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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客运交通是化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领域。科学合理地设定能源结构电动化

目标和配套政策，对于客运交通体系积极有序向双碳目标过渡具有重要意义。以上海城市客运交通

工具(含公共交通、个体机动交通)为对象，以交通运行阶段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电力消费考虑发

电端间接排放)为测算口径，基于行业统计、交通活动量等多元数据，对交通结构优化和能源结构

调整的碳减排效益进行量化测算。以近中期实现碳达峰为约束，重点计算三种情景对小客车电动化

转型渗透率的目标要求。最后，强调在城镇化、机动化尚未充分完成的背景下推进碳达峰，需要坚

持能源结构调整和交通结构优化并重的结构性减碳策略。在实施层面，要强化产业、能源、交通政

策的统筹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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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s an important field of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reen-

house gas emissions.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setting the goal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of electrifica-

tion of energy struc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ositive and orderly transition of the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system to the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Taking Shanghai urban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tools (includ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individual motorized transportation) as the object,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data such as industry statistics and traffic activity volume,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s of transportatio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energy structure adjustment

which takes the carbon emissions generated from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transportation operation

stages (indirect emissions at the power generation is considered for electricity) as the measurement cal-

iber. Taking the realization of carbon peak in the near and medium-term as the constraint, the paper fo-

cuses on the target requirements of three scenarios for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passenger car electrifica-

tion transformation. Finally, 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structural carbon reduction strategy of giving

equal priority to energy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ransportatio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omplete completion urbanization and motorization. At the implementation level, the coordina-

tion and connection of industrial,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 polic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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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世界各国纷纷对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目

标做出承诺，并将时间和措施具体化。中国

也明确承诺“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城镇地区

是人类活动强度最大的区域，也是碳排放强

度最大的区域[1]。城市客运交通是化石能源

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领域，且与居民

的出行息息相关。在城镇化、机动化进程持

续加速的背景下，出行需求和能源消耗均呈

现刚性增长态势，碳减排形势严峻。有别于

发达国家在城镇化、机动化成熟稳定阶段逐

步推进交通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发展路径，中

国更加强调交通、产业、能源的同步转型，

在持续挖掘节能技术潜力的基础上，形成能

源结构电动化和绿色出行体系建设并重的结

构性减碳策略，统筹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碳

减排效率。双碳承诺对城市客运交通体系的

结构性减碳提出了更具体的量化目标要求。

目前，城市总体规划对客运交通体系构建已

经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目标，但能源结构的调

整目标尚不明确。能源结构调整带来的汽车

产业、电力保障、交通体系等领域的系统性

变革，应坚持平稳有序、避免过于激进的原

则，这反过来对能源结构调整目标的合理性

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文以上海为例，围绕城市客运交通领

域碳达峰，基于多情景分析设定城市客运交

通能源结构的调整目标，并对综合交通体系

的发展完善提出合理化建议。

11 碳排放测算口径与方法碳排放测算口径与方法

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主要源于机动化出

行产生的能源消耗，研究对象包括轨道交

通、公共汽车、出租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和

以小客车为主体的个体交通工具。基于碳达

峰、碳中和的总体发展要求，碳排放测算口

径为交通运行阶段化石能源消耗产生的CO2

排放量以及电力消耗产生的CO2排放量(包含

转移到电力发电侧的间接排放)。

基于不同交通方式的能源消耗特征，依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能源活动碳排放计算方法[2]进行碳排放

