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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本全球形势报告将介绍全球及重点地区建筑和建筑建造行业的能源使用、排放、技术、政
策和投资等关键指标、现状及趋势。本报告的主要结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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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在清洁能源转型中发挥主导作用。2017 年，建筑施工及运营中的能源使用量占
1
全球终端能源使用量的 36%，占全球能源相关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的将近 40%。

•

全球建筑业的能源使用量持续增长，但并没有人口或建筑面积增长得那么迅速。供
暖、照明以及烹饪的能源使用是建筑用能改善最为显著的终端用能领域。人口及建筑
面积的持续增加是建筑能源需求上升的主要因素。

•

自 2015 年以来，建筑及建筑业的排放量基本上趋于平稳，但仍占全球能源相关二氧
化碳总排放量的最大份额。清洁能源转型将会使未来排放量稳步下降。

•

全球对话可以促进可持续建筑政策的发展。大部分国家已经提交了与建筑领域相关的
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以下简称为 NDC），其中一些国家已着手开始改善工作，但还有
一些国家的自主贡献文件尚未落到实处。

•

各国在持续更新建筑能源法律法规及认证政策。遗憾的是，未来会在建筑能耗和排放
上增长迅猛的国家，大部分是没有强制性能源法规和政策的国家。

•

建筑能效方面的投资有所放缓。2017 年能效增效投资增长了 4.7%（算入通胀率后为
3%），这是近几年来最低的增长率。

国际协议和倡议指明发展方向
塔拉诺阿对话促进了自 2018 年开始的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对话进程。讨论是在第一个
五年周期中进行的（即 2015 年至 2020 年），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所有缔
约方将会根据 2015 年缔结的《巴黎协议》评估其实现长期目标的进展情况。
五个国家于 2017/18 年更新了 NDC，在其中特别提到了建筑及建筑行业。例如，加拿大修
订了之前提交的 NDC，其中就包括建筑行业的新目标，即各省和地区将采用“净零能耗准
备”的建筑规范。
目前共有 136 个 NDC 涉及到了建筑行业，而 2017 年仅为 132 个。大部分 NDC 尚无针对建筑
业的具体目标或政策措施。根据对 NDC 和现有建筑业政策的分析可知，约有 63%的建筑业
及相关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已被覆盖，对比之前的 60%覆盖率已略有改善。
全球建筑联盟（GlobalABC)正在支持各国的 NDC 更新，并于 2018 年 3 月在塔拉诺阿对话
时，阐述了国际建筑行业应如何减排。此外，全球建筑联盟（GlobalABC)正在开发一个可
将建筑行业气候措施纳入 NDC 的指导工具，旨在帮助希望开发或更新 NDC 中建筑业相关内
容的各方机构。

建筑业的政策及投资进展尚不够迅速
在过去的 10 年中，建筑法规的制定数量有所增加，目前已有 69 个国家或已在实施自愿性
或强制性的建筑能源法规，或正在制订相关法规。相较于 2010 年的 54 个国家，已有所增
长。尽管取得这一进展，但仍有 2/3 的国家没有建筑能源法规，2017/18 年的大部分变更
也都是对之前已有的能源法规进行的更新。

1

这些数据涵盖了建筑物及建筑行业，包括建筑物原材料及成品，如：钢铁、水泥、玻璃等。具体信息请参考

“全球形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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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目前只有 85 个国家采用建筑认证计划。而 2017/18 年中，进展似乎只集中在已有建
筑能源法规或认证计划的国家中。虽然对认证计划的使用有所增长，但自愿认证仍然是大
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
许多司法机构和组织正在支持 NDC 以外的可持续建筑、建筑能源法规和认证计划的发展。
例如：墨西哥计划取消阻碍能效投资的电力补助。来自全球 19 个城市、代表着世界上 1.3 Page | 4
亿人口的多名市长，于 2018 年承诺 2030 年将在新建筑中实现零碳排放。此外，这些城市
还提出了 443 项额外承诺，即至 2035 年，所有的电力将来源于可再生能源。
全球的悉力合作并没有为推动可持续建筑这个重大变革提供必要动力。建筑行业的能效支
出正在放缓，2017 年建筑行业的能效增效投资仅增加了 4.7% （算入通胀率后为 3%），而
2014 年至 2016 年的年增长率为 6-11%。

社会经济效益蓄势待发
节能、抗御强度高、可持续建筑的多重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包括对地方的众多益处，
如：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力、减少当地空气污染和降低贫困。所有这些优势都有利于
促进社会和经济的更大发展。例如，WELL 建筑标准就包括优化室内日光水平这一项。欧洲
有研究表明，在光线充足且条件宜人的环境中生活工作的人比非该种条件下的人健康率高
一倍。
一些国家和城市已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视为能效活动的一部分，2017 年超过 1400 亿美元
的投资是和建筑能效相关的。在众多效益中，增加建筑物中清洁能源和技术的使用，将有
效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并可增加能源服务机会。2017 年，无法用电的人数首次降到了 10
亿以下，低于 2000 年的 17 亿。

