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９卷第３期
２Ｑ１５生鱼月

Ｖ０１．３９ Ｎｏ．３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ＩＱ翊睦Ｎ丛ＱＥ旦Ｅ！ｊ！垒坠Ｊ！△！卫卫趟鱼型Ｎ！迦ＲＳｌ！Ｙ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０２９１（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６２—０８

．Ｉ坠ｎ

２Ｑ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０／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０２９１．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１

铁路运输业碳排放的评定方法
任福民１，黄定仪２，杨月芳２，陶若虹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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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调整后的２００７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铁路运输业的直接、完全碳排放量进行了计
算，提出采用碳排放弹性系数对计算结果进行定量评价，然后利用投入产出法的影响力和感应度系
数将铁路运输业碳排放对其他行业部门和总碳的影响程度进行量化．结果表明，铁路运输业碳排放
中以最终产品的碳排放为主；铁路运输业碳排放对其他部门推动作用小，对总碳排放拉动作用低于
其他部门；同时验证了控制铁路运输业减排是发展低碳交通的关键．
关键词：铁路运输业；碳排放；投入产出法；碳排放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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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ｍｅｔｈｏｄ；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放减排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的提高，出行频率与货运量迅猛增长，带来了更大的
资源需求和能源消耗．交通部门是全球石油消耗最

在应用投人产出法进行碳排放研究方面，叶
震【５ Ｊ借鉴ＲＡＳ双向平衡思想估计了中国１９９５—

多和石油需求增长最快的部门，也是全球ｃ０２排放

２００９年的投人产出数据，并以此为基础预测了２０１０

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１－３ Ｊ．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年居民消费的碳排放量；王媛等【６ｊ采用２００７年的中

的发展，交通占全国能源消费的比例仍将呈上升趋

国投入产出表和能源统计数据，比较了国内外在测

势，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的责任和任务更加艰巨［４｜．

算贸易隐含碳中主要应用的三种方法．在碳排放预

和其他运输方式相比，铁路的能耗较低，是低碳交通

测方面，王磊【７Ｊ建立了“经济一能源”投入产出模

发展的关键部门，随着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其对碳排

型，充分考虑中问产品使用导致的隐性二氧化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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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对未来区域碳排放做出多情景科学预测；宋杰

２００６））１１２－１３］中的计算方法，计算部门ｊ；的单位产值

鲲…８运用支持向量回归机方法构建了中国碳排放

碳排放强度

预测模型．

∑（以×陬）

目前，把投入产出表应用到铁路运输业碳排放
的研究很少引９，铁路运输业的碳排放计算仅以能耗
与碳排放因子为基础１１０ Ｊ，没有对隐含碳排放进行计

式中：ｅｊ为部门Ｊ的单位产值碳排放强度，ｔ００２／７１

算，且大多从政策和措施方面进行阐述，没有加以量

元；Ｐｔ为燃料ｋ的ｃ０２排放因子，可用Ｐ＝Ｑ＾×Ｇ

化．铁路行业还未编制本行业的部门或企业投入产

×０＾×蔫计算；ｆｋ为部门Ｊ燃料ｋ消费实物量，Ｍｔ

出表，对碳排放的计算和分析只能以中国投入产出
表为基础进行调整．本文作者结合投入产出表的系
数矩阵，计算铁路运输业的各项碳排放量，并利用投
入产出法的关联度分析，对铁路运输业碳排放进行
定性评价，在此基础上引入弹性系数计算铁路运输
业的各项弹性系数，从而对铁路碳排放在总碳排放
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其他部门的碳排放影响进
行定量评价．

碳排放量计算及评价方法
１．１碳排放量计算
利用投入产出表的关联度分析对各行业碳排放

或ｍ３；Ｑ。为燃料ｋ的低位热值，采用《中国能源统
计年鉴２０１２５５的值，ｋＪ·妇。１或ｋＪ·ｍ３；Ｇ为燃料ｋ
含碳量，采用ＩＰＣＣ参考值，ｋ·ｑ～；Ｏｔ为燃料ｋ
的氧化率，采用ＩＰＣＣ默认值为１００％。
则投入产出表的ｃ０２排放强度向量Ｅ为
（２）

