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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三五”期间，北京市面临持续增加的客货运输需求，以及日益紧迫的资源环境外在刚性

约束，如何取得突破与实质进展成为规划与顶层设计中关注的关键问题。首先，判断北京市交通行

业节能减排发展现状及未来形势需求。其次，应用基于单车活动水平的能耗排放模型预测，明确

“十三五”末期北京市交通行业节能减排“一控、双降、四提升”的发展目标。围绕目标的实现，

从零碳交通系统、客货运输体系、运输装备工具、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技术、行为意识，以及交通

管理体系几个方面提出交通节能减排发展策略。最后，对城市交通节能减排发展之路提出建议。

关键词：交通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预测模型；发展目标；发展策略；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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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截至 2015 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

2 170.5万人，机动车总量 560万辆 [1]，超大

城市在机动化发展历程中，人口膨胀带来的

城市交通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能源、环境等

外在刚性约束日益加剧。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

五大理念为引领，加快“四个交通”发展的

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北京市建设国际一流和

谐宜居之都，全面构建安全、便捷、高效、

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关

键时期，交通行业的转型发展面临既要提质

增效又要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在确保安全

运营和服务品质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多种手

段有效控制交通运输活动能耗、污染物排放

及碳排放，是交通行业节能减排工作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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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挑战。

