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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2050年的脱碳之路:
美国经济脱碳的情景方案分析

气候变化是有史以来世界各国的人们、企业和
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未来的几十年，我
们都要不断努力来面对这一挑战。为了实现全球经
济向气候保护这一目标靠拢，必须要有两个方面的
强有力领导：美国（世界领先的经济体）和私营部门（
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

气候与能源解决方案中心（C2ES）正努力通
过“2050气候创新计划”来明确并应对这一迫在眉
睫的长期挑战。这项为期多年的计划将关键领域的
领先企业集中在一起，为美国经济脱碳提供可行的
方案。首先，气候与能源解决方案中心带领一组公

司进行了协作情景练习，研究了实现本世纪中期脱
碳目标的潜在情景方案。本情景练习旨在对美国深
度脱碳的潜在替代方案建立共识（对这些公司以及
社会人士的努力都大有裨益），并强调这些方案之
间的重要共性和差异。本报告介绍了这些情景方案
并提出了相关的见解。 

“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在全球范围内规定了
脱碳挑战的规模和概要，其中包括在21世纪下半叶
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和。为了展开本研究中的
情景练习，我们选择了美国的相应基准：2050年实现
整个经济领域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80％。

Pathways to 2050

参考线 联邦政府响应 州响应 低碳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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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气候中和，就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
和技术转型——从本质上讲，是要重塑我们为家庭和
经济提供能源的方式、人们交通和货物运输的方式
以及土地管理的方式。之前的分析指出了五个核心
要务：世界各地电源供应的脱碳；在运输、工业和建
筑业中更多使用电力和其他低碳燃料；提高这些行
业每个部门的能源效率；增加碳封存；减少非碳大
气污染物的排放。

迄今为止，许多脱碳方案主要集中在这些挑战
的技术层面。这种协作情景练习从社会和政策维度
仔细研究了变革的关键驱动力，包括决策者、企业和
消费者所扮演的角色。

当前的情景练习——与兰德公司以及太平洋西
北国家实验室和马里兰大学合办的全球变化研究所
共同合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增进共同理解。

与大多数以前的情景练习不同，本次情景练习基于美
国经济脱碳重要领域中20多家领先公司的见解和观
点，这些领域包括电力、交通、石油和天然气、制造业
和高科技行业。通过加深对相关挑战和机遇的了解，
本次练习有助于为参与其中的公司乃至整个企业界
的长期决策提供信息。 

此练习中得出的见解为“2050气候创新计划”的
下一阶段奠定了重要基础——与公司合作制定一项
使美国走上气候中和之路的全面战略。 

本次报告描述了情景方案的开发过程，介绍了
三个最终的情景方案以及随附的建模结果，概述了
整体以及各部分的要点，并提供了简要的结论。附录
部分提供了关于情景方案开发过程、定量建模假设和
结果、基准情景方案以及所用模型的更多详细信息。

三种脱碳情景方案

联邦政府竞争性响应（以下简称联邦响应）：
高额的碳关税和对低碳创新竞争优势的日益认

可，形成了巨大国际压力，促使美国联邦政府做出了强
有力的快速回应，制定涵盖整个经济体系的碳价格。

州政府各自为政（以下简称州响应）：
为应对经济机会和日益严重的气候灾难，美国

各州都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导致企业呼
吁采取更加统一的国家政策。

生活方式低碳转变（以下简称低碳生活方式）：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世代的变迁和技术的突破

导致市场对低碳消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同时
新型低碳商业模式也随之出现。

建模结果

各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为了达到排放量减少80％的目标，美国需要在

各大主要经济领域采取行动。下图显示了2030年和
2050年每种方案的排放量和负排放量。

各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注意：图中排放量0以下表示给定行业和年份的净负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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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碳的关键要素

这些情景方案与之前的大量分析一致，都反映了
相同的基本变化：供电行业脱碳；交通、工业和建筑业
更多使用电力和其他低碳燃料；提高整体经济的能源
效率；增加碳封存；并减少非碳气候污染物的排放。 

下图显示了在“联邦响应”的情景方案下，这些
减排策略在2050年80％的减排量中的相对贡献。第
二张图表明在三种情景下它们的相对贡献大致相似。

基础行动的重要性

围绕这几个主要驱动因素——联邦政策、国家政
策以及消费者和公司行动——构建的初始情景方案
在2050年仅达到了约目标值80%一半的减排量。最
终的情景方案假定众多参与者做出了更积极的响应。

