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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快速城镇化和机动化的驱动下，城市交通碳排放逐年增加。面对中国提出的碳中和战略目

标，城市交通迫切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策略和发展路径，以推动城市交通尽快实现零碳转型。首

先，阐述全球碳中和目标提出的背景。其次，结合欧盟、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东京、

伦敦、纽约等国际大城市最新发布的碳中和战略文件，分析总结城市交通实现碳中和的发展策略与

路径。最后，提出中国实现城市交通碳中和的发展建议，即需要尽快研究编制城市交通碳中和路线

图，明确发展路径和关键性措施，在法规标准和技术方面加强突破创新，并不断夯实和完善交通碳

排放统计监测和精细化核算的能力。

关键词：城市交通；碳中和；零排放；发展路径；车辆能源转型；交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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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n emissions from urban transportation have been growing for years with the rapid urban-

ization and motorization. Given the strategic objective proposed by China for carbon neutrality, it is imper-

ative to adopt m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and development roadmaps to advance the zero-carbon transition in

urban transportation.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worldwide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Based on the strategic documents for carbon neutrality recently released by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Japan, and by Tokyo, London, New York,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metropolitan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roadmaps for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Finally, the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carbon neu-

trality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through several approaches: developing a carbon neutrality road-

map for urban transportation, identifying development pathways and key measures,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regulations, standards, and technologies, and improving the capacity in statistical monitoring and refined

calcul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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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自中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以来，碳中和迅速成为各领域关注的

焦点。碳中和目标下，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

方式将面临从高碳向低碳甚至零碳的重大变

革。从城市交通(不含航空、铁路、管道和

水运)领域来看，目前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

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在快速城镇化和机动化

的驱动下，交通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逐年增

加。随着中国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提出，城市

交通的零碳转型势在必行，迫切需要采取更

加有效的策略和实现路径，以推动城市交通

尽快达峰并最终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本文结合欧盟、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

和地区以及东京、伦敦、纽约等国际大城市

最新发布的碳中和战略文件，对城市交通碳

国际视角下城市交通碳中和策略与路径研究国际视角下城市交通碳中和策略与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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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球CO2排放历史变化情况

Fig.1 Historical changes in global CO2 emissions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 https://www.i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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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的发展策略、路径以及最新趋势进行分

析，最后对中国城市交通实现零碳转型提出

对策建议。

11 各国碳中和目标比较各国碳中和目标比较

近年来，由于人类燃烧煤炭、石油为主

的化石能源产生以CO2为代表的温室气体逐

年上升(见图 1)。2019 年全球 CO2排放量达

到约 330 亿 t。由此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高

温、洪涝、干旱等灾害风险加剧，极端天气

事件增加，对生命系统造成威胁。气候变化

已成为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 [1]，

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

1992年，153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代表

在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这是世界上

第一个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

而起草的国际公约，确立了在“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下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

基本框架，但并未对减排气体的种类、各国

减排比例等问题做具体规定 [2]。为此，在

1997年日本京都举行的《公约》缔约方第三

次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首次以

法规的形式对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共包括6

种 ， 即 CO2， CH4， N2O， SF6， HFCS 和

PFCs)以及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比

例等作出了具体规定。2016年，175个国家

在纽约签署了《巴黎协定》，这是继 1992年

《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人类

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

际法律文本。《巴黎协定》提出为防止气候

问题进一步恶化，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较

工业化前水平不应超过1.5℃或2℃，全球需

在 2065—2070年实现碳中和[3]，这也是首次

明确提出全球碳中和的时间表，为 2020年

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奠定了基础。

为推动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越来越

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政策宣示或写入

战略文件等方式，对碳中和目标做出承诺。

从表 1来看，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国家

城镇化和机动化进程相对较早，从碳达峰到

碳中和往往经历了 50~60年的时间。而中国

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和机动化发展阶段，从碳

达峰到碳中和只有短短 30年的时间，挑战

更大，任务更为艰巨。

20

表1 主要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时间表

Tab.1 Timetables for emissions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of major countries

国家

欧洲

美洲

亚洲

法国

英国

德国

丹麦

瑞典

奥地利

西班牙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中国

实现碳达峰年份

1991

1991

1990

1996

1993

2003

2007

2007

2007

2013

2020

2030

碳中和目标年份

2050

2050

2050

2050

2045

2040

2050

2050

2050

2050

2050

2060

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场合或文件

2020年颁布法令通过“国家低碳战略”

