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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氮补偿”机制及数据包络分析的活性氮
减排评价———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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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快速城市化在消耗营养氮元素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导致大量人为活性氮流失到大气
与水环境中，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和严重的污染问题．本文在定量分析京津冀区域活
性氮排放量的基础上，借助数据包络模型分析此区域的氮减排效率，并提出基于氮补偿机制
的低氮发展对策．结果表明: 2004—2014 年，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活性氮排放呈波动缓慢
降低的趋势．河北省一直是京津冀区域的主要氮排放源，其气态与水体氮排放量分别占整个
区域的 79%～84%和 74%～79%．研究期间，京津冀区域活性氮主要来源于农业活动，逐渐转为
工业生产与居民生活．城市化对区域各地氮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不一致，区域年均氮排放强度
为 5．8 t N·km－2．北京市氮减排效率相对最高，河北省次之，天津市最低．降低河北省氮排放强
度与提高天津市氮减排效率是研究区城市低氮化的关键．采用基于协同氮补偿机制的减排策
略，有助于三地在氮减排方面上实现互助互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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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s reduc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based on‘N offset’mechanism an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XIAN Chao-fan1，2，WA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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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has brought the huge ecological pressure and seri-
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resulting from direct and indirect emissions of anthropogenic reactive
nitrogen to atmosphere and hydrosphere during nitrogen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s by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we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index for annual reactive nitrogen removal efficiency of this region by employing data en-
velopment analysis． Then we attempted to put forward low-nitrogen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N offset’mechanism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slightly decreased with fluctuation
during urbanization in 2004－2014． Hebei Province was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nitrogen emission，
occupying 79%－84% and 74%－79% of nitrogen loss to atmosphere and hydrosphere． The main
sources of emission wer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and then turned to industrial activities and residen-
tial livelihood． The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on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 intensity of each region
were different． The annual emission intensity of this agglomeration was 5．8 t N·km－2． Beijing City
owned the highest of emission reduction efficiency，followed by Hebei Province and Tianjin City．
The keys for overall low-nitrogen urbanization were supposed to be the reduction in the emissions in-
tensity of Hebei Province and the improvement in emission reduction efficiency of Tianjin City． The
countermeasures toward emission reduction，basing on collaborative‘N offset’mechanism，would
contribute to the reciprocity among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in emission reduction d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eactive nitroge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nitrogen offset; Beijing-
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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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快速城市化，人类活动已经强烈改变

营养元素氮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对于人类主

导的异养型城市生态系统，其在增加系统发展、生产

及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和健

康问题．人类在消费氮元素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向环

境释放具有活性氮原子的含氮化合物( Nr) ，包括有

机氮与非惰性无机氮中的氨气、氮氧化物、硝酸盐及

铵盐等，这些活性氮对全球与区域的环境威胁巨大，

且经常表现出“氮连锁效应”( nitrogen cascade) ［1］，

其已被广泛视为继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全球变暖后的

第 3 个全球性环境问题［2］．因此，了解城市化过程中

活性氮循环受人类干扰的驱动力及其强度十分重

要．作为全球城市化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口城

市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 1978 年的 17．7%一路增长

到 2014 年的 54．8%，至 2020 年将达到 60%［3］．伴随

城市化而来的是我国不断扩大发展的工农业生产活

动，我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活性氮生产地区［4］．农
业生产中的畜牧饲养与种植过程是中国活性氮流失