下图显示了初始情景方案（虚线）和本报告提出
的最终情景方案（实线）2050年温室气体的减排量。

基础行动的重要性

该图显示了初始情景方案和最终情景方案在2050年实现的温室气体
减排量。虚线对应初始情景方案，而实线对应本报告中提出的最终情
景方案。

情景：联邦响应

脱碳的关键要素

政策在推动技术部署中的作用

技术创新可以极大地促进脱碳，但是如果没有
足够的政策驱动力，脱碳就难以实现。

“先进电力技术”案例和“联邦响应”方案都假
设太阳能、风能、核能、碳捕集与封存以及网格规模
的存储都降低了相同的成本。与“联邦响应”方案中
相同先进技术配合碳价格和其他政策达到的减排
效果相比，“先进电力技术”案例中的部署水平和达
到的减排效果要逊色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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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结论

●   要实现美国经济脱碳，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
能源生产、商品制造、提供服务和管理土地的方式。

●   这些根本转变可以通过许多替代途径来实
现，这些途径反映了不同的驱动因素、突发事件和
社会选择。 

●    脱碳需要即刻行动，每个人都应发挥作用——
各级政策制定者、投资者、企业家、消费者、选民和关
键经济领域的公司。

●   任何一种途径的成功都取决于是否获得了公
众的大力支持——对有效政策和/或低碳商品和服务
的需求增加。

●   脱碳需要制定一套广泛的政策，以通过设定
目标、确定资源、提供激励并确保公平竞争来推动投
资和采取行动。  

●   技术创新可以极大地促进脱碳，但如果没有
足够的政策驱动力，脱碳就难以实现。

●   私营部门是任何脱碳方案中必不可少的合
作伙伴，适时的业务领导可以帮助确保做出对公司
和整个社会都有利的选择。

●   各行业间的反应高度相互依赖——一个行业
选择的脱碳方案可能会让其他行业偏向或避开某
个脱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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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方案：关键政策和驱动因素

该表总结了三种情景方案中的关键政策和驱动因素，包括联邦、国家和地方政策；企业和消费者行为；
技术创新。关于这三种情景方案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见该报告的附录B。

联邦响应 州响应 低碳生活方式

变革的首要驱动
力

•	 高额的碳关税和对低碳创新竞
争优势的日益认可带来了巨大
国际压力，促使联邦政府做出了
强有力的回应，包括制定涵盖整
个经济体系的碳价格

•	 为应对经济机会和日益严重的气
候灾难，美国各州都开始实施雄
心勃勃的气候政策，导致企业呼
吁采取更加统一的国家政策

•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世代的变迁
和技术的突破导致市场对低碳消
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同时
新型低碳商业模式也随之出现

联邦政府 •	 从 2024 年开始实施整体经济
体系的碳价格

•	 实施更严格的车辆排放标准
•	 在低碳研究、开发、演示和部署
上进行大量投资

•	 从 2031 年开始实施整体经济体
系的碳价格

•	 提供支持，但不主动发挥领导作用

国家和地方政府 •	 大多数州实施雄心勃勃的补充
政策，包括建筑条例、运输政
策和电力行业的清洁能源标准

•	 碳交易在 2030 年将扩展到东西
海岸

•	 补充政策将于 2031 年后实施，
包括清洁能源标准和更严格的建
筑条例	

•	 碳交易在2030年将扩展到东西海岸
•	 高度城市化的州支持城市实施雄
心勃勃的政策，包括提供陆上碳
封存激励措施

•	 城市在公共交通上进行大量投资，
实施更严格的建筑条例，并实施
零排放车辆强制性拼车服务	

企业 •	 在出口机会的推动下，企业在
低碳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资

•	 企业与联邦政府在低碳研究、
开发、演示和部署方面进行更
紧密的合作

•	 面对混乱的监管环境，企业敦促
联邦政府做出回应，以公平竞争

•	 新的商业模式（例如“共享经济”、
分布式发电）改变了关键行业

•	 到 2050 年，电力行业自愿减排
85％

•	 相对于高碳投资，金融行业更偏
爱低碳投资

消费者 •	 消费者愿意为国产低碳产品支
付更高的价格	

•	 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偏好增加 •	 通过改进的碳排放会计和透明度，
消费者能够轻松应对低碳产品日
益增多的偏好

•	 饮食和其他行为转变（例如，牛
肉消耗减少）

技术 •	 联邦政府在低碳研究、开发、演
示和部署方面降低了核能、碳捕
集与封存、电网规模的电池存储
和纤维素生物燃料的成本

•	 低碳投资偏爱国内技术，包括氢
能和核能

•	 随着创新激励的减少，越来越多
的低碳技术被引进

•	 消费者需求和基于技术的新商业
模式推动了快速电气化、建筑业
和工业效率的提高以及可再生能
源整合的改善

世界其他地区 •	 各国在 2050 年达到国际能源署的可持续发展情景目标（经合组织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05 年低 67％；
非经合组织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05 年低 40％）

http://www.c2es.org/content/pathways2050/
本文编译自：美国C2ES《气候创新2050》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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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丹佛投资13亿美元改良供水系统
$1.3 Billion Investment On Tap For Denver Water System

