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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CEEP-BIT）是2009年经学校批准成立的

研究机构，挂靠在管理与经济学院。创建之

时，中心大部分研究人员来自魏一鸣教授

2006年在中科院创建的能源经济与环境政策

研究中心。中心面向国家能源与应对气候变

化领域的重大战略需求，针对能源经济与气

候政策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增

进对能源、气候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科学

认识，为政府制定能源气候战略和政策提供

科学参考，并建设与国际一流同行开展学术

交流的平台，培养高水平专门人才。  
       2015年，中心团队获批成为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创新群体。该群体在能源经济与环境

管理领域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决策咨

询、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在国际上

有影响。在Nature-Climate Change等国际重

要学术期刊发表SCI/SSCI论文280余篇，论

文被引用万余次，连续12年出版《中国能源

报告》系列，开发国家能源模型集成平台。

提交专报信息被中办、国办采用，并得到

中央首长重视。据全球著名经济学文献库

RePEc/IDEAS在2017年11月数据显示，该群

体在能源经济领域全球排名第34，在环境经

济领域的全球排名第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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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群体成果概况

2017年度为CEEP-BIT的“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创新研究群体获批后的第二年。创新
群体在这一年中力求深化已有研究基础的同时，着眼于国内外能源经济的发展，在
气候变化政策等领域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等国际主要学术期刊发表SCI/SSCI期刊论文70篇；

 出版了《中国碳排放与低碳发展》与《黑龙江省伊春市低碳发展研究》著作2本；

 2份政策咨询报告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内参报告采用，1份政策咨询报告被北京
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采用，1份政策咨询报告被科技部刊物刊发并
被中办采用；

 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4项；

 培养出了20名能源与气候经济领域的研究生，其中多人获得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或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举办了2017年度《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系列
研究报告》发布会；

 主持了两个SCI期刊专刊：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专刊（第255卷第1-2期）
，以及Natural Hazards专刊（第84卷第1期）。

 研究成果得到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群体成员接受主流媒体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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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群体成员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共发表论文近80篇：
其中在SCI/SSCI期刊发表论文70篇。

I   期 刊 论 文



论文发表概览

序号 篇名 期刊名 作者

I-1
Chinese CO2 emission flows have reversed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Nature Communications Zhifu Mi, Jing Meng, Dabo 
Guan, Yuli Shan, Malin 
Song, Yi-Ming Wei et al. 

I-2
Carbon footprints and embodied CO2 trans-
fers among provinces in China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Zhaohua Wang, Yuantao 
Yang, Bo Wang

I-3
Environment-adjusted operational perfor-
mance evaluation of solar photovoltaic pow-
er plants: A three stage efficiency analysis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Zhaohua Wang, Yi Li, Ke 
Wang et al. 

I-4
Incentive policies from 2006 to 2016 and 
new energy vehicle adoption in 2010–2020 
in China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Xiang Zhang, Xue Bai

I-5
Selection of 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 
business models: A behavioral decision-mak-
ing approach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Quande Qin, Fuqi Liang, Li 
Li, Yi-Ming Wei

I-6
Air emissions perspective on energy effi-
cienc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coastal areas

Applied Energy Quande Qin, Xin Li, Li Li, 
Wei Zhen, Yi-Ming Wei

I-7
A dynamic forward-citation full path model 
for technology monitoring: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shale gas industry

Applied Energy Yi-Ming Wei, Jia-Ning 
Kang, Bi-Ying Yu, Hua Liao, 
Yun-Fei Du

I-8

An optimal production planning model of 
coal-fired power industry in China: Consid-
ering the process of closing down inefficient 
units and developing CCS technologies

Applied Energy Bao-Jun Tang, Ru Li, Xiao-
Yi Li, Hao Chen

I-9
Allocation of emission permits for China’s 
power plants: A systemic Pareto optimal 
method

Applied Energy Xiang Ji, Guo Li, Zhaohua 
Wang

I-10
Environmental benefits from ridesharing: A 
case of Beijing

Applied Energy Biying Yu, Ye Ma, Meimei 
Xue, et al.

I-11
Role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non-renewa-
ble energy consumption on EKC: Evidence 
from Pakista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Danish, Bin Zhang, Bo 
Wang, Zhaohua Wang

I-12
Regional energy intensity reduction potential 
in China: A non-parametric analysis ap-
proach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Zhaohua Wang, Weijun He

I-13
Purchasing intentions of Chinese citizens 
on new energy vehicles: How should one 
respond to current preferential polic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Zhaohua Wang, Chenyao 
Zhao, Jianhua Yin, Bin 
Zhang

I-14
Optimizing cooperativ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mong enterprises with non-equiv-
alent relationships subject to carbon taxatio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Zhaohua Wang, Senyu He, 
Bin Zha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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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篇名 期刊名 作者

I-15
Assessing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and 
maturity of the carbon trading pilot program: 
The case study of Beijing’s carbon marke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Yu-Jie Hu, Xiao-Yi Li, Bao-
Jun Tang

I-16

The analysis of the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potentiality of environmental effect: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from 2016 to 2020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Ye Ma, Ruo-Yu Ke, Rong 
Han, Bao-Jun Tang

I-17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in tobacco pri-
mary processing line: A case study in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Qian Wang, Xiao-Yi Li, 
Zhan-Tao Zhang, Zhi-Lin 
Tao, Bao-Jun Tang

I-18
Impacts of household income change on CO2 
emis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Junjie Zhang, Biying Yu, 
Jiawei Cai, Yi-Ming Wei

I-19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on CO2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 empirical es-
timation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Yu Hao, Hao Chen, Yi-Ming 
Wei et al.

I-20
Doe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ffect envi-
ronmental quality? Empirical evidence using 
Chinese city-level dat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Qianxue Zhang, Shengling 
Zhang, Zhiyi Ding, Yu Hao

I-21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blic health: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Zhi-Nan Lu, Heyin Chen, Yu 
Hao et al.

I-22
How harmful is air pollu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evidence from PM2.5 con-
centrations of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Yu Hao et al.

I-23
The effects of climate policy on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i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Wenling Liu, Zhaohua Wang

I-24
CO2 emissions in Beijing: Sectoral linkages 
and demand driver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Hua Liao, CélioAndrade, 
Julio Lumbreras, Jing Tian

I-25
Cooking fuel choice in rural China: results 
from microdat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Bing-Dong Hou, Xin Tang, 
Chunbo Ma, Li Liu, Yi-Ming 
Wei, Hua Liao

I-26
Health implications of improved air quality 
from Beijing's driving restriction polic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Yan Liu, Zhijun Yan, et al.

I-27
The shadow price of CO2 emissions in Chi-
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Ke Wang, Linan Che, 
Chunbo Ma, Yi-Ming Wei

I-28
Performance and reduction potential of en-
ergy and CO2 emissions among the APEC's 
members with considering the return to scale

Energy Zhaohua Wang, et al.

I-29
Would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Energy Xiao-Ying Dong, Yu Hao



I
期
刊
论
文

序号 篇名 期刊名 作者

I-30
Co-benefits of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a 
review and classification by type, mitigation 
sector, and geography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Hong-Mei Deng, Qiao-Mei 
Liang, et al.

I-31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purchasing inten-
tions towards energy-efficient appliances 
among China's urban residents: Do subsidies 
work?

Energy Policy Zhaohua Wang, et al.

I-32
Investment opportunity in China's overseas 
oil proje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real option approach

Energy Policy Bao-Jun Tang, et al.

I-33

Shareholder value effects of corporate 
carbon tra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arket reaction towards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China

Energy Policy Bin Zhang, Kee-hung Lai, 
Bo Wang, Zhaohua Wang

I-34
Impact of emission regulation policies on 
Chinese power firms’ reusable environmen-
tal investments and sustainable operations

Energy Policy Xiang Ji, Guo Li, Zhaohua 
Wang

I-35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domes-
tic and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Energy Policy Yiming Liu, Yu Hao, et al.

I-36
China’s optimal stockpiling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oil price trend. Energy Policy

Energy Policy Nan Xie, Zhijun Yan, et al.

I-37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green paradox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nergy Policy Kun Zhang, Zong-Yong 
Zhang, Qiao-Mei Liang

I-38

Costs and potentials of energy conserva-
tion in China’s coal-fired power industry 
A bottom-up approach considering price 
uncertainties

Energy Policy Hao Chen, Jia-Ning Kang, 
Hua Liao, Bao-Jun Tang, Yi-
Ming Wei

I-39
Carbon emissions quotas in the Chinese road 
transport sector: A carbon trading perspec-
tive

Energy Policy Rong Han, Bi-Ying Yu, 
Bao-Jun Tang, Hua Liao, Yi-
Ming Wei

I-40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energy consump-
tion-related GHG emissions in China's crop 
production systems

Energy Policy Wei Zhen, Quande Qin, Yi-
Ming Wei

I-41

Does Industrial Waste Reuse Bring Dual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vidence of Incor-
porating the Indirect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Bin Zhang, Zhaohua Wang, 
et al.

I-42

Oper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China's thermal power industry: Taking an 
effectiveness measure as complement to an 
efficiency measur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Ke Wang, Jieming Zhang, 
Yi-Ming Wei

I-43
Changes to pollutants and carbon emission 
multipliers in China 2007–2012: An in-
put-output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Li-Jing Liu, Qiao-Mei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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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篇名 期刊名 作者

I-44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abatement 
efficiency measurements of China’s thermal 
power industry: 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based materials balance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Ke Wang, Yi-Ming Wei, 
Zhimin Huang

I-45
On the convergence in China's provincial per 
capita energy consumption: New evidence 
from 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Energy Economics Yu Hao, Hui Peng

I-46
Woul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ffect home 
pric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s 
key citi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Yu Hao et al.

I-47
Forecasting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demand in 
provincial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Hua Liao, Yanan Liu, Yixuan 
Gao, Yu Hao, Xiao-Wei Ma 
et al.

I-48
Dynamic life course analysis on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Biyiing Yu, et al. 

I-49
CO2 emissions efficiency and marginal 
abatement costs of the regional transporta-
tion sectors in Chin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Zhaohua Wang, et al.

I-50
Inequality of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ase study of 
urban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Tingru Yang, Wenling Liu

I-51
Selection of overseas oil and gas projects 
under low oil price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ao-Jun Tang, et al.

I-52
A study on overseas oil and gas investment 
to avoid the risk of the changes in tax poli-
cies: A case in China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ao-Jun Tang, et al.

I-53
Incorporating the transport sector into car-
b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an overview 
and outlook

Natural Hazards Xiao-Yi Li, Bao-Jun Tang

I-54
Research on the initial alloc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quotas: evidence from China

Natural Hazards Yu-Jie Hu, Rong Han, Bao-
Jun Tang

I-55
The effect of the driving restriction policy on 
public health in Beijing

Natural Hazards Yan Liu, Zhijun Yan, et al.

I-56

Assessing the synergistic reduc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energy environmental taxes: the 
case of China

Natural Hazards Hong-Mei Deng, Qiao-Mei 
Liang

I-57

Approaches to carbon allowance allocation 
in China: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Natural Hazards Yun-Fei Yao, Qiao-Mei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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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篇名 期刊名 作者

I-58
Residential Fuel Choice in Rural Areas: 
Field Research of Two Counties of North 
China

Sustainability Jingwen Wu, Bingdong Hou, 
Ruo-Yu Ke, Hua Liao, et al.

I-59
Rebound effects for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use in urban China: an aggregation analysis 
based E-I-O and scenario simulation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Milin Lu, Zhaohua Wang

I-60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the power industry: a distinguishing analysis 
between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Ke Wang, Chia-Yen Lee, 
Jieming Zhang, Yi-Ming Wei

I-61

On selecting directions for directional dis-
tance functions in a non-parametric frame-
work: a review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Ke Wang, Yujiao Xian, 
Chia-Yen Lee, Yi-Ming Wei, 
Zhimin Huang

I-62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energy con-
sumption,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situa-
tional factors: evidence from Beijing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Guo Li, Wenling Liu, 
Zhaohua Wang, et al.

I-63

The driving forces of the change in China's 
energy intensity: An empirical research 
using DEA-Malmquist and spatial panel 
estimations

Economic Modelling Junbing Huang, Dan Du, Yu 
Hao

I-64
Causality between oil prices and the stock 
market in China: The relevance of the re-
formed oil product pricing mechan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Elie Bouri, Qian Chen, Don-
ald Lien, Xin Lv

I-65
Does economic performance affect officials’ 
turnover? Evidence from municipal govern-
ment leaders in China

Quality & Quantity Yaobo Shi, Chun-Ping 
Chang, Chyi-Lu Jang, Yu 
Hao

I-66
Analysis of interregional industry linkage 
and economic distanc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mining industry

Applied Economics Zhaohua Wang, et al. 

I-67

Key sectors in carbon footprint responsibili-
ty at the city level: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e Change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Jing Tian, Julio Lumbreras, 
Celio Andrade, Hua Liao

I-68
Impacts of leader-follower structure on pric-
ing and production strategies in a decentral-
ized assembly system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Guo Li, et al.

I-69
Estimating the constant elasticity of variance 
model with data-driven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ethod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Shuang Xiao, Guo Li,et al.

I-70
Does 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deteriorate 
environmental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Energy & Environment Boying Li, Yu Hao,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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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碳流动新模式研究
作者：魏一鸣教授等

研究概要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逐步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面临着能源、环境与气
候变化等重大问题的挑战。在国家系统性改革措施促进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步转变，中国国
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产生的碳流动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此背景下，该研究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
变对区域碳流动的影响。
 
作者编制了中国2012年省级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基于国家发布的最新省级投入产出表，作者使用引力模
型编制了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可以描述30个省份30个经济部门之间的贸易关系（由于数据等原因，本
模型不包括港、澳、台、西藏地区）。作者进一步将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模型GTAP
数据库链接，可以描述中国30省份与世界139个国家或区域的贸易关系。基于此模型，本文评估了2007
、2010和2012年中国30省份之间碳流动。本文主要讨论虚拟碳流动，即隐含在贸易产品和服务中的碳排
放。结果表明，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产生的碳流动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研究成果

 Mi, Z. F., Meng, J., Shan, Y. L., Guan, D., Song, M. L., Wei, Y. M., Liu, Z., Hubacek, K. (2017). Chinese CO 2 
emission flows have reversed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Nature Communications, 8(1), 1.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7-01820-w

我国省际碳足迹及隐含碳转移研究
作者：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我国各省份在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消费模式的差别导致了我国各省碳排放量呈现了巨大的差异性，同
时由于商品和贸易的流动伴随产生了大量的隐含碳排放转移。本论文基于我国2007年与2010年的30省市
区间投入产出表，构建了环境拓展型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我国30省在2007年与2010年的碳足迹
情况及由于商品和贸易流动带来的30省之间隐含碳排放的转移及其时空变化特征。论文还对引起我国各
省碳足迹的消费类型及隐含碳排放的流入流出及其部门组成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了相关的政策建
议。

研究成果

 Wang, Z., Yang, Y., & Wang, B. (2018). Carbon footprints and embodied CO 2 transfers among provinces in 
China.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82, 1068-1078.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rser.2017.0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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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效率评价研究
作者：王兆华教授、王科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本研究基于统计数据探讨了环境因素对光伏（PV）电厂发电效率可能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采用美国70
家并网光伏电厂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因素对光伏电厂的发电性能不会造成显著的影响，最有利的
环境条件对光伏电厂的整体效率的促进不超过9%。本研究使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效率评价方法估计
了温度、云量、海拔、风速、降水和纬度等六个环境因素对太阳能资源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温度是影
响光伏电厂效率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各电厂应根据自身的位置和条件采用相应的冷却技术以提升运作效
率；虽然美国各个州的财政激励措施加快了光伏发电在美国的发展，但没有体现出提高光伏电厂发电效
率的正外部性。

研究成果

 Wang, Z., Li, Y., Wang, K., & Huang, Z. (2017). Environment-adjuste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olar photovoltaic power plants: A three stage efficiency analysis.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76, 1153-1162.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rser.2017.03.119

新能源汽车激励政策研究
作者：张祥教授等

   
研究概要

新能源汽车是国家 “十三五”战略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发展领域，对于能源安全、清洁空
气及汽车和交通行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量2015及2016连续两年位居世界
第一。这背后各级政府的激励政策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这些激励政策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大规模推广新
能源汽车的？中央、区域及地方激励政策的侧重点有何异同？还面临哪些挑战？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该文以京津冀地区为重点，提出了激励政策依存分析方法，并以2006年1月至2016
年4月175份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为基础，识别国家、区域、及京津冀各省市的激励政策体系及其依存关
系；发现国家政策虽然主导着区域及各省市激励政策，在确保实现减少石油消耗、清洁空气和振兴汽车
产业的共同目标下，区域与各省市激励政策还各有所侧重；2016年及以前的推广量主要在公共领域及限
购城市，限购和非限购城市推广量非常不均衡，非限购城市私人领域的推广还有待探索成熟的市场推广
模式。

研究成果

 Zhang, X., & Bai, X. (2017). Incentive policies from 2006 to 2016 and new energy vehicle adoption in 2010–
2020 in China.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70, 24-43.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rser.2016.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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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能源管理运营模式选择研究
作者：魏一鸣教授等

研究概要

合同能源管理是一种运用市场手段促进节能减排的新型服务机制。合同能源管理的本质是节能服务公司
与用能单位采用契约的形式制定节能目标，为了实现该目标，ESCO向用能单位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包
括节能诊断、融资、改造等，以节能效益分享的方式回收项目的投资和获得合理的利润。合同能源管理
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以节能效益分享型节能量保证型能源费用托管型和节能融资租赁型为主的多种商
业模式。选择合适的合同能源管理商业模式对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节能的效益和节能的成。败具有较显
著的影响。

该研究在梳理不同的合同能源管理运营模式的特点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构建了节能项目本身用能单位
节能服务公司和外部环境共4个一级指标 13 个二级指标的合同能源管理商业模式选择的指标体系。考虑
能源合同管理商业模式的复杂性，采用语言变量表达决策者的偏好，同时将决策者的心理行为融入到决
策过程中。该文采用一种较新的行为决策方法TODIM，根据问题的特征，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粒度语言
和熵测度的扩展TODIM。敏感性分析表明决策者的心理行为会影响能源合同管理商业模式的选择。一
个校园的数值例子表明了该模型和方法的有效性。

研究成果

 Qin, Q., Liang, F., Li, L., & Wei, Y. M. (2017). Selection of 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 business models: A 
behavioral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72, 422-433.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rser.2017.01.058

中国沿海地区能源效率分析
作者：魏一鸣教授等

研究概要

在面临化石能源枯竭和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背景下，能源效率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沿海地区
具有临海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也是中国能源消费集中的区域。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表明2012年沿海地区的能源消费量占据了全国的60%以上。制造业部门能源消费量大，能源强
度高，提升制造业的能源效率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制造业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因
而分析沿海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将对中国以提高能源效率为导向、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
调整提供支撑。