的最大贡献源［5］．在不断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居民生

活的改善与工业化的发展是城市活性氮排放增加的

主要驱动力［6］，同时也驱动着毗邻郊区工农业高通

量氮生产来满足城区需要，从而导致氮负荷进一步

增加［7］，造成区域在逐步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着氮污

染的威胁，如水体富营养化、酸雨、大气污染及生物

多样性减少等［8］．因此，估算城市化过程中环境氮库

的增加或减少很有必要，国际上通用的活性氮通量

计算单位为 Tg N ( 1 Tg= 1000 Gg= 106 t = 1012 g) ，表

示结果是基于氮原子总质量来计算，而不是任何氮

的化合物［9］，这能把多源的非点源氮流失统一整合

在一起，以数字量化的形式来描述活性氮排放程度．
迄今，国内外就城市活性氮估算已经进行了一

定研究，以往的大部分研究分别从计算城市的氮负

荷［10－11］、或从城市氮足迹指标计算［12－13］角度，来阐

述城市化过程中人类活动导致的活性氮流失量及其

危害．有关城市氮收支的报道较多，而氮源排放的相

关研究则较少，原因在于其常受到边界模糊和精细

数据支撑的限制［10－11］．国内城市氮排放的研究一般

都借鉴氮足迹指标来量化城市发展导致的上下游氮

流失，但目前其仅能指示城市食物与能源消费导致

的氮流失水平的高低，不能揭示活性氮对空气、水体

及土壤的环境影响［13］，且不便于追溯氮源并为氮减

排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农业活动一直是我国主要

的氮流失源头［5］，但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对活性

氮的需求开始从农业源占主导转向工业和生活交通

占主导，GDP 增长促进了此趋势的发展［11］，而区域

内城市化水平往往不一致．加之，针对区域不同氮源

减排评价的研究也不多见．为此，本文以京津冀区域

氮排放为切入点，在明确城市活性氮排放源的基础

上评价城市氮减排效率，旨在为城市群区域协同治

理发展提供参考．因目前还没有形成主导的针对区

域的氮减排评价模型，鉴于之前针对城市活性氮量

化评价的成果案例［14］，本文通过构建各地区人类源

活性氮排放量化框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综合评价

区域两市一省 2004—2014 年间的氮减排效率，并在

此基础上建立起地区间“氮补偿”机制，以期更好地

处理城市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政府在“十三五”
规划期间制定区域低氮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京津冀区域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 3 个

省市( 36°01'—42°37' N，113°04'—119°53' E) ，土地

总面积 21．44×104 km2，人口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

两直辖市及河北省石家庄与邢台市等地区( 图 1) ．该
区是除长三角和珠三角外的第三大一体化发展区

域，但其第二产业比例较高．日益增大的人类活动强

度给此区域带来巨大生态压力，污染物排放总体较

严重［15］． 2014 年北京和天津人口城市化率均超过

80%，而河北省同期不超过 50%．作为内嵌在河北省

内的北京与天津两特大城市，其优先发展与城市化

的角色不但吸引了此地区大部分人口，还易使“粮

仓角色”的河北省承受更高的氮污染压力，例如，河

北省在京津冀协调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农产品供应基

地 的角色，2014年其粮食、蔬菜、肉类和牛奶产量比

图 1 京津冀一体化区域及人口分布
Fig．1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region as well a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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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别 93．3%、92．1%、84．5%和 79．2%，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在 2004—2014 年间一直占京 津 冀 区 域 的

90%左右［16］．同时，在京津城市化过程中接纳大量重

工业产业的迁移，导致此区域约 66%能源消耗发生

在河北省．这种共生但差异明显的区域发展模式往

往对河北部分地区可持续发展造成较大的生态压

力，而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却呈区域性，如京津冀区

域大范围持久性雾霾侵袭与地下水污染等．对此，一

系列国家政策纲领都强调解决此区域大气与水环境

问题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17］．
1. 2 研究方法

1. 2. 1 农业源活性氮排放量化计算 在农业生产

中，畜牧养殖与化肥施用过程都会导致大量氨气

( NH3 ) 挥发，是大气中的农业源活性氮的主要来

源［18－19］．施肥过程中由于硝化与反硝化作用产生的

氧化亚氮( N2O) 也是主要的温室气体．由于中国农

业活动产生的二氧化氮很有限，其在估算中可被忽

略［4］．故基于前两者，农业气态活性氮排放量的计算

公式如下:

