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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及时评估交通领域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为后续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引和参考。以

天津市为例，对道路交通领域已实施的碳减排政策的实际减排效果进行测算与评估。首先根据减排

原理将政策分为控制总量类、优化交通结构类和改变能源方式类，基于行驶里程法建立三类政策的

减排模型。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前后产生的变化，测算减排政策实现的CO2减排量。结果表明，小客

车总量调控政策对碳减排贡献最为突出，其次为天津港运输结构优化、新能源公共汽车推广等政

策。最后，分析了政策的减排潜力并为天津市减排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

关键词：道路交通治理；碳排放；行驶里程法；减排政策；实施效果；天津市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Road Traffic Carbon Reduction Policies in Tianjin

Chen Suping1, Zhao Shasha1, Jiang Yang1, Jiang Yin2, Zuo Wenze2

(1. Chin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04, China; 2. Tianj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

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Tianjin 300051, China)

Abstract: Timely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

tion policies in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can provid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sub-

sequent policy making. Taking Tianji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alculates and evaluates the actual ef-

fects of carbon reduction policies in the field of road traffic.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emissions re-

duction, policies are divided into total amount control, traffic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energy mode.

The emissions reduction models for three types of policies a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mileage meth-

od. By comparing the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CO2 emissions reduc-

tion achieved by the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ies is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nibus total

amount control policy has the most prominent contribution to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followed by

the policies such as the optimization of Tianjin Port transportation structure, and the promotion of new

energy bus and other policies. Final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missions reduction potential of policie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ies in Tianjin.

Keywords: road traffic management; carbon emissions; driving mileage law;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effects; Tianjin

收稿日期：2021-06-10

作者简介：陈素平(1983— )，女，河北新乐人，硕士，注册城乡规划师，主要研究方向：绿色交通

规划、大型体育赛事交通组织。E-mail: supingchen@chinastc.org

陈素平 1，赵莎莎 1，姜 洋 1，蒋 寅 2，左文泽 2

(1.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北京 100004；2.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天津 300051)

文章编号：1672-5328（2021）05-0059-07 中图分类号：U4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13/j.cn11-5141/u.2021.0504

00 引言引言

交通运输行业一直是碳排放大户。据统

计，2020年交通领域的碳排放占全国终端碳

排放的 15%，过去 9年，这一领域的碳排放

年均增速超过 5%，到 2025年将在现有基础

上增加50%[1-2]。其中，道路交通的碳排放量

比例最高、增长最明显，约占整个交通行业

的 75%[2]。天津市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

市，在道路交通领域制定了多项节能减排政

策，部分政策执行已有 5~6 年，但并未科

学、全面地评估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对既

有减排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系统的测算

有助于评估政策的减排潜力，并为后续道路

交通领域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有

力支撑，加快推进交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低碳城市试

点工作后，许多城市和地区开始启动排放清

天津市道路交通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天津市道路交通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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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9年天津市交通行业各领域CO2排放量

Fig.1 CO2 emissions of Tianjin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n 2019