测算。根据不同交通方式能源消耗数据的可

获取性，采取分类差别化计算方法。公共交

通碳排放基于能耗统计数据直接测算；个体

机动交通能耗统计渠道不健全，以燃油汽车

和电动汽车的活动量为基础进行测算。计算

上海城市客运交通领域CO2排放总量

C=C1+C2 =∑
i
( )AiC EFC +Aie EFe +

[ ]Qj Mj Fj +Qk MkWk EFe

，

式中： C1 ， C2 分别为公共交通、小客车的

CO2排放量/t； AiC ， Aie 分别为第 i 类公共

交通的化石能源消耗量/tce①和电力消耗

量/(MW·h)(其中，轨道交通的能源仅有电

力，公共汽车的能源包括汽油、柴油和电

力，出租汽车的能源包括汽油和电力)，由

行业统计数据获取； EFC 为不同种类化石

能源的碳排放因子/(t·tce-1)，采用最新国家

温室气体清单排放因子数据； EFe 为电力碳

排放因子/(t·MW-1·h-1)，由能源部门提供(近

年来，上海外来电力占比提升，且以水电等

清洁电力为主，电力碳排放因子呈现下降趋

势)； Qj ， Qk 分别为燃油汽车、电动汽车

的保有量/辆，通过车辆管理部门获取； Mj

为燃油汽车的出行强度/(km·辆-1)，通过综合

交通调查获取； Mk 为电动汽车的出行强

度/(km·辆-1)；Wk 为电动汽车的单位里程电

耗/(MW·h·km -1)， Mk 和Wk 基于上海新能

源汽车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研究中心(以下

简称“EVDATA”)获取的电动汽车数据测算

得出； Fj 为燃油汽车的碳排放因子/(t·km-1)，

通过与环境研究部门合作进行的机动车本地

排放测试获取。

22 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现状与发展趋势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现状与发展趋势

22..11 现状分析现状分析

2019年上海城市客运交通能耗达到 744

万 tce[3]，其中化石能源消耗为 90%，电力能

源消耗为 10% (见图 1)。从电力使用对象

看，除轨道交通外，道路交通电动化趋势已

经初步形成，建成区公共汽车已基本实现电

动化，出租汽车电动化也初具规模，电动乘

用车的推广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基于上述碳

排放口径和测算方法，上海城市客运交通

CO2排放总量约为 1 290万 t。小客车交通虽

仅承担约25%的出行，但其碳排放占比达到

77%，且呈现增长态势；轨道交通、出租汽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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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9年上海城市客运交通领域能源结构及碳排放结构

Fig.1 Energy structure and carbon emissions structure of Shanghai urban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n 2019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3]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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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能源结构 b 碳排放结构

车、公共汽车碳排放占比合计为23%；小客

车的出行分担率与碳排放占比倒挂，是未来

城市客运交通碳达峰治理的关键。

22..22 趋势研判趋势研判

1）城镇化和机动化发展趋势。

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以城市群、都市圈

为主要形态的发展阶段。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集聚的趋

势依然明显。2020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规模

2 487万人，较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增长 8%。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背

景下，随着全球资源要素的集聚、产业结构

的升级，以及新城、临港自贸区新片区、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一体化示范区等功能平台

的建设，上海市交通需求仍将呈现持续增长

态势。随着城市空间发展格局进一步从中心

城向新城以及都市圈扩展传导，平均出行距

离进一步延长，机动化出行比例进一步增

大。预计 2035年全市日均出行总量将达到

7 800万人次，较现状提升 36%，其中机动

化出行比例接近 60%(见图 2)，市域通勤出

行的平均距离预期为 10 km，均与东京都市

圈水平[4]相当。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年)》 (以下简称《上海 2035 总

规》 )，未来将构建由铁路、城市轨道交

通、公共汽车和辅助公交等构成的多方式公

共交通系统，10万人以上新市镇的轨道交通

车站覆盖率超过95%，轨道交通的客运主体

地位将进一步突出。此外，长期坚持小客车

拥有和使用管理政策，将对交通结构的集约

均衡发展形成支撑。

2）能源结构和能效水平发展趋势。

双碳背景下，国家进一步加大推动节能

与新能源小客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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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和修订，节能与

新能源小客车快速发展，行业的整体油耗水

平呈持续下降态势[5]。预计2035年乘用车(不

含新能源汽车)油耗将降低至 0.04 L·km- 1，

乘用车(含新能源汽车)平均能耗将降低至

0.02 L·km-1，货车油耗降低15%~20%，客车

油耗降低20%~25%[6]。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快速发展以及电池续航里程和充电便利性

