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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根据《巴黎协定》，各国同意信守一个共同目标，即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2℃以

下，并尽力不超过 1.5℃。根据环境署最新的《排放差距报告》，为了按部就班实现升温幅度不

超过 1.5℃的目标，世界需要到 2030 年将全球排放量减少 50%以上，并努力到 2050 年实现碳

中和。2018 年，全球建筑和建造行业占最终能源使用量的 36%，占能源和工艺相关二氧化碳

（CO2）排放量的 39%，因此，它必将在实现这一愿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18 年，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和印度的建筑业占

该区域最终能源使用量的 27%，占能源相关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的 24%，其中不包括制造

建筑材料导致的排放量（国际能源署，2019 年 a）。自 2010 年以来，7%的人口增长和 70%的

财富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推动区域能源需求增长，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建筑面积和能源

消费服务的需求。预计到 2040 年，该区域的建筑面积将持续增加，可能占全球新建筑面积的近

一半（经合组织/国际能效合作伙伴关系，2018 年）。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建筑物的脱碳需要对建筑和建造行业进行转型。有可能实现净零运营和隐含

碳排放建筑，但需要雄心勃勃的明确政策信号来推动一系列措施，包括被动式建筑设计、材料

利用率、低碳材料、高效建筑围护结构措施以及高度节能照明和电器。 

根据《世界能源展望》，可持续发展情景 1下的能源效率和电力脱碳较之既定政策情景 2下可在

2040 年将亚洲建筑的年排放量减少近 3 000 兆吨二氧化碳（MtCO2）（国际能源署，2019 年

a）。在建筑物的材料生命周期中，材料利用率可以再显著降低温室气体（GHG）的排放量，在

中国和印度，住宅建筑的潜在减排分别超过 80%和 50%（国际灾后复原平台，2020 年）。 

要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取得这些成果，需要所有管辖级别的决策者之间以及与城市规划者、建

筑师、开发商、投资者、建筑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之间加强合作。除了提供更健康、更有复原

力和更具生产力的环境之外，建筑业的脱碳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和南亚带来了商业机会，到

2030 年估计价值约为 17.8 万亿美元（国际金融公司，2019 年）。建筑脱碳也完全符合可持

续发展目标 12 ，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1 除了完全实现与能源有关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可持续发展目标外，可持续发展情景完全符合《巴黎协定》，在

不依赖全球净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情况下，将全球平均升温幅度控制在 1.8℃以下的概率为 66%。 
2 既定政策情景反映了现有政策框架和当下宣布的政策意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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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整个亚洲地区，建筑节能法规的进展无法跟上新建筑需求的大幅增长。亚洲不到一半

的国家制定了强制性或自愿性建筑法规或认证方案（图 1）。 

2017-2018 年亚洲建筑规范 

国际能源署 2020. 版权所有。 

注：本地图不影响任何领土的地位或主权，不影响国际边界及界限的划定，亦不影响任何领土、城市或地区的名称。 

资料来源：全球建筑建设联盟/国际能源署/环境署（2019 年），《2019 年全球建筑和建造业状况报告：塑造零排放、高效和

有抗灾能力的建筑建造行业》。 

该路线图的目的是支持建筑在整个生命周期完全脱碳的共同语言和愿景，并支持制定国家或国

家以下各级战略和政策，包括国家自主贡献等。它概述了利益攸关方可以在短期、中期和长期

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以实现零排放、高效和有抗灾能力的建筑环境。 

它涵盖了八项“活动”：城市规划、新建筑、现有建筑、建筑运营、电器和系统、材料、抗灾

能力和清洁能源，并为每一项活动提出了关键行动、政策和技术目标，以及旨在到 2050 年实现

净零碳排放建筑的扶持措施。 

亚洲路线图是在与该区域 200 多个利益攸关方和建筑专家协商的基础上制定的，他们为共同制

定八项活动的时间表建言献策。 

全球建筑建设联盟 2020-2050 年亚洲建筑和建造区域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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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50 年实现零排放、高效和有抗灾能力的建筑 

