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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2 日，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CO2 排

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各行

各业进行系统研究，提出减碳路线图。从全球来看，城市碳排放是

全球碳排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能源署（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预测全球城市碳排放将以年均 1.8% 的比例增长，2030 年其

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将达到 76%[1]。与此同时，全球城市化背景

下，城市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联合国曾预测 2050 年近 68% 的人口

将居住在城市中 [2]。以城市为分析单元研究碳排放显得愈发重要。

交通是城市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大

城市的交通碳排放占比均超过 1/4[3-5]。交通还是城市最主要的空

气污染源。以伦敦为例，交通过程产生的氮氧化合物（NOx）、可

吸入颗粒物（PM10）、可入肺颗粒物（PM2.5）等污染物占比均超过

50%[6]。着力做好交通减碳对于城市整体减碳乃至空气污染治理均

具有积极意义。

1  国内外交通碳排放的特征

1.1  国际特征
（1）占比大

交通碳排放在不同空间范围占比均较大。全球层面，交通碳排

放约占 14%，位列第四 [7]。国家和区域层面，中国交通碳排放约占

全国碳排放 9%[8] ；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工业排放大幅降低，交

通碳排放占比远高于中国；美国交通碳排放占比 29%[9]，是第一大

排放源；欧盟交通碳排放占比 23%，为第二大排放源 [10]。

（2）增速快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全球交通碳排放仍在稳步增长。据国际能源

署预测，全球交通碳排放占比在 2030 年和 2050 年将分别达到 50% 和

80%[11]。交通部门也是欧盟自 2000 年以来仅有的碳排放保持增长的部

门 [10]。近年来我国交通部门碳排放年均增速维持在 5% 以上，已成为

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最快的部门 [12]。作者： 金昱，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摘要：城市交通运输碳排放呈现占比大、增速快、达峰慢的整

体特征，是城市最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全面深入分析城市交

通碳排放是高效开展减碳工作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纽约、伦

敦、东京、巴黎等国际大城市的交通碳排放数据，通过横向和

纵向对比，分析了这些城市的交通碳排放水平、结构和演变特

征，随后系统对比和剖析了相关城市在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

交通等专项规划中提出的交通减碳目标、策略、指标和行动。

研究发现，国际大城市多从国土空间与综合交通协同、交通客

货运系统布局优化、提高低碳客货运交通方式占比、优化慢行

交通出行环境、推广新能源车辆等角度系统提出规划策略，个

别城市还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开展了碳定量测算和评估。本研究

期望能为我国城市开展交通减碳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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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大城市温室气体年排放情况表

城市 纽约 [3] 伦敦 [4] 东京都 [18] 巴黎大区 [5] 芝加哥 [19] 洛杉矶 [20]

面积 / km2 783.70 1 579.00 2 194.00 约 12 000.00 613.80 1 213.90

人口 / 万人 855.00 890.80 1 374.30 1 180.00 271.60 396.70

GDP / 亿美元 17 510.00 6 331.00 9 880.00 7 532.00 6 066.00 9 603.00

碳排放总量（百万吨 CO2 当量） 55.11 32.37 64.85 41.00 31.04 26.70

地均碳排放量（万吨 CO2 当量 / km2） 7.03 2.05 2.96 0.34 5.06 2.20

人均碳排放量（吨 CO2 当量 / 人） 6.45 3.63 4.72 3.47 11.42 6.73

碳排放强度（万吨 CO2 当量 /10 亿美元） 3.15 5.11 6.56 5.44 5.12 2.78

表 2  国际大城市碳排放结构对比表

城市 纽约 [3] 伦敦 [4] 东京都 [18] 巴黎大区 [5] 芝加哥 [19] 洛杉矶 [20]