Ｅ＝ｌｅｔ，ｅ２，ｅ３，…，％ｊ

对其进行对角化后，右乘完全消耗矩阵Ｂ，可得到碳
排放完全消耗矩阵ｒ
Ｔ＝ｄｉａｇ（Ｅ，）×Ｂ＝
ｅｌ

０

…０ １

０

ｅ２

…０’
×

ｆｂｌｌ

２

６１。

｝ｂ２１

２

６２Ｈ
●

进行评价．关联关系分为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后向

：

关联是指生产部门与供给其原材料、动力、劳务和设

０

备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和依存关系；前向关联是
指生产部门和使用或消耗其产品的生产部门之间的

…

０

Ｐ。Ｊ

【ｂ。ｌ

ｅｌｂｌｌ

Ｐ１ｂ１２…

ｅｌｂｌ

ｅ２ｂ２１

ｅ２ｂ２２’·’

ｅ２ｂ２ｎ

ｅ．ｂｎｌ

ｅ．ｂｎ２

们比；％ ２

ｂ。。

ｎ

联系和依存关系．随着投入产出技术的发展，计算影
响力系数（后向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前向系数）的方
法也在不断变化，目前国际上利用完全系数计算影
响力系数，用完全分配系数计算感应度系数１１１』．

ｔ１１

ｔ１２

ｔ２１

８２２

ｔｎｌ

ｔｎ２

…

８ｎ６ｎｎ

…ｔ１月
…

￡２＂

（３）

本文基本约定：假定投入产出表为价值型表，一

共有”个部门；麓，表示部门ｉ对部门ｉ产品的直接
消耗量；ｘｊ表示部门ｊ的总产出；直接消耗系数＆打
＝丑表示部门ｉ生产单位产品对部门ｉ产品的直接
卫Ｊ

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数ｂｉ表示部门ｉ生产单位产品
对部门ｉ产品的直接消耗量和间接消耗量之和；完
全需要系数６ｉ，表示部门ｊ生产单位产品对部门ｉ产
品和最终产品本身的直接消耗量和间接消耗量之
和；直接分配系数ｈ小表示部门ｉ单位产出中部ｆ３ｊ
所能分配到的产品份额；以上系数分别组成直接消
耗矩阵Ａ、完全消耗矩阵Ｂ＝（Ｊ—Ａ）－’一Ｊ、完全
需要矩阵Ｂ＝（Ｊ～Ａ）－１和直接分配矩阵Ｈ．ｇｉ，是

…ｔ”ｎ

式中：ｔｉｉ＝ｅｉｂｉ，表示部门Ｊ单位产值完全消耗部门ｉ
的产品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量之和，可称为
部门歹的完全消耗碳排放强度．将第．ｊ列相加得到
。旦、

的∑ｔｉ，即部门Ｊ单位产值完全消耗碳排放量．在
Ｉ＝Ｉ

已知部门Ｊ总产值的条件下，可以得到部门Ｊ完全
消耗碳排放量为

Ｅ。＝弓∑白

（４）

ｉ＝ｌ

同理，部门ｊ的直接消耗碳排放量和完全需要碳排
放量分别为

Ｇｈｏｓｈ逆矩阵（Ｉ—Ｈ）一１的元素，文中的碳排放均指
ｃ０２排放；下标中的ｔ均表示铁路运输业，ｉｔ均表示
部门ｉ对铁路运输业的系数．
采用《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Ｅ。＝ｘｊ∑ｎ

７玎

（５）

Ｅｗ＝ｘｊ∑；ｉ

（６）

ｉ＝ｌ

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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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定量评价——弹性系数
弹性是指当变量之间存在关系时，因变量对自
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其大小可以用两个变化的百
分比的比例来表示．计算总碳排放和各行业碳排放
对铁路运输业碳排放变化的反应程度，可以对铁路
运输业碳排放的拉动和推动作用进行定量的分析和
评价，即自变量为铁路运输业碳排放Ｅ，，因变量为
总碳排放Ｅ和部门ｉ的碳排放Ｅ．根据碳排放量的
不同，弹性系数可以分为直接消耗、完全消耗和完全
需要弹性系数．以完全消耗碳排放量为例，以铁路运
输业为自变量，弹性系数公式推导如下：
总碳完全消耗弹性系数的公式为

口。＝管偿＝兰×垦Ｅ
２可／ｉ ２砸ｘ—
口ｗｘ

驴婆ｔｔ
文２蓊２瓦
一…
ｉ＝１

（９）
ｗ，

当铁路运输业完全消耗碳排放变动无限小时，
ＡＥ，一０，上式可以写为

㈩
∽’