该研究以中国沿海12省市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的效率模型分析沿
海地区的能源效率。从空气排放的视角出发，将二氧化碳和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作为能
源消费的非期望产出。采用结合径向和非径向混合的基于Epsilon测度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沿海地区的
静态能源效率进行分析。三种非期望产出的权重根据他们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确定。提出了一个基于方
向性距离函数的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析沿海地区的动态能源效率。研究结果表明中
国沿海地区的能源效率在2001-2012年间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各省市经济发达程度与能源效率成正
向关系。当考虑非期望产出时，各省市的能源效率影响都较大，沿海地区的节能减排的潜力巨大。技术
进步是促进提高中国沿海地区能源效率的最重要因素，规模效率和管理水平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研究成果

 Qin, Q., Li, X., Li, L., Zhen, W., & Wei, Y. M. (2017). Air emissions perspective on energy efficiency: An em-
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coastal areas. Applied Energy, 185, 604-614.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apenergy.2016.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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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技术监测和主路径识别研究
作者：魏一鸣教授等

研究概要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各国正尝试从“化石能源经济”向“清洁能源经济”完成安全地、经济地转
型，其中，以页岩气为代表的新兴资源会成为未来世界能源的重要组成。中国作为世界上页岩气资源最
多的国家，在能源“十三五”规划中也将页岩气开采利用作为了重点研发项目。为了使得国家在技术发
展初期，推广页岩气技术时有据可循，并在鼓励企业和部门进行页岩气技术的创新研发过程中，支撑国
家制定高效、切合实际的国家战略预见决策，需要我们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来分析和比较页岩气技术的
发展现状，并实现对技术发展主路径上的潜在突破性技术的技术监测，展望未来可能发展的潜在领域，
为各国高效、长远地发展页岩气技术提供坚实基础和方向指导。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页岩气的专利数据，结合专利地图量化分析页岩气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技术
创新活动现状；并且提出了“前引全路径”动态算法，用以识别页岩气技术集群中的关键发展路径，同
时监测潜在突破性技术。并对专利摘要采用主题建模和文本挖掘技术识别创新活跃度高和未来可发展的
潜在主题。研究表明，目前页岩气的热点技术领域主要有：开采技术（包括增产技术）、压裂液环保技
术以及地质勘探技术；文本挖掘技术识别出了页岩气领域中五个具有较高创新活跃度的潜在主题是：天
然气合成碳氧化合物技术、水力压裂技术、压裂支撑剂技术、水平井技术和储层勘探模拟技术；通过对
技术集群的专利布局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未来关键的可发展技术领域有：页岩气勘探选区精细化模拟
技术、深层水平井多段压裂及配套技术、页岩气开采中的水处理及环保技术。

研究成果

 Wei, Y. M., Kang, J. N., Yu, B. Y., Liao, H., & Du, Y. F. (2017). A dynamic forward-citation full path model for 
technology monitoring: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shale gas industry. Applied Energy, 205, 769-780.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apenergy.2017.0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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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火力发电的最优生产规划研究
作者：唐葆君教授等

研究概要

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出台了关闭小煤电机组的一系列政策，以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但煤炭作为
主要发电能源的现状在短期内很难改变。针对有效关闭小型发电机组这一问题，该研究建立了考虑经济
和技术的成本最小化发电规划模型，囊括了电力需求、总装机容量、碳捕获等多种约束，并同时涉及
CCS技术可变成本和应急支付成本。对2016-2030年中国煤电行业的研究结果显示，规划期间的煤电需求
和总成本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燃油成本和运维成本明显降低，低效率单位数量逐渐下降，低碳单位
数量略有增加，碳排放总量大幅度下降。

研究成果

 Tang, B. J., Li, R., Li, X. Y., & Chen, H. (2017). An optimal production planning model of coal-fired power 
industry in China: Considering the process of closing down inefficient units and developing CCS technologies. 
Applied Energy, 206, 519-530.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apenergy.2017.08.215

中国电厂排污分配问题研究
作者：李果教授等

研究概要

排放许可证（AEP）制度环境治理和运营管理有重大影响，其分配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
向。AEP结果能否持续保持系统帕累托最优仍不清楚，在以往的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该文从现实的实例出发，通过将AEP过程分为前期观察过程和两阶段监管计划来填补这一空白。基于经
典的数据包络分析（DEA）理论，文章应用每个阶段状态变量的特征来构建概念AEP模型。考虑到不
同的实际情况，作者将这个概念AEP模型扩展到三个不同的AEP模型：非限制，均匀限制和异构限制的
AEP模型。 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三种模型的分配方案都是系统帕累托最优。该模型优于其他AEP方法的优
点是真实世界的易处理性，可执行性和系统帕累托最优性。 该文还进一步对我国大型百万千瓦燃煤电厂
二氧化硫排放许可分配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非均匀限制的AEP模型比非限定的和
均匀的限制AEP模型表现出更高的性能。因此，建议中国燃煤发电行业在实际分配二氧化硫排放许可证
时应采用异质限制的AEP模式。

研究成果

 Ji, X., Li, G., & Wang, Z. (2017). Allocation of emission permits for China’s power plants: A systemic Pareto 
optimal method. Applied Energy, 204, 607-619.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apenergy.2017.0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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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顺风车共享出行环境效应评估研究
作者：余碧莹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共享出行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交通出行模式，对既有的传统交通方式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
会舆论也对其外部性产生了诸多质疑，如共享出行是否会增加用户的出行需求、其提供的交通服务是否
会对环境产生负效用等等。本文从这个话题出发，聚焦于顺风车共享出行，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目前
顺风车共享出行服务具有什么特征？顺风车共享出行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如何扩大顺风车共享出行节能
减排效益？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滴滴@北理工分享经济与行为能源联合实验室”结合滴滴智能出行大数据，对北京
地区顺风车共享出行带来的直接和间接节能减排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估，主要包含能源消耗和主要气体排
放（二氧化碳、一次生成PM2.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核算，以及顺风车在不同情景下的节能减排
潜力。

结果显示，顺风车共享出行直接和间接的节能减排效果均十分显著。2016年，顺风车出行直接节约了
2.7万吨标煤能源消耗，减少了4.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10.2吨一次PM2.5排放、38.3吨二氧化硫排放以及
235.7吨氮氧化物排放。从中长期来看，由于顺风车共享出行的服务会改变用户未来换购和增购机动车
的行为，预计会减少19.6万吨标煤能耗，61.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306.9吨一次生成PM2.5排放，1149.2吨
二氧化硫排放，1447.0吨氮氧化物排放。此外，根据情景分析可得，通过提高顺风车共享出行中电动汽
车的占比，或提高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发电的清洁能源占比都能够有效地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研究成果

 Yu, B., Ma, Y., Xue, M., Tang, B., Wang, B., Yan, J., & Wei, Y. M. (2017). Environmental benefits from rideshar-
ing: A case of Beijing. Applied Energy, 191, 141-152.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apenergy.2017.0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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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和非可再生能源消耗对EKC的作用
作者：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由于全球变暖带来的气候变化，进而破坏整个地球的气候事件不断发生。并且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的根
本原因和主要威胁。温室气体阻碍了环境中的高温，从而增加了地球的整体温度。位于南亚的巴基斯坦
主权国家，拥有丰富的景观，但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和气候变化。本文研究将以巴基斯坦作为研究对象进
行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检验来分析巴基斯坦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
源消耗的情况。文章运用时间序列一1970-2012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和不可再生能源消费中起主导作用，并且是促进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原因。研究还发现，双向因
果关系不仅存在于可再生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而且还存在于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之
间。

研究成果

 Zhang, B., Wang, B., & Wang, Z. (2017). Role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non-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on 
EKC: Evidence from Pakista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56, 855-864.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7.03.203

中国能源强度减少潜力研究
作者：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能源强度是能源环境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反应了一个国家、地区或者企业的能源使用效率。当
前，中国政府在一系列的重要文件中都制定了减少能源强度的目标。依托此背景，本文使用数据包络分
析方法对我国30个省份的能源强度减少潜力进行了严格精确地测算，为各个地区制定科学合理的能源强
度减少目标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和建议。

文章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能源强度减少潜力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能源强度大约能够减少
10-20%左右；而西部地区的能源强度能够减少30-45%.整个国家的能源强度能够减少25-30%左右。该研
究结果可以为地区制定能源强度减少目标提供一个科学的借鉴。

研究成果

 Wang, Z., & He, W. (2017). Regional energy intensity reduction potential in China: A non-parametric analysis 
approach.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49, 426-435.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7.0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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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研究
作者：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环境污染和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清洁环保的新能源汽车逐步得到汽车厂商和政
府的推崇，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也得到政策的大力扶植。在这样的环境下，了解我国新能源汽车消费者的
行为、心理和规律，对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研究结果识别出影响居民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因素有：经济收益、充电设施、政策优惠和环保观念和
政策的优惠政策。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研究成果

 Wang, Z., Zhao, C., Yin, J., & Zhang, B. (2017). Purchasing intentions of Chinese citizens on new energy vehi-
cles: How should one respond to current preferential polic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7.05.154

企业合作减排研究
作者：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企业间通过合作减少碳排放是分担碳税压力的一种有效方式。由于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使
得其易促进企业间合作的形成。论文主要研究了企业地位不对等的供应链中，核心企业如何通过合理分
配减排资金，协调上下游企业间低碳生产技术升级策略的选择，使得在不损害合作企业利益的基础上，
核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首先，论文构建了独立减排模型，用于分析企业独立减排时的总成本、利润等信息。其次，在此基础
上，论文将企业细分为核心企业和合作企业两类，并通过引入技术合作模式和资金合作模式，构建了合
作减排模型。然后，论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Agent系统的优化方法，用于模拟各企业之间协商，以实现
合作模型的优化求解。最后，论文通过一个算例验证了模型和求解方法的合理性。算例的计算结果表
明，合作减排模式比独立减排模式更有优势，它通过合理分配减排资金，协商企业间的内部价格和相关
的合作技术，能进一步优化供应链中各企业的减排结构，进而提高各企业的利润空间。

研究成果

 Wang, Z., He, S., Zhang, B., & Wang, B. (2017). Optimizing cooperativ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mong 
enterprises with non-equivalent relationships subject to carbon taxatio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7.1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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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碳排放交易试点评价研究 
作者：唐葆君教授等

研究概要

作为碳排放交易试点城市之一，北京在国家干预和市场监管下一直奉行低碳发展战略。为了考察北京试
点的运行情况，该研究从交易状况、合同执行情况和政策完善程度等方面进行定性分析，并利用TOP-
SIS模型建立了北京碳市场综合评价体系，以评估机制的运行绩效和成熟度。结果表明：北京碳市场的
综合能力在七个试点中排名第二；但由于市场流动性不足，北京碳市场的成熟度相对较差；运营管理良
好，但经济效益仍有待提高。此外，文章还为改善北京碳市场的建设提供了若干措施建议。
    
研究成果

 Hu, Y. J., Li, X. Y., & Tang, B. J. (2017). Assessing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and maturity of the carbon 
trading pilot program: The case study of Beijing’s carbon marke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7.03.205

电动汽车潜力和环境影响研究
作者：唐葆君教授等

研究概要

北京是2013年第一批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试点城市，同时也是民用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试点城市。2016
年是“十五”计划的开始，也是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节点。在此背景下，该研究利用燃料生命周期
评估方法，对电动出租车、电动客车、电动清洁车和租赁电池电动汽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目
前北京所有类型的电动汽车均具有正向的节能减排积效应，预计到2020年底将节约19亿公斤的电力消
耗，并减少394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文章认为发电结构和燃料类型因素对上述减排效果起到关键作用。

研究成果

 Ma, Y., Ke, R. Y., Han, R., & Tang, B. J. (2017). The analysis of the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potentiality of 
environmental effect: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from 2016 to 2020.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45, 395-406.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6.12.131

卷烟制丝生产线中碳减排问题研究
作者：唐葆君教授等

研究概要

该研究提出一种采用e-p方法的综合模型，利用2015年三家中国卷烟企业的能耗数据，研究结果显示，
叶片回潮段和叶丝干燥段中能源强度因子的变化可以导致单位烟丝能源强度分别降低18％-47％和9％-36
％，而就生产率而言，降低梗丝比例可导致单位烟丝能源密度减少15％-33％。另外，情景分析进一步
挖掘了工艺优化和产品结构升级带来的节能减排潜力。研究还探讨了实现卷烟企业节能减排目标的有效
措施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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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Wang, Q., Li, X. Y., Zhang, Z. T., Tao, Z. L., & Tang, B. J. (2017).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in tobacco pri-
mary processing line: A case study in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7.11.055

居民收入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研究
作者：余碧莹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居民的消费也随之产生显著变化，从而影响到中国的能源消费
和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消费存在显著差异。该成果通过将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划
分为不同收入组，分别分析了他们的消费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发现城镇与农村家庭以及不同收入阶层
家庭间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不平等现象，城镇家庭的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高于农村家
庭，且高收入家庭的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并提出需要针对不同收入阶层家庭制定
差异的减排政策，促进向居民提供医疗保健、食品等服务的行业的生产效率，和推广绿色消费模式等。
该成果对于中国从消费侧制定减排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研究成果

 Zhang, J., Yu, B., Cai, J., & Wei, Y. M. (2017). Impacts of household income change on CO2 emis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57, 190-200.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7.04.126

气候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作者：郝宇副教授、魏一鸣教授等

研究概要

长期以来，科学家和学者们对于温室气体（主要是CO2）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做了大量研究，但少有学
者进一步讨论气候变化对碳排放的可能反馈作用。本研究中，利用中国29个省份1995-2011年的面板数
据，特别是我们自行计算的采暖度日数 (Heating Degree Days)和降温度日数 (Cooling Degree Days)数据，
分析了气候变化本身是如何影响中国省域碳排放水平的。测算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大约1.687%的碳
排放是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主要是受气候变化影响夏季制冷和冬季采暖导致能源消费变化引起的。这
一发现，对于进一步制定合理控制碳排放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

研究成果

 Hao, Y., Chen, H., Wei, Y. M., & Li, Y. M. (2016).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on CO 2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 empirical estimation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31, 
667-677.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6.0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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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和环境质量的关系研究
作者：郝宇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在各个领域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质量却在不断
恶化。为了探索经济因素对环境的影响，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探究了人均GDP、城镇化进程、工业结
构等因素与环境质量的关系，部分学者也开始将目光投向政府的金融、货币财政政策。然而，中国政府
的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未曾有学术文献展开详细探讨。

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广大，各地区差异明显，为了充分考虑地区差异，该研究创新地采用了中国106个城
市从2002年到2014年的市级面板数据，更加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在进行回
归分析的过程中，该研究将财政支出对环境的影响进一步细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并分别作出了
测算。文章首先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固定资产投资为解释变量，计算了财
政支出对GDP的直接影响。之后，在第二阶段的测算中，又以二氧化硫(SO2)、烟尘(Soot)和化学需氧量
(COD)三种污染物作为因变量，测算了政府支出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首先，尽管存在地区差异，政府的财政支出确实对污染物排放量有着显著的影
响，且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间接影响而非直接影响。在样本期内， 政府总支出的增加对二氧化硫和化学
需氧量的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相反的，在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之后，财政支出的上升会促进烟尘的
排放。其次，间接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人均GDP对环境的影响。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二氧化硫和烟
尘排放量呈下降趋势，而化学需氧量却持续增加。因此，政府需要对化学需氧量的排放进行更加严格的
管控。此外，研究发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绿色面积的增加有助于污染物减排。因此，政府应
该鼓励投资并不断扩大绿地面积。

研究成果

 Zhang, Q., Zhang, S., Ding, Z., & Hao, Y. (2017). Doe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ffect environmental quality? 
Empirical evidence using Chinese city-level dat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61, 143-152.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7.05.096

环境污染、经济发展和公众健康之间的动态效应
作者：郝宇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健康损害引起了人们的广
泛关注。然而，在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公共健康水平有何差异，并未
有学术文献对其展开有针对性地探讨，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环境污
染、公共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了对我国21世纪初至今省区层面上经济、环境与人口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系统性的实证分析，文
章利用2002—2014年我国30个省市的二氧化硫、烟粉尘和废水排放指标和总体死亡率、围产儿死亡率及
儿科门诊人次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描述经济、环境和健康三者之间关系的联立方程模型来研
究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分析了我国21世纪以来省区层面上经济、环境与人口健康的相互影响，进一步
证实了中国地区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二氧化硫、烟粉尘和工业废水的排
放产生的环境污染与总体死亡率、围产儿死亡率和儿科门诊人次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人均实际GDP对
围产儿健康状况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教育状况、医疗状况对经济增长和人口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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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Lu, Z. N., Chen, H., Hao, Y., Wang, J., Song, X., & Mok, T. M. (2017).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blic health: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66, 134-147.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7.08.010

空气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作者：郝宇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近年来，雾霾在中国北部和东部频繁发生，空气污染在国内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环境污染对经
济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一直被忽略。为了解决可能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2013
年至2015年的市级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分析了PM2.5的浓度对人均GDP的影响，以2005年为为
例，其他条件不变时，PM2.5的浓度每增加5μg/m3会导致人均GDP有2500元的损失。此外，实证结果表明
经济的持续发展对降低PM2.5的浓度有利。

研究成果

 Hao, Y., Peng, H., Temulun, T., Liu, L. Q., Mao, J., Lu, Z. N., & Chen, H. (2017). How harmful is air pollu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evidence from PM 2.5 concentrations of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
duction.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7.10.195

低碳政策的创新效果研究
作者：刘文玲副教授、王兆华教授

研究概要

创新影响一直是衡量环境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催生了大量的气候
政策，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低碳政策，然而，这样一些环境政策在企业
创新驱动方面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却不得而知。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研，研究了我国几大高耗能行业中企业在不同气候政策压力下所做的节能减排的努
力，尤其是过程中技术创新和扩散行动的采取情况。研究表明，气候政策在推动企业采取管理节能行动
方面作用非常显著，但对于促进企业的技术升级和改造方面相对效力较弱。规制类政策措施对于促进企
业进行一些短期的行为调整方面发挥着更大的效力，而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对于企业进行相对长期的战
略调整，如增加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等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研究成果

 Liu, W., & Wang, Z. (2017). The effects of climate policy on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in energy inten-
sive industrie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42, 3748-3758.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6.10.090

I
期
刊
论
文

21

I-23

I-22



基于产业关联与需求驱动的北京市碳排放评估研究
作者：廖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城市碳排放的研究在数据核算、因素分析、特征探究、影响分析、未来预测和控制策略等方面得到广泛
开展，但未在碳排放核算方法、驱动因素和对策方面达成统一。因此，本文从产业关联、需求驱动与居
民收支的角度出发，初步核算每一个行业和城乡居民部门的碳排放及探究其驱动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与2005年相比，在2012年，（1）碳排放集中在制造业、交通、仓储和邮政业和城镇居
民，受省际调出驱动最大，但碳泄露行业增多；（2）在中间投入产出系统中，房地产业的隐含碳强度
最大（0.07千克每元）；（3）在整个产业网络中，制造业和交通部门在碳排放的产业内项关联中占主
导，制造业在复合关联中占主导，第二产业在净前项关联中占主导，第三产业在净后项关联中占主导；
（4）受居民影响的碳排放对北京市碳排放总量影响显著，主要为收入引致的影响，并具有明显的城乡
差异但在产业分布模式上相似。

研究成果

 Liao, H., Andrade, C., Lumbreras, J., & Tian, J. (2017). CO2 emissions in Beijing: Sectoral linkages and 
demand driver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66, 395-407.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17.08.033