碳排放量 / 百万吨 CO2 当量 55.11 32.37 64.85 41.00 31.04 26.70

细分部门

碳排放量

占比

固定源

住宅 31.2% 32.8% 29.2%
48.0%

26.9%
41%

商业 27.5%
32.4%

43.6% 24.8%

工业和建造 8.1% 7.4% 11.3% 16.6%
31%

逃逸和损耗 0.9% 0.7%

交通运输 28.4% 25.0% 16.8% 29.7% 24.2% 21.0%

废弃物 3.9% 3.6%
3.0%

4.2% 6.7% 7%

其他 6.1% 6.8%

（3）达峰慢

欧美经验表明交通部门碳达峰往往晚于工业、住宅和

商业等部门 [13]。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预测，我国交通部

门碳排放将在 2030 年后不久达峰，晚于建筑和工业部门 [14]。

美国碳排放于 2007 年实现碳达峰以来，至 2019 年碳排放

降低约 12%，但同期交通部门碳排放降幅仅约 5%[9]。近 30
年英国碳排放减少了 44%，但交通部门碳排放也仅减少了

5%[15]。

1.2  国内特征
除上述特征外，中国交通碳排放还存在交通需求稳健增

长和交通方式结构不尽合理等特征。

（1）交通需求增长稳健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我国交通需求仍将处于稳定

增长阶段，将对交通减碳工作形成持续压力。相比 2013 年，

预计 2030 年我国货运需求增长 1.8 倍，城际客运需求增长 2.3
倍，城市客运需求增长 1.6 倍 [14]。

（2）交通方式结构不尽合理

我国客货运输中高碳排放方式占比较高，是交通减碳的

重点优化对象。2019 年，大量中长距离货运依赖公路运输，

公路货物周转量占比高达31%[16]；同期汽车保有量约2.6亿辆，

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不足 400 万辆 [17]。

2  国际大城市碳排放现状

2.1  排放水平

地均碳排放方面，纽约最高，约为 7 万吨 CO2 当量 /km2； 

巴黎大区最低，仅为 0.3 万吨 CO2 当量 / km2 左右。人均碳

排放方面，芝加哥最高，约为 11.4 吨 CO2 当量 / 人 ；巴黎

大区最低，仅为 3.5 吨 CO2 当量 / 人。单位 GDP 碳排放方面，

东京都最高，约为 6.6 万吨 CO2 当量 /10 亿美元；洛杉矶最

低，仅为 2.8 万吨 CO2 当量 /10 亿美元（表 1）。

2.2  排放结构

总体上住宅、商业、交通是三大排放源，占比可达

60%~90%。在洛杉矶和芝加哥，工业碳排放仍占一定比例。

城市中交通活动更为密集，因此城市层面交通碳排放占比更

高：巴黎大区最高，达 29.7%[3]；东京都最低，约 16.8%[18]（表 2）。

2.3  交通排放

横向对比来看，国际大城市交通系统内各细分领域的

碳排放中，道路运输是各城市交通碳排放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表 3, 图 1, 图 2）。纽约道路运输碳排放占比高达 95% 以上，

芝加哥最低，占比也超过了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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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际大城市交通年碳排放对比表

城市 纽约 [3] 伦敦 [4] 东京都 [18] 巴黎大区 [5] 芝加哥 [19] 洛杉矶 [20]

城市碳达峰年份 2006 2000 2012 2005 1990

碳排放量 / 百万吨 CO2 当量 55.11 32.37 58.55 41.0 31.04 26.70

交通运输碳排放量 / 百万吨 CO2 当量 15.63 8.11 9.81 12.18 7.50 5.61

交通运输温室气体排放占比 28.4% 25.0% 16.7% 29.7% 24.2% 21.0%

交通

子类

占比

道路运输 95.3% 76.6% 86.5% 63.90%

铁路运输 4.2% 7.4% 11.3% 4.70%

国内航空 0.01% 12.6% 1.8% 20.91%

水上运输 0.4% 0.5% 0.4% 0.04%

其他 3.0% 10.45%

注：表中东京都数据为 CO2 排放量，其余城市为温室气体排放量。

图 1  纽约主要经济部门及交通运输部门内部各交通方式碳排放占比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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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伦敦主要经济部门及交通运输部门内部各交通方式碳排放占比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绘制