Ai
air = Vi

liv + Vi
fer + Di

fei

=∑
n

j = 1
Mi

jEF liv + ( FerinNCnEF fer +

FericNCcEF fer ) + ( FerinNCnDE fer +
FericNCCDE fer ) ( 1)

式中: Aair为农业气态活性氮排放量; i 为特定年份;

Vliv表示畜牧养殖过程年均氨气挥发量; Mj表示牲畜

j( 牛、马、驴、骡、猪和羊) 年底存栏量; EF liv代表饲养

过程中因氨气挥发导致的活性氮流失量( 表 1) ; Vfer

表示化肥使用过程的年均氨气挥发量; Fern 和 Ferc
分别表示氮肥与复合肥年用量，两者的净氮含量分

别默认为 NCn( 尿素 46%) 和 NCc( 12．8%) ［20］; EF fer

( 16．0%) 和 DE fer( 0．4%) 分别代表化肥使用过程中

因氨气 挥 发 及 氧 化 亚 氮 释 放 导 致 的 活 性 氮 流 失

率［19，21］．
愈加强烈的农业活动导致大量活性氮通过灌溉

流失、降雨径流与淋溶作用进入水生生态系统［22］．
研究表明，畜牧养殖与化肥施用导致的氮渗漏流失

已是全国地下水氮污染的最主要源头［23］，其计算公

式如下:

Ai
l = Li

liv + Li
fer

=∑
n

j = 1
Mi

jPexc( 1－Pr ) Lexc + ( FerinNCnLlea+

FericNCcLlea ) ( 2)

式中: Al表示农业活动造成的氮渗漏年流失量; Lliv

和 Lfer分别代表畜牧养殖与化肥施用造成的氮渗漏

流失量; Pexc表示牲畜年均排泄氮量( 表 1) ; Pr 表示

牲畜排泄物循环回用率( 40%) ; Lexc和 Llea分别代表

牲 畜 粪 便 ( 5．0%) 与 化 肥 施 用 氮 渗 漏 流 失 率

( 0．5%) ［19］．
农作活动导致的氮径流流失量可由化肥施用量

估算得出［24］:

Ai
w = ( FerinNCnEFwat +Fer

i
cNCcEFwat ) ( 3)

式中: Aw 表示农业氮径流年流失量; EFwat 代表径流

作用下无机化肥氮流失率( 5．2%) ［19］．
农业水体活性氮排放量( Awat ) 可由 Al与 Aw两者

加和得到．
1. 2. 2 工业与生活源活性氮排放量化计算 居民生

活城市化与地区工业化是环境中活性氮负荷增加的

主要驱动力．大量活性氮通过化石能源燃烧以氮氧

化物形式释放到大气中，同时通过废水排河形式进

入水体环境．工业源活性氮排放可由下式得出:

Iiair =MlNCNOX ( 4)

Iiwat =WlNCw /PNH ( 5)

式中: Iair表示工业源气态活性氮排放量; MI 表示年

均工业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NCNOX表示氮氧化物氮含

量，本文活性氮计算中氮氧化物统默认为二氧化

氮［25］; Iwat表示工业源水体活性氮排放量; WI表示年

均工业铵氮排放总量; 因氨氮为目前唯一水体氮污

染检测指标［22］，NCW为氨氮中净氮含量; PNH为中国

未处理污水中氨氮占总氮的比例( 70%) ［26］．
生活源活性氮排放可由下式得出:

Ｒi
air =MＲNCNOX ( 6)

Ｒi
wat =WＲNCw /PNH ( 7)

式中: Ｒair表示生活源气态活性氮排放量; MＲ表示年

均生活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Ｒwat表示生活源水体活性

氮排放量; WＲ表示年均生活氨氮排放总量．

表 1 大型牲畜饲养过程中的活性氮排放因子及其排泄氮
量［19］

Table 1 Ｒ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 factors and nitrogen
excretion of large livestock farming［19］

