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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为探索广州市交通领域的达峰路径，通过自下而上的清单核

算方法，按照GPC标准核算出广州市交通领域碳排放清单。惯性情景分析结果表明，2020年交通

碳排放不但不会达峰，还将进一步提高；根据广州市近期城市交通重要实施方案的定量评估设定干

预情景，其减碳效果比惯性情景减少892万 t。最后，提出广州市“十三五”期间应在三个方面实施

低碳交通发展策略：聚焦城市客运方式转移，关注货运组织优化，推进国家多式联运基础设施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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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growth in carbon emissions. To explore the route to the

peak of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in Guangzhou, this paper adopts the bottom-up method and devel-

ops a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 inventory in Guangzhou,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Protocol for Com-

munity- Scale GHG Emissions. The inertial scenario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will peak after 2020. Through quantitatively assessment of the important short-term urban trans-

portation plan in Guangzhou,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vention scenario can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by 8.92 million tons compared with the inertial scenario.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strategies for the

low carbo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including travel

mode shift, optimization of freight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

al multimodal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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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月，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

在 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的目标。城市是执

行国家战略的基础和关键。广州市作为国家

低碳试点城市之一，在 2015年中美低碳城

市峰会上提出了 2020年达到排放峰值的承

诺。建筑、交通、工业是城市控制碳排放的

三个主要方面，相较其他两者，交通领域在

减碳发展趋势及减碳途径方面表现出不同的

特征。近 20年，世界许多城市开展了一系

列减排行动并取得了城市碳排放总量降低的

成绩，但是来自交通领域的碳排放量却逐年

增长，所占比例也日益提高。在大部分发达

城市中，交通领域的碳排放量仍占城市总体

碳排放量 20%以上[1]。对比世界发达城市交

通发展步入相对成熟的阶段，广州市还处于

交通大发展阶段。因此，低碳交通的发展路

径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2014年，中国

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牵头组织广州市交通

规划研究院、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联合开展了广州市

国家低碳试点研究项目。本文在项目研究的

基础上，核算广州市现状交通碳排放清单，

王 波，张海霞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广东广州 5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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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现阶段广州市低碳交通发展的重点

领域和合理途径。

11 广州市交通碳排放清单广州市交通碳排放清单

11..11 计算方法计算方法

交通领域的碳排放主要是统计移动源的

能源活动带来的碳排放[2]，移动源的能源活

动可以由交通方式所消耗的能源推算出来。

通过统计所有交通方式移动时总的能耗来核

算移动源的碳排放清单，称为自上而下的清

单核算；根据移动源的年度活动水平(如行

驶里程)以及该移动源的能耗水平来计算其

碳排放，称为自下而上的清单核算。自下而

上的清单核算方法中，交通碳排放量

(Emission)的计算与交通方式的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以 及 移 动 源 活 动 数 据

(Activity Data)有关。

本文采用自下而上的清单核算方法，选

取城市中相应的运输工具作为碳排放核算载

体，包括出租汽车、公共汽车、公路客运、

公路货运、地铁、铁路客运、铁路货运、航

空客运、航空货运、水路客运、水路货运、

小汽车、摩托车等交通方式分别进行核算。

核算模型为

E=∑
a

Fa ×Qa ×EFa × 10-9 ， (1)

式中： E 为移动源温室气体排放量/kg； F
为燃料用量/kg或m3； Q 为燃料平均低位发

热量/(kJ·kg-1)或(kJ·m-3)； EF 为排放因子/

( kg·TJ-1)； a 为燃料类型，如汽油、柴油、

天然气等。

燃料数据可由车辆行驶里程得到，即

F=∑
i, j
[ ]Vi, j ×Si, j ×Ci, j ， (2)

