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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2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消费的概念，经过 10几年的发展，生命周期分析已经成为可持续消费的主要研究方法。由于 

传统生命周期分析方法需要大量基础数据支持，因此目前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可持续消费研究中。以1997年 

中国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建立了包括CO 排放量的投入产出表延长表。并对居民终端消费产生的CO 排放总量及其与产业部 

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7年城市居民终端消费人均 CO 排放量为 1576．62kg，是农村居民CO 排放量的24．96倍 ， 

城市居民每个单位货币消费量所产生的 CO 的排放量也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电力生产部门对居民消费环境影响的贡献率最大。 

对该方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些问题主要产生在价值量与物理量转换过程及分配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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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1 992，the United Nations brough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called for life cycle 

thinking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consumption．Mter more than 10 years development，life cycle 

analysis(LCA)has been accepted as the main method i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research．To overcome the limition of 

traditional LCA，hybrid LCA，which is a method that combine economic input—output analysis and traditional LCA is now 

widely used i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research．In this paper，we use an example to explain the method of hybrid LCA 

and its usages i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research．We first established an extended Chinese input-output table with CO2 

emission．Then we analyzed the CO2 emissions of final consump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industrial sectors． Our 

calculations showed that in 1997，per capita CO2emission from urban households were 1576．62kg，24．96 times higher than 

rural households．The electricity production and supply sector is the main CO2 emission contributor to final consumption． 

Uncertainties in using hybrid LCA were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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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首次提出了可持续消费的概念，同时也提出了从生命周期角度研究可持续消费的 

必要性。2002年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对可持续消费的十年发展进行了总结，再一次强调了生命 

周期思想在可持续消费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发布了《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十年框架》(Ten—year framework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的报告 J，指定由联合国环境署牵头，积极推进以生命周期分析方法 

为主的基础研究和政策实施。在这种背景下，生命周期分析方法逐渐成为研究消费问题的主要手段。为推进 

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在可持续消费研究中的应用，联合国环境署组织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2002年在奥地利 

国际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举办了“可持续消费的生命周期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 J，’，2003年在 日本举办 

了“可持续消费第一届国际研讨会”_3 J，2004年在英国举办了“可持续消费研究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 。同 

时，联合国环境署从2003年起，每年召开一次“生命周期分析专家研讨会”，这些会议主要围绕着生命周期分 

析方法及其在可持续消费研究中的应用这个主题。2004年欧盟资助了由挪威科技大学主持的“生命周期分 

析方法在可持续消费研究中的可行性和应用范围”项目，积极推进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在欧盟国家中的应用。 

1 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及其在产业生态学中的应用 

投入产出分析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杰夫在 20世纪 60年代提出来的，该方法通过描述产业部门问及产 

业系统与终端消费系统之间的货币流，来反映经济系统内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及经济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 

初开始，西方经济学家将投入产出分析应用到环境领域，建立了一系列包含环境内容的延长型投入产出模 

型[5]。1989年 Robe~Frosch等提出了产业生态学的概念，因为产业生态学所研究的对象也是产业系统及其 

与消费之间的物质能量代谢过程及结构，因此 Duchin等认为，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产业生态学。并 

从90年代起开始探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在产业生态学中的应用，提出了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hybrid 

LCA) ]，该方法也可以称为经济投入一产出生命周期分析模型(EIO—LCA)。目前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在 

产业生态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主要涉及废弃物管理，物质流分析，能量分析及可持续消费研究等 。 

消费行为离不开产品，用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去研究消费所涉及到的所有产品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但是 

现阶段生命周期分析的数据库不完善，因此目前应用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的研究案例较多。本文采用综合 

生命周期分析的方法，以1997年投入产出数据为基础，对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在中国可持续消费研究中的 

应用进行了案例研究。 

2 包括 CO：排放的投入产出延长表 

以199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本文构建了包括以 CO 排放为环境影响参数的投入产出延长表，利用 

列昂杰夫逆矩阵，计算了 1997年各产业部门 CO 的排放强度。根据终端居民消费在各部门的支出费用及各 

部门的 CO 排放强度，计算了居民终端消费的 CO 排放总量。利用层次分析方法，分别分析了城市居民及农 

村居民消费所产生的 CO 排放的主要来源。各产业部门的 CO 排放量是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各部门当 

