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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经济化和贸易化进程的加快，
国际社会对贸易中的隐含碳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梳
理了隐含碳的概念及估算方法，首先对隐含碳概念以及渊源进行阐述；其次，归纳分析 3 种碳排放责任的认定原
则，由此判定共同负责制应是断定一国隐含碳责任的依据；第三，对目前 3 种估算隐含碳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最后对贸易与环境的影响关系研究进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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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加剧，环境污染和气候变

会（IFIAS）能源分析工作组会议。这一会议提出，可使

化等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国际社

用“Embodied Energy”来衡量某种产品或服务生产过

会为应对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程中间接和直接消耗的某种资源的总量[2]。Brown and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FCCC）首
1992 年 6 月，

“Embodied”后面可以加二氧
Herendean 等研究得出，

次制定温室气体减排的相关条例。2005 年 2 月，
《京都

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排放物或者土地、水、劳动力等

议定书》正式生效。最近在哥本哈根举办的第 15 次缔

资源，用来衡量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排放出来的污

约方会议，实施温室气体减排已由书面协议上升为部

染物或者某种资源在产品或服务生产过程中的直接

分国家的具体行动。

和间接消耗量[3]。隐含碳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产品而在

然而，上述这些减排目标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

整个生产过程中排放出来的 CO2，是“隐含能”这一概

果。有碳减排目标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生产转移或进

念的延伸。贸易隐含碳是当前贸易与环境关系研究的

口隐含碳等方式减少其国内排放，而且，如果技术相

新热点。国外学者对隐含碳概念的理解基本如上所描

对落后，排放强度更大的发展中国家出口这些碳密集

述，
而国内对“隐含碳”
这一概念的理解有所出入。

型产品，
则有可能增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近年来，
中

1.2 国内关于隐含碳概念界定

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达到世界首位，国际社会给中

总结来说，国外对隐含碳的认识忠于产品整个生

国的碳减排很大压力，但是由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替

命周期的碳排放量，而国内学者对隐含碳这一概念的

发达国家担负了很大一部分的碳减排压力，显然一味

理解侧重于国际贸易中被忽视的那部分碳排放。

指责中国对全球环境的破坏有失公允。

闫云凤对“隐含碳”的理解是指在产品生产或者
服务提供过程中所直接和间接排放的总量 CO2，并且

1 隐含碳的概念及渊源

认为“隐含碳”作为一个环境指标，是用来描述产品供

1.1 隐含碳概念起源

应链从上游生产过程到下游生产过程，直到消费者的

隐含碳（Embodied Carbon）这一概念在《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被定义为“商品由原料的取得、制
造加工、运输，到成为消费者手中所购买的商品，这段

各个环节所产生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全部污染[4]。
对于贸易隐含碳，国内学者的研究方向更强调
“隐含”
二字。

过程所排放的二氧化碳[1]。”
Embodied 这一概念由来已

学者陈曦认为“隐含碳”和“碳转移排放”的所指

久，
最早可以追溯到 1974 年的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

基本相同，只是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衡量时，
“ 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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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的表述更具科学性。
之所以要用“隐含”
二字是与国
际贸易污染责任的认定原则分不开的 。
[5]

为满足进口国的消费需求，
生产
出口隐含碳是指，

利的。
针对上述弊端，学术界出现了“共同负责”的碳计
算方法。共同负责制不仅可以鼓励消费者选择具有更

国制造出口品在国内所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

好环境保护措施的生产者，也可以刺激生产者主动地

造成了碳排放从进口国转移到了出口国；进口隐含碳

去减少自身的排放，
且此分配方法能够体现公平性，
与

则恰好相反。隐含碳净出口是指出口隐含碳的总量大

单一的生产者或消费者负责原则相比，
更容易被接受[7]。

于进口隐含碳的总量的部分。
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对于贸易隐含碳的研究大多

这 3 种对国际碳排放责任的划分方法，体现了国
际社会对“隐含碳”这一热点话题的研究越来越成熟、

数侧重于“碳转移排放”
、
“碳泄漏”
等方面。之所以会出

系统，并逐渐认识到依靠目前国际条例很难达到全球

现上述国内外对“隐含碳”这一概念认识的区别，作者

碳减排这一目标。虽然共同负责制是最理想的一种责

认为是与碳排放责任的界定分不开的。

任划定方式，但是目前使用最多的仍然是生产者负责
制，
因为目前国际条例的主要制定者仍然是发达国家，

2 国际贸易污染责任的认定原则
当前关于碳排放责任如何公平分担也成为气候
变化领域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而使用生产者负责制显然对其是有利的，而且共同负
责制这种新型的责任界定方式缺少相应的制度约束，
因此推行起来有一定难度。

