国重点部门和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及政策研究，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017 年第 12 期 

43马丁，陈文颖.中国 2030 年碳排放峰值水平及达峰路径研究. 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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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城镇化阶段的城市而言，交通部门的碳达峰目标将晚于城市总体碳达峰目标年份。 

7.3.3 空气质量达标评估规划方法 

1、输入数据的准备 

模拟区域的选择：为了提高模拟结果的准确性，按照目标区域大小选择合适的空间分辨，

比如全国尺度采用 27km、区域尺度采用 9km、城市尺度采用 3km 分辨率，而网格区域则至少

要覆盖所有目标区域；为了减少边界条件的影响，建议进行嵌套模拟。 

气象场的模拟：空气质量模拟所需的气象场由气象数值预报模式（比如 WRF 等）提供，模

拟区域建议比目标区域扩大一定范围，模拟建议提前 5 天消除初始场影响，将模拟结果与

National Climate Data Center（NCDC）或者本地气象站的观测结果对比，对气象场模拟结

果进行校验，校验参数和标准如表 7-3 所示： 

 

表7-3 气象场校验标准 

参数 标准(月均偏差) 

风速 ≤±0.5 m/s 

风向 ≤±10 ° 

气温 ≤±0.5 ℃ 

相对湿度      ≤±1 % 

 

网格化清单：空气质量模式需要各网格逐小时的污染物排放量，因此需要把各情景的排放

总量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分配，对于挥发性有机物（碳氢）和颗粒物的组分，需要按照模拟需求

进行化学物种的分配，得到基准年和预测的未来年网格化排放清单。 

污染物浓度观测数据：空气质量模式的校验需要用到目标区域内各个监测站在模拟时段的

污染物浓度逐小时观测数据，包括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颗粒物的数据最好包含颗粒物的组分

浓度。 

 

2、空气质量模拟与校验 

选择合适的空气质量模式，利用网格化清单和气象场以及其他输入参数（初始场、边界场

等）进行空气质量的模拟。 

模拟时间段的选择：在计算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建议选择全年 12 个月进行模拟；在计算资

源紧张或者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典型月份进行模拟（比如 1 月、4 月、7 月、10 月），

代表四个季节的浓度；如果计算资源和时间特别紧张，至少要模拟两个月，代表冬天和夏天的

结果。 

空气质量模式的校验：提取空气质量模式模拟结果中与观测站对应的网格的常规污染物浓

度，计算校验所用指标。 

校验所用的指标包括相关系数（R），标准化平均偏差（NMB），标准化平均误差（NME），

标准化分数偏差（MFB），标准化分数误差（MFE）(EPA, 2007)。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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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o 为观测浓度，Cm 为模拟浓度，N 为站点数量。 

 根据 Boylan and Russell (2006) 对 PM 的模拟可靠性分析，当平均相对误差 （MFE） 

和平均相对偏差 （MFB）小于+75%和±60%时，模型的模拟精度基本上能满足应用的需要。 

 

3、空气质量达标分析 

 
图7-1 达标分析路线图 

虽然空气质量模型能模拟出各污染物的浓度变化情况，但模拟数值与实际监测值间存在一

定的差异。因此，不能直接用预测年的污染物浓度模拟结果来判断是否可达到空气质量目标，

需要需要基于模拟的基准年和目标年结果比值计算得到污染物削减因子，利用质检合格的历史

监测数据与污染物削减因子乘积作为目标年的预测值，进而判断目标年的污染物浓度是否达到

空气质量目标，如图 7-1 所示。 

 对于 O3、NO2 和 SO2，其监测站点的目标年预测值计算相似，以 O3 为例： 

fO3 = bO3 × RRFO3 

其中，fO3 表示目标年臭氧的浓度值，bO3 表示基准年臭氧的监测值，而 RRFO3 则是由模型

模拟结果计算得出的污染物削减因子，需要由基准年和未来年的模型数据，并结合监测站点的

空间位置来计算得出。 

 可以按以下步骤预测每一个监测站点的浓度值： 

1) 选择基准年和未来年的模型数据以及 O3 的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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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监测站点的地理位置，即经纬度坐标，利用 GIS 找出在模型数据上与该坐标邻近的所