年消费的各种能源的实物量推算而来，各种主要能源的 CO 排放系数来自于 IPCC。 

2．1 能量消费量的计算 

利用能源统计表中各部门消费的燃料的实物量及其热值、能源的非燃料使用量的热值及转换系数，可以 

计算出当年各产业部门的能量消费量。各种燃料的热值来源于能源统计年鉴 。计算过程中，需要考虑能 

源损失量及非能源燃料使用量。能源损失总量在统计年鉴中有总数，本文假设能源损失量与能源使用量相 

关，并根据各部门使用的能源占所有部门总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将能源损失总量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分配。 

本文假设当年所有的非能源燃料使用量都用于5个化工部门，并根据 5个化工部门的总产出量(价值量)，将 

非能源燃料使用量在这 5个部门中进行分配。炼油，炼焦等一次能源加工部门的能源消费量没有被计算到总 

能源消费量中，以免重复计算。 

由于能源统计年鉴中只有44个部门的能源消费量，而投入产出表中包含了124个部门，因此需要将44 

个部门的能源消费量分配到 124个部门中。本文所采用的是目前比较通用的分配方法，即根据部门的对应关 

系及投入产出表中各部门的最终产出价值量进行分配。例如在能源统计表中的交通部门对应于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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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交通，存储，邮政和通讯业等4个部门，本文根据四个部门的产出价值量占4个部门总产出量之和的比 

例，将交通部门的能源消费在 4个部门中进行分配。 

2．2 CO 排放量的计算 

CO 排放数据主要由不同燃料种类、平均发热值和碳的氧化率决定。各行业部门的氧化率数据来自中国 

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 1 ，中国各行业部门的氧化率在80％～95％之间，低于IPCC的缺省值98％。本文假设 

作为非能源使用及作为原料使用的能源的排放系数相同。 

工艺过程的排放系数主要来 自IPCC手册 1 ，本文所考虑的主要工业过程包括：原材料化学(氨，碱的生 

产)，非金属生产(水泥生产)，钢铁材料的冶炼加工和非金属冶炼加工(焦炭作为还原剂)。 

3 居民终端消费产生的CO 排放总量及来源分析 

居民终端消费过程产生的 CO：排放量主要来 自两个过程，一是居民家庭使用能源所产生的直接排放，二 

是为居民家庭生活提供消费品的产业部门在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排放，即间接排放。利用投人产出延长表，本 

文对 1997年居民终端消费所产生的CO 排放总量及其与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 

3．1 居民终端消费所产生的CO 排放总量 

在投人产出表中，总产出等于中间使用与最终使用之和，用公式表达为： 

= Ax+y；x=(，一A)一 Y (1) 

式中， 是经济的总产出；y是终端消费量；A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在公式(1)中增加 CO 排放强度因子F，则可以推导出计算居民终端消费 CO 排放量的公式为： 

f=Fx=F(，一A) Y (2) 

式中，F是投人产出表中124个部门的 CO 排放强度，单位为 kg／万元，Y为居民终端消费量，包括城市居 

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单位为万元。F为居民消费的CO 排放量，单位为 kg。 

计算得到：1997年城市居民终端消费所产生的CO 排放总量为 6．22 X 10 kg，人均排放量为 1576．62kg。 

同年农村居民终端消费 CO 排放总量为 5．32 X 10。kg，人均排放量为 63．15kg。可见，1997年城市人均 CO 排 

放量是农村居民的24．96倍，而当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额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额的 1．65倍，这说明城市人 

均消费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可以预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城 

市化，居民人均产生的环境影响将呈增加的趋势。 

3．2 居民终端消费所产生的 CO 排放的产业部门排放源分析 

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方法可以用于探讨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借助路径图，可以清楚表征变量之间的 

因果关系及影响途径。结构路径分析可以用公式(3)来表示： 

／=F(，一A)一 Y=Fy+F Y+F’Y+⋯⋯ (3) 

式中， 表示为生产 Y而产生的环境影响，F Y表示为生产 而产生的影响，F Y表示为生产 y而产 

生的影响，以此类推，可以计算出为生产 Y产品所产生的所有直接及间接影响。这种路径分析方法应用到产 

业生态学中，实际上是反映了产业供应链的关系 1 J。在此处则可以分析不同产业部门对居民消费环境影 

响的贡献率。 

应用路径分析方法，本文对 1997年城市及农村居民终端消费所产生的 CO 排放的产业部门的排放源进 

行了分析。结果如图 1和图2所示，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终端消费所产生的 CO 排放的部门来源 

基本相同，电力生产和供应是主要的贡献者，该部门产生的CO 排放量远远高于其他部门。 

CO 排放强度最大的10个部门如表1所列，包括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等。本文进 
一 步计算了这十个 CO 排放强度最大的部门对农村及城市居民消费的贡献率，结果如表 1所示，10个 CO 排 

