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以下简称气专委）是世界气象

组织(WMO ，以下简称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DP ，以下简称

环境署)于 1988 年设立的。气专委的任务不是进行新的研究，而是从政策

的角度评估世界上关于气候变化所涉及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现

有文献资料。这种专门的文献资料大多见于学科出版物，决策者们往往对

这些出版物很感兴趣。

气专委已经出版过一系列评估报告、特别报告、技术论文和方法学文

献，成为气候变化决策者、专家和研究者的标准参考材料。气专委内设三

个工作组：第一工作组侧重于气候系统的科学问题，第二工作组侧重于影

响、脆弱性和适应性，第三工作组侧重于缓解措施，即由人类采取干预措

施设法减少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气专委的《第一次评估报告》于 1990 年完成；该报告启迪了政府间对

话，由此而形成了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专委的《第二

次评估报告》于 1996 年发表，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中发挥了作用。

2001年的《第三次评估报告》集中介绍了 1995年以来的新发现、新情况，

其中特别注意区域级的气候变化情况。《第四次评估报告》将于 2007 年定

稿。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公约司 2006 年 4 月出版。如需更多印本，请联系： UNEP,

Information Unit for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ouse, 

15 chemin des Anémones, CH-1219 Châtelaine (Geneva), Switzerland; iuc@unep.ch ；

或 +41-22-917-8244/8196。另见 www.ipcc.ch 、 www.unep.org 、和 www.wmo.ch。

使用再生纸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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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燃料占当今全球能源用量的 75%

到 80% ，占人类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四

分之三。如果不采取具体行动尽量减少我

们对气候的影响，预计 21 世纪矿物能源

产生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将会剧烈增

多。所导致的后果——全球升温 1.4-5.8˚C

以及天气和极端事件的形态变异——对于后

代可能是灾难性的。

在今后几十年里稳定或减少二

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全球排放

量，这是对人类聪明才智的挑战。

所幸的是， 2001 年发表的气专委

《第三次评估报告》得出结论认

为，限制排放量的现有技术和新兴

技术，再辅以正确的政策，到本世

纪末可将温室气体大气浓度稳定在

能够限制进一步气候变化的水平上。

单靠一种技术是不能奏效的，需要将

多种技术结合在一起使用。最有希望的技

术中，大多数的作用原理是提高某些工序

和产品的能源效率，或者将太阳能、风能

和其他非碳类动力源转换为可用的能源。

但是，由于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在今

后几十年内仍将是主要能源，政府

和工业界也在研究减少这些燃料排

放量的技术。所谓“二氧化碳捕获

和储存”就是这种技术之一，其英

文缩写是“ CCS ”。大型静止“点

源”如矿物燃料发电站和工业设施

等可用这种技术防止由于其排放的

CO2 进入大气层而加剧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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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技术的潜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员国政

府提请气专委评估关于二氧化碳储存和捕

获问题的当前知识状态。气专委为此汇集

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约 100 名专家编写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二氧化碳

的捕获与储存问题特别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文本在经过许多专

家和政府审阅之后，于 2005 年 9 月定

稿。随后，在 12 月举行的《公约》缔约

方年度会议上报告被提交给各国政府。

环境署编印这份简介，目的是更好地

宣传普及《报告》的技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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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技术指在排入大

气层之前捕获二氧化碳、将其运送到牢靠

地点，使之与大气层隔离，例如储存在某

种地质岩层中。

1 – 捕获二氧化碳。CO2 首先必须与燃

烧或加工产生的其他气体分离。然后通过

压缩和净化使之易于运输和储存。天然气

提纯和氨的生产等工序产生的一些气流本

身就很纯净，当然也有另一些并

非如此。

要捕获燃烧产生的二氧化

碳，特别是电力部门，可选用三

种系统之一。燃烧后系统是使用

有机溶剂将 CO2 与其他烟道气分

离。

燃烧前系统首先是用蒸汽和空气或

氧气处理初级燃料。然后将由此产生的一

氧化碳在一个二级反应器里与蒸汽发生反

应。这道工序既产生可用作能源或用于取

暖的氢，也产生 CO2 ，后者经分离后进入

储存。

这两项技术在其他相关应用中已有几

十年的商业使用历史。目前发电厂所使用

的燃烧后系统和燃烧前系统可以

捕获所产生的 CO2 的 85-95%。然

而，由于使用 CCS 技术的发电厂

所用能源比不用捕获技术的同等

发电厂大致多 10-40% ，所“避

免排放的” CO2 净量大致为 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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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



