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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方法学选择与重新计算

7.1  引言

 本章将讨论两个有关清单编写方面的交叉性问题 (1)如何确定国家清单中的关键源类别 (2)随着时间的推

移 如何对方法学的变化进行系统管理 并确保国家排放中趋势估算的一致性

 在对总体清单的不确定性进行管理时 单个源类别的方法学选择十分重要 总体而言 如果我们用 严格的

方法来估算排放 清单不确定性就比较低 但是由于资源有限 这种选择并不适用于每个源类别 为了 有效地

利用可以获得的资源 优良作法是确定对总体清单不确定性贡献 大的那些源类别 通过在国家清单中确定关键

源类别 清单机构就可以明确其工作的优先次序并改进总体估算 在提高清单质量的同时 这个过程还将有助于

提高在此基础之上得到的排放估算信度 优良作法是各个清单机构以系统的 目标明确的方式来确定其国家的关

键源类别

 所谓关键源类别是指那些在国家清单体系中处于优先位置的源类别 对它的估算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直接温室

气体总体清单 这种影响可以分别或同时体现在排放绝对水平和排放趋势这两个方面

 已经编制出一个排放清单的清单机构将可以根据源类别对国家排放绝对水平的贡献来确定关键源类别 已经

完成一个时间序列的清单机构 对关键源类别的量化确定应同时包括对排放绝对水平和趋势的估计 若仅从一种

源类别对总体排放水平影响的角度进行估计 则在 为什么这种源类别是关键的 这一问题上提供的信息将十

分有限 而且 如果不考虑其趋势的影响 也许就会出现一些关键源类别被遗漏的情况

 有关确定关键源类别的量化方法在 7.2.1 节 确定关键源类别的量化方法 中进行了描述 其中包括了用以说

明不确定性的基本方法 1 和方法 2 除进行关键源类别的量化确定 考虑用定性标准进行确定也是优良作法 这些

定性标准包括未来排放水平方面的高不确定性 减缓措施 可预期的重大变化 以及应用 IPCC 缺省办法或因子期

望得到的结果与估算结果间的巨大差异 关于这些标准的应用 7.2.2 节 确定关键源类别的定性途径 中有更为

详细的描述 有关关键源类别在清单内管理途径的内容 在本报告其它相关章节也有描述

 有时 清单机构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对某些特定源类别排放估算的方法进行变更或改良 比如说 为了提高对

关键源类别的估算水平而实施一些改良 在进行这些改良时 为了确保所报告的排放趋势估算的可靠性 必须同

时对以前得出的估算进行重新计算 在可能的条件下 整个时间序列中涉及的所有年份都应该用相同的方法重新

计算 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无法在所有年份都获得相同的数据资料来源 在不能对所有年份的都使用同一

方法时 有关如何对排放进行重新计算以确保趋势估算一致性方面的指导性内容 在 7.3 节 重新计算 中有具

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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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确定国家关键源类别

 

     在各个国家的国家清单中 某些源类别对清单总体的不确定性有着十分显著的贡献 重要的是只有识别了这

些关键源类别 才能对清单编制可以获得的资源进行优先安排 并尽可能对 重要的源类别作出 好的估算

     如果能以合适的详细程度进行有关的分析工作 关键源类别的鉴定结果将非常有用

     表 7.1 建议的 IPCC 源类别 中列出了需要进行分析的各种源类别 并在相应地方指出了与分析有关的需

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如 矿物燃料的燃烧是一个大的排放源类别 它可以被分解为几个子源类别 甚至可以分解

到单个的工厂或燃烧锅炉 以下指导内容描述了确定适度分析水平以识别关键源类别的优良做法

• 有关的分析应该在 IPCC 源类别层面上进行 即 在 IPCC 方法描述层面 所做的分析应当应用全球增

暖潜势(GWPs)计算的以 CO2 当量表示的排放 这一计算方法在 年度清单 UNFCCC 报告指南 简称

UNFCCC 指南 第一部分 公约附件 I 各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指南 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 除非有明确的方法学理由 否则 单个源类别排放的各种温室气体应单独考虑 如 二氧化碳(CO2) 甲

烷(CH4)和氧化亚氮(N2O)都来自可移动源 但由于与这些气体相联系的方法 排放因子以及相应的不确

定性都各不相同 关键源类别的评估就应针对各种气体分别进行 相反 对于诸如来自臭氧消耗物质替

代物 ODS 替代物 一类的源类别的氢氟碳化物(HFCs)和全氟化碳(PFCs) 合并评估应更为合适

• 在进行分析前 应对基于共同假设 采用相同排放因子的那些源类别进行合并 这一方法也有助于处理

不确定性分析中各源类别之间的交叉相关 第 6 章 不确定性的量化 第 6.3.3 节 方法 1 累计与报告

对该方法进行了描述 除非相应活动水平数据的不确定性存在极大差异 否则在进行不确定性量化以及

确定关键源类别时 应采用相同的总计方法

后 对于各种关键源类别 如果某些子源类别尤其重要 即在排放中占据重要份额 清单机构应加以确

定 例如 在牲畜肠内发酵中的 CH4 排放中 一些特殊种群的排放 如家牛 水牛或绵羊 很可能占据了较大的

份额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那些少数几个工厂就占据了工业源排放中主要份额的源类别

7 .2 .1 确 定 关 键 源 类 别 的 量 化 途 径

    对各个清单机构而言 对各种源类别与国家总排放在水平 趋势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 以系统性 客观

性的方式确定国家关键源类别是一种优良作法

    图 7.1 确定关键源类别的决策树 描述了清单机构确定关键源类别时所采用的方法 已经编制了排放清单的

清单机构可以进行方法 1 水平估计 并确定对国家总排放有重要影响的源类别 那些已建立了一年以上排放清单

的清单机构 也可以进行方法 1 趋势估计 并确定对国家总排放趋势有重要贡献的关键源 在 7.2.1.1 节 运用方

法 1 确定关键源类别 中对两种估计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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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建议的 IPCC 源类别 a,b

应在关键源类别分析中评估的源类别 特别考虑事项

能量

固定燃烧源的 CO2排放 将其进行分解 使各个排放因子区分开来 在大多数清单中

这是主要的燃料类型 如果排放因子是被单独确定给一些子

源类别的 这些应在分析中有所区别

固定燃烧源的非 CO2排放 分别估算 CH4和 N2O
移动源燃烧 陆上交通工具 分别估算 CO2 CH4 和 N2O
移动源燃烧 水上航运交通工具 分别估算 CO2 CH4 和 N2O
移动源燃烧 飞行器 分别估算 CO2 CH4和 N2O
煤矿采集和加工中的逃逸排放 如果这一源是关键的 就说明地下采矿可能将是子源类别中

