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VWUDFW��Achieving� low-carbon� strategic� goals� requires�

large-scale�application�of�several�key�mitigation�technologies,�

which�may�bring�potential� impacts� in�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which� in� turn� is�not�conducive� to�

achieving� low-carbon�goals.�A�comprehensive�cost-benefit�

analysis�framework�has�been�proposed�for�the�evaluation�of�key�

mitigation�technologies�underlying�the�low�carbon�strategy.�This�

framework�comprises�six�aspects,� i.e.,� technological�maturity,�

economic� impacts,� local�environmental� impacts,� ecological�

impacts, � human� health� impacts, � and� public� acceptance.�

Several� supply-side�mitiga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en�

identified�and�listed,� including�wind�and�photovoltaic�power�

generation,�carbon�capture�and�storage,�biomass,�hydrogen�and�

nuclear� technologies.�Moreover,� several�key�aspects�of� these�

technologies�are�analyzed.�We� found� that�comprehensive�cost-

benefit� analysis� is�beneficial�for�improving�the�operability�of�

planning�the�pathway�of�the�low-carbon�technology�development�

and� for�promoting� the� synergies� between�carbon�reduction�

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The�comprehensive�cost-

benefit�analysis�of�the�key�supply-side�mitigation�technologies�

is�more�uncertain�and�more�complex�than�that�of�the�demand-

side�mitigation�technologies�or�land-based�mitigation�activities.�

Among� the�current� research�studies�of�comprehensive�analysis�

of� supply-side�mitigation� technologies,� several� studies�have�

focused�on� the� technology� improvement�and�their� economic�

impacts�and�certain�conclusions�have�been�drawn.� Increasing�

number�of�studies�are�now�focusing�on�the�local�environmental�

and�health�impacts,�and�the�methods�tend�to�improve.�However,�

only�few�studies�focus�on�the�ecological�impacts�and�the�public�

acceptance,�and�the�conclusions�are�uncertain.

.H��RUGV��cost-benefit�analysis;�carbon�mitigation�technology;�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carbon� capture� and�storage;� biomass� energy;�

hydrogen�energy

摘� 要：实现低碳战略目标需要大规模应用若干关键减缓技

术，可能会带来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潜在影响，反过

来不利于实现低碳目标。提出了技术成熟度、经济影响、局

地环境影响、生态影响、人群健康影响和公众接受度6个维

度的综合成本效益分析框架，筛选影响减缓气候变化的供

给侧技术，识别出风电和光伏发电、碳捕集与封存、生物质

能、氢能、核能5种关键技术，重点讨论了其综合成本效益

分析维度，得出以下结论：一、传统仅考虑技术成本和减排

潜力的成本效益分析难以支撑制定中长期减缓技术战略和部

署方案；综合考虑技术的就业、局地环境、生态、健康影响

及公众接受度等因素，可以改进技术的潜力、成本有效性和

空间布局等评估维度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促进实现

碳减排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的协同增效。二、相对

于需求侧减缓技术及基于土地的减缓行为，供给侧减缓技术

的综合成本效益分析不确定性更大且更为复杂。三、目前对

供给侧减缓技术的技术成熟度和经济影响的研究较多且结论

较为确定，对局地环境影响和人群健康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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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方法趋于成熟，但对技术的生态影响和社会公众接受度的

影响研究仍然较少且较难得出确定的结论。

关键词：成本效益分析；减缓技术；生态环境影响；可再生

能源发电；碳捕集与封存；生物质能；氢能

0� 引言

2015年，《巴黎协定》[1]在2 ℃温升控制目标的基

础上提出了1.5 ℃目标，使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任务更

加艰巨。为实现控制温升的目标，开发与大规模应用

减缓技术至关重要。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2015年发布的能源技术展望[2]、Fuss

等[3]发表的相关文章及报告对实现未来碳减排目标所

需的减缓技术进行了识别和判断，其中碳捕集与封存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核能、可再生能