丹佛水务公司的五年投资计划将对其水质和
输水系统进行大量投资，项目范围覆盖了从城市街
道下的管道到戈尔登北部的田野。 这项耗资13亿美
元的投资计划涵盖了到2024年底的100多个主要基
础设施和运营项目。

丹佛水务公司首席工程师Bob Mahoney说：“
作为国家四分之一人口的水供应商，我们具备长远
目光。我们制定投资计划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公众
的健康，保证人们可以获得安全的饮用水，不管现在
还是将来，我们将续为公众提供优质、可靠的服务。” 

丹佛水务公司新的北水处理厂

北水处理厂

2020年计划的首要项目是毗邻罗尔斯顿水库的
新北水处理厂。 

北水处理厂是丹佛水务公司北部系统更新项目
的一部分，总耗资6亿美元，建造了一条8.5英里（约
13.7公里）长的输水管道，并对1930年代建造的莱克
伍德莫法特污水处理厂进行了改造。

北部系统更新项目是丹佛水务公司历史上最
大的资本投资项目，甚至超过了1950年代和1960年
代大陆分水岭下长达23英里的罗伯茨隧道的建设。 

丹佛水务公司水质监测与污水处理主管Nicole 
Poncelet-Johnson说：“北水处理厂将配备最先进的
设施以应对未来的水质挑战。该工厂将采用先进的水
过滤和消毒技术，提高可靠性，并利用可再生能源。”

罗尔斯顿的挖掘工程和管道安装正在进行中，
到2021和2022年，将有500多人在此进行施工作业，
届时施工速度将大幅提升。 

北水处理厂的14座建厂房建成之后，每天可处
理7500万加仑（约284.4亿升）的水。在未来，它还可
以根据需要将其处理能力增加至每日1.5亿加仑。北
水处理厂计划于2024年正式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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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总管投资

除了北水处理厂升级改造之外，还计划更换丹
佛水务公司在丹佛市及周边郊区的335平方英里服
务区内的供水总管。  

丹佛水务公司水资源配置主管Garth Rygh表
示，正在为供水总管的更换项目筹集资金，以减少目
前老旧水管系统出现故障的频率。我们现在每年要更
换约106,000英尺（约32千米）的水管，并计划在2024
年增加至每年约140,000英尺（约43千米）的水管。”

水库

该投资计划还包括博尔德县格罗斯水库扩建项
目的设计工作。该项目计划将格罗斯水坝增高131英
尺（约40米），并使水库库容增加三倍。

格罗斯水库扩建工程可以使丹佛水务公司北部
和南部采水区之间保持更好的平衡。施工前的工作包
括测试水坝的设计，例如对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水力学
实验室正在进行的新大坝溢洪道的研究。

亚当斯县的海兹丁水库项目也是北部综合体
项目的一部分——丹佛北部沿南普拉特河的五个格
拉弗尔矿场——目前已改造成水库。这些水库将于
2025年全面投入运营。

丹佛水务公司还计划在丹佛西南部的希尔克雷
斯特建造三个储水箱，并建造一个新的泵站。

其他项目

其他项目还包括丹佛运营综合体的再开发项目，
罗伯茨隧道水力发电机组的升级项目，罗尔斯顿水
库混凝土溢洪道的更换项目，新重型设备和车辆的
采购项目。该计划还为保护山区流域的森林健康项
目提供资金，雨雪在流入丹佛水库连接的河流和溪
流之前会先经过这些地区。

将格罗斯水坝抬高131英尺后的计算机渲染图

施工队于2019年 10月 22日为丹佛东南部的新希尔
克雷斯特泵站建造了混凝土板

丹佛水务公司的市区运营综合体将于2020年完成建设

https://www.wateronline.com/doc/billion-investment-
on-tap-for-denver-water-system-0001

本文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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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清除须由多种技术共同实现
Carbon removal requires multiple technologies

沿海碳增强

人工上升

铁肥

碱度增加

增强风化

结合碳捕集与封存
的生物能源技术

生物碳

造林

二氧化碳储存

直接注入法

二氧化碳储存

(CDR) 二氧化碳清除

直接空气捕获法

负排放技术可以清除大气中的碳

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需要多种技术才能得以
实现。尽管如此，当前的研究模型对技术涵盖不全，
也很少将已有技术进行整合研究。日前，德国基尔世
界经济研究所和德国基尔亥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的
Wilfried Rickels及其同事对相关专家进行了碳清除
技术方案的调查。 

研究人员向专家发送了关于地球系统模型（ESM）
或综合评估模型（IAM）使用的问卷。地球系统模型是
在全球范围内模拟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之间相