重要的

石油 天然气加工中的逃逸排放 这一源类别中包含了几个可能很重要的子源类别 如果这一

源是关键的 清单机构应对其进行估算 以确定哪个子源类

别是 重要的

工业过程

水泥生产中的 CO2排放

石灰生产中 CO2排放

钢铁工业中的 CO2排放

己二酸和硝酸生产中的 N2O 排放 分别估算己二酸和硝酸

铝生产中的 PFC 排放

镁生产中的 SF6排放

电器设备中的 SF6 排放

其它源的 SF6排放

SF6生产过程中的 SF6排放

半导体制造过程中的 PFCs HFCs SF6排放 由于过程中这些气体以类似的方式被应用 应对所有成分的

排放进行基于 GWP 加权的估计

臭氧消耗替代物 ODS 替代物 的排放 对所有用作 ODS 替代物的 HFC 和 PFC 排放进行基于 GWP
加权的估计 因为对所有 ODS 源保持一致方法都非常重要

HCFC-22 生产中的 HFC-23 排放

农业

牲畜肠道发酵的 CH4排放 如果这一源类别是关键的 那么家牛 水牛和绵羊应是子源

类别中 为重要的

粪肥管理中的 CH4排放 如果这一源类别是关键的 那么家牛和猪应是子源类别中重

为重要的

粪肥管理中的 N2O 排放

热带草原燃烧中的 CH4和 N2O 排放 分别估算 CH4和 N2O
农业残余物燃烧中的 CH4 和 N2O 排放 分别估算 CH4和 N2O
农用土地的直接 N2O 排放

农业氮肥使用过程中的间接 N2O 排放

水稻生产过程中的 CH4排放

废弃物

固体废弃物处理场中的 CH4排放

废水处理中的排放 分别估算 CH4 和 N2O
焚烧中的排放 分别估算 CO2和 N2O

其他 如果可能 没有列在上面的其它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源也应包

括在内
a本表格中没有包含土地利用和林业领域 原则上 本章中描述的确定关键源类别的方法可以用于土地利用和林业 这

一问题还需进一步的工作

b在某种条件下 为反映一些国家的具体情况 清单机构可以对所列的 IPCC 源类别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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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方法 1 时 应使用事先确定的累积排放阈值确定关键源类别 该阈值的事先确定基于对几个清单的估计

目的是建立一个大体的水平 在这一水平上 关键源类别涵盖了清单不确定性的 90% 这种估计在第 7.2.1.1 节 运

用方法 1 确定关键源类别 中进行了详尽描述

    如果各国推导出的排放源层面的不确定性可靠 那清单机构就可用方法 2 来确定关键源类别 方法 2 是建立

在方法 1 基础上的细化分析 该方法应用可能会减少需要考虑的关键源类别数目 方法 2 中 方法 1 的分析结果

要乘以每一源类别的相关不确定性 关键源类别就是那些在不确定性贡献中占 90%的类别 而不再用事先确定的

累积排放阈值来确定 第 7.2.1.2 节 在考虑不确定性情况下 运用方法 2 确定关键源类别 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详

细描述 如果方法 1 和方法 2 估计都可以进行 优良作法是应用方法 2 的分析结果

图 7.1 确定关键源类别的决策树

7.2.1.1 运用方法 1 确定关键源类别

    运用方法 1 确定关键源类别将对不同源类别对国家排放清单水平 如果可能也包括趋势 的影响进行评估

当国家清单估算连续几年可用 优良做法是对各种源类别在国家排放清单水平和趋势两方面的影响进行估计 如

果只有 1 年的清单可用 那就只能进行排放水平的估计了

    用方法 1 确定关键源类别采用数据表分析可以很容易地完成 表 7.2 和 7.3 是该分析的格式 由于需要根据对

不同的两列分析结论进行归类 建议水平估计和趋势估计的数据表要分开 如果分析被合并在同一表格中 就将

很难对分类过程的输出结果进行追溯 两种表格的格式都与第 6 章 不确定性的量化 中的描述相类似 从 A 到

D 栏都是国家清单数据输入量 附件 7A.1 是美国清单对方法 1 的应用实例

否

是

是

否

清单数据的

推出是否有

1 年以上

本国特定

不确定性估算是否

用于了每种源

类型的估算

用方法 2 水平和趋势估计结合本国不

确定性估算和评估定性标准来确定关
键源类别(见 第 7.2.2 节 确定关键

源类别的定性方法)

用方法 1 水平和趋势估计以及

评估定性标准来确定关键源类
别 (见第 7.2.2 节 确定关键

源类别的定性方法)

用方法 1水平估计和评估定性

标准来确定关键源类别(见第

7.2.2 节,确定关键源类别的定

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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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估计 (表 7.2)
     各种源类别对总体国家清单水平的影响可根据公式 7.1 计算

公式 7.1

源类别水平估计 =  源类别估算 /总体估算

Lx,t  =  Ex,t   /  Et

 其中

Lx,t为 t 年源 x 的水平估计

源类别估算(Ex,t )为 t 年源类别 x 的排放估算

总体估算(Et)为 t 年总体清单估算

 

表 7.2 是用于水平估计的数据表

表 7.2
方法 1 分析用数据表–水平估计

A
IPCC 源类别

B
直接温室气体

C
基年估算

D
本年度估算

E
水平估计

F
E 栏累计和

合计

其中

A 栏 IPCC 源类别名称 见表 7.1 建议的 IPCC 源类别

B 栏 直接温室气体

C 栏 源于国家清单数据的基年排放估算 用 CO2当量单位

D 栏 源于 新国家清单的当年排放估算 用 CO2当量单位

E 栏 源于公式 7.1 的水平估计

F 栏 E 栏的累计和

     表格中 水平估计所需的计算在 E 栏中根据公式 7.1 进行 因此 各种源类别的水平估计值应填在 E 栏中

所有这一列输入值的和填入表格的合计行 由于分析仅涉及排放源类别 E 栏中所有填入的数据都应为正 当以数

量大小降序相加 合计达 E 栏的 95%时1 那就是关键源类别 为了进行这一确定 这些源类别 即表格中的行

应该按水平估计数量值降序排列 F 栏中计算的是 E 栏中的累计值

     对清单估算可以获得的所有年份都应进行水平估计 如果先前的清单估算没有变化 则不需用对它再次计算

但是 如果任何估算有变化或重新计算过 相应年份的分析应及时更新 任何年份任何源类别只要达到 95%的阈

值 该源类别都应被确定为关键源类别

                                                          
1本阈值必须要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关键源类别要包含一个 典型 清单中 90%的不确定性 Flugsrud et al., 1999
和挪威污染控制官方机构 1999 需注意 如果在分析时考虑了土地利用和林业领域 事先确定的阈值就需要

