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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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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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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上旬，哈佛中国项
目主席Michael McElroy教授与

项目执行总监Chris Nielsen出席
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
会（“国合会”）在杭州举行的年
度会议。国合会是最高等级的国
际咨询委员会，向中国国务院和
副总理韩正提供环境与发展相关
事务的政策咨询。会议由中国生
态环境部李干杰部长、中国气候
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先生，
以及来自联合国机构和西方国家
政府的相关主管官员共同主持。

年会讨论的议题包括：按照《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巴黎
气候协定提高气候行动的国家标
准并加快推进行动进程（正式
名称为“国家自主贡献”）的必要
性，有必要使一带一路倡议相关
投资与全球深度脱碳目标保持一
致，以及2020年将由中国主办的
下一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出席国合会年
度会议使哈佛大学中国项目有机
会在中国高层决策咨询讨论会中
直接向决策者介绍我们的研究成
果，从而突显出独立研究在帮助
决策者理解和应对中国环境与气
候风险中的作用。同时，参加这
次会议也有助于加强哈佛大学中
国项目与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主管环境与发展的高层决策
者和意见领袖之间的联系。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供图

James Hammitt教授关于环境健康风险
价值评估的研究

每个社会都需要回答一个问
题，即控制污染和规避相

关的健康风险到什么程度才最合
适。答案显然不会是100%，因为
当前科技的局限性，至少在政策
相关的短时期内不可能做到。随
着污染程度不断下降直至接近于
零，继续降低污染的边际成本也
会随之不断上升并最终超出合理
的范围。因此，在污染控制到一
定程度后，将有限的社会公共资
源投入到其他成本收益比更高的
政策上才更为明智。

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将控制污染的
所有正面影响（健康收益）和负
面影响（控制污染的成本）全部
换算成统一货币单位进行比较，
是用来计算污染控制合理程度
的一个标准工具。降低死亡风险
的货币价值，即统计生命价值 
（VSL），则是完成这项分析的
关键数据。   

哈佛中国项目旗下关于环境健康
风险及其在中国社会的价值的研
究，一直由哈佛大学T. H. Chan

公共卫生学院经济学与决策学教
授、哈佛风险分析中心主任James 
Hammitt领衔，已逾15年。

Hammitt教授有关中国统计生命
价值的最新研究在今年上半年发
表于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
ty期刊，共同作者包括哈佛中国
项目的新老成员耿方立, 郭晓琪
及Chris Nielsen。研究采用的是
哈佛中国项目和北京大学于2005
年和2016年在中国成都收集的跨
学科的、严格抽样的住户调查数
据 。

一般来说，统计生命价值随着人
均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增长
率是多少呢？。相比其他的国
际文献，Hammitt教授研究的独
特之处在于，它用同样的调查方
法、对于同样的研究对象人群、
但在不同的时间进行的调查数据
来计算统计生命价值。研究发现
统计生命价值对于收入的增长率
远高于大部分早期研究的计算结
果，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统
计生命价值的收入弹性接近于3。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

作委员会2019年度会议

研究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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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该研究并未完全解释
统计生命价值迅速增长的原
因，除了收入增长之外，可能
还有其他社会变化的因素。但
无论如何，在考虑通过增加新
投资、出台新政策来减轻污染
时，中国的决策者们都应该认
识到，民众眼中的人身健康与
安全价值会继续快速上升。在
这种趋势之下，任何新政策都
应该把公众健康放在更重要的
位置。

该研究的第二项发现则涉及方法
论。基于“意向性调查”的研究存
在一个问题：调查对象对于小的
概率变化的理解有限，因此很难
确定其价值。通过询问被采访人
对两个不同的风险变化的价值评
估，该研究可以检测被采访人回
答的内在逻辑连贯性，从而找出
真正理解了调查问卷问题的被采
访人。使用这个人群（样本足够
大）的数据计算出的统计生命价
值是使用所有被采访人数据计算
出的统计生命价值的两倍。这说
明其他基于全部调查样本（如大
部分研究文献所做）得出的统计
生命价值VSL估值有可能被低估
了一半。

哈佛中国项目网站可免费下
载本研究论文：Hammitt, James 
K., Fangli Geng, Xiaoqi Guo, and Chris 
P. Nielsen. 2019. “Valuing mortality 
risk in China: Comparing stated-pref-
erence estimates from 2005 and 2016.” 
Journal of Risk & Uncertainty 58 (2-3): 
16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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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季学期，哈佛中国项
目主办了多场研讨会，并参

与协办了一系列其他活动。

九月份，哈佛大学中国项目举
办了秋季的第一场研讨会。演
讲人吕瑛英是哈佛大学设计学
院博士生，她也即将成为哈佛
大学中国项目研究团队的新成
员。步行是一种环保和健康的
交通方式。吕瑛英以“中国步行
文化”为题，探讨了步行如何通
过降低交通能耗和减少排放来
改善城市环境。