农村炊事燃料选择研究
作者：廖华教授、魏一鸣教授等

研究概要

生物质能、煤炭等固体燃料在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这也是我国能源贫困问题的重要方面。本文利用微
观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炊事用能的现状、转换和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和农村地区对炊事燃料的使用存在巨大差异，2011年农村地区有60%以上的
家庭选择固体燃料作为主要的炊事燃料，而城镇地区这一数据仅为5%左右。（2）从2008年到2012年，
农村地区对燃料的选择从固体燃料向清洁燃料有了明显的转换。（3）距离最近的农贸市场的距离、煤
炭价格、可获得性、受教育水平等都对家庭燃料选择存在显著的影响。

研究成果

 Hou, B. D., Tang, X., Ma, C., Liu, L., Wei, Y. M., & Liao, H. (2017). Cooking fuel choice in rural China: 
results from microdat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42, 538-547.
论文下载地址：http://dx.doi.org/10.1016/j.jclepro.2016.0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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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机动车限行政策对空气质量与呼吸系统疾病入院率的影响研究
作者：颜志军教授等

研究概要

已有研究表明机动车限行政策对日均空气污染水平和公众健康水平有显著关系，由于空气污染只有超过
一定水平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利用了2007-2009年每日API和PM10是否超出国家二级标
准、每日门诊人数、每日急诊人数、呼吸系统每日门诊人数、呼吸系统疾病每日入院人数的数据，在断
点回归的基础上分别验证了北京市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政策和尾号限行政策与空气污染超标概率和各类健
康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1）单双号限行前后和尾号限行前后，北京市每日API和PM10超标的概率均显著下
降；（2）两类限行政策使得每日门诊、每日急诊、每日呼吸门诊、每日呼吸入院的人数均显著下降；
（3）限行政策对健康的影响在冷季、对女性和老年人健康影响更大。由此可见，两类限行政策实施初
期确实带来了可观的环境和健康收益。

研究成果

 Liu, Y., Yan, Z., & Dong, C. (2016). Health implications of improved air quality from Beijing's driving re-
striction polic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19, 323-328.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vpol.2016.10.049

我国钢铁行业碳减排成本估算研究
作者：王科副教授、魏一鸣教授等

研究概要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利用距离函数估计方法来对中国的减排成本
进行估算成为了新兴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省级层面或行业层面）
的成本估算，很少有关注于企业层面的成本估算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方向性距离函数（Directional dis-
tance function）更适合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条件下来估算减排成本，但对于方向向量的选取始终较为武
断，缺乏共识。因此，本研究基于产出导向的二次方向性距离函数，估算了2014年中国钢铁企业CO2的
影子价格，并探讨了不同方向向量（代表不同的生产与减排策略）的选取对影子价格估算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钢铁企业二氧化碳的影子价格对方向向量的选取非常敏感。三种方向向量g = (1, 0)
，g = (1, -1) 和 g = (0, -1) 下的CO2影子价格均值分别为407, 1226和6058元/吨。研究也表明了大型钢铁企
业、上市钢铁企业的碳减排成本要比小钢铁企业、非上市钢铁企业的碳减排成本更低。本研究为我国碳
减排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研究成果

 Wang, K., Che, L., Ma, C., & Wei, Y. M. (2017). The shadow price of CO 2 emissions in Chi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598, 272-281.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scitotenv.2017.0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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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的能源环境绩效评估研究
作者：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能源绩效和碳排放绩效的评估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当前许多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对宏观层面、微观层
面的能源和碳排放绩效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然而为了准确地测算这些绩效指标，我们需要对生产技术
进行准确地刻画。当前大部分研究都是假定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个强假设，与社会实际
不完全相符。为此本文借助于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建了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的能源环境绩效
评估模型，并将新的模型应用到了APEC 成员国的能源环境绩效的评估中。

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与碳排放绩效存在明显差异，发达国家的能源与碳排放
绩效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能源绩效与碳排放绩效和能源强度，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结构存在显著相关
性。
 
研究成果

 Wang, Z., He, W., & Wang, B. (2017). Performance and reduction potential of energy and CO2 emissions 
among the APEC's members with considering the return to scale. Energy, 138, 552-562.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ergy.2017.07.059

收入差距对电力消费的影响研究
作者：郝宇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城乡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节能减排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实现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重要挑战。探
究城乡收入差距对电力消费的影响，对制定合理的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电力消费相关政策
及节能环保相应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化石能源消费量的不断增加成为了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重要议题。本研
究首次利用1996年至2013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均电力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
分析。充分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正交差分广义矩方法（GMM）为基准的估计方法。保证
了估计的稳健性，以泰尔指数和人均城乡收入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估计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
对电力消费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水平。在现阶段，收入差距对省际人均电力消费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两者呈现倒U形关系。此外，其他经济和社会因素，包括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人口结构的调
整，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也可能促进电力消费的增加。

研究成果

 Dong, X. Y., & Hao, Y. (2018). Would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Energy, 142, 215-227.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ergy.2017.1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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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减排协同效应研究综述
作者：梁巧梅教授等

研究概要

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是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自1992年以来，很多国家都实施
了国家层面的减排计划来缓解气候变化，这些行动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中达到顶峰。迄今为止，《
巴黎协定》缔约方提交了165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自定贡献预案（INDCs），详细说明了他们减
少排放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由于政治、成本及公平性等原因很难有效实施，也很难将全球温升控
制在工业前水平的2℃以内。这种无效性也导致了越来越多对温室气体减排所产生的协同效应的研究兴
趣。

此研究采用系统综述的方法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应相关的1554篇文献进行了分析。基于文献计量的
结果，这篇综述从协同效应的类型，减排部门，地理区域和方法层面进行分类归纳。研究发现，最受研
究者关注的协同效应是温室气体减排对生态系统、经济活动、健康、空气污染和资源效率的影响。受到
关注较少的协同效应包含减排对冲突和灾害抵抗力、贫困减缓、能源安全、技术溢出和创新以及食品安
全的影响。研究较多的减排部门包含农林及其它土地使用部门、电力、交通和居民部门，对工业部门的
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针对协同效应的研究是从全球层面进行分析的，较少的研究从城市层面或聚焦大
洋洲和非洲进行分析。最后，相比于经济方法和社会科学的方法，科学和工程类的方法被更加广泛地使
用在协同效应的研究当中。考虑到较少被研究到的协同效应类型仍然具有潜在的局部影响力，工业部门
等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较大，而且非洲及南美洲等仍然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这篇综述有
助于研究者寻找到温室气体减排协同效应方面的研究空白。

研究成果

 Deng, H. M., Liang, Q. M., Liu, L. J., & Anadon, L. D. (2017). Co-benefits of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a 
review and classification by type, mitigation sector, and geography.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88/1748-9326/aa98d2

居民节能家电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用电器产品的使用、数量和种类都呈快速增加和迅速普及之势，据统计，最近
二十年家用电器和其他耗能产品的使用总量已经翻了一番（中国统计年鉴，2013）。家用电器已经成为
居民家庭能源消耗的主要来源，家庭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约70%来自于家用电器。由此可见，培养并增强
居民消费者的节能家用电器方面的意识，推广应用节能家电，对实现中国节能减排的目标有重大意义。

为了探究我国实施的激励补贴政策（“惠民工程”）对居民节能家电购买意愿的影响，本研究从微观层面
入手，基于全国范围内的问卷统计结果，来探索补贴政策后我国的每个居民个体是否从心理和意识方
面对节能家电的购买发生了变化。研究方法采用偏最小二乘的结构方程模型，对TPB理论模型进行了拓
展，其中加入了政策环境的影响。研究显示，政策环境变量不显著，表明该补贴政策的实施没有从根本
上改变人们的购买意识和行为，而居民的环保意识、过去购买经历、社会关系以及年龄和教育水平都显
著地影响人们的购买意愿。最后，针对这一研究结果，对中国的节能家电补贴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并从政策实施时间、实施对象及实施方式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成果

 Wang, Z., Wang, X., & Guo, D. (2017).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purchasing intentions towards energy-effi-
cient appliances among China’s urban residents: Do subsidies work?. Energy Policy, 102, 430-439.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6.1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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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油气项目的投资时机分析
作者：唐葆君教授等

研究概要

中国海外石油投资是国家能源安全的有力支撑。在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中，海外石油项目的收益性
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前的油价低环境下，石油公司亟需一套应对不确定因素的评估
和投资决策方法。

基于此，为了回答企业何时进行投资这一关键问题，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唐葆
君教授和博士生周慧羚、陈浩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基于实物期权的投资时机决策模型，研
究综合了现金流法和实物期权法，分析了海外石油项目在开发生产阶段的投资机会，并考虑决策实际需
求引入了栏杆价格、累积概率和决策树工具。项目实例分析的结果显示了当前的经济可行性和理论上的
最佳投资时点。情景分析表明，较高的风险水平促使理论投资时机的提前。
　　
研究成果

 Tang, B. J., Zhou, H. L., Chen, H., Wang, K., & Cao, H. (2017). Investment opportunity in China's overseas 
oil proje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real option approach. Energy Policy, 105, 17-26.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7.02.023

CDM项目企业绩效研究
作者：张斌助理教授、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CDM项目为国内企业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进行碳减排提供了新的渠道，国际上也有很多文章对此进行
了佐证。然而，CDM项目的实施能否给企业带来声誉效应，吸引更多的投资，目前还缺乏相应的实证
研究。为解决该问题，该研究运用事件分析方法评估中国上市企业CDM认证后股票市场价值的反应，
并探讨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包括CDM项目类型、预期的碳排放配额和时间效应对价值波动的影响。研
究结果显示，CDM项目的实施会给企业的市场价值带来正面的效用，而且CDM预期的减排配额对该正
面效用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但该正面效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减弱。从项目实施类型上来看，工
业废弃资源再利用类的CDM项目比能效类的CDM项目有更好的市场反馈。

研究成果

 Zhang, B., Lai, K. H., Wang, B., & Wang, Z. (2017). Shareholder value effects of corporate carbon tra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arket reaction towards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China. Energy Policy, 110, 
410-421.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7.0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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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法规对环境投资和可持续经营影响研究
作者：李果教授、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本研究调查了排放法规政策（即应急政策与长期保护政策）对中国燃煤电厂使用的可重复使用环境设施
（例如脱硫泵）投资水平的影响。为了建立进一步分析的基准，比较排放调控政策的影响，该论文采用
经典数据包络分析（DEA）和指数学习曲线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一个改进的可持续经营绩效评估框
架。并使用所提出的数学模型对中国大陆27个主要的百万千瓦火电厂进行了实证研究。 实证分析了官方
排放政策，可重复使用环境投资（REI）与中国火电企业可持续经营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该研究成果
为中国的电力企业经理和决策者提供了政策建议，同时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在欠发达地区实施长期保护政
策，而不是应急政策。

研究成果

 Ji, X., Li, G., & Wang, Z. (2017). Impact of emission regulation policies on Chinese power firms’ reusable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s and sustainable operations. Energy Policy, 108, 163-177.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7.05.035

国内投资与外商投资对环境的影响研究
作者：郝宇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固定资产投资(FAI)和外商直接投资(FDI) 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驱动力，投资与环境污染经常被联系在
一起，在过去二十年中，外商投资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已经被深入研究。然而，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对环
境影响的差异，并未有学术文献对其展开有针对性的探讨。

为了全面的分析投资对于环境的影响，根据经济增长模型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文章使用了联立
方程模型，分析了投资对于污染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指投资的过程会造成的直接污染，间
接效应指投资影响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会对环境质量造成影响，这样投资对环境有间接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中，文章选取中国常见的两种污染物，二氧化硫以及烟尘作为因变量，并控制了人口密度和
产业结构等影响环境的因素。文章利用了涵盖2002-2015年，11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集，并采用了面板数
据固定效应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存
在明显的差异。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对二氧化硫排放量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远大于负的间接影响，因而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会恶化环境质量。 相比之下，FDI对污染物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为负，从而
总效应为负，即外商直接投资会对环境质量产生正面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政
策，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增加FDI对环境的正面影响。

研究成果

Liu, Y., Hao, Y., & Gao, Y. (2017).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ment: Evi-
dence from China. Energy Policy, 108, 271-280.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7.0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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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油价形势对我国战略石油储备策略影响研究
作者：颜志军教授等

研究概要

战略石油储备最优规模与国际原油价格息息相关，但已有研究大多关注石油供应中断危机和国际原油价
格上涨对最优规模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对最优规模的影响很少被研究。为充分考虑国际原油价格
波动新趋势的影响，合理规划我国战略石油储备储备目标，本文在已有的静态成本模型中加入反映战略
石油储备财务价值的新变量，对我国战略石油储备最优规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1）未来国际原油价格呈现上涨趋势时，我国战略石油储备最优规模较大，呈现下降
趋势时最优规模较小；（2）同时，在未来国际原油价格趋势确定的情况下，当期国际原油价格越低，
我国战略石油储备最优规模越大，当期国际原油价格越高最优规模越小；（3）如果经过合理判断能够
确定目前的国际原油价格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应加快收储节奏，增加战略石油储备规模。

研究成果

Xie, N., Yan, Z., Zhou, Y., & Huang, W. (2017). China's optimal stockpiling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oil 
price trend. Energy Policy, 105, 332-340.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7.03.008

中国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分析
作者：梁巧梅教授等

研究概要

通常的观点认为环境政策的出台能够有效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然而近期关于“绿色悖论”效应的研究对于
当前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警示。本文基于中国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以财政分权
为突破口，在控制碳排放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实证评估财政分权机制的引入对于碳减排政策作用途径
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单纯的环境政策确实能够通过倒逼机制达到降低碳排放的目的，然而由于地方政府依附
于财政分权机制的策略性响应，使其在环境政策的执行上出现“不作为”甚至“乱作为”现象，导致中国的
碳排放不降反升从而加速全球变暖，绿色悖论效应显现。此外，财政分权机制对于环境政策实施路径的
影响在不同区域以及直辖市层面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本文认为将减排工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
体系，加强环境政策执法和监督力度可以有效避免绿色悖论效应的发生。同时，为了有效规避碳减排问
题上的搭便车行为，需要实行差异化环境政策，加强跨区域环保合作。

研究成果

 Zhang, K., Zhang, Z. Y., & Liang, Q. M. (2017).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green paradox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nergy Policy, 103, 203-211.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7.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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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行业节能减排研究
作者：魏一鸣教授等

研究概要

煤电行业的节能减排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治理环境污染的重中之重，而节能减排技术的投资和推广是
实施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举措。本文以“十三五”期间中国煤电部门重点推广的32项节能减排技术为例，
基于节能供给曲线和盈亏平衡分析方法分析了煤电行业的节能减排潜力和成本，比较了发电系统不同组
成部分之间的节能潜力和成本，并对折现率、容量因子和技术进步率对节能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灵敏度分
析。

研究结果表明：：（1）32项技术在“十三五”期间的节能总潜力为27577万吨原煤，减排总潜力为49561
万吨二氧化碳。（2）32项节能减排技术整体推广应用的经济性较差，技术组合节能的盈亏平衡煤价
为866元/吨。（3）当煤电行业的碳排放纳入全国碳交易体系后，节能减排技术推广的经济性会大幅增
加，碳价均值每增加为1元/吨时，那么技术组合的盈亏平衡煤价会降低2.35元/吨。（4）在燃煤发电厂
的三大组成系统中，汽水循环系统节能减排潜力最大，但节能和减排成本也最高，因而降低汽水循环系
统的节能减排成本是燃煤电厂未来在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突破口。

研究成果

 Chen, H., Kang, J. N., Liao, H., Tang, B. J., & Wei, Y. M. (2017). Costs and potential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in China's coal-fired power industry: A bottom-up approach considering price uncertainties. Energy Policy, 104, 
23-32.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7.01.022

碳配额行业分配及减排政策模拟研究
作者：魏一鸣教授等

研究概要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目标的冲刺期，对碳排放控制提出了
刚性要求。在由局部试点建设向全国碳市场过渡的关键时期，有必要探索如何将交通运输业，尤其是道
路运输业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借助市场化手段推动节能减排。本研究构建综合评价指标，考虑决策
者偏好、客观理论实际，利用灰色预测法和趋势外推法预测2020年不同车型保有量，采用“自下而上”的
方法计算2020年道路运输业碳排放量。结果表明，“十三五”期间，道路运输业碳排放量呈现逐年增长的
趋势，到2020年达到66亿吨，保有量达到1.8亿辆。进一步设置“基准情景”、“节能情景”和“低碳情景”模
拟道路运输业碳配额分配。结合道路运输业的行业特点，建议将交通运输业纳入全国碳交易机制中，按
照行业进行碳配额分配，并从“规制”和“市场”两个角度提出政策性建议，为未来交通运输业碳交易机制
的建立及持续、健康运行提供决策参考。

研究成果

 Han, R., Yu, B. Y., Tang, B. J., Liao, H., & Wei, Y. M. (2017). Carbon emissions quotas in the Chinese road 
transport sector: A carbon trading perspective. Energy Policy, 106, 298-309.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7.0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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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魏一鸣教授等

研究概要

降低农业温室气体成为我国实现农业低碳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当前多数研究对中国种植业整体温室气体
排放进行了深入研究，而对其由能源消费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关注较少。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存在较为明
显的空间差异，因此明确区域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的现状、结构及驱动因素对实现我国农业低
碳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基于能量平衡分析方法对1997-2014年间我国整体及13个粮食主产区和18个非粮食主产区种植业
能源消费及其温室气体排放现状与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研究期内我国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有
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和时空差异特性。农作物产量与能源消费及其温室气体排放存在非共消长关系表明我
国种植业存在较大的节能减排潜力。基于拓展的卡亚波特恒等式该文认为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为区域种
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增排因素，而化肥结构与能源结构则是主要减排因素。该文同时指出
依靠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对实现区域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减排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成果

 Zhen, W., Qin, Q., & Wei, Y. M. (2017).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energy consumption-related GHG emis-
sions in China's crop production systems. Energy Policy, 104, 274-284.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7.0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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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弃物回收研究
作者：张斌助理教授、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因其资源循环利用效应广泛的应用到生态产业园的建设中，但近年来，很多生态产
业园被爆光环境污染事件频发，这背后的原因发人深省。从理论研究来看，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是否一
定能带来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双赢？这背后是否存在回弹效应问题？都很值得探讨。

为了解决回答问题，该文利用1999年到2011年我国28个省份工业废弃物回收利用数据，通过两阶段的工
具变量回归模型分析了该工业废弃物回收利用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工业废
弃物回收利用对碳排放有直接的减缓作用，但间接的回弹效应也存在。但这种回弹效应会随着经济增长
而逐渐减弱，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甚至出现反向回弹。

研究成果

 Zhang, B., Wang, Z., & Lai, K. H. (2016). Does Industrial Waste Reuse Bring Dual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 Evidence of Incorporating the Indirect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20(6), 1306-1319.
论文下载地址：http://dx.doi.org/10.1111/jiec.12375
 