重新计算 因为它仅建立在对源类别的评估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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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估计(表 7.3)

     如果清单可用数据超过一年 就可以根据公式 7.2 估计各种源类别趋势对总体清单趋势的贡献

公式 7.22

源类别趋势估计 =  (源类别水平估计)
                                     •  | (源类别趋势 – 总趋势) |

 Tx,t  =  Lx,t  •  | {[(Ex,t  –  EX,0)  /  Ex,t]  –  [(Et  –  E0)  /  Et]} |

 其中

 Tx,t 是源类别趋势对总清单趋势的贡献 被称为趋势估计 该趋势估计总是以绝对值的形式记录 即一个负

值也以其对等正值形式记录

Lx,t是 t 年源类别 x 的水平估计 来自公式 7.1

Ex,t和 Ex,0分别是 t 年和 0 年源类别 x 的排放估算

Et和 E0分别是 t 年和 0 年的总体清单估算

     源类别趋势是源类别排放随时间的变化 其计算方法是源类别 x 当年的估算值与其基年 0 年 估算值的差除

以当年 t 年 的估计值3

     总体趋势是总体清单排放随时间的变化 其计算方法是当年的总体清单估算值减去其基年 0 年 总体估算值

的差除以当年 t 年 总体清单估算值

     趋势估计可以识别那些与总体清单具有不同趋势的源类别4 对于较大的源类别来说 由于其总体清单趋势的

差异对总体清单水平的影响要更为显著一些 因此趋势差异的结果 也即源类别趋势减去总体趋势 要乘以水平

估计的结果 公式 7.1 中的 Lx,t 以取得合适的加权 这样 所谓关键源类别也就是经过排放水平加权 在趋势与

总体有显著差异的源类别

                                                          
2来自 Flugsrud et al. (1999) 和挪威污染控制局(1999)

3虽然通常的办法以(Et – E0) / E0的形式 通过衡量与基年的差值得到增长率 这里公式 7.2 的设计是为了尽可能减

少出现被除数为零的情况 从而可以对一些在基年排放很低的重要源类别进行分析 如臭氧损耗物质的替代物

在极少数情况下 清单机构可能会发现某特定源类别分母 即当年的估算 为零或接近于零的情况 这时 如果

该源类别很关键 就应运用水平估计结果和定性标准来确定这一源类别是否为关键源类别

4关于这一趋势分析的方法更为详细的讨论见 Flugsrud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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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3 是用于趋势估算的数据表

表 7.3

方法 1 分析用数据表 – 趋势估计

A

IPCC 源类别

B

直接温

室气体

C

基年估算

D

本年度估算

E

趋势估算

F

对趋势的贡献

(%)

G

 F 栏的累计

值

合计

其中

A 栏 IPCC 源类别名称 见表 7.1 建议的 IPCC 源类别

B 栏 直接温室气体

C 栏 源于国家清单数据的基年排放估算 用 CO2当量单位

D 栏 源于 新国家清单数据的当年排放估算 用 CO2当量单位

E 栏 源于公式 7.2 的趋势估计绝对值

F 栏 对国家清单总体趋势的贡献百分率

G 栏 E 栏的累计和 将 F 栏从第 1 行加到当前行

从第 A 到 D 栏的输入值应与用于表 7.2 用于方法 1 分析的数据表-水平估计 中的数值相同 趋势估计所需

的计算在 E 栏中根据公式 7.2 进行 每种源类别的 Tx,t 绝对值应填入 E 栏 且所有输入值的和填在表格的合计行5

计算各种源类别对 E 栏总和的贡献 并填入 F 栏 这一栏用来识别对清单趋势的贡献绝对值达到 95%的源类别

一旦完成 F 栏的计算 源类别 即表格中的行 应按数值大小进行降序归类 F 栏的累计和应在 G 栏中计算 所

谓关键源类别 是在进行降序相加时 累计和大于 G 栏 95%的那些源类别

确定阈值

    目前所提供的针对水平估计(Lx,t)和趋势估计(Tx,t)的 95%的阈值是基于对排放估算和数个清单不确定性的评审而

获得的 如 Flugsrud 等(1999)所描述的 进行了两种分析 首先 对包括 UNFCCC 附件 I 国家在内的 35 个缔约方

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进行排放百分率和总体清单不确定性百分率之间关系的对比 其中 3 个清单的结果如图 7.2 不

确定性累计份额- 总体排放累计份额 所示 其中阈值为 90%的排放对应于不确定性为 55%-85%的情况 阈值为 95%

的排放对应于不确定性为 75%-92%的情况 阈值为 97%的排放对应于不确定性为 85%-95%的情况 同时 在图 7.2

还可以看出清单中与不同阈值相联系的源类别的数量 如 10-15 个关键源类别通常涵盖 90%的不确定性

                                                          
5不象水平估计中所有涉及到的源类别输入值都为正 在趋势估计中 如果某种源类别的排放减少的百分比多于总

体清单排放百分比 或增长幅度小于总体排放百分比 就会出现负值 在本分析中 正负值在表格中都记录相应

的绝对值



第七章 方法学选择与重新计算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                                                  7.11

图 7.2 不确定性累计份额-总体排放累计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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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个源类别

 分析的另一个方面是进行趋势估计结果和清单中累计不确定性之间的对比 如图 7.3 所示 在总体趋势估计阈

值(Tx,t)为 90%时对应于不确定性为 75%-85%的情况 与之相应 阈值 95%对应于不确定性为 90%-95%的情况 阈

值 97%对应于不确定性 92%-98%的情况 从图 7.2 中还可以看出 应用 95%的阈值将大致包含清单中 10-15 个源

类别

图 7.3 趋势不确定性累计份额-总体趋势估计累计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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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正如方法 1 中所建议的不确定性应为 90%左右 水平估算(Lx,t)和趋势估算(Tx,t)的

总体阈值取 95%是较为合理的 很显然 如果决定关键源类别要包含另一不同的不确定性水平 对应的阈值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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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改变 各清单机构也可以基于对其国家不确定性的分析 确定关键源类别的国家特定阈值 该阈值要包含其 90%

的不确定性 有关这一方法的描述参见第 7.2.1.2 节

7.2.1.2 在考虑不确定性情况下 运用方法 2 确定关键源类别

     用来确定关键源类别的方法 2 要更为完善一些 它通过应用第 6 章 不确定性的量化 中描述的不确定性分

析结果来确定源类别是否关键 该方法与优良作法一致 但不一定是优良作法所必需的 由于这种方法能够进一

步提供某些特殊源类别之所以是关键源类别的深层次原因 并有助于确定活动的优先顺序 以提高清单质量并减

少总体不确定性 故鼓励清单机构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方法 2 应该注意到 由于使用不同的方法 在确定的关键