十月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
究与规划系房地产开发和创业
学副教授郑思齐，作了题为“中
国空气污染的社会成本”的报
告。她关注中国城市空气污染
背后更广泛的社会成本，阐述
了空气污染对城市社交活动及
其所承载的社会互动，以及都
市人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段凤
魁研讨讲座的主题为“中国雾霾
的颗粒物污染特征和混合状态"
，其工作探究了北京冬季严重
雾霾期间空气中细微颗粒物的
化学组成，虽然大气中细微颗
粒物浓度年均值自2013年以来
有所下降，但北京冬季依然会

出现严重雾霾天气 。

十一月份，哈佛大学中国项目
博士后研究员陈法安作了题为“
出行习惯与城市环境：上海城
市轨道交通系统发展的成效”的
报告，研究测试了人们的出行
习惯到底是受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的影响大，还是更受制于居
民个人的选择偏好。

十二月份，由哈佛肯尼迪政府
学院环境与自然资源项目协
办，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
后研究员Cecilia Han Springer作
了2019年秋季学期的压轴报告，
主题为“中国碳市场的机遇与挑
战：从模型到现实”，她的工作
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阻碍进行
了模拟分析和实地调查，以此
来探讨中国碳市场是否能够产
生成效。

此外，哈佛风险分析中心在九
月份举办了为期两天的题为“
风险测评、经济评估与决策“的
研讨会，以致敬哈佛大学T. H. 
Chan公共卫生学院John S. Evans
教授。两天的研讨会探讨了风
险测评与经济的交汇点以及主
流专家的重点论文，相关专家
包括Evans教授和其他哈佛中国
项目的新老合作者。

秋季学期活动回顾

在污染控制到一定
程度后，将有限的
社会公共资源投入
到其他成本收益比
更高的政策上才更
为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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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于2019年6月27日在
Joule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指
出“一带一路”倡议(BRI)覆盖地
区的太阳能潜力极大，只需不
到百分之四的太阳能潜力极值
就能够满足2030年“一带一路”
倡议的电力需求。论文就一带
一路参与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降低对化石燃料的需求提出了
可行的建议，也是首次对该地
区可再生能源潜力进行量化的
研究。

中国政府于2013年提出了旨在
促进区域发展和联系的“一带
一路”倡议。“带”代表丝绸之
路经济带，指联结古代亚洲和
欧洲的丝绸之路。“路”是指21
世纪联结中国、东南亚、南亚
和北非的海上丝绸之路。截至
目前，已经有亚洲、欧洲、非
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120
多个国家响应并加入了倡议。

一带一路项目主要投资和建设
诸如铁路、建筑和发电厂等基
础设施。然而，由于大部分项
目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
导致了高污染高排放。此外，
参与一带一路的大部分国家都

是发展中国家，相当一部分地
区尚未通电，但随着经济的发
展，预计这些国家对电力的需
求将会不断增长。

论文作者之一、清华大学的鲁
玺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继续
依赖化石燃料作为能源，不仅
是短期，在未来几十年都会向
大气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这不是可持续的发展。如果我
们想要达成《巴黎气候协定》
设立的节能减排目标，就必须
使用可再生能源。”

由于许多一带一路国家，尤其

是西亚和南亚国家的日照时间
长，强度大，鲁玺和研究团队
其他成员决定评估该部分地区
的太阳能资源。他们挑选了66
个地理位置相邻的“一带一路”
参与国，建立了空间模型并用
高分辨率的数据来计算太阳能
潜力。

研究团队首先评估了适合建造
太阳能发电站的区域，这些区
域（不包括森林和农业用地）
太阳辐射充足而土地价值较
低。然后，团队在最大化发电
量的基础上，计算出太阳能电
池板的间隔距离和排列密度。
最后，在考虑了诸如遮挡阴影
和温度等影响太阳能电池板性
能的限制因素后，团队计算出
了这些区域逐小时的发电量。

鲁玺说：“我们的模型考虑到
了各种影响因素，对该地区的
太阳能潜力进行了综合分析。
我们还计算了每小时的太阳能
发电量，比之前估计的月度发
电量数据更加精确。”

研究团队发现这些国家年发电
量448.9万亿千瓦时，是2016年

研究焦点

研究者量化分析了区域可再生能源潜力
太阳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绿色发展 

本研究揭示的太
阳能发电潜力和
合作机遇为"一带
一路"国家摆脱
传统高碳排放发
展路径，谋求低
碳发展创造了机
遇。

陕西省西安市，位于一带一路

东端起点

世界银行地图：当代一带一路

全图



自身电力需求量的41倍。只需
转化该地区3.7%的太阳能即可
满足当地2030年的电力需求。
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投
资11.2万亿美元以及占用面积
88,426平方公里的土地。

“投资数额很大。”论文另一位
联合作者、哈佛大学的Michael 
McElroy教授说，“但是如果投
资建厂，接下来太阳能产生的
电力几乎没有边际成本。
而且随着技术的进
步，太阳能发电
场的建造成
本会大幅下
降。我
们预
计太
阳能成
本在十
年内就会
下降到和化
石燃料类似
的水平。”