互作用的计算机模型。综合评估模型相对简单，通过
推导，可以帮助制定最佳气候政策。  

Rickels认为：“总的来说，地球系统模型旨在尽
可能详细地描述地球系统。而综合评估模型则尽可
能详细地回答有关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之间如何
相互作用的具体问题。” 

问卷调查旨在了解专家如何评估各种负排放技
术（NETs）的潜力，并确定深入研究的技术方法。这
类技术可以从大气中去除碳，对于实现本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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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碳净排放量降至零的目标至关重要。如果要将全
球温度上升控制在比工业化前的平均温度高1.5°C
的范围内，这一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

受访者包括32位地球系统模型专家和18位综合
评估模型专家，尽管他们基本都认为需要多种负排放
技术，但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两组专家在负排放
技术的组合选择上有所不同，对各自模型的自信程度
也大有不同：大多数地球系统模型专家认为他们的模
型不能充分的体现碳通量和去除途径。 

最为突出的分歧出现在结合碳捕集与封存的生
物能源技术（BECCS）上。在BECCS中，专门作为燃料
的农作物燃烧后所释放的CO2被收集并隔离在枯竭
气藏中。该方法是被研究最多且得到最广泛推广的技
术之一，综合评估模型组的专家也十分认可，认为他
们的模型详细地反映了过程的始末。相比之下，地球
系统模型组的专家普遍认为地质存储成分在地球系
统模型中的没有充分体现，并且对该过程中从大气到
生物圈的部分没有达成共识。 

两组专家对于BECCS看法相同的是，该方法受
到三方面的局限：成本效益、与其他耕地的竞争以
及实施中的政治难题。因此，Rickels及其同事认为，
尽管在两组专家青睐的负排放技术组合中BECCS
占有很高的地位，但BECCS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贡
献可能比普遍预期的要小。 

专家们认为最有前景的负排放技术（或者至少
是受局限最少的负排放技术）是大气碳的直接空气
捕获法（DAC）。像BECCS一样，这种方法是将二氧
化碳存储在地下，但不同的是，气体是通过工业过
程直接从空气中获取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
与其他土地使用者的竞争，并且在政治上更容易接
受。缺点是成本高，且和BECCS一样，二氧化碳的长
期地质封存问题尚未解决。

到目前为止，地球系统模型或综合评估模型都只
考虑了单个负排放技术，然而，如果要对其前景进行
充分的研究，则需要涵盖多种不同的技术方法，才能
预测它们之间、与自然物理过程以及与社会和经济的
各个方面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目前，将所有这些因素
集成到一个计算机模型中仍然极具挑战性，因为研究
人员还没有对这些相互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尽管尚未开发出这样的综合模型，但同是综合评
估模型专家的Rickels也同意专家小组的意见，认为
负排放技术组合需要多种不同的技术，包括一些较为
冷门的方法，比如海洋碱度管理。

关于特定负排放技术的未来组成，Rickels认为，“
直接空气捕获法具有最强大的工业组成部分（即具
有降低成本的可观前景，同时可以在没有模型协助
的情况下验证碳的清除），并且不会影响自然循环。
因此，我认为当前的研究低估了负排放技术的前景。”

https://physicsworld.com/a/carbon-removal-requires-multiple-technologies/
本文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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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气候承诺中深化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

Strengthen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in national climate commitments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英国牛津大学
共同编写了一份报告，概述了目前国家
自主贡献方案（NDCs）中对改善自然环
境的重要目标，并着重分析了在未来的
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中如何更好地实施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和国家自主贡献方案（NDCs）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立足于世界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理，在分析处理气候变化的
原因和影响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各国正在修订或制定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NDCs），概述其为响应《巴黎协定》为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各国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更好地融入到他们的国家承诺中，这为
完善各国气候改善计划和行动提供了重大机遇。

近年来，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已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工程解决方案（如防波堤或灌溉
基础设施等），而是立足于生态系统来寻求办法应对全球挑战，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这一概念也就应
运而生了。研究表明，到2030年，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以为经济有效的减排做出三成的贡献，将全球气温
增高稳定在2℃以下，此外，它还可以有效防御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长期危害。 

报告解读

该报告分析了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中自然环境重要性的几项主要对比评估研究。报告作者剖析了这些不
同研究的框架、方法，并归纳出这些研究发现的共同之处。在此基础上，作者向决策者提出了建议，探讨如何
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切实融入到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中，以彰显各国对气候改善的远大蓝图。

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中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

对推进2020年气
候改善计划和行
动的总结和建议

https://www.iucn.org/theme/climate-change/resources/key-publications/strengthening-nature-based-
solutions-national-climate-commitments 

本文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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