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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内容

2°C  目标解析

• 科学给出的阐述

• 经济学家之间的成本-收益分析之争

• 在国际气候协议中经常被提及

• 然而与短期行动并不相符

• 温室气体浓度（或气温）是否可以被预支

• 这一目标可达成的概率有几成

LIMITS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对达成2°C目标的方法进行权威而全面的分析评估。该

项目将着眼于主要经济体所能采取的综合行动，并将与之相关的风险和国家目
标能力的多样性纳入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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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框架概述

LIMITS的主要目标在于为减排策略提供全球及主要经济体层面的评估，并
评价该类策略在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 定义低碳情境的可行性空间，及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之下定义与之相关的减排
路径。各类假设前提包括可行性技术、政策体制、政策推行障碍、地区性义
务等。

• 评估推行转型路径所需的投资需求和金融机制，以求这类经济资源能被最佳
利用和分配。评价各类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政策，以保证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能有效地向低碳转型，即使在特定经济中存在某些政策推行障碍。

• 就主要经济体为推行强化气候政策所应作出的变革进行量化分析，诸如能源
基础设施、土地利用等，并评估这些变革的可行性及与之相关的风险。

• 评价气候政策与其他社会环境问题之间的关联，如能源安全、大气污染及经
济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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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细目1: 全球2C减排路线 (负责：PIK)

这一工作细目将就如下问题进行阐述：

• 目前对2C目标存在不同理解（将本世纪的气温升高值一直控制在2C以内，还是允
许在某一时间段高于2C但最终控制在2C之内？目标达成的可能性有多大？），如
何将不同的理解转换成全球碳排放预算的区间值？这些对于2C目标的可行性和达成

成本将产生何种影响？

• 有哪些关键因素将对达成2C目标产生影响（在碳排放预算的区间内）？可能的影
响因素包括 （1）减排策略的可获得性；（2）全球合作程度；（3）不同温室气体

减排机制，考虑部门与种类的不同。在技术、地区、部门、种类等不同方面存在何
种制约？

• 目标共享机制和补偿机制将如何影响减排行动和减排成本的地区分配？

• 考虑到在本世纪初，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具有相当灵活性的
减排机制，如何获得有效的全球2C情境（这些都需要相关补偿机制与技术机制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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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细目2: 主要经济体如何贯彻目标:政策、制度和经济需求 (负责: FEEM)

这一工作细目将就如下问题进行阐述：

• 一系列的减排与适应计划将与2C目标相一致，在给定这些计划所需投资的前提

下，如何获得及有效分配这些经济资源？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应如何互动，以
确保投资能在正确的时间被合理利用，投资规模能充分扩大？

• 应设计何种机制以便对冲投资风险与低碳技术的创新风险？

• 考虑到各经济体特定的障碍，应贯彻何种国家及国际气候与能源政策，才能得以
确保向低碳能源基础设施有效转型？ 如何将市场机制和规制政策相结合，以促进低

碳投资与创新，如何与现有政策相关联？它们与能源与环境政策如何互动，如何互
补？

• 需要何种制度与管制，以帮助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技术，适应气候变化？
所需的资金应如何募得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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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细目3: 主要经济体如何贯彻目标：能源基础设施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革
(负责: UU)

这一工作细目将就如下问题进行阐述：

• 为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控制在2C之内（参考工作细目1所假设的各种情景），对主
要经济体的能源系统和土地利用方式必须作出何种变革 – 这些变革将产生何种可能

的影响？

• 在主要经济体当地可获得的资料，如现行政策，减排潜力等，将传递何种关于全

球情景可行性的信息？

• 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为达成2C气候目标作出贡献？

• 在各类假设前提之下，2C情景将如何影响土地利用，例如，农业生产、生态多样
性、由于减排政策带来的适应性要求的降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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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细目4: 减排的多重积极效应及对发展的影响 (负责: IIASA)