2.1 基于生产者负责原则的研究
目前，国际社会上公认的是采用“生产者负责制”
作为其环境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但是，此方法只是

虽然当前国外估算隐含碳的主流方法是投入产

局限性地考虑了国内部门直接相关的污染排放，忽视

出法，
但随着对隐含碳研究的加深，
也逐渐出现几种其

了当今世界贸易化所带来的影响。若仅仅考虑国内部

他的计算方法。

门对环境的直接污染，一个国家只是通过进口国外制

3.1 投入产出法

造的商品来代替国内生产，就会出现高质量的生活水

投入产出法（IO）是分析特定经济系统内投入与产

平与低污染排放水平相伴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而且

出间数量依存关系的原理和方法，此方法区分了直接

隐含碳出口国大部分技术条件和能源利用率较低，这

排放系数和间接排放系数，便于对不同的部门进行相

不仅达不到全球减排的目标，反而会加大全球温室气

应的改良措施。Wyckoff 和 Roop 是最早采用此类计算

体的排放 。

方法来进行实证研究的，1994 年他们研究了美国、日

2.2 基于消费者负责制原则的研究

本等 6 个最大的 OECD 成员国 1984—1986 年间国际

[6]

随着当今全球贸易化以及对隐含碳问题研究的

贸易的碳排放，指出 6 国国际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占

加深，学术界针对“生产者负责制”的弊端，提出了以

到 6 国碳排放总量的 13%[8]。目前国外诸多文献都是

“消费者负责制”
为原则的国家温室气体目录。研究普

采用此类计算方法来估算碳排放，例如，Peters 运用投

遍认为，
主要发达国家皆为碳排放的净进口国，
而发展

入产出法，
计算了 87 个国家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结

中国家和一些资源密集型的小型发达国家则是二氧

果显示在 2001 年,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为隐含碳净出口

化碳净出口国。国内学者也指出，中国近年来快速增

国。美国、日本等都是包含这些污染物的商品的净进

长的温室气体排放，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国际贸易内

口国，他们将部分环境负担通过贸易途径有效地转移

含在产品中出口到国外的。对贸易中隐含碳量的研究

给了世界其他国家[9]。

为国际社会重新界定各国碳排放责任提供了依据。
2.3 基于共同分担责任原则的研究
RENEWABLE RESOURCES AND CIRCULAR ECONOMY

3 隐含碳估算方法

最近有学者提出，以消费为中心的碳计算方法或
许并没有想象中的有效。若是从消费角度考虑，生产

根据 Yan 和 Yang 的实证结果，如果按照美国的
碳排放率水平，
1997—2007 年 中 国 累 计 BEET 为
11.32 亿 t CO2，其中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占国内生产
的 10.03%~26.54%[10]。

者就不会积极地去减少碳排放，也会降低发展中国家

国内对此类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有

创造更加清洁和有效的生产过程的积极性；而消费者

大量的文章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隐含碳。例如，较早

由于缺少奖励和政策的约束，并不像理想中那样选择

的有齐晔等采用投入产出法核算了 1997—2006 年中

污染程度低的生产者，这些显然对全球碳减排是不

国对外贸易的隐含碳。结果显示：
1997—2004 年中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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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隐含碳的“净出口”
量仅占当年国内碳排放总

口国的结论，
少数研究持相反结论。

量的 0.5%～2.7%；
而到 2006 年却增长到 10%左右。中
国为外国的消费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11]。

5 研究局限性

3.2 生命周期法
虽然投入产出法较其他方法所得结论更为精确，

随着中国碳排放的逐年增加，面临的来自国际上
碳减排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未来的国际气候问题谈判

但只局限于行业数据，无法获悉产品实际情况。生命

中，
为了应对国际减排压力，
中国一方面在国内要积极

周期评估法虽然可以深入分析产品情况，但由于计算

采取措施节能减排，向国际社会体现我国为全球碳减

过程复杂，可操作性较低。因此采用此方法的学者较

排所做的努力与贡献；
另一方面，
要针对国际贸易这一

少，
不具有普及性。刘强等利用生命周期评价的方法，

对我国有利的指标，来争取与我国实际碳排放所相对

评估了中国对外贸易中的 46 种主要的出口贸易产品

的责任与义务。

的载能量和碳排放量，结果显示：这 46 种产品的出口

目前，虽然国内有很多针对贸易中的隐含碳这一

贸易大约消耗了国内 13.4%的一次能源，其碳排放量

问题的研究，
但是由于相对较新的领域，
概念和方法论

约占全国 14.4%的碳排放量[12]。

上仍没有达成统一的标准，且数据处理方面多针对出
口贸易研究较多,对进口贸易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目

