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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
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
自己要做，是我们推动
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责任担当。



生态环境部组建，
在监管上实现五个
打通：打通一氧化
碳和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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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协同效应和协同控制

协同效应

Co-benefits

协同控制

Co-control



LOGO 协同效应哪里来的？

• 国际：
－ 环境形势恶化，影响严重

－ 国际气候谈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博弈及利益交汇点

• 国内
－自然压力：全球环境压力和国内环境压力，双重压力

－社会压力：气候变化谈判压力



LOGO 国际协同效应的发展

ü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具体明确了包括清
洁能源、消费和生产、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气候行动在内的17项目标，将环境成本等与气
候变化控制目标融合在一起，协同控制成为SDGs实现的必然途径。

协同控制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协同控制与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目标

ü 根据2015年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确保地球升温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所长舍恩胡贝尔(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指出，
考虑到大气污染气溶胶的致冷效果，实现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需要同时
控制污染气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对其进行生命周期综合分析。



LOGO 政策背景

• 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
作，把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大机遇。



LOGO 政策背景

《巴黎协定》明确了2020年-2030年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和行动安
排。协议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
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 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到达峰值或并争取尽
早达峰

•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
65%

• 非化石能源比重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20%左右

• 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中
国
承
诺



LOGO 政策背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

• 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
年下降18%，单位GDP能源消费下降15%

•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控排力度进一步加大
• 碳汇能力显著增强
• 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碳排放率先达到峰值，

力争部分重化工业2020年左右实现率先达
峰，能源体系、产业体系和消费领域低碳
转型取得积极成效

•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运行
• 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初步建

立，统计核算、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得到健全

• 低碳试点示范不断深化
• 减污减碳协同作用进一步加强
• 公众低碳意识明显提升



LOGO 政策背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思路

• 低碳能源：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达15%，大型发电集团单位供电
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550克二氧化碳/千瓦时以内，煤炭消费控制在
42亿吨左右，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10%左右

• 低碳产业体系：2020年单位工业增加值CO2排放量比2015年下降22%。
制定实施控制氢氟碳化物排放行动方案，有效控制三氟甲烷，十三
五期间累计减排二氧化碳当量11亿吨以上，逐步减少二氟一氯甲烷
生产和使用，在2010年产量基础上减少35%。

• 城镇化低碳发展：到2020年，营运货车、客车、船舶单位运输周转
量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分别下降8%、2.6%、7%，城市客运单位客
运量二氧化碳比2015年下降12.5%。

• 区域低碳发展：分类指导碳排放控制，“十三五”期间，北京、上
海、河北等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20.5%，四川等下降19.5%，新疆等
下降12%。



LOGO 政策背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思路

• 建设和运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 加强低碳科技创新，加快低碳技术研发与示范，加大低碳技术

推广应用力度

• 强化基础能力支撑：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统计与核算，建立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制

度，完善低碳发展政策体系等



LOGO 政策背景——河北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 总体要求：加强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

发文字号： 冀政字〔2017〕11号



LOGO 政策背景——污染物减排协同控制

《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
        推行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对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大
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



LOGO 政策背景——污染物减排协同控制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总
体要求，目标指标：“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
物排放总量，协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和“大气十条”相比，新的《三年计划》
不仅继续深化大气污染的末端治理，也对污染
的源头即结构问题，推出了更加细化的措施，
包括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运输结构的转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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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协同效应的内涵

“协同效应”原本为一种物理化学现象，又称增
效作用，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分相加或调配
在一起，所产生的作用大于各种组分单独应用时
作用的总和，简单地说，就是“1+1>2”的效应。

Synergy 
effects

1971年《协同学导论》

由于各种原因同时执行政策的效益，包括减缓气
候变化。它表明大多数为减排温室气体而制定的
政策也都有其他同等重要的理由（例如，与发展、
可持续性和公平相关的目标）。