70.7%能源潜力的国家却只需
消费该地区30.1%的电力。因
此，可以使用跨境传输电网将
电量过剩地区的太阳能电力
出口至短缺地区，将太阳能发
电的效益最大化。要做到这一
点，国际合作必不可少。

鲁玺认为：“虽然这并不容
易，因为每个国家的发展优
先项各不相同，但是“一带一
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机会，
建立了一个国家和国家、组织

与组织、行业与行业之间开展
合作的平台。许多基金和银行
也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的绿色发展，愿意提供资金支
持。”

由于“一带一路”参与国跨越多
个时区和气候带，跨境传输电
网也有助于降低各个地区太阳
光照减少时发电量难以与电力
需求相匹配的影响。

 
 

论文第一作
者之一、清华大
学博士生陈诗认为：“跨境传
输电网的优势符合“一带一路”
五大合作重点之一的“设施联
通”理念。在全球能源互联网
(GEI)的大环境下，太阳能发
电将迎来跨国甚至跨地区电力
联通浪潮下新的发展机遇。”

论文联合作者、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的郝吉明教授认为：“研
究分析得出的太阳能潜力与合
作机会对“一带一路”参与国来
说是个摆脱传统高碳密集型发
展路径跃入低碳发展模式的好
机会。未来确实有可能做到在
不增加碳排放的前提下实现经
济增长。”

McElroy教授说：“我们希望这
篇论文能够推动一带一路的绿
色发展，能以更好的方式来

落实该倡议。对此我很乐
观。

图注：“一
带一路”地

区光伏发电
容量因子空间分

布。容量因子
反映了综合考
虑技术、光照
强度等因素后

的年均光伏发电潜
力。容量因子越高
则发电潜力越大。
白色区域为依据土
地使用类型、坡度
等限制条件排除的

不适合发展集中式光伏发电的区
域。图源陈诗。

 
引文: Shi Chen, Xi Lu, Yufei Miao, Yu 
Deng, Chris P. Nielsen, Noah Elbot, 
Yuanchen Wang, Kathryn G. Logan, 
Michael B. McElroy, and Jiming Hao. 
2019. “The potential of photovoltaics 
to pow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le, 3, Pp. 1-18.

细胞出版社，Yvaine Ye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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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季学期，哈佛中国项
目举办了首届摄影大赛，收

到了近60份投稿作品，角逐三个
类别的奖项：中国自然风景、中
国能源与环境、中国城市景观。
投稿作品来自于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哈佛学院、医学院、设

计研究院、T. H. Chan公共卫生
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封面照
片、图左（摄影者：马小虎，哈
佛文理学院经济系本科2021届学
生）；其他作品请见哈佛中国项
目网站。

首届摄影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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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研究员：
吕天光          

吕天光从小就视电气工程师父亲
为偶像，并在父亲的影响下走

上了专业道路。他回忆道：“我从小
深受父亲的影响。起初，我只是想
追随父亲的脚步在电力行业做出成
绩。”

但在后来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吕
天光却渐渐爱上了科研。“尽管遇
到研究瓶颈时压力很大，但是问题
一旦解决，就能带给我极大的成就
感。”随着研究工作深入到区域能
源系统领域，吕天光开始意识到还
可以将电气工程以外的领域整合进
来，比如运用机器学习等数据挖掘
方法推导出关键信息，也可以运用
博弈论等经济学方法来探索不同区
域能源系统间运行和市场的互动关
系。

吕天光觉得哈佛中国项目进行的正
是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在这里你可
以和来自经济、环境、能源等各领

域的学者合作交流，由于很多研究
课题本身就互为交织密不可分，因
此这样跨学科的交流合作就非常有
效。”譬如他自己目前正在做的印
度电力系统低碳、低排放发电并网
研究，就是由哈佛中国项目主席、
空气污染、温室气体和气候专家
Michael McElroy教授领衔，与主攻
气候与能源的博士生Peter Sherman
和研究员陈新宇合作开展的。

吕天光强调，他对于印度的研究工
作是为了更好地了解“风能和太阳能
发电如何满足人口增长迅速的印度
未来的电力需求”这一课题。虽然目
前某些相关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印
度拥有充足的太阳能资源，未来太
阳能发电将成为其可再生能源发电
的主流，但吕天光分析后认为现实
情况其实复杂得多。“是的，在低可
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情况下，电力系
统会优先选择投资光伏发电；但是
在高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情况下，
电力系统就会优先考虑投资风能发
电，因为风能的稳定性和容量因子
（发电量与最大额定容量的比率）
都较高。”

印度项目目前所尝试的这种国家级
的可再生能源并网是一项前所未有
的巨大挑战，但同时也蕴含着巨大
的效益。“这有可能解决温室气体排
放和污染等各种问题。我的研究目
标是去了解能源系统如何能与更多
可再生能源实现并网，从而让地球
环境更加绿色环保。”

同父亲相比， 吕天光的职业路径更
偏学术，但父子俩依然经常进行专
业探讨。对工程吕天光有自己的分
析角度，“但我也经常和我父亲讨论
工程和业务实践的话题。”

英文原文由Dan Morrell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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