2019年6月新修订的《气候变化法》

2019年11月通过的《气候保护法》

2018年立法规定

2017年立法规定

2020年1月奥地利联合政府宣誓就职时承诺

2020年5月西班牙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气候框架法案草案》

2020年12月拜登总统宣称

2019年10月特鲁多总理承诺

2020年1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面向2050年碳中和
的绿色成长战略》

2020年4月韩国执政的民主党在选举中宣称

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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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交通碳中和发展策略与路径分析城市交通碳中和发展策略与路径分析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的定义，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是指

一个组织在一年内的CO2排放通过CO2吸收

技术达到平衡，通俗来讲就是CO2的排放量

等于其吸收量。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植树

造林；二是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由于全球森

林资源有限，每年仅能吸收5%~10%的碳排

放量。因此，碳中和本质上就是要实现零排

放。目前，东京、伦敦等城市层面相继发布

了面向碳中和的相关战略性文件，提出了城

市层面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年份，并对交通碳

减排提出了发展方向和路径。例如伦敦于

2021年 3月发布了《大伦敦发展规划》 (The

London Plan)[4]，提出到 2050 年伦敦要成为

“零碳”城市；东京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了

《零排放东京战略》 (Zero Emission Tokyo

Strategy)[5]，提出 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总

的来看，国际上推进城市交通碳中和的发展

策略和路径主要呈现以下三方面趋势。

22..11 推动交通电气化转型推动交通电气化转型，，构建构建““新能新能

源汽车规模化使用源汽车规模化使用++绿色能源供应绿色能源供应””

的零碳交通能源体系的零碳交通能源体系

就城市交通领域而言，以北京为例，碳

排放 90%来源于汽(柴)油等传统化石燃料的

燃烧，其余 10%来源于使用非可再生能源

(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发电产生的电能

(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用电)。因此推动

交通能源从化石燃料向电气化转型，实现新

能源汽车(主要包括纯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

池汽车)的规模化使用，并同步提升可再生

能源发电的比例和开展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化

建设，是实现交通碳中和的关键。从世界各

国和国际大城市的发展策略来看，交通电气

化转型的路径呈现两大特点：

1）分阶段分领域推进。

为遵守在《巴黎协定》中承诺的目标，

2018 年英国交通部发布了《零排放之路》

(The Road to Zero)，以此作为英国交通运输

领域未来向更加清洁化迈进的纲领性文件。

该文件分 3个阶段明确了英国汽车全面电气

化的时间表：到 2030年，50%~70%的新销

售乘用车和40%的新销售轻型厢式货车是超

低排放汽车；到 2040 年，停止传统汽油、

柴油车(包括乘用车和厢式轻型货车)的新车

销售[6]。2020年 2月 4日，英国首相鲍里斯·

约翰逊在联合国气候峰会启动仪式上宣布，

英国政府计划将停止传统燃油汽车新车销售

的时间由 2040 年提前到 2035 年。到 2050

年，争取全部在用乘用车和厢式轻型货车均

为零排放汽车。按照英国零排放战略的整体

部署，伦敦在 2018年发布的《伦敦市长交

通战略》 (Mayor's Transport Strategy) [7]中，

明确了 2050 年实现交通系统零排放的目

标，并细分了各领域车辆的电气化时间表

(见图 2)，其中前期主要以推动出租汽车、

公共汽车等公共领域为重点，后期则重点针

对规模体量较大、难度也较大的私人小汽车

以及轻型货车。

2）通过政策创新为电气化转型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

在碳中和目标下交通系统需要实现零排

放，这也意味着机动车要基本实现全面电气

化。而如何从既有 90%以上使用汽(柴)油车

辆向90%以上使用新能源汽车转变，就必须

有政策上的重大突破或创新。从国际上看，

推动交通电气化转型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生

产销售、购买置换和运营使用三大环节(见

表2)。

22..22 促进交通结构优化促进交通结构优化，，打造打造““紧凑型紧凑型

城市形态城市形态++绿色出行绿色出行””的低碳生活的低碳生活

模模式式

从出行来看，影响碳排放的关键因素主

要是车辆行驶里程 (Vehicle Kilometers of

Travel, VKT)，而车辆行驶里程的增加主要

源于两个方面：1)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空

21

新增出租汽车
零排放

新增租赁车
零排放

新增公共汽车
零排放

新增私人小汽车
和货车零排放

新增其他车辆
零排放

全部车辆实现
零排放

2018 2023 2025 2030 2040 2050

图2 伦敦各类车辆电气化进程

Fig.2 Electrification process of various vehicle types in London

资料来源：文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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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断扩张，带来出行距离增加；2)机动化