我国区域火电行业效率与有效性评估研究
作者：王科副教授、魏一鸣教授等

研究概要

近些年来，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越来越严格的环境规制，对火电行业运作表现与环境表现评价方
法提出了新的需求。传统的运作效率和环境效率(efficiency)并没有考虑市场竞争以及环境规制的影响，
因此不足以用来评价在需要达到特定市场目标情况下的运作有效性和在排放目标约束下的环境有效性
(effectiveness)。作为运作效率评价方法的补充，运作有效性评价方法不仅反映了火电行业在相同投入情
况下增加电力产出的能力，也反映了火电行业的产能匹配市场需求的能力。相似地，作为环境效率评价
方法的补充，环境有效性不仅反映了火电行业在相同投入情况下减少污染物排放的能力，也反映了其履
行减排任务的能力。除此之外，环境有效性还能够帮助政府检验减排目标设置的合理性。

本研究基于效率和有效性测度方法，评估了2006-2013年中国省级火电行业的运作表现和环境表现，即
并从运作、环境、综合三个维度出发，计算出每个地区火电行业的效率和有效性。另外，基于曼奎斯特
生产指数，本研究还评估了不同年份之间火电行业运作表现和环境表现的改进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中
国火电行业在2006-2013期间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且有关火电行业产业布局的相关政策也基本取得了预
期效果。然而，本研究也指出当前我国火电行业的碳排放和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约束总体是较为宽松
的，减排目标的设定比较保守。

研究成果

 Wang, K., Zhang, J., & Wei, Y. M. (2017). Oper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China's thermal 
power industry: Taking an effectiveness measure as complement to an efficiency measure. Journal of Environ-
mental Management, 192, 254-270.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envman.2017.01.066

I
期
刊
论
文

31

I-41

I-42



I
期
刊
论
文

32

污染物和碳排放乘数的变化研究
作者：梁巧梅教授等

研究概要

该研究采用基于投入产出的结构分解法，分析了中国2007-2012年间41种最终产品的COD、氨氮、SO2
、NOx、烟（粉）尘、工业固体废弃物和CO2排放乘数变化。结果显示，在所研究的时期，排放乘数整
体呈现下降趋势，主要的驱动者是技术效应；做出显著贡献的技术效应主要集中在8个部门：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和烟草制造业、造纸印刷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而且，技术效应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尽管结构效应的
贡献远小于技术效应，仍然有一些结构调整产生了明显的协同减排效果，例如，农业产品和电力热力对
食品烟草直接需求的减少同时减排了SO2、NOx和CO2。此外，四种技术效应和大多数的结构效应有较高
的减排效率但表现出了较小的贡献。

研究成果

 Liu, L. J., & Liang, Q. M. (2017). Changes to pollutants and carbon emission multipliers in China 2007–
2012: An input-output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3, 76-86.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jenvman.2017.07.061

环境和减排绩效测度建模
作者：王科副教授、魏一鸣教授等

研究概要

该研究指出，正确构建和选择环境效率和减排效率的测度指标与方法，对于有效制定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政策至关重要。当前，大多数环境效率和减排效率测度方法，将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
或作为导致环境恶化的投入处理，这种设置不符合经济生产和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物理规律。而在本研究
中，作者基于热力学定律，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遵循物质守恒原理（MBP）的效率评价模型，用以评估环
境效率和减排效率。该方法基于G-弱可处置性模型假设，通过识别污染元素在实际投入产出中的调整可
能性，以及污染物的减排潜力来测度环境效率和减排效率。同时，该方法可以将测度的总体环境效率分
解为技术效率和含污染元素相关投入的配置效率。因此，通过该模型识别出的污染物减排潜力可以由以
下几个具体途径实现：提高终端减排技术效率、提升含污染元素的投入资源的质量、各类投入资源的优
化配置。此外，本研究还提出采用全局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来对环境效率和减排效率的变化情况进行
识别和分解。上述方法在本文中最后被应用于中国的火电行业的绩效评估，评估结果验证了能源经济效
率和环境经济效率测度建模中引入MBP以保证热力学定律不被违背的必要性。

研究成果

 Wang, K., Wei, Y. M., & Huang, Z. (2017).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abatement efficiency measurements 
of China's thermal power industry: 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based materials balance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jor.2017.0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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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动态面板对中国省级人均能源消费趋同研究
作者：郝宇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人均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可能会是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的一个重要因素，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可能存在
内部的经济逻辑，理解其经济逻辑对控制能源消费和环境质量有着重要影响，趋同就是其中一个的经济
逻辑而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省级人均能源消费量存在绝对和条件β-趋同。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人均GDP
存在着倒U形关系，人均能消费量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增长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均能源消
费量可能会伴随人均GDP的增加而下降；在影响人均能源消费的因素中，二产比重和进出口总额占GDP
比重对人均能源消费量有正向作用，邻省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对本省的人均能源消费量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人口密度和人均FDI对人均能源消费量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政策含义方面主要的有：中国省级人均
能源消费量确实存在着趋同，因此不同省份应采取不同的节能减排的政策，当前人均能源消费量较高的
省份倾向于具有更快的收敛速度，所以应该采取更严格的监管，这样可以更快的降低能源消费量。人均
能源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存在，所以政府在制定能源的相关政策时，要考虑周围地区的情况，有选
择的引进相邻省份的节能产业和技术。

研究成果

 Hao, Y., & Peng, H. (2017). On the convergence in China's provincial per capita energy consumption: New 
evidence from 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Energy Economics, 68, 31-43.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neco.2017.09.008

环境污染对中国重点城市房价的影响研究
作者：郝宇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近年来，中国城市房价不断攀升，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然而，在中国重点城市中，环境污染与房
价具体呈现着怎样的关系，鲜有学术文献对其展开有针对性的探讨。

为了全面的分析中国重点城市环境污染对房价是否具有影响，该文章使用四种典型污染物作为主要解释
变量：二氧化硫、烟（粉）尘、废水和化学需氧量。在实证研究中，文章利用了涵盖2003-2014年的面
板数据集，并采用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和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确实会对房价造成
负向影响，环境质量的改善对房价的正向“外部性”十分明显。研究同时发现，其他一些社会经济因素也
会显著影响房价水平。

研究成果

 Hao, Y., & Zheng, S. (2017). Woul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ffect home pric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s key citi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1-17.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1356-017-0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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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省级居民生活电力消费预测研究
作者：廖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居民生活用电将成为未来我国能源消费的主要增长点。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基于1995-2014年我国30个
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具有自适应性的分段线性模型对我国居民生活电力消费量进行了实证分析与预
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均GDP的增加，我国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呈增长趋势，但收入的弹性系数逐
渐减小。预测结果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各省居民生活用电量持续增长，但不同省份用电水平和增速
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发达省份的居民生活用电水平较高，但增速逐渐趋缓；欠发达省份的居民生活用电
水平较低，但未来增速很大。在基准情境下，2016年全国居民生活用电总量为7970亿千瓦时，2020年为
10290亿千瓦时，年均增长率为6.6%，增长幅度为2320亿千瓦时，广东、四川、山东、河北和河南是在
用电增量上具有较高的贡献率。

研究成果

 Liao, H., Liu, Y., Gao, Y. X., Hao, Y., Ma, X. W., & Wang, K. (2017). Forecasting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de-
mand in provincial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4(7), 6414-6425.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1356-016-8275-8

居住地选择的动态生命历程分析
作者：余碧莹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居民居住地选择行为深受城市交通规划的影响，同时也显著作用于城市交通规划的决策过程。从行为的
角度来看，人们居住地选择行为与其历史经验、当前状态以及人们对未来的计划和期望相关；此外，居
住地选择也取决于工作地点、上学地点、家庭结构、出行方式等多方面。既有传统方法较难刻画上述跨
时间、跨生活领域的关键影响维度。

为了更好地描述居住地选择的内在机理，本文提出从动态生命历程分析的角度来模拟居民居住地选择行
为，并构建dynamic choice model with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heterogeneities as well as discounted 
utility (the DU-DCLH model)。模型结果表明居住地选择行为主要受历史经验的影响（>75%），且随年龄
增加而放大，当前状态的影响不足5%，对未来计划和期望的影响不足20%。这个结果对传统研究中只考
虑当前状态影响的思路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来自职业改变、升学或毕业、家庭变迁、出行方式改变
等其他生活领域的主要事件的发生，对诱发居住地重新选择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且这类触发效果可能
存在延迟或提前。本论文提出的方法可以被应用于其他维度的选择决策过程，如交通方式选择等。

研究成果

 Yu, B., Zhang, J., & Li, X. (2017). Dynamic life course analysis on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tra.2017.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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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行业碳边际减排成本研究
作者：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CO2边际减排成本是环境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它衡量了二氧化碳减排对经济系统的影响。通常，
在使用非参数方法测算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时，由于CO2排放的弱可处置性，我们可能会得到正的边
际减排成本，这有悖于边际减排成本的定义。

为了得到非正的边际减排成本，本研究使用了混合的非参数模型，该模型不仅保证了边际减排成本的非
正性，而且还具有明确的经济学含义。通过该模型，本文对中国区域交通行业的CO2边际减排成本展开
了实证研究，并就CO2排放效率与边际减排成本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研究成果

 Wang, Z., & He, W. (2017). CO2 emissions efficiency and marginal abatement costs of the regional transporta-
tion sectors in Chin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50, 83-97.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trd.2016.10.004

 

我国城市家庭碳排放分布研究
作者：刘文玲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催生了国内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不断增长，其中城市家庭对碳排放的
贡献是不容忽视的。面对这一问题，目前的能源政策大部分从生产侧角度研究高耗能工业部门和企业的
节能减排，而忽视了消费因素对节能减排的影响，这将大大削弱减排的整体效果。那么消费侧的因素对
碳排放有怎样的影响？不同家庭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分布有何特征？

该研究关注到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个体差异，以社会实践模型为框架，探究北京、淄博、杭州三个城市
家庭碳排放的量化分布特征，发现城市家庭碳排放接近60/40或70/30分布，城市的经济不平等可能加剧
这种碳排放的不平等分布。同时对城市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研究发现，北方地区的冬季取暖行为是碳排
放的重要来源。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文章还发现造成家庭碳排放和能源消费行为不同的因素除了家庭收
入和资产等社会经济因素，还包括个人认知和生活方式的差异。

研究成果

 Yang, T., & Liu, W. (2017). Inequality of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ase study 
of urban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70, 61-71.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17.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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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油价下海外油气项目的优化与选择研究I
作者：唐葆君教授等 

研究概要

为了积极抵御油价下跌的风险，国际石油公司需要及时调整经营战略。针对资金优化分配以提高投
资效率这一问题，该研究在预算和生产能力的约束下，构建了一套石油项目组合再优化模型，并偏
好理论进行最优投资组合决策。案例研究结果显示，合同条款的灵活性能够提高项目组合优化效
率，即降低总体投资风险，同时能够实现预算的更优分配，扩大了可选项目的范围，可以帮助油公
司实现风险与收益的折衷平衡，提供决策支持。

研究成果

 Tang, B. J., Zhou, H. L., & Cao, H. (2017). Selection of overseas oil and gas projects under low oil price.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petrol.2017.05.022

低油价下海外油气项目的优化与选择研究II
作者：唐葆君教授等 

研究概要

税收政策的变化已成为油气投资风险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和收入稳定，文章以中国海外
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为例，构建了税收政策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税收稳定指标的计算方法，
并利用指标排名比较不同东道国的税收政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现有投资国的税收政策变化风险
较高，经合组织国家稳定指数较高，厄瓜多尔等高危国家税收政策存在周期性变化。

研究成果

 Tang, B. J., Song, X. T., & Cao, H. (2017). A study on overseas oil and gas investment to avoid the risk of 
the changes in tax policies: A case in China.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petrol.2017.10.031

将运输部门纳入碳排放交易计划的研究综述与展望
作者：唐葆君教授等 

研究概要

排放交易机制被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之一，已在世界多国得到推行。交通部
门是化石燃料消费和碳排放的主要领域。虽然许多国家已将交通部门纳入其排放交易体系，中国还
处于将部分交通运输部门纳入碳排放交易试点中。在交通部门引进市场机制进行减排尚处于初试阶
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

该研究探讨了世界范围内交通部门引入碳交易机制的现状和挑战。并针对中国纳入交通部门的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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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展现状与政策措施进行分析。由此，为机制设计中的覆盖范围、初始分配模型、政策整合、数
据采集以及最终的全国层面机制设计提出若干建议。

研究成果

 Li, X. Y., & Tang, B. J. (2017). Incorporating the transport sector into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an 
overview and outlook. Natural Hazards, 1-16.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1069-017-2886-3

中国统一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研究
作者：唐葆君教授等 

研究概要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备受关注，如何有效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来缓解气候变化引发政治、经济、社会
等领域的热烈探讨。中国作为世界二氧化碳的排放大国，在国际压力与自身责任意识下，积极自主
地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减排工具，其在世界范围内得
到推行。2013年6月以来，我国逐步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2017年，中国将建立全国统一的碳
市场，其中作为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中的难点与热点问题，碳配额分配问题成为焦点。基于总量
控制原则，如何公平有效地进行省际间的初始碳配额分配，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该成果基于国家总量控制的原则，着眼于长期公平的分配观念，遵循历史责任与污染者付费的分配
准则，选取了河北省为标杆，设置三种不同起始年份的配额核算分配情景，提出了省际间截至2020
年的初始碳配额分配方案，最后从稳定性、合理性、有效性的角度验证了配额方案的可行性，为我
国2017年统一碳市场的建设提供配额意见。

研究成果

 Hu, Y. J., Han, R., & Tang, B. J. (2017). Research on the initial alloc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quotas: evi-
dence from China. Natural Hazards, 85(2), 1189-1208.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1069-016-2628-y

北京市机动车限行政策与公众健康的关系研究
作者：颜志军教授等 

研究概要

机动车排放已经成为北京最主要的污染来源之一，同时，空气污染引发了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北
京市从2008年开始实行机动车限行政策，以试图改善交通状况和空气污染。已有研究表明，机动车
限行与交通状况、空气污染和经济活动等有密切的关系，但其是否会对健康水平产生影响尚未得
知。由于迷信原因，中国车牌尾号为4的车辆比其他数字（如6和8等）显著要少。在这一现象的基础
上，本文使用了2009年北京市呼吸系统每日入院人数，对不同尾号限行日的入院率进行比较，进而
分析限行政策是否能通过减少车辆的使用有效改善健康水平。

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其他限行日，尾号4限行日呼吸系统疾病患病人数显著增加了2.24%，表
明限行政策可以通过每日限制20%车辆的使用来改善了公众健康的可能性；（2）相比尾号5和7限行
日，尾号6、8限行日与尾号4限行日的患病人数差距更大，进一步验证文章假设；（3）限行政策对
健康的影响在冷季、对女性和老年人健康影响更大。

I-54

I-55

I
期
刊
论
文

37



研究成果

 Liu, Y., Yan, Z., Liu, S., Wu, Y., Gan, Q., & Dong, C. (2017). The effect of the driving restriction policy on 
public health in Beijing. Natural Hazards, 85(2), 751-762.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1069-016-2602-8

中国不同能源环境税的协同减排效果评估
作者：梁巧梅教授等 

研究概要

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飞速发展导致了大量的能源的需求，特别是对化石能源的需求。而化石能源燃
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和局地大气污染物已成为了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化石能源是CO2
、SO2和NOx的主要排放源，目前虽已对化石能源征收了能源环境税中的资源税和消费税，但这些
税收并不是按含碳量等污染物排放系数进行征收的，所以它们对大气排放物的减排作用是有限的。
中国近些年来一直在研究从能源的排放环节来开征能源环境税中的碳税等税收。而对化石能源任意
征收碳税、硫税和氮税中的任何一种税收都会同时减排其他两种大气污染物，如果忽视每一种税收
的协同减排效果而对化石能源同时征收碳税、硫税和氮税，则会高估大气减排的成本并引起较多的
GDP损失。

此研究首先评估了现有对化石能源征收资源税和消费税的CO2、SO2和NOx协同减排效果，然后在多
种税收情景下分析了如果在中国开征碳税、硫税和氮税的CO2、SO2和NOx协同减排效果，拟在碳
税、硫税和氮税中找出协同减排效果最优的一种环境税，从而为能源税收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决策参
考。计算结果表明，单独的硫税在这三种环境税当中对CO2、SO2和NOx的协同减排效果最优。因此
若考虑最大化各种环境减排，可以优先推行单独的硫税政策。

研究成果

 Deng, H. M., & Liang, Q. M. (2017). Assessing the synergistic reduc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energy envi-
ronmental taxes: the case of China. Natural Hazards, 85(2), 811-827.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1069-016-2595-3

中国碳配额分配研究
作者：梁巧梅教授等 

研究概要

中国计划将于2017年实现全国碳市场，而配额分配问题则是碳市场建立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本
研究借助中心开发的中国能源和环境政策分析模型（CEEPA）对碳配额的分配方式进行了评估。研
究结果显示，在实现5%的碳减排目标下，虽然配额的分配方式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不同，
大约在-0.5%~-0.1%，然而对于经济发展的这种负面影响很难被彻底弥补。针对宏观经济、部门产
出和资本收益而言，以拍卖的方式分配配额并将收益用于降低间接税能够更好的降低经济的负面影
响。与此同时，对于能源和贸易密集型部门进行免费发放配额，能够很好的降低碳减排的国际竞争
力影响。然而，如果以居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则进行配额排放，并将收入以成比例的方式转移费
居民则是最有效的方式。在这种情景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

研究成果

 Yao, Y. F., & Liang, Q. M. (2016). Approaches to carbon allowance allocation in China: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Natural Hazards, 84(1), 333-351.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1069-016-2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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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家庭燃料选择行为：对华北地区2个县的抽样调查分析
作者：廖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在中国农村，固体燃料仍然广泛用于居民生活中。本篇论文基于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
中心于2016年暑期在河北和山东两个县开展的“居民生活能源消费调查”数据，对居民生活燃料选择和
终端用能行为进行了详细介绍。

研究结果表明：（1）生物质燃料仍然是居民炊事的主要燃料，占比44%。（2）清洁燃料用于炊事
比例明显提高，增长近50%；太阳能普遍用于农村居民的热水服务。（3）90%的居民冬天取暖仍然
依靠煤炭，且部分低收入居民取暖月数较短。（4）基本的家用电器比享乐型电器在农村更普及，居
民使用行为普遍比较节约。（5）能源可获得性在农村得到很大改善，居民收入、使用习惯、环境意
识、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对燃料选择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研究成果

 Wu, J., Hou, B., Ke, R. Y., Du, Y. F., Wang, C., Li, X. Z., Cai, J. W., Chen, T. Q., Teng, M. X., Liu, J., 
Wang, J. W., & Liao, H. (2017). Residential Fuel Choice in Rural Areas: Field Research of Two Counties of 
North China. Sustainability, 9(4), 609. 
论文下载地址：http://dx.doi.org/10.3390/su9040609