源类别方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利用根据方法 2 得到的结果 此外 运用方法 2 有可能

减少需要考虑的关键源类别数量 如果无从获得关键源类别的不确定性 清单机构也无须仅仅因为要用方法 2 进

行关键源类别分析而去确定它们 作为替代 清单机构可以应用第 7.2.1.1 节 运用方法 1 确定关键源类别 中的

描述进行分析

     综合两类不确定性分析方法的内容在第 6 章 不确定性的量化 中进行了描述 至于关键源类别的确定则描

述如下

综合第 6 章方法 1 源类别不确定性

     关键源类别分析可能因综合国家源类别不确定性估算而得到加强 该不确定性估算属于方法 1 不确定性分析

见第 6 章 不确定性的量化 第 6.3.2 节 方法 1 应用简化假设估算排放源类别的不确定性 应用误差传递

公式进行这些不确定性估算 以便综合源类别和气体对排放因子和活动水平数据的不确定性 相应的简化方法用

于源类别水平估计 其中应用了与第 2-5 章中的指南相一致的排放因子和活动水平数据的不确定性范围 通过源类

别的相关不确定性对方法 1 水平与趋势估计结果进行加权 可以对源类别的不确定性进行综合 这样 用于定量

分析的公式就可以做如下修改

水平估计

公式 7.3 表示的是包括不确定性的方法 2 水平估计 这一估计(LUx,t)结果与实际应用中的不确定性量化结果是

一致的 正如第 6 章 不确定性的量化 的表 6.1 方法 1 不确定性计算与报告 中的 H 栏所示 所以 如果表

6.1 业已计算完毕 就没有必要再次运算公式 7.3

公式 7.3

水平估计 考虑不确定性   =  方法 1 水平估计 •  相关源不确定性

 LUx.t  =  Lx,t  •  Ux,t

趋势估计

公式 7.4 显示的是如何将方法 2 趋势估计延伸以包含不确定性

公式 7.4

趋势估计 考虑不确定性   = 方法 1 趋势估计 • 相关源不确定性

 TUx,t  =  Tx,t  •  Ux,t

 其中

Lx,t 和 Tx,t 运用公式 7.1 和 7.2 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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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t 是 t 年的相关源类别不确定性 如果相关 为第 6 章 不确定性的量化 中描述的方法 1 不确定性分析

而计算 尤其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源类别不确定性应与表 6.1 G 栏 中的数据相同

综合蒙特卡罗分析

     在第 6 章 不确定性的量化 中 蒙特卡罗分析作为不确定性定量评估的方法 2 尽管方法 1 分析要求简化假

设以建立源类别的不确定性 但蒙特卡罗分析却能够处理混杂于其它事物中的大的不确定性 概率密度函数的复

杂性 以及简单和复杂排放估算公式的相关性等问题 蒙特卡罗分析在进行清单的敏感性分析时也十分有用 这

一敏感性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导致清单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 这类深入的分析在确定关键源类别以及为提高清单

质量确定资源优先配置方面很有价值 在可利用的情况下 蒙特卡罗分析产生的相关源类别不确定性可用于公式 7.3

和 7.4 即在信度范围不对称处 利用平均值和信度范围之间较大的差异

建立一个国家阈值

     国家清单不确定性的应用在必要时为明确反映国家清单中 90%的不确定性而使对关键源类别的阈值进行调整

成为可能 这样 清单机构就能够用自己的不确定性分析来建立相应的阈值 而不是应用第 7.2.1.1 节 运用方法

1 确定关键源类别 中使用的水平和趋势估计的 95%先决阈值

7 .2 .2 确 定 关 键 源 类 别 的 定 性 途 径

     当通过量化分析而不易确定关键源类别时 可以考虑其它的确定标准 包括

• 减缓技术与工艺 如果某个源类别的排放因为减缓技术或工艺的使用而明显减少 优良作法是将这些源

类别确定为关键源类别 这将确保这些源类别在清单中处于优先位置 并得到高质量的排放估算 这也

将确保就减缓而言 方法的使用是透明的 这对评估清单的质量很重要

• 预期的高排放增长 如果清单机构预计未来某个源类别的排放将有明显的增长 鼓励将这些源类别确定

为关键源类别 其中一些源类别将根据当前的趋势估计 即用公式 7.2 或 7.4 来加以确定 另外一些则

根据未来的趋势估计来确定 这里 值得推荐的方法是用排放预期增长确定关键源类别 其原因是这一

做法将更易于高级别的优良作法的应用 也更易于更早获得更为详细的数据 反过来 这样做也减小了

未来方法学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也简化了对该时间序列排放估算的重新计算 如果方法学发生变化

• 高不确定性 如果清单机构在应用方法 2 确定关键源类别时 没有明确考虑不确定性 他们也可能将不

确定性 高的源类别确定为关键源类别 这是因为改善这些高不确定性源类型的估计 在减少总体清单

的不确定性中能够起到 好的作用 将这些源类别确定为关键源类别可以达到提高清单质量的目的

• 非期望的低或高排放 对数量级检查能有助于确定计算中的错误和矛盾 见第 8 章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

制 第 8.7.1.4 节 排放比较 清单机构也可能将那些表现出出乎意料的高或低排放估算的源类别确

定为关键源类别 优良作法是关注出现非期望观测结果的源类别 以确保这些结果的可靠性 如果非期

望的低或高排放的源类别被确定为关键源类别 就可以进行源类别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 见第 8 章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第 8.7 节 特定源类别质量控制程序 方法 2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运用这些定性标准将识别出通过定量分析已被确定的关键源类别 同时也可能会确定一些

附加的源类别 并添加到关键源类别的清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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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3 结 果 的 应 用

     由于可用于清单编制的资源有限 因而国家关键源类别的确定非常重要 应优先考虑对它们的应用 为确保

完整性 关键是要对所有的源类别进行估算 在可能的条件下 关键源类别应在清单的两个重要方面得到特殊的

关注

     首先 在方法学选择方面 应对关键源类别给予特殊的关注 正如图 7.4 选择优良作法的决策树 所示 除

非没有资源可用 鼓励清单机构对其关键源应用特定源类别优良作法 对于很多源类别而言 建议将较高级别 即

方法 2 的方法应用于关键源类别 但也不一定非要如此 针对特殊关键源类别的这一原则的特殊应用指南 清单

机构应遵循第 2-5 章中的有关指导和决策树

     其次 在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方面 优良作法对关键源类别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 8 章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对清单中源类别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提供了详细指导 正如该章所述 对关键源类别进行详细的源-水平质量控

