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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电能源链的生命周期

碳排放系数计量‘

夏德建任玉珑 史乐峰

内容提要：针对我国煤电高污染的行业背景和电力行业低碳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文章应用全生命周期分析方

法建立了我国煤电能源链的碳排放计量总模型和各环节的子计量模型，进而通过详细计算得出了我国燃煤电厂单

位发电量引致的子环节CO：当量排放及煤电能源链CO：当量的总排放数据，对比发现了燃煤发电环节为我国煤电

能源链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环节，最后对各环节的排放结果作出了综合评价与解释。研究对增进了解我国煤电能

源链各单元过程温室气体的产生来源和大小，明晰减排调控的重点方向，实现我国电力行业的低碳化发展，都具有

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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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Life·Cycle Carbon Equivalent Emissions

of Coal-Energy Chain

Xia Dejian Ren Yulong Shi Lefeng

Abstract：In view of the high—pollution background of coal-energy industry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power industry of the times，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otal econometric model and some sub—models on carbon emissions of

coal—energy chain and it’8 sub-links through the life-cycle analysis method．Then by detailed calculations．it obtains

equivalent carbon emissions of kilowatt in power generation stage which causes 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s that come from

coal-energy chain and its sub-links．And then，by comparative analysis，we find that power generation process is the major

part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coal·energy chain．Finally，the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emission results．This study can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rce and the size of 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s

that come from China’S coal-energy chain’S each stage，making US have a clear focus on the key control direction，and

achieving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wer industry．Therefore，it has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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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

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划分，主要

有如下六种温室气体导致了大气的异常变化，即二

氧化碳(CO：)、甲烷(CH。)、氧化亚氮(N：O)、氢氟

碳化物(HFC。)、全氟碳化物(PFC。)、六氟化硫

(SF6)。其中，CO：、CH。、N：0是大气中3种最主要

的温室气体，且主要来自于化石燃料燃烧和工农业

生产等人类活动排放。2009年11月23日，世界气

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在

日内瓦发布了自其2004年成立以来的第5次全球

大气年度报告——《2008年度温室气体公报》。公

报显示，2008年大气中CO：、CH。、N：0等3种主要

温室气体的浓度突破了有历史纪录以来最高点，达

到了地球历史上65万年以来的最高值。

目前，我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CO：总量排放

最多的国家。我国的CO：排放主要来自能源部门，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部能源开发中电能与环境

协调监管机制研究>(9051001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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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电力行业是排放的主体，尤以高比例火电中的

燃煤发电最为主要。据中电联发布的数据，截止

2008年底，全国发电设备容量总计79253万千瓦，

其中火电就达60132万千瓦，约占总装机容量的

75．87％⋯。煤现在是、将来也是我国火电能源的

主力。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对电能需求的增加会进

一步加剧我国电力行业的大气污染。在全球气候变

暖的背景下，电力行业势必将成为CO：减排的

重点。

到目前为止，我国对电力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的

系统性研究还十分少见。马忠海，潘自强等旧卜¨1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对煤电链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