这一工作细目将就如下问题进行阐述：

• 就主要经济体而言，强化的减排政策是否能为其他方面的当地政策寻求到突破

口，例如大气污染控制、能源安全、以及更宽泛的发展目标？

• 各类减排策略应在何种经济部门间，以何种方式相结合，方能最大限度地达到控

制大气污染及确保能源安全的双重目标，以便确保实现当地政策目标的双赢？

• 地区性/当地的减排措施将如何对城市大气污染和人类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如何处

理一些相当于大气制冷剂的短效气体（如硫，有机碳等）与治理大气污染的短期关
系？

• 就降低污染控制成本，提高能源安全而言，减排的投资回报有哪些？减排对其他
政策需求的积极效应是否将使经济资源获得足够的动力,以便为达到2C目标实现自
由流动？

• 气候-污染-安全的综合政策将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与在无气
候政策的条件下达到政策目标相比，该影响又有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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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lin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Workpackages
WP1: Global mitigation pathways for limiting global temperature increase 

below 2oC ◊

Task 1.1: Feasibility frontier of the 2oC target ♦
Task 1.2: The impact of fragmented policies on reaching the 2oC target 

Task 1.3: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mitigation costs and possible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e.g. via allocation of emissions permits ♦

Task 1.4: Synthesis of scenario results and identification of a useful scenario set 
for detailed investigation ♦

WP2: Implementation in major economies: Policy, institutional and 
financing needs ◊

Task 2.1.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economic resources required to 
achieve 2 C. ♦

Task 2.2. Financing mechanisms ♦
Task 2.3. The role of global and local policies in mobi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

Task 2.4: Regional policies under second-best conditions ♦
Task 2.5. Institutions for supporting the needs of maj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dopting low carbon technologies. ♦
WP3: Implementation in major economies: Changes to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land use patterns ◊
Task 3.1: Regional assessment and modelling of climate policy scenarios (2oC 

scenarios) ♦
Task 3.2: Evaluating the reduction rates of the 2oC scenarios ♦

Task 3.3: The land use implications of reaching the 2oC target ♦
WP4: Multiple benefits of climate mitig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
Task 4.1: Co-benefits of climate mitigation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costs and 

human health ♦
Task 4.2: Co-benefits of climate mitigation for energy security ♦

Task 4.3: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mitig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 ♦
WP5: Policy Outreach ◊

Task 5.1: Dialogue with external stakeholder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policy 
scenarios W ♦

Task 5.2: Dialogue with external stakeholder in the policy analysis W ♦
Task 5.2: Dialogue with external stakeholder in the regional analysis W ♦
WP6: Dissem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y ◊

Task 6.1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strategy and monitoring its impact ♦
Task 6.2 Initial dissemination products ♦ ♦

Task 6.3 Publ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s ♦ ♦ ♦ ♦ ♦
Task 6.4 Final conference ♦

WP7: Project Management ◊

Task 7.1.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 ♦ ♦ ♦
Task 7.2 Organisation of the Project Steering Committee/ 

Coordination Board meetings E E E E E E

Colourcode: 

Duration of the task ♦ deliverable(s) ◊ milestone(s) E project meeting(s) W stakeholders workshop(s)

Duration of the WP

Year 1 Year 2 Yea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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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eat team!

AIM 模型气候变化的综合分析

GCAM 模型气候变化的综合分析

GCAM-IIM and Markal 印度

模型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IPAC 模型能源建模

能源经济学能源安全

TM5 FAST 模型大气污染

TIAM-ECN 模型能源政策

理论及应用经济学发展与环境

IMAGE 模型综合科学与政策

REMIND/MagPIE/PRIDE 模
型

气候变化经济学与科学

MESSAGE/GLOBIOM 模型能源与系统分析

WITCH/WITCH-
AD/GLOBIOM 模型

气候变化与创新经济学

工具目标



非常感谢！

为达成以上目标，所需的研究经费来自欧盟第七框架计划FP7/2007-2013，项目协议号282846 (LIMI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