制和质量保证是一种优良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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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选择优良作法方法的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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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4 报 告 和 归 档

     在清单中明确确定关键源类别属于优良作法 这一信息对证明和解释每种源类别的方法选择很关键 此外

清单机构应列出确定每种关键源类别的标准 也即水平 趋势或质量 以及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 即方法 1 或

方法 2

     表 7.4 应用于记录关键源类别分析的结果 表格中的栏为报告分析的结果以及确定每种源类别的标准

 表 7.4

源类别分析概要

 所采用的定量分析方法   方法 1       方法 2

 A
 IPCC 源类别

 B
 直接温室气体

 C
 关键源类别标记

 (是或否)

 D
 若 C为是 识别用的

标准

 E
 注释

     
     
     
     
     

 其中

A 栏 IPCC 源类别名单  输入值应与表 7.2 和 7.3 的 A 栏相同

B 栏 直接温室气体  输入值应与表 7.2 和 7.3 的 B 栏相同

C 栏 关键源类别标记  若该源类别为关键则输入 是

D 栏 用于确定关键源类别的标准  对应 C 栏中确定的各种源类别 输入一条或多条如下信息 水平 对

应水平估计 趋势 对应趋势估计 或 定性 对应定性标准

E 栏 注释  输入说明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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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重新计算

 
     随着清单容量及数据实用性的加强 用于准备排放估算的方法也应及时更新完善 在得到更加准确和全面估

算的条件下 这类更新与完善值得提倡 为了评估排放趋势 计算所采用的更改或改进后的方法要应用于整个排

放期而不是仅仅应用于 近几年 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有关方法被更新或改进 国家清单中包含了新的源类别或

是在估算中出现错误时 优良作法是对历史排放进行重新计算

     当清单机构用不同等级的方法对某一源类别的排放进行估算 或当它从 199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

南修订本 IPCC 指南 中描述的一个等级方法改变为一个国家方法时 就可以说发生了方法学变化 方法

学变化通常是因为建立了新的不同的数据集 例如 由于某种工业源类别获得了能够直接确定于国家排放因子并

有具体地点的排放测量值 清单机构开始对这种工业源类别应用一种较高级别的方法来替代方法 1 中的默认方法

就是一种方法学变化

     当清单机构应用相同级别的方法对排放进行估算 但是在应用它时 采用不同的数据源或不同水平的合并

就可以认为是方法学改进 例如 如果新的数据允许对牲畜肠道发酵模式有进一步的分解 则各动物类别就能变

得更加单一 这就是一种方法学上的改进 在种情况下 仍然用方法 2 进行估算 但被应用于更为细化的集合水

平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由于数据获取手段得到改进 引入了综合水平相同但质量更高的数据

     本节将讨论如何决定方法何时需要变化或改进 并描述重新计算排放的优良做法 对整个时间序列进行重新

计算应做如下的证明 并与特殊源的 优良作法指南 保持一致 在可能的条件下 改进的排放数据或改变过的

方法在使用以前 应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进行专家审评或确认 尤其是在基年数据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

7 .3 .1 重 新 计 算 的 理 由

7.3.1.1 方法的更改或改进

 在以下情形下进行方法的变更或改进是优良作法

• 可用数据改变 数据的可用性是确定适当方法的关键 因而可用数据的改变可能导致方法的更改或改进

如果清单机构能获得更多经验 投入更多精力来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预计将提高数据的可用性 6

• 对一源类别再应用从前用过的方法不符合 优良作法指南 清单机构对为第 2-5 章中的各种源类别提

供的指南进行审评

• 一种源类别成为关键源类别 基于原来的标准 某种源类别在基年中也许没有被认定为关键源类别 但

在后来的年份中却有可能成为关键源 比如 很多国家刚刚开始用 HFC 和 PFC 取代蒙特利尔议定书中

规定需逐渐淘汰的臭氧消耗物质替代品 虽然目前这一源类别的排放还很低 但从发展趋势或水平上看

也可能成为关键源类别 清单机构对一种源类别的显著增长做出预测 是想在它成为关键源类别以前就

关注这种可能性

• 从前使用过的方法已不足以以透明的方式反映减缓行动 鉴于减排技术和工艺的引进 清单机构应以透

明的方式反映其导致的减排效应 如果原有的方法不足以清晰地反映该问题 优良作法是对其进行变更

或改进

                                                          
6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减少数据的收集 这也能导致方法的变更或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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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单的编制能力得到了提高 随着时间的流逝 编制清单的人力和 或 财力都可能得到增强 如果是

这样 变更或改进方法 得到更为准确 全面或更加清晰的估算结果 尤其是针对关键源类别的结果更

是优良作法

• 新方法的使用成为可能 将来 新的方法将会得益于新技术应用以及对科学认识的提高而得到发展 比

如 遥感技术的发展 就可能通过对自然的气体传送路径的监测来进行排放估算 这将比仅仅利用以生

产为基础的排放因子要准确得多 同时 由于排放监测技术的更新将有可能实现对更多排放现象的直接

监测 在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与不确定性管理 优良作法报告 方面 各清单机构

应确保各自应用的方法与 IPCC 指南 以及本报告保持一致

7.3.1.2 新排放源的纳入

     在某些条件下 清单机构有可能确定需要纳入其排放清单的新的源类别或气体 这时 清单机构将需要确定

或应用新的方法学 从严格意义上说 这一情况不被认为是方法学的变更或改进 在这里提及是由于在考虑新的

源类别时 将涉及到第 7.3.2 节 重新计算的替代方法 中关于如何建立一致的时间序列的内容

7.3.1.3 误差修正

     第 8 章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中描述的实施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可能会发现排放清单中的错误 正如

该章中指出的那样 对以前提交的估算进行误差修正是一种优良作法 从严格意义上说 对错误的修正不能视做

方法学的变更或改进 这里提及这一情况 是因为在进行必要的修正时 需要考虑下面第 7.3.2 节中描述的指南

7 .3 .2 重 新 计 算 的 途 径

同一时间序列中的所有排放估算都应保持一致性 这意味着如果方法发生变更或改进 应对以前提交的估算

就其一致性进行评估 并在必要时重新计算 如下所述 应运用新的方法对该时间序列中所有年份的先前估算进

行重新计算 对很多源类别而言 这是有可能做到的 但是 在某些情况下 对整个清单中的所有年份都运用相

同方法是不可能的 随着与清单基年间隔的拉长 将来出现这种情况的频率将会增加 如果无法在所有年份运用

相同的方法 就要对替代方法 见第 7.3.2.2 节 重新计算的替代方法 进行评估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 有些方法的变更或改进将应用于整个时间序列的所有年份 而其它的可能只用于一些特