了综合分析，但未给出各环节的具体计量模型及计

量细节。其他学者也从电源链能耗或环境效益角度

作了相关研究。如庄幸，姜克隽H1从能耗角度切

人，利用生命周期评价思想，对煤炭产品的隐含能效

进行了分析。康重庆，周天睿等”o从低碳效益角度

出发，通过建立的电网低碳效益评估模型，分析了我

国电网在电能传输过程中的低碳效益。本文立足于

全球气候异常，国家发展面临国际和国内环境约束

的时代背景，应用全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建立了各阶

段的碳排放计量模型，通过清单计量得到了我国火

电燃煤电厂供应电网一度电带来的煤电能源链的

CO：当量排放系数①，并对计量结果作了相应的评

价与解释。文章可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煤电能源

链各单元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和排放大小，明

晰减排调控的关键环节，为我国电力行业的低碳化

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由于CO：是温室效

应的主体，因此本文将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系数都折

算成了CO：当量排放系数(以下简称碳当量或碳排

放)。

二、应用简介

(一)生命周期分析的基本内涵

生命周期分析／评价(LCA，Life Cycle Analysis／

Asessment)是指在对某一活动进行分析时，不仅要

评价活动本身或投入物料直接产生的环境问题，而

且还要考虑与活动或所有物料相关的伴随效应。

LCA被认为是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分析方

法，正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分析评价人类活动所产生

的环境问题。它要求详细研究其生命周期内各单元

过程的能源需求、原材料利用和活动可能造成的污

染排放，包括原材料资源化、开采、运输、制造／加工、

分配、利用／再利用／维护以及废弃物处理。

(二)生命周期分析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本文主要采用LCA的清单定量分析的系统思

想，对我国煤电能源链上的原煤开采与洗选、电煤运

输及电厂燃煤发电3个单元过程的碳排放进行了比

较全面综合的分析与计量，得出了我国燃煤电厂发

一度电产生的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最后将各

种温室气体的归一化排放系数②都进行归一化CO：

当量排放系数③运算，并对清单结果作出了相应的

评价与结果解释。

三、碳排放计量、评价及解释

(一)计量目的

煤炭从开采、加工、运输到电厂发电整个过程都

进行着能量的传输，即煤电能源链，其流程如图1所

示。煤电能源链各环节都会产生相应的碳排放，本

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在对我国燃煤电厂供网一度电给

煤电能源链带来的生命周期碳排放进行计量的基础

上，评价各单元过程碳排放对整个煤电能源链碳排

放的影响程度，并解释造成各种不同影响的原因，为

降低我国煤电能源链温室气体排放提供决策参考。

匡j蔓!因一匾j!ii圈一叵jii；困一匾jii!竭一区亟j墅囹
图1煤电能源链

(二)研究范围

煤电能源链碳排放的计量范围主要涉及煤炭生

产环节、电煤运输环节及燃煤发电环节3个部分，如

图2所示。整个煤电链中，电煤是输入原料，而电力

和温室气体排放为输出物品。

煤炭在开采环节的排放主要为煤层气排放、煤

自燃及耗能排放，运输环节排放主要为运煤交通工

具能耗排放，发电环节排放主要为燃煤发电排放及

相关辅助活动排放。为方便计，对各环节电耗产生

的碳排放只计算其在发电环节的产生量，其他能耗

排放单独计量。对于煤炭在运输环节的碳排放，由

于遗撒煤自然氧化反应缓慢，单位时间内放出的热

量少、温度低，生成的CO，也少，且难以计量，因此

①c0：当量排放系数：是指某种温室气体的排放系数与全球

变暖效能因子的乘积。

②归一化温室气体排放系数：指单位发电量的某种温室气体

排放量．常记为S／kwh或ks／kwh。

③归一化C02当量排放系数：指单位发电量排放的C02等效

量，常记为gC02当量／kWh或ksC02当量／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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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娠电能源链的生命周期碳排放计量范围

忽略处理。电厂竣工投产前的耗材(水泥、钢铁等)

制造及建设活动本身也会产生大量碳排放，但鉴于

它们与煤电能源链的能量传输并无直接关系，因此

本文未将其计人碳排放计量范围之列。对于电厂发

电后的灰渣后处理等活动产生的少量碳排放也不在

计量范围之列。

(三)计量模型

煤电能源链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煤炭生产

(开采或洗选)、电煤运输及燃煤发电3个阶段。基

于此，本文构建了如下的煤电能源链的碳排放系数

计量模型，其为3阶段碳排放子模型的求和函数。

C。=C％+C。。+C。， (1)

式(1)中：C。表示煤电能源链的碳排放系数总

量；C。表示煤炭生产环节的碳排放系数总量；C。．表

示为电煤运输环节的碳排放系数总量；C。表示燃煤

发电环节的碳排放系数总量。单位：C。、C。。、C矿

C．——s／kWh。

1．煤炭生产环节的碳排放计量模型。

c，=∑qene吒吃(1+A+y) (2)