纵向对比来看，近年来多个国际大都市已实现碳达峰，

但总体上交通碳排放整体降幅不大，体现了交通碳排惯性大、

减碳难度大等特征，将成为减碳中后期的重要着力点。以纽

约为例，在城市碳排放达峰后，交通碳排放总量和占比整体

均呈现下降趋势，但总量降幅小，占全社会碳排放的比例甚

至出现一定程度反弹（图 3）。唯一的特例是东京都。东京都

在 2012 年城市碳达峰以来，2018 年全社会 CO2 排放较 2012
年下降约 12%，同期交通碳排放量降低约 20%，占全社会碳

排放比例由 2012 年的 18.3% 降低至 2018 年的 16.7%，实现

了排放量和占比的双降，减碳效果明显（图 4）。
为了进一步了解东京碳排放的原因，本研究从东京都和东

京都市圈两个空间层次开展分析。从东京都来看，有效控制机

动车增长的同时有效提升轨道交通吸引力和运输能力可能是有

效降低交通碳排放的重要原因。对比 2005—2018 年的数据，东

京都人口增长了约 10.1%，机动车（含货车、小汽车、摩托车等）

保有量减少了约 38 万辆，降幅约 10.9%，机动车中仅有普通型

小汽车维持增长，增幅约 7.0%；同期轨道交通运输量增长较快，

轨道交通（含地铁、私铁等）周转量增长了近 23.7%[21]（图 5）。
从东京都市圈来看，整体上东京都市圈交通出行总体活

动水平降低和轨道交通进一步发挥功能共同支撑着东京都交

通系统的减碳（表 4）。与 2008 年相比，2018 年东京都市圈

交通活动水平首次出现下降趋势 ：外出率（指调查日外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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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京都主要经济部门碳排放演变情况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8]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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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东京都车辆保有量和轨道交通周转量演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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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纽约主要经济部门碳排放演变情况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绘制

人占比）、人均出行次数（指外出的人的平均出行次数）、出

行总量均下降了 10% 左右。从出行目的视角来看，东京都

市圈交通出行总量减少的 1 116 万人次中，业务出行减少约

364 万人次，私事出行减少约 396 万人次。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主要是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电视会议、电子邮件等的

推广带来的业务出行需求减少，网上购物的普及带来的外出

购物需求减少，网上交流带来的交往方式的改变等。交通活

动水平降低的同时，轨道交通出行分担率进一步提高，同期

表 4  2008 年和 2018 年东京都市圈交通特征指标对比表

指标 2008年 2018年 变化率

活动水平

外出率 86.4% 76.6% -11.3%

人均出行次数 / 次 2.84 2.61 -8.1%

出行总量 / 万人次 8489 7373 -13.1%

方式占比 轨道交通出行方式占比 30% 33%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2]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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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纽约 2019 总规中交通及相关领域减碳核心规划目标、策略、指标（节选）

愿景 目标 策略 主要指标

宜人的气候
实现碳中和及 100%

清洁电力

确保 100% 清洁电力资源

消除、减少或抵消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比需达 100%

在所有建筑和基础设施中推行大幅减排并提供奖励

促进可持续的

交通方案

建成遍布全市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

削减市政府车队数量，并降低其碳排放

鼓励商用车辆和政府车队车辆降低碳排放

高效的交通

大容量公交设施现代

化改造

改造地铁系统，提高可负担性和可达性

可持续交通方式出行占比升至 80%在全市范围扩展常规公交优先，提高其服务水平

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公共交通方式

确保街道安全性和可

达性

实施零交通事故死亡行动计划

2020 年底常规公交平均时速提高至 10 英里 / 小时；

零交通事故死亡；

自行车道网络 1/4 英里覆盖 90% 人口

危险型主干道转变为零交通事故死亡的街道

减少政府机构管理或监管的车队的重大交通事故

扩展自行车道网络并提高其连通性

提高街道可步行性和可达性

减少交通拥堵和排放

开展城市道路交通需求管理

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呈下降趋势
建成遍布全市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

