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作为煤炭能源大省，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能源保障

的同时，也形成了山西经济发展以煤为主的惯性依赖，煤炭在

其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长期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以及煤炭能源的低效利用，使得山西省无论是 CO2 的总排放

量，还是人均排放量和单位 GDP 排放量在全国都处于较高位

置。因此，结合山西省情，系统分析碳排放影响因素、寻求减排

之策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地计算了经济增长、能源

结构以及能源效率对山西省 1990 年 ~2008 年 CO2 排放的贡献

度，探讨山西省碳排放与其影响因素间的演化规律和可能态

势，以便为山西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一、因素分解模型
CO2 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就是综合考虑一些相关因素，并

将其纳入到同一框架之下，做定量地分析。CO2 排放的因素分

解模型最早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在 Ehrlich、Holdren 和

Commoner 关于人类活动对环 境 影 响 因 素 的 讨 论 中 提 出 了

IPAT 方程，以此反映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I=PAT。其中

I（Impact）表示人口对环境的影响，P（Population）表示人口规模，

A（Affluence）表示人均财富或人均产出，T（Technology）表示单

位经济产出对环境的影响，由技术进步决定。
在 I=PAT 方程的基础上，Kaya（1990）在 IPCC（Intergovern-

mental Panelon Climate Change）研讨会上提出了 Kaya 恒等式：

C= CE ×
E

GDP ×
GDP
P ×P。其中 C

E 表示能源的碳排放强度，

E
GDP 表示 GDP 的能耗强度，GDP

P 表示人均 GDP 或人均收入，

P 表示人口规模。该恒等式通过简单的数学公式将人类活动产

生的 CO2 与人口、人均 GDP、能耗强度等因子联系起来。Kaya
恒等式是 IPAT 方程的一个具体应用，它是通过构造链式乘积

的形式分解出多个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的碳排放基本公式：

C=蒡
i
Ci =蒡i

Ei

E·
Ci

Ei
·E
Y·

Y
P·P （1）

其中 C 表示碳排放总量；Ci 为 i 种能源的碳排放量；E 表示为一

次能源的消费量；Ei 为 i 种能源的消费量；Y 为国内生产总值

（GDP）；P 为人口规模。

经过定义，人均碳排放量可以写为：A=CP =蒡
i
Si Fi IR① （2）

式（2）表示，人均碳排放量 A 的变化来自于 Si（能源结构）的变

化、Fi（能源排放强度）的变化、I（能源效率）的变化以及 R（经济

规模）的变化。
人均碳排放变化量可以表示为：

△A=At - A0 =Σi Sit Fit It Rt - Σi Si0 Fi0 I0 R0

=△AS+△AF+△AI+△AR+△Arsd （3）

D= At

A0
=DSDFDIDRDrsd （4）

其中，△AS、DS为能源结构因素，△AF、DF 为能源排放强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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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AI、DI 为能源效率因素，△AR、DR 为经济规模因素，△Arsd、
Drsd 为分解余量。

式（3）中的 △AS、△AF、△AI、△AR 分别为各因素变化对人均

碳排放变化的贡献值，它们是有单位的实值。而式（4）中的 DS、
DF、DI、DR 分别为各因素对人均碳排放变化的贡献率。

对式（3）运用对数平均权重 Divisia 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Method，LMD）进行分解，各因素的分解结果

如下：

△AS=Σi Wiln
Sit

Si0
；△AF=Σi Wiln

Fit

Fi0

△AI=Σi Wiln
Iit
Ii0

；△AR=Σi Wiln
Rit

Ri0
（5）

其中 Wi=
Ait - Ai0

ln（Ait /Ai0）

所以：

△Arsd =△A-（△AS+△AF+△AI+△AR）

=At- A0- Σ
i
Wiln

Ait

Ai0
=At - A0 - Σi（Ait - Ai0）=0

对式（4）两边取对数，得到：

lnD=lnDS+lnDF+lnDI +lnDR+lnDrsd （6）

设 lnD
△A

= lnAt- lnA0

At- A0
=N

则：DS=exp（N△AS），DF=exp（N△AF）

DI=exp（N△AI），DR=exp（N△AR），Drsd =1 （7）

二、山西碳排放的因素分析
（一）数据收集、整理
本文对山西的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

C=Σ
i

Ei

E ×
Ci

E ×E=Σ
i
Si×Fi×E

其中，E 为山西一次能源消费量，Fi 为 i 类能源的碳排放强

度，Si为 i 类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
表 1 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通过计算整理得到山西碳排放因素分析的基础数据（见

表2）。
（二）因素分析
文中，Fi 为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是个固定值，即△AF=0，

DF=1，所以影响人均碳排放的因素主要为能源结构、能源效率

以及经济发展规模的变化。通过模型计算得出这三个因素的影

响数值（见表 3）。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1990 年 ~2008年山西的人均碳排放量

