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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中国项目位于哈佛大学John A. Paulson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我们的“中国2030年/2050年：
未来的能源与环境挑战”课题项目获得了哈佛全球研究基金的鼎力赞助支持。

执行主任的信

2019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哈佛大学中国项目

和

大多数人一样，哈佛中国
项目的成员终于欣慰地翻
过了2020年这一页，满怀希望
地跨入2021年。疫情打乱了项
目研究员的学术研究计划和个
人生活。
疫情关停
以来，身
在哈佛大
学的项目
成员不得
不暂时蜗
居在家工
作，而已
获邀请的
访问研究
员则不得
不暂时搁置他们的哈佛之行。
和其他项目一样，疫情也限制
了我们与更广泛的哈佛社区进

行互动，包括大家在课后或
研讨会后、在咖啡茶歇或健身
房时和那些怀着奇思妙想的有
趣人群邂逅与碰撞的机会，而
这恰恰是迸发新鲜研究灵感的
重要来源，也是在大学校园里
学习和工作的最愉快的回报之
一。

处与便利也是有目共睹的。对
于我们这样的国际研究项目来
说，线上交流的常规化打破了
地理上的壁垒，提高了我们同
中国和其它国家合作者深入讨
论的频率，现在线上参加全球
同行研讨会议已经成为每周学
术生活的标配。

尽管疫情打乱了既定计划，哈
佛中国项目在疫情期间依然在
各方面取得了高于预期的成
果。我们的研究并未放慢脚步
（请见第8页的文献），部分原
因是因为线上工作的方式某种
程度上推进了研究进程，当然
在其他方面也会有阻碍。大家
在家中用Zoom开会数小时，虽
然不太稳定的家用网络确实让
人头疼，但现在大家已经习以
为常；当然Zoom会议带来的好

不得不承认政治风向的转变确
实对我们的工作有影响。拥有
一个尊重科学、重视气候变化
对人类未来影响的美国政府
是一件好事；这个政府富有理
性远见卓识并愿意进行国际合
作，认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学者作为好奇而又多样化的个
体互相合作，来更好地了解我
们周围的世界以及共同面对的
未来。
—— 哈佛中国项目执行总监倪世祺

国际论坛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

哈

佛大学中国项目主席
Michael McElroy 教授继续
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
作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是
向中国国务院提供有关环境
与发展政策建议的最高级别
国际咨询机构。由于 2019 冠
状病毒疫情大流行， CCICED
转为在线会议，而这实际上
增加了将项目研究的经验注
入到中国和全球政策参与者
关于气候与发展挑战的讨论
中的机会，更重要地是突出
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的价
值，并将其转化为具有前瞻
性的政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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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McElroy教授为
CCICED 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暂
行建议”提供了书面意见，并在
正式会议上与委员会其他成员
就此进行了讨论。他的建议包
括：1）中国电力行业加速电气
化和脱碳的五部分案例，强调
了海上风力发电、生物能源与
碳捕获和储存以及通过使用可
再生能源电解制氢（即所谓的“
绿色”氢）的潜力； 2）将中国
的国家碳排放交易系统（ETS）
扩展为混合碳定价政策，并纳
入对非ETS部门的碳税。所有建
议内容均直接取自近期或正在
进行的哈佛中国项目研究。

2020年9月， McElroy 教授参
与审核了 CCICED 的十项最新
政策研究报告，并于 10 月在“
氢经济虚拟论坛”上介绍了有
关中国、印度和日本绿色氢
前景的新项目成果。这项由
CCICED 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共同主办的国际会议促
成了哈佛中国项目研究人员
与中日两国绿色氢能行业领
导人之后的
磋商，由此
可能会与两
国发展成新
的战略伙伴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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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中国项目何文胜博士

研究员问答
中国电力改革与环境保护的政治经济学”—— 访问学者何文胜博士
哈佛大学中国项目暨非盈利机
构“未来资源”的访问学者何文胜
博士，是从事生产率测量和环境
政策分析的经济学家。他有关中
国电力改革的两部分问答系列可
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第二部
分摘录如下：
减少耗电量的最简单方法是提高
能源效率，即用更少的千瓦时产
出相同量的光，或者以更少的千
瓦时驱动相同量的空调，或用更
少的千瓦时达到同样的工厂产
能。另一种方法是所谓的“需求
侧管理”。正如我们在第1部分中
指出的那样，社会的用电量随时
间和季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如
第1部分所述：高峰时段的用电
需求量比一天中的低谷时段高50
％（甚至更多）。目前，我们通
过生产足够的发电量来应对高峰
时段用电高需求量这一问题，尽
管这样做会导致发电产能在一年
中的大部分时段处于闲置状态。
需求侧管理意味着尽量在几个时
段内转移需求，以使高峰时段用
电需求量降低，从而降低最大发
电产能；由此提高所有设备的使
用率，最终降低平均成本。
我们必须了解人们如何使用电
力、当我们改变价格时需求如何
变化，以及引入新技术时未来需
求的变化。这包括探索如何通过