式(2)中：髫为煤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燃料或能

源，此环节主要指煤炭和电能(t或kWh)，x为二者

的集合；昵为煤炭生产的单位能耗(原煤或电能)；

e，彬为能源的转化效率(认为其完全转化，为1，以

下环节同)；Z．为煤炭生产的排放系数；A表示原煤

生产中因自燃导致的单位电量原煤损失率；y表示

原煤在洗选过程中发生的单位电量原煤耗电率或单

位电量原煤损失率。单位：职——t／t或kWh／t，

Z。——gCO：当量／kwh，ene吒、A、y——％。

2．电煤运输环节的碳排放计量模型。

c勺=∑∑∥。矾。一。Q—M。 (3)
I￡In，E Jm

‘

式(3)中：，。为各种煤炭运输方式的集合，i=1，

2，⋯，n，表示不同的煤炭运输方式，文中主要指铁

路运输、水路运输、公路运输这3种煤炭运输方式；

．，。为各种燃料或能源类型的集合，_『=l，2，3，⋯，m，

文中主要指汽油、柴油、电能这3种燃料和能源类

型；∽．为第i类运输工具使用第_『种燃料或能源的

能耗强度；磁为第i类运输工具使用第_『种燃料或
‘●l

能源产生的第k类温室气体的碳当量排放系数；一．

为使用第_『种燃料或能源的第i类交通工具总运输

里程占所有类别运输工具总运输里程的比重；Q。．为

第i类运输工具运输的煤炭总量，所有类型运输工

具的运输总量为Q。；肘；．为第i类运输工具的平均运

输里程。单位：职．——t／(t·km)或kWh／(t·km)，

以。——gc0：当量／kWh，一。——％，Qi|、Q。——I，
。‘‘

Mi，——km。

3．燃煤发电环节的碳排放计量模型。

C。。=U。．U。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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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中：玑为单位电量的供电标准煤耗①；

U帆为电厂发电单位吨标煤②的第k类温室气体的

碳当量排放系数。单位：玑，——g／kwh，U幽，——

gC02当量／tee。

(四)计量思路

根据煤电能源链的系统思想，要想求出电厂发

一度电带来的能源链上游环节温室气体排放，首先

就得事先求出单位发电量要求煤炭生产端的原煤开

采量和运输环节的煤炭运输量，因此，我们事先给出

电厂单位发电量的煤炭调运量Q。计算式。设Q。为

各类运输工具从煤炭生产中心的调运总量，根据发

电量与煤耗的关系，可知电厂发一度电要求各类交

通工具运输的煤炭总量为：

¨篙 (5)

式(5)中：C，为发电厂标准煤耗；d。，为标煤转化

为等热量原煤的质量转换系数；a为煤炭在运输过

程中的总遗撒率。单位：C。，——g／kwh，d小

d——％o

煤炭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经常会造成遗撒和扬

尘损失，中国煤炭科学院估计这一损失比例大约为

0．5％一1％。另据我国铁路煤炭专运线大秦线(大

同一秦皇岛)的实验表明，列车在行驶600多公里

后，煤损耗在1％左右。在公路运输中，因颠簸严

重，损耗甚至更多(铁路运煤占主要，公路运煤多为

终端短程运输，后有详介)。喷洒扬尘覆盖剂后，煤

车沿线运行中，煤损耗可减少到0．2％t6]。考虑到

目前我国煤炭行业正处在行业整合阶段，煤炭行业

产业集中度较低，混杂有大量私企煤矿，普遍存在管

理不善和资源节约意识不强等人为因素，损失比例

往往会加大，故本文采用的损失比例为中国煤科院

的估计上限1％。

由于煤炭在生产和运输中都存在电能需求，而

电力生产又是在电厂完成的，因此，这些环节由电能

消耗带来的碳排放将取决于电厂单位发电的排放，

故本文首先计量出电厂发电环节的碳排放系数，再

依次计量出上游煤开采、洗选环节和煤炭运输环节

的碳排放。最后，将各环节的每种温室气体的排放

系数都进行归一化运算并加总，就可得到煤电能源

链的总碳当量排放系数。煤电能源链温室气体的

CO：当量排放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c。=∑％U。G胛 (6)

