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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和上海在城市发展阶

段、人口规模等方面具有较强可比

性，同时实施了既有相同点又有不

同点的城市交通政策，对两市的城

市交通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进行

比较可客观地评价其政策的实施

效果。以不同燃料驱动的不同类

型车辆的保有量、年均运营距离、

能源强度及排放强度为主要参数

定量计算 2005年两市的城市交通

能耗和CO2排放量。结果发现，两

市城市交通能耗总量接近，但上海

市的能耗强度和温室气体排放强

度略低于北京市，这归功于机动车

总量控制政策、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以及广泛使用的非机动交通。但

是，近几年上海城市交通的碳排放

强度有明显上升趋势，两市的差距

可能逐渐减小。最后，就两市在公

共交通(尤其是出租汽车)、非机动

交通等方面的发展政策给出建议。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simil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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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客运交通(以下简称城市交通)与

能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交通需求和机动车迅猛增加，不仅

带来了环境污染，也使温室气体排放迅速增长，同时给能源安全带来

隐忧。如何实现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城市居民出行以及与之

相关的能源环境问题，成为城市政府关注的重大课题。北京是首都，

上海是我国第一大城市，两市在城市交通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上

具有较强的可比性。首先，二者都面临城市规模扩张、人口增长、出

行量上升、交通状况恶化和交通污染日趋严重等问题；其次，二者都

在积极探索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实施了既有相同点更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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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交通政策，使得二者在机动车保有量、结构

和居民出行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进而影响

到城市交通能源需求及温室气体排放。

1 城市规模及交通特征比较

北京和上海的城市规模都在不断扩张，常住

人口超过 1 500 万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为 6

000美元以上(上海已达到 7 000美元)，居民人均

日出行次数(2.3~2.4次·人-1·d-1，含步行)接近[1－2]。

1) 机动车保有量及结构。

上海市明确实施机动车总量控制政策，尽管

居民总数和平均收入均高于北京，但其机动车总

量一直低于北京。2007年，上海市民用机动车总

量达253.6万辆(相当于北京市2005年的水平)，北

京市则高达 307.2万辆，见图 1。上海市机动车拥

有率为 136辆·千人-1，北京市达到 188辆·千人-1。

摩托车在上海市机动车总量中占据半壁江山，而

在北京市的比例只有8%，因此上海市每千人民用

汽车拥有率仅相当于北京市的 38%左右。北京市

轿车以日均1 000余辆的速度增长多年，而上海市

只有200辆左右[3]；2007年北京市私人轿车拥有率

为90辆·千人-1，是上海的两倍多。由于采取机动

车总量控制政策，有相当数量的外地牌照机动车

长期在上海行驶。根据2007年第四季度平峰时段

高架道路 6个断面日均机动车流量统计，外省市

牌照的机动车占22%~26%[2]。

2) 公共交通。

两市的公共汽(电)车规模相当，有 2 万辆左

右，但技术选择略有不同，北京市天然气公共汽

车保有量远超过上海，上海市则以柴油公共汽车

为主。上海市出租汽车规模小于北京，但空驶率

较低，利用率超过北京。此外，上海市的轨道交

通发展较早较快，还拥有轮渡交通方式。

3) 居民出行结构。

由于缺乏 2007年完整的具有可比性的数据，

本文选取 2005年的居民出行结构数据进行比较。

2005 年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共汽(电)车、出租汽

车、轨道交通和轮渡)和非机动交通(非机动车和

步行)出行比例均超过北京，机动交通比例低于北

京[1,4] ，见图 2。2005年以来，上海市非机动交通

出行比例有所下降，由2005年的60%下降至2007

年的 57%，机动交通则从 16%增至 20%。近年来

北京市加大了公共交通发展力度，公共交通出行

比例逐年上升。

上述特征均对交通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

有显著影响。本文将基于此分析比较两市的交通

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图 1 2007 年北京、上海机动车保有量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automobile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i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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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交通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