以下时间表描述了利益攸关方确定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到 2050 年在亚洲实现零排放、高效和有

抗灾能力的建筑的关键。“活动 1-8”和“路线图支持：促进因素”这两章制定了支持实现这

些目标的战略。 

 

亚洲路线图摘要时间表 
 现状（2020 年） 建议采取的行动 

 

 

国际能源署，2020 年。保留所有权利。 

 

城市规划
现有主要增长领域缺乏城市综

合规划和可持续发展

优先考虑可持续城市规划和发展

利用规划和发展工具支持可持续发展和获得负担得起的住房，制定国家和
地方协作城市计划

新建筑
大多数建筑出现在有一些规范
和法定最低能源绩效的地方

优先考虑新建筑节能法规和标准

制定被动式而负担得起的建筑战略，执行强制性建筑节能法规，采用被动
式设计，减少冷却需求

现有建筑
现有建筑的能源绩效和质量低，

能源驱动的改造很少

加快建筑改造行动

制定和实施负担得起的低能耗脱碳战略，提高高密度开发项目的改造率，
鼓励低能耗投资

建筑运营
部分使用工具促进能源绩效、

披露和管理

制定和采用运营和维护标准

开发基准和认证工具，为系统节能设定绩效标准，采用监测和能源管理系
统

电器和系统
电器和系统的效率低于现有最

佳技术

刺激对节能电器的需求

强化和扩大现有的最低能源绩效要求，支持进一步改进低成本效益的冷却
技术

材料
材料的隐含碳很高，当地材
料的使用有限，数据和信息

很少

推动使用低碳材料

推动在高密度开发项目中采用低碳材料，提高材料利用率，提高制造业
的能效，以降低整个生命周期中材料的隐含碳

抗灾能力
缺乏应对气候事件的规划战

略，抗灾能力不足

为建筑和社区建立抗灾能力

为沿海主要城市中心制定综合风险评估和抗灾能力战略，并将抗灾能力
纳入正规和非正规地区的新建造

清洁能源

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和生物质燃
料。在亚洲，43%的人无法使
用清洁烹饪，6%的人用不上

电

加快清洁能源的获取

制定明确的监管框架，提供经济激励措施，鼓励采购可再生能源，加快使
用清洁烹饪燃料来降低电力和热能的碳含量

促进因素：能力建设、融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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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行动和战略 

为了支持新建筑和现有建筑的脱碳，有效的政策和法规需要涵盖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设

计、开发、运营和退役阶段，并通过住区规划和清洁能源在场地界限范围外采取行动。为了加

快行动，需要包括决策者、城市规划者、建筑师、建筑公司、材料供应商、公用事业公司、开

发商和投资者在内的利益攸关方加强合作。 

根据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协商和分析，需要采取以下行动，以实现零排放、高效和有抗灾能力的

建筑。 

国家路线图和战略确定了建筑建造行业的优先事项 

国家部委和城市机构应制定雄心勃勃的综合战略和路线图，勾勒实现零排放、高效和有抗灾能

力的建筑和建造行业的途径。这些战略应通过协商和参与来制定，涉及包括城市规划、建筑设

计和建造、材料、抗灾能力和清洁能源等一系列学科。由于亚洲目前的高建造率，这些战略应

重视早期行动，并正视路线图中确定的数据和目标差距。 

各国政府和行业联盟应通过建立数据收集系统和方法，努力缩小建筑性能方面的关键信息差距，

特别是考虑到整个区域建设了大量高密度开发项目。这类数据可以提供重要证据，为脱碳和节

能规划提供参考，并支持节能和可持续性干预措施的可量化效益。 

各部委应制定国家和地方改造和融资战略，以加快实施和实现脱碳和节能目标，例如到 2040 年

将年度节能改造率提高到 2%。 

地方和区域政府机构应进行风险绘图和抗灾能力评估，并制定综合战略来提高建筑存量的抗灾

能力。该区域面临亚热带气候事件的风险很高，因而快速发展壮大的中心需要采取战略来应对

新建筑开发和非正规住区的抗灾能力风险。此类行动还应规划和制定改造现有建筑的战略，从

而减轻极端气候事件和气候条件变化的影响。 

标准和法规逐步推动提高性能 

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强制性能源法规来减少新建筑未来的能源需求，这些法规特别注