式中： F 为根据行驶距离数据估算的燃料使

用总量/L，kg，m3等； V 为车辆数量/辆；

S 为每种车辆使用某燃料每年行驶的里程数/

km；C 为平均燃料消耗/(L·km-1)，(kg·km-1)，

(m3·km-1)等； i 为车辆类型； j 为燃料类型。

由于移动源可能跨地区边界产生碳排

放，导致碳排放难以核算，因此《城市温室

气体核算国际标准》 (Global Protocol for

Community-Scale GHG Emissions, GPC)对所

有移动源定义了三个核算范围来区分排放清

单(见图1)。其中范围1指在城市边界范围内

有直接能源消费，如市内小汽车、摩托车；

范围 2指在城市范围内有间接能源消费，如

城市地铁的用电行为；范围 3指与城市有关

但是在城市边界外排放，如航空、水运等。

各移动源的温室气体清单应注明排放范围，

最后根据需求统计相应范围内的清单总量。

11..22 参数标定参数标定

11..22..11 能耗系数能耗系数

广州市已基本普及了液化石油气(LPG)

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本文参考相关文献，

取LPG公共汽车的能耗系数为62 L·10-2km-1，

LPG 出租汽车能耗系数为 11.5 L·10- 2km- 1。

其他交通方式则参考国内同类型车辆能耗系

数进行取值，具体数值见表 1。值得说明的

是，由于近 10年广东省公路客运车辆效能

改善情况较好，公路客运相对表 1的能耗系

数有所降低；参考铁路与公路货运能耗比

例，铁路客运能耗取值为公路客运能耗的

50%；同样参考铁路货运与水运能耗的比例

关系[5]，水路客运能耗系数取值为铁路客运

的10%。

11..22..22 排放因子排放因子

根据广州能源统计资料，广州市核算标

准煤的排放因子为 2.4 567 tCO2e·tce-1。根据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2589—2008)以

及《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确定广

州市各种交通方式能源消费所产生的CO2排

放因子(见表 2)。地铁、电车等交通方式使

用南方电网供电，其用电单位能耗约为

0.331 6 kgce·kW- 1·h- 1，碳排放因子为 7.14

tCO2e·10-4kW-1·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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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范围

Fig.1 Emission range of urban greenhouse gas

资料来源：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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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计算结果计算结果

按照上述方法和取值进行核算，广州市

2010—2014年范围 1和范围 2的排放总量由

155 7万 t增长至244 2万 t，年均增长11.7%，

范围3的排放量由354 9万 t提高至601 5万 t，

年均增长14.1%(见图2)。

根据核算结果，广州市交通碳排放的绝

大部分是范围 3的排放，即航空、航海以及

铁路的客货运产生的碳排放量。由于范围 3

的移动能源消费基本不在城市边界内活动，

因此，一般不将范围3列入城市碳排放范围。

在范围 1和范围 2的交通碳排放结构构

成中，公路货运碳排放量占比超过50%，且

逐年增长，这与广州市的经济发展、商品贸

易、物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其次是小汽车

的碳排放量，近 5年基本稳定在 19%，这与

小汽车的限购政策有较大关系(见图3)。

11..44 横向比较横向比较

人均交通碳排放方面，广州市 2014 年

人均交通碳排放量为 1.87 t，高于东京、伦

敦、纽约等发达城市，低于上海(见表 3)。

从机动化水平考虑，纽约、伦敦、东京的小

汽车数量远远多于广州，然而人均交通碳排

放量却低于广州，可见广州市在范围 1和范

围 2的交通碳排放控制方面还有较大的下降

空间。

从交通碳排放占比来看，经验表明通常

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交通领域占城市碳

排放的比例越高。广州市 2010—2013 年交

通领域碳排放占比从25%提高至31%，呈逐

年上升趋势。国内城市中，上海交通碳排放

占比从 2005年 20%增长至 2012年 26%，北

京交通碳排放占比从 2005 年 15%增长至

2012年30%，伦敦与纽约的交通排放占排放

总量的比例均超过20%。在广州市建设国际

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的背景下，交通基础设

施会进一步完善，交通需求总量还有较大的

上升幅度，广州市的交通碳排放占比还会进

一步提高。

22 广州市广州市 20202020年城市交通碳排放效果年城市交通碳排放效果

评估评估

对未来碳排放趋势的分析及低碳目标的

确定，目前的主要方法是返溯法(见图 4)，

即根据期望目标建立可行合理场景，继而由

未来场景反推到现状场景，以找到实现最佳

场景的途径和方法。利用返溯法，根据核算

的现状交通碳排放清单分析惯性情景下2020

交通方式

出租汽车

公共汽车

地铁

公路客运

公路货运

铁路客运

铁路货运

航空客运

航空货运

水路客运

水路货运

市内轮渡

小汽车

摩托车

标准煤/
(客运 tce·10-4人-1·km-1；
货运 tce·10-4t-1·km-1)