测算方法

在我国能源统计体系中，交通运输业仅包括

对从事社会运营的交通运输企业的统计，相应的

能耗统计量只包括其运输工具的燃料消耗，一些

非交通运输企业的交通工具以及大量的社会非运

营交通工具的燃油消耗则没有被纳入。因此，城

市交通能源统计在我国各级能源统计工作中是最

薄弱的环节。经初步估算，近年统计数据中交通

运输业汽油消耗量比实际低2 500 万 t以上，柴油

消耗量比实际低15 00 万 t以上[5]。在省(市)级能源

平衡表中，同样存在该问题。例如，按照统计，

2007年上海市交通运输业消耗汽油 111.8万 t，只

占终端汽油消耗量的 46%，但实际上汽油的用途

相当狭窄，90%以上应用于交通。因此，本文通

过计算两市的交通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比较

其差异，并将计算结果与已有部分统计数据、调研

结果和其他研究成果进行对比，以减少不确定性。

2.1 能耗测算方法

城市交通能耗通常由公共交通、机动交通和

非机动交通三部分组成，自行车和步行交通为零

能耗和零排放，计算能耗和排放时暂不考虑。公

共交通主要由公共汽(电)车、出租汽车和轨道交

通组成，机动交通指私人轿车、摩托车、社会车

辆(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拥有的客

车)及其他私人客车，非机动交通中的助动车包括

电力、燃油(气)助动车。能耗测算公式为

ECki = VSki·Uki·FEki，

式中：ECki为 i类燃料驱动的第 k种车型的能耗；

VSki为 i类燃料驱动的第 k种车型的保有量；Uki为 i

类燃料驱动的第 k 种车型的年均运营距离/km；

FEki 为 i 类燃料驱动的第 k 种车型的能源强度/(

kWh·km-1·辆-1或m3·km-1·辆-1)。

根据北京、上海的实际情况，车辆和燃料类

型按表 1划分。两市分车型、燃料类型的车辆保

有水平、年均运营距离和能源强度等数据均来自

已有统计资料和调研。对于常年在上海行驶的外

地牌照车辆的能耗，由于保有量统计数据欠缺，

且其使用也受到一定限制，暂按上海市牌照轿车

能耗的20%计算。

2.2 温室气体排放量测算方法

温室气体(CO2)排放量计算式为

EMki = ECki·EFi，

式中：EMki为 i类燃料驱动的第 k种车型的CO2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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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5 年北京、上海居民出行结构比较

Fig.2 Travel mode choice between Beijing's residences
and Shanghai's residences i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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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交通车辆类型和燃料类型

Tab.1 Vehicle types and fuel brands in urb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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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EFi为 i类燃料的CO2排放因子，其值选自

《IPCC清单编制指南》 [6]以及 2007年我国首次发

布的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结果[7]，电力机动车的

排放暂定为0。

本文还选用完成单位客运周转量所排放的温

室气体量/(g·人-1·km-1)来评价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交

通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即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 城

市交通CO2排放量 / 城市交通客运周转量 ≈ (公共

交通CO2排放量 + 机动交通CO2排放量) / (年出行

总量 × 平均出行距离)。

3 比较结果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2005年的数据进

行比较(上海数据包含外地牌照车辆的排放)，并

对2005年之后的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趋势进行简

单分析。

3.1 城市交通能耗总量和结构

图 3 为两市的城市交通能耗总量和结构，

2005年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交通能耗总量分别约为

385万 t标煤和383万 t标煤，分别占全市能耗总量

的7.0%和4.6%，虽然总量数据相差无几，但前者

占总能耗的比例远高于后者。这与城市的定位相

关，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第二产业趋于萎缩，

总能耗较低；上海市正努力建设成为先进的制造

业中心和航运中心，第二产业和高耗能产业比例

居高不下，总能耗较高；同时，更与北京市交通

机动化率较高息息相关。虽然汽油在两市的交通

能耗中占据主导位置，但交通能耗结构依然有明

显不同。上海的柴油消耗比例明显高于北京，这

与上海市公共汽车柴油化关系密切；北京市天然

气(CNG)消耗量占城市交通能耗总量的 3%左右，

而在上海几乎可以忽略(0.2%)，反映了北京天然

气公共汽车的发展快于上海，这与目前的资源条

件有关(“西气东输”对北京的输气量高于上海，

不过随着海上液化天然气(LNG)的进口，上海的

天然气短缺状况会缓解)。由于上海市轨道交通和

电动自行车的发展更快，其电力消耗比例(2.6%)