基于中国城镇居民用电的回弹效应研究
作者：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能源节约新技术的引进虽然能够提高能源效率进而节约能源，但能源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会降低产品
的单位生产成本与价格，引起产品需求和消费的增长，从而引发更多的能源消费，最终导致效率提
高所节约的能源被额外的能源消费部分抵消，即产生能源回弹效应。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的生活
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城镇居民用电效率也得到大幅度改进，但是城镇居民用电量却与预期相差巨
大，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困惑，基于中国城镇居民用电的回弹效应研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此研究在中国城镇居民用电消费需求长期均衡模型以及城镇居民用电双对数误差修正模型测算中国
城镇居民用电长期与短期直接回弹效应的基础上，通过整合消费者需求理论与投入产出理论，将我
国135部门投入产出表合并为8部门投入产出表，构建了我国城镇居民用电消费能源投入产出模型，
为综合评估能源效率改进后财富节约再支出与隐含能源消费增加的联系提供方法和工具；构建按收
入弹性变化再支出、按比例再支出与按权重变化再支出三种情景实现财富再支出与能源需求增长的
转化，使得运用能源投入产出模型测算间接回弹效应落到实处。测算结果表明长期内中国城镇居民
用电的直接与间接回弹效应约为93%（长期间接回弹效应为19.8%至20.3%），短期内中国城镇居民
用电的直接与间接回弹效应约为93%（短期间接回弹效应为19.8%至20.8%）。

研究成果

 Lu, M., & Wang, Z. (2017). Rebound effects for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use in urban China: an aggregation 
analysis based EIO and scenario simulation.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55(1-2), 525-546.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0479-016-2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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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电力行业运作有效性评估
作者：王科副教授、魏一鸣教授等 

研究概要

当前越发激烈的电力市场竞争环境，对开发能够更加有效用于电力行业运作效率和市场有效性评估
的工具提出了新的需求，该研究在上述背景下展开。传统的效率（efficiency）评估概念和方法，无
法有效的将生产运作效率中与产品销售有关的效应（sales effect）识别和区分出来，而这一效应的识
别对电力行业的生产运作效率评估尤为重要，因为电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过程和使用消费
过程同步），对其生产过程效率的评估不能脱离对生产出的电力的使用消费情况的考虑。

本研究采用有效性（effectiveness）评估的概念和方法，将电力行部门调整其能源、资本、劳动力等
投入以适应特定的电力需求目标的能力，纳入电力行业生产运作效率评估建模过程，采用我国“十一
五”时期的省级数据开展分析，有效识别了考虑电力销售效应的我国各地区电力行业生产运作有效
性，此外该研究在有效性评估的基础上还测度了各地区之间电力调度的有效性。评估结果对促进我
国部分地区火电去产能，以及优化区域电力调度等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借鉴。

研究成果

 Wang, K., Lee, C. Y., Zhang, J., & Wei, Y. M. (2016).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the power 
industry: a distinguishing analysis between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1-25.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0479-016-2189-1

方向距离函数方向选取的研究综述
作者：王科副教授、魏一鸣教授、黄志民教授 

研究概要

方向距离函数是效率与生产力的有效评价方法，可以综合处理多投入多产出问题，区分期望产出和
非期望产出，并在增加期望产出的同时限制非期望产出和投入。近年来，如何在方向距离函数的建
模和应用中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向成为了研究的关键问题。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有关方向距离函数方
向选取技术的研究成果，却没有对这些技术进行全面总结的文章。本文对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框架
下方向距离函数的方向选取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类，主要介绍了七种典型的选取技术，并将
各类技术统一转化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无导向模型，比较分析了各类技术的优缺点，并将其应用于
美国电力行业。

研究结果表明与外生选取方向技术相比，内生选取方向技术在方向距离函数在理论和应用上降低了
方向选取的任意性，并提高了效率评估的合理性。考虑了价格信息的市场机制时，内生选取方向技
术为可以为经济体寻找一个具有经济含义的方向，对企业决策更有意义。

研究成果

 Wang, K., Xian, Y., Lee, C. Y., Wei, Y. M., & Huang, Z. (2017). On selecting directions for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 in a non-parametric framework: a review.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1-34.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0479-017-2423-5

I-60

I-61

I
期
刊
论
文

40



居民用能行为建模及影响研究
作者：李果教授、刘文玲副教授、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现象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公众的密切关注。2015年，联合国气
候变化巴黎峰会达成了一项协议，要求所有参会国要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居然用能是温
室气体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居民用能消费量排名世界第一。虽然
过去20多年来，中国居民用能结构和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相对发达国家来说，其仍有一定
的差距。因此，研究居民用能行为及特征对指导节能减排和调整能源结构有重要的意义。

该研究以北京实证研究对象，分析了居民用能行为的特征，探讨了情景因素如何影响居民节能行为
意向和习惯，提出了“政府应提供更为便利的生活节能设施、推广更为先进的节能技术”等一些列政策
建议和方案。该文进一步指出政府应该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团体宣传用能节能知识、提高公众对
节能行为和方法的认知程度。

研究成果

 Li, G., Liu, W., Wang, Z., & Liu, M. (2017).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Evidence from Beijing.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55(1-2), 507-524.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0479-016-2202-8

中国能源强度的驱动因素研究
作者：郝宇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当前，能源不足和环境恶化已经日益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改善能源和
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能源强度的持续下降（意味着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升）。本文利用
DEA-Malmquist方法和空间面板回归分析（spatial panel estimations）方法，着重分析了区域差异和技
术的空间扩散效应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进步及空间扩散效应对于中国的东部和
中部地区的能源强度提升有显著作用，能源价格的上升在客观上也有利于降低能源强度。

研究成果

 Huang, J., Du, D., & Hao, Y. (2017). The driving forces of the change in China's energy intensity: An em-
pirical research using DEA-Malmquist and spatial panel estimations. Economic Modelling.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econmod.2017.0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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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成品油定价改革后国际油价与中国股市因果关系研究
作者：吕鑫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早期关于油价与股票市场总指数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由美国主导，这些研究中发现油价有一个静态的负
面影响。而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国际石油价格与股市收益之间存在随时间变化的关系。中国现存很多
关于石油股价的研究，但研究结果似乎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负面效应截然不同。2013年3月27日中国的
成品油定价改革，对国内油价进行更及时、更频繁的调整，是朝向市场化定价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
以往的文献并没有考虑这种改革对国际油价与中国股市之间均值和风险动态的评估的影响。

为了解决此问题，该文基于Cheung和Ng（1996）和Hong（2001）的CCF检验，研究了2013年的成品油
定价改革是否影响了国际油价与中国行业指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2013年3月27日之前，只有能源和
天然气，金融和基础材料行业的股票收益受到国际油价冲击的影响，然而改革之后，布伦特原油价格
与中国行业指数之间的因果关系大幅度加剧，另一方面，布伦特原油价格原有的风险溢出效应大大降
低。“22个工作日和4％触发点”的事前规定不仅降低了国际油价震荡对中国股市收益的影响，同时也增
加了国内油价调整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国际油价波动传导到中国股市，即国际油价波动对中国成品油
价格调整的风险降低，国际油价对中国股市收益的平均溢出效应增强。从实践层面上，本研究结果意味
着决策者和投资者需要关注2013年成品油定价改革对中国股市的影响，投资者可以利用国际石油市场的
信息来模拟和监测中国股市的收益和冲击，开发相应预测模型，并确定其投资和对冲决策。决策者和监
管者可以通过设计和执行适当的法规和政策工具，有效地管控国际油价变动带来的风险，维持相关资产
价格和当地股市的稳定。

研究成果

 Bouri, E., Chen, Q., Lien, D., & Lv, X. (2017). Causality between oil prices and the stock market in China: 
The relevance of the reformed oil product pricing mechan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48, 34-48.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16/j.iref.2016.11.004

市级政府官员升迁的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郝宇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官员考核机制日趋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经济表现外，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能力等
也日益成为重要考核指标。本文利用2002到2013年间的城市数据库，定量考察了影响市级官员升迁的因
素，发现现阶段治理时期经济表现仍是决定官员升迁与否的最重要指标。因此，在建设“美丽中国”、“
绿色中国”的重要转型期，应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指标尽快加入官员评价的指标体系中去，以使
官员评价机制与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要求相一致。

研究成果

 Shi, Y., Chang, C. P., Jang, C. L., & Hao, Y. Does economic performance affect officials’ turnover? Evidence 
from municipal government leaders in China. Quality & Quantity, 1-19.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07/s11135-017-0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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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链经济距离模型的构建及实证分析
作者：王兆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低碳经济是引领未来全世界发展的主流，也是我国应对气候变暖的根本保障，而产业结构则是影响
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我国区域辽阔，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时由于区
域间的紧密联系，很难简单的把碳排放强加在某些能源大省上，否则会造成其它省域关键产业链的
断裂，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从区域间经济联系的角度研究产业关联经济距离。

矿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发展提供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重要支持。然而产业联动和经
济距离是衡量不同行业的相关性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本研究中我们发现，电力和供热工业，以
及采矿业本身的向前关联行业对采矿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采矿业的向后关联产业随着工业经济转
型而改变。我们还发现，资源只有在2007之后才能流经多个区域，这意味着在2007之后，限制长期
运输资源的地理因素的作用正在减弱。通过区域产业关联经济距离模型计算来寻找一些关键的生产
链，这些生产链不仅关联程度紧密，而且中间生产环节少，经济距离短，相对其它产业链调整带来
的影响更直接更有效，这样为相关部门制定产业规划提供相关的参考依据。

研究成果

 Wang, Z., & Sun, J. (2017). Analysis of interregional industry linkage and economic distanc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mining industry. Applied Economics, 49(6), 606-617.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080/00036846.2016.1203062

城市层面碳足迹责任中的关键产业识别研究
作者：廖华教授等 

研究概要

该研究旨在根据碳排放足迹责任识别城市中的关键产业。使用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首先使得居民的
收入支出关系在供应链中内生化，进而能够用于城市化背景下供应链碳排放的核算。然后根据碳足
迹责任的概念，基于贸易比较优势、产业关联及在产业协同，改进的假设抽取法被用于分解产业碳
排放。最终，根据产业份额和因素分解来确定碳足迹责任中的关键产业。

研究结果显示：与2005年相比，在2012年，生产者负责的碳排放核算原则不能很好地追踪产业碳排
放流动，在进口和省际出口中隐含的碳排放增加，其中，制造业贡献最大。制造业在产业内项关联
中承担更多的碳排放责任；第三产业部门在净前项关联和净后项关联中承担更多的碳排放责任；从
涉及的产业和经济驱动力角度，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净内向碳流动比其净外向碳流动更加复杂；居
民部门对传统部门碳排放的影响增加，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影响更大，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受到居民
部门的影响最大。

研究成果

 Tian, J., Tian, J., Lumbreras, J., Lumbreras, J., Andrade, C., & Liao, H. (2017). Key sectors in carbon foot-
print responsibility at the city level: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e Change Strate-
gies and Management, 9(6), 749-776.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108/IJCCSM-01-2017-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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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定价权利偏好及策略研究
作者：李果教授等 

研究概要

在装配系统供货模式中，很多供应商与制造商的关系上总体上处于明显弱势的地位，非但不享有议价谈
判的权力，而且很多时候需要主动承担产能过剩所带来的库存风险。与之相比，少部分关键零部件供应
商因为其优势地位而在供应链中占据优势主导地位。本研究分析探讨了两种不同的决策顺序，即供应商
主导定价（SD）和制造商主导定价（MD），建立了综合两阶段的纳什博弈与斯坦伯格博弈模型，得到
了各参与方的权力偏好与策略选择，并从系统总绩效的角度出发给出了运作成本的最佳配置。MD与SD
两模式由于非协调性的存在均未能达到集中系统的效率水平，但是SD模式双重边际化效应影响程度更
低。研究发现：相对于MD来说，SD模式系统总绩效更高；系统参与方为各自收益最大化均有定价权偏
好、需求稳定性偏好以及主导方高成本比重偏好，但是成本比重的数值不是越高越好，具有一个满足最
佳收益的数量关系值。

研究成果

 Li, G., Mao, H., & Xiao, L. (2017). Impacts of Leader–Follower Structure on Pricing and Production Strate-
gies in a Decentralized Assembly System.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34(01), 1740003.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142/S0217595917400036

MCMC方法在我国股市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作者：李果教授等 

研究概要

实践中，期权凭借其良好的规避风险、价值发现、投机、套利等功能特点，获得各类投资者的青
睐。CEV模型在金融、能源采购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是在实际问题中，我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
是如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因为CEV模型包括不可观测的弹性方差，难以获得其似然函数的确切表
达式，要想实现参数估计难上加难，因此模型的参数估计长期以来都是学术钻研的重点和难点。本文
在CEV模型上利用MCMC方法做参数估计，而且本文采用沪深300股指收盘价为样本，通过WinBUGS软
件对CEV模型用MCMC方法进行实证分析，验证MCMC方法在我国股市中的应用效果。最后，通过和
MLE、GMM参数估计方法对比，说明针对CEV模型参数估计而言，MCMC方法明显优于GMM方法；此
外，由于WinBUGS软件不需进行复杂的程序编写即可进行统计推断，使得MCMC方法操作简单，实用
性更强。

研究成果

 Xiao, S., Li, G., & Jia, Y. (2017). Estimating the Constant Elasticity of Variance Model with Data-Driven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ethod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34(01), 1740009.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142/S0217595917400097

反腐败是否有助于提升环境质量研究
作者：郝宇副教授等 

研究概要

近年来，中国大力开展反腐败工作，其可能有助于通过整肃环保监察力度提高环境质量。本文利用
1995-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模型，定量分析
了反腐败力度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西部地区反腐败确实对环境质量提升有所帮助，但在中
部和东部地区这一效果并不特别明显。因此，在继续加强反腐败工作的同时，能源、环境相关政策需要
进行配合，以最大效用发挥反腐败对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

研究成果

 Li, B., Hao, Y., & Chang, C. P. (2017). Does 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deteriorate environmental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Energy & Environment, 0958305X17740717.
论文下载地址：https://doi.org/10.1177/0958305X1774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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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软 件 系 统

   以创新群体成员为核心的团队，从2009年开始研发,历时5
年，完成了由6大部分组成的国家能源模型集成平台（Integrated 
National Energy Modeling System, iNEMS)。2017年度，国家能源
模型集成系统新获得了4项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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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模型集成平台

  群体研发的国家能源模
型集成平台（http://www.
inems.org/）是以美国能源
信息署（EIA）的国家能
源建模系统（NEMS）作
为参照，基于WEB平台和
数据库技术，将群体的研
究成果作为开发对象和核
心内容，以期实现模拟和
分析：国内能源系统/经济
相互作用、国内/世界能源
市场相互作用、能源系统/
环境相互作用等。通过结
合中国国情，支持国家能
源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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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源 经 济 数 据 平 台
（Energy & Economic Data 
Platform, EEDP）是群体
团队自主开发的，以高校
学术为主要服务对象，定
位为能源经济领域研究数
据库。它以满足学术研究
需求为目的，基于国家统
计局等提供的基础统计数
据，通过本中心提供专业
的数据处理和模型计算
方法，提供大量的衍生
数据。从涵盖内容、跨
度区间、数据规模等方
面而言，内容都非常丰
富。EEDP数据库包括了
国民核算、人口、能源数
据、碳排放、市场价格等
五大模块9个子数据库，
包含了从1952年以来至今
的国民经济领域、能源领
域、环境领域的约200万条
数据。

能源经济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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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能源环境政策模拟分析系统

  中国能源需求预测系统

  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分解系统

  中国碳配额分配多目标优化系统

  中国碳强度减排目标区域分解系统

  能源安全监测系统

  CEEP能源经济数据平台

  石油价格预测多目标分析平台

  石油价格长期趋势多步预测系统

  石油进口动态套期保值系统

  石油市场风险预测系统

  碳排放配额分配决策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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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综合评估集成模型平台[简称：C3IAM] V1.0  企业协同减排决策优化系统 V1.0

 企业可持续生产决策优化系统 V1.0  共享出行节能减排政策模拟平台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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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出 版 著 作

  创新群体致力于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领域的研究，2017年度群
体成员出版了中文著作2册。



  《中国碳排放与低碳发展》专著，围绕低碳发展，系统研究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方式、居民
消费、重点工业部门、城镇化、交通、区域发展、国际贸易、技术与政策、低碳城市等重大问
题，深入剖析不同领域和部门二氧化碳排放动态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碳排放达峰前和达
峰后两个不同阶段低碳发展的建议。
 
　　随着中国国际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低碳发展已经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国际减排要求，
转变为国内转型发展内生动力，也是实现经济、气候、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
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家，由于城镇化、工业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今后一段
时期内，高碳锁定效应仍将继续存在，面临发展阶段难以逾越，碳排放总量面临达峰，能源消
费结构以煤炭为主，技术相对落后，区域碳排放差异较大，城镇化背景下高碳排放基础设施的
扩张等诸多挑战。因此，低碳发展不仅仅需要融入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和决策，更要统领生态文
明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等重大政策。该书适合能源与环境领域的政府公务人员、企业管理人
员、高等院校师生、科研人员及相关的工作者阅读。
 
　

III
出
版
著
作

50



   《黑龙江省伊春市低碳发展研究》一书是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中心课题组承担，并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下达的研究任务“
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黑龙江省伊春市低碳发展研究”的成果之
一。

  本书在伊春市低碳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伊春市低碳发展的
战略定位、目标和实施路径，特别针对伊春市如何促进产业低碳化发
展、发挥森林生态优势、推动低碳生活转型、实施低碳发展保障措施等
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以伊春市为代表的林业资源转型地区低
碳发展政策建议。本书适合能源经济与管理、环境与气候政策等领域的
政府公务人员、企业管理人员、高等院校师生、科研院所人员及相关工
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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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咨 询 报 告

  创新群体向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多份政策咨询报告并得到了重
视。2017年度群体成员撰写的2份政策咨询报告被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内参报告采用，1份政策咨询报告被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采用，1份报告在科技部刊物《科技部专报
信息》刊发并被中办采用。

IV
咨
询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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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祥教授、魏一鸣教授等参与撰写的“关于继续免征新能源汽车
车辆购置税以稳定市场消费信心的建议”，被科学基金委内参2017
年第1期采用，于2017年1月13日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向中办
和国办报送。

IV
咨
询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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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兆华教授、张斌助理教授等参与撰写的“关于进一步改进电子
废弃物回收和处置管理的建议”，被科学基金委内参2017年第2期
采用，于2017年3月30日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向中办和国办报
送。

IV
咨
询
报
告

54



   魏一鸣教授带领的北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团队的研
究成果“关于鼓励共享出行促进节能减排的建议”，被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2017年第3期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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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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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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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魏一鸣教授等群体成员编写的专报《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
专利总数居世界前列 亟需形成专利体系》，在科技部刊物《科技
部专报信息》2017年第123期刊发，并被中办采用。



V
人
才
培
养

 V   人 才 培 养

   创新群体所在的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是校级研究机构，挂靠
在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群体成员面向国家能源与应对气
候变化领域的重大战略需求，针对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中的关键科
学问题开展系统研究，旨在增进对能源、气候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
的科学认识，为社会培养高水平专门人才。

 2017年度，以群体成员为核心的导师队伍培养了20余名“能源与气
候经济”专业学生，其中多名学生获得北京理工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北京理工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以及优秀毕业生等荣誉和奖
励；在中国经济学奖颁奖盛典上，由魏一鸣教授指导的米志付博士
的论文获得中国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另外，中心博士生在第九
届中日联合研讨会上获得了“Young Scientist Presentation Award”奖；
中心研究生在第八届中国能源经济与管理学术年会上获得了“中国能
源经济与管理优秀研究生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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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气候经济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由王兆华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王琛的博士论文《碳配额约束下制造类企业生产运
营策略研究》获得2017年北京理工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王琛，2017年1月毕业于北京理工大
学管理与经济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
位，现就职于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
管理学院，任讲师（2017年4月起）。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低碳政策研究，企
业低碳运营管理研究等。