实现可持续建筑由今始
全球平均每单位建筑面积的建筑能源强度应比当前再降低至少 30%。这就涉及到可持续建
造材料的选择、建筑设计及城市规划，采用适应性强且抗御性高的方案，清洁能源的转型
以及建筑运营与改造等，均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机会，这也正如全球建筑联盟
（GlobalABC）在其《全球路线图》中阐明的一样。
在本报告中可以看到国家、城市、组织及其他相关机构如何致力于可持续建筑的发展。若
要建筑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避免被锁于低效建筑，则需全球努力，在政策、技术、
金融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教育和思想意识，在整个建筑业价值链中，需提供更好的
培训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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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形势
对建筑业的跟踪和分析显示：政策取得进展，能效投资增长停滞，排放有所减少，能源有
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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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及排放
近期的全球建筑业能源与能源相关碳排放的趋势各不相同，虽然能源使用量不断增加，但
与建筑相关的排放量增长尚且有限。2017 年建筑及建筑运营方面的最终能源使用量约占全
球的 36%，占能源相关二氧化碳(CO2) 排放量的 39%（图 1）。
图1 • 2017 年全球建筑业最终能源使用及排放百分比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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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业
31%

工程建设业 11%

注：工程建设业指与建筑建设及相关材料制造有关的整个工业，包括相关的钢铁、水泥、玻璃制造等。
资料来源：IEA (2018f),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and Balances 2018, www.iea.org/statistics and IEA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buildings model, www.iea.org/buildings.

关键信息 • 建筑业在对抗气候变化问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7 年，建筑业占最终能源使用
量的 36%，能源相关排放量的 39%。

NDCs
大多数国家都将建筑行业视为 NDC 中减少排放量的重要领域。193 个国家和欧盟都已提交
NDC，其中有 136 个国家提到了建筑行业，但仍有许多 NDC 尚未提到解决建筑部门能源
和排放的明确措施（地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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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 • 国家自主贡献（NDC）建筑业排放覆盖率, 2017-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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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新增
2017 年新增
2018 年新增
NDC: >75% 覆盖率
NDC: <75% 覆盖率
NDC: <50% 覆盖率
NDC: <25% 覆盖率
NDC: 提及建筑物
NDC: 无明确覆盖
无已知 NDC
本地图并不代表对任何领土的状态或主权、对国际边界和界限的划定以及对任何领土、城市或地区的命名表示任何意见。

注：排放覆盖率是根据 2017 年建筑相关行业、建筑物最终用途或建筑业使用技术估算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无明确提
及建设措施或项目的 NDC，例如欧盟经济目标没有计入排放覆盖率。
资料来源：IEA (2018f),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and Balances 2018, www.iea.org/statistics and IEA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buildings model, www.iea.org/buildings.

关键信息• 不同于针对建筑物能源使用和排放的措施，大多数 NDC 并未明确覆盖建筑行业的
排放问题。

建筑能源法规
建筑能源法规或标准是管辖区（国家或地方）所制定的要求，旨在减少特定用途的能
源使用或建筑组成部分中的能源使用。在过去十年中，建筑法规的实施数量有所增
加，目前有 69 个国家实施自愿性或强制性的建筑法规，还有 8 个国家正在落实过程
中。相较于 2010 年的 54 个国家已有所增加。然而，尽管有所进展，但仍有三分之二
的国家尚无建筑能源法规，且 2017/18 年的大部分变化都是在原有能源法规上的修
改。此外，已有建筑能源法规的国家通常执行力度有限，或只采用自愿实施的办法
（地图 2）。

建筑能源认证
建筑能源认证包括评估建筑能源性能和能源服务系统的计划及政策。认证可侧重于能
源使用等级或建筑预期能源使用。认证可以以自愿或强制的方式对全部或部分建筑业
执行。目前已有 85 个国家采用建筑认证计划（地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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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 • 建筑能源法规辖区分布图，2017-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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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行业强制执行
部分行业活动强制执行
主要城市中部分行业活动强制执行
部分行业活动自愿执行
法规尚在起草中
无已知法规
本地图并不代表对任何领土的状态或主权、对国际边界和界限的划定以及对任何领土、城市或地区的命名表示任何意见。

资料来源：IEA (2018c), Energy Efficiency Policies: Buildings, www.iea.org/topics/energyefficiency/policies/buildings.

关键信息• 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出台建筑能源法规，但建筑建设率很高。

地图3 • 建筑能源认证辖区分布图，2017-2018 年

部分强制执行，普遍自愿执行
部分强制执行
普遍自愿执行
自愿执行，仅有少数项目采用
无认证或无相关信息

本地图并不代表对任何领土的状态或主权、对国际边界和界限的划定以及对任何领土、城市或地区的命名表示任何意见。

资料来源：IEA (2018c), Energy Efficiency Policies: Buildings, www.iea.org/topics/energyefficiency/policies/buildings.