高于北京(不到 2%)。液化石油气(LPG)主要用于

出租汽车，在两市均占一定比例。

3.2 公共交通和机动交通能耗及结构

北京市公共交通能耗约为102万 t标煤，占城

市交通能耗总量的 25%以上；上海市约为 145万 t

标煤，占 38%，不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比例都高于

北京，见图4。在公共交通内部能耗构成中，两市

显示出一致性：出租汽车能耗比例均超过 50%，

与出租汽车在公共交通中承担的出行比例(北京

11%[9]，上海近 20%[4])相比，其能耗比例显然过

高。两市机动交通的能耗均超过公共交通，北京

尤为明显。在机动交通中，两市汽油能耗均占绝

对优势。公共交通的能耗结构显示出多样性，替

代能源和电力均占一席之地，见图5。

3.3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强度

2005年北京、上海两市城市交通的CO2排放

量分别为 764 万 t 和 741 万 t，其比值略大于能耗

比，主要原因在于算为零排放的电力车辆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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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市交通能耗总量和结构

Fig.3 Total urban traffic energy consumption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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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中的比例较高。北京市机动交通温室气

体排放是公共交通的 3 倍，而上海仅为 1.71 倍，

见图6。

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交通碳排放强度分别约为

63 g·人-1·km-1和 58 g·人-1·km-1。其中，两市居民

出行总量均按2.4次·人-1·d -1计算，得到2005年北

京、上海的居民出行总量分别为 3 720万人次·d-1

和4 340万人次·d-1(含步行)；平均出行距离按照北

京市为9 km·次-1、上海市为8 km·次-1进行估算①。

但是，上海市相对较低的碳排放强度近年来在逐

渐上升。据《上海市综合交通 2008 年度报告》，

2007年上海市居民出行总量达到 4 593万人次·d-1

(含步行)，交通能耗已增至 450万 t标煤，据此估

算，2007年城市交通温室气体排放约为 850万 t，

估计碳排放强度已增至 60 g·人-1·km-1以上。而北

京市近年来公共交通发展较快，对私人小汽车出

行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虽然私人小汽车上牌

日增量不减，但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在逐步上升。

因此，可初步判断两市的城市交通温室气体排放

强度差距可能逐渐缩小。

4 结论

1) 总体而言，虽然北京、上海两市的城市交

通能耗相差无几，但上海市城市交通的能耗强度

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都低于北京，即较低的能耗

比例和碳排放强度，这应归功于上海市机动车总

量控制政策、公共交通发展政策以及非机动交通

的广泛利用。北京市虽然也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但无法抵消私人机动交通无序增长带来的能耗和

碳排放增加。

2) 近年来，北京市在发展公共交通方面做了

巨大努力，并采取一定措施限制私人机动交通的

出行，公共交通出行比例逐步呈上升趋势。因

此，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交通碳排放强度差距可能

会逐渐缩小。

3) 两市的机动交通能耗和排放均超过公共交

通，这与较低的公交出行比例相关。与纽约、伦

敦等国际大都市相比，北京和上海的公共交通系

统还有待发展，尤其需要在客流吸引力方面做更

多努力。

4) 出租汽车能耗比例约占公共交通 50%以

上，与其承担的出行量极不相符。从节能减碳的

角度看，两市均应进一步控制出租汽车规模，提

高出租汽车服务价位，广泛推行电话预约服务，

降低“扫活儿”频率。

5) 上海市摩托车保有量远高于北京。由于载

客人数有限，摩托车的能耗和排放强度并不比轿

车低，这也是在上海市机动车保有量低于北京的

情况下，城市交通汽油消耗量和CO2排放强度并

没有明显低于北京的原因。建议上海市采取更严

格的摩托车保有和使用控制政策。

6) 上海市较低的城市交通能耗比例和温室气

体排放强度面临挑战，2007 年碳排放强度已比

2005年明显上升。一旦机动车总量控制政策出现

变动，相应能耗和排放或许将出现“井喷”。建议

在其他相关政策(例如有效控制机动车的使用)完

善之前，不要轻易取消机动车总量控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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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Component of public transit energy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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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机动交通曾是我国城市交通的特色，但

随着机动化的发展，非机动交通有被替代之势。

而非机动交通是低碳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

在可持续城市交通政策框架中，给予充分重视，

保护非机动交通环境，合理发展非机动交通。

最后，由于北京、上海的城市交通统计指标

有所不同，计算结果可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但

对结论不会有重大影响。

注释：

① 根据《中国中心城市可持续交通发展年度报告

(2007)》，若不含步行，2005年北京市居民出行

距离为9.3 km·次-1，若考虑步行，平均出行距离

应适当减小。由于城市规模所限，上海市平均出

行距离稍低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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