式(6)中：C。为煤电能源链温室气体的CO：当

量排放系数；U。为开采、运输或生产单位产品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U。为生产每单位电量的能源消耗；

GIVP为全球变暖效能因子③。单位：C。——gCO：当

量／kWh，玑：——g温室气体／kWh，％——∥kwh或

kWh／kWh，G胛——gC02当量／g温室气体。
l五)计量的基本数据及来源

(1)供电标准煤耗(g／kwh)g 3429／kwh(2009

年统计快报)。

(2)吨标煤C02排放系数(t／tee)：2．4567tC02

／tee(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推荐值)。

(3)吨标煤NO。排放系数(t／tee)：0．0156tNO。

／tee(《节能手册2006))。

(4)原煤与标煤之间的质量转换折合系数为

0．7143((2008中国统计年鉴》)。

(5)IPCC关于部分温室气体的预设GWP值如

表1所示：

表1 IPCC关于部分温室气体的预设GwP值

gC02当ll／g温室气体

温室气体化学式 GWP值

C02 l

CH4 23

N20 296

来源：IPCC第3次评估报告(2001)o

(六)计量清单分析

关于计量数据保留小数位数的说明：计算中发

现N：0、CH。等温室气体的值很小，保留位数太少只

能取0值，为了最后计算结果的尽量准确，文中的计

算过程都保留了6位小数，个别保留4位小数的是

因为其后的小数位数值为0，最后的环节小计及煤

电能源链的排放结果保留2位小数。

1．电厂发电环节的碳排放系数计量清单。

电厂发电运行中，产生的温室气体主要是CO：

和少量的N：O。燃煤电厂按常规燃烧方式所生成的

①供电标准煤耗：指火电厂每向外提供1kwh电能平均耗用

的标准煤量(标准煤是指为了便于相互对比和在总量上进行研究而

定为每公斤含热7000大卡的能源标准)。它是按照电厂最终产品供

电量计算的消耗指标，是国家对火电厂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

②吨标煤(tee，ton of standard coal equivalent)：指一吨标准煤

当萤，即按标准煤的热值计算而得的各种能源量的换算指标。

③全球变暖效能因子(GwP，global warming potential)：指单位

重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大气中产生的温室效应与单位重量的C02

在大气中产生的温室效应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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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中，NO占了90％左右，N，0仅占I％左右"1。

计算可知，电厂发电环节发一度电产生的温室

气体的排放系数为：CO：排放系数为840．1914

gC02／kWh，N20排放系数为0．053352 g N20／kWh，

N：O归一化C02当量排放系数为15．792152 gCO：

当量／kWh，归一化C02当量排放系数为855．98

gCO，当量／kWh。

2．煤炭生产环节的碳排放系数计量清单。

煤炭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发生在开采

和洗选环节，因为煤炭开采和洗选都因耗费电能和

自用原煤会产生相应的排放。此外，本过程还会产

生诸如开采中煤层气(主要是瓦斯，伴有少量CO：)