源、终端燃料转换等技术成为诸多研究的共识。除了

减缓气候变化的效益外，开发与大规模应用上述技术

还可能带来环境、生态及人群健康等多方面的影响，

有研究[4-5]指出，减缓技术带来的复杂经济社会影响

将改变技术的应用规模，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这些影

响，构建较为全面的综合成本效益分析框架。

新技术的需求及大规模部署应用已有技术，都可

能带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新挑战，这已

引起学术界关注。Rogelj等在2018年IPCC特别报告[6]中

研究了需求侧、供给侧和基于土地的减缓行为三类减

缓技术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三大领域对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影响，需求侧减缓技术以及基于土地的减缓行为

的影响多为正面且较为确定，而供给侧减缓技术对于

健康、经济增长与就业、生物多样性及社会接受程度

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主要原因是其影响

因地而异、情况复杂，不同研究方法或情景设定得出

的结论存在差异。例如对于电力行业，Holland等[7]指

出，全球电力行业变革将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各

类发电技术的发电规模与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之间联

系显著，从煤炭等化石能源向太阳能和风能等非化石

能源的转型可能会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但随着

非化石燃料发电比例的增长，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且地区差异显著。因此，供给侧

减缓技术虽对减缓气候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

其开发和大规模应用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及复

杂性，亟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首先以减缓技术为核心，以经济、社会、环

境三大领域为出发点，提出了综合成本效益分析的 

6个主要评价维度，并针对每个维度提出了定性或定

量的衡量指标。其次，文章筛选影响未来减缓气候变

化的供给侧技术，识别其中的关键技术，梳理了开发

或大规模应用这些技术产生的综合影响的研究现状。

进一步，文章在第3章讨论了不确定性较大的综合影

响维度。文章通过文献调研和全面的综合成本效益分

析，旨在研究大规模应用供给侧减缓技术在更长时间

尺度的综合影响，可为关键减缓技术的综合评价和政

策制定提供参考，文章最后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1� 综合成本效益分析框架

若仅依据技术经济成本，分析和预测技术的成本

效益或选择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减缓技术，可能忽略技术

发展及其大规模应用对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的影响，因

此有必要对关键减缓技术进行综合成本效益分析。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社会3个领域

出发，提出了6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经济

领域包括技术成熟度以及对就业的影响；环境领域包

括减缓技术应用所在地的局地环境影响以及土地利用

变化、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自然生态影响；社会领域

包括了人群健康影响和公众接受度。

本文定性描述上述6个分析维度，并提供了部分

维度的量化指标。

1）技术成熟度。

技术成熟度主要从传统技术经济角度考量技术的

市场竞争力。对于已经进入市场应用甚至大规模推广

的技术，主要考虑成本竞争力；对于尚未大规模应用

的减缓技术，主要考察其所处发展阶段，从概念和基

图 1 关键减缓技术的综合成本效益分析框架

Fig. 1 Comprehensive cost-benefit analysis framework for key 

mitigation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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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阶段，到中试、工业示范和商业应用阶段等。