4 贸易的环境效应

前国内很多文献的研究年限局限在 5 年以内，对于长

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又复杂，但由

期趋势的把握和规律的整理不利。有些学者研究单一

于没有明确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的差异,

年份的国际贸易隐含碳情况，有些则研究连续年份的

在学术界存在两种理论。一方面，很多学者认为通过

贸易隐含碳问题，
影响研究结果的可比性[15]。由于计算

国际贸易能够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环境保护技术

方法和数据库的选取存在差异，因此计算结果相差较

的交流与发展。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全球贸易规模

大。另外在研究过程中，
都偏向于总量的研究，
分行业

的不断发展，
势必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
并产生更多的

研究的文献出现较少，这样对具体政策建议的指导意

污染和排放，
从而破坏生态平衡。

义不大。总体来看，对于贸易隐含碳这一研究领域还

当前认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为 3 种效应：规模

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效应、
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一般定义为，
规模效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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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研究。但学术界基本均得出中国是隐含碳进出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９４（２）：
１８７－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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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
［９］

Ｐｅｔｅｒｓ Ｇ Ｐ，Ｗｅｂｅｒ Ｃ Ｌ，Ｇｕａｎ Ｄ，
ｅｔａｌ．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２

［１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 ｒ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ｅ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ｇａｉｎｓ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分析［Ｊ］．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０８（８）：
４６－５５．
［１３］

２００７（１７）：５ ９３９－５ ９４４．
［１０］

邱薇．碳边界调节措施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评估［Ｄ］．北
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２０１２．

Ｙａｎ Ｙ Ｆ，Ｙａｎｇ Ｌ Ｋ．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１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Ｊ］．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ｅｙ，
２０１０（３８）：３５０－３５６．
［１１］

刘强，庄幸，姜克隽，等．中国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及碳排放量

何丹丹．中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估算及影响因素研究［Ｄ］．上
海：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２．

［１５］

齐哗，李惠民，徐明．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估算［Ｊ］．中国

赵玉焕．国际贸易隐含碳研究综述［Ｊ］．黑龙江对外贸易，
２０１１
（７）：
２４－２５．

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０８（３）：８－１３．

A literature review on embodied carb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ZHANG Hui , GENG Anyi, YAO Lei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progress of global economization and trade, all countries have carried a lot of research on
this hot issue: the carbon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paper generalized the concept of implicit carbon and the
estimation method，concerning the origin , principles of carbon emissions responsibility assignment, comparison of three
methods of estimating embodied carbon and a review on the interaction of trade and environment.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embodied carbon；carbon-emission responsibility assignment
（收稿日期 2014－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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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出再生资源价格指数
“第二届中国‘城市矿产’博览会”上，中国再生资源价格指数正式面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上海开幕的
中国再生资源价格指数由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编制开发，目前包括废钢价格指数、废铜价格指数和废铝
价格指数。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会长蒋省三认为，再生资源行业已成为中国行业发展重点之一，并面临着转型升级
挑战，编制开发中国再生资源价格指数，可以科学、合理地反映再生资源市场价格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有利于促
进资源企业有效竞争，有利于引导再生资源行业健康发展。
据介绍，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今后每个工作日通过再生资源信息网（ｗｗｗ．ｃｒｒａｉｎｆｏ．ｏｒｇ）公开发布相关再生
资源价格指数，今后还将陆续推出中国再生资源价格指数其他品种，包括废纸价格指数、废塑料价格指数、废旧不锈
钢价格指数等。
来自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的信息显示，在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引导下，中国资源回收率已
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４０％左右提高到目前的 ７０％，回收品种增加，行业规模扩大。２０１３ 年，全国再生资源主
要回收品种回收量达 １．６４ 亿 ｔ，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２．８％；主要品种回收总值 ５ ７１６ 亿元人民币，比

简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２．５％；全国工商注册的回收企业达 １３．７ 万家，各类回收站点 ３０ 多万个，回收行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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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达 １ ８５０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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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

“中国
‘城市矿产’博览会”是中国唯一以“城市矿产”为主题的大型专业博览会。
“第二届中国‘城
市矿产’博览会”
汇聚了近百家循环经济园区、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科研院所及国内外知名企业，展
示内容涉及电子废弃物拆解利用、危险废弃物处理、垃圾分选与资源化、再生塑料改性、土壤修复、环
境服务、金融服务、
污水处理、设备制造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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