逸漏及露天煤矿或堆煤因热量积聚发生自燃温室气

体等排放。

(1)煤炭开采耗能带来的碳排放系数计量。

目前，中国的煤炭开采方式主要采取井工开采

和露天开采，其中井工开采工艺占到了总产量的

90％以上。煤炭开采过程中的能源耗费主要来自开

采设备的电能消费和矿区锅炉的动力燃煤消费两个

部分。根据中国煤炭科学院提供的历年中国煤炭开

采吨煤能耗指标及其走势，本文对当前我国原煤开

采的能耗指标作了相应的估计，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原煤开采的吨煤能源消费量

全国平均水平
年份

电力／kWh 原煤／kg

2000 33．O 27．7

2005 34．4 26．7

本研究估计 35．O 26．0

计算可知，开采发一度电的原煤耗用电能(开

采吨煤耗电35kWh)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为：

C02排放约为14．2218659CO：／kWh，N20排放约为

0．000903 g N：O／kWh，N：O归一化C02当量排放约

为0．2672889C0：当量。开采发一度电的原煤耗用

原煤(开采吨煤耗用26kg原煤)带来的温室气体排

放系数为：CO：排放约为22．0656339／kwh，N20排

放约为0．001401 g N20kWh，N：O归一化CO：当量

排放为0．4146969 C02当量／kWh。因此，开采发一

度电的原煤耗能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为：CO：

排放36．2874989 C02／kWh，N20排放0．0023049

N20／kWh，N20归一化C02当量排放约0．6819849

C02当量／kWh，归一化C02当量排放约36．969482 g

C02当量／kWh。

(2)煤层气逸出带来的碳排放系数计量。

煤炭开采和洗选过程中会释放出煤层中的一些

吸附气体，主要包括矿井瓦斯(CH。)和CO：。据国

家发改委替代能源项目组近年来的统计(2006b)数

据，中国煤矿平均每开采1吨煤，大约排放CH。7m3

～8m5，CO：6m3(标准状况下)。

标况下，1m3的CO：质量为1946．39(CO：分子

量44．01)；标况下，1m3的CH。的质量为7169(CH。

分子量16．04)。因此，开采吨煤产生的CH。重量为

50129～57289(取中值53709)，产生的C02重量约

为11677．89。要折算为发电厂发一度电在采煤端

产生的CO：和CH。排放量，则需进一步计算。

计算可知，电厂发一度电引致的煤开采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为：CO：逸出排放约5．647696

gC02／kWh，CH。逸出排放约2．597075 gCH4／kWh，

CH。逸出归一化CO：当量排放约59．732725 gC02

当量／kWh，归一化CO：当量逸出排放约65．380421

gC02当量／kWh。

(3)煤自燃带来的碳排放系数计量。

煤炭在开采中存在损失，其中最主要的是煤炭

自燃损失。对于这项损失的具体情况目前无法得

到，晓斌等(2005)估计自燃损失大约占开采量的

l％，即开采一吨原煤会产生0．01吨原煤的自燃

损失。

计算可知，电厂发一度电在煤开采过程中因自

燃损失原煤量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为：CO：排

放约8．4867819C02／kwh，N20排放约0．000539 g

N20／kWh，N：0归一化C02当量排放约0．159544

gCO：当量／kWh，归一化C02当量排放为8．646325

gCO：当量／kWh。

(4)煤洗选耗能带来的碳排放系数计量。

原煤在洗选过程中因能源消费也要产生温室气

体排放。洗选设备主要消耗电能，中国煤科院认为

我国吨煤洗选过程中的电能耗费量约为3kWh。

计算可知，电厂发一度电所需原煤在原煤洗选

过程中用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为：CO：排放

约1．2190179 C02／kWh，N20排放约0．000008 g

N20／kWh，N：0归一化C02当量排放0．002368 g

CO：当量／kWh，归一化CO：当量排放1．221385

gC02当量／kWh。

(5)煤炭生产环节带来的碳排放系数计量

小结。

电厂发一度电所需电煤在生产环节产生的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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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系数=14．221865 g CO：／kWh(开采耗电排放)

+22．065633 g C02／kWh(开采煤耗排放)

+5．6476969C02／kWh(开采逸出排放)+8．4867819

CO：／kWh(原煤自燃损失排放)+1．219017 gC02

／kWh(原煤洗选耗电排放)=51．6409929C02／kWh。

电厂发一度电所需电煤在生产环节产生的CH．

排放系数=2．5970759CH。／kWh(开采逸出排放)；

电厂发一度电所需电煤在生产环节产生的CH。归

一化C02当量排放系数=59．732725 g C02当量

／kWh(开采逸出排放)。

电厂发一度电所需电煤在生产环节产生的N：O

排放系数=0．000903 g N20／kWh(开采耗电排放)