技术的传统经济成本可作为成熟度的量化指标。

2）就业影响。

技术的就业影响是指技术应用带来的净就业机会，

同时考虑采用新技术带来的就业增加以及对受到冲击

的部门造成的就业损失，可作为就业影响的量化指标。

3）局地环境影响。

局地环境影响是指技术对当地大气环境、水环

境、土壤环境产生的影响，本文主要考察大气环境影

响。有些技术能够替代传统的造成局地环境污染的技

术，从而减少环境污染；而有些技术则可能带来新的

局地环境污染。技术应用带来的局地环境污染排放的

变化可作为局地环境影响的量化指标。

4）生态影响。

生态影响是指技术对整体自然生态的影响，其量

化指标较为多元，如土地利用和水资源变化、生物多

样性等。

5）人群健康影响。

技术的健康影响取决于其改变环境和生态质量的

程度，以及人口密度和暴露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可通

过货币化方法评估健康损害或收益价值，作为人群健

康影响的量化指标。

6）公众接受度。

公众接受度是指公众对技术的了解程度、认可程

度及接受程度。若公众对技术的接受程度较低，可能

导致邻避效应，阻碍技术推广应用。公众调研问卷结

果可以作为公众接受度的量化指标。

2� 关键技术识别和重点分析维度筛选

2.1� 关键技术识别

近年来，一系列国内外研究报告列举、研判、分

析了全球及中国实现中长期减排目标所需的减缓技

术。国际能源署2015年能源技术展望[2]列举出中国为

实现2 ℃温控目标所需的技术，认为除终端用能效率

提升和终端燃料转换外，碳捕集与封存、可再生能源

及核能等技术对实现气候目标至关重要。本文综合分

析了第三次国家气候变化评估报告[8]、中国2050年低

碳发展之路[9]、中国至2050年生态与环境科技发展路

线图[10]、节能减排与低碳技术成果转化推广清单[11]、

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12]等国内报

告，以及17份国际能源署的技术路线图系列报告[13]、

英国石油公司（BP）的技术展望[14]、IPCC第五次评

估报告[15]、美国科学院的负排放技术及可靠封存技术

报告[16]等国际报告，发现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核能和

氢能技术被公认为实现气候目标的关键减缓技术。横

向对比上述报告，可以发现各研究报告识别出来的技

术类别与实现温控目标所需的减缓技术类别能够建立

对应关系，主要包括碳捕集与封存等负排放技术，氢

能等新技术的开发，以及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

传统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如图2所示，国内外

报告均关注研发新技术以及降低已有减缓技术的成

本，相比之下，国内报告更侧重技术细节和已有技术

的改进推广，而国际报告则更关心新技术的发展方向

和减排潜力。

图 2 国内外报告减缓技术对比分析

Fig.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ports on mitigation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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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中长期减排目标的技术战略需求[2-3]及关键

减缓技术的发展情况都表明，实现全球及中国气候目

标都依赖于大规模应用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开发碳捕

集与封存、核能、氢能等核心技术。

2.2� 重点分析维度筛选

风电和光伏发电是非常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

术，近年来装机规模迅速扩大，成本大幅下降[17]。虽

然面临大规模并网稳定性等技术层面的障碍以及跨区

域输电、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18]，但考虑到目前的成

本及未来的学习曲线效应，大范围推广应用风电、光

伏发电依然乐观，无补贴平价上网将在近期实现[19]。

从就业影响看，研究表明风电和光伏发电发展可带来

大量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20-21]；此外，由于替代了部

分煤电等传统化石能源，风电和光伏发电在减少局地

污染排放、改善人群健康方面效益显著[22]。中国省级

电力优化模型及综合环境影响评估表明，中国电力部

门达到碳强度目标时可实现显著的健康协同效益，到

2050年，健康协同效益将迅速增长到减排成本的3~9

倍[23]。然而风电和光伏发电的生态效益具有较大的争

议和不确定性，本文将在3.1节讨论。

碳捕集与封存（CCS）技术是重要的负排放技术，

其技术成熟度尚在中早期，是否具备大规模发展的条

件仍备受争议，本文将在3.2节讨论。研究表明，CCS

技术发展将对就业和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5]，有研

究[24]预计到2050年，CCS的经济增加值贡献将占电力

部门的20%以上，煤电CCS的就业贡献将超过风电、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电力部门。然而，CCS技术在局

地环境污染和生态影响方面不确定性较大，本文将在

3.3节讨论。

生物质能源作为低碳能源的过渡组成部分，具有

多样性、灵活性等优点，可在多领域应用，技术相对

成熟且社会接受度较高[25]。但生物质能源种类繁多，

其减排效益分析较为复杂，局地环境影响和生态影响

不确定性较大，本文将在3.4节讨论。

氢能是一种清洁高效、制取和应用途径广泛的二

次能源。氢能技术有较好的减排和就业推动作用 [26]，

交通、工业、建筑和氢能发电等成为氢能快速发展的

主要行业。其技术成熟度及公众接受度受基础设施建

设和储能技术的限制，本文将在3.5节讨论。

核能技术较为成熟，供应了全球低碳电力的近三

分之一，实现了清洁、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中国

核能减排潜力被普遍看好[27]，核电发电量增加较快[28]，

如表1所示，诸多研究对中国在不同情景下的核能技

术发展情况持乐观态度[29-33]。然而受福岛核事故影响，

核电在全球电力结构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34]，其生态

影响的不确定性和公众接受度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本

文将在3.6节讨论。

表 1 中国2050年核能发展预测

Table 1 Forecast on China�s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 in 2050