11 北京市北京市““十二五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工期间节能减排工

作成效作成效

11..11 交通行业能耗与排放现状交通行业能耗与排放现状

“十二五”期间交通行业处于大规模运

输、建设阶段。2015年，北京市交通行业能

耗总量为 330.4 万 t 标煤，较 2010 年增加

35.74%，年均增速 6.3%。其中货物运输、

公共汽(电)车、出租汽车、轨道交通等行业

为重点用能行业(见图1)。汽(柴)油仍是主要

的能源类型，比例为68%，但随着新清能源

车辆的推广以及轨道交通的大力发展，电力

与天然气比例分别增至18%和11%[2]。

北京市交通行业节能减排中心测算数据

显示，2014年交通行业机动车污染物排放主

要为一氧化碳与氮氧化物，分别占 49.8%和

40.3%。重型载货车是交通行业细颗粒物、

氮氧化物、氯化氢的主要来源，应作为未来

5年交通行业污染物排放治理的重点领域。

从交通行业污染排放总量来看，通过采取多

项措施，排放总量已呈现下降趋势。

11..22 工作成效工作成效

与发展较早、体系日臻完善的工业建筑

领域相比，北京市交通领域的节能减排工作

尚处于起步阶段。“十二五”期间通过发展

公共交通提高交通供给、优化运营车辆能源

和排放结构，开展节能减排试点示范，增强

节能减排基础能力和监管能力等工作，初步

探索形成具有北京特色的特大城市交通节能

减排发展模式，工作初见成效。

1） 绿色交通长足发展促进低碳出行。

通过吸引公众使用绿色集约的公共交通出

行，优化交通结构、降低人均能耗排放。

“十二五”期间，公共汽车和轨道交通客运

量从1 886万人次增至2 040万人次，轨道交

通运营里程由 336 km增至 554 km，公交专

用车道长度由 294 km增至 741 km，公共自

行车租赁规模达 5万辆，中心城区公共交通

出行占机动化出行比例由 39.7%增至 50%。

“十二五”末，人均单次出行污染物排放量

较“十一五”末下降28%。

2）运输工具能源排放结构优化取得突

破。“十二五”期间，在公共汽车、出租汽车

等交通行业推广新型清洁能源车 22 020辆，

较“十一五”末增长 486%。通过出台新能

源小客车指标单独配置及不限行政策，促进

全市私人领域推广新能源小客车 13 391辆，

每年减少汽(柴)油消耗3.4亿L、污染物排放

1 278 t。行业淘汰全部营运黄标车，国 IV及

以上排放标准车辆比例由“十一五”末38%

提升至“十二五”末61%，行业车辆排放结

构大幅度优化。

3）节能减排产品技术应用规模逐步扩

大。积极鼓励轨道交通、交通枢纽通过合同

能源管理等模式应用LED灯具、变频电梯、

变频空调等节能设备，“十二五”时期累积

节电超 1亿度。在道路建设施工养护方面，

持续推动节能环保材料的使用，普通公路节

能环保材料使用比例达85%，路面旧材料回

收率达95%。在轨道交通能量回收、绿色轮

胎、车身轻量化等节能技术改造方面取得突破。

4）基础能力建设推动交通行业内涵促

降。启动能耗排放统计监测平台与交通运输

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结合能耗排放五层级模

型体系的研发，初步实现对行业能耗排放的

精细化分析及预测。编制并发布 5项地方节

能标准，与统计部门合作创新行业能耗统计

制度。通过夯实基础能力，提升精细化水

平，以多样化的管理手段促进行业节能减排。

5）交通节能减排体制机制探索初见成

效。成立北京市交通行业节能减排工作领导

小组及北京市交通行业节能减排中心。根据

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要求，

建立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工作协调机制。积

极争取交通运输部和北京市在清洁空气及节

能减排方面的专项政策和资金，支持试点示

范项目的开展。

6） 交通节能减排社会氛围初步形成。

面向公众组织开展以绿色出行为主题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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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0—2015年北京市交通各行业能耗

Fig.1 Energy consumption of Beijing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15

资料来源：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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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沟通活动，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

播绿色交通理念。面向交通企业召开节能减

排标准宣传与技术培训，提高企业节能减排

社会责任意识，交通节能减排社会共识氛围

初步形成。

经过 5年的探索，北京市交通节能减排

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还

需提升，运输结构性减排潜力尚待深挖，基

础能力仍需夯实，行业绿色发展认识有待提

高。管理体系创新将是未来 5年行业节能减

排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2 发展目标研究发展目标研究

北京市交通节能减排发展目标的研究制

定，需基于北京市交通发展现状及未来形势

需求，搭建能耗排放宏观测算模型，采用情

景分析方法，合理设置发展情景，明确关键

影响因素，通过定量手段科学预测未来能耗

及污染物排放，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

支撑发展策略的研究。

22..11 情景设置情景设置

在城市间尺度，影响交通能耗与污染物

排放的要素主要有城市形态 (土地使用特

征)、交通系统特征(交通网络可达性、便捷

性和服务质量)和社会经济因素(个人与家庭

的诸多特征)3个方面[3]。不同层面的影响因

素体现为能耗(污染物)预测模型搭建的 3个

重要输入变量：车辆结构、行驶里程以及能

耗强度(排放因子)。以微观运输单元车辆作

为计算单位，搭建基于单车活动水平的宏观

清单模型。

采用情景分析的方法，充分考虑未来发

展的多样性，未来发展中决策者的群体意图

和愿望[4-5]，以及京津冀协同、非首都功能疏

解、城市功能定位等北京市城市发展的实际

情况，合理设置情景。

“十三五”末期，预计北京市常住人口

不超过 2 300 万人，GDP 保持中高速增长，

人口增加、经济活跃加之京津冀区域协同发

展导致城市内、城际间客货运需求增加，通

勤半径拓展，多元化、人性化和精细化交通

服务水平提升。在交通行业能耗与污染物预

测情景中，考虑的关键因素包括：

1）车辆结构。包括行业车辆的能源结

构以及排放结构、新清能源车辆的推广以及

汽(柴)油排放标准的提升。新清能源公共交

通车辆比例达65%以上；在客货运行业，结

合行业特征推广新能源车，车辆构造不断清

洁化、绿色化，将有效降低能耗及污染物排

放水平。

2）交通行业车辆总量。行业车辆总量

将根据实际运营情况更新或增加，满足增长

的客货运需求。预计“十三五”末期行业车

辆规模较2015年增加10%以上。

3）能耗(排放)强度。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发布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GB

19578—2014)和《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

法及指标》 (GB 27999—2014)，未来 5年车

辆燃油经济性较2015年将提升20%以上。随

着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发布《轻型汽车污染物

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北京第VI阶段)》 (征

求意见稿)、《重型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

燃式发动机排放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北京第VI阶段)》 (征求意见稿)、《压燃式、

气体燃料点燃式重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及测量方法(北京第VI阶段)》 (征求意见