+0．001401 g N：O／kWh(开采耗煤排放)

+0．000539 g N：O／kWh(原煤自燃损失排放)

+0．000008 g N20／kWh(洗煤耗电排放)

=0．00285l g N20／kWh；电厂发一度电所需电煤在

生产环节产生的N：0归一化CO：当量排放系数

=0．267288 g C02当量／kWh(开采耗电排放)

+0．414696 g CO：当量／kWh(开采耗煤排放)

+0．159544 g CO：当量／kWh(原煤自燃损失排放)

+0．0023689 CO：当量／kWh(洗煤耗电排

放)=0．843896 g C02当量／kwh；

电厂发一度电所需电煤在生产环节产生的温室

气体归一化CO：当量排放系数=51．640992 g CO：

当量／kWh+59．7327259C02当量／kWh+0．843896

g C02当量／kWh一1 12．22 g C02当量／kWh。

3．电煤运输环节的碳排放系数计量清单。

煤炭运输的主要方式是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

其中铁路运输一直是煤炭运输的主力。各年统计年

鉴“货类运输周转量”表显示，从1990年代末开始

铁路运煤分担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2001年左右

甚至逼近60％。我国公路和水路的煤炭运输比例

一直无确定权威机构作相关统计，只有煤炭科学院、

交通部等部门作了相关工作，见表3。

在我国铁路煤炭运输中，火车燃油基本以柴油

为主。‘公路煤炭等大宗货物运输方面，一般用20t

及以上中重型车进行运输，燃料也多为柴油。水路

煤炭运输方面，海轮和驳船是主要的运输船型，前者

多用于北煤南运，而驳船则作为内河水运的主力。

水路运输的燃料主要为燃料油(渣油)，由于船舶能

耗强度和燃料油排放方面的数据缺失，故本文对我

国煤炭水路运输中的油种进行了近似替代处理。因

为轮船的发动机功率非常大，又在一个封闭的环境

下工作，所以轮船主机一般用渣油或重柴油，轮船辅

机、消防泵、救生艇等用油也为柴油。因此，本文将

煤炭船舶运输用油也以柴油处理。

裹3 中国煤炭运输量分担率(％)

数据出处 铁路 公路 水路

煤炭科学院 60 30 20

交通部 60 10 40

中国交通年鉴(2006) 5l _—— ●——

本研究假设 50 30 20

目前，重型货车已成为可吸入颗粒和NO，排放

的主要污染源。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重型车的柴

油机排放对环境污染的贡献度已达到70％左右川。

柴油机排放的有害成分主要有NO。、CO、HC、硫化

物、颗粒物及臭味等。尽管柴油机的NO，、颗粒物排

放很突出，但NO。作为柴油燃烧过程中氮的各种氧

化物的总称，包括NO、N02、N：03、N204、N205，N：O

等，以NO的数量最多，泽尔多维奇(Zeldoviteh)对

NO在柴油机气缸内的高温、高压和供氧的情况下

的生成链反应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J。N：O在

交通尾气NO。中所占比例十分微小，可以忽略不计

(具体比例尚未查到，交通行业关于N：O排放的研

究也未曾见有所涉及)。鉴于此，本文对此也不再

计及。

(1)铁路煤炭运输带来的碳排放系数计量。

在铁路运输中，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基本承担

了铁路客货运的全部，蒸汽机车的保有量比重基本

保持在0．5％左右，只在部分技术极其落后地区用

以调度。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收集了我国

铁路煤炭运输在不同机车比重、能耗及铁路平均运

输里程等方面的数据。出于统计口径尽可能一致和

数据完善的考虑，本文采用了2005年铁路煤炭运输

方面的相关数据。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铁路运输

的内燃机车比例为57．3％，电力机车比例为42．7％

(2006年铁道部)；2005年内燃机车万吨公里油耗

为24．6kg／(万t·km)，电力机车万吨公里电耗为

1 11．8kWh／(万t·km)(2006年中国交通统计年

鉴)。2005年铁路平均运距为595km(2006年国家

统计局)。此外，根据BP中国碳排放计算器提供资

料显示，节约1千克柴油=减少3．06千克CO：

排放‘"。

计算可知，电厂发一度电引致的铁路煤炭运输

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为：其中，内燃机车的CO：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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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排放系数约0．620595 g C02／kWh；电力机车的