情景 装机量/GW 发电量占比/%

1.5 ℃情景 500~554[30] 28[30]

2 ℃情景
400[29] 30[29]

250[33] �

考虑多种能源转型

政策组合
300~550[32] 40[32]

通过大量文献分析，表2总结比较了上述5项关键

供给侧减缓技术6个维度的综合影响。

3� �影响供给侧减缓技术综合成本效益的重

点分析维度

3.1� �现有风电和光伏发电的空间布局对生态影响

考虑不足

以往风电、光伏发电发展潜力评价通常采用线性

外推的方式，缺乏对生态因素的综合考虑，存在潜在

表 2 关键供给侧减缓技术的综合影响分析

Table 2 Comprehensive impact analysis of key supply-side mitigation technologies

减缓技术 技术成熟度 经济影响 局地环境影响 生态影响 人群健康影响 社会影响

风电、光伏发电 成熟 较确定 较确定 不确定 较确定 较确定

CCS 尚未成熟 较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生物质能 较成熟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较确定

氢能 尚未成熟 较确定 较确定 较确定 较确定 不确定

核能 成熟 较确定 较确定 不确定 较确定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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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风险。大自然保护协会与发改委能源研究所[4]评

估了中国已有的集中式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与生态保

护之间的平衡性，并给出了近中期生态友好的集中式

风电和光伏发电发展空间布局规划建议。对已有项目

的评估结果显示，已有项目基本遵循了生态保护宗旨，

约71%的风电项目和85%的光伏发电项目对生态影响很

小；但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的部分风电项目以及西

北地区的部分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在较高生态保护价

值的区域及耕地，对生态造成破坏。该研究还从对生

态影响的角度，研究了实现2030年风、光装机目标的

可行性。从全国总目标量来看，2030年高比例可再生

能源发展目标在低风险发展区内可以实现，然而部分

省份存在较大缺口，因此应在生态保护前提下，考虑

调整省间布局，并规划省间互济电力输送。

3.2� CCS技术的未来减排潜力显著但成本较高

CCS技术总体成熟度未达到商业应用水平，目前

中国已有多地部署了CCS设施，但与预期有较大差

距。根据全球CCS研究所数据平台[35]数据，截至2020

年中国已有CCS设施捕集能力总和约为4.78 Mt/a，与亚

洲开发银行2015年制定的CCS技术路线图中10 Mt/a[36]

的目标差距较大。根据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

发展路线图 [37]，2018年中国CCS各环节中的大部分

细分技术尚未达到商业应用的成熟度，其大规模应

用仍受到成本高、能耗大、安全性和可靠性不足等

因素的制约。研究 [38]指出，目前CCS在碳捕集、运

输和封存三个阶段对应的技术均在大规模实施方面

面临挑战。表3对比了中国CCS部署现状与各规划水

平年的目标。

表 3 中国CCS部署现状与目标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CCS deployment status in China 

