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OW 
CLIMATE 
IMPACT 
SCENARIO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REQUIRED 
TIGHT 
EMISSION 
CONTROL 
STRATEGIES

政策分析的摘要
1/2013

低环境影响情景分
析及严格排放控制
策略的实施



The research leading to these results has received funding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me 
FP7/2007-2013 under grant agreement n° 282846 (LIMITS).
This publication refl ects only the view of the LIMITS consortium and does not represent the opin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 European Union is not liable for any use that may be made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1. 德班平台情景的建模      3

2. 德班平台情景中2℃控温目标的分析    4

3. 投资的需求和技术的转型      5

4. 主要经济体的共同努力      6

5. 政策建议         7

目录

政策分析的摘要
1/2013



1. 德班平台情景的建模

国际间的气候政策制定越来越关注增强行动的德班平台的谈判进程。这个平
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讨论2020年后的减排承诺，不再划分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聚焦在主要经济体的方案可能有助于取得超出预期的成果，同
时这需要新的分析思路来制定最佳的、行之有效的、足以吸引各方联合参与
的政策措施。
综合评估模型是全球范围内用来评估减缓气候变化政策间相互影响的重要工
具，并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讨论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需要全球关联的能源- 经济-土地使用-气候循环模型，以评估2℃控温
目标不同方案下的可行性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LIMITS项目以此为目标，并对2℃控温目标的情景进行了研究。这些情景提出
了代表德班平台谈判中关于2020后气候协议的各种可能结果。为此，七个主
要的综合评估模型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IAMs)已评估了12个
情景，在表1中列出。情景的设计已经给出了实现2℃控温目标的最重要的因
素：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450到500 ppm-eq的长期气候变化目标，前者可以
较好的达到2℃控温目标，而后者则可以勉强达到；2020年需要达到的排放水
平，考虑哥本哈根协议中无条件承诺而较为宽松的参考政策（“宽松”），
以及基于有条件的承诺而较为严厉的参考政策（“严厉”）；到2020-2030年
时的国际合作水平；最后 ，一旦国际气候条约签署后所采用的责任分担方案
（责任不分担，人均趋同和共同行动） 。

情景类别
近期目标 / 
分散行动

分散行动至 长期目标 责任分担

基线 无 不适用 无 无

参照 宽松 2100 无 无

参照 严格 2100 无 无

标定 无 不适用 450 ppm CO2e 无

标定 无 不适用 500 ppm CO2e 无

气候政策 宽松 2020 450 ppm CO2e 无

气候政策 严格 2020 450 ppm CO2e 无

气候政策 宽松 2020 500 ppm CO2e 无

气候政策 严格 2020 500 ppm CO2e 无

气候政策 宽松 2030 500 ppm CO2e 无

气候政策 宽松 2020 450 ppm CO2e 人均趋同

气候政策 宽松 2020 450 ppm CO2e
减排努力行动

均等

表1：LIMITS项目研究的情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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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班平台情景中2℃控温目标的分析

该情景分析有助于理解德班行动政策框架（下文简称德班平台）下实现
2℃控温目标的可行性。如在图一中显示，两个基线情景和分散的气候政策
（“宽松”和“严厉”）一样会导致本世纪末平均温度升高远超2℃，升幅
在3-4.5℃之间。另一方面，严格约束排放的情景，如德班平台情景，将会在
2020年达到峰值，全球排放到2100年完全或近乎完全为零。气候模型分析表
明，在2100年前升温超过2℃的概率在24-41％（以450ppm为目标）至36-59％
(以500ppm为目标)之间。

图一：LIMITS情景的排放量（左图）和温度变化（右图）

国际气候谈判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考虑碳减排和经济成本下需要付出的行动。
情景结果表明，接下来的一二十年减排行动的推进速度至关重要，关系到能
否达到2℃控温目标：与成本有效情景的排放差距越大，需要的减排速率和政
策成本就越大（图2）。这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差距超过100亿吨时，即
全球排放峰值延迟至2030年，或仅实现了2020年较弱的行动，随之而来的脱
碳压力和经济成本比现在还要增加，而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全球迅速全面合作
应对，因此这将危及实施实现2℃控温目标政策的机会。

图二：气候政策的碳减排及经济成本与全面合作下理想情景相应的排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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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英文释义:
Kyoto Gas Emissions[GtCo2-eq/yr]
京都议定书气体减排[十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年]
Global mean warning[℃]  

全球平均升温[摄氏度]
Base 

基线情景
RefPol 

参考政策
RefPol-500 

参考政策（500pm)
RefPol-450 

参考政策（450pm)

图中英文释义:
Increase in annual av. emissions 

decline rate[pp/yr] 
年均排放下降率的增长[%/年]

Reduction of consumption growth 
[pp over 20 years] 

消费增长速度下降率[%/20年]
Emissions gap to cost effective 

scenario [GtCO2e]  
与成本有效情景的排放差距[十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