削减市政府车队数量，并降低其碳排放

鼓励商用车辆和车队车辆降低碳排放

加强与区域和世界的

连接

扩展区域交通运输网络连通性和通行能力

—改造纽约货运交通运输网络

提升航空运输的可持续性和运输效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5]绘制

轨道交通出行方式占比由 30% 增长至 33%[22]。

3  国际大城市的低碳交通规划

3.1  纽约
2016 年纽约发布《纽约交通战略规划：安全、绿色、智

慧、公平》，提出安全、绿色、智慧、公平的规划愿景，并

从移动性、可持续交通等方面提出策略和行动方案 [23]。次

年纽约大都市区发布了《区域交通规划 2045 ：支撑区域可

持续发展愿景》，提出了改善环境、服务经济等 8 个规划目

标。在改善环境方面，提出缓解拥堵以提高空气质量、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开放空间尤其是湿地等规划策略 [24]。 

为更好地应对气候危机等挑战，2019 年纽约发布《一个纽

约 2050——建立一个强大且公平的城市》（OneNYC 2050: 

Building a Strong and Fair City，下称纽约 2019 总规）作为纽约

绿色新政。该规划描绘了新的发展蓝图——至 2050 年有效

应对气候变化，不再依赖化石能源和小汽车，等等。为此，

规划提出 8 大愿景和 10 项核心指标 [25]（表 5）。值得注意的

是，该规划从交通、建筑等四个方面开展多情景碳排放模拟

预测，实现了规划策略减碳效果的量化评估。其中交通碳排

放是基于纽约大都会交通委员会开发的纽约最佳实践模式

（NYBPM ：New York Best Practice Model）交通运行状态模拟

模型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开发的综合移动源排放模拟模型

（MOVES ：Motor Vehicle Emission Simulator）进行计算。

3.2  伦敦
2018 年伦敦发布《伦敦环境战略》，提出 2050 年前实

现零碳城市的发展目标 [26]。同年发布《伦敦交通战略规划

2018》，提出至 2041 年实现 80% 以上出行为步行、骑行、公

共交通等低碳交通方式，至 2050 年实现交通系统净零排放

的总目标（表 6）。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划十分重视规划实施，

表 6  《伦敦交通战略规划》中的减碳目标、策略、指标

目标 策略 指标

2041 年，80% 以上的出行采用低碳交通

方式；2050 年，交通系统实现净零排放

·健康街道

·良好公共交通体验

·交通支撑住房供应和就业增长

·至 2024 年，日均步行规模增加至 750 万人次，步行上小学比例增加至 57%

·至 2041 年，道路交通事故零死亡和重伤

·至 2024 年，日均骑行规模增加至 130 万人次，骑行网络 400 m 覆盖率增加至 28%

·调整货运能源结构，提高货运服务效率，缩短货运里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7]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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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东京 2014 总规中交通运输及相关领域减碳核心规划目标、策略、指标（节选）

战略和目标 策略和指标

打造高度发达、城市

基础设施以人为本

的城市

形成囊括陆海空的广域交

通、物流网络

形成干线道路网络；重新构建东京港；加强首都圈的机场功能

构建任何人都能顺利且舒

适使用的综合性交通体系

可放心、舒适使用的交通；提高东京的活力与国际竞争力的交通；提高东京魅力的交通

建成为下一代留下

丰富环境和充实基

础设施的城市

建设智能能源城市

在排放权交易制度第二承诺期中的温室气体削减义务率；替代氯氟烃的排放量，2030 年较 2014 年减少 35% ；

导入商用废热发电系统 60 万 kW，约为 2012 年的 2 倍；东京都政府大厦翻修后能源使用量 4.6 亿 MJ/ 年，削

减为 1991 年的 1/2 左右；东京都内信号灯 100%LED 化；在东京都内导入太阳能发电 100 万 kW，约为 2012

年的 4 倍；向东京都内设施导入约 2.2 万 kW 太阳能发电，约为 2013 年的 2 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9]绘制