0.121 0

0.726 3

0.605 0

0.455 2

1.02 0

5.180 7

0.060 5

0.045 0

0.060 5

气耗、油耗/
(L·10-2km-1)

11.5

62

8.8

2.0

电量/
(kW·h·10-2km-1)

264.9

资料来源：文献[3-7]。

表1 广州市现状各类交通方式能耗系数取值

Tab.1 Energy consumption coefficients of various transportation modes

in Guangzhou

燃料类型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液化石油气

平均低位发热量/( kJ·kg-1)

430 70

430 70

426 52

418 16

501 79

标准煤折算系数

1.471 4

1.471 4

1.457 4

1.428 6

1.714 3

CO2排放因子

2.925 1

3.017 9

3.095 9

3.170 5

3.101 3

表2 广州市交通运输行业能源消费排放因子取值

Tab.2 Energy consumption emission factors in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of Guangzhou

图2 广州市历年交通碳排放总量

Fig.2 Annual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in Guangzhou

范围1+范围2 范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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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交通碳排放量，以及在政策、技术可能

实现的范围内采取有效减排措施后的交通碳

排放量，作为交通碳排放控制目标。

22..11 碳排放总量评估碳排放总量评估

经测算，惯性情景下 2020 年广州市交

通碳排放范围 1 和范围 2 总量达 3 496 万 t，

较 2010 年增长 125%；干预情景下该值为

2 604万 t，较2010年增长67%，比惯性情景

排放减少 892万 t(见图 5)。两种情景对比发

现：碳排放减少潜力领域来自公路货运、公

路客运与小汽车；市内轮渡、出租汽车、公

共汽车、摩托车变化幅度不大；排放量明显

增加的为地铁出行。另外，尽管广州市已经

提出了碳排放峰值目标在 2020年实现，但

广州市交通的碳排放峰值还会推迟。

22..22 实施方案及效果评估实施方案及效果评估

根据自下而上的计算方法评估广州市

“十三五”时期交通设施建设方面主要项

目，其可实现 2020年交通碳排放量降低约

882万 t，基本完成减排目标。各项目的实施

方案及减排效果如下。

1）继续提高地铁、有轨电车和BRT等

大中容量交通工具的运输能力。

广州市在2020年将新增地铁里程289 km。

新建成的地铁线路产生的客流量转移分别来

自公共汽车、小汽车与摩托车出行者。以上

三种方式转移所占比例分别为 70%，10%和

20%。由于出行方式的转移，到2020年地铁

出行共带来40.48万 t的减碳量。广州全市共

规划 1 050.7 km有轨电车系统，已开通琶洲

岛试验段 7 km，按照 2020年建成 100 km计

算，有轨电车日均客流量为 120~150 万人

次·d-1，2020年的减碳量为6.94万 t。现状运

作良好的中山大道BRT为广州市带来了 8.6

万 t·a-1的减碳效果[6]，若广州市能够按照意

向推进建设广州大道和三元里大道两条BRT

车道，2020年也可以实现约9万 t的减碳量。

2）货运交通转型升级。

广州市“十三五”时期提出了建设国际

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发展目标，重点优化

物流基础设施布局、推动重点领域物流园区

的发展、推动现代物流创新发展。优化物流

设施布局和新建物流园区即通过差异化功能

定位，按照服务珠三角地区、服务广州市的

不同功能优化场站选址和配套基础设施，外

移中转货运交通，并将公路货运交通转移至

铁路与水路。优化后的货运设施布局可以提

高约15%的公路货运效率。推动现代物流的

创新发展会进一步提高配送效率，升级配送

车辆，提高配送车辆的载货率。假设广州市

未来的公路货运效率提高 5%，2020年的公

路货运能耗可降低至0.581 0 tce·10-4t-1·km-1 [5]。

图4 返溯法示意

Fig.4 Schematic of retrograde tracing

未来惯性情景

当前现状

实现低碳路径

弱干预

低目标

高目标

强干预

碳
排
放
量

2010 2020
年份

图3 广州市范围1+范围2交通碳排放构成

Fig.3 Composition of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in Area 1 and Area 2 of Guangzhou