稿)，京VI标准将按照程序制定和发布，计

划于 2017年 12月 1日实施，实施新车排放

标准可大幅削减机动车排放污染 [6]。另外，

伴随生态驾驶技术在重点行业的推广，单车

能耗排放强度水平将会下降约5%。

4）行驶里程。2020年行业车辆总数较

2015年增加10%以上，运输效率提升，预计

年均行驶里程将与“十二五”末期基本保持

不变。

22..22 发展目标发展目标

据预测，“十三五”时期北京市交通行

业能耗及碳排放总量仍将增加但增长势头有

所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将实现由增到降的

转变。基于测算结果以及未来 5年发展需求

提出“一控、双降、四提升”的发展目标。

“一控”指行业能源消耗总量增长趋势得到

有效控制。“双降”指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明

显降低，单位人公里出行能耗持续降低。“四

提升”指绿色出行比例明显提升，新清能源

使用比例大幅提升，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持续

提升，节能减排精细化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发展目标包含约束性与预期性指标，其

中将能耗总量、行业污染物排放下降率以及

中心城绿色出行比例作为约束性指标，为

“十三五”期间规定完成的重要目标。预期

性指标包含单位人公里出行能耗、公共自行

车规模、公路路面材料循环利用率、节能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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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统计监测平台建设等各类目标，将作为推

荐指标引导行业发展(见表1)[7]。

33 发展策略研究发展策略研究

能耗、污染物总量与排放强度以及绿色

出行比例等综合性目标，需要各行业运用不

同手段综合施效，而针对各行业提出的引导

性目标也需要结合行业特色，有的放矢地采

取措施方可实现。因此，在零碳交通系统、

客货运输体系、运输装备工具、交通基础设

施、交通技术、行为意识 6个方面明确重点

任务，同时从政策、标准、体制机制等方面

提出绿色交通管理体系的构建思路，形成全

面覆盖的“6+1”发展策略，指导北京市

“十三五”时期交通节能减排具体工作的开展。

33..11 绿色零碳交通系统绿色零碳交通系统

“十三五”时期将重点改善和提升步

行、自行车等零碳出行方式。开展顶层规

划，从源头引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发展；推

动建立连续成网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

扩大公共自行车规模并提升智能服务，推动

公共自行车健康发展。开展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系统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统筹步行和自