C02比例排放系数约0．577092 g CO：／kWh；电力机

车的N20比例排放系数约0．000037 g N20／kWh，

N：0归一化C02当量比例排放系数0．010952 g C02

当量／kWh；温室气体归一化CO：当量比例排放系数

1．208639 g C02当量／kWh。

(2)公路与水路煤炭运输带来的碳排放系数

计量。

目前，我国统计年鉴或行业年鉴一般都未做关

于公路或水路煤炭运输能耗的数据统计。受资料所

限，本文在对大量关于公路或水路平均能耗水平的

业内报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二者的能耗强度作

了相应的估计处理。目前，我国货车平均每万吨公

里能耗在500kg～700kg油左右¨引，本文选取了中

值600kg／(万t·km)。在我国水路运输中，一般300

吨货船万吨公里油耗约70公斤，800吨货船万吨公

里油耗约50公斤(中国水运报，2010—01—14)，本

文选取了中值60kg／(万t·km)。2005年我国公路

货运平均运距为65公里，水路货运平均运距为

2261公里(2006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

计算可知，电厂发一度电引致的公路煤炭运输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为：CO：比例排放系数约

1．731480 g C02／kWh；电厂发一度电引致的水路煤

炭运输产生的CO：比例排放系数约4．015258 g

C02／kWh。

(3)煤炭运输环节带来的碳排放系数计量

小结。

电厂发一度电所需电煤在煤炭运输环节产生的

C02排放系数=1．197687 g CO：／kWh(铁路)

+1．731480 g C02／kWh(公路)+4．015258 g C02

／kwh(水路)=6．944425 g C02／kWh。

电厂发一度电所需电煤在煤炭运输环节产生的

N：0排放系数=0．000037 g N：O／kWh；煤炭运输环

节的N：O归一化CO：当量排放系数一0．010952 g

CO：当量／kWh。

电厂发一度电所需电煤在煤炭运输环节产生的

C02当量排放系数=1．208639 g CO：当量／kWh(铁

路)+1．731480 g C02当量／kWh(公路)+4．015258

g C02当量／kWh(水路)一6．96 g C02当量／kWh。

4．煤电能源链的碳排放系数计量总结。

综上所述，根据煤电能源链碳排放计量模型算

出的各环节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系数(保留2位小

数，N：0保留4位小数)，将它们进行归一化处理

(乘以GWP值)，得到相应的碳当量排放系数，最后

加总就可得到如表4所示的煤电能源链的碳当量排

放系数(最终结果保留2位小数)。

(七)影响评价

从煤电能源链的碳排放计量结果可以看出，燃

煤电厂每发一度电就会给煤电能源链带来近千克的

CO：当量排放，相对于水电、核电等其他发电形式来

说，这个排放数值是很高的。

表中数据显示：煤电能源链的温室气体排放主

要为CO：排放，其次为CH。和N：0。CO：在各环节

的排放系数都几乎包揽了排放的全部，尤其发电环

节的排放就占了全能源链排放的五分之四强，达到

了近9009／kWh，电力生产过程成了整个煤电链碳排

放贡献最大的环节。煤炭生产环节的碳排放位居第

二，运输环节的排放最少。CH。和N：0在全能源链

中的排放系数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较小，并非煤电

能源链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煤电能源链的CH．

排放主要来自煤炭生产环节的煤层气泄露。N：0在

煤电能源链全程都有排放，但各环节的排放系数都

很小，只有发电环节的碳当量排放系数达到了159／

kWh以上，其他环节都不足19／kWh，尤其是运输环

表4 煤电能源链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g／kWh)三赢、三二 原煤生产环节 电煤运输环节 燃煤发电环节
温室气体排放————～