第三种捕获系统称作“氧燃料燃烧”

系统，因为其燃料燃烧使用的不是空气而

是氧气。由此产生的烟道气主要是水蒸气

和 CO2 ，再通过对气流进行冷却和压缩除

去水蒸气。这种尚处于演示阶段的技术可

以捕获所产生的几乎全部 CO2 ，但由于需

要配置额外的气体处理系统以产生氧气和

清除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因此所避免

排放的的 CO2 只能达到约 90%。

2 – 运输CO2。除非发生源直接位于储

存点之上，否则就需要运输 CO2。有几种

不同的运输方式。

可以用高压通过管线安全输送浓缩的

CO2 气流。这样的输送管线从 1970 年代初

以来就一直在使用，目前是输送 CO2 的主

要方法。例如，美国目前有超过 2,500 公

里的 CO2 输送管线，主要是在得克萨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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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强化采油(EOR)项目。如果是海上管

线或穿越人口稠密地区、山区或江河的管

线，费用就比较高。

液态 CO2 也可以使用船舶运输，类似

于液化石油气(LPG)常用的运输方式。使用

绝热罐的公路或铁路槽车虽然在技术上是

可行的，但却不经济。

3 – 储存 CO2。地质岩层是 CO2 最为

经济可行和环境上可接受的储存办法，考

虑到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已经积累的经验则

尤为如此。可以采用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已

在使用的许多钻井技术和监测方法，将压

缩的 CO2 注入地表以下的多孔岩层。

三种主要的地质储存环境是：油气

层、深部含盐水岩层以及不可采的煤层。

储存深度一般要在 800 米以下，在这个深

度的常见压力和温度通常可以使 CO2 保持

液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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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封存方案概览
1 废弃的油田和气田

2 在改进的石油气体回收系统中使用CO2

3 深层盐沼池构造 —— (a) 近海 (b) 在岸

4 在提高煤层气采收率中利用CO2

生产的石油和天燃气

注入的CO2

封存的CO2



全球各地都有这种潜在的地质环境，

有的在岸上，有的在海上。对究竟具备多

大的总储存空间的各种估计差异很大，但

一般都表明，供储存目前水平的 CO2 排放

量达数百至数千年之久的空间是存在的。

另外，很大一部分现有的发电厂和其他排

放源位于距可能包含储层的区域 300 公里

的范围内。

现有地质储层的储存能力“很可能”

足以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未来 CO2 排

放量，但真正的储量究竟有多大尚不清

楚。南亚和东亚等经济增长迅速地区的情

况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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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封存情景概览

捕获 固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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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型

溶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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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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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羽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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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将捕获的 CO 2 储存起来的可

能办法是将其注入海洋。可以通过固定管

道或运输船将 CO2 释放到海洋水柱中。或

者，也可以将其“沉淀”在 3,000 米以下

的深海海床上；在这个深度 CO2 的密度大

于水。然而，这些技术仍处于研究阶段，

没有经过全面测试，还可能对海洋环境造

成不利影响。

通过化学反应将 CO2 转化成无机矿物

性碳酸盐从而达到几乎永久性的储存，这

方面的技术也仍处于研究阶段。已经小规

模演示了某些应用。然而，这种技术需要

大量能源和矿物。需要大幅度改进之后才

能成为一种实际的备选办法。

最后，将所捕获的 CO2 用于工业上的

化学工序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实际减少

排放量的潜力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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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 办法的三个主要部分——捕获、