提出包含零碳排放在内的 9 项实施策略。在零碳排放策略中，

提出引入零排放区、采用激励措施支持超低碳排放车辆使用

等多项具体实施计划 [27]。伦敦于 2021 年发布《大伦敦规划

2021》。作为大伦敦地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该规划吸纳了

《伦敦交通战略规划 2018》的相关成果，从空间规划视角全

面提出伦敦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目标和相关策略。在交通运

输领域，规划提出创建健康街道、提高交通可达性和交通保

障、优化骑行环境以及确保交通设施建设资金支持等 9 项具

体策略 [28]。

3.3  东京
2014 年，东京都发布《创造未来 ：东京都长期远景》

（下称东京 2014 总规）。该规划提出实现东京可持续发展等

基本目标，以及包含打造高度发达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基础设

施的城市、建成为下一代留下丰富环境和充实基础设施的城

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等在内的 8 项规划战略 [29]（表 7）。
2021 年发布的《东京净零排放战略》中，明确应加快应对

气候变化的相关行动，提出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降幅达到

50%，零排放车辆在新车销售中占比达 50%，增设 150 座加

氢站等中期规划目标和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规划愿景 [30]。

3.4  巴黎
2013 年巴黎大区通过《巴黎大区 2030 战略规划》，将应

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纳入规划。在规划评估阶段，将气候变化

和能源定位为规划需应对的三大挑战之一，提出控制交通出

行量、减少能源消耗和依赖等规划导向。在规划编制过程中，

围绕城市热岛效应、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消耗等方面，开展规

划策略的环境影响评估，并由此调整优化规划策略。在规划实

施方面，构建规划监测评估的“目标—指标”体系。在交通方

面提出限制日常交通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目标和日常交通温

室气体排放量、货运交通分担比、日常交通分担比、平均通勤

距离等监测指标 [31]。2014 年巴黎大区发布《巴黎大区交通规

划》，在预测出行总量增长 7% 的前提下，提出到 2020 年温室

气体排放减少 20% 的目标，以及机动化出行占比、公共交通

出行占比、步行和骑行增长比例等细化目标，并提出建设更

适合步行、骑行和公共交通的城市等多条规划策略 [32]（表 8）。
2018 年巴黎大区颁布《巴黎大区能源与气候规划》，明确提出

到 2050 年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和零碳的发展目标 [5]。

3.5  芝加哥
2008 年，芝加哥市颁布《芝加哥气候行动规划 ：我们

的城市，我们的未来》。该规划提出到 2050 年温室气体排放

量在 1990 年基准上降低 80% 的总目标，提出提升建筑能源

使用效率、使用清洁和可再生的能源、改进交通系统、减少

废弃物处理和工业污染、积极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 5 项规划

策略并定量评估了规划策略的减碳效果。在改进交通系统方

面，规划提出加大公共交通投资、推进公交导向开发等 10
项具体行动 [34]（表 9）。芝加哥大都市区规划署于 2018 年发

布《芝加哥大都市区迈向 2050 区域综合规划》，认为气候变

化是城市发展的六大挑战之一。该规划立足于包容增长、区

域韧性、优先投资三项原则，提出社区、繁荣、环境、治理、

交通五项具体行动。交通方面，规划提出适应出行需求变化

的现代化多式联运系统、开展变革性投资和提供更优交通服

务的发展目标 [35]。

表 8  巴黎大区交通规划目标策略一览表

目标 策略

交通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20% ；

机动化出行占比降低 2% ；

公共交通出行占比增长 20% ；

步行和骑行占比增长 10%

建设更适合步行、骑行和公共交通的城市

提升公共交通吸引力

重视步行

增强骑行活力

管理机动车使用

畅达的交通网络

合理组织货运交通

建立交通治理系统

让居民为出行负责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2]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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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芝加哥气候行动计划交通及相关领域减碳核心规划策略和行动

策略 行动

改进交通系统

加大公共交通投资

增加公共交通激励

推进公交导向开发

使步行和骑行更舒适

共享汽车和拼车

提高车队运行效率

达到更高能效标准

转向更清洁的能源

支持城际铁路建设

提升货物运输效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4]绘制

表 10  洛杉矶绿色新政中交通相关减碳目标、策略、指标

目标 策略 指标

移动性和

公共交通

增加步行、自行车、微型交通、合乘车、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 2025 年 35%，2035 年 50%，2050 年维持在 50% 及以上