with targets 

情景

目前运行

及规划中

/（Mt·a-1）

2030年

部署目标

/（Mt·a-1）

2040年

部署目标

/（Mt·a-1）

2050年

部署目标

/（Mt·a-1）

现状 10.51 � � �

2019年科技

部路线图
� 20 200 800

2015年IEA能

源技术展望
� � � 1320

2015年亚洲

开发银行路

线图

� 40 440 2400

以煤电CCS项目为例，CCS成本主要包括采购、

维护成本和捕集过程中的能耗。在电厂加装CCS设备

会造成大量的额外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从而增

加总发电成本，为保证CCS整体安全性的长期监测、

事故应急响应和可能的赔付等也会增加成本负担 [39]。

在电厂运行的总成本方面，Viebahn等[40]通过对燃煤电

厂加装CCS设施进行经济性分析，计算得到增加CCS

装置将使电厂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升高29%~32%，且企

业面临封存风险、基础设施风险等商业风险。

但也有研究对CCS技术代际更替及电厂应用成

本与能耗降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37]，预计2030年前，

CCS技术虽在中国仍处于研发示范阶段，面临高成

本、高能耗等问题，但随着技术逐渐成熟，成本和能

耗有望实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3.3� CCS技术可能造成负面的局地环境及生态影响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41]指出，不同种类的负排放

技术可能给生物多样性、粮食安全及环境带来影响，其

中包括生物质能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BECCS）[38]。 

若CCS技术与化石能源结合，虽然减少了碳排放，但

有可能使煤电淘汰速度放缓，出现化石能源的�锁

定�效应，加上其电能消耗和水资源消耗，可能对局

地环境造成负面影响。Viebahn等[40]的研究结果发现，

与部分类型发电技术结合的CCS技术可能增加一系列

环境污染。

3.4� �生物质能发电技术大规模应用受土地利用和

水资源因素制约

生物质能源虽来源广泛，但能够作为替代能源减

缓碳排放的比例较低，为满足中长期减排目标，需实

现长时间大规模发展应用。然而，一方面有研究指出

种植生物质能源作物可能对土地利用产生不利影响[42]，

例如影响森林覆盖率[43]；另一方面，大规模种植生物

质能源作物还受到自然生态条件的约束，其中土地[44]

和水资源[45]对部分能源作物的可利用潜力影响显著[46]。

Nie等[47]通过中国�土地-生物质-生物质能源�能

流图的方式，研究了生物质能源规模能否支撑应对气

候变化的减排需求，系统性估算了生物质能潜力。研

究发现，从生物质总量来看，中国2015年可利用的农林

剩余物、能源作物和垃圾可提供总计48.11 EJ/a的生物

质能；其中一部分归还土壤以保持生态平衡，另一部

分用于其他经济活动，再减去物理损耗，剩下的生物

质能通过技术转化后，仅可得到约3.01 EJ/a的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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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因此，能够作为替代能源的生物质占比很

低。即便如此，3.01 EJ/a（约1.03亿t标煤）的能量，

能够满足十三五规划提出的2020年生物质能年利用量

约5800万t标煤的要求。

未来对生物质能源需求的增长，一方面可能影响

生物质归还土壤比例，导致土壤碳库平衡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加大能源作物种植力度，可能改变土地利用