殊的年份 比如 如果减缓技术得以引进 就有必要考虑能逐渐纳入排放因子或技术推广方面发展变化的适当方

法 这样 在进行重新计算时 就要对这一源类别的具体特征以及方法学上的变更或改进进行仔细的评估

7.3.2.1 运用新方法对所有年份进行重新计算

用同样的方法和包含清单中每一年数据的一致性数据集对以前的估算进行重新计算是一种优良作法 这是确

保准确性和整个时间序列一致性的 为可靠的途径

在某些条件下 也许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和一致性的数据集对整个时间序列范围内已有的估算进行重新计算

其中存在的 大困难可能就是缺乏过去年份的完整数据集 在做出缺乏必要数据尤其是关键源类别数据的结论前

优良作法是想方设法争取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它们 比如 可能发起新数据收集行动 或者通过与统计部门 有关

专家或工业界的接触来获取额外数据 在必要时 也要采取措施保护机密性商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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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2 重新计算的替代方法

如果无法在整个重新计算工作中运用同一种方法 还可以使用几种替代方法 每种方法都针对特定的适用情

况 取决于数据的可用性 方法学修正性质等方面的考虑 选取任何一种方法都要求对具体的应用情况进行评估

并就具体问题作出 佳选择

表 7.5 是清单重新计算的基本方法概要 详细内容见表后 这些方法可应用于方法标准 方法学发生变更的情

况下 或基础数据标准 在方法学发生改进的情况下

表 7.5

清单重新计算的基本方法概要

方法 适用性 注释

重叠 需要既用于新方法又用于旧方法计

算的可用数据不应少于 1 年

• 当处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年度排放估算数

据集之间的重叠能被估计时 为可信

• 如果发现两种方法之间为矛盾关系 重新

计算应基于两个或更多的年度排放估算

• 如果用新方法和旧方法得出的排放趋势不

一致且没有规律 这种方法不属于优良作

法

替代方法 在新方法中使用的排放因子或活动

水平数据与其它公认的和易于获得

的指示性数据有良好的相关关系

• 为确定 强的相关特征 应对多指示性数

据集 单一或合并的 进行测试

• 不应长期使用

插值 用新方法为时间序列中间断年份重

算排放所需的数据能够获得

• 在不能应用新方法的地方 间断年份的排

放估算采取线性插值的办法

趋势外推 新方法计算所需的数据没有进行年

度收集 且没有获得时间序列的起

点或末端的数据

• 当趋势随时间的变化恒定时 为可信

• 当趋势发生变化时不能使用 这种情况下

替代方法可能更为适用

• 不能长期使用

重叠

    当方法发生变更或改进时 应就水平和趋势对用新方法和原有方法作出的估算进行比较 如果新方法不能用于

所有的年份 应该可以在两种方法都能使用的年段建立基于两者之间关系 或重叠 的时间序列 其本质在于这

种时间序列构建的基础是假设新 旧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之间存在一致性关系 这样 就可以根据交叠时期得到

的关系 通过对原有的 无法直接应用新方法年份的估算进行适当的修订而得到新的排放估算

     在两种方法之间存在良好的比例关系时 重叠方法是 常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与新方法相关联的排放可以

根据公式 7.5 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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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7.5

y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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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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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 xyx

 其中

 y0是用重叠方法算出的重算排放估算

 x0是用原有方法算出的排放估算

 yi和 xi的和是用新方法和原有方法计算出的重叠时期的估算 用 m 到 n 年表示

    虽然仅仅对一组年度排放估算数据进行比较就能够得到新旧方法之间的关系 但更为可取的办法是进行多年

度的比较 这是因为仅仅对一年进行比较可能导致偏差 且无法对趋势进行评估 通过重叠方法评估 也可能发

现新旧方法间的其它关系 例如 可能会出现恒量 在这种情况下 新方法得到的估算就只是在原有估算的基础

之上加一个恒量 有关重新计算的重叠方法 也叫拼接方法学 更多信息见附件 1 不确定性分析的概念基础

替代方法

     替代方法将与排放估算有关的基础活动数据或其它指示性数据联系在一起 以这些数据的变化来模拟排放的

趋势 这一估算必须与 能解释源类别排放随时间变化的统计数据相联系 比如 移动源的排放可能与交通工具

远距离运输的趋势有关 生活废水产生的排放可能与人口有关 工业排放可能与相应工业的生产水平有关

     其中 简单的形式是排放估算仅和某一类型的数据相关 如公式 7.6 所示

公式 7.6

 y0  =  yt   •  (s0 / st)

 其中

 y 是 0 年和 t 年的排放估算

 s 是 0 年和 t 的替代统计参数

 
 在某些情况下 将排放和多个统计参数相联系能得到更加准确的关系 回归分析在选择合适的替代数据参数

方面较为有用

     用替代方法来估算无从获得的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由插值和趋势外推得到估算的准确性

插值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 有可能对整个时间序列间断地使用一种方法 例如 如果只能隔几年获得一些估算所需的详细

统计数据 或者进行详尽的年度调查并不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通过插值获得该时间序列中间断年份的估

算 如果有关总体趋势信息或基础参数可用 这一替代方法非常不错

趋势外推

    当清单中的基年或 近年度没有进行详细估算 就有必要从距离 近的详细估算中外推得到 外推既能向前

近年度排放估算 也可以向后 基年排放估算 趋势外推简单地假设从拥有详细估算数据的时间段中获得的排

放趋势在被外推年份中依然保持恒定 很明显 在这一假设条件下 当排放趋势随时间的变化不稳定时不能使用

外推方法 在没有对间断年份进行细致证明以确定趋势连续有效的情况下 同样不能长期使用外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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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

    在某些情况下 为了对随时间过去的排放进行 好的估算 有必要建立特定的方法 比如 当技术条件发生变

化时 即由于减缓技术的引进 针对整个时间序列的可供选择的标准方法就可能不再适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能需要改进排放因子 并关注这些因子在整个时期的变化趋势 当使用这些特定方法时 优良作法是对其进

行清楚的记录 尤其要关注新方法得到的估算结果和标准选择得到的结果相比较而言有何差异

7 .3 .3 归 档

   有关重新计算清楚的文件记录是透明化排放估算和证明重新计算在准确性和完整性上有所提高的关键 总的

来说 只要进行重新计算 就应提供以下的信息

• 重新计算对估算趋势和水平的影响 通过提供用原有方法和新方法得到的两个估算结果体现

• 重新计算的理由 见第 7.3.1 节 重新计算的理由 )