道路交通

水运交通

航空运输

铁路交通

单位：t

79.9 92.9
24.66

2 080

单编制工作，并出台了多项道路交通领域的

低碳政策。京津冀地区[3]、珠三角地区[4]、河

南省 [5]、江苏省 [6]、上海市 [7]、武汉市 [8]、深

圳市 [9]、杭州市 [10]等地对交通领域的CO2排

放量进行了核算，并针对排放情况制定了不

同减排政策，分析了多情景下的碳排放强度

与政策减排量。文献[11]评估了乌鲁木齐市

交通领域 12项减排政策的减排效果与协同

效应。上述研究大多聚焦于碳排放清单的编

制与不同政策情景下减排量的计算，各项政

策的减排量测算更多是从前评估的角度出

发，即通过参数假设和趋势外推等方法预测

某项减排政策实施后可能带来的减排量，并

据此对减排政策提出改进建议。既有研究对

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等方面的研究较

少，缺少对实际情况和成因的客观分析。

本文从后评估的角度出发，建立天津市

道路交通领域各项减排政策的CO2减排量计

算模型，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测算与分

析，挖掘政策的减排潜力，并为政策减排效

果预测中相关参数的设定提供校准依据。

11 天津市道路交通领域碳排放现状天津市道路交通领域碳排放现状

《2019年度天津交通领域节能减排分析

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天津市交通行业共

产生 CO2排放量 2 277 万 t，较 2018 年上升

4.2%，其中道路交通领域共排放 2 080万 t，

占天津市交通行业总排放量的91%(见图1)。

道路交通领域是天津市交通行业碳排放

的主体。从车型来看，微小型客车(以下简

称“小客车”)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2019

年CO2排放量 1 219.8万 t，占道路交通领域

总排放量的比例为58.66%。其次分别为重型

货车(占21.54%)和微小型货车(占10.74%)(见

表1)。

22 既有减排政策分析既有减排政策分析

天津市交通部门自 2014 年以来在道路

交通领域主要出台了8项减排政策。

1）小客车总量调控。

2014年 12月出台《天津市小客车总量

调控管理办法》 [12]，规定小客车增量指标以

12个月为一个配置周期，每个周期配置额度

为 10万个。政策实施以来，民用汽车年均

增长量为 3.5 万辆，增速大幅减缓。截至

2019年，累计减少潜在购车量125.0万辆。

2）天津港运输结构优化。

2017—2018年相继出台《天津市推动天

津港加快“公转铁”、“散改集”和海铁联运

发展政策措施》 [13]《天津市推进运输结构调

整工作实施方案》 [14]，以推动天津港集疏港

的货物运输方式由公路转为铁路(以下简称

“公转铁”)。“大宗货物公转铁”政策实施

后，截至 2019年底，天津市铁路货运量累

计增加 1 101.2万 t，占各运输方式货运总量

的比例为50%，相当于减少了36.7万公路货

车车次。“煤炭转运方式调整”政策实施

后，截至 2019年底，天津港所有煤炭采取

铁路运输，累计减少的公路煤炭货运量相当

于386万公路货车车次。

3）老旧车淘汰。

2016 年出台“老旧车提前淘汰补贴政

策”[15]，累计淘汰未达到国家第四阶段机动

60

表1 2019年道路交通各车型的CO2排放水平

Tab.1 CO2 emission levels of different road traffic modes in 2019

交通方式

CO2排放
量/t

CO2排放
比例/%

微小型客车

1 219.8

58.66

重型货车

448.0

21.54

微小型货车

223.3

10.74

出租汽车

84.6

4.07

大型客车

34.4

1.65

公共汽车

30.1

1.45

专项作业车

14.8

0.71

中型货车

11.7

0.56

中型客车

11.0

0.53

其他车辆

1.8

0.09

摩托车

0.0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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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下简称“国四”，同类

标准分别简称为“国三”“国五”“国六”)

的老旧车24.5万辆，以相同车辆类型的国五

车、国六车替代。

4）新能源公共汽车推广。

2018 年 10 月出台《天津市 2018—2020

年新能源公交车更新实施方案》 [16]，进一步

加快新能源公共汽车的推广应用。截至2019

年底，天津市新能源纯电动公共汽车占比

34.16%，较2017年增长7.26个百分点。

5）绿色货运。

2019年5月出台《天津市创建绿色货运

配送示范城市实施方案(2018—2020年)》 [17]，

推广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截至 2019 年

底，新能源纯电动货车达 3 032辆，主要为

轻型和中型货车。

6）货运甩挂运输。

2018 年 2 月，天津市开始试点甩挂运

输，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共有 5家企业参

加，甩挂运输里程和货运量明显增加。2019

年，甩挂运输货运量较2017年增加55%，总

运输里程增加 1.5倍。甩挂运输通过专线直

达、甩箱运作等方式，将车辆实载率从50%

提升至80%以上[18]，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

7）货车差异化收费。

2019年 1月，在 5个收费站对进出天津

港的低排放集装箱货车施行高速公路通行费

优惠政策[19]。政策实施后，在该类集装箱货

车中，国三车(由32.9%下降至23.4%)、国四车

(由32.9%下降至28.8%)的比例明显下降，国五

车(由34.2%上升至47.8%)的比例明显上升。

8）中心城区货车限行。

2017年 6月 1日起，天津市全天禁止本

市及外埠中型、重型载货汽车在外环线以内

(含外环线)道路通行；确需进入外环线以内

(含外环线)道路通行的中重型载货汽车，须

持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发放的通行证，且满

足尾气排放标准[20]。政策实施以来，进入外

环线内的高排放标准中(重)型货车比例显著

提高，其中，国五车比例由 5.8%上升至

46.4%，国三车比例由51.8%下降至16.2%。

33 COCO22减排量测算减排量测算

33..11 测算方法测算方法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发布的《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