58

碳配额约束下制造类企业生产运营策略
研究

Production Operation Strategies for Manu-
facturing Enterprises under Carbon Quota 

Constraints

摘要：为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中国
政府在借鉴发达国家碳交易制度经验的
基础上，积极开展碳交易在我国七个省
市的试点项目，为2017年全国碳市场的
全面建成积累经验。碳交易制度的实施
将对企业生产运营模式形成冲击，在借
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制造类
企业为研究对象，围绕“碳配额约束下
制造类企业生产运营决策”这一核心问
题，以“碳配额约束下企业的竞争力变
化——如何缓解企业竞争力损失——产
品上下游供应关系变化——供应链整体
优化配置”为研究主线，基于博弈论和
运筹学的方法，对碳配额约束背景下企
业成本、利润变化，同行业竞争形势变
化、上下游合作关系变化及供应商的选
择问题等进行建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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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气候经济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由廖华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田婧的
硕士论文《城市经济系统对碳排放的影响
与减排对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获得了
2017年北京理工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田婧，2017届能源与气候经济硕士
毕业生，已在Natural Hazards (SCI)
、Journal of Clean Production (SCI)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e Change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SSCI)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3篇，并参与了《中国
碳排放与低碳发展》第9章的著写工
作。

城市经济系统对碳排放的影响与减排对策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Research on Impacts of Economic System on CO2 

Emiss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O2 Reduction 
at the City level: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摘要：随着城市发展，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是国家
间减排责任的博弈，更是城市间减排力量的对
比。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我国城市碳排放
差异大且低碳城市建设处于探索阶段，城市碳排
放研究在核算方法、驱动因素及对策方面未达成
统一。鉴于北京市减排影响力，本文基于投入产
出数据，构建经济系统视角下的碳排放核算与因
素分析模型，并提出对策。
   首先，通过整合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和改进
的假设抽取法，基于产业关联、需求驱动与居民
收支关系，得到17个行业和城乡居民部门的碳排
放及其驱动因素；之后，基于生产角度，从贸易
比较优势、产业关联和协同方面，识别在碳减排
责任中的关键行业；最后，基于消费角度，从消
费模式与收入分配方面，探究8类消费项目与10
类居民收入群体的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
   相比于2005年，在2012年，（1）基于生产角
度：（a）碳排放集中在制造业（0.04BtCO2e）
、交通、仓储和邮政业（0.03BtCO2e）和城镇居
民（0.02BtCO2e），受省际调出驱动最大（0.14 
BtCO2e），但碳泄露行业增多；（b）制造业在
内部关联中，第三产业在净前向关联和净后向
关联中，承担更多减排责任，且制造业和第三
产业的碳排放净内向流动在与之协同的产业数
量和驱动因素方面比其净外向流动复杂；（c）
居民对自身供应侧碳排放的影响和城乡差异最
大，但减少了其需求侧、各行业和其他居民的
碳排放且城乡差异小，此外，其碳排放净内向
流动受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影响大且城乡差异大；
（2）基于消费角度：（a）碳排放集中在交通
通信（0.04 BtCO2e）、居住（0.03 BtCO2e）和
家庭设备与服务（0.02 BtCO2e），受省际调出
（0.12BtCO2e）驱动最大；（b）消费模式的内
部碳关联（0.02BtCO2e）最大，但进口与省际调
出能促进其他关联和收入分配对其反馈环节的低
碳化；（c）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对经济系统碳
排放的影响越大且城乡差异大。本文建议推进制
造业、交通领域的减排工作，重视城乡一体化和
行业关联多样性对减排的重要作用，并调整消费
结构和收入分配，将激励北京和我国其他城市有
效减排，进一步提升国际减排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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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气候经济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李冰冰，2017届能源与气候经济硕士毕业
生，已在Energy(SCI)、《北京理工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
篇。在学期间参与了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

    由梁巧梅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李冰
冰的硕士论文《中国中长期煤炭需求预测
建模及应用研究》获得了2017年北京理工
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中长期煤炭需求预测建模及应用研究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 of China’s mid- and 

long-term coal demand

摘要： 为应对当前因煤炭资源高强度开发和
粗放利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同时提出缓解煤
炭市场下行压力的政策措施，对我国煤炭需
求趋势特别是煤炭峰值进行科学的预测是十
分必要的。
  首先，基于煤炭消费和相关影响因素的历
史数据（1987-2012），本研究比较了五种
不同类型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其中，影响
因素包括GDP，煤炭价格，工业结构，总人
口，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煤炭产量以及城
镇化率。模型包括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神经网络模型（RBF），遗传算法需求评
估模型（GA-DEM），粒子群算法需求评估
模型（PSO-DEM）和投入产出模型（IO）。
通过对不同模型预测结果和实际煤炭消费量
之间的比较，得出当测试区间为2006-2012年
时，PSO-DEM模型对于中国的煤炭需求预测
效果最优，其预测值的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MAPE）均接近2%或在2%以下。其他模型
的预测效果同样可观，MAPE均低于5%，同
时也展现出了各自的优势。
     基于上述结果，本研究选取1981-2013年的
煤炭消费以及经济增长、能源结构、投资和
工业结构4个主要因素的历史数据，以粒子群
优化算法为核心构建了两个煤炭需求预测的
组合模型。组合模型的预测结果有较好的稳
健性。根据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
较小的模型结果可知，在经济新常态情景
（BAU情景）下，我国的煤炭需求峰值在
2013年已经出现，此后呈逐年下降趋势，年
平均下降率为4.06%。如果其他因素朝着预
期良好的态势发展，煤炭消费和经济增长之
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脱钩效应。但如果能源
结构调整较慢，煤炭峰值年份将会推迟，峰
值会明显提高，同时达峰后下降速度也会减
慢。投资效应与能源结构效应类似，但其对
峰值的影响相对较小。如果工业结构调整较
慢，其对峰值及峰值年份的影响最为微弱。                      
  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煤炭需求预测系统
的设计方案。方案对系统的功能性需求和非
功能性需求进行了具体分析，同时对系统的
整体架构、具体实施过程进行了初步设计，
此外还涉及了数据库设计以及数据库管理等
内容。



能源与气候经济 

  2017年春季优秀毕业生荣誉获得者 田婧

   “能源与气候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田婧同学，
因其学习成绩优秀，表现突出，被北京理工大学
授予2017年春季“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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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婧，1992年生，山东泰安
人。2014年毕业于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国际贸易与经济专
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17
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
气候经济专业，获经济学硕士
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与
环境变化，投入产出分析等。



魏一鸣教授指导的米志付博士论文《气候变化综合评估建模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荣获中国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2017年11月18日，中国经济学奖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毕业生米志付博士，荣获2017年“中国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经济学优秀博士
论文奖由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设立并组织评选。该奖项宗旨是倡导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
学术探索精神，鼓励理论创新。获奖论文的学术要求，在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
方面有开拓性贡献和创新，或对现实重大经济问题能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每篇获奖
论文奖励金额10 万元人民币，银质奖章一枚。每年评选10 篇，奖金总额共100万元
人民币。中国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奖是目前经济管理领域博士论文最高奖，该奖对青
年经济管理学者开始学术研究是个极大的鼓舞。2017年获奖10篇论文，分别来自于香
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8所高校。米志付于
2015年获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指导教师为魏一鸣教授。

  米志付博士论文题目为“气候变化综合评估建模方法及其应用研究”。研究主题属
于新兴交叉学科领域（气候变化经济学）。米志付博士，现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CL）巴特莱特建设与项目管理学院终身研究员，SCI期刊Journal of Cleaner Pro-
duction （影响因子5.715）副主编。近五年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影响因子12.124
）等期刊发表SCI/SSCI论文20余篇，其中ESI高被引论文4篇，ESI热点论文2篇。一
篇论文被SCI期刊Applied Energy评为2016年高被引原创论文。一篇论文入选“领跑
者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论文”。曾受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撰写气候变化
综合评估模型的综述文章。多次受邀参加联合国会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巴
西，2012；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会，秘鲁，2014；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会，摩洛
哥，2016）。此外，还担任Applied Energy (SCI)，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
lation (SCI)，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SSCI)等期刊客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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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博士生在第九届中日联合研讨会上
获“Young Scientist Presentation Award”奖

   在“第九届灾害与环境风险下的城市与区域可持续管理中日联合研讨会”（The 9th 
China-Japan Joint Workshop o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Cities and Regions under Dis-
aster and Environmental Risks）上，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博士生张坤、周慧羚、
康佳宁、陈景明与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4名学生均获得“Young Scientist Presentation 
Award”奖。其中，博士生张坤获一等奖，陈景明、周慧羚获二等奖，康佳宁获最佳
Poster奖。

中心博士生张坤（左二）获“Oral Presentation”一等奖

中心博士生周慧羚（右四）、陈景明（右三）获“Oral Presentation”二等奖

中心博士生康佳宁（左一）获“Poster Presentation”最佳展示奖并发表感言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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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研究生在第八届中国能源经济与管理学术年会上
获“中国能源经济与管理优秀研究生论文奖”

    在“第八届中国能源经济与管理学术年会”上，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生李
茹、张靖靖分别获得“中国能源经济与管理优秀研究生论文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中心博士生李茹（左二）获“中国能源经济与管理优秀研究生论文奖”二等奖

中心研究生张靖靖（右三）获“中国能源经济与管理优秀研究生论文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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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学 术 交 流

      创新群体成员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国际能源署、剑桥大学、
瑞典皇家工学院、京都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国际知名机构，建立了
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

  2017年度，群体成员魏一鸣教授应邀参加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
布扎比举行的2017年碳封存领导力论坛（CSLF）年中会议；魏一鸣教
授、唐葆君教授、余碧莹副教授受邀前往英国卡迪夫，参加了2017年第
9届国际应用能源大会；余碧莹副教授应美国西北太平洋实验室和日本
国立环境研究所邀请，参加巴黎协定盘点会议和冷却地球创新大会；余
碧莹副教授作为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AIM团队的成员之一，代表群体参
加了AIM/Enduse模型培训研讨会；；王科副教授应邀出访挪威奥斯陆大
学Frisch Centre开展学术交流。同时，群体邀请了一批国际知名学者来
访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并进行了学术交流。

       群体所在研究团队自2009年起，每年如都期举办《能源经济预测与
展望研究报告》发布会。2017年度活动再次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2017年10月，群体组织了第九届灾害与环境风险下的城市与区域可
持续管理中日联合研讨会。2017年6月，群体参加并承办了第八届清洁
能源部长会议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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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30日至5月4日
魏一鸣教授，出访阿布扎比

参加2017年碳封存领导人论坛年中会议

　 2017年4月30日至5月4日，群体成员魏
一鸣教授应邀参加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扎比举行的2017年碳封存领导力论坛
（CSLF）年中会议的CSLF项目互动与审
查小组会议、CSLF技术小组会议、CSLF
技术研讨会以及CSLF政策小组会议。其
中，CSLF项目互动与审查小组会议审议
评估了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议的碳捕
获、利用和封存项目，以及由美国政府提
议的碳捕获模拟计划/碳捕获产业影响模拟
项目。通过项目互动与审查小组的评估，
这两个项目获得了CSLF认证。CSLF技术
小组会议介绍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CCS
相关的活动概况、国际能源署在温室气体
研发计划的更新以及全球碳捕获与封存研
究院（GCCSI）的最新研究，回顾了项目
互动与审查小组的评估报告以及CSLF技
术路线图的研究进展报告，展望了未来可
能的技术小组创新活动。CSLF技术研讨
会探讨了当前及未来碳捕获、利用和封存
技术的发展、碳捕获技术的聚焦点、碳利
用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如何在产业规模上
实现成本效益最大化的碳捕获、利用与封
存。CSLF政策小组会议主要回顾了CSLF
技术小组的报告，总结了CSLF技术研讨会
的内容。会议上，法国政府汇报了CCS项
目工作组财务报告，英国政府介绍了CCS
工业集群的业务案例，美国政府介绍了大
规模试点项目的研究，澳大利亚、挪威、
日本等国家就CCS在法律监管和能力建设
方面指出了相关风险与提议，并提出了相
应的技术政策建议。

2017年8月20日至8月28日
魏一鸣教授等，出访英国卡迪夫

参加2017年第9届国际应用能源大会

  2017年第9届应用能源国际会议（Inter-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Energy，I-
CAE 2017）于8月21日-26日在英国卡迪夫
（Cardiff）召开。本次群体成员有幸被邀
请参加此次会议，会议上聚集了来自世界
各地上万名的专家学者。
   ICAE2017会议的主题是 Energizing the 
future，通过讨论清洁能源转换技术，能源
管理，政策，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能源科
学，储能，智能能源系统，减排技术，可
再生能源等七个部分，探讨未来能源的发
展方向与全球能源技术的演变。8月20日下
午，魏一鸣教授作为副主编（Associate Ed-
itor）参加了国际著名学术期刊《Appiled 
Energy》的Editor研讨会，并围绕如何提升
该刊的影响力及品牌与来自瑞典、英国、
意大利、德国的学者进行研讨并做了发
言，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和支持。8月21日下
午，与由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
位编委成员一起参加了编委会，进一步提
升了北京理工大学在能源经济和气候政策
的影响力。22日下午和23日上午，魏一鸣
教授分别主持了两场研讨会。
  通过参加此次会议，魏一鸣教授及群体
成员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家和学者交流学
术研究成果，从技术和政策的角度对全球
未来的能源发展进行了讨论。而目前，
国内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注重对于减排技
术的推广，有利于开展国内减排政策的研
究，更好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如何完成减
排目标制定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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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至6日
余碧莹副教授，出访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参加巴黎协定盘点会议和冷却地球创新
大会

2017年10月22日至28日
余碧莹副教授，出访日本

参加AIM/Enduse模型培训研讨会

   余碧莹副教授，应美国西北太平洋实验
室和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邀请参加了巴黎
协定盘点会议和冷却地球创新大会。 
  本次会议是由美国西北太平洋实验室、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日本应用能源所共
同举办的国际会议。会议邀请了来自欧盟
(EU)、世界能源署（IEA）、国际应用系
统研究所（IIASA），美国能源基金会、
日本环境省、日本东京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世界顶尖机构的专家
学者参加，就目前全球在适应和减缓气候
变化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盘点。并从
技术创新、绿色信贷、绿色金融、能源排
放、农业排放、非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等方
面开展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会上余碧莹副教授就中国目前取得的进
展向各国及各家参会单位进行了介绍，并
对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和大家进行
了讨论。并做了关于“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Economic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的
报告，报告针对课题组获批的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全球变化及应对”专项“气候变化经
济影响综合评估模式研究”的研究框架、
课题设置、课题目标和内容、课题耦合、
课题参与单位及分工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
呈现。并进一步与来自西北太平洋实验室
（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IPCC、AIM模型组等国际知名机构的专
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
一些技术问题，为课题的进一步开展提供
了条件。

  2017年10月23日至27日，由日本国立环
境研究所举办的亚太综合模型（AIM/En-
duse）国际培训研讨会在日本筑波举行。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来自印度、越南、斯
里兰卡、日本和中国的气候变化模型研究
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余碧莹副教授与学生
安润颖和李晓易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首先由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AIM课题
组的专家介绍了AIM模型的框架、功能、
应用领域及未来拓展方向。随后针对AIM/
Enduse模型展开了详细的讲解，探讨了该
模型的理论方法、实际应用和模型结果解
读，并介绍了该模型在钢铁、电力、交
通、居民等行业的具体应用。与会代表就
如何将模型应用于本国及全球范围温室气
体排放问题展开讨论，并对未来的研究方
向进行了交流。
  研讨会上，余碧莹副教授就我国2030年
低碳技术发展路径选择做了主题报告，报
告针对钢铁和交通发展中的能源和碳排
放现状进行分析，探讨未来行业实现强度
目标、人均碳排放和总量下降目标的可能
性。报告基于AIM/Enduse模型，定量研
究了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技术路径，和不
同政策的实施对减排潜力的影响。同时，
探讨了如何通过政策调控引导需求转变、
通过技术升级实现产业结构调整、通过燃
料替代实现能源结构调整，以期对我国钢
铁和交通行业尽早实现碳排放峰值提出政
策支撑。与会专家对模型方法、重点研究
领域、未来研究设想等给出了建设性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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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
王科副教授，出访挪威

在奥斯陆大学Frisch Centre开展学术交流

　 2017年1月4-9日，中心博士研究生候冰
栋和蔡嘉玮赴美国芝加哥参加2017年美国
经济学协会年会（2017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美国经济学年会成立于1923年，是全球
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经济学会议，聚焦
了全球范围内最顶尖的经济学家。此次会
议主题包括金融、财政、产业发展、国
际贸易、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管理等
领域，几乎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会
议期间多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优秀经济学
家参加了学术汇报和讨论，有哈佛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
等，诺奖获得者Deaton发表他对全球贫困
与不平等变化的研究观点。中心博士生积
极参与各领域的学术讨论，拓展了学生研
究视野和前沿的研究主题。作为世界顶级
的经济学领域年会，其汇集了世界一流的
学者对经济学领域前沿问题的研究，积极
影响和推动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2017年12月，王科副教授应著名能源和
环境经济学家Finn Forsund教授邀请，赴
挪威奥斯陆大学拉格纳·弗里希经济研究中
心（The Ragnar Frisch Centre for Econom-
ic Research）开展学术交流。该中心创建
于1999年，是奥斯陆大学资助成立的一个
与该校经济系共建的独立研究机构，中心
为纪念著名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Rag-
nar Frisch）而命名。Ragnar Frisch是数理
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研究领域的先驱者，
由于在经济计量学及其应用方面做出的贡
献，1969年他被授予首届诺贝尔经济学
奖。
  开展学术交流期间，王科向中心全体学
者做了一场关于能源和环境效率测度建模
的学术报告，重点介绍了最新的研究成
果，即由王科和魏一鸣等能源经济与气候
政策创新群体成员合作完成，并被Europe-
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和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期刊接受发表的系列研
究成果“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abate-
ment efficiency measurements of China's ther-
mal power industry”及“Will pollution taxes 
improve joint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effi-
ciency of thermal power industry in China”。

   访问期间，王科还向挪威学者介绍了中
国的能源经济发展和火电行业节能减排进
展等情况，宣传介绍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
成果，并与Sverre Kittelsen、Finn Forsun-
d、Kenneth Rodseth等学者探讨了进一步合
作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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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4日至9日
博士生候冰栋和蔡嘉玮，赴美国芝加哥

参加2017年美国经济学协会年会



2017年5月31日至6月5日
博士生伍敬文和陈天琦，前往美国

参加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年会夏季会议
并在能源气候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

　  2017年5月31日到6月2日，中心博士研
究生伍敬文、陈天琦前往美国匹兹堡参加
2017年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年会夏季会议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 Annual Summer Conference）。

 会前研讨会以“环境测量的新机会”为主
题，强调利用遥感和相关技术监测空气、
水和土壤污染等问题，并将获取的数据用
于相关的经济模型分析。研讨会涵盖了环
境与资源经济学领域的当前热点问题，分
为环境与资源经济领域的新兴数据机会，
挖掘新的或是潜在的数据资源，并探讨其
应用价值。此次会议共计400余人参与，包
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学者，汇报质量
高，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认可。参会学生与
各领域学者积极交流与讨论。