Ｑ＇ｗｘ＝鹄瓦ＡＥ×等＝差×鲁（１０）

，ｚ台台ｑ

设ｋｉ＝ＦＬ，ｉ，则部门ｉ的碳排放Ｅｉ表示为
Ｅｉ＝志正。

（１１）

总碳排放Ｅ表示为

告妻玑
”●…
７巧
ｊ１∑∑ｇ
行２身台。

Ｅ＝ｋｌＥｔ＋ｋ２Ｅｔ＋…＋忌，正ｔ＝Ｅｔ乙ｋｉ
（１２）
因此

Ｏｔｗｘ＝笨×警＝骞¨磐＝（骞ｋｉ）２
（１３）

同理，部门ｉ完全消耗弹性系数公式为

口ｏ＝釜×鲁咄×ｋｉ＝ｋ２…）
ａｗｘ表示Ｅ。增加一个单位引起Ｅ增加口ｗｘ个单位；

口０表示Ｅ。变动一个单位引起Ｅｉ变动口０个单位．
从式（１３）和式（１４）可知，总碳排放Ｅ的弹性系数

（∑ｋｉ）２大于各部门的弹性系数加和∑ｋ２，总碳排
放对铁路运输业碳排放变动的弹性系数并不是各个
部门弹性系数的累加，而比累加值更大，也从另一方
面说明了Ｅ，的增加不仅对各个部门有单独的影响
作用，而且各部门也相互影响，综合作用后的结果反
映在总碳排放的弹性系数上．同理可求完全需要
口ｗｖ和直接消耗弹性系数口。，下面讨论中将三种弹
性系数统称弹性系数口．
可以将弹性系数ａ分为５类，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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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弹性系数表
Ｔａｂ．１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注：实际中ａ＝１不可能出现，因为若ａ＝（∑女，）２＝１，已知女。＝１，则＾，＝ｏ（ｉ≠ｔ），即除了铁路运输业外其他部门碳排放均为ｏ，因此
ｉ＝１

ａ＝１无实际意义；ａｔ＝＾；＝１，即女，＝１，说明Ｅ，＝Ｅ。时才可能出现单位需求弹性．

总的来说，艿．和曰．反映的是铁路运输业碳排放

计算．最新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为２０１２年投人产出

的影响力和其他部门相比是大还是小，即定性过程；

表，但缺乏２０１２年铁路运输业数据，所以我们选用

弹性系数反映的是铁路运输业对其他部门和总碳排

２００７年投入产出表为例进行铁路运输业的碳排放

放产生的影响力的值，即定量过程．

计算与评价，其他年份计算同理．投入产出表来自于

１．３空白年碳排放估算

黄凌鹤调整后的２００７年铁路运输业投入产出

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每逢公元纪年尾数为２和７

表［１４ｊ．我们从原有的投入产出表１３５部门表中分离

编制［ｕ］，这样在没有投入产出表的年份，难以进行

出铁路运输业，同时将其他行业合并成工业、农林牧

碳排放计算．因此，对两个投入产出表之间的空白

渔业、建筑业、商贸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

年，应对投入产出表进行更新，得到所求空白年份的

输业）、其他服务业，一共７个行业部门．

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后即可对碳排放进行计算，可得

由于铁路运输行业２００７年的数据中，能源消费

以年为单位的连续数据序列．本文采用ＲＡＳ法更新

实物量的资料把柴油、汽油、煤油、燃料油加总为油

投人产出表．

消耗量，把原煤、褐煤、洗精煤加总为煤炭消耗量，因

ＲＡＳ法是一种利用目标年中间需求合计作为
行控制量［１¨，目标年中间投入合计作为列控制量，

此不能根据燃料类型分项计算ｃ０２排放因子；同
时，由于本文所用的投入产出表是调整后的投入产

采用迭代法对基年中间投入结构进行修正，从而得

出表，商贸服务业、其他服务业是通过多个行业合并

到目标年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算法．计算前要获得

得到，只能得到标准煤形式的能耗之和，无法参照

目标年的最终使用、增加值和总产出值．按照相应年

ＩＰＣＣ基准方法步骤计算，因此本文所有计算的ｃ０２

度国家规划纲要，假定最终使用的增长速度与城乡
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保持一致；增加值、总产出按规划

排放因子均取为２．４６ｔＣ０２／ｔｃｅ．

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的目标设定，则中间需求

共和国铁道部２００７年铁道统计公报》，其余能源消

等于总产出减去最终使用．

费总量数据均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０７））．其中

因此更新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为
Ａ ７＝Ｒ１Ｒ２…Ｒ’ｎｎＳｌＳ２…Ｓ”＝ＲＡｎＳ（１５）