的不断提升，上海市道路交通电动化格局将

加速调整。预计公共交通领域车辆将在“十

四五”期间首先全面实现电动化，而私人领

域的新能源小客车普及程度也将迅速提升[7]。

综上，机动化出行刚性增长诱增能源消

费，进而对碳减排产生巨大的增量需求。在

个体机动化尚未完全达峰的过程中引入能源

结构的系统性调整，由此带来的能效提升和

碳减排效益可以为机动化出行需求的刚性增

长提供更大的消纳空间。但城市客运交通碳

达峰时间仍将取决于活动量和能源替代减碳

效益的博弈关系，以及合理的总体成本(产

业体系、能源体系、基础设施等)投入。

33 电动化转型的碳减排效益分析电动化转型的碳减排效益分析

城市客运领域碳减排效益主要受交通工

具技术性能、出行行为和运输组织方式等因

素影响。本文对车辆电动化转型的碳排放强

度和行为特征进行测算，综合判断电动化转

型的碳减排效益。

33..11 碳减排效益估算碳减排效益估算

从交通结构角度出发，碳减排效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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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能源结构调整对交通工具自身碳排放强

度的影响，基于统计和实测数据，计算得出

不同交通方式的车均CO2排放量(见表1)。虽

然不同交通工具电动化带来的碳减排效益有

所差异，但即使考虑电力发电侧的间接排放

影响，其碳排放强度仍下降 40%~60%，减

排效益非常明显。

从客运组织角度出发，碳减排效益反映

不同客流组织方式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由

于公共交通的载客量大，可以大大降低人均

能耗，再叠加电动化转型带来的碳排放因子

的下降，可以显著降低人均CO2碳排放量。

2019年，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的电动化转型

渗透率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公共交通相对

小客车平均排放强度降低 60%~70%(见表

1)。但如果客运组织效率不高，也会降低碳

减排效益，出租汽车相对小客车排放强度较

高的原因主要是存在空驶情况。

33..22 出行行为转变出行行为转变

基于历次综合交通大调查、EVDATA等

出行特征数据，以及油价、电价等数据，对

不同能源结构的小客车出行强度、成本进行测

算，分析电动化转型对出行行为的影响程度。

小客车出行强度呈现持续下降态势，2019年

第六次综合交通大调查结果显示，小客车平

均出行强度已下降至 25 km·d-1[8]，由于新能

源汽车总体占比较小(渗透率约7%)，该数据

反映了燃油汽车的出行强度特征。而EVDATA

采集的 2019年出行数据抽样结果显示，纯

电动小客车的平均出行强度为33 km·d-1，高

于燃油汽车平均值(见图 3)。低廉的使用成

本可能是其使用强度增加的原因，纯电动小

客车平均百公里电耗约为 20~22 kW·h，居

民用电峰谷时段电价为 0.307 元·kW- 1·h- 1，

即纯电动小客车百公里行驶成本仅为 6 元

左右。不同排量燃油小客车油耗一般为

0.06~0.12 L·km-1，92号汽油按 6~7元·L-1计

算，则燃油小客车百公里行驶成本约为纯电

动小客车的6.5~13倍。从长远看，随着交通

工具电动化的普及，小客车使用成本将整体

下降，但受道路和停车资源约束，时间可靠

性、停放便捷程度在出行方式选择上的重要

性将高于行驶经济成本。在路车供求矛盾常

态化紧张的大背景下，电动化带来的使用成

本优势对出行行为的影响将逐步向以路权保

障、停放衔接等为核心价值的综合成本回

归，远期仍将遵循燃油汽车的使用规律。

电动化转型对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

碳排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能耗利用

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电力清洁化带来的

碳排放因子的进一步下降，其碳减排效益仍

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机动化水平持续增

长的背景下，能源结构电动化尤其是个体机

动交通工具电动化，可以快速降低碳排放主

体交通方式的碳排放水平，加速碳排放增速

拐点的出现，但具体的时效仍取决于电动化

的渗透率和速度。

44 碳达峰约束下的能源结构电动化目碳达峰约束下的能源结构电动化目

标设定标设定

44..11 碳达峰情景设置碳达峰情景设置

以 2030 年碳达峰为约束边界，以交通

结构是否符合《上海 2035总规》预期为变

量，测算对应的能源结构目标及电力需求，

形成理想、增强、激进三种情景。三种情景

对应不同峰值排放，对小客车电动化转型的

力度逐次增加。若交通结构偏离预期，或者

需要满足 2025年提前达峰的要求，则需要

增强能源结构调整力度。需要说明的是，由
56

表1 2019年城市客运主要交通方式的CO2排放强度

Tab.1 CO2 emissions intensity of major travel modes in 2019

交通方式

小客车

出租汽车

公共汽车

轨道交通

车均CO2排放量/
(10-4 t·km-1·辆-1)

电力

1.05

1.00

4.70

18.08

燃油

1.74

2.61

8.65

减排效益
/%

40

62

46

人均CO2排放量/
(10-4 t·km-1·人-1)

1.21

2.07

0.48

0.33

相对小客
车减排率

/%

-71

60

73

30

比
例

/%

20

10

0
0~14 15~29 30~44 45~59 60~74 75~89 ≥90

出行强度/(km·d-1)

图3 2019年纯电动小客车出行强度分布

Fig.3 Travel intensity distribution of pure electric cars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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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在“十四五”期间将