Co-
benefits

2001年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TAR》



LOGO 协同效应的内涵



LOGO 协同效应的内涵

温室气体
传统污染

物

协
同
效
应



LOGO 协同效应的内涵

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PRCEE）
2003年提出的协同效应内涵

一方面是在控
制温室气体排
放的过程中减
少了其他局域
污染物排放
（例如SO2，
NOX，CO，
VOC及PM等）

另一方面，在
控制局域的污
染物排放及生
态建设过程中
同时也可以减
少或者吸收
CO2及其他温
室气体排放

物质化协同效
应



LOGO 开展协同效应研究的相关国际机构

国际组织：
ü IPCC

ü UNEP

ü OECD

相关国家：
ü 美国——EPA

ü 日本——环境省、IGES

ü 韩国——环境研究所

ü 欧洲——挪威

ü 中国——环境部政研中心、北师大、清华大学



LOGO 国际研究涉及领域

协同效应
主要研究

领域

机理研究

方法学研究

评价研究



LOGO 机理研究

污染途径示意图（来源：OECD）



LOGO 协同效应评价的方法学

1 模型模拟

系统分析国际研究所（IIASA）的温
室气体-大气污染相互作用和协同模
型（GAINS）

美国环保局的综合环境战略（IES）
项目

其他：

多均衡模型、APEEP 模型、
MARKAL模型、POLES模型
+GAINS模型等

生命周期
法

多变量回
归分析法

成本有效
性和协同
效应评价

综述分析

2 其他研究方法



LOGO 协同效应评价研究

ü温室气体减排对污染物减排的协同效应 VS 污染物减排
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应

ü扩展到：固废和水领域温室气体与污染物减排的协同效
应

ü扩展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ü扩展到：移动源



LOGO 能源和工业领域案例分析

ü 烧砖窑炉排放的污染物大多数为短寿命气候污染物（SLCPs，主要为黑
炭），不仅降低空气质量，还对人类健康产生威胁，同时导致短期气候变
化（USEPA 2012）

尼泊尔的案例表明，砖窑改造的效益大于成本。据估算，改建的投资回收期在两年以内。

p 南亚地区每年生产月3300亿块砖。这一区
域总计贡献了大约94万吨的颗粒物、390
万吨一氧化碳以及1.27亿吨二氧化碳。

p 通过砖窑技术升级改造可以将CO和PM的
排放量减少40-60%

尼泊尔的制砖行业

• 升级传统制砖技术可以降
低20%的PM排放量、60%
的黑炭排放量以及30%的
CO2排放量



LOGO 废弃物管理行业案例分析

ü  废弃物管理行业在实现气候和发展的协同效应方面具有显著的潜力
（Bahor et al., 2009; Santucci et al., 2014; Yedla & Park, 2009）

来源：UNEP, 2011

 日本、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废弃物管理经验表明，虽然废弃物管理解决方案通常旨在
增强当地社区福祉、改善环境，但是也能提高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并扩大碳融资流量。



LOGO 交通行业案例分析（1）

日本东京都市圈

• 东京都市圈在用重型柴油车监管
• GAINS模型：用于评估不同法规的

潜在影响
• 2000-2012年间，PM2.5浓度显著

下降了25%
• 通过评估重型车辆法规对气候的影

响，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法规具有积
极的缓解作用

案例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制定大都市圈
内重型车辆监管法规对污染物排放、空
气质量、健康影响和气候影响方面具有
一定的附加积极影响。

关东地区道路源污染物排放情况



LOGO 交通行业案例分析（2）

ü 亚洲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计划和实施缓解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拥堵
和减少空气污染的交通解决方案（Zusman et al., 2012）

日本富山——城市层面

• 紧凑型城市规划：以交通运输
为导向的开发（TOD）、轻轨
交通系统

• 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比2010年减少30%

菲律宾马尼拉——市际层面

• 马尼拉大都会区域的自行车共
享计划：提高多式联运的交通
连接性、扩大低收入群体的出
行范围

• 交通行业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贡献很大，占全国能源相关排
放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从1994
年至2000年，交通行业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每年增加8.5%

泰国——国家层面

• 泰国可持续交通的国家适宜缓
解行动（NAMAs）

• 2014年，泰国与能源相关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为2.186亿吨二氧
化碳当量；交通行业占总量的
23%左右，二氧化碳当量值为
5030万吨

三个城市案例表明，应当尽早将协同效益纳入交通规划过程的各个阶段。在整个交通规划过程中
与主要利益相关方进行接触的机制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亚洲交通部门的协同利益最大化。



LOGO 交通行业案例分析（3）

东南亚交通
项目评估

哈尔滨绿色公交走
廊项目

菲律宾的国家自主
贡献（NDCs）

TEEMP工
具

使用简单公式、可
行性研究默认参数
值等评估交通项目
的二氧化碳、颗粒
物和氮氧化物排放

p TEEMP的结果显示，绿色公交走廊每年可减少5355吨二
氧化碳排放量，同时每年减少尾气排放PM0.15吨和NOx 
11.35吨；

p 协同效应包括节省旅行时间10.81亿小时，每年避免死亡
750人，节省燃油1亿元。这些协同效应是通过在哈尔滨使
用高效的欧IV公交实现的；

p 从2015-2034年，绿色公交走廊项目预计累计净节约44.5
亿美元。



LOGO 协同效应评价研究

ü 欧洲评估：Petter Tollerfsen et al（2009）在一项关于欧洲大气污染政策的研究中，运
用RAINS模型，评估了大气污染物对气候的损失成本，得出大气污染物减排产生的减少
气候影响的协同效应。如果将在大气污染控制政策中加入防止气候变化目标，可以得到
25亿欧元的收益。