排放类型 C02 CH4 N，O C02 CH4 N20 C02 CH． N20

排放数值 51．64 2．60 O．0029 6．94 ●-— 0 840．19 ‘-— 0．0534

归一化C02当量排放(环节分类计) 51．64 59．80 O．86 6．94 ●—— 0 840．19 ●—— 15．8l

归一化CO：当黉排放(环节小计) 112．30 6．94 056．00

归一化C02当量排放(煤电链总计) 975．24

说明：表中数据与前面的计算有细小出入，原因在于此表对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作了保留2位小数的处理，而前面的分析只是对子环节加

总结果保留2位小数。表中的“0”值表示保留4位小数仍为0，“一”表示未有统计资料可借助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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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排放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尽管CH。和N：0的

排量很小，可其温室效应作用明显(GWP值很大，尤

其是N：O)，使得它们的碳当量排放显著变大，如

CH。在煤炭开采环节的碳当量排放超越了CO：排

放，成为本环节排放的真正主角。因此，对CH。和

N：0的排放不能因其绝对排量不大或排放比例小而

忽视。

总之，发电环节集中了煤电能源链温室气体排

放的大部，是煤电能源链节能减排的重中之重。

CO：排放在煤电能源链各环节都占据了很大比例，

是名副其实的重点减排对象，尤其是发电环节的

CO：减排最为主要。CH。主要来自煤层气排放，其

减排工作的开展将主要集中在煤开采环节，可考虑

对CH。进行资源化利用，以实现节能减排。N：0在

煤电能源链3大主要温室气体排放中最小，且主要

存在于煤炭开采环节的电能使用与煤矿锅炉的自用

燃煤上，可重点考虑其在发电环节的减排方案。

(八)结果解释

我国煤电链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很高，其主要原

因就是平均供电煤耗偏高带来的高CO：排放。燃

煤电厂供电煤耗是火力发电厂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而我国平均供电煤耗却比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高出10克左右。目前，我国的发电效率较过去已有

了较大提高，且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超超临界

技术煤电厂，但仍还有众多小规模的燃煤电厂，使得

平均煤耗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煤炭开采环节的排放主要源于电耗和煤耗造成

的CO：排放。此外，我国CH．利用率普遍偏低，大

部分煤层瓦斯被白白浪费。我国煤矿主要分布在

“三北”地区(华北、东北和西北)，煤自燃也基本发

生在这些地区，使得煤自燃率偏高。目前，我国的煤

洗选率较低，尤其是动力煤。未经洗选的煤中含有

大量矸石，运输中会造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浪费。

洗选后的煤可降低硫份和灰份，同时也降低了电厂

制煤粉的电耗，还可节约能耗。因此，提高CH。利

用和加强扑灭煤田火灾，可以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和资源损失。提高动力煤洗选率也是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的有效途径。

我国煤炭运输环节带来的碳排放在煤电能源链

中最小，但这并不代表运输环节的污染最小。相反，

交通运输环节的环境污染是相当大的，只是排放的

污染物中温室气体所占比例很小而已。尽管煤炭运

输造成的碳排放不是很大，但是，我国煤炭主要集中

在“三西”地区(山西、陕西和内蒙古西部)等内陆地

区，电力输出中心在华中，而华东和华南等地处经济

发达地区的沿海负荷中心却缺煤少电，能源分布极

不协调，使得这些地区每年都需要从前两者调用大

量原煤和电力，给交通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曾使

电煤运输一度吃紧。因此，要防止煤运线路拥堵及

不必要的运输线路迂回造成更大的排放。完善运输

网络、降低运煤能耗、采取直达运输等优化煤炭运输

手段，可进一步降低煤炭运输环节造成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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