改变价格结构来鼓励人们错峰用
电。我们的一些项目正致力于这
种对需求特征的研究。
哈佛大学中国项目研究员、西安
交通大学教授李江龙的一个项目
课题就是研究中国浙江省所谓
的“分区定价体系”是如何影响家
庭用电的。在过去，浙江省就像

“要制定解决这些需求
侧问题的政策，我们需
要了解企业和家庭的需
求结构。”
今天在美国的许多地方一样，无
论每家用电量多少，电费都是一
样的。但是，自2012年以来，浙
江实行的制度是，当一户家庭每
年用电量超过一定的千瓦时数，
则电费费率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价
格区间。这种分区定价系统背后
的理念是：即使贫穷的家庭也能
负担得起最低限度的用电，而较
富裕的消费者会愿意支付更高的
价格，以此来鼓励节约能源。许
多国家的研究人员试图回答的问
题包括：这些分区定价系统实际
上是否减少了用电量？大多数人
知道他们支付的电费价格吗？人
们是否知道他们的用电量即将跨
过价格上调的界限？即使他们知

道正确的价格，他们会减少用电
量吗？
可能有人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很容
易回答。为什么不比较一下2011
年与2012年的用电量呢？但这其
实是无法比较的，因为即使有
耗电量数据，在2011年至2012年
之间，许多事情也可能发生了变
化：经济增长了，或者人们更富
裕了，或者家户人数有增减了。
我们有全省各地家户样本的日常
用电数据，但我们不知道每户有
多少人口，他们的收入是多少，
家里使用哪些电器设备。
我们必须仔细地对比数据。根据
中国浙江省的分区定价系统，如
每年用电量少于2760千瓦时，电
费费率为每千瓦时5角3分8厘；
如每年用电量在2760至4800千瓦
时之间，费率为每千瓦时5角8分
8厘；如每年用电量超过4800千
瓦时，则费率为每千瓦时8角3分
8厘。
电费费率都是由政府定价的，约
80％的家庭电费费率处于最低第
一价格区块， 15％的家庭处于中
间的第二价格区块，5％的家庭
则处于最高价格区块。浙江
接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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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多数城市居民居住在公寓
楼中，因此电耗远低于美国的
典型房屋（出于比较目的，在
我有3个孩子的房屋中，夏季每
月电耗1200千瓦时，春季每月
电耗400千瓦时。）浙江分区定
价系统还连接一个手机应用程
序，用户可以使用该应用程序
来查看一年中的用电量。每月
的电费帐单也列出了年初至今
的总用电数。因此，我们认为
每家每户可以自由了解自家用
电量处于哪个价格区间。
在与李亚婷（当时是杜克大学

的博士生）和她杜克大学的教
授以及清华大学曹静教授进行
的合作研究中，我们使用了包
含家庭人口数、收入、电器设
备信息的那些家户数据，但是
没有日常用电量（仅年度用电
量）。我们将此数据与温度数
据相结合，并估计年度电力需
求取决于价格、收入和所使用
的电器。我们发现，当人们拥
有更多的财富时，他们会购
买更多的电器并更频繁地使用
空调和其他电器设备，从而导
致用电量的显着增加。然而，
随着收入规模的持续增长，

这种“收入弹性”逐渐减弱。也
就是说，当穷人收入增加时，
他们的用电量涨幅更大；但当
富人收入增加时，他们的用电
量涨幅却很小。我们估计，随
着收入的增加，收入弹性将从
0.28降至0.14。这些估值结合
历史数据，我们预计未来家庭
的用电需求取决于对未来家庭
收入增长的预期。我们预计，
由于家电拥有率和使用率的上
升，2025年的家户用电需求会
比2009年增长85-143％。