放强度最大的部门对城市居民终端消费排放量的贡献率为16．09％，而对农村居民消费CO 排放量的贡献率 

为9．2％。这说明对于每消费一个货币而言，城市家庭消费的排放强度要高于农村家庭。 

4 结论及讨论 

本文应用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利用 1997年中国投人产出表，结合案例对该方法在可持续消费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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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力生产和供应业Electricity production and supply；2砖瓦、石灰和轻质建筑材料制造业Bricks，tiles，lime and 
light-weight building materials；3煤气生产和供应业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4金属制品业Metal products；5自行 
车制造业Bicycle；6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7水泥制品及石棉水泥制造业Cement and 
asbestos products；8陶瓷制品业Pottery，china and earthenware；9水泥制造业Cement；10玻璃及玻璃制品业Glass and 
glass products 

图1 城市居民家庭消费 CO2的排放量 

Fig．1 Main SOUD~eS 0f urban households CO2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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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电力生产和供应业Electricity production and supply；2金属制品业Metal products；3砖瓦、石灰和轻质建筑材料自制造业 
Bricks，tiles，lime and light-weight building materials；4自行车制造业Bicycle；5仪器仪表制造业 Instruments，meters and other 
measuring equipment；6水泥制造业Cement；7陶瓷制品业 Pottery，china and earthenware；8钢延压加工业Steel porcessing； 

9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10水泥制品及石棉水泥制造业Cement and asbestos products 

图2 农村居民家庭消费行为 CO2排放的主要来源 

Fig．2 Main soUI~es of mr8l households CO2emission 

的应用进行了探讨。以CO 为例，利用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终端消费的环境影响进行 

了计较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的人均环境影响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 

目前城市化平均水平41．8％，预计 2010年后，将以每年至少一个百分点的递增速度上升，到2020年将达到 

60％左右  ̈。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同时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城市化速度的进一步 

加快，居民消费将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我国需要尽快开展可持续消费方面基础研究，广泛开展 

教育选出，并制订相关的政策措施，减缓由于城市化进程及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压力。 

除了本文所涉及到的两个方面外，在可持续消费研究中，还可以应用该方法建立不同消费产品类型环境 

影响的数据库  ̈，分析消费品国际贸易的环境影响等  ̈。所涉及到的环境影响类型除了温室气态外，目前 

的研究还包括水资源 和土地资源 川 等。 

该方法本身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投入产出表是价值型的，而环境影响是实物型的，如何将价值型转 

换为实物型，是目前该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目前的研究多使用混合单位的投入产出表，混合单位与传统投 

入产出表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它不能实现行与列的平衡。其次，该方法涉及到分配的问题，例如本文涉及到 

如何将能源统计资料中4J4个部门的数据分配到投入产出表的 124个部门中。本文是根据各部门的总产出价 

值进行分配的，进行这种分配的其前提条件是这些部门所使用的能源价格相同，这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再者， 

使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居民消费问题，实际上是忽视了消费品中的进口问题，而假设中国进口的产品与 

国内生产技术相同。实际上，中国生产技术的能源消耗强度大，这样的假设高估了进口产品的能源强度，而进 

口占中国最终消费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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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 
Steam and hot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电力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production and supply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Gas production an d supply 

钢延压加工业 Steel processing 

铁合金冶炼业Alloy iron smelting 

炼钢业 Steel·smelting 

采盐业 Salt mining 

炼铁业 Iron·smelting 

水泥制品及石棉水泥制造业 
Cement and asbestos products 

水泥制造业 Cement 

1O个部门的CO2排放量 

Total CO2 emission of top-ten sectors 

居民消费的CO2排放总量 

Total emissions of consumption 

1O个部门占总排放量的比例 

Percentage of top·ten sectors emissions to total 

emissions 

3．56 

69．86 

16．O1 

1．11 

O．oo 

O．oo 

O．oo 

O．oo 

5．24 

4．32 

1oo．O9 

621．96 

O．57％ 

11．23％ 

2．57％ 

O．18％ 

O．oo％ 

O．oo％ 

O．oo％ 

O．oo％ 

0．84％ 

O．69％ 

16．O9％ 

O．oo 

44．66 

O．oo 

21 

oo 

oo 

oo 

00 

1．oo 

2．oo 

48．88 

531．56 

O．oo 

8．40 

O．oo 

23 

oo 

oo 

oo 

00 

O．19 

O．38 

9．20 

尽管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该方法对于研究宏观消费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区域 

间与消费相关的“隐含”的环境污染问题研究非常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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