行车交通系统建设。建立连续成网的步行和

自行车交通系统，点、线、面相结合，有序

推进建成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改善。明

确公共自行车功能定位，合理确定服务范围

与规模，优化网点布局，发挥其在公共交通

系统中的接驳功能，提高其使用效率和便捷

程度。

33..22 绿色客货运输体系绿色客货运输体系

城市客货运输体系优化、集约化水平提

升、运输效率提高是取得节能减排效果的根

本举措，发挥决定性作用。围绕客货运输重

点开展以下工作：

1）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促进绿色

低碳出行。

继续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建成功能

层次明确、级配结构合理的轨道交通网络，

通过耗能设备改造以及组织模式优化挖掘既

有线路潜力，提高轨道交通能源利用效率。

全面优化整合道路公共交通线路，推动公交

专用车道施划工作并连接成网，构建道路公

共交通快速通勤体系。有序推进步行和自行

车交通环境改善，大力发展公共自行车，切

实提高绿色出行比例。通过提高轨道交通、

公共汽(电)车、步行、自行车等绿色低碳出

行分担率，降低出行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强度。

2）优化货运组织，强化技术和能力建设。

提升货运组织管理的绿色化水平。提高

多式联运、甩挂运输等集约化货运方式在全

市货物运输中的比例，研究制定以奖励先进

为核心的行业激励政策，关注货运需求侧管

理政策，鼓励夜间配送、共同配送等高效货

运组织模式发展，在城市物流配送领域积极

探索“互联网+”应用，优化配送网络，有

效降低配送车辆空驶率和能耗强度。

强化货运节能减排技术应用和能力建

设。大力推广高品质轮胎、生态驾驶等具有

显著节能减排效果的技术产品；在有条件的

新(改)建场站实施绿色货运场站建设试点，

鼓励建设场站环境监测系统和能源管理系统

等；研究适合货运行业特点的市场化投融资

模式，加大货运节能减排技术应用推广；建

立常规性、综合性的货运节能减排数据采集

和分析体系，改善货运节能减排数据采集环

境和质量。

33..33 绿色运输装备工具绿色运输装备工具

持续优化行业营运车辆结构，在城市公

共交通和公路客货运领域分步骤推进新能源

和清洁能源车辆，“十三五”末新清能源公

共汽车比例达65%以上。推动在市区至周边

重点商务办公区之间定点定线运行的部分通

勤班线上开展新清能源旅游车示范，鼓励企

业优先采用新清能源车辆。按照北京市地方

环境保护标准要求，推动行业车辆更新，推

广使用京 VI 及以上排放标准的低排放车

表1 北京市2020年交通行业节能减排发展目标

Tab.1 Objectiv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in Beijing in 2020

指标

交通行业能耗总量控制目标/万 t标煤

交通行业污染物排放下降比例/%

单位人公里出行能耗下降比例/%

中心城绿色出行比例/%

公共自行车总规模/万辆

公共交通行业新清能源车辆比例/%

公路路面材料循环利用率/%

政府级节能减排监测统计平台完成率/%

交通行业重点企业能源管控平台完成率/%

目标

420

25

3

75

10

65

>90

100

100

指标类型

约束性

约束性

预期性

约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预期性

资料来源：文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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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加快淘汰交通行业高排放老旧机动车，