响。她对能源的社会影响尤其关
注：能源技术将如何以及在何种
程度上影响消费行为和公众的能
源使用？此外，她还在天然气模
型开发以及可再生能源制氢分
析的方面，与包括Chris P. Nielsen
和Michael B. McElroy教授在内的
其他研究人员就此研究兴趣共同
探讨。杨非常乐于与来自不同学
科的学者合作开展交叉研究，打
破学科壁垒，从不同角度提出反
馈。同事们有时会发现一些她之
前没有考虑到的同样研究问题上
的细微差别。她说：“这里的研
究人员都非常乐于交流，从跨学
科的各个角度分享大家的思考。
这对工程学的研究者来说是非常
有启发的。”

生活，将计算所得的数据和数据
的现实反应度进行归纳整理。她
说，“我一直很珍惜每一个在程
序调试中度过的寒冷冬夜”，这
带给了她很多灵感和磨砺。 她调
整了建模的思想，首要目的是考
虑到实际的能源需求。“我们做
建模是为了模拟真实世界，”她
说，“但我们不能忽略人们的行
为也对建模有很大影响。”

第3页：图Xiang Xio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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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曦
访问学者
在学生时代，她的想法对于当
时的年轻女性来说有些不同寻
常，但在电子工程圈子里却是司
空见惯。“和每一个硅谷男孩一
样，”哈佛中国项目访问学者、
中国石油大学副教授杨曦说，她
当时梦想是 “拥有最好的算法”
。这种对卓越的执着，让她参加
了很多次的系统建模比赛。在那
里，她似乎总是在追求最好的东
西：技术和算法，但有一件事让
她开始改变想法。那是一位评委
的提问：“这项技术将为社会做
出哪些贡献，如何满足公众的需
求？”
在清华大学电子信息与工程专业
的学习期间，这个问题一直萦绕
在她的脑海里，后来在巴黎矿业
大学攻读高级能源管理专业的硕
士学位，之后在清华攻读博士学
位。她的研究领域开始转向能源
技术的应用，关注新能源技术的
研究。现在，在哈佛-中国项目
中，她与高级研究员何文胜合
作，通过研究不同收入的人群对
能源消费的影响，扩大她的研究
范畴，在能源模型中探讨社会影
4

她脑海中仍然浮现着她早期涉足
能源系统建模时评委所说的话。
她不断地寻求将分析贴近具体的

展望未来，杨曦希望在这里继
续寻找零排放社会的技术解决
方案。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她
说："当然我们需要遵循预防为
主的原则，但科学家的工作就是
提供切实可行的证明，让公众都
更能理解和接受。"她希望在未
来的探索上，模型的模拟模式会
更加完善。
Liza Tarbell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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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交通政策

印度的可再生能源

研究新闻
中国交通污染政策拯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

在

过去的二十年中，汽车和
卡车的尾气排放已成为中
国主要的空气污染源。 在1990年
代后期，中国开始实施减轻交通
污染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效
果，特别是在空气质量和公共卫
生方面的效果，尚未被系统性地
评估。
现在，来自哈佛大学的几位研究
人员——包括哈佛大学T.H. Chan
公共卫生学院的John Evans教授和
博士生Ernani Choma——与南京大
学环境科学王海坤教授带领的团
队一起，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合作
研究，这个课题在王海坤教授尚

在SEAS作哈佛中国项目的访问学
者时就开始了。
团队运用结合排放情景、空气质
量模型和人口健康风险评估的工
具框架对中国的污染控制政策进
行分析，发现这些政策降低了
2015年一半至三分之二的车辆尾
气排放量，并在当年减少了约51
万例因细微颗粒物和臭氧暴露导
致的死亡。
该研究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刊》。
“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中国的汽

车保有量和交通拥堵增长迅速，
但政府实施的严格控制措施限制
了由此产生的排放，并为避免在
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城市中）空
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带来了巨大
的益处，” 哈佛大学中国项目执
行总监、论文合著者Chris Nielsen
如是说。
研究引用：Haikun Wang, Xiaojing He,
Xinyu Liang, Ernani F. Choma, Yifan Liu, Li
Shan, Haotian Zheng, Shaojun Zhang, Chris
P. Nielsen, Shuxiao Wang, Ye Wu, and John S.
Evans. 2020. “Health benefits of on-road transportation pollution control program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Sept 2020, 201921271.