出租汽车

地铁

公共汽车 公路客运

小汽车摩托车

公路货运

市内轮渡
3 000

2 500

2 000

1 500

1 000

500

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年份

年
碳
排
放
量

/万
t

城市

纽约

伦敦

东京

上海

广州

年份

2013

2011

2010

2007

2014

核算人口/
万人

834

781

1 300

1 910

1 303

核算方法

ICLEI US

IPCC 2006

日本环境省

ICLEI

排放量/
万 t

1 098.8

886.1

1 179

4 795

2 442

人均交通碳排放量/
(t·人-1)

1.32

1.17

0.91

2.51

1.87

表3 世界城市范围1+范围2交通碳排放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between Guangzhou

and several cities in the world in Area 1 and Area 2

资料来源：文献[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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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2020年实现10%的公路货运交通周转量转

移，且配送效率提高，在平均运输能耗降低

20%的目标下，则可以实现 483.36万 t的减

碳量。

3）继续施行小汽车限购政策。

广州市自 2012 年开始实施小汽车牌照

限制政策以来，每年新颁发中小客车牌照约

12万个，小汽车的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

预估2020年小汽车数量约为243万辆。若不

采取调控，小汽车数量约为 315万辆。按照

小汽车年均13 575 km的行驶距离[7]，相对于

不采取调控政策，到2020年可以实现193.06

万 t的减碳量。

4）鼓励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出行。

广州市近期在城市中心区结合地铁、

BRT 车站规划了 557 km 的自行车道网络，

改善自行车交通的出行条件。2016年出现的

摩拜单车、小鸣单车等互联网共享自行车灵

活解决了租赁、还车及停放场地问题，显著

提高了城市居民的自行车出行分担率。由于

自行车仅在3 km以内的短途出行占有优势，

并不能代替长距离通勤出行，参考国内外城

市的经验，自行车的减排量约为3.5万 t·a-1[10]。

5）新能源车辆推广计划。

广州市从 2017 年起逐步用纯电动公共

汽车置换LPG公共汽车，力争到 2018年底

全面实现公共汽车电动化[11]。2016年广州市

常规公共汽车 1 4095辆 [12]，根据历史数据，

广州市公共汽车日均运营里程约为 104.93

km·辆-1·d-1 [13]，则2020年全市公共汽车单日

运营里程为 1 478 988.35 km，按照 120 kW·

h·10-2km-1电量计算[14]，电动公共汽车耗电量

为 177.48 万 kW·h，碳排放量为 1 267.2 t，

2020年全年较惯性情景减碳135.22万 t。

33 广州市广州市““十三五十三五””时期交通减碳策略时期交通减碳策略

33..11 聚焦客运方式向集约型交通工具转移聚焦客运方式向集约型交通工具转移

城市交通碳减排工作实施策略基本集中

在三个方面：避免、转移、改善。避免策略

是指通过合理的城市空间形态、多样化土地

利用，从源头上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交通需

求，主要包括减少出行次数、缩短出行距离

等，从而减少交通碳排放。转移策略是指交

通结构调整，通过各种途径使部分依赖私人

机动化交通出行方式的乘客转换到绿色出行

方式，包括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交通。

改善策略是针对车辆能效方面的改善，本质

上是低碳交通工具的研发与应用。相关研究

表明，在城市客运交通方面模式转移带来的

减排潜力最大(见图6)。

广州市正处于轨道交通的快速建设阶

段，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还会有较大幅度的提

升。因此，现阶段主要的减碳潜力主要来自

模式转移，车辆能效改善位居其次，由城市

规划带来的交通需求减少策略的减碳作用相

对滞后。根据统计，小汽车的牌照限制政策

减排比例占24%，实际上是一种交通方式的

强制性转移，同时，修建地铁、BRT及公交

专用车道等基础设施是增加公共交通的容量

和提升服务水平，保障方式转移后的出行品

质。因此，“十三五”时期广州市低碳交通

应重点聚焦客运交通的集约化，同时加强小

汽车的需求管理，但对于小汽车使用方面的

调控政策必须与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相匹配，

图5 广州市交通碳排放目标

Fig.5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 target of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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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减排方案对城市客运领域减碳潜力分析