总体不断增加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90 年 ~1999 年期间，

山西的人均碳排放变化曲线在基线附近波动，处于平稳阶段。
但从 2000 年开始，山西省的人均碳排放量急速增长，2000 年增

长率接近 15%，特别是 2001 年增长率更是达到 17%。能源效率

曲线一直处于基线以下且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能源效率对碳

排放具有持续的抑制作用，也与山西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政策

相吻合，但其贡献值波动较大，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整体碳排放

曲线与能源结构变化曲线基本重合，说明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

对碳减排的贡献不大。山西在提高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方

面压力仍然较大。

图 1 1990 年 ~2008 年碳排放影响因素趋势图

表 2 山西 1990 年 ~2008 年的能源消费、人口、GDP 以及碳排放

资料来源：山西统计年鉴以及中宏数据库

表 3 三个因素对山西人均碳排放影响数值

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各因素的作用，将其分为拉动因素

（经济增长）和抑制因素（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并分析各因素

对山西人均碳排放量的贡献率（见图 2）。

图 2 1990年 ~2008年三因素对山西人均碳排放变化的贡献率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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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因素对于拉动山西人均碳排

放量的贡献率呈现出指数增长的趋势，并且拉动因素的贡献率

曲线明显大大高于抑制因素曲线，说明经济发展的拉动贡献率

远大于抑制因素的抑制贡献率，从而成为导致山西人均碳排放

量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因素曲线的拐点出现在 1999 年，此后

经济因素对山西人均碳排放的拉动作用的贡献率急剧上升，这

也解释了从 2000 年开始，山西的碳排放量明显增高。
由于山西省在能源结构中以煤炭为主结构现状没有发生

根本性改变，煤炭在山西省一次能源消费中比重接近 60%，因

此，山西省的能源消费结构对减少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力不大，

远小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的拉动效应，这一点与图 1 中人均碳排

放量变化曲线与能源结构变化曲线相符，因此，山西省人均碳

排放的抑制作用主要来自于一次能源效率的提高。但能源效率

对降低山西省人均碳排放量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对增加山西

省人均碳排放量的贡献率相比，其增长趋势明显不足。这也导

致近年来山西省在大力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的过程中，人均碳排

放量仍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对山西人均碳排放的贡

献率在不断增大，尤其是从 1999 年开始，基本保持指数增长的

态势。这主要是由于到 2000 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结束，增

加投资和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大批高能耗，重复性的

基础设施项目和工业项目上马，使得山西的碳排放急速增长。
通过分析，山西人均碳排放的下降主要是能源使用效率的

提高引起的。可是，随着山西经济的发展，经济因素的拉动作用

越显突出，仅靠提高能源效率的抑制作用已明显不够，还需大

力优化能源结构，充分发挥能源结构对人均碳排放增长的抑制

作用。
三、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
（1）1990 年 ~2008 年，山西的人均碳排放量整体大幅提高，

其中 1990 年 ~1999 年增速缓慢，拐点出现在 2000 年，从 2000
年开始山西的人均碳排放量急速上升并呈指数增长趋势。

（2）经济增长因素是山西人均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拉动因

素，且作用效应远远大于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的抑制作用。从

图 1 也可看出，随着山西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对山西碳

排放的拉动作用将会逐步加大，使得山西将面临更加巨大的减

排压力。
（3）能源效率对山西碳排放增长的抑制作用相对于能源结

构来说较强，但整体波动较大，说明山西能源利用水平具有不

稳定性，虽然近年来山西能源效率的抑制作用在不断增大，但

还远远不能抵消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4）从图 2 也可看出能源结构贡献曲线在 1990 年 ~2008

年期间基本保持平稳，也从侧面说明了山西以煤为主的能源结

构一直以来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抑制山西碳排放增长方面并

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控制碳排放的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节能减排技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构建综合

的节能减排技术政策框架，形成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应用、推广

的激励机制。加强煤炭的高效利用和清洁利用，加快火力发电

的技术进步，淘汰落后的小火电机组，大力发展大型联合循环

流化床机组①等高效、洁净发电技术。扩大原煤洗选加工比重，

发展动力煤洗选加工利用。着力推进热电、热电冷联供等多联

产技术，在高碳行业推广余热余压利用技术，发展电机系统节

能、能量系统优化以及工艺锅炉改造，提高煤炭能源转化效率。

从节能入手争取降低碳排放，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能耗、低
效率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并将其作为山西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

方针。
（2）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推进能源体

制改革，建立有助于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价格体

系。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制建设，培育持续稳定增长的可

再生能源市场，改善健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与制度创

新。加强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增加对新能源的投资，促进新能源

加快发展。增加天然气供应，加大天然气对煤炭和石油的替代，

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加大利用煤层气、大力普及

天然气、高效地利用焦炉煤气。大力发展煤基燃料、风能、太阳

能、水电、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提高可再生资源的比例。积极

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品，如开发太阳能热水器、空气能

热水器、沼气热水器和沼气灶具等。通过能源替代，逐步改变山

西以煤为主的单一能源结构。
（3）加强碳减排等能源技术领域的研发力度与国际合作。

开展清洁发展机制（CDM）能力建设，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交

流合作，引进消化先进的节能技术，提高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利

用的技术水平。由于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山西能源结构调

整的幅度和速度都难以有较大的突破。为此，山西必须通过加

大对燃煤排放 CO2 的捕获与埋存等能源减排技术的研发力度

与国际合作，以此来减少煤炭对环境的影响,以确保煤炭继续

成为山西能源的重要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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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联合循环发电技术分为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和增压流化床联合循环（PFBC—CC）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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