进程加快，私人小汽车出行比例不断上升，

在满足相同的出行总周转量情况下，产生更

多的VKT，从而带来更多的碳排放。基于北

京市的实际数据测算，在既有的电力结构

下，小汽车碳排放为2.1 t·km-1·万人-1，约是

公共汽车的 4 倍、轨道交通的 7 倍。因此，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降低出行碳排放主要有

下述两个途径。

22..22..11 源头降需源头降需

围绕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进行土地

开发和城市功能的布局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形成更加紧凑型的城

市形态，市民可通过轨道交通或步行、自行

车等零碳方式到达目的地，从源头上减少车

辆的出行需求，从而有效降低碳排放。

例如，东京围绕以铁路为核心的综合交

通枢纽打造东京都的都心和副都心(见图3)，

枢纽进出客流中 90.6%依靠步行和自行车，

可方便到达单位、学校、商场等目的地。北

京从 2021年起，计划分批打造轨道交通微

中心(见图 4)，在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布局商

业办公、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设施等多种功

能，使市民在通过轨道交通完成日常通勤的

同时，能够就近完成购物、娱乐等活动，打

造低碳的生活模式。

22..22..22 结构优化结构优化

通过“一提一降”，推动高碳的小汽车

出行向更加低碳的公共交通尤其是零碳的非

机动交通转移。“提”即提高绿色出行品质

和服务体验，从国内外发展的最新实践来

看，在提高轨道交通、公共汽车等单方式服

22

表2 推动交通电气化转型的创新型政策措施

Tab.2 Innovative policy measures for advancing electrification transition in transportation

分类

生产
销售
环节

购买
置换
环节

运营
使用
环节

燃油汽车禁售

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

燃油汽车置换新能源
汽车的经济激励

新能源汽车运营激励

新能源汽车通行便利

超低排放区、零排放区

新能源汽车使用优惠

建立机动车碳税制度

政策目标

明确传统燃油汽车退出时间表，从
源头(生产销售端)促进汽车产业结构
向新能源汽车转型

对购买新能源汽车给予购置补贴，
降低新能源汽车的购置成本，吸引
更多消费者购买

通过经济手段鼓励个人将燃油汽车
更换为新能源汽车

给予新能源汽车运营激励，鼓励存
量燃油汽车置换为新能源汽车

给新能源汽车提供便利的通行环
境，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吸引力

通过在市中心或核心区设立超低排
放区、零排放区，引导传统燃油汽
车淘汰更新为新能源汽车

给予新能源汽车在停车、充电等方面
的优惠，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吸引力

提高传统燃油汽车的使用成本，引
导和鼓励市民选择新能源汽车

典型案例或最新做法

明确提出传统燃油汽车退出时间表的国家或城市：荷兰(2025年)、挪
威(2025年)、英国(2035年)、法国(204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以下
简称“加州”)(2035年)、日本(2035年)、中国海南省(2030年)等

日本东京：为消费者购买纯电动汽车提供30万日元补贴，加上国家补
贴，最高可达110万日元，几乎达到部分纯电动汽车售价的1/3

英国：计划对消费者将燃油汽车换成电动汽车给予6 000英镑(约人民
币5.4万元)的奖励

中国北京：2020年发布实施新能源轻型货车运营激励政策，对一定周
期内累计报废或转出名下京籍汽(柴)油货车且更新为新能源轻型货车
达5辆及以上、在京行驶载货总里程不少于1万km，给予每辆车一定
的资金奖励

美国加州：新能源汽车可在HOV车道(高承载率车道)行驶

英国伦敦：2019年起将伦敦核心区设定为超低排放区，限制不符合排
放标准的车辆进入，并对新能源汽车予以通行豁免权

中国海南省：2019年发布《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完善新能源
汽车车辆停放服务收费优惠政策的指导意见》 (琼发改费管〔2019〕
883号)，提出按照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同时段，实行
新能源汽车停车服务收费低于非新能源汽车的差别收费优惠政策

德国：2021年起提高新车的气候保护附加税，对碳排放量超过195 g·km-1

的机动车，每超出1 g征收4欧元(约人民币30.6元)的附加税

图3 东京都心和副都心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the center and sub-centers of Tokyo