运输和储存——已在分别使用中。目前一

般是为了提纯天然气或氨等其他工业气体

而除去 CO2。然而，到 2005 年中期，已

经有三个化工项目结合使用了以上三个部

分，目的是限制 CO2 向大气层的排放（见

插文）。

展望未来， CCS 的主要潜在使用者将

是 CO2 的某些大型固定点源。这

一部分并不像听上去那么范围有

限：发电厂、工厂和其他大型点

源约占全球矿物燃料 CO2 排放量

的近 60%。特别适合于应用 CCS

技术的排放源具有以下特性：

• 规模大。目前所使用的 CO2 捕获系统适

合于较小规模的设施，在今后几年乃至几

十年的时间里需要在较大的设施作进一步

的演示。但是，很显然，设施越大，规模

经济就越大，每一笔投资 CCS 技术所避免

的每吨 CO2 排放的成本也越低。CCS 的潜

在大型使用者分布在世界各地。然而，存

在四个值得注意的点群：北美洲东部和中

西部、欧洲西北部、中国东部沿海，以及

南亚。从现在到 2050 年，东亚和

南亚大电站和工厂大量增加的可

能性尤其大。

• CO2 气流浓度高。CO2 排放气流

越纯，经济效率就越高。然而，

谁是潜在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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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潜在排放源所产生的 CO2 气流浓

度都在 15% 以下。CO2 浓度高于 95% 的

基于矿物燃料的工业排放源在所有这类排

放源中所占比例不到 2% ；对这些排放源

尽早采用 CCS 的可能性最大，因为 CO2 的

捕获只需要干燥和压缩。

• 靠近储存地点。从全球来看，大排放源

与可能的储存地点之间具有潜在的良好相

关性，许多排放源都处于某个潜在的储存

地点之上，或相距不到 3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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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ipner 项目挪威国营石油和天然

气公司 Statoil 为了避免缴纳该国针对海

上设施实行的 CO2 排放税，在北海距海岸

线 250 公里处实施了该项目。从 Sleipner

西气田所产天然气中分离出 9% 浓度的

CO2 ，然后将其注入海底以下约 800 米深

处的、分布面积巨大的含盐水岩层中。

CO2 注入作业于 1996 年 10 月启动。

到 2005 年初，已有 700 万吨以上的 CO2

注入含盐水岩层，日注入量大约为 2,700

吨。预计该项目整个运行期间共计将储存

2,000 万吨 CO2。

Weyburn 二氧化碳强化采油项目位

于威利斯顿盆地，该盆地是从加拿大中南

部一直延伸到美国的一个地质构造带。

CO2 来源于美国北达科他州 Weyburn 以

南约 325 公里处的达科他气化公司。这个

设施通过煤炭气化产生合成煤气(甲烷)，

副产品之一是相对较纯的 CO2 气流。这种

CO2 气流经过干燥、压缩后通过管道输到

加拿大，用于在 Weyburn 油田注入地层

帮助开采石油。按照 Weyburn 项目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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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其使用 CO2 的作业期为 15 年，以后