有网格，每个网格有相应的基准值（Base）和未来值（Future）。 

3) 将网格上所有的基准值和未来值分别平均，其未来平均值与基准平均值之比即为该监测点

的 RRF。 

RRFO3 = Future avg / Base avg 

4) 利用该站点的监测数据及 RRF 计算污染物目标年预测值。 

fO3 = bO3 × RRFO3 

对于 PM2.5 和 PM10，由于其成分复杂，监测数据上 PM 的成分比例与模型数据上的成分比

例不尽相同。考虑到不同成分比例的 PM 有不同的化学反应活性，因此模型模拟得出的 PM 整

体的变化情况不能直接用于 PM 的模拟预测，也就是不能直接通过 RRFPM 计算监测点上 PM 的

未来值，而是需要计算所有成分的 RRFspecies，预测所有成分的目标年浓度并加和得到 PM 的目

标年浓度值。 

对于 PM2.5 的计算，在预测每个站点的浓度值时，按以下步骤计算： 

1）选择基准和未来年的模型数据，PM2.5 的监测数据及 PM2.5 的成分数据。 

2）PM2.5 考虑的成分包括 SO42
-、NO3

-、OC、EC、Crustal、NH4
+、H2O 及 Other。由

于成分监测站的地理位置与 PM2.5 监测站的位置不同，需要将成分站的所有成分空间插值到

PM2.5 的监测站上。空间插值采用 VNA 算法，利用所有成分站点和要插值的监测站点绘制泰森

多边形，采用与距离成反比的关系将监测站周边的所有多边形的浓度值插值加和，得到在 PM2.5

监测站点上的成分数据。 

b species = ( b PM2.5 / ∑ b’
species ) × b’species 

上式中，b’species 表示插值得到的每个成分的浓度值，bPM2.5 表示基准年的 PM2.5 监测值，

bspecies 表示经过校准后的成分的浓度值。 

3）根据监测站点的地理位置，利用 GIS 找出在模型数据上与该坐标邻近的所有网格，每

个网格有相应成分的基准值 b species 和未来值 f species，将网格上所有的基准值和未来值分别平

均，计算所有成分的 RRFspecies。 

4）计算所有成分目标年的预测值 

f species = b species × RRFspecies 

5）将所有成分的预测值加和得到 PM2.5 目标年的预测值 

f PM2.5 = ∑ f species 

 

4、常用工具 

（1） 常用的气象模型/空气质量模型 

 第三代空气质量模型是基于“一个大气“准则，用数学方法模拟影响大气污染物浓度的

物理和化学过程的模型。凭借其预测的未来新政策法规实施后的污染物浓度，估计政策法规的

有效性，用以减少人类和环境暴露。建议使用的空气质量模型包括但不限于 CMAQ

（Community Multiscale Air Quality）、CAMx（Comprehensive Air Quality Model with 

Extensions）及 NAQPMS（Nested Air Quality Prediction Modeling System）模型。而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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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模型所需要的气象场输入资料可以通过气象模型获得。该类模型是使用数学方法模拟大气过

程的模型。可以使用的气象模型包括但不仅限于 MM5（The PSU/NCAR mesoscale model）、

WRF（The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常用的气象模型或空气质量模型见表 7-4。 