重采纳建筑结构性能标准，其中包括可复制和局部调整的战略来缓解冷却需求，如被动式设计、

自然通风、隔热、遮阳和低辐射窗。 

监管机构应制定并扩大最低能源绩效标准，制定涵盖所有主要电器和系统的雄心勃勃的产品能

源绩效要求。该区域的最低能源绩效标准可以进一步整合和调整，以支持整个区域的协作，从

而能够实现跨境适用。 

全球建筑建设联盟 2020-2050 年亚洲建筑和建造区域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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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综合行动的监管框架 

城市一级的行为体应跨行业和政府层级开展合作，管控大城市中心激增现象，制定综合城市规

划政策和框架，重视公平和可持续的土地利用、面向交通的设计、无障碍绿地、气候适应能力

和地区清洁能源规划。 

国家和地方机构应制定雄心勃勃的监管和激励框架，以增加对提高能效的投资或减少主要建筑

材料生产导致的碳排放量。 

国家和地方机构应制定明确的监管和激励框架，以促进使用现场和建筑集成可再生能源，包括

太阳能光伏、太阳能、地热、微型风能以及适当的先进生物燃料。这些框架应定义国家和地方

层面的运营框架、激励措施和整合机制。 

叙事和参与，推动需求 

各国政府应提高支持零碳排放建筑性能和建造方法行动的叙事和量化目标的宏大程度。共同努

力，应对改进整个亚洲新老建筑面临的挑战，这需要与该区域建造活动规模和雄心勃勃的社会

经济变革保持一致。 

政府和大型组织可在零碳采购和标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以促进对总部和建筑存量中低碳建

筑建造和改造的投资，并鼓励大规模采用节能技术。 

各国政府应促进定期能源绩效审计和数据收集，以确保建筑能源绩效干预措施的效力和绩效，

并鼓励积极参与建筑评级计划。 

能力建设 
各国政府和行业联盟应促进相关主题的能力建设机会，如通过生命周期方法将循环经济概念纳

入建筑，收集数据以提高效率，建筑材料的再利用，以及逐步淘汰高全球升温潜能值的制冷剂。 

最后，政府和行业联盟应推动采用现有的建筑施工和运营节能技术以及低成本技术，以提高建

筑性能和降低隐含碳。 

在亚洲路线图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填补差距，提升雄心 

通过收集数据和证据来弥补关键信息差距，以支持脱碳和提高建筑能效的行动。在整个亚洲都

发现，城市综合空间规划政策和活动、非正规开发活动、空间和水加热技术的使用、智能设备

的使用、材料的碳含量、风险绘图、分散的可再生能源部署等，均缺乏信息。建立获取这些信

息的系统有助于提高政策和市场所产生的影响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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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各项行动的雄心，支持改进适合发展变革规模的建筑性能和建造方法。据报告，在以下方

面欠缺宏观格局：推进使用空间规划方法、生物气候设计原则和低能耗建筑系统技术；建筑法

规的采纳和遵守；建筑标记和基准设定；审计和建筑管理工具的使用；以及综合建筑可再生能

源。采取进一步努力，应对改善整个亚洲新老建筑面临的挑战，这需要与雄心勃勃的建筑活动

和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变革规模保持一致。

全球建筑建设联盟 2020-2050 年亚洲建筑和建造区域路线图 

Chinese translation of GlobalABC Regional Roadmap for Buildings and Construction in 
Asia 2020 (Executive Summary).

此执行摘要原文用英语发表。虽然国际能源署尽力确保中文译文忠实于英文
原文，但仍难免略有差异。此中文译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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