则使 CO2 牢固储存。对储存地点的大面积

监测使用高分辨率地震探测和地表监测；

从 2000 年项目启用至今，没有任何迹象

表明有 CO2 渗漏到地表或近地表环境。

In Salah 天然气项目位于阿尔及利亚

的中央撒哈拉区域，是阿尔及利亚国家石

油天然气公司（ SONATRACH ）、英国石

油公司和 Statoil 的合资企业。In Salah 的

Krechba 气田的一些气藏所生产的天然气

含最多 10% 的 CO2。天然气经脱 CO2 处

理达到商业要求后供应欧洲市场。

2004 年 4 月以来， CO2 被通过三个

深井注入 1800 米以下的砂岩储层。在该

项目运行期间，总共将有约 1,700 万吨

CO2 用这种地质办法储存起来。预计在目

前气田的天然气采尽之后，所注入的 CO2

最终将进入其中。现已用 3D 地震数据和

其他数据对该气田进行填图。

最早的三个CCS项目



对于面临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

这一复杂艰巨任务的决策者， CCS 的潜在

好处有二：第一，这种技术能够增加可供

他们选择的办法，给他们提供更大的灵活

性和更多的可能性。第二，这种技术能够

减少缓解气候变化的总体代价。

一些以模型预测为依据的研究认为，

结合使用 CCS 和其他技术办法——诸如提

高节能效率、改用碳密度较低的

燃料和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等，

可以大幅度降低稳定大气二氧化

碳浓度的成本。

这些研究认为，在未来的 100

年间， CCS 技术可以使缓解气候

变化的费用减少 30%。还认为 CCS 系统可

达到能够与核电站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大

规模技术竞争的水平。

CCS 的一个诱人之处是，可以辅助和

推动能够长期减少 CO2 排放量的其他潜在

重要技术的开发，包括为运输部门用碳质

燃料生产氢的低碳或无碳设施，以及配备

CCS 后可以最终实现“ CO2 负排放”的大

规模生物量能源系统，因为以可

持续的方式所种植的生物将从大

气中除去 CO2。

根据其成本竞争力和可具备

的储存能力，使用 CCS 的地质储

存方法能够减少的排放量会比较

有哪些潜在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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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达到为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而从目

前至 2100 年所需全部减排量的 15-55%。

这就相当于 220至 2,200千兆吨(Gt) CO2。

对于大型发电厂和工厂的业主和经营

人， CCS 技术有朝一日将成为减少排放量

的经济有效的工具。然而，除非政府采取

国家气候变化政策从而为 CO2 的排放设置

某种成本，否则私营企业的经营人不会有

采用这种缓解气候变化技术的积极性。所

有研究报告都表明，除非有明确的政策要

求大幅度限制向大气层排放温室气体，否

则 CCS 系统(和其他许多缓解措施)不会得

到大规模应用。如果没有这种积极性，

CCS 所提供的可能性将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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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专委的报告认为，关于 CCS 当前和

未来成本的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捕获

和压缩处理的成本一般是总成本中最大的

一项。这种成本和另一些成本不仅将取决

于所使用的具体 CCS 系统——包括储存类

型和运输距离，而且也取决于另外一些变

量，诸如工厂的设计、运营、经费、规

模、地点、燃料类型和燃料成本。

在目前条件下，发电成本大

约为 0.04-0.06 美元/千瓦时。采用

现今的 CCS 技术估计将使这种成

本提高 0.01-0.05 美元/千瓦时。如

果强化采油的收益能够部分补偿

CCS 费用，则大致可降低 0.01-

0.02 美元/千瓦时。

将 CCS 与减少 CO2 排放量的其他技

术办法相比较，可以看出，对于同样的发

电量， CCS 系统需要多使用 10-40% 的能

源，对此应考虑在内。CCS 系统按每吨避

免排放的 CO2 计算，价格相差范围很大。

实现这种技术的很大一部分潜力在于，其

所涉及的费用高于许多其他节能办法，但

低于大多数太阳能办法。

在规划建造新工厂时，对增

加一个 CCS 系统所涉费用的计算

有可能会影响所选择的工厂类

型。CCS 可应用于现有的发电技

术，诸如煤粉或天然气联合循环

发电(NGCC)。然而，如果将 CCS

与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

涉及哪些代价？

➤13



和燃前产氢设施等新兴技术结合使用，所

增加的费用就比较低。虽然大多数现有设

施通过改造可以采用 CCS 系统，但是费用

会远远高于采用 CCS 的新建设施。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实现规模经济，未

来 CCS 的费用将会降低，今后 10 年内或

许可降低 20-30%。另一方面，化石燃料

价格的上涨也会造成 CCS 的费用上升。

CCS 的非发电应用所涉费用可低于发

电厂的应用成本。使用 CCS 的生物量设施

由于目前规模尚小，费用将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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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技术问题和费用问题外， CCS 技

术的潜在使用者还要考虑健康、安全、环

境和法律方面的问题以及公众的看法。需

要处理的主要障碍和风险是：

• 捕获、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渗漏。捕获

装置或管线的 CO2 突然局部渗漏可对工人

和周围的其他人构成潜在的危害，类似于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以及天然气管道所面临