    2017年6月5日，伍敬文、陈天琦前往美
国旧金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能源
气候研究所（Berkeley Energy and Climate 
Institute）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与该中心
黄俊灵博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讨论和下一
步研究部署。此外，伍敬文、陈天琦与该
校环境健康专业的美国科学院院士Kirk R. 
Smith 教授进行交流学习。Smith教授是发
展中国家家庭能源使用的健康和气候影响
专家，他的研究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环境质
量，健康，资源利用，气候，发展和政策
之间的关系。Kirk R. Smith 教授介绍了他
所作研究中的很多细节和前沿领域，同时
对两位博士生现有工作中的一些疑问给出
了自己的解释，深入浅出，使得学生受益
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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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选派在读研究生前往海外进行交流访问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以“注重角色转换、注重管理实践、注重
综合能力、注重毅力耐力、注重学术诚
信”为指导思想，以能源与环境政策问题
为导向，以科研活动为核心，构建了多层
次的科研与教学体系，致力于培养一流的
能源战略与政策的高层次人才。中心每年
选派研究生前往美国加州大学、耶鲁大
学、剑桥大学等国际名校交流学习。2017
年度，中心在读研究生海外学术交流访问
情况如下：

姓  名 访问学校 研究方向

韩  融 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气候变化政策
评估

候冰栋 
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农村能源政策

董晓阳
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能源与环境政
策

薛美美 日本国立环境
研究所

低碳交通政策
的社会经济影

响评估

刘  艳 美国耶鲁大学
能源消费行为

与健康

杨远韬 美国密歇根
大学

碳排放和减碳
的经济代价

尹佳音 瑞典梅拉达伦
大学

海外油气投融
资政策建模

李祥正
比利时荷语鲁

汶大学
电力系统建模

李  奕 美国阿贡国家
实验室

交通部门燃油
消耗量和碳排

放



2017年10月31日至11月13日
Paul Burk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

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前沿问题系列讲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Paul Burke博士应邀
访问北理工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并
就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前沿问题给学院
博士研究生分别做了主题为：(一) “Mar-
ket-based instruments to improve the environ-
ment”、 (二) “Energy policies in resource-rich 
developing countries”、 (三) “The environ-
ment and the economy”、 (四) “Australia’s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energy transition”
系列讲座。部分教师、博士后和硕士生也
参加了讲座。
  Paul Burke博士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NU）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的研究
员，是澳大利亚—德国能源转换中心的项
目负责人，获得了2016-2018年Discovery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Award（DECRA）
。他的研究重点是能源、环境和发展中国
家经济，当前的研究包括印度尼西亚的能
源补贴改革、澳大利亚持续的能源转型、
美国的能源需求、道路安全的经济性等。
　　在主题（一）中，Paul Burke博士首先
就学术论文撰写和发表进行了指导，然后
对税收和补贴政策对改善环境的作用进行
了分析。在主题（二）中，详细介绍了工
具变量回归技术，并针对例如资源丰富的
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资源诅咒、资源收入
如何筹集和消耗等问题与同学们进行了广
泛讨论。在主题（三）中，主要介绍了短
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对环境影响的理论模型
和相关实证研究。在主题（四）中，重点
介绍澳大利亚的环境政策和能源体系，并
就政府如何保障能源平稳转型问题与同学
们展开了深入探讨。

2017年9月19日
Henri Van Dorssen，爱思唯尔执行出版人

Publishing your article in a scholarly journal

       2017年9月19日下午，爱思唯尔(Elsevi-
er)期刊执行出版人Mr. Henri van Dorssen应
邀来访，并做题为“Publishing your article in 
a scholarly journal”的学术报告，一同来访
的还有Energy Policy期刊副主编Prof. Zhou 
Peng和爱思唯尔(Elsevier) 执行出版人 Ms. 
Sun Yan。报告由余碧莹老师主持，中心众
多师生参与了此次报告。 
       Mr. Henri van Dorssen毕业于阿姆斯特
丹大学和伦敦大学，他拥有20多年的国际
出版经验，目前领导着许多著名的能源期
刊，其中包括高影响力的Journal of Power 
Sources以及Energy Policy。对于当今时代
科研人员面临着的各种挑战，不仅需要科
研合作、数据分享、申请基金，还需要将
成果发表、推广并扩大影响，特别是处于
科研职业生涯初期的研究人员，不论其身
处何国，都面临着来自这些挑战的多重压
力。本次的报告特别针对处于科研职业生
涯初期的科研人员，如硕博研究生、博后
及青年学者，从学术出版流程、如何提高
顶尖国际期刊论文发表成功率等方面进行
分享，重点介绍投审稿流程、期刊主编接
收论文侧重点、学术出版伦理、论文评估
指标、学术分享、开放获取及成果推广等
内容，中心学生都受益匪浅。 
　　除此之外，Prof. Zhou Peng和Ms. Sun 
Yan也就自身在学术期刊发表方面的经验谈
起，为同学们在学术论文写作和投稿等方
面提出了宝贵建议并回答了同学们所提出
的各种问题，与大家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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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70



2017年度《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系列研究报告》发布会

   
   2017年1月8日，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在北京举行2017年度“能源
经济预测与展望研究报告发布会”，对外发布《‘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形
势展望》、《2017年石油产业前景预测与展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2016回顾
与2017展望》、《我国共享出行节能减排现状及潜力展望》、《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
处置现状及发展趋势展望》、《2017年我国碳市场预测与展望》六份研究报告。该系
列报告是由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魏一鸣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根据
上一年度国际和国内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形势的变化，选择特定主题开展的针对性研
究，形成的政策咨询报告。自2011年以来，中心连续七年发布报告，赢得了广泛的社
会反响。
　　
　　北京理工大学纪委书记杨志宏致欢迎辞，代表学校向魏一鸣教授带领的团队表示
祝贺。同时指出希望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以本次发布会成功举办为契机，为2017
年的工作开好头、起好步，争取更多高水平标志性成果，为学校改革发展和“双一流”
建设贡献更大力量。魏一鸣教授主持开幕式并介绍了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报告的形成
背景，分享了他对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形势展望》报告主要执笔人郝宇副教授指出，
在基准情景、低能耗情景、高能耗情景下我国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分别达到48.13亿
吨、46.09亿吨、48.88亿吨，预计2020年天然气需求量将达到3000亿立方米左右，石油
消费量约6.1亿吨。

　　《2017年石油产业前景预测与展望》报告主要执笔人吕鑫副教授预测，2017年
Brent、WTI原油平均价格为60和62美元/桶，价格波动区间为55-65美元/桶。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2016回顾与2017展望》报告主要执笔人张祥教授认为
2017年新能源汽车产业仍将是在政策主导下平稳发展，但行业企业需加紧提升核心技
术增强产品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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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共享出行节能减排现状及潜力展望》报告主要执笔人余碧莹副教授发布“中
国城市共享出行节能减排排行榜”，其中顺风车直接节能减排效果显著，北京位居节能
减排榜榜首，深圳、杭州等城市贡献突出。

　　《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现状及发展趋势展望》报告主要执笔人王兆华教授指
出，我国电子废弃物专业回收处置起步较晚，“简政定准”是未来电子废弃物管理的发
展方向。

　　《2017年我国碳市场预测与展望》报告主要执笔人王科副教授指出，计划于2017
年正式启动的全国碳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第一个履约期碳排放配额现货交
易量约为2-5亿吨，交易额约为60-100亿元，未来数年可能增加到千亿元规模。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所长戴彦德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潘家华
所长、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油气开发战略规划研究所常毓文所长、美国能源基金会
工业节能项目何平主任对报告及相关能源问题做了评论。

　　新华网等30家媒体代表及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发布会。在媒体提问和交流环节，

报告发布人就国际油价、能源供给侧改革等问题开展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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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灾害与环境风险下的城市与区域可持续管理中日联合研讨会

      2017年10月14日至18日，第九届灾害与环境风险下的城市与区域可持续管理中日联合
研讨会（The 9th China-Japan Joint Workshop o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Cities and Re-
gions under Disaster and Environmental Risks）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由北京理工大
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能源经济与环境管理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以及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共同举办 。来自日本京都大学、加拿大瑞尔森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
矿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的70余位师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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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会议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风险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分为主旨报告、邀请
报告和海报展示三部分。日本京都大学TATANO Hirokazu教授、北京理工大学魏一鸣教
授、日本京都大学HATAYAMA Michinori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兰翠教授为本届会议
作了主旨报告。另外，26名专家及青年学者作了邀请报告；15名青年学者在会议过程
中，通过海报展示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会议闭幕式上，根据与会学生的报告选题、报告
内容，以及表达能力等，评出了优秀青年学者报告奖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2
名。

   中日灾害与环境风险管理学术研讨会在2004年由魏一鸣教授与日本京都大学冈田宪夫
教授共同提议发起。该研讨会分别在中国大陆和日本轮流举办，旨在加强中日学者在社
会经济系统建模、灾害管理、风险管理、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等领域理论方法及应用研
究方面的学术交流。前八届会议分别在北京、京都、镇江、京都、北京、京都、北京、
熊本举行。
　　
　 本次中日联合研讨会取得了良好效果，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推动了与京都大学相
关领域学者的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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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会议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边会

      2017年6月6日，清洁能源•创新使命峰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魏一鸣教授、廖华
教授等7位教师一起参加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会议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边会。 
本次边会由国际能源署和科技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联合主办，北京理工大学能源
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承办，以“CCUS在清洁能源部长会议框架下的角色”为主题，研讨了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的发展现状、未来挑战和国际合作经验，尤其是清洁能源部长会议
在推动碳捕集与封存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同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
博士共同为边会作开幕致辞。万钢指出，中国在过去十多年对CCUS技术的发展给予了
积极的关注和大力的支持，并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推动该技术的发展。万钢还强调，尽管
CCUS技术发展迅速、成果可观，但也必须看到，高成本、高能耗、长期安全性不明确
等因素始终制约着全球范围内CCUS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当以
更加包容方式促进各国发展清洁能源的伙伴关系。希望借此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的契
机，能进一步加强国际能源署与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创新使命等多边机构的合作，从
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将CCUS技术纳入到清洁能源技术范畴，协调全球CCUS技术研发与示
范的节奏。

    美国能源部部长佩里、挪威石油与能源部部长索维克尼斯、加拿大资源部部长卡尔、欧委会
能源总司司长里斯托里、澳大利亚环境与能源部副部长埃文斯、涉足碳捕集与封存项目的私营
部门高管，以及清洁能源部长会议秘书处负责人应邀出席会议并作发言。来自10余个国家的近
100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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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   荣 誉 奖 励

  2017年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获评2017年度北京理工大学“
三育人”先进集体。魏一鸣教授再次入选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
单。在英国召开的应用能源国际学术年会上，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
心米志付、袁潇晨、魏一鸣等学者合作完成的“中国城市消费端的碳
排放核算”成果获《应用能源》高引用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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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获评2017年度北京理工大学
“三育人”先进集体

    
   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全面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为宗旨，以
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群体团队重视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和创新意识，尤其是凝练科学问题的能力，研究
气氛浓厚。中心重视研讨，倡导创新，全面提高学生的科研素质。
 
  群体团队注重培养学生的人品，锻炼学生的情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中心关心
学生身心成长，强调做学问先做人；并致力于营造了一种积极向上、崇尚学术、自信
乐观、诚实守信、重视创新、勇于挑战、吃苦耐劳、注重修养的良好科研文化氛围。

   根据北京理工大学《关于评选表彰 2017年师德先进个人和师德标兵、“三育人”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北理工办发〔2017〕51号）文件要求，在学校各单位按
规定程序评选推荐的基础上，经校师德和“三育人”先进评选领导小组研究，北京理工
大学对2017年度师德标兵和师德先进个人、“三育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其中，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荣获“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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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核算方法包括生产端核算和消费端核算两类。目前，《京都议定书》、《
巴黎协定》等国际气候协议以及各国气候政策大都采用生产端核算方法。消费端核算
可以评估人类终端消费活动导致的碳排放以及消费能力、消费结构与碳足迹的关系，
更好的揭示终端消费领域人类活动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是碳排放研究从生产层
面转向消费层面的基础性工作。
消费端核算在防止碳泄漏、鼓励技术扩散、改善成本有效性、提高公平性等方面可发
挥重要作用，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消费端碳排放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
国家以及省级层面，而关于城市层面的消费端碳排放研究比较少见。
　　作者使用环境投入产出方法核算了我国13个城市的消费端碳排放，包括了北京、
上海、天津、重庆、哈尔滨、石家庄、西安、青岛、唐山、沈阳、大连、宁波和衡
水。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消费不仅引起本地区的碳排放，而且会通过区域贸易导致其
他地区的碳排放增长。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超大城市的消费端排放中，超过70%是
从其他地区调入。因此，区域间的协同减排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十分关键。目前，国家
正积极开展碳交易市场试点工作，并计划于2017年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这为我国区
域间协同减排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两种核算方法下的城市碳排放具有很大差异。对于较发达的消费型城市，消费端
排放远大于生产端排放。例如，北京和上海的消费端排放分别是生产端排放的1.7和
1.4倍。相反，对于欠发达的生产型城市，生产端排放远大于消费端排放。例如，石
家庄和唐山生产端排放是消费端排放的1.8倍。因此，碳排放核算方法对减缓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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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研究成果“中国城市消费端的碳排放核算”获 《应用能源》高引用论文奖
（Applied Energy 2016 Highly Cited Original Paper）

 在英国召开的2017年应用能源国际学术年会上，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米志付、
袁潇晨、魏一鸣等学者合作完成的“中国城市消费端的碳排放核算”成果获《应用能
源》高引用论文奖。该成果于2016年刊登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Applied Energy [ Mi Z, 
Zhang Y, Guan D, Shan Y, Liu Z, Cong R, Yuan X, Wei Y. Consumption-based emission ac-
counting for Chinese cities. Applied Energy. 2016, 184: 1073-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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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一鸣教授入选2016年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2016 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

Awarded to:

 

Achievement
ofCERTIFICATE

2016 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

魏一鸣
北京理工大学

Energy

   在世界著名出版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的2016年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
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中，魏一鸣教授入选了能源领域高被引学者榜单。这是魏
一鸣教授自2014年以来，连续三年入选中国高被引用学者榜单。
 
　　该榜单研究数据采集自爱思唯尔旗下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学术论文索引摘要数据
库（Scopus数据库），基于对海量的、与科研活动有关的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数据
的系统分析而成，旨在对中国学者的世界影响力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该榜单分38个
学科类别，每个学科类别中有高被引学者的姓名、目前工作单位和学术领域三项信
息。高被引学者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的被引总次数在本学科所有中国（
大陆地区）的研究者中处于顶尖水平。入选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意味着该学者在其所
研究领域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其科研成果为该领域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Scopus数据库收录了来自全球超过5000多家出版商出版的超过22000种期刊和700
万篇学术会议论文，覆盖自然科学、技术、医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学科。并
提供各种工具用于追踪、分析和可视化学术研究。此次榜单中，来自中国的社会科
学、物理、化学、数学、经济等38学科的1746名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入选。

 
相关链接：2016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发布（http://china.elsevier.com/ElsevierDNN/

Default.aspx?alias=china.elsevier.com/elsevierdn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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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责任的分配有很大影响。两种核算方法应该被综合考虑，以制定更加公平与有效的
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长期来看，生产型城市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向消费型城市转化。基于此趋势，我
国越来越多的生产型城市将转化为消费型城市。这意味着，更多的碳排放将会被转移
到农村地区或国外。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制定中需要考虑城镇与农村的协同减
排。

  此研究是由米志付，袁潇晨，魏一鸣等学者合作完成。研究工作得到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综合评估模式研究”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
体“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等项目支持。
 
 
Reference: Mi Z, Zhang Y, Guan D, Shan Y, Liu Z, Cong R, Yuan X, Wei Y. Consump-
tion-based emission accounting for Chinese cities. Applied Energy. 2016, 184: 1073-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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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学 术 期 刊

 在2016-2017年间，创新群体成员主持了两个SCI期刊专
刊：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专刊（第255卷第1-2期）
，以及Natural Hazards专刊（第84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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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成员主持了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专刊第255卷第1-2期：
Energy economics and climate policy modeling（能源经济和气候政策建模）

     群体成员主持的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专刊（第255卷第1-2期）于2017年7月30
日正式出版。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是著名出版集团Springer旗下运筹学领域的重
要期刊之一。

   本期专刊的主题是Energy economics and climate policy modeling（能源经济和气候政策
建模）。徐特立讲座教授黄志民教授、群体带头人魏一鸣教授，以及王科副教授和廖华
教授等为该期专刊的客座主编。

本期专刊目录：https://link.springer.com/journal/10479/255/1/page/1

特刊客座主编引言：
Huang Z., Wei YM, Wang K, Liao H. Energy economics and climate policy modeling.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017, 25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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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成员主持了Natural Hazards专刊第84卷第1期：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and risk of disasters in Asia–Pacific region（亚太地区的

气候变化经济学和灾害风险）

     Natural Hazards第84卷第1期专刊于2016年12月5日正式出版，该刊是著名出版集团
Springer旗下环境科学领域的重要期刊之一，刊名全称为Natural Hazard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of Natural Hazards，该刊主要关注环境
科学与生态学领域的气象与大气科学、地球科学综合和水资源等问题。

　　本期专刊的主题是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and risk of disasters in Asia–Pacific 
region（亚太地区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和灾害风险），群体成员魏一鸣教授、王科副教授和
廖华教授等为该期特刊的客座主编。
 
本期论文目录：http://link.springer.com/journal/11069/84/1/suppl/page/1

特刊客座主编引言：
Wei YM, Wang K, Liao H, Tatano H.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and risk of disasters in Asia-
Pacific region. Natural Hazards 2016, 84: S1-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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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专 访

    创新群体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逐渐受到广泛媒体的关注。2017年
度，创新群体成员郝宇副教授受到《中国石油报》的专刊访问并
发表评论文章。

84



《中国石油报》/2016 年11 月29 日第004 版：能源新闻
郝宇副教授：化石能源清洁化会否阻碍新能源

   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以煤炭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所占比例高达85%
以上。因此，我国能源低碳化转型，很关键的一环在于化石能源如何清洁利用。
直接跳出化石能源、转而使用新能源是非常困难的。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高世宪认为，目前清洁技术的核心是传统化石
能源的清洁利用，特别是煤炭资源的清洁利用将成为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战略性
选择。
　　同时，由于化石能源在开发、运输、储能、应用等各方面的技术都更加成
熟，相对于新能源大规模应用而言，化石能源清洁化要更具成本优势。那么，新
能源发展会否受到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的冲击，或许也是一个问题——
   日前，《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简称《“十三五”规划》）发布。针对化石能
源的代表煤炭，《“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快煤电转型升级，促进清洁有序发展”
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推动了煤炭清洁化进程。2015年5月，能源局印发《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同样强调了在煤炭仍占一次能源消费主
导地位的背景下，要“进一步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可见，中国能源转型
呈现出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清洁化趋势。同时，《“十三五”规划》指出，“大
力发展新能源，优化调整开发布局”，新能源具有环境友好性，新能源的发展将是
中国未来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那么，化石能源清洁化是否会对新能源产生
替代，从而阻碍其发展和普及呢？