• 对变更或改进的方法的描述

• 方法学变更或改进在提高准确性 明晰性和全面性方面的证明

• 从前提交的估算所用的计算方法

• 选择方法的基本理由 应包括用所选方法以及用其它可选择方法得到的结果比较 理想的形式是提供

排放-时间或相关活动水平数据 或排放-时间和相关活动水平数据两者的简单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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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7A.1  确 定 方 法 1 关 键 源 类别的 实例

    表 7.A1 到 7.A3 是美国 1990-1997 年运用方法 1 定量分析得出的排放清单 水平和趋势的估计都是利用 USEPA

1999 的排放估算得出 由于预计没有附加的源类别需要加以确认 本例中没有包括定性估计 由于在 优良

做法报告 出版时 仍未获得第 6 章 不确定性的量化 提供的关于源类别不确定性估算的指南 本例中也没有

应用方法 2

    表 7.A1 中为水平估计的结果 阴影部分为关键源类别 A D 栏的输入量直接取自 USEPA (1999) E 栏的输

入量为运用公式 7.1 得到的结果 源类别 即表中的横行 在 E 栏按数量降序排列 F 栏中为累计和 关键源类别

为排列后 E 栏中加起来占总数 95%的那些输入量

    表 7.A21 中为趋势估计的结果 阴影部分为关键源类别 和表 7.A1 一样 A D 栏的输入量直接取自 USEPA

(1999) E 栏为运用公式 7.2 得到结果的绝对值 F 栏中为 E 栏中输入的源类别占 E 栏中所有源类别的百分比 趋

势估计中的关键源类别依据 F 栏从大到小的排列加以确定 G 栏用来确定 F 栏的累计和 关键源类别就是将 F 栏

的输入值从大到小排列后 顺次加起来达到整个 F 栏 95%的输入值

    表 7.A3 为分析结果的总结 表后为第 7.2.4 节 报告和归档 中建议列出的材料 正如表中所示 根据分析

结果 美国国家排放清单中确定了 17 个关键源类别 在源类别 固定燃烧中的 CO2 排放 中 所有主要燃料 即

煤 石油和天然气 在水平和趋势上都被确定为关键源类别 就水平和趋势估计而言 8 个其它源类别也是关键源

其中 2 个源类别 粪肥管理中的 CH4 甲烷排放和农业氮肥应用中的直接 N2O 排放仅在水平估计中被确认为关键

源类别 其余的 6 个源类别中 除 1 个以外 都是工业过程的部门排放 只在趋势估计中被确认为关键 由于大

多数关键源类别得以确认的原因是趋势 因此排放的下降是很明显的 只有几种源类别 如臭氧损耗物质替代物

源类别的排放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其快速的排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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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A1

方法 1 分析 –水平估计(美国清单)

A

IPCC 源类别 a

B

直接温室

气体

C

基年估算

(Mt碳当量 b)

D

本年度估算

(Mt 碳当量 b)

E

水平估计

F

E 栏累计和

固定源燃烧中的 CO2排放–煤 CO2 481.6 533.3 0.29 0.29
可移动源燃烧 道路和其它 CO2 338.1 381.0 0.21 0.50
固定源燃烧中的 CO2排放–天然气 CO2 266.0 313.1 0.17 0.67
固定源燃烧中的 CO2排放–石油 CO2 176.8 177.5 0.10 0.77
固体废弃物处理场的 CH4排放 CH4 56.2 66.7 0.04 0.81
农业土壤中的直接 N2O 排放 N2O 46.6 53.7 0.03 0.84
可移动源燃烧 飞行器 CO2 50.5 50.1 0.03 0.87
石油天然气作业中的逃逸排放 CH4 34.5 35.1 0.02 0.89
牲畜肠道发酵中的 CH4排放 CH4 32.7 34.1 0.02 0.91
农业氮肥使用中的直接 N2O 排放 N2O 18.8 20.4 0.01 0.92
煤开采与处理中的逃逸排放 CH4 24.0 18.8 0.01 0.93
粪肥管理中的 CH4 排放 CH4 14.9 17.0 0.01 0.94
可移动源燃烧 道路和其它 N2O 13.0 16.9 0.01 0.95
可移动源燃烧 海运 CO2 16.4 15.4 0.01 0.96
臭氧损耗物质替代物的排放 Several 0.3 14.7 0.01 0.96
水泥生产中的 CO2排放 CO2 8.9 10.2 0.01 0.97
HCFC-22 生产过程中的 HFC-23 排放 HFC 9.5 8.2 0.01 0.97
电器设备中的 SF6排放 SF6 5.6 7.0 <0.01 0.98
固定源燃烧中的非 CO2排放 N2O 3.8 4.1 <0.01 0.98
己二酸生产中的 N2O 排放 N2O 4.7 3.9 <0.01 0.98
石灰生产中的 CO2排放 CO2 3.3 3.9 <0.01 0.98
硝酸生产中的 N2O 排放 N2O 3.3 3.8 <0.01 0.99
其它工业过程中的 CO2排放 CO2 2.7 3.6 <0.01 0.99
镁生产过程中的 SF6排放 SF6 1.7 3.0 <0.01 0.99
粪肥管理中的 N2O 排放 N2O 2.6 3.0 <0.01 0.99
铝生产过程中的 PFC 排放 PFC 4.9 2.9 <0.01 0.99
水稻生产中的 CH4排放 CH4 2.5 2.7 <0.01 0.99
废水处理中的排放 N2O 2.1 2.3 <0.01 1.00
固定源燃烧中的非 CO2排放 CH4 2.3 2.2 <0.01 1.00
可移动源燃烧 道路和其它 CH4 1.4 1.4 <0.01 1.00
半导体制造中的 PFC HFC 和 SF6排放 Several 0.2 1.3 <0.01 1.00
废水处理中的排放 CH4 0.9 0.9 <0.01 1.00
可移动源燃烧 航空 N2O 0.5 0.5 <0.01 1.00
其它工业源的 CH4排放 CH4 0.3 0.4 <0.01 1.00
农业残余物燃烧中的 CH4排放 CH4 0.2 0.2 <0.01 1.00
可移动源燃烧 海运 N2O 0.1 0.1 <0.01 1.00
废弃物焚烧中的排放 N2O 0.1 0.1 <0.01 1.00
农业残余物燃烧中的 N2O 排放 N2O 0.1 0.1 <0.01 1.00

总计 1632.1 1813.6 1.00
a LUCF 没有包括在本分析中
b如表 7.2 和 7.3 中的记录 估算应以 CO2当量单位表示

资料来源 USEP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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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A2

方法 1 分析 –趋势估计(美国清单)

A

IPCC 源类别 a

B

直接温室

气体

C

基年估算

(Mt 碳当量 b)

D

本年度估算

(Mt 碳当量 b)