及水资源利用现状。研究[47]针对土地利用、水资源两

种影响因素，以甜高粱为例，估算了不同情景下的能

源作物潜力。结果如图3所示，土地利用和水资源对

甜高粱可利用能源潜力影响显著，若仅在边际土地种

植且全雨养的情景下，甜高粱的可利用能源潜力仅为 

0.04 EJ/a；若在所有适宜土地均种植甜高粱，并进行全

灌溉，最大理论潜力可达125~149 EJ/a，考虑土地和水

资源约束后，其能源潜力会大幅下降。IEA预测全球对

生物质能源需求为200 EJ/a，其中生物燃料为30 EJ/a。

可见，在严格的土地利用和水资源约束条件下，能源

作物甜高粱供给潜力无法满足生物质能源发展需求。

此外，Nie等[48]进一步研究了中国能源作物种植

的空间布局，非边际土地应优先选择东北和西南的稀

疏草原和森林，以及云南、重庆、四川的高坡度农

田；考虑水资源影响时，应优先在云南、广西、广东

等水资源丰富地区种植能源作物。

3.5� 氢能技术的成熟度和社会影响有一定不确定性

2019年的IEA报告[49]指出，氢能技术目前尚未成

熟，价值链高度复杂，且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以配合

氢能的储运。有研究[50]指出，目前受限于燃料电池技

术，氢能在基于燃料电池的交通、发电等领域应用规

模相对较小，难以匹配现阶段可再生能源弃电体量；

而在化工领域，依托氢气面向可再生能源消纳的电化

工（power-to-X，P2X）技术在未来有较大发展潜力。

与此同时，氢能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前期基础

设施投入高昂，民众反应尚不明确。此外，Valente

等[51]评估了传统蒸汽甲烷重整制氢技术和生物质气化

制氢技术的生命周期可持续性及社会影响，结果表明

这类制氢技术的全生命周期社会影响可能是负面的，

未来需要改进技术以提升可持续性。而高温电解系统

有望实现80%的电-气-电循环效率，成为电力系统中

高效、低成本的长时间储能技术[52]。

3.6� �核能技术发展挑战重重，可能面临地方政府

及民众的阻力

核能的开发利用为各国低碳发展提供了一条可

选路径，但同时也面临来自供应链、经济性、核安

全、政治因素等多方面的挑战。对于产业供应链建

设，一方面大型核电项目的本地化有助于降低核电

站成本，另一方面全球化的供应链更加成熟稳定，如

何平衡二者，并完成对新供应链的资质认证[33]，可能

成为新兴核电国家启动全新核电项目时需要考虑的因

素。由于核电站建设成本高、建设时间长，可能存在

施工延期和成本超支风险，相比其他类型电厂，其融

资更加困难；同时电力系统的市场化改革、核电行

业补贴水平下降也会给其投资带来不利影响。重大核

事故将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稳定，如何从规划

层面直至工程技术层面建立系统而强健的核安全文化[31]， 

包括反应堆的安全升级、核设施的安全退役等，对于

维护核安全至关重要。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公众对核

电的支持度摇摆不定，在核电站选址等问题上出现了

明显的邻避效应，政府及核电企业可能面临来自地方

图 3 不同土地和水资源情景下甜高粱可利用能源潜力

Fig. 3 Available energy potentially of sweet sorghum under different land and water scenarios

13

19
4.37

2.29

149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125

2.08
1.48 0.04

EJ
·a

-1



Vol.�3�No.�4� 赵一冰等：低碳战略下供给侧减缓技术的综合成本效益分析� �325

政府及民众的阻力，这种政治风险迫使其不得不采

取更保守的战略选择，也成为核能发展不可忽视的

挑战。

由于不同国家能源及环境政策不同，各国能源资

源储量及电力需求各异，核电技术较成熟的国家和新

兴核电国家可能面临差异化的挑战。有学者认为，中

国核电发展面临的较为严峻的挑战包括建立完整的、

本地化的产业供应链，加快建设核燃料循环后段产

业、提高对放射性废物的处理能力[27]，解决在内陆地

区建设核电站时使用河水冷却给当地造成的水污染问

题，培养在核安全方面熟练的工作人员[33]，以及赢取

民众对核能产业的接受和认可。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了减缓技术综合成本效益分析的6个主

要评价维度及相应的定性或定量评价指标，针对筛选

识别出的未来供给侧关键减缓技术，讨论了其综合成

本效益，得出以下结论。

1）传统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仅考虑技术成本和减

排潜力，难以支撑制定中长期减缓技术战略和部署方

案。综合考虑技术的就业、局地环境、生态、健康影

响及公众接受度等因素，可改进技术潜力、成本有效

性和空间布局等评估工作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有利

于促进碳减排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同增效。

2）风电和光伏发电、碳捕集与封存、生物质能、

氢能以及核能等技术是关键的供给侧减缓技术，但相

对于需求侧减缓技术及基于土地的减缓行为，这些技

术的综合成本效益不确定性更大且分析更为复杂。

3）目前关于供给侧减缓技术的研究，更多关注

技术成熟度和就业等经济影响，且结论较为确定，对

局地环境影响和人群健康影响的研究逐年增加且方法

趋于成熟，但对技术的生态影响和社会公众接受度影

响的研究较少且较难得出确定结论。

4） 在本文提出的关键减缓技术综合成本效益分析

框架下，后续可进一步细化各维度的评价指标，进行

更深入的横向对比研究，其中重点加强对生态影响及

社会接受度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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