上角标ｉ表示第ｉ次调整，Ｒｉ表示行调整系数构成
的对角矩阵，Ｓｉ表示列调整系数构成的对角矩阵，
重复迭代，当到Ｒｉ和Ｓｉ中的对角元素收敛到１时，
迭代停止，即可得到新的投入产出系数矩阵，然后按
１．１和１．２的方法进行计算和评价．

２实例计算
为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进行实例

铁路运输业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自《中华人民

交通运输业的能源消费实物量数据是由原始统计数
据减去铁路运输业的数据得到．
２．１碳排放量计算
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０７））各部门能源消
费总量及总产值可算得碳排放向量为
Ｅ＝ｌ ｅ１，ｅ２，ｅ３，…，ｅ７ｊ＝［０．９０９，４．１４８，０．１５８，

０．１４６，１．６７５，１．０７４，０．３８０］．
由１．１的基本约定的计算方法可得到完全消耗
系数矩阵Ｂ、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完全需要系数矩
阵Ｂ，计算结果分别见表２～表４．

！！堡茎望奎兰竺坚

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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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完全消耗系数矩阵Ｂ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ｍａｔｒｉｘ Ｂ

表３直接消耗系数矩阵Ａ
Ｔａｂ．３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ｍａｔｒｉｘ Ａ

表４完全需要系数矩阵曰
Ｔａｂ．４

Ｆｕｌ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ｍａｔｒｉｘ Ｂ

因此碳排放完全消耗矩阵Ｔ为

Ｔ＝ｄｉａｇ（Ｅｉ）×Ｂ＝

１．８６４６８

０．７４１３８

１．８４２０６

０．６９４０５

１．１８０１９

０．７２０４７

１．０１４７９

０．７２９７５

０．８８０１２

０．５１８１７

０．２８９２５

０．３９３２４

０．２０３１８

０．３１３４５

０．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２３８

０．０３０２４

０．０１５１９

０．０３２３１

０．０３４６４

０．０３０４３

０．０２５２６

０．０３３４８

０．１２０１４

０．０６２５４

０．２１８７７

０．１００９１

０．１９４２１

０．０５６４５

０．０８９９０

０．０１５２９

０．００８３６

０．０１３７４

０．０１３７４

０．００８５６

０．０１７３８

０．０１２３２

０．０１８９３

０．０１３６３

０．０２０６２

０．０２０６２

０．０２１５９

０．０１２４７

０．０３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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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７ｉ。＝∑ｅ／ａｉ。＝０．２４９ ０６４ ６，其中％为直

２．２评价爹数计算

１）碳排放影响力系数计算．

接消耗系数，表示铁路运输业生产单位产品对部门

上÷：

艿ｔ：』筝竺：ｏ．６９一／６０８

ｉ产品的直接消耗量．∑；“＝∑Ｐ石ｉ。＝２．１１０ ０６０
１；其中ｂｉ。为完全需要系数，表示铁路运输业生产单
位产品对部门ｉ产品和最终产品本身的直接消耗量

Ｏ

４０９

”婺＝０．２７５

２）碳排放感应度系数计算．

１晶一

１０１万元，可得铁路运输业的各项碳
三

排放量为：Ｅｗｘ＝ｚ。∑ｔｉ。＝３９

ｚ。∑口７ｉ。＝９

５６６

３）弹性系数计算．

３４８ｔ；Ｅ。＝Ｘｔ∑；ｉ。＝８１

ｉ；１

５１ ３

０４７ ７

去蚤蚤三７巧

８０７ ６０５ｔ；Ｅ。＝

ｌ＝ｌ

Ｏｕ６ ６
８

＝—＝＿——ｉ——ｉ—一＝ｕ·０ｙ

去蚤蚤；巧

和间接消耗量．投入产出表中已知铁路运输业总产
值ｚ，为３８

６７

０４５

同理可以计算得其他部门的各项碳排放量，结

ｉ＝１

果如表５所示．

ｔ．

表５各部门碳排放量
Ｔａｂ．５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０ｆ ｅａｃ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因此由表４可得各部门对铁路运输业各项碳排放量的比值矗ｉ＝瓦Ｅｉ，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各部门碳排放弹性系数
丁台６．６

２．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年碳排放估算
利用ＲＡＳ法对２００７年投入产出表进行更新，