的情况。暴露在 CO2 浓度超过 7-

10% 的环境下，可以迅速危及人

的生命和健康。然而，发生这种

事件的概率很低。

CO2 也可能从地质储层渗漏。

缓慢渗漏除加剧气候变化外，还

会危及动植物。然而，只要仔细选择储存

地点并采用最佳技术，发生这种渗漏的概

率就会很小。从全球看，选择得当的地层

有可能在 1,000 年时间内保持 99% 以上的

储存量。CO2 储存所涉风险总体上与现有

的地下天然气储藏和强化采油等类似工业

作业的风险相当。

• 海洋储存的环境影响。二氧化碳注入海

洋可对海洋生物造成危害。虽然

这样改变海洋化学构成的长期环

境影响尚不清楚，但 CO2 大规模

注入海洋可造成海洋局部酸化，

损害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

有哪些风险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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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和规章不明确。CO2 注入海洋或海底

是否合法尚不确定，一些国际条约之下正

在积极审议这个问题。《气候变化公约》

和《京都议定书》也将需要为 CCS 系统确

定规则和核算程序。在国家一级，针对地

质储存点制定法律或规章框架的国家几乎

还没有。潜在的法律问题包括发生事故或

渗漏情况下的赔偿责任，以及地质储存点

之上土地所有者的财产权。

• 公众的怀疑态度。公众目前尚不很了解

CCS。从迄今所进行的少数研究来看，这

种技术可能不如节能或采用可再生能源等

其他办法受欢迎。虽然可以在 CCS 、减少

排放量的其他办法和广义的气候变化难题

方面更好地进行宣传，但不清楚公众会作

如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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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专委报告的结论认为， CCS 在技术

上是可行的，本世纪内可以在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还有

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才能大规模地推广

CCS 技术。

首先，这种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成熟。

虽然 CCS 的一些单个组成部分已经相当完

备，但仍需要将这些部分一起纳入电力部

门的大规模项目。这样的项目可

以证明这种技术在大规模应用情

况下是否可行，并增加有关 CCS

的知识和经验。需要开展更多的

研究，以便分析其成本和估测适

当的储存点的潜在能力，特别是

在目前数据有限的地区。

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恰当的法律和

规章环境。这方面必须包括拟定用于估算

和报告 CCS 技术所避免的 CO2 排放量的方

法，以及用于估算和报告较长时间尺度内

可能发生的渗漏数量的方法。在下一次修

订气专委为协助各国编制《公约》要求的

温室气体清单而制定的《指南》时需要将

CCS 考虑在内。

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仍然是

积极性问题。只有在一个项目在

整个生命周期的每吨 CO2 排放量

价格超过 25-30 美元(2002 年美元

值)时， CCS 系统才有可能在潜力

最大的发电部门得到采用。只有

通过制定限制 CO2 排放量的国家

政策，才能对碳的排放设置价格。

结论：

CCS 的前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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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之下

没有量化的减排指标，可以首先通过双边

项目如新的欧盟-中国 CCS 设施建造计划，

或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向这些国家引进 CCS

技术。在这方面，也同样需要拟定核算规

则，用以计算和核算项目利用 CCS 实现的

排减量并提供必要的激励条件。

如果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就可以从

规定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任何一种重要

制度开始，几十年内在电力部门大规模推行

CCS 系统。要发挥这种技术的经济潜力，

全世界需要数百个到数千个 CCS 系统。

在大多数以到 2100 年稳定大气 CO2

浓度为目标的设想中，都考虑在本世纪前

半期建造相当数量的 CCS 系统，而在后半

期建造大多数系统。有关文献中达到这样

的共识：如要以最少的代价成功地对付气

候变化， CCS 可以成为所需多种政策和技

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如需了解进一步情况，请参看

www.ipcc.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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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地址：15 chemin des Anémones,
CH-1219 Châtelaine, (Geneva), Switzerland

E-mail: iuc@unep.ch
网址：www.unep.org/d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