政策：多方面扶持新能源

　　对于新能源的发展，政策通常起到决定性作用。《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年）》即指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为落实这一目标，《“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将“煤电装机力争控制在11
亿千瓦以内（如不加控制预计12.5亿千瓦时），占比降至55%。非化石能源发电
装机占比约39%，提高四个百分点”。可见煤电装机量的下降和非化石能源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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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上升在政策方面是刚性要求，并未因其清洁化趋势而减缓对能源结构的调
整，也不会因为煤炭清洁化而影响新能源的发展。
    为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提供补贴并增加政
府采购。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唐葆君教授对新能源汽
车政策进行了总结。2010年四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
贴试点的通知》，建立五城市补贴试点。2014年7月，五部委联合发布了《政
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实施方案》，已形成公务用车“新能源化”的
时间表和路线图，要求2014年至2016年，公务车采购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30%，并逐年提高。可见国家政策在多方面对新能源进行扶持，促进其发展。
　　对于其他两大化石能源石油和天然气，或将因其清洁化进程而影响能源结
构转型。《加快成品油质量升级工作方案》提前布局两大主营油品升级工作，
炼油加氢将能实现硫含量的指标要求，油品将持续升级。另外，《“十三五”规
划》指出要“有序发展天然气发电，大力推进分布式气电建设”，《能源蓝皮书
2015》也建议“支持利用煤层气、煤制气、高炉煤气等发电，推广应用分布式
气电将是天然气发展方向”。

技术：传统新兴齐头并进

　　当前，我国煤炭清洁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均呈现“具有技术应用条件，核心
技术海外掌握”的特点。
　　已有研究总结了当下的煤炭清洁技术，主要是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
术（IGCC）和碳捕捉及封存技术（CCS）。综合两种清洁方式对二氧化碳的
处理，已形成有效的发电清洁方案——在IGCC中应用CCS，是当下促进煤炭
工业多样化、健康化发展的途径。目前IGCC技术的核心部分——气化炉技术
几乎被国外公司所垄断。不过，《能源蓝皮书2015》指出“在煤制烯烃、煤制
油、煤制甲烷等为代表的先进工艺技术，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
成果”。
　　我国新能源技术在近两年也有了较大进展。《“十三五”规划》指出：“我
国已经形成了大容量风电机组整机设计体系和较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技术体
系；规模化光伏开发利用取得重要进展，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产业具备较强的国
际竞争力。”然而，中国目前的新能源核心技术尚不成熟，核心技术发明专利
较少，同时缺乏明确的研发战略布局，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业的发展。
　　可见，化石能源清洁化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均在持续发展，但也呈现“缺乏
核心技术”的特点。化石能源和新能源都具有推进建设的技术基础，但在研发
布局方面，化石能源清洁化的明确路线短期内更具有优势。

投资：资本去向成为关键

　　新能源和化石能源清洁技术上的差异并没有对能源替代产生决定性影响，
但基于技术的资本去向是影响替代的关键。新能源发展的落脚点还是企业行
为，政府只能引导，代替不了企业的资本注入。《2016年新能源展望》的首
席作者Seb Henbest表示：“2016年至2040年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将达7.8万
亿美元，但如果要使世界碳排放量达到实现联合国2摄氏度的气候目标指导水
平，仍需要数万亿美元的额外投资。”相比之下，新能源投资面对的是风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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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技术突破，需要至少几十年的时间和大量的投入。合理的科技保险保障能
够助力资本向新能源转移。
　　同时，新能源投资更需要企业家用环保的眼光来对待。美国著名投资家巴
菲特秉承战略思维成功投资美国地热及风电领域，全球投资者对化石能源的认
识和对新能源的态度将影响传统化石能源和新能源之间的替代。

　　成本：市场技术共同决定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2015年第二季度数据，陆上风电成本0.083美元/千瓦
时，太阳能光伏发电0.122美元/千瓦时，煤炭发电成本则为0.066美元/千瓦时至
0.105美元/千瓦时。可见，化石能源和新能源的成本差异并不存在价格上的难
以替代性。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成本正在大幅下降。彭博社最近一份研究显示，到本世
纪20年代，这两种技术将成为许多国家最便宜的发电方式，到本世纪30年代。
两者将成为大多数国家最便宜的发电方式。到2040年，每兆瓦时陆上风力发电
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将分别下降41%和60%。由于供应过量，煤炭和天然
气价格也呈现下降态势。因此，价格走势还将由市场和技术共同决定。
　　另外，太阳能与风能具有的环境友好性所带来的环境收益能够赢得政策上
的补贴，但随着化石能源清洁技术的发展，化石能源与新能源环境外部性的差
值缩小，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影响新能源补贴，从而影响新能源的发展。

　　未来：两者需求并不重合

　　化石能源和新能源的需求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当下，新能源主要应用于发
电，而化石能源不仅用于发电，还应用于清洁转化、化工生产等方面。在以煤
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清洁化过程中，将呈现需求逐渐与新能源分离的趋势，化
石能源的其他产品将随着清洁化而得到大力发展。
　　未来煤炭生产将逐步加强矿区一体化建设，对煤炭开采中的副产品充分利
用，就地洗煤，通过发展煤炭洗选加工转化和综合利用来延长产业链，增加
上下游融合度，低成本实现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除电力行业外，我国主
要耗煤行业还包括石油、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这五大行
业。清洁生产和转换将从各行业全面展开。

　　综上所述，考虑到技术、投资、成本等方面因素，化石能源清洁化在现阶
段可能会在一些方面产生限制新能源发展的因素。但就中国能源政策走向和未
来清洁化格局来看，化石能源清洁化在总体目标上不会对新能源产生替代。相
反，化石能源清洁化将助力中国能源结构变革。

　　（作者：郝宇，为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泠
鸥，为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石油报》官方刊载链接：
  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6/11/29/0016230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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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成员

魏一鸣，教育部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 “ 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 ” 学术带头人。现任北

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分会理事长等。受邀担任 9 份国际期刊编委或

副编辑。曾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2000-
2008 年）、研究员。

魏一鸣教授长期从事管理系统工程研究和教学，在能源经济预

测与决策建模、资源与环境管理、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等领域开展

了有创新的研究工作并做出了贡献。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国际合作、97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欧盟 FP7、世界银行等 40 余项科研课题。连续出版《中国能源

报告》系列等著作 10 余部；在 Nature-Climate Change 等发表学术论

文 200 余篇，其中，SCI 收录 138 篇，EI 收录 100 余篇。论文累计

他引 万余次（其中，SCI他引 2556次）、11篇入选 ESI“高被引论文 ”。
连续 3 年被爱斯唯尔评为 “ 中国高被引学者 ” （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是国家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领衔作者之一。

组织开发了国家能源模型集成平台（iNEMS）原型系统和能源经济

数据平台，并获得软件著作权 10 余件，发明专利 2 件。研究成果在

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

魏一鸣教授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4 年）、入选中国

科学院 “ 百人计划 ”（2005 年）、中国青年科技奖（2001 年）；纪

念博士后制度 20 周年 “ 全国优秀博士后 ” 称号（2005 年）、“ 首批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04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2004年）；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2008 年），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2 年）。作为第一完成人曾获教育部科技

成果一等奖（2012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2012 年）、

国家能源局软科学一等奖（2015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2015 年）及其他 2 项省部级科学技术或自然科学奖。向中央和国

务院提交了多份政策咨询报告并得到了重视。

 
魏一鸣教授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师、中国

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等荣誉称号，主讲的研究生课程《工业工程

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先后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评为优秀

课程；指导的研究生 4 人获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2 人获北京市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1 人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3 人获国家

优秀青年基金，1 人入选教育部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青年学者项目、

1 人入选中央组织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1 人获中国青年科技奖。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带头人

魏一鸣  教授



89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青年科技

奖”获得者、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分会

常务理事和秘书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高教学会高校

管理研究会理事长。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教育

部博士点基金、国家“973”计划等课题（专题）等20余项；出版专著3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
余篇，多篇被SCI/SSCI/EI检索和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材料全文转载。曾获“教育部优秀科技成果

一等奖”，“教育部优秀科技成果奖（人文社科）”，“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等荣誉。

研究方向：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绿色供应链与逆向物流管理；能源经济与气候变化政策

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管理与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兆华

在长期经济发展与能源需求及碳排放关系、能源贫困及健康和社会影响、能源经济效率(成本效率)测度理

论和方法、能效改善和环境保护的激励机制、大宗商品市场中的能源价格等方面开展了一些具体研究工

作。合作出版著作10部、发表论文70余篇。负责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先

导科技专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机构的科研课题。近年指导的10余名毕业生获北京市优秀毕业生或校

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曾获批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入选长江学者首批青年学者项目。

研究方向：能源经济；气候政策

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廖　华

在低碳产业政策研究、碳交易期货市场、新能源汽车政策研究、能源安全等方面先后开展了一些有价值

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973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点专项基金、北京理工大学校基金等重要科研

课题20余项，在国内外SCI/EI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2部。2012-2013年受日本

名古屋大学邀请，前往日本围绕新能源产业政策问题开展合作研究。

研究方向：能源金融、碳期货交易、能源产业投融资、能源安全与预警、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管理

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管理与经济学院副院长

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唐葆君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长期从事管理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科技部、973、863等重要科研课题20余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70余篇。兼任信息系

统协会中国分会理事、“双法”研究会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分会副理事长、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分会常务

理事等职务。

研究方向：能源与健康、医疗数据分析、电子商务、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

管理与经济学院副院长，两化融合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颜志军

近年主持15项科研项目，包括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累计发表论文40多篇、5本著（译）作，其中

论文以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被SCI/SSCI/EI检索20多篇。2009年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论文奖”，2011
年入选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计划、北京理工大学“师德先进个人”，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2013年获评北京理工大学三育人先进个人称号。

研究方向：行为运作管理、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新能源汽车

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张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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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北京市自

然科学基金课题等科研项目10余项，发表论文40余篇。讲授《区域经济学》等5门课程。曾在瑞典梅拉

达伦大学做访问学者。兼任中国“双法”研究会复杂系统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能源经济与

管理分会常务理事，中国现场统计学会环境与资源统计研究会理事；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泥石流滑坡专

业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能源经济与气候变化政策，资源与环境管理

理学博士，副教授马晓微

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曾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政府评审专家。目前兼任国际学术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lobal Energy Issues的客

座主编，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分会及复杂系统研究委员会的常务理

事。担任Energy Policy, Energy Economics等多份SCI/SSCI期刊的审稿人。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

名奖（2009年）、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中

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2007年）等荣誉奖励。

研究方向：能源经济复杂系统建模，能源环境政策

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巧梅

王　科
管理与经济学院管理工程系系主任

管理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Omega、Energy Economics、Applied Energy、Energy Policy、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等主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SCI/SSCI论文30余篇。《中国能源报

告》系列作者之一。主持包括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多项重要科研课题，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世界银

行项目、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团队项目等。主

讲《管理系统工程》、《能源政策专题》等课程。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访问学者。入选北京

理工大学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中国“双法”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EJOR、

AOR、OMEGA、IJPR、IJPE、Energy Economics、Energy Policy、Applied Energy、JCP等期刊论文评审

人。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Natural Hazards客座主编，Journal of Modelling in Management助理主

编。

研究方向：能源经济系统建模、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

张毅祥 管理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和香港城市大学（信息系统专业）。先后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入选北京理工大学优秀青年

教师资助计划。在Energy Policy,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等国际期刊上发表SCI/SSCI检索论文10余篇。

担任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分会常务理事，Energy Policy,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等期刊审稿人。

研究方向：企业节能，创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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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获得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全额奖学金赴日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201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

学位。曾任名古屋大学博士后研究员（2013.4-2014.3）。主要研究兴趣为能源金融，以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发表英文论文7篇，其中被SSCI索引论文2篇。

研究方向：资产定价, 能源金融，碳金融

管理与经济学院科研与学术交流中心主任

经济学博士，副教授
吕　鑫

武汉大学物理学与经济学双学士（2005）、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硕士（2008），德国汉堡大学经济学博

士（2012）。现就职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应用经济系/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

兼任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分会理事，Applied Energy，Energy Policy

等学术杂志匿名评审。讲授《高级宏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等课程。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在内的研究课题六项。迄今为止已在Energy Policy,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Applied 

Energy,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中国软科学》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能源经济、环境政策

经济学博士，副教授郝　宇

2012年毕业于日本广岛大学，2013年至2015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担任JSPS外国人特别研究员。目前，在

Energy Policy,Energy,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Environment and Planning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以第一

作者兼通讯作者发表SCI、SSCI检索论文近10篇。兼任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vel Behavior Research

成员，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me Use Research成员，东亚运输学会成员，Energy Policy,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Indoor and Built Environment等学术期刊匿名评审。

研究方向：能源消费行为和政策研究、时间利用分析、行为-经济-能源-环境复杂系统

工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余碧莹

李　果
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能源经

济与气候政策研究）成员，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Pervasive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副主编，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pplied Intelligence会员，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工业工程分会

理事；担任Omega,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和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等10余份SCI/SSCI刊源的审稿人。在SCI刊源上发表论文20余篇，先后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北京自然科学基金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各1项，2013

年入选“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

研究方向：绿色供应链、低碳物流与运作管理

技术经济与管理系副主任

管理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文玲 环境社会学博士，副教授

2013年获得荷兰瓦赫宁根（Wageningen）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可持续消费行为，个体与家庭能源

消费低碳转型等。在Energy Policy,Jou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等期刊上发表SCI/SSCI论文十余篇。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北京理工大学纵向基金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课题等多项。

Energy Policy,Applied Energy等国际学术期刊论文评审人。可持续消费研究和行动倡议（SCORAI）和全

球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研究论坛（GRF-SPC）中国工作组成员。

研究方向：可持续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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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茜茜 管理学博士，在站博士后

2016年12月毕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曾于2015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赴美国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GMU)信息技术与工程学院统计系，交流一年。现为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中心博士后。

研究方向：能源与环境效率评价、多属性决策、应急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

张　斌

2014年入选“香江学者”资助计划，加拿大Dalhousie University访问学者。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其中SCI/SSCI检索14篇，ESI高引论文1篇。单篇最高他引频次20次。目前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青年

项目1项，博士后基金一等资助1项。

研究方向：绿色供应链、循环经济、企业社会责任

管理学博士，助理教授

曹云飞 经济学博士，助理教授

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2015年毕业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经济系，

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计量经

济学等方面研究工作。

研究方向：能源需求与效率、碳排放模型研究

赵伟刚

2013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赴澳大利亚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UTS）交流一年。发表学术论

文10余篇，其中SCI/SSCI检索7篇，2篇论文（Renewable Energy, 37 (2012) 241-249、Omega, 45 (2014) 80-

91）被列入ESI 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s）和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

研究方向：风速风电预测、战略石油储备、电力系统建模

理学博士，在站博士后

李  慧 管理学博士学位，在站博士后

2017年6月毕业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曾于2015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

赴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能源系统研究中心交流一年半。现为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博

士后。

研究方向：能源与环境政策、绿色技术



93

杨  扬 管理学博士，在站博士后

2016年10月毕业于英国斯旺西大学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

中心博士后。

研究方向：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的政策分析、融资路线

王  博 管理学博士，在站博士后

近年来主要围绕能源技术创新，社会网络分析，大数据与能源消费行为分析开展研究。作为负责人主持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与博士后基金项目各1项。在《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以及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Scientometrics，Energy Policy, Energy，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

Natural Hazard等SCI/SSCI检索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研究方向：能源技术创新，社会网络分析，大数据与可持续消费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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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任务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系列和国家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户燃料选择行为及其对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 2017-2020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企业采纳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的影响因素及其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2017-2020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基于 TVP-BVAR 模型的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股市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 2017-2019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我国可持续能源消费模式和政策研究 —— 基于居民时间分配行为机理 2017-2019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适应风电功率复杂概念漂移的在线概率预测方法研究 2017-2019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研究 2016-2021 年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全球气候变化及应对 2016-2021 年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气候变化综合评估集成模型（C3IAM）研究 2016-2021 年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温控 1.5 度和 2 度阈值情景下我国碳排放好减碳社会经济代价评估研究 2016-2021 年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能源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规律及参数化 2016-2021 年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气候变化背景下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性措施模拟好遴选研究 2016-2021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低碳背景下的我国城镇居民可持续消费行为机理、模式与环境综合影响研究 2016-2019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碳排放交易机制与碳配额分配方法研究 2016-2019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异质性视角下中美居民消费碳排放对比及区域居民低碳消费引导模式研究 2016-2019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交媒体健康知识发现与个性化诊疗方法研究 2016-2019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智库研究项目）：能源战略与气候政策研究 2016-2017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能源效率测度和资源优化配置的非参数前沿面建模方法研究 2015-2018 年

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府支出对能源消费和空气污染的影响：基于空间相关性研究 2015-2017 年

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区域能源经济 4E 系统耦合优化模型及其在碳减排中应用 2015-2017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共生关系的高耗能企业减排合作模式与协同策略研究 2015-2017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府支出对能源消费和空气污染的影响：基于空间相关性的研究 2015-2017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成品油供需复杂系统建模及应急管理研究 2015-2017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 : 中欧城市低碳发展路径的动态模拟、对比及应用研究 2014-2017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际贸易隐含碳测算及碳关税对中国经济贸易影响研究 2014-2016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调节聚焦对新能源汽车有限理性订货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2014-2017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JIT 环境下装配系统协同供货决策模型与方法研究 2014-2017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碳排放配额交易的市场机制与政策研究 2013-2016 年

　　2017年度，群体成员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重要科研任务7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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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自然/哲社科学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北京市碳市场运行绩效及机制成熟度评估 2016-2018 年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北京新能源汽车鼓励消费政策及其效果评估 2017-2018 年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北京市低碳发展的路径设计和政策建模研究 2017-2018 年

北京市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专项：北京市交通能源消耗及其低碳发展路径研究 2017-2018 年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京津冀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雾霾治理：基于空间相关性和政府支出特点
的研究

2016-2018 年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北京市低碳发展路径与模式研究 2015-2017 年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面向空气质量和公共健康的北京市机动车限行管理模式与方法研究 2015-2017 年

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哲学社科基地建设 2015-2016 年

 国家部委和中央能源企业委托项目

国家电网公司：基于电能服务管理平台的营销市场分析决策技术研究及应用 2016-2017 年

国家能源局：我国“十三五”石油需求预测 2015-2016 年

 国际科研项目

中国低碳城镇发展调研 2016-2017 年

 人才系列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能源资源可持续发展管理及政策建模   2017-2021 年

霍英东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能源贫困对社会经济影响评估建模及对策研究   2016-2017 年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能源经济复杂系统建模与能源环境政策研究   2015-2017 年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能源经济与气候政策   2014-2016 年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能源经济动态关系建模及其应用研究   2014-2016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虚拟健康社区的知识共享和行为扩散机制研究 2013-2016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低碳约束下电动汽车产业风险评估研究 2013-2016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金砖五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测算及我国对策研究 2013-2016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考虑要素禀赋差异的各国各行业碳排放轨迹集成比较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13-2016 年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课题：典型区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及其成本效益分析 2012-2016 年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课题：全球视角下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影响及适应策略 2012-2016 年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 : 我国及世界主要国家历史排放发展轨迹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2011-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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