以２００８年为例，计算铁路运输业各项碳排放量．假
定最终使用的增长速度与“十一五”规划的城乡居民
收人预期增长速度５％保持一致，２００８年预测七部
门最终使用数据见表７；增加值与总产出按照“十一

经过５次迭代后，得到预测期的直接消耗系数
如表８所示．
表７
Ｔａｂ．７

２００８年预测最终使用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ｅｎｄ．ｕｓｅ ｏｆ ２００８

部门
工业

万元

最终使用
１ ７０７ ４５４ ２５６

农林牧渔业

１４９ １５５ ５１６

建筑业

６３１ ９６７ ０７７

中间使用由总产出减去增加值得到．中间投入也按

商贸服务业

４７７ ４１３ ００７

７．５％设置计算得到．碳排放强度计算中各部门的能

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

８０ ３６１ １５６

五”规划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７．５％设置，则

源消费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０８）），
计算方法见１．１．

铁路运输业

６ ２０６ ４０７

其他服务业

４９８ ５８４ ０５３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６８

表８
Ｔａｂ．８

２００８年预测直接消耗系数矩阵Ａ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ｍａｔｒｉｘ Ａ ｏｆ ２００８

重复２．１的计算过程，算得铁路运输业２００８年
的各项碳排放量分别为：
０５５ ３５７

ｔ；

业减排一个单位，对其他部门或总碳的减排效果大

ｊ一１

三
Ｅ：。＝ｚｔ乙倪７ｉｔ＝９９３

５０３

时，Ｅ或Ｅｉ的增加率小于Ｅ。的增加率，即铁路碳排
放变化一个单位，会引起其他部门和总碳排放的变
化大于一个单位，从节能减排的角度上说，铁路运输

、■

Ｅｗｘ＝ｚｔ乙ｔｉｔ＝２

第３９卷

于一个单位，再次说明了铁路运输业作为低碳经济
ｔ；

的关键之一所起的作用．

ｉ＝ｌ

。匕～

Ｅｗｙ＝ｚｔ乙ｔ“＝４６

３８６ １１１

ｔ．

３

ｉ＝ｌ

２．４计算结果讨论

结论
１）本文的计算结果包括了铁路能耗、物耗中的

１）碳排放量比较．

隐含碳，更能反映铁路碳排放的现状；利用影响力系

Ｅｗ＞Ｅｗｘ＞Ｅ：。，且Ｅ：。远远小于Ｅｗｙ＊ｌｌ

ＥＷｘ，

数和感应度系数评价铁路碳排放在各行业部门中的

分别占二者的１％不到．说明铁路运输业的碳排放

地位，并提出了弹性系数，对铁路碳排放影响力进行

以隐含碳排放量为主，因此，在碳排放的计算中，不

量化，为铁路运输业制定节能减排计划，评价减排效

能简单的只计算能耗部分，用这一部分碳排放代表

果提供了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

铁路行业的排放量过于片面，只有结合利用投人产

２）评价结果显示在国民经济部门中，铁路运输

出表或其他能够计算隐含碳的算法得到的结果才具

业碳排放对总碳排放贡献小，对其他部门影响低而

有一定代表性．

且其他部门碳排放和总碳排放对铁路减排敏感度

Ｅ。。约为Ｅ。。的一半，这是因为完全需要系数包
括对最终产品本身的消耗，比完全消耗系数多出了

高，说明铁路运输业的减排对整个国民经济部门减
排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３）建议铁路部门每年编制部门投人产出表，在

与最终产品相应的１个单位的总产品排放的ｆｏｅ
排放量，说明铁路运输业消耗最终产品的碳排放是

此基础上可以对机务段、车辆段、工务段等分类统计

主要的组成部分．

能耗计算碳排放量，能进一步建立铁路行业内的碳

２）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和弹性系数．

排放评价体系，便于在综合考虑经济和节能环保的

影响力系数艿．＝０．６９７

８小于１，说明

前提下进行结构调整和管理；通过计算每一年铁路

２００７年铁路运输业的碳排放对总碳排放的拉动作

部门的碳排放，能在不同时期进行纵向比较，更能反

用低于其他部门的水平，符合低碳的理念，也从另一

映运输政策和节能减排措施等变化带来的效果．

６０８

个侧面说明铁路运输的发展是低碳交通的关键所
在；感应度系数臼，＝０．２７５

０４７

７小于１，说明铁路

运输业碳排放对其他部门的碳排放推动作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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