大型牲畜
Large
livestock

氨气挥发
NH3 volatilization

( kg N·cap－1·a－1 )

总排氮量
Total N excretion

( kg N·cap－1·a－1 )

牛 Beef 45．87 18．60

马 Horse 68．64 18．60

驴 Donkey 68．64 18．60

骡 Mule 68．64 18．60

羊 Sheep 11．23 4．18

猪 Pig 4．87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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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包络模型氮减排评价 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 是在相对效率概念的基

础上发 展 出 来 的 一 种 投 入 产 出 方 法，自 1978 年

Charnes 等［27］提出第一个 DEA 模型以来，其不断被

改进应用，近些年在中国多用于生产、经济、能源等

生态效率评价领域［28］．经济系统的生产发展过程往

往需要消耗资源要素来获得产品产出，同时，不可避

免地产生人们不想要的环境污染输出，如废水、废气

等污染物，可称之为非期望输出［29］．在特别强调环

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今日，评价资源消耗导致的

非期望输出的影响( 越小越有效) 十分必要．省市在

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活性氮排放，目前已

有国内研究在基于 DEA 分析的生态效率评价上，将

含氮污染物输出视为非期望输出［30－31］．
本文 DEA 分析采用适用于城市代谢的纯技术

效率指标( VＲS) 模型［31］，即把每一年份视为一个单

独决策单元( decision-making unit，DMU) ，同时默认

研究期间废气污水处理技术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以便

模型平行评价每一个时间单元．输入项为政府城市

化过程投入的财政(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水

( 工业、生活与生态环境用水) 、土地( 城市化征用土

地面积) 和能源( 等额标准煤) 等经济与自然资源

( 表 2) ，活性氮输出为唯一输出项［14］．虽然各投入

量与产出量都带有不同的量纲，但决策单元的最优

效率指 数 与 投 入、产 出 量 的 量 纲 选 取 无 关［32］． 在

DEA 分析中，取非期望活性氮输出量的倒数为输出

项，则其可被视为正常的期望输出以用于模型运

行［29］．当模拟结果效率值为 1 时，没有出现输出松

弛变量，说明 DMU 输入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基于

原投入所获得的产出已经达到最优; 当结果小于 1、
且出现不为 0 的输出松弛变量( 也有可能只出现输

入松弛变量，没有输出松弛变量) 时，说明在年投入

不变的情况下其产出不足，可进一步提高期望产

出［33］．在本文中，当输出松弛变量为 0 时，表明政府

在现有的氮减排投入情况下，已达最优产出，即最少

活性氮排放，可视为氮减排效率最优，当年则为减排

有效年，但此处氮减排效率最优并不意味着整体环

境改善效率最优，仅是减少氮污染的前提之一; 而输

出松弛量不为 0 时，表明资源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仍

有潜力提高产出，即仍可进一步减少活性氮排放，当

年则为减排无效年．以上 DEA 分析均在 DEAP 2．1
软件中实现．
1. 3 数据来源

经济、环境、农业、能源等数据主要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 2005—2015 年) ［34］、《中国环境统计