表7-4 气象模型或空气质量模型 

模型 适用尺度 应用领域 可供参考的链接 

MM5/WRF

模型 

多尺度嵌套 为空气质量模型提供气象场模

拟资料；分析大气污染物传输

路径 

http://www2.mmm.ucar.edu/mm

5/； 

https://www.mmm.ucar.edu/wea

ther-research-and-forecasting-

model 

CMAQ 、

CAMx 、

NAQPMS 、
WRF-CHEM

模型 

多尺度嵌套 可系统模拟多种尺度、多种大

气污染问题，特别适用于复合

型大气污染过程模拟；在空气

质量预报领域、环境规划领域

广泛使用 

https://www.epa.gov/cmaq； 

http://www.camx.com/； 

https://ruc.noaa.gov/wrf/wrf-

chem/ 

CALPUFF

模型 

几十到几百

公里 

可模拟多种大气污染问题，适

用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区域性大气环境模拟；多用于

环境影响评价 

http://www.src.com/ 

Aermod模型 几公里到几

十公里 

可模拟多种大气污染问题，适

用于城市尺度大气污染问题的

模拟；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 

https://www.epa.gov/scram/air-

quality-dispersion-modeling-

preferred-and-recommended-

models 

 

（2）空气质量达标规划评估工具 

SMAT-CE（Software of Model Attainment Test – Community Edition）是美国环境保

护署研发的新一代空气质量达标规划评估工具，它是以监测数据、模型数据作为工具的输入，

并利用优化的数理方法对大气复合污染状况进行模拟，评估不同控制情景下的空气质量测点浓

度是否能达到空气质量标准。 

SMAT-CE 的输入数据包括模拟值和监测值。其中，模拟值来自上述空气质量模型。相应的

输出结果为不同控制情景下各个监测点的未来浓度值以及网格化的污染物空间浓度值。测点浓

度估算值可供决策者快速评估每个监测点的污染物浓度是否达标，空间网格化浓度值可从区域

角度评估估算浓度是否达标。SMAT-CE 可以模拟评估的污染物包含：年均及日均细颗粒物

（PM2.5）、臭氧（O3）和区域灰霾（能见度）。 

关于 SMAT-CE 工具的详细介绍、源代码、执行文件、用户手册及技术文档可前往

http://www.abacas-dss.com/abacas/Default.aspx 下载。 

 

7.3.4 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分析常用工具 

1、LEAP 模型 

LEAP（The Long-range Energy Alternatives Planning System——长期能源替代规划

系统模型）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开发的用于能源 - 环境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情景

分析软件。它是一种自底向上的集成结构模型，即以工程技术为出发点，对各行业的能源消费、

http://www2.mmm.ucar.edu/mm5/
http://www2.mmm.ucar.edu/mm5/
https://www.epa.gov/cmaq
http://www.cam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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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终端技术进行仿真模拟，如活动水平（产量或服务量）、工艺结构、设

备能效、燃料种类的微观参数设定，并对能源消费有重要影响的宏观经济参数，如 GDP、GDP 

结构、人口、城市化率做出设定。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各行业终端用能的变化设置不同情景，