促进营运车辆车队排放结构绿色化。配合规

划、发展与改革等相关部门制定加气、充电

配套设施规划，依托公共交通场站建设功能

完善的公共汽车专用加气、充电网络。

33..44 绿色交通基础设施绿色交通基础设施

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从前期规

划设计到建设与养护充分融入生态环保的理

念，倡导生态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生态

保护理念贯彻到交通基础设施选线、设计和

施工全过程，提倡生态选线和生态环保设

计，推进温拌沥青、沥青冷再生等节能减排

技术应用，推广自融雪沥青路面、低噪声路

面等功能性道路技术应用，推动高速公路服

务区实施节能环保改造，推广光伏发电、

LED照明、节能供配电、污水处理及循环利

用等节能减排技术应用。在养护阶段选择生

态环境友好的养护工艺。淘汰能耗较高、排

放不达标的养护设备，鼓励开展交通基础设

施生态环境影响后评估。针对由于早期建设

理念和技术原因导致不能满足最新生态环保

要求的交通基础设施，实施专项生态修复

工程。

33..55 绿色交通技术推广绿色交通技术推广

通过节能减排先进产品技术的应用与推

广，进一步释放交通领域减排潜力，以科技

促进节能减排。同时持续加强统计监测体

系、计量体系和能耗排放模型等节能减排基

础能力建设。

1）加大节能减排技术产品推广力度。

轨道交通方面，继续开展照明系统节能

改造和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改造，挖潜牵引用

电节能，探索制动吸收技术的应用，并选取

典型车站开展环境质量监测、能源管理系

统、列车再生制动能量回收等多种节能减排

技术集成应用，形成绿色车站示范。机动车

尾气处理方面，推进行业运输车辆尾气后处

理、颗粒捕集器、燃油添加剂等节能减排技

术的应用，加强高效减排装置设备的有效应

用。生态驾驶方面，研究驾驶行为矫正技术

及效果评估方法，研发生态辅助驾驶系统，

并选取企业开展示范推广。绿色维修方面，

建立、健全行业绿色汽修管理体系，提升绿

色汽修技术，形成维修废弃物和有害物排放

少、资源利用率高的成套工艺规范。

2）继续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完善交通节能减排统计监测体系，建设

北京市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统计与监测平台

(二期)，推动企业层面的能源管理平台建

设，实现企业平台与政府平台互联互通，建

立覆盖能耗、燃油、污染物排放、碳排放等

多项指标，辐射京津冀区域的统计监测体

系。推进交通行业计量标准化，推动行业车

辆投入运营前的计量器具预加装，逐步实现

行业车辆计量监测全覆盖，重点突破新清能

源车辆及配套设施效能检测。逐步完善北京

市交通运输环境监测网络体系，加强交通节

能减排实验室建设，提升交通环境监测能

力。开展交通能耗排放多层级综合模型技术

研发与体系建设工作，在交通治污治堵一体

化、机动车污染物排放贡献率、城市道路网

交通能耗排放实时动态评价等方面取得突破。

33..66 绿色出行行为意识培育绿色出行行为意识培育

交通是关系到公众日常生活的民生基

础，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更要依赖于全社会的

主动参与。“十三五”期间应充分发挥社会

和公众的潜在力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

共同治理的和谐氛围。

需加大绿色出行的社会意识宣传，同时

面向全市机动车驾驶人开展生态驾驶培训与

宣传推广，普及生态驾驶理念与技术。强化

企业主体责任意识，通过政策宣传、企业培

训等形式，促进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技术创

新、研发与应用，鼓励企业自主开展能源管

理体系建设、计量器具配置审查等，并积极

参与碳排放交易、能源审计和清洁生产审核

工作。同时加强与国际相关组织机构的合作

交流，充分发挥技术资源、国际渠道等优

势。最终形成全社会共同促进节能减排的环

境和氛围。

33..77 绿色交通管理体系绿色交通管理体系

“十三五”时期，北京市交通节能减排

工作将进入综合管理体系全面建设阶段，通

过政策体系完善、体制机制创新等工作提升

综合管理能力。

健全节能减排政策体系，实施推动行业

节能技术应用、运输效率优化和节能减排管

理能力提升的绿色货运政策，完善节能减排

标准体系，推进营运车辆计量数据采集、计

量器具检测、企业能效和碳排放管理、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环节环境监测技术等方面

相关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研制和发布，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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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标准编制、修订工作。创新绿色交通体制

机制，研究节能减排法律体系构建，探索立法

实现途径。探索建设京津冀交通节能减排统

计监测体系和生态环境监测网。进一步明确

交通能耗、燃油、污染物排放、碳排放考核

边界和考核指标体系，实施交通节能减排目

标分解与考核制度。

44 相关建议相关建议

44..11 能耗能耗、、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排放、、碳排放协同治理碳排放协同治理

交通领域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覆盖能耗

(燃油)、污染物排放、碳排放三大领域，三

者紧密相关，但在不同政策导向下存在一定

的效果互斥和利益冲突，同时交通移动源的

能耗与排放存在区域传输特性。基于多方利

益的统筹考虑，需要建立环境保护、发展与

改革、交通各部门间以及各省市间的区域层

面统筹协调机构，在节能降碳和空气质量改

善的相关政策研究制定、措施实施过程中充

分整合，统筹考虑能源、污染物排放、碳排

放三者的关系。

44..22 交通结构交通结构、、车辆结构双结构优化车辆结构双结构优化

作为人口超过 2 000 万量级的超大城

市，受土地、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必

须充分发挥公共交通的重要作用，通过提升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增加吸引力，实施交通需

求管理政策有效降低小汽车使用强度，使交

通结构不断优化。同时结合供给侧结构调整

战略，推广新清能源车辆，提升排放标准，

加快行业车辆结构的绿色低碳化发展，出台

优惠鼓励政策引导新清能源车辆在私人领域

的应用。交通结构、车辆结构双结构的调整

是特大城市治污与治堵的根本举措。

44..33 推动推动““内涵促降内涵促降””取得实效取得实效

交通能耗排放的数据基础较为薄弱，口

径不一、底数不清等问题依然存在，移动源

能耗排放数据采集问题、面向决策应用的分

析预测问题、海量多源异构数据挖掘分析亟

须通过基础能力的建设完善进一步解决。

亟须搭建完善的交通能耗排放统计监测

体系，掌握移动源与固定源的能耗排放真实

水平，建设交通环境监测网络掌握交通设施

周边环境质量情况，并进一步探索交通与空

气污染的效应关系以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利用多层次综合模型有效整合海量多源大数

据，加强挖掘、分析与应用。注重各类节能

减排措施的效果评估和量化，加强基于客观

数据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监管和执法。

降低决策工作的模糊性，推动“内涵促降”

取得实效。

55 结语结语

“十三五”时期，北京市在建设国际一

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背景下，需要用更高

的战略视角审视交通节能减排工作。城市交

通发展模式选择、目标制定及政策出台等均

需围绕这一新的导向进行调整，能源环境外

在刚性约束日益紧迫将激发交通行业发展的

内生动力，绿色交通将成为未来 5年北京市

交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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