E

趋势估计

F

对趋势的

贡献 (%)

G

F 栏累计和

固定源燃烧中的 CO2排放–石油 CO2 176.8 177.5 0.01 19 0.19
固定源燃烧中的 CO2排放–天然气 CO2 266.0 313.1 0.01 17 0.36
臭氧损耗物质替代物的排放 Several 0.3 14.7 0.01 14 0.50
煤开采与处理中的逃逸排放 CH4 24.0 18.8 <0.01 8 0.58
可移动源燃烧 航空 CO2 50.5 50.1 <0.01 6 0.64
可移动源燃烧 道路和其它 CO2 338.1 381.0 <0.01 5 0.69
固体废弃物处理场的 CH4排放 CH4 56.2 66.7 <0.01 4 0.73
石油和天然气作业中的逃逸排放 CH4 34.5 35.1 <0.01 3 0.76
可移动源燃烧 海运 CO2 16.4 15.4 <0.01 3 0.79
铝生产过程中的 PFC 排放 PFC 4.9 2.9 <0.01 3 0.82
可移动源燃烧 道路和其它 N2O 13.0 16.9 <0.01 2 0.84
HCFC-22 生产过程中的 HFC-23 排放 HFC 9.5 8.2 <0.01 2 0.87
牲畜肠道发酵中的 CH4排放 CH4 32.7 34.1 <0.01 2 0.89
农业土壤中的直接 N2O 排放 N2O 46.6 53.7 <0.01 2 0.91
固定源燃烧中的 CO2排放–煤 CO2 481.6 533.3 <0.01 2 0.92
己二酸生产中的 N2O 排放 N2O 4.7 3.9 <0.01 1 0.94
镁生产过程中的 SF6排放 SF6 1.7 3.0 <0.01 1 0.95
半导体制造中的 PFC HFC 和 SF6排放 Several 0.2 1.3 <0.01 1 0.96
电器设备中的 SF6排放 SF6 5.6 7.0 <0.01 1 0.97
其它工业过程中的 CO2排放 CO2 2.7 3.6 <0.01 1 0.97
农业氮肥使用中的直接 N2O 排放 N2O 18.8 20.4 <0.01 <1 0.98
粪肥管理中的 CH4 排放 CH4 14.9 17.0 <0.01 <1 0.98
固定源燃烧中的非 CO2排放 CH4 2.3 2.2 <0.01 <1 0.99
水泥生产中的 CO2排放 CO2 8.9 10.2 <0.01 <1 0.99
石灰生产中的 CO2排放 CO2 3.3 3.9 <0.01 <1 0.99
可移动源燃烧 道路和其它 CH4 1.4 1.4 <0.01 <1 0.99
硝酸生产中的 N2O 排放 N2O 3.3 3.8 <0.01 <1 0.99
固定源燃烧中的非 CO2排放 N2O 3.8 4.1 <0.01 <1 1.0
粪肥管理中的 N2O 排放 N2O 2.6 3.0 <0.01 <1 1.0
废水处理中的排放 CH4 0.9 0.9 <0.01 <1 1.0
水稻生产中的 CH4排放 CH4 2.5 2.7 <0.01 <1 1.0
其它工业过程中的 CH4排放 CH4 0.3 0.4 <0.01 <1 1.0
可移动源燃烧 航空 N2O 0.5 0.5 <0.01 <1 1.0
废水处理中的排放 N2O 2.1 2.3 <0.01 <1 1.0
农业残余物燃烧中的 CH4排放 CH4 0.2 0.2 <0.01 <1 1.0
可移动源燃烧 海运 N2O 0.1 0.1 <0.01 <1 1.0
废弃物焚烧中的排放 N2O 0.1 0.1 <0.01 <1 1.0
农业残余物燃烧中的 N2O 排放 N2O 0.1 0.1 <0.01 <1 1.0

总计 1632.1 1813.6 0.05 1.00
a LUCF 没有包括在本分析中
b 如表 7.2 和 7.3 中的记录 估算应以 CO2当量单位表示

资料来源 USEP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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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A3
源类别分析概要(美国清单)

所采用的定量方法   方法 1       方法 2

I

能源领域

固定源燃烧中的 CO2排

固定源燃烧中的 CO2排

固定源燃烧中的 CO2排

固定源燃烧中的非 CO
固定源燃烧中的非 CO
可移动源燃烧–道路和

可移动源燃烧–道路和

可移动源燃烧–道路和

可移动源燃烧–航空

可移动源燃烧–航空

可移动源燃烧–海运

可移动源燃烧–海运

煤开采与处理中的逃逸

石油与天然气作业中的

工业领域

水泥生产中的 CO2排放

石灰生产中的 CO2排放

其它工业过程中的 CO
其它工业过程中的 CH
己二酸生产中的 N2O 排

硝酸生产中的 N2O 排放

铝生产中的 PFC 排放

镁生产中的 SF6排放

电器设备中的 SF6排放

半导体制造中的 PFC
臭氧损耗物质替代物的

HCFC-22 生产过程中的

农业领域

牲畜肠道发酵中的 CH
粪肥管理中的 CH4 排
粪肥管理中的 N2O 排放

农业土壤中的直接 N2O
农业氮肥使用中的直接

水稻生产中的 CH4排放

农业残余物燃烧中的 C
农业残余物燃烧中的 N
废弃物领域

固体废弃物处理场的 C
废水处理中的排放

废水处理中的排放

废弃物焚烧中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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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CC 源类别 a

B
直接温室气体

C
关键源类别标

记

D
若 C 栏为是 确

认的标准为

E
注释

放–煤 CO2 是 水平, 趋势

放–石油 CO2 是 水平, 趋势

放–天然气 CO2 是 水平, 趋势

2排放 CH4 否

2排放 N2O 否

其它 CO2 是 水平, 趋势

其它 CH4 否

其它 N2O 是 水平, 趋势

CO2 是 水平, 趋势

N2O 否

CO2 是 趋势

N2O 否

排放 CH4 是 水平, 趋势

逃逸排放 CH4 是 水平, 趋势

CO2 否

CO2 否

2排放 CO2 否

4排放 CH4 否

放 N2O 是 趋势

N2O 否

PFC 是 趋势

SF6 是 趋势

SF6 否

HFCs 和 SF6排放 SF6 否

排放 Several 是 趋势

HFC-23 排放 HFC 是 趋势

4排放 CH4 是 水平, 趋势

放 CH4 是 水平

N2O 否

排放 N2O 是 水平, 趋势

N2O 排放 N2O 是 水平

CH4 否

H4排放 CH4 否

2O 排放 N2O 否

H4排放 CH4 是 水平, 趋势

CH4 否

N2O 否

N2O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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