由产品产量决定活动水平，由活动水平决定能源需求，再结合各类能源的排放系数得到排放总

量，加上各种技术组合与能源和原材料的成本就得到各种技术组合的成本。该模型具有灵活的

数据结构，可以根据使用者对技术规格和终端细节的丰富程度的要求展开不同层次的分析。 

LEAP 在城市峰值目标确定中的应用：LEAP 的软件界面中，根据能流 LEAP 将能源系统

依次划分成终端需求（如工业、建筑、交通）、能源加工转换（如电力、热力生产）和一次能源

三个子模块。通过对城市未来社会经济、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假设，使用情景研

究方法，得到城市未来可能的碳排放趋势，帮助城市制定达峰目标。应用 LEAP 帮助城市确定

达峰目标遵循以下基本方法和步骤： 

（1）模型结构 

包括将能源系统进行划分，终端用能部门进行分解（建筑部门可以划分为居民建筑和公共

建筑用能等、钢铁等工业部门可以按照工序进行划分）。 

（2）基准年数据 

按照上述模型结构，收集分部门的活动水平、能源强度和排放因子数据，按照“分部门能

源消耗 = 分部门活动水平×分部门能源强度”公式计算后，其加总能源消耗量和城市总的能源

消耗量相等。 

（3）确定未来活动水平 

基于城市中长期发展规划，确定未来能源消费驱动因子的变化趋势。包括人口、GDP 增速

和三产结构、工业内部结构，以及三个终端需求部门的活动水平（例如建筑面积、汽车拥有量、

客运与货运周转量、钢铁、水泥等城市重点高能耗行业产品产量等）。这些驱动因子直接决定了

未来城市的能源服务需求总量和增长趋势。 

（4）确定未来能源强度 

在活动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单位活动的能耗水平即能源强度，它反映了居民的生活

质量和技术水平。例如：将居民生活炊事、热水、供暖和制冷、家电、照明能耗平均到建筑面积

上得到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水平，私人汽车每百公里油耗、年均出行距离，每吨钢铁、水泥的

综合能耗等。一方面，随着生活质量改善，居民建筑能耗强度、年出行距离会逐渐上升；但是随

着技术进步，能效提高，会降低建筑、交通以及工业产品的单位能耗，需要综合考虑这两个方

面的发展趋势确定能耗强度。 

（5）确定未来排放因子 

由活动水平和能源强度我们得到未来城市总能耗，当进一步确定了能源结构与分能源品种

的排放因子后即得到了城市未来的碳排放。在确定能源结构时应考虑城市未来各个领域能源结

构调整的潜力，例如：居民建筑部门燃气替代燃煤供暖、地热供暖、太阳能热水器等发展潜力，

交通部门电动汽车发展速度，以及电力部门非化石能源比重增速等，清洁能源的加速部署将有

助于减缓城市的排放增长。 

（6）部门与技术的减排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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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未来活动水平、能源强度和排放因子变化与排放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分析部门和技术

的减排贡献率，评估减排潜力。 

（7）减排成本分析： 

在模拟过程中，城市可以展开多种情景设想，例如，经济高速发展与温和发展情景、技术

快速进步与缓慢发展情景等，通过比较多种情景结果和可行性，帮助城市确定峰值目标44。 

 

2、COPERT 模型 

COPERT4 模型是欧洲在全球广泛使用的计算道路交通污染物排放及温室气体排放的软件

工具。COPERT 排放因子可通过对车辆类型和技术的统计数据进行二项式回归分析而得到，同

时它也是车辆平均行驶速度的表现函数。 

COPERT4 可用于估算不同类型车辆（乘用车、轻型商用车、重型卡车、公共汽车、摩托车

和轻便摩托车）所产生的全部主要大气污染物（CO、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PM、NH3、

SO2、重金属）的排放量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量（CO2、N2O、CH4）。它还能反应 NO / NO2、碳

元素、有机 PM 和非甲烷碳氢（包括 PAHs 和 POPs）的形成。COPERT4 V8.0 以来（最新为

COPERT4 V12），开发者引入大量的实际道路排放测试数据（包括轻型车的 CADC 工况下台架

排放测试，和轻型车/重型车 PEMS 测试），修正实际道路排放因子（特别是 NOx 排放因子）。 

 

 
图7-2 COPERT 模型 

资料来源：COPERT4 Estimating emissions from road transport.  

 

3、MOVES 模型 

MOVES 模型是美国环境保护署（EPA）从 2001 年开始研发新一代综合移动源排放模型-

MOVES（motor vehicle emission simulator），取代 MOBILE6 成为美国（除加州外）交通排

 
44 APPC 城市达峰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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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测算法规模型。MOVES 能够估算汽车、卡车、公交车和摩托车所产生的各种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碳氢 s），主要包括： NOx、PM2.5、PM10、CO 以及其他前体化合物。这些估算数据会被

应用于州实施方案（SIP）(加州除外)。MOVES 2014 版与联邦排放标准规定进行了结合，包括

轻、中/重型发动机及车辆的燃油经济性标准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标准。 

 

 
图7-3 模型界面 

资料来源：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 MOVES User Guide 2014 

 