ü Yeora Chae（2010）评估了首尔空气质量管理规划与CO2排放控制措施的协同效应。研
究结果表明，综合的环境战略与在2014年的常规情景相比，可能产生10.3MtCO2的减
排，超过CO2减排目标，并同时达成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ü Muller对电力产生部门的研究发现，不同的能源形式所造成的环境损害成本也不同，且
空间差异巨大，应因地制宜地制定温室气体控制政策，以达到最佳协同控制效果。

ü Tsevegjav（2017）对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及其协同效益进行了评估，
结果表明，机动车减排政策除产生环境效益以外，还能带来额外的经济效益（节约燃油
费等）和社会效益（减缓拥堵、产生人体健康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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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从协同效应到协同控制的发展阶段和特征

第一阶段——前
协同效应期：政
策分别考虑

第二阶段——协同
效应的评估：开始
认识到当地污染和
温室气体减排关联，
开展初步研究

第三阶段——协同
效应影响分析：分
析协同效应对地方
污染控制政策和全
球温室气体减排政
策的影响

第四阶段——
协同控制政策分
析：对当地污染
控制的协同效应
收益和温室气体
减缓政策同时分
析，并提出同时
减少地方污染物
排放及减缓温室
气体排放的政策
调整措施，以获
得最大的环境政
策协同效应，并
使协同控制产出
最大



LOGO 中国协同控制相关政策分析

 污染减排政策 温室气体控制政策 协同度

国家法律、
法规和政策

《大气污染防治法》、《21世纪议程》、《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
通知》、《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
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关于加快关停小火电机组的若干意见》和《关

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十二五”产业技术创新规划》等
较高

《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 《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

部门法规、
政策

《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

较低《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管理条例》、《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长三角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等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工业节能“十
二五”规划》、《金太阳示范工程财政资金管理办法》、《建筑节
能管理条例》、《节约用电管理办法》、《节约石油管理办法》等

地方政策

《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减少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湖南省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实施方案》等

一般《湖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河北省及山西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江苏省《关于实施
蓝天工程改善大气环境的意见》、贵州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
排攻坚工作行政问责办法》等

《四川省经济委员会关于印发加强节能监察工作意见的通知》、
《湖南省“十一五”节能工作实施方案》、《湖南省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湖南省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等

中国污染减排政策与温室气体控制协同效应政策矩
阵



LOGO 中国协同控制相关政策分析

ü 2015年，新《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
气体实施协同控制的要求。

ü 2017年9月，原环境保护部发布《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
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试行）》。

ü 新大气十条

传统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政策

• 《环境保护法》
• 《大气污染防治法》
•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政策

• 《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
进法》《可再生能源法》

•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方案》
• ……

第二条  防治大气污染，应
当加强对燃煤、工业、机动
车船、扬尘、农业等大气污
染的综合防治，推行区域大
气污染联合防治，对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
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
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

新《大气污
染防治法》



LOGO 中国协同控制相关政策分析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协同
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试行）》”（环
办科技[2017]73号）：
       
        规定了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协同
控制温室气体核算的主要内容、程序、方法及
要求。



LOGO 中国协同控制相关政策分析

        2019年6月26日 “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
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环大气
[2019]53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国务院
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有关
要求，深入实施《“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加强对各地工作指导，提高挥发性有机
物（VOCs）治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协同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制定本方案。



LOGO 中国协同控制相关政策分析

        2019年7月1日，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环大气
[2019]56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有关要求，指导各地加
强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同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方案。



LOGO 中国协同控制相关政策分析

《控制污染物排放
许可制实施方案》

《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征求意见稿）》

《固定污染源排污
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暂行条例（征求
意见稿）》



LOGO 协同控制可能吗？

• 同根同源：
－ 能源，煤炭

• 降低成本
－监测

－执法

— 信息公开



LOGO 协同控制可能吗？

• 温室气体是不是污染物？



LOGO 协同效应技术分析

钢铁行业主要的协同效应技术
干熄焦（CDQ）技术
新一代创新型焦炭制造技术（SCOPE21）
高炉炉顶压发电设备（TRT）
煤炭湿度调节设备（CMC)
排热回收
DME制造技术（二甲醚）
转底式还原炉技术（RHF)