减少人均车公里数 至 2025 年、2035 年、2050 年分别较现状减少 13%、39%、45%

迎接 2028 年奥运会，做好自动驾驶相关准备工作 —

车辆

零排放

增加电动和零排放车辆比例 2025 年达到 25%，2035 年 80%，2050 年 100%

增加公共交通工具电动化比例 2030 年轨道交通和公交车电动化比例达到 100%

降低港口碳排放 至 2050 年港区相关运输和作业碳排放较现状降低 80%

住房

和发展

增加公交站点周边住房供应 新建住房位于公交 / 轨道交通站点 1 500 英尺（约合 457 m）范围内比例：2025 年达

到 57%，2035 年达到 7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0]绘制

3.6  洛杉矶
洛杉矶总规涵盖了住房、移动性等 11 个专项规划。在

2016 年洛杉矶颁布的《移动性规划 2035》中，提出安全第

一、清洁的环境和健康的社区等规划目标。在清洁的环境和

健康的社区目标中，规划提出至 2035 年，人均车公里数降低

20%，人均碳排放降低 16%，公务车、垃圾集运车、道路清扫

车 100% 使用可替代燃料或实现零排放，交通相关能源使用降

低 95%，新增 1 000 处公共充电站，降低港口污染气体排放等

子目标 [36]。2019 年洛杉矶颁布《洛杉矶绿色新政——2019 可

持续发展城市规划》，明确提出洛杉矶市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的目标。在交通领域，规划重点关注移动性和公共交通，以及

实现车辆零排放，提出增加低碳出行比例、减少出行需求等策

略和目标。在住房与发展等方面，该规划也提出增加公交站点

周边住房供应等与交通运输相关的策略和目标 [20]（表 10）。

4  国际大城市低碳交通规划对策对比

4.1  规划目标
上述国际大城市结合各自实际情况纷纷提出碳中和、零

碳城市等总体目标，在交通、能源领域也提出相应子目标。

能源方面，主要关注清洁能源占比。交通方面，最重视的是

绿色交通方式出行占比。纽约、伦敦等国际大城市均提出了

绿色交通方式占比 80% 的目标。部分国际大城市还关注清

洁能源小汽车占比、人均车公里等目标。总体而言，交通目

标涵盖了源头（出行量）、前端（交通方式）、终端（交通工

具）的全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城市碳排放较基准年并

未降低 100%，也就是说仍有一部分碳排放即使使用目前最

先进方法也无法完全消除，比如飞行、工业能源使用等，可

能需要通过碳信用、负碳等技术方法处理。

4.2  规划策略
交通运输碳排放涉及多个领域和部门，采用综合性、系

统性的减碳措施是国际大城市主流的方法，涵盖交通与用地一

体化、公共交通优先等规划技术方法，也包括交通管理、投资

保障以及交通工具技术等管理、经济、技术手段。规划策略通

常涵盖客运系统和货运系统两大板块。在客运方面，最为关注

的是公共交通、步行和骑行以及道路和街道；在货运方面，更

多关注的是货运组织、港口作业等。考虑到交通运输能源结构

的重要性，多数国际大城市都对交通运输能源结构进行了研究。

提高包含燃料电池、氢能源动力在内的新能源小汽车占比是重

要的规划对策。

4.3  技术方法
随着近年来空间规划对于定量预测分析的日益重视，国

际大城市开始探索碳排放相关定量分析技术。纽约在总规

中开展了不干预、弱干预、强干预三个情景下规划方案碳

定量测算评估工作。巴黎基于总规方案计算出人均温室气

体排放较 2013 年减少 3.2%，并由此优化相关规划策略。芝

加哥结合气候专项规划也分析了不同规划策略的减碳预期

效果（表 11）。

5  启示与借鉴

5.1  将空间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作为交通减碳的重要手段
（1）从规划理念上突出以整个城市系统视角思考交通减

碳工作，依托空间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统筹绿色城市和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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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国际大城市低碳交通规划目标和策略对比表