资料来源：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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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的基础上，主要呈现两个方面的趋

势：1)将绿色出行与健康理念密切结合，并

在出行空间、路权配置等方面给予更高的优

先权，提高绿色出行的品质；2)依托出行即

服务(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促进绿色出

行全链条服务体验质的提升，从而吸引市民

日常生活更多采用绿色交通方式。

例如伦敦在 2018 年出台的《伦敦市长

交通战略》中提出“健康街道”的理念和十

大指标(见图 5)，致力于把街道营造成为令

人愉悦、安全和具有吸引力的场所，从而使

更多的市民通过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出

行。北京市 2019年启动MaaS平台建设，通

过整合公共汽车、轨道交通、市郊铁路、步

行、非机动车、网约车、航空、铁路、私人

小汽车等各种出行数据，有效提升了市民绿

色出行服务体验；并应用MaaS平台创新性

提出绿色出行碳普惠激励模式(见图 6)，逐

步引导以绿色出行为核心的零碳出行成为社

会公众的主动选择和广泛自觉。

“降”即降低小汽车交通需求，主要从

保有和使用两个环节进行调控。在保有环节

重点通过控制车辆保有量，从源头上减少车

辆出行需求，进而降低车辆的碳排放量；在

使用环节主要通过车辆限行、停车治理、拥

挤收费等措施，降低车辆的出行强度，进而

减少车辆行驶产生的碳排放。从近年的国内

外趋势来看，各大城市的小汽车交通需求调

控政策呈现与车辆能源转型紧密结合的趋

势，即在政策上不断强化对燃油汽车的管

控，并给予新能源汽车更多的优先权。典型

案例和做法如表3所示。

22..33 引领法规引领法规、、标准标准、、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为实为实

现城市交通碳中和提供全方位的保障现城市交通碳中和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在碳中和目标下无论是交通能源还是出

行，都必须进行结构性变革。因此，需要尽

快制定与变革相适应的法规及相关标准体

系，并加强技术方面的创新，从而为顺利实

现城市交通的零碳转型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这也是国际的主流策略和趋势。

法规标准方面，欧盟以及美国加州在机

动车的排放限制方面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欧盟在 2019 年底发布的《欧洲绿色协议》

(The European Green Deal)中提出，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其中交通运输碳排放

量必须减少 90%[9]。为此，欧盟将制定更为

严格的汽车CO2排放标准法规，即2020年起

欧盟范围内销售的 95%的新车CO2排放平均

水平不超过 95 g·km-1，到 2021年这一要求

必须覆盖所有在欧盟范围销售的新车。在加

州汽车排放技术法规体系中，要求市场销售

的车辆必须含有一定比例的零排放车辆(包

括纯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10]。过去这

一法规主要适用于小客车和轻型货车，自

2020年起加州进一步提出了针对中重型货车

图4 北京市第一批轨道交通微中心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the first group of rail transit micro-centers in Beijing

资料来源：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的《北京市轨道交通微中心名录(第一批)》。

市郊铁路规划线路

轨道交通在建线路

控规试点单元规划范围

轨道交通微中心

轨道交通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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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伦敦健康街道十大指标

Fig.5 Top 10 indicators for healthy streets in London

资料来源：文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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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实现零排放的法规，要求货车制造商从生产