基本实现电动化，能源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

新能源小客车发展规模和比例目标的不同。

1） 2030年理想情景。

交通结构符合《上海 2035 总规》的目

标预期，以 2030 年客运交通碳达峰为约

束，设定新能源小客车发展目标要求。在此

情景下，对小客车电动化的转型时间和渗透

率要求相对宽松，小客车的电动化比例在

2030 年需达到 25%，在 2035 年需达到 37%

左右；CO2排放峰值约为 1 490万 t，2035年

碳排放较峰值减少3.0%。

2） 2030年增强情景。

交通结构未达到《上海 2035 总规》的

目标预期，维持现有交通结构不变，以2030

年客运交通碳达峰为约束，设定新能源小客

车发展目标要求。在此情景下，小客车电动

化比例要求进一步提高，2030 年需达到

33%，2035年需达到 50%左右；CO2排放峰

值约为 1 560 万 t，2035 年碳排放较峰值减

少1.2%。

3） 2025年激进情景。

交通结构符合《上海 2035 总规》的目

标预期，以 2025 年客运交通碳达峰为约

束，设定新能源小客车发展目标要求。在此

情景下，小客车电动化的转型周期被大大压

缩， 2025 年需达到 25%， 2030 年需达到

40%；CO2排放峰值约为 1 440万 t，2035年

碳排放较峰值减少7.0%(见表2和图4)。

44..22 电动化目标的确定电动化目标的确定

在三种情景中，2025年激进情景的CO2

排放峰值最低，但能源结构调整要求最高，

实现难度较大。2020年底上海市新能源小客

车占比仅为 7%左右，且主要为新增额度，

即使按照个人新增购置车辆中纯电动小客车

占比超过 50%[6]的规划目标，在燃油小客车

同步增长的情况下，电动化比例达到情景要

求也有较大困难。而在两个 2030年达峰的

情景中，理想情景在交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

构调整共同的影响下，峰值相对较低，且所

需的小客车电动化比例相对较低，转型时间

拉长也更易于实现。

从电力保障的角度考虑，随着对电动化

比例要求的提高，电力消耗也将逐渐增多

(见表 3)；虽然新能源小客车用电量在上海

市整体用电量中的比例不高，但局部地区的

配电网络可能成为约束瓶颈，若小区配电变

压器的容量、容量裕度都较小，过高的电动

汽车渗透率将对小区的配电容量产生挑战。

综上分析，上海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有

在 2030年左右达峰的可能，在坚持完善综

合交通体系建设的同时，2030年小客车电动

化比例应提高到 25%~30%的水平，以便为

后续的碳中和奠定基础。

44..33 碳达峰路径贡献度分析碳达峰路径贡献度分析

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对 2030 年理想情

景的贡献度进行分解，交通结构优化的碳减

排贡献量约为214万 t，能源结构调整的碳减

排贡献量约为 336万 t，是前者贡献量的 1.6

倍，确实反映了电动化转型对能效提升和碳

减排的巨大效益(见图5)。

随着交通结构优化和能源结构调整，城

市客运交通领域的碳排放结构逐步优化(见

图6)。相较2019年，小客车碳排放占比逐渐

1 6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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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
放
量

/万
t

1 400

1 200
2019 2025 2030 2035

年份

2030年理想情景 2030年增强情景 2025年激进情景

图4 三种情景下的碳排放趋势比较