年鉴》( 2005—2015 年) ［35］和相应年度《北京统计年

鉴》［36］、《天津统计年鉴》［37］、《河北经济年鉴》［16］以

及地区环境状况公报等．由于统计数据的局限性，

2004—2005 年的年均工业与生活氮氧化物排放总

量默认为 2006 年排放水平; 2005—2009 年北京市

征用 土 地 面 积 默 认 为 2004 年 水 平，而 天 津 市

2004—2005 年数据默认为 2006 年水平．活性氮排放

量估算所涉及的排放系数与氮含量系数主要来源于

近期的文献与调查资料．

2 结果与分析

2. 1 京津冀区域的活性氮排放

由 2004—2014 年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的活

性氮排放量可知( 图 2) ，无论是气态还是水体活性

氮排放，河北省一直是京津冀区域主要排放大户，分

别占 79%～ 84%和 74% ～ 79%．2010 年前，京津冀地

区的农业活动是大气氮污染的主要来源，占 50% ～
55%，从 2011 年开始，工业生产活动便是主要的活

性氮气态排放源，占 40% ～ 45%．作为京津冀双核，

北京市与天津市气态活性氮排放水平在 2007 年前

差不多，但在 2007 年后，天津气态氮排放超越北京，

并持续上升直至 2011 年．尤其是工业气态氮排放增

加明显，如 2004 年京津冀区域发电量最大的天津北

表 2 京津冀区域资源投入项［34－35］

Table 2 Summary of input indicator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34－35］

输入项
Input item

北京 Beijing
平均值
Mean

最小值
Minimum

最大值
Maximum

天津 Tianjin
平均值
Mean

最小值
Minimum

最大值
Maximum

河北 Hebei
平均值
Mean

最小值
Minimum

最大值
Maximum

环境 投 资 Environmental invest-
ment ( ×108 yuan)

246 65 624 118 41 279 309 91 624

水资 源 消 耗 Water consumption
( ×108 t)

25 22 29 11 9 13 52 49 55

能源消费 Energy consumption
( ×104 t SCE)

6001 5050 6831 5633 3392 7955 25324 17348 30250

征用土地 Land exploration
( km2 )

46 14 53 49 17 70 35 2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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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4—2014 年京津冀各来源活性氮排放
Fig．2 Multisource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s of Beijing-Tian-
jin-Hebei agglomeration from 2004－2014．
NrBJ-agr : 北京农业氮排放 Agricultural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 in Bei-
jing; NrBJ-ind : 北京工业氮排放 Industrial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 in
Beijing; NrBJ-lif : 北京生活氮排放 Ｒesidential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
in Beijing; NrTJ-agr : 天 津 农 业 氮 排 放 Agricultural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 in Tianjin; NrTJ-ind : 天津工业氮排放 Industrial reactive nitro-
gen emission in Tianjin; NrTJ-lif : 天津生活氮排放 Ｒesidential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 in Tianjin; NrHB -agr : 河北农业氮排放 Agricultural re-
active nitrogen emission in Hebei; NrHB -ind : 河北工业氮排放 Industrial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 in Hebei; NrHB -lif : 河北生活氮排放 Ｒesiden-
tial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 in Hebei; NrBJ-all : 北京总氮排放 Total re-
active nitrogen emission in Beijing; NrTJ-all : 天津总氮排放 Total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 in Tianjin; NrHB-all : 河北总氮排放 Total reactive nitro-
gen emission in Hebei．

疆电厂的建立以及部分大型工业的迁入，截止 2014
年，天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是北京市和河