清单指南》提出移动源式碳排放核算方法包

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

法[21]，一般也称作能耗法和行驶里程法。能

耗法通过交通工具移动时的能源消耗和能源

的CO2排放因子计算CO2排放总量。行驶里

程法则根据交通工具的年度活动水平和CO2

排放因子进行计算，活动水平可用年均行驶

里程表示。能耗法将各类政策效果最终归集

到能源消耗的变化上，较难体现出各项减排

政策具体的减排效果。行驶里程法作为自下

而上的计算方法，可以反映出交通方式、车

型、行驶里程、能源结构等各种因素的变化

对减排量的影响，更适合对具体的减排政策

进行评估。因此，采用行驶里程法[4]计算第 i
种排放类型车的CO2排放量

Ei =Qij ×VKTij ×EFij ，

式中： Qij 为使用第 j 类能源的第 i 种车型

车辆的保有量/辆；VKTij 为使用第 j 类能源

的第 i 种车型车辆的年均行驶里程/km；

EFij 为使用第 j 类能源的第 i 种车型车辆的

CO2排放因子/(g·km-1)。三个变量均与城市

规模、经济发展等特点有关，每个城市都应

该基于当地情况进行核算，采用本地化数据。

天津市 8项既有减排政策减排量的基本

计算原理为：在无减排政策情景下，假设所

有事件保持原先的增长趋势或交通结构，而

减排政策实施后车辆保有量、行驶里程、车

型、CO2排放因子等因素的变化会对CO2排

放量产生影响，计算当年有无政策实施的

CO2排放量差值，从而得到政策达到的减排

效果。根据不同政策减排原理的差异，将 8

项减排政策分为控制总量、优化交通结构和

改变能源方式三类，对行驶里程法的计算模

型进行相应的变化。

1）控制总量类政策。

小客车总量调控政策属于该类政策。其

减排原理是，通过抑制小客车总量的增长速

度控制小客车的保有量。这类政策的减排量

E1=∑
j=1

m

( )Q p
1j -Qq

1j ×VKT q
1 ×EF1j ，

式中： Q p
1j 是不实施该政策条件下现状年使

用第 j 类能源的小客车预计保有量/辆； Qq
1j

是政策实施后现状年使用第 j 类能源的小客

车实际保有量/辆； VKT q
1 是政策实施后现

状年的小客车年均行驶里程/km； EF1j 是使

用第 j 类能源小客车的CO2排放因子/(g·k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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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交通结构类政策。

包括天津港运输结构优化、老旧车淘

汰、货运甩挂运输、货车差异化收费、中心

城区货车限行 5项。其减排原理是，用低排

放车辆替代高排放车辆完成运输任务以达到

降低碳排放总量的目的。这类政策的减排量

E2 =∑
j=1

m∑
i=1

n

Q p
ij ×VKT p

ij ×EFij -

∑
j=1

m∑
i=1

n

Qq
ij ×VKT q

ij ×EFij

，

式中： Q p
ij 和 Qq

ij 分别为该政策实施前后使用

第 j 类能源的第 i 种车型车辆的保有量/辆；

VKT p
ij 和VKT q

ij 分别为使用第 j 类能源的第

i 种车型车辆的年均行驶里程/km。

3）改变能源方式类政策。

包括新能源公共汽车推广和绿色货运政

策 2项。其减排原理是，将车辆的能源类型

从传统燃料改变为电力这类更环保的能源类

型。新能源汽车行驶过程中不产生 CO2排

放，但其所用电力在发电过程中仍产生CO2

排放，因此需要对发电时产生的排放量进行

估算。纯电动汽车的CO2排放因子为车辆百

公里耗电量×单位发电量的 CO2排放因子。

这类政策的减排量

E3 =∑
j=1

m∑
i=1

n

Qi ×VKTi × ( )EFij -PCi ，

式中： Qi 为政策实施后使用新能源的第 i 种

车型车辆的增量/辆；VKTi 为使用新能源的

第 i 种车型车辆的年均行驶里程/km； PCi

为使用新能源的第 i 种车型车辆的CO2排放

因子/(g·km-1)。

33..22 关键参数标定关键参数标定

1） CO2排放因子 EFij 和 PCi 。

不同车型和能源类型车辆的CO2排放因

子由车辆百公里能耗与单位能源的CO2排放

因子相乘得到。车辆的百公里能耗根据天津

市各类车辆的调研数据统计得到，单位能源

的CO2排放因子主要参考《2006年 IPCC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移动源的CO2排放