Fig.4 CO2 emissions trend under three scenarios

表2 三种情景下的碳排放规模比较

Tab.2 CO2 emissions scope under three scenarios

情景

2030年理想情景

2030年增强情景

2025年激进情景

达峰时间

2030年

2030年

2025年

CO2排放峰值/
万 t

1 490

1 560

1 440

较2019年
增加值/万 t

200

270

150

2030年电动化
比例需求/%

25

33

40

表3 三种情景下的小客车电力消耗估算

Tab.3 Estimation of electrical car power consumption under

three scenarios

情景

2030年理想情景

2030年增强情景

2025年激进情景

小客车电力消耗

2025年

2.2×109

2.4×109

3.5×109

2030年

3.7×109

5.2×109

6.0×109

2035年

5.2×109

7.6×109

8.5×109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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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公共交通碳排放占比逐渐提升。在

2030 年增强情景中，由于交通结构没有优

化，整体碳排放结构优化的程度有限；在

2030年理想情景中，小客车碳排放占比已经

显著下降至59%，而轨道交通碳排放占比上

升至32%，整体碳排放结构得到优化，与伦

敦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结构相当[9]。

55 结语结语

在城镇化、机动化尚未成熟的背景下实

现城市客运交通碳达峰具有较大的挑战，需

要从交通结构优化和能源结构调整两个维度

共同着力，即以交通结构优化降低客运组织

能耗强度，以能源结构调整降低碳排放强

度，进而为后续的碳中和创造条件。但在具

体实施推进中，仍需要强化产业、能源、交

通政策的统筹衔接。

第一，加强能源产业政策与小客车发展

政策的统筹。新能源小客车有效降低了对环

境的负面影响，但其交通功能属性、使用特

征与燃油小客车没有本质区别，均为个体机

动交通范畴。目前新能源小客车仍处于产业

化推广阶段，为支撑其产业发展的交通配套

政策已经部分突破了公交优先、需求管理的

城市交通发展总体战略要求，加上新能源汽

车在通行、使用成本、智能网联等方面的优

势，对路网和停车均带来了较大的增量影

响。在道路、停车资源总体受限的情况下，

需要加强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燃油汽车在发

展、使用政策上的统筹衔接，在车辆推广上

应加大对存量机动车更新替换的关注，同时

加强瓶颈区域的配电保障，实现产业、交

通、能源等方面的共赢。

第二，加强低碳交通体系建设与高效营

运组织的统筹。以完善公共交通体系建设为

核心的交通结构优化政策是交通系统低碳发

展的基础保障，但能源利用效率和碳减排效

率的真正提升，有赖于相匹配的客运强度支

撑，低客运效率的轨道交通人均能耗和碳排

放水平甚至可能高于小客车[10]。鉴于大都市

内部不同层级城镇体系的人口和交通需求密

度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以及出行场景的多

样性，应强化多种交通方式协同互补，促进

运力和需求的高效匹配，提升公共交通出行

链整体服务体验，真正发挥大容量公共交通

降碳效能。

注释：

Notes:

① tce是吨标准煤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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