柴油货车逐步向生产零排放货车转变，并计

划到 2045年在加州销售的每一辆货车都实

现零排放。

科技方面，重点是通过科技创新为碳中

和目标下交通电气化转型、交通结构的优化

奠定坚实的基础。国际上采取的策略主要呈

现两大趋势。1)加大科技研发和创新，在提

高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等技术性能的同时，

降低其全生命周期(包括购置、运营和维修

养护)的综合成本，以提高新能源汽车相较

于传统燃油汽车的竞争力和吸引力。2)加快

交通数字化转型，依托 MaaS 打造更高效、

体验更优的出行服务新模式。在东京的《零

排放东京战略》中，提出将应用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依托MaaS

将所有交通方式实现一体化无缝连接，从而

打造一个全新的出行乃至生活体系，既提高

交通运行效率、缓解交通拥堵，又有效降低

碳排放(见图7)。

33 对中国的启示与建议对中国的启示与建议

2013年以来，中国碳排放增速已经趋于

平缓，但城市交通碳排放量依然快速增加。

未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和机动化进

程的不断加快，预计城市交通碳排放还将持

续增加，碳中和形势依然严峻。借鉴国际大

城市碳中和发展策略和路径，提出以下建议：

1）加快顶层设计，尽快编制全市及交

通领域碳中和路线图。

各城市亟须以零碳为导向，加快向零排

放目标迈进，交通零碳转型势在必行。建议

各城市加强全市碳中和的顶层设计，明确全

市碳中和的时间点和分阶段的碳减排目标、

发展思路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编制

城市交通碳中和路线图，明确城市交通碳减

排的目标、时间表和策略路径，指导城市交

通碳中和的发展进程。

2）明确发展路径，建立城市交通碳中

和政策措施工具箱。

在碳中和的目标下，城市交通仅靠既有

的低碳发展模式还远远不够，迫切需要更加

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支撑。建议各城市在制定

交通碳中和目标和时间表的基础上，重点围

绕交通电气化转型和交通结构优化，建立交

通碳中和政策措施工具箱，多措并举、综合

施策，合理评估关键性政策措施对于碳减排24

步行
导航

扫码、
刷卡

扫码、
刷卡

骑行
导航

步行1 km 骑行1.5 km
公共汽车5站

13.2 km
一卡通 会员卡

优惠券 电影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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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注册

(高德地图或百度地图)
低碳出行获得减排量 兑换奖励

图6 北京绿色出行碳普惠激励

Fig.6 Carbon credits for green mobility in Beijing

表3 降低小汽车交通需求的典型案例和做法

Tab.3 Typical cases and practices for reducing car travel demand

政策措施分类

保有环节

使用环节

拥车证制度

车辆牌照拍卖

摇号配置车辆额度

车辆限行

停车治理

拥挤收费

典型案例和做法

新加坡：自 1990 年开始实施机动车配额制度，所有新车必须购买“拥车证”
(COE)，有效期为10年

中国上海：自1994年起对非营业性客车实行拍卖政策，并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
车用于非营运免费发放专用牌照额度

中国北京：自2011年起以摇号方式实行小客车数量调控；小客车年度配置指标由
24万个减少至15万个，2018年继续减少至10万个，其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占60%

中国北京：自2008年起按车牌尾号实行机动车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
措施，其中新能源小客车不限行

日本东京：通过差异化的停车价格和严格的停车执法，实现“以静制动”，降低小
汽车出行需求

新加坡：1975年开始实行拥挤收费(区域通行证制度)，以减少进入中央商务区的
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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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和效果，合理安排资金、人力和科技

等要素投入，从而为推动城市交通尽快实现

碳中和提供有力保障。

3）强化突破创新，为实现城市交通碳

中和提供配套的法规标准和技术保障。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交通碳中和将带

来交通能源、出行等方面的重要变革，不仅

需要加强科技创新，甚至还需要在既有的法

律法规和标准方面予以突破。因此，建议从

国家层面以及城市层面加强研究和创新，建

立健全与碳中和目标相适配的法律法规和标

准体系，确保交通在推进碳中和进程中能够

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确保关键性政策措施

的实施落地。

4）夯实基础能力，建立城市交通碳排

放统计监测、计量和精细化核算体系。

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对城市各个领域碳

排放的精细化核算提出了更高要求。与建

筑、工业等领域不同，城市交通是一种移动

源，呈现较强的时空变化特征，且涉及公共

汽车、出租汽车、轨道交通、货运车辆以及

小客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因此，需要整合机

动车车型结构、交通活动水平等多源大数

据，构建城市交通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的统计

监测体系，并建立精细化的现状核算方法和

预测模型，从而为制定城市交通碳减排量化

目标、评估预测不同措施对碳减排的潜力提

供技术支撑。

44 结语结语

面对国家层面提出的碳中和目标，城市

交通零碳转型势在必行。这一过程中不仅需

要加强顶层设计，更需要明确发展策略和实

现路径，以加速推动城市交通碳中和的发展

进程。本文基于国际视角，对城市交通实现

碳中和的策略和路径进行探讨，从加强顶层

设计、明确发展路径、强化突破创新和夯实

基础能力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值得注意的

是，城市交通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巨大

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

更需要发展模式、技术以及法规政策等一系

列的变革和创新。因此，需要加强跨领域、

跨部门的配合与协同，凝聚全社会的共识，

共同迈向城市交通的碳中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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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东京依托MaaS打造全新出行体系

Fig.7 New mobility system based on MaaS in Tokyo

资料来源：基于文献[5]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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