3. 投资的需求和技术的转化

实现严厉的与2°C控温目标一致的气候政策，需要在低碳能源和提高能效领域进行
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即在2010年和2050年期间累计达约45万亿美元，或每年约1.1万
亿的规模（见图3）。这意味着增加了约30万亿美元（10-55万亿美元），或每年
8000亿美元，超过了参照情景中设定的在全球范围内维持现有和所计划减排政策所
需要的投资。换句话说，实际存在一个年均约80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缺口” 
– 看起来和目前各国对化石能源和电力补贴（5230亿美元）在同一数量级。除非投
资缺口能尽快补上，否则控温2℃的目标可能会遥不可及。

图三，2010年不同模拟情景下每年全球在能源上（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投资以及参照情景和气候政策情景（以
450ppm为目标）下在2010-2050间能源的年均投资。数据包含了国际能源署和全球能源评估的预估。

能源领域需要有一个大幅的碳减排行动（图四）。结果表明，每年平均新增的低碳
能源技术的产能，如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将会是过去年平均最大新增产能的几倍（
如，煤电厂，略超过5000万千瓦/年）。

图四，参考政策（450ppm）情景下的各种石化能源和低碳能源技术年均产能增量（过去的和近期至未来中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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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英文释义:
Billion USD per year 

十亿美元/年
Energy Efficiency 

能源效率
Others 

其他能源
Liquids-Biofuels  
液体的生物能源

Liquids-Fossil Fuels 
液体的化石燃料

Electricity-T&D and Storage 
电能的传输和储存

Electricity-Nuclear 
核电

Electricity-Renewable 
可再生电能

Electricity-Fossil Fuels 
化石燃料电能

Extraction-Others 
其他能源的开采

Extraction-Fossil Fuels 
化石燃料的开采

图中英文释义:
Annual new capacity[GW/yr] 
每年新增产能[100万千瓦/年]
Bars represent cross-model 

average 
柱体代表各个模型的平均值

Coal 
煤炭         
Gas 
石油          

Nuclear 
核能          
Solar 
太阳能 
Wind 
风能        

Biomass 
生物燃料



4. 主要经济体的共同努力

为支持于德班平台的谈判进程，LIMITS项目的目标是分析主要经济体的2℃控温政
策。为此，我们已评估在本项目设计下的德班行动方案的区域影响。气候政策的成
本和收益的不同分配方式使得地区问题极端重要。

确实，碳税情景模拟下的减排行动的分配----以成本计算，是相当不平均的，如图
五所示 。该图表所强调，在不同区域，不同模型的某些情况下，成本的差异相当
大，但还是展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三层模式。发达经济体如欧洲，美国和太平洋经
合组织所承受的费用，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拉丁美洲，东
南亚，印度和非洲，付出的成本的较大部分。最后，能源出口国如俄罗斯和中东承
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几倍的政策成本。

图五，地区气候成本的分布。图表给出了不同模型在450ppm情景下区域政策成本，与全球平均水平（图中蓝
线）相对比。

为了解决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紧张关系，在LIMITS项目内，我们评价了两个责任分担
方案，分别基于资源共享和共同行动原则。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成本的不对称分
布可以通过赋予地区相应的排放配额，并允许其进行自由贸易而得到缓解。如下
图，基于地区间政策成本均摊的分配方案将使得经合组织与主要经济体论坛及欧洲
委员会一样承担减排。中国将获得排放配额并且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到2035-
2045年将会恢复到今天的水平。在这个情景模拟下，中国和印度将参与有限的转移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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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共同行动情景下排放配额，与2010年排放水平相比的减排量。

然而，寻找一个公平方案来平衡成本并非易事，尤其是在资源共享规则下实现人均
趋同。赋予区域排放许可将需要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所有被评估分配制度中，排放许可贸易的市场规模将是巨大的，特别是在人均趋
同的方案下。然而，市场中这两个责任分担制度的主要角色是不同的，非洲和中国
是人均方案的主要角色，而在共同行动方案中经合组织和能源出口国则是主要角
色。

5. 政策建议
从德班行动情景分析中可以得到一些政策。首先，需尽快采取行动，才有可能较好
的达到2℃控温目标，这将需要保证在2020年之前到达排放峰值，因为越往后想要达
到2℃控温目标越难，并且碳减排和经济的付出越大。为了能过渡到低碳阶段，将需
要把1万亿美元/年的大规模投资从化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另外一个我们已经确认
的挑战是区域性成本和气候政策利益的平衡。没有补偿机制的政策成本的分摊会很
不平衡，因为不同地区的减排潜力和经济结构都不一样。在另一方面，差异化的区
域承诺会造成额外的政策成本，而为了实现2℃控温目标恰恰需要尽可能减低这些政
策成本。建立在碳排放许可市场之上的共享机制，有缓解这一紧张的潜力，但如我
们研究显示，似乎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可以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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