MOVES 模型的用户需在程序启动之初自行创建参数。从设备、车辆类型、时间段到地域、

污染物、车辆运行特点以及道路类型等都可以自行创建。这就使得给用户可以任意模拟一组特

定条件下的车辆运行。一旦条件确定，MOVES 将执行一系列的计算以确定该方案的输出结果。

MOVES 能够模拟出真实的车辆运行过程，比如冷启动或延长怠速，然后据此精确估算出各类

排放量或排放率。 

 

4、EMBEV 系列模型 

中国城市机动车排放因子模型（EMBEV）是由清华大学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CATARC）、北京理工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大样本测试数据所开发符合中国城市车辆技术

特点的排放模型。第一个 EMBEV 模型版本是 2010 年推出的北京模型（V1.0），之后由为澳门、

南京等城市开发了本地化的城市机动车排放因子模型。2015 年初，环保部发布了《道路机动车

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其中核心排放因子和修正数据主要基于 EMBEV 模

型。目前，EMBEV 系列模型集成了大量中国本地化的测试数据，目前模型基于数千辆典型城市

工况下的台架测试和数百辆实际道路车载排放测试数据，并有百万辆遥感测试和十万辆 I/M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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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模型修正和校验，并随着模型的推广和车队的技术更新仍在不断扩充和丰富测试车辆数

据库。 

最新 EMBEV 模型可以模拟 1998 至 2030 年的基于车型规格、燃油类型、排放标准和车龄

的单车技术排放因子和基于单车技术构成比例的车队平均排放因子，模型软件的操作流程如图

1 所示。EMBEV 模型共定义 11 类车型规格，其定义与中国机动车注册管理的分类要求保持一

致，包括微型客车、小型客车、中型客车、大型客车、微型货车、轻型货车、中型货车、重型货

车和摩托车，此外还包括出租车和公交车等高活动水平的重点车队。 

EMBEV 系列模型随着排放测试手段和数据的丰富，模型功能和模型技术也不断进步和完

善。模型已经新增了温室气体 CO2 和颗粒物组分（包括 BC、EC/OC、颗粒物粒数浓度和 PAHs

等）的排放因子模拟，模拟车型包括传统车辆技术、天然气车、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

车。其中，在反映实际道路运行工况对排放影响的关键模块上，既采用了基于 PEMS 短时连续

交通流的排放速度修正技术（即 100%实际道路的速度修正曲线），也提供基于“速度-VSP”的

瞬态排放特征模拟。 

 
图7-4 EMBEV 模型软件界面操作流程 

 

   5、常用的气象模型/空气质量模型 

第三代空气质量模型是基于“一个大气“准则，用数学方法模拟影响大气污染物浓度的物

理和化学过程的模型。凭借其预测的未来新政策法规实施后的污染物浓度，估计政策法规的有

效性，用以减少人类和环境暴露。建议使用的空气质量模型包括但不限于 CMAQ（Community 

Multiscale Air Quality）、CAMx（Comprehensive Air Quality Model with Extensions）及

NAQPMS（Nested Air Quality Prediction Modeling System）模型。而该类模型所需要的

气象场输入资料可以通过气象模型获得。该类模型是使用数学方法模拟大气过程的模型。可以

使用的气象模型包括但不仅限于 MM5（The PSU/NCAR mesoscale model）、WR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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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常用的气象模型或空气质量模型见表 7-5。 

 

表7-5 常用的气象模型或空气质量模型 

模型 适用尺度 应用领域 可供参考的链接 

MM5/WRF 模型 多尺度嵌套 为空气质量模型提供气象场模拟资料；分

析大气污染物传输路径 

http://www2.mmm.ucar.edu/mm5/； 

https://www.mmm.ucar.edu/weather-

research-and-forecasting-model 

CMAQ、CAMx、

NAQPMS、WRF-

CHEM 模型 

多尺度嵌套 可系统模拟多种尺度、多种大气污染问

题，特别适用于复合型大气污染过程模

拟；在空气质量预报领域、环境规划领域

广泛使用 

https://www.epa.gov/cmaq； 

http://www.camx.com/； 

https://ruc.noaa.gov/wrf/wrf-chem/ 

CALPUFF 模型 几十到几百公里 可模拟多种大气污染问题，适用于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性大气环境模