关键信息• 大多数国家仍采取以自愿为主的认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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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金融
2017 年建筑业能效总支出增加了 4.1%（计入通胀率后为 2.5%），达 4230 亿美元
（图 2）。能效投资增长率略高于建筑施工及改造总投资 3-4%的年增长率，据估计后
者于 2017 年增长至 5 万亿美元。这表明，与 2014 至 2016 年 6-11%的年增长率相
比，能效投资率在总投资中的所占比重正在缓减。更深层次的投资衡量标准则为建筑
能效增效投资，2017 年增加了 4.7%（计入通胀率后为 3%），达 1400 亿美元。
图2 • 2017 年全球建筑能效投资
能效增效投资

总能效支出
鰣儼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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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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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6%

48% 18%

4 230 亿美元

1 400 亿美元

52%

57%
围护结构
围护结构

20%

HVAC
HVAC

2%

8%

10%

17%

11%

4%

6%

家电
家电
照明
照明

注：HVAC=采暖、通风、空调
资料来源：IEA (2018c), Energy Efficiency Investment Database, www.iea.org/buildings.

关键信息• 虽然住宅建筑占全球建筑能源使用量的近四分之三，但其只占建筑能效增效投资的
一半。

实现可持续建筑的途径
全球平均每单位建筑面积的能源强度需比现在再低 30%才可符合国际能源署（IEA）
规划的可持续发展情景，以实现全球平均温度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 2 摄氏
度（°C）以内的目标（图 3）。最近，国际能源署（IEA）考查了可持续发展情景的能
效部分，制定了国际能源署（IEA）高效世界战略，并发现许多新建筑已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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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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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单位建筑面积终端能源使用量，2000-2030 年
( 能源强度（千瓦时/平方米）

历史值

200
150

基准技术情
景

100
50

可持续发展
情景

0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2022 2024 2026 2028 2030
注：此处显示的能源强度是单位建筑面积的终端能源使用量
资料来源 : IEA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buildings model, www.iea.org/buildings.

关键信息• 至 2030 年，每单位建筑面积的能源使用量需减少 30%才能符合《巴黎协议》和可
持续发展情景。

完整的《2018 年全球形势报告》考查了可帮助实现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下列因素：
•

人行为因素：人类技能、行为、决策、用户控制、健康与福祉

•

技术解决方案：围护结构和系统技术

•

建筑解决方案：被动式节能屋或零排放建筑物的建筑设计

•

材料解决方案：结构材料及生物基材料的隐含能源

•

适应型建筑：可防御极端天气及可适应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建筑

•

城市解决方案：通过城市规划和区域解决方案在管辖区内发挥重要作用

•

清洁能源转型：通过使用脱碳能源从而与现代能源服务接轨

•

循环经济：通过设计、运营、维护、装修、再利用及回收形成生命周期循环

全球建筑联盟（GlobalABC）成员及活动
建筑业的特点是价值链分散，且利益关联者间（国家、地方政府、国际组织、公司、
民间组织和金融机构）协调不足。所以全球建筑联盟（GlobalABC）可实现将其整合
在一起的目标。全球建筑联盟（GlobalABC）聚集了 26 个国家和 84 个非政府组织
（图 4）。欢迎所有新成员，共同帮助全球建筑业过渡到低碳、节能、适应型建筑的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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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4 • 全球建筑联盟（GlobalABC）成员及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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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
拥有全球建筑联盟（GlobalABC）
参与成员的国家

本地图并不代表对任何领土的状态或主权、对国际边界和界限的划定以及对任何领土、城市或地区的命名表示任何意见。

注：欢迎新成员加入全球建筑联盟（GlobalABC），可在 www.globalabc.org 网上查询更多信息

关键信息• 全球建筑联盟（GlobalABC）聚集了 26 个国家及 84 个非政府组织，欢迎所有有志
于可持续建筑转型的新成员加入。

建筑能效计划
法国及德国政府于 2016 年底在 COP22 共同启动了建筑能效计划（PEEB），并计划
由全球建筑联盟（GlobalABC）推动该计划。建筑能效计划（PEEB）支持与其共同实
施“走向低排放及适应型建筑”的首批伙伴国家：墨西哥、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和
越南。建筑能效计划（PEEB）是由法国国家开发署、德国技术合作署（GIZ）和法国
环境与能源管理署（ADEME）共同实施并合作的计划。

国家建筑联盟
摩洛哥和墨西哥是第一批成立国家建筑联盟的国家。墨西哥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起
了其全球建筑联盟（GlobalABC）分会，为来自民间组织、学院、工业、房地产及地
方政府部门等 46 个机构建立国家联盟。
全球建筑联盟（GlobalABC）欢迎新成员的加入。请联系 global.abc@un.org 以获取
更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