Fig.6 Potentials of different carbon reduction schemes in urban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资料来源：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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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城市居民的出行品质。

作为出行工具转移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

由机动化向非机动化交通转移。从公共自行

车到互联网公共自行车，广州市也迎来了自

行车的全面回归时代，自行车从承担公共交

通接驳、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交通功能逐渐向

追求健康和品质化生活的多重功能转变。而

广州市的骑楼街区、混合功能的用地开发、

滨江区位以及绿道建设等优势条件也为步行

交通提供了更大的挖潜空间。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是集约型交通系统的重要补充，“十三

五”时期广州市减碳行动应结合珠江水系、

山体绿道、骑楼等打造岭南特色鲜明的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空间，让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方

式与生活方式相融合，将花城名片融入交通

体验中，实现高品质“零碳”出行。

33..22 关注省际公路货物运输组织优化及关注省际公路货物运输组织优化及

城市配送系统的整体优化城市配送系统的整体优化

公路运输市场发展滞后，组织方式总体

比较粗放。数据研究表明，高达 51.7%的物

流企业车辆空驶率达 30%~50%[15]。从 2020

年的交通设施实施项目也可以统计到，减排

项目中效果最大的是货运交通优化带来的减

排量，占比达69%。就广州市域内的公路货

运而言，50%的货运需求量是珠三角地区货

源在广州市的中转。因此，货运交通的优化

应该是从城市群层面或是珠三角层面统筹考

虑如何提升公路货运的运输效率，包括明确

货运枢纽和货运通道的定位、引导货物运输

路径，减少空车运输以及广州市内的不必要

中转货运交通车辆等。

城市货运方面应关注城市配送系统，主

要从车辆配置和优化配送体系两方面着手。

相关资料表明，货车在市区内全天行驶时间

8 h，而其他乘用车市内全天行驶时间平均

为2 h[16]。因此，要在城市配送系统大力推广

使用新能源车，政府应给予政策支持；同步

推广新能源配送车辆的信息管理平台，优化

城市配送结构，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33..33 推进国家多式联运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国家多式联运的基础设施建设

多式联运是国际物流业公认的高效、安

全、低成本、低排放的现代运输方式，也是

城市范围 3碳排放的主要减排领域。与国际

集装箱多式联运高达20%的比例相比，广州

市集装箱多式联运的运输方式仅占 2%，其

中最为低碳的海铁联运占比不到 1%。这在

很大程度上源于近年来铁路货物运输能力的

下降以及货运铁路设施的滞后。目前，国家

规划的 18 个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已经建成 9

个，广州市集装箱中心站也即将开工。港口

是集装箱多式联运最重要的枢纽节点，铁路

是综合运输体系中大运量、长距离地面运输

的主要手段之一。未来围绕铁路枢纽及港口

将统筹协调各种运输方式、发挥综合运输整

体效能，建设多式联运的大交通运输体系是

低碳交通建设的重点。

44 结语结语

本文通过自下而上的清单核算方法，按

照GPC对于城市碳排放清单范围的界定，核

算了近 5年广州市的交通碳排放清单。结果

表明，航空航海及铁路的客货运带来的范围

3的碳排放量占七成，而在范围1和范围2的

城市碳排放结构构成中，公路货运的占比最

大。通过目标预测，2020年广州市交通碳排

放还未能达峰。通过评估广州市“十三五”

时期交通设施建设主要项目，其可实现2020

年交通碳排放降低约892万 t，基本完成减排

目标。

如何通过城市边界划分核算城市的交通

碳排放量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另

外，通过城市层面实现减碳目标也只是实施

策略的一个方面，减排潜力较大的公路货运

组织方面应该通过广东省层面统筹考虑才能

更有效地实现碳排放控制。空、铁、水、公

四种交通运输方式实现多式联运也需从国家层

面完善设施建设、统筹运输组织、破除行业

壁垒，从而整体控制范围3的交通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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