到2040年，可再生能源将为印度大部分地区供电

印

度正致力于实现其雄心勃勃
的目标，即到2030年将其电
力部门使用能源中60％转化为可再
生能源，但哈佛大学中国项目的最
新研究发现该国可以在可再生能源
方面走得更远，并降低整体能源
成本。
在《自然通讯》发表的一篇论文
中，研究人员发现风能和太阳能可
以满足2040年印度电力部门预期需
求的80％。研究人员发现，若对可
再生能源达到该依赖程度，将减少
多达85％的二氧化碳排放，并降低
高达500亿美元的总电力成本。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Gilbert Butler环
境研究学教授Michael McElroy说：“
我们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即当今对

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可能在降低印度
未来能源总成本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对印度电力部门规划未来低碳前
景具有明确的政策影响。”
McElroy教授和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和北京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发了
一种新模型，该模型整合了印度电
力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旨在找到
将特定等级的可再生能源整合进整
体电网最便宜的方式。
研究人员根据当前的能源消耗水平
来估计2040年的电力需求。他们的
模型考虑了五个区域一年中每小时
的用电需求，并分解了各个区域中
最具成本效益的能源策略。研究团
队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最具成
本效益的策略是到2040年可再生能

源占比总能源达到80％，这将需要
58％的风能和23％的太阳能，并以
煤炭、水力、核能和天然气等传统
能源填补缺口。 研究人员估计，
与印度政府目前可再生能源占比
60％的目标相比，该策略的实施成
本并不会昂贵太多，而且其运营成
本将比煤炭主导型模式便宜500亿
美元。
研究引用：Tianguang Lu, Peter Sherman,
Xinyu Chen, Shi Chen, Xi Lu, and Michael
B. McElroy. 2020. “India’s potential for integrating solar and on- and offshore wind power
into its energy system.” Nature Communications, 11, 4750.
撰稿人：Leah Burrows，哈佛大学Paulson
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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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报
“城市形态对中国成都市主动交通出行方式的影响”
关成贺教授、Ann Forsyth教授
关成贺，上海纽约大学城市科
学与政策系助理教授，哈佛大
学John A. Paulson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哈佛大学中国能源、经济
与环境项目前博士后研究员暨
现任研究员 。他在哈佛大学设
计研究生院（GSD）获得博士学
位。Ann Forsyth是Ruth and Frank
Stanton城市规划教授、设计研究
生院城市规划硕士项目主任，
同时也是哈佛大学中国项目成
员。2016年，哈佛大学中国项目
与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合
作在中国成都进行了家户调查。
这篇面向非专业人士的研究摘要
由关教授执笔。

中

国城市正在快速发
展，中国城市社区
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规划政策，
以鼓励推广主动交通（步
行和骑自行车）的出行方
式，例如，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建立行
人和自行车网络道路系统
的指导和建议。然而，
中国的私家车数量仍在持
续增长（ 2015年为 1.23亿
辆），主动交通出行模式
的份额则持续下降。
对主动交通出行方式的研
究应当通过分析社邻类型
和社邻层面的多个社会人口
学变
量与城市
形态变量
的背景下
进行。社
邻类型在
中国很重
Ann Fors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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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为在全国范围内，相似
时期的发展之间存在许多相似
之处，并且这些社邻融合了一
系列的物理和社会特征。通过
考察个人和社邻因素，本文对
中国主动交通出行方式的发展
格局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看法和
见解。
我们使用了2016年在成都进行的
一项1,048人参与的调查，该调
查采用了社邻形式的概念化类
型学，我们分析了个体和社邻
特征与主动或非机动交通行为

倾向于
使用主
动交通
出行模
式。社
邻类型
在模型
中很重
要，许
多其他
关成贺
个人层面
的变量
及基础设施和位置特征（例如
是否使用自行车道、位置是否
靠近河边等）也很重要。
在物理环境变量中，容积
率（密度概念）仅在非工
作目的出行的模型中有意
义，而交叉口的密度和不
相似性（土地使用的多样
性）仅在工作目的出行的
模型中有意义。

这项研究表明，要发展出
关于主动交通与环境之间
联系的强有力的理论，重
点是要考察不同的自然和
文化环境并进行敏感性分
析。在中国不同地区进行
的研究可以为循证决策提
供更坚实的基础。有关主
动交通的规划和设计建议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涉及40个社区主动交通
研究的所在地。舒谦摄
需要考虑社邻、建筑环境和
个人特征在不同类型的城市
之间的关联。基于多个多元逻
环境中如何相互作用。
辑和多层次模型，我们展示了
研究引用：ChengHe Guan and Ann
社邻是如何分类的，社邻分类
Forsyth. In press (2020). “The influence of
或社邻类型的数量如何在不影
urban form and socio-demographics on
响方向的情况下影响其与主动
active transport: A 40 neighborhoods study
交通的关联程度。在所有社邻
in Chengdu, China.” Journal of Transport
类型中，相比机动车交通出行
and Land Use.
方式，非工作目出行的人群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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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D'Souza '23