系数，最终得到各车型车辆的碳排放因子，

如表2所示。

2）不同车型的年均行驶里程VKTi 。

车辆行驶里程数据的获取来源主要有官

方技术指南、车辆年检数据、货运调查数据

以及调查报告数据。另外，充分利用大数据

的方法可获取更加准确的车辆行驶里程，例

如利用重型货车的GPS数据、出租汽车的行

程数据以及公共汽车的实际排班表等数据提

取各类车辆的行驶里程。

3）政策引起的车辆保有量变化。

减排政策引起的车辆保有量变化多为政

策出台当年的数值与 2019年数值的差值(见

表3)。但小客车总量调控和运输结构优化政

策的实施抑制了原先机动车保有量和大宗货

物公路运输量的增长速度，因此从统计年鉴

获取政策实施之前 10年的数据，利用线性

回归法预测无政策影响下的车辆数，以2019

年无政策影响下的车辆预测数与实际数的差

值作为车辆保有量的变化值。

44 减排效果评估及建议减排效果评估及建议

44..11 各政策减排效果分析各政策减排效果分析

经测算，2019年天津市道路交通领域 8

项减排政策的CO2减排量共计630万 t。其中

小客车总量调控政策的CO2减排效果最为显
62

表2 各类机动车的CO2排放因子

Tab.2 CO2 emission factors of various motor vehicles

车辆类型

微小型客车

中型客车

大型客车

轻型货车

中型货车

重型货车

能源类型

柴油

207

421

645

288

446

675

汽油

190

398

659

272

422

638

天然气

349

535

239

370

560

电力

96

34

49

g·km-1

表3 政策引起的车辆变化量

Tab.3 Vehicle amount changes caused by policies

政策编号

1

2

3

4

5

6

7

8

减排政策

小客车总量调控

天津港运输结构优化——
“大宗货物公转铁”

天津港运输结构优化——
“煤炭转运方式调整”

老旧车淘汰

新能源公共汽车推广

绿色货运

货运甩挂运输

货车差异化收费

中心城区货车限行

车辆变化量

减少125万辆

减少36.7万公路货车车次

减少386万公路货车车次

低排放车辆增加24.5万辆

新能源公共汽车占比增加7.26%

3 032辆新能源货车替代了燃油货车

车辆实载率从50%提升至80%

国 三 车 减 少 9.5% 、 国 四 车 减 少
4.1%、国五车增加13.6%

国三车减少 35.6% 、国四车减少
5.0%、国五车增加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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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减排量为595.36万 t，占94.5%(见图2)。

对除小客车总量调控之外的其他 7项政

策进行分析后发现，减排量最大的为天津港

运输结构优化政策，减排 25.70万 t，占 7项

政策总减排量的74%；其次为新能源公共汽

车推广政策，减排6.21万 t，占7项政策总减

排量的 18%。绿色货运等其他 5项政策总共

实现减排量2.22万 t，占7项政策总减排量的

6%。天津港作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之

一，也是天津市货车最主要的运输集散地。

针对天津港采取的减排政策有效地减少了集

疏运交通的碳排放，也为天津市整体碳排放

的减少做出了较大贡献，实践证明该项减排

政策的实施对象和方法行之有效，契合当地

的实际情况。

44..22 减排政策建议减排政策建议

1）提升天津市绿色出行比例。

小客车总量调控政策在既有减排政策中

效果最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小客车的单位能

耗及排放都是所有交通方式中最高的。公共

汽车每 100 km 的人均能耗是小汽车的

8.4%，公共电车约为小汽车的 3.4%，而轨

道交通约为小汽车的 5%，自行车以及步行

能耗为 0。因此，未来还应大力鼓励绿色出

行，通过小客车总量调控和鼓励绿色出行推

拉并举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天津市的绿色出

行比例，降低碳排放量。

2）开展天津港运输结构优化之外减排

政策的制定。

虽然天津港运输结构优化政策的现状减

排量非常突出，但存在后续减排潜力不足的

可能。由于天津港煤炭运输已经全部转为铁

路运输，该部分的减排量已经达到该项政策

减排量总值的91%，因此从运输结构优化方

面进一步深挖减排潜力的空间已经较小，后

续需要针对港口的其他方面加强相关减排政

策的制定。

3）大力推广新能源车辆。

天津市新能源公共汽车的CO2排放量仅

为传统燃料车辆的 15%~18%，新能源货车

的 CO2 排放量仅为传统燃料车辆的 10% ~

13%，减排效果非常显著。另外，在出租汽

车和私人机动车领域也可以考虑推广新能源

车辆，以进一步扩大新能源车辆的应用领

域，从而获得更加明显的减排效果。

4）继续推行差异化收费和老旧车淘汰

政策。

差异化收费政策和老旧车淘汰政策的实

施提高了车辆的总体排放标准，对污染物减

排的效果非常明显；由于其对车辆能源结构

的改变较小，故对碳减排的效果不佳。从协

同控制、改善空气质量的角度出发，可以继

续推行上述政策。

55 结语结语

本文对天津市道路交通领域既有的 8项

碳减排政策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根据减排原

理将其分为控制总量类、优化交通结构类和

改变能源方式类。基于行驶里程法构建了不

同类型政策的减排量计算模型，从后评估的

角度对天津市既有减排政策的实际减排效果

进行测算。通过分析不同减排政策的减排效

果和减排潜力发现，小客车总量调控、天津

港运输结构优化以及新能源公共汽车推广政

策对天津市道路交通运输领域减少碳排放的

作用明显。未来可进一步挖掘政策的减排潜

力和从其他角度推行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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