城市 纽约 伦敦 东京都 巴黎大区 芝加哥 洛杉矶

碳达峰年份 2006 2000 2012 — 2005 1990

规划期末年 2050 2041 2050 2050 2050 2050

规划基准年 2005 1990 2000 — 1990 2015

减排目标 碳中和 -80% 零碳城市 净零排放 零碳城市 -80% 碳中和 -91.5%

能源目标 清洁能源比例 100% 清洁电力 — — 100% 可再生能源 — 100% 可再生能源

交通目标
绿色出行比例 80% 80% — 64% — 50%

零排放小汽车比例 — — 50%（2030 年新车销售占比） — — 100%

核心规划

对策

交通与土地一体化 — √ — — √ √

公交优先 √ √ — √ √ √

步行和骑行 √ √ — √ √ √

货运 √ √ — √ √ —

交通管理 √ — — √ — —

道路交通 / 街道 √ √ √ √ — —

对外交通 √ √ √ — √ √

投资保障 √ √ — — √ —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 √ — — — √

交通能源与交通工具技术 √ √ — √ √ √

多情景预测 √ — — — — —

碳定量评估 √ — — √ √ —

交通规划建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需要从能源、建筑、

交通、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综合施策。空间规划是应

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 [37]。在前期规

划阶段转变规划理念，将低碳交通作为交通系统优化发展的

新触媒，对客货运交通系统同等关注，主动呼应低碳发展要求。

（2）从规划目标上强调将低碳作为空间规划和综合交通

规划的主要目标，指导综合交通体系组织和各个交通子系统

的规划工作。相比于国际大城市，我国城市仍处于快速发展

阶段，系统可塑性更强。国际经验表明，交通部门往往会成

为城市减碳工作中后期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将低碳作为规

划的主要目标，有利于充分发挥空间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的

统筹协调作用，系统谋划空间布局和交通系统，提前规避系

统风险，减少中后期交通减碳难度。

（3）从实施路径上将低碳发展融入规划传导体系，并引

入规划监测和评估体系，形成闭环。在既有空间规划“目标—

策略—行动—指标”规划内容体系中嵌入低碳目标，将其有

效转化、分解为具体策略和行动，进而衔接既有规划指标并

调整或增补相关低碳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指定合理的监

测指标和评估指标，有效加强对规划实施效果的反馈，起到

动态循环调整和优化规划的效果。

5.2  从交通的源头、前端、终端全过程提出系统减碳策略
（1）在产生源头上有效管理交通运输需求。立足交通与

用地一体化，将交通运输因素始终贯穿于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布局规划中，通过完善不同出行圈层内设施配置和空间

布局，提升都市圈商品自给率和城区职住平衡度，减少不必

要的交通运输量，减少交通运输距离，提升交通系统运输效益。

（2）在运输前端中大力提升低碳交通方式比例。充分发

挥空间规划在城镇布局、用地规划、交通系统间统筹协调作

用，加强公共交通、铁路、水运等低碳交通系统规划建设，

并围绕低碳客货运输通道布局人口岗位和货运节点，将更多

交通出行需求和运输需求转移到低碳交通方式上，提升交通

系统运输效率。

（3）在运输终端不断降低交通工具碳排放。一方面考虑

到拥堵状态下机动车碳排放大幅提高，充分利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方法，有效缓解道路交通拥堵，有效减少

货车无效空驶 ；另一方面积极研发和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交通工具技术，不断提高交通工具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单位

运输量碳排放。

5.3  以定量化方法科学支撑空间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编制
（1）为了更好应对未来城市发展中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引入多情景模型预测方法。综合考虑气候变化、能源战略等

因素，从空间发展格局、交通能源结构、交通方式结构、交

通技术水平等方面设定发展情景，增强交通规划政策的弹性

应对能力。

（2）为了定量对比不同规划策略、不同规划方案的碳排

放量，结合不同交通工具和设施碳排放特征，开展碳排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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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更多增强内容扫码进入

量化评估。系统研究适应空间规划阶段方案深度的碳排放定

量化计算方案，研究核算路径、核算方法，并与相关减碳规

划策略相衔接。

注：文中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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