拟；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 

http://www.src.com/ 

Aermod模型 几公里到几十公

里 

可模拟多种大气污染问题，适用于城市尺

度大气污染问题的模拟；多用于环境影响

评价 

https://www.epa.gov/scram/air-

quality-dispersion-modeling-

preferred-and-recommended-models 

 

7.3.5 减排成本曲线分析步骤 

第一步：掌握城市技术现状 

分析可选择的减排技术，并列出技术清单。确定各减排技术的现有普及率及其减排效率、

成本、基本推动和制约因素（如技术适用性、技术成熟程度、材料供应、人才制约等）。技术选

择的标准包括： 

效果：技术能够对排放控制起多大的作用，即减排量是多少； 

费用与费用效果：技术能够尽可能以更低成本有效地实现减排； 

技术适合性：技术的推广和使用应符合当地配套设施现状、企业应用能力等实际情况； 

与现有设备的兼容性：如果为了接受一项控制选择方案而不得不对现有的设备做出重大变

化，那么这项控制选择方案将因为费用过高而被排除。 

第二步：判断技术发展趋势及减排潜力 

对低排放技术本身及其制约因素的发展进行分析，预测各项技术的普及率和减排效率的提

升路径，这也构成了对减排情景下技术发展的详细描述。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每种减排技术在

技术意义上的减排潜力，即该技术能够减少多少吨的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即相对于基准情

景下排放量的降低水平。在判断技术发展趋势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城市的技术现状及其配

套设施现状、专业性人才和研究机构等有关制约条件以及技术未来发展趋势等因素，对技术实

现本地化的可能性做出判断，以便选择适合本城市推广应用的减排技术。 

第三步：获取成本信息 

对减排技术未来研发、示范和应用的成本进行估算，并根据诸如不同技术的学习曲线以及

在城市实现本地化的可能性等因素进行调整。 

成本包括长期边际成本以及短期边际成本。长期边际成本包括运转和维护成本，固定资产

投资的成本。对于个别技术方案而言，它一般等于平均成本。短期边际成本是在给定固定资产

投资的情况下仅包括运转和维护成本（消耗性材料、人工、燃料动力等）。 

http://www2.mmm.ucar.edu/mm5/
https://www.epa.gov/cmaq
http://www.cam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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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达标分析路线图 

第四步：技术分级并画出减排成本曲线 

如果基于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设计减排路径，可用此减排目标在横坐标上“纵向”截取，

截取线以左的图形就反映了相应的减排路径，即：从污染物边际减排成本最低的减排措施开始，

依次采用截取线以左的减排措施，每项减排措施所对应的矩形面积代表该减排措施的减排成本，

截取线以左的所有矩形面积之和代表了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总成本。不同污染物总量控

制目标所对应的截取线如上图中 A1、A2、A3 所示，其减排路径分别为截取线 A1、A2、A3 以

左的图形，图形总面积为相应的总减排成本。 

同理，如果基于污染减排成本目标设计减排路径，可用此减排成本在纵坐标上“横向”截

取，截取线以下的图形就反映了相应的减排路径，即：从污染物边际减排成本最低的减排措施

开始，依次采用截取线以下的减排措施，每项减排措施所对应的矩形长度代表该减排措施的减

排潜力，所有矩形长度之和代表污染减排成本目标下所能实现的最大减排潜力。截取线以下的

矩形面积之和代表总减排成本。不同污染减排成本目标所对应的截取线如上图中 B1、B2、B3

所示，其减排路径分别为截取线 B1、B2、B3 以下的图形，图形总长度和总面积分别为相应的

总减排潜力和总减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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