Raymond Song '21

本科生研究
“中国省级政府支持燃煤发电厂的动因”
哈佛大学2021届本科生、环境科学与公共政策助教Raymond Song
Raymond Song是哈佛大学四年

级本科生，作为环境科学与公
共政策助教常驻北京，在 Mike
McElroy教授和宋少洁博士的指
导下撰写他的大四毕业论文。
他的问答全文刊登于我们的网
站，摘录如下：

我

的大四毕业论文研究旨
在阐明中国雄心勃勃的
气候承诺及其相关能源政策背

后的基本动因和权衡取舍。我
希望这项研究能更好地阐释中
国对其气候和能源未来前景稍
显矛盾的态度背后的深刻复杂
性。 2020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
大会上承诺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震惊了全世界。然而，中
国对《巴黎协定》的更新版《
国家自主贡献》仅仅表明其朝
着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迈出了一
步。一方面，相比于到2020年底

还不到500吉瓦的太阳能和风能
的总装机容量，中国将在2030年
将其太阳能和风能的总装机容
量提高到 1200吉瓦以上；另一方
面，由于 2019冠状病毒疫情好转
后经济的复苏需要工业部门的
推力，中国对燃煤发电厂的需
求似乎也在增长。当中国描绘
出未来的净零能源路径时，我
想了解这些挑战将如何影响其
低碳转型。

“2019冠状病毒疫情封锁对印度次大陆对流层臭氧浓度的影响”
哈佛大学2023届本科生Jonathan D'Souza
Jonathan D'Souza是哈佛大学二年级本
科生，与项目研究员宋少洁博士及哈
佛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系研究生Peter
Sherman一起研究印度的大气化学。
他参与了一个项目问答，该问答全文
刊登于我们的网站——摘录如下：

我

目前的研究调查了 2019冠
状病毒疫情封锁对印度次
大陆对流层臭氧浓度的影响。
印度因其快速增长的人口、强
烈的季风气候以及作为过渡经
济体的排放足迹，而让人很感
兴趣。虽然病毒迫使许多企业
倒闭、使行业陷入停顿，但它
也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项自然
实验，来了解环境是如何对不

同程度的人为空气污染物排放
做出反应的。 毫不意外，在经
济封锁期间，由于大量工厂关
门、人们减少出行，大多数污
染物排放量急剧下降。然而，
有一种污染物的浓度却逆势而
上——对流层臭氧的浓度在经
济封锁之后急剧上升。
许多人相信，更高的臭氧浓度
有益于环境，因为它可以保护
地球表面免受有害紫外线的辐
射。但是，能够屏蔽这种辐射
的臭氧层处于大气平流层。当
臭氧在更靠近地表的地方（即
大气对流层）堆积时，它就是

导致烟雾、植物缺氧和人类呼
吸系统疾病等危害的重要原
因。我们当前的研究钻研了与
印度当地气象模式和臭氧前体
（例如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相对水平有关的臭氧
增加的原因。我们希望参考2019
冠状病毒疫情封锁情况下的前
驱物排放水平，以加深了解对
流层净臭氧生成背后的非线性
化学机理。最后，我们打算量
化对流层臭氧生成对各种形态
人为排放物的敏感性，以便更
好地为未来的环境政策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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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HIGHLIGHT
活动

2020年秋季学期活动回顾

2

019冠状病毒疫情迫使哈佛中

国项目不得不使用会议软件
Zoom来举行线上研讨会，但这
种在线会议形式恰恰为我们的中
国研究合作伙伴进行展示演讲带
来了便利，也方
便了全球各地与
会者的参与。
2020年秋季学期

的活动由哈佛大
学中国项目研究

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鲁玺副教
授拉开序幕。 他的演讲“电气化
和脱碳：中国、美国和欧盟的经
验分析”揭示了近几十年来不同
于其他国家的影响中国电气化和
低碳发电的独特因素，以及对未
来节能和碳浓度减排的影响。
哈佛大学中国项目研究员、香港
浸会大学地理系助理教授高蒙
作了第二场题为“中国大气成分
垂直剖面观测的重要作用”的演

讲，研究的内容
为：除去从地球
表面和太空中进
行常规观测，在
未对大气成分的
垂直分布进行测
量的情况下，为
何无法充分了解空气污染物的传
输和化学成分及它们带来的健康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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