电力行业的主要协同效应技术
高效发电技术
燃料转化
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

水泥行业的主要协同效应技术
SP方式（悬浮预热器)技术
NSP方式
排热利用发电设备
流化床水泥烧成炉窑系统

其他行业的主要协同效应技术
热电联产
高速切换式蓄热型燃烧技术



LOGO 协同效应评估方法



LOGO 案例分析

“十一五”期间攀枝花各市各行业总量减排措施减排量“十一五”期间攀枝花市各行业总量减排的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系数

=CO2减排量

/SO2减排量

572.2

水泥行业

分行业的协同效
应系数比较

“十一五”期间，攀枝花市实施SO2总量减排措施可削减
二氧化硫55841吨，同时能够减排二氧化碳2103964吨，
协同效应系数为37.7。

241.6

焦化行业

79.9

电力行业

0.2

钢铁行业



LOGO 示范城市案例分析
“十一五”期间，湘潭市实施SO2总量减排措施可削减二氧化硫59017吨，同时，
能够减排二氧化碳2151790吨，协同效应系数为36.5；
“十二五”期间，湘潭市实施NOx总量减排措施可削减氮氧化物17047吨，同
时，能够减排二氧化碳286509吨，协同效应系数为16.8

分行业的协同效
应系数比较

969.5

水泥行业

122.5

电力行业

91.44

建材行业

-0.7

钢铁行业
协同效应系数

=CO2减排量

/SO2减排量或

NOx排放量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363.2

水泥行业

330.0

化工行业

247.2

钢铁行业

225.2

其他制造业 电力行业

3.0



LOGO 政策协同效应评估案例——煤炭总量控制

能源消费及煤炭消费总量预测

煤炭相对削减的减排效应估算（最大值）
石油、天然气及非化石能源消费总量预测



LOGO 政策协同效应评估案例——煤炭总量控制

天然气替代煤炭能
源消耗情景

• 在2013-2020年间，最大替代9.14亿吨煤炭（标煤），共计削减二氧化硫710万吨，
削减氮氧化物542万吨，削减温室气体8.97亿吨二氧化碳，削减烟尘5239万吨。

• 采用天然气最大程度替代燃煤，温室气体减排与二氧化硫减排的协同效应系数平均在
126.4，与氮氧化物减排的协同效应系数平均在165.5。

非化石能源替代煤
炭能源消耗情景

• 在2013-2020年间，最大替代燃煤9.22亿吨（标煤），共计削减二氧化硫717.6万吨，
削减氮氧化物589.4万吨，削减温室气体28.23亿吨二氧化碳，削减烟尘5257万吨。

• 采用非化石能源替代燃煤，温室气体减排与二氧化硫减排的协同效应系数平均在393.3，
与氮氧化物减排的协同效应系数平均在478.9。非化石能源替代煤炭的环境协同效应非
常显著，而且远高于天然气替代情景。



LOGO 案例——水泥窑协同处置

SO2

190

温室气
体协同
减排 NOx

78

温室气
体协同
减排



LOGO 案例——印刷行业协同减排

无水印刷

有水印刷



LOGO 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应

据测算，每减少一
吨二氧化碳排放，
会相应的减少3.2公
斤的二氧化硫和2.8
公斤的氮氧化物排

放

     我国制定实施了大
气污染治理的行动方
案，采取了控制高耗
能、高污染行业新增
产能、推动清洁生产、
加快调整能源结构、
强化节能环保约束等
措施，这在很大程度
上也是我们应对气候

变化的措施       通过大气污染治理行
动方案的落实，实现了
1.7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的减排。提升空气质量
的行动对我们实现应对
气候变化的目标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

应对气侯变化需要
采取了调整能源结
构、优化产业结构
等一系列措施，这
对大气污染治理也
是有利的。



LOGO 不协同情况值得关注

节能不减排 减排不节能



LOGO 不协同情况值得关注
• 石膏去二氧化硫，但增加了二氧化碳

CaCO3+2SO2+H2O     
Ca(HSO3)2+CO2

• 柴油车转换为天然气，增加了氮氧化物，
包括温室气体，1吨天然气燃烧产生氮
氧化物6.35公斤



1 政策背景

2 协同效应的内涵及国际经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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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中国从协同效应走向协同控制的实践



LOGO 结论

具有显著的正协同效应，不容忽视

不同类型措施、不同技术产生不同的协同效应，有负

协同效应系数与行业本身属性、减排措施有直接关
系

政策协同控制空间潜力大

节能提高能效等源头措施产生较大的协同控制效果



LOGO 结论

政策协同

技术协同

行动协同

协

同

增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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