北省的 9 倍以上［16］．2014 年天津排放量超过 2004
年水平，且远高于同年北京排放水平．北京市整体排

放水平起伏不大，但与天津市与河北省情况不一样，

北京市生活源排放与工业源排放水平相似．尤其是

在“十二五”期间，国家首次将氮氧化物减排量作为

国民经济发展约束性指标以来，使得京津冀区域气

态活性氮排放在 2011 年后明显减少，主要表现在两

市一省的工业气态活性氮排放减少．总体来看，研究

期间京津冀区域气态活性氮排放经历了先降低后增

长、最后渐趋下降的过程，与 2004 年水平相比，2014
年排放量减少 4%．

与区域气态氮排放情况不同，2008 年前农业活

动是此区域水体活性氮流失的主要来源，占 41% ～
42%; 之后，居民生活导致的氮排放成为主要的水体

氮污染源头，占 43% ～ 51%，且呈逐渐增加趋势，而

其他氮排放源所占比例逐年下降．2004 年，北京与天

津市排放水平相似，之后天津波动增长，而北京平稳

降低，但居民生活一直是这两城市主要的氮排放源，

两者生活源排放总量虽没有河北省多，在人均排放

水平上，北京( 0．7 kg N) 和天津( 1．0 kg N) 均超过河

北( 0．6 kg N) ，而农业活动依然是河北省主要的氮

排放源．河北省水资源总量占京津冀区域的比重约

为 77%［16］，而研究区大部分水体活性氮来源于河

北，故京津冀区域水体氮污染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区

域协调发展过程中河北省的大气与水体环境承受了

更多的氮负荷．相关研究表明，京津冀区域资源环境

承载力中，北京承载力最大，河北最小［17］．相较于两

个直辖市，河北污染承受力较低，更易受到氮污染的

威胁，从而导致影响全区域的环境问题，如遭受大范

围持久性雾霾侵袭与地下水污染．
2004—2014 年，整个区域的城市化进程都在加

快( 图 3) ，尤其是河北省．虽然河北省的城市化水平

仅为北京和天津的一半，但其氮排放水平远超后两

者，年均排放量为 0．92 Tg N，是京津冀双核年均排

放量( 0．22 Tg N) 的 4 倍以上( 图 2) ．天津市整体城

市化水平不及北京市，但整体增速超过北京，尤其在

2007—2008 年，天津城市化率上升最多，且研究期

间天津市单位面积氮排放强度( 10．7 t N·km－2 ) 远

高于同期的北京市( 5．8 t N·km－2 ) 和河北省( 4．9
t N·km－2 ) ，扮演着区域氮排放“引擎”的角色．研究

期间，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北京市氮排放强度呈下降

趋 势，自2010年后，北京市氮排放强度降低并保持

图 3 2004—2014 年京津冀区域氮排放强度及其城市化率
Fig． 3 Nitrogen emission intensitie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and urbanization rates during 2004－2014．
BJ: 北京市氮排放强度 Nitrogen emission intensity of Beijing; TJ: 天津
市氮排放强度 Nitrogen emission intensity of Tianjin; HB: 河北省氮排
放强度 Nitrogen emission intensity of Hebei; JJJ: 京津冀区域氮排放强
度 Nitrogen emission intensity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ＲBJ: 北京城市化率 Urbanization rate of Beijing; ＲTJ: 天津城市化率
Urbanization rate of Tianjin; ＲHB: 河北城市化率 Urbanization rate of
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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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北省相似水平，城市化程度较低的河北省氮排

放强度并未因快速城市化而得到明显降低，反而天

津市氮排放强度却不断提高，说明城市化对区域各

地氮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不一致．总体来看，2004—
2014 年，京 津 冀 区 域 氮 排 放 强 度 ( 年 均 5． 8
t N·km－2 ) 及其变化趋势与河北省相似，区域氮排

放强度受河北省氮排放强度的显著影响( r = 0．989，

P= 0．000) ，故减少京津冀地区环境氮负荷的关键在

于河北省氮排放强度的整体降低．
2. 2 京津冀区域氮减排效率评价

由表 3 可以看出，北京市氮减排有效年最多，研

究期间没有减排无效年，说明北京市氮减排效率高，

保证了城市化的同时氮排放水平得到降低; 天津市

减排无效年最多 ( 6 年) ，且集中在 2009—2013 年

间，从侧面解释了 2008 年后天津氮排放总量一举超

越北京并持续增长，同时一直保持着高强度氮排放;

两城在水、土、能源资源的消费水平差不多，唯在环

境投资方面，北京年均投入是天津的 2 倍以上，从而

确保了北京相对较高的氮减排能力．氮排放量较大

的河北省减排无效年只有 3 年．在京津冀城市化过

程中，北京市在氮减排方面的效率相对最高，河北次

之，天津最低．
2. 3 基于氮补偿机制的区域减排

“氮补偿”概念最早源于 2014 年 Leip 等［38］提

出的“氮中和( nitrogen-neutrality) ”概念，其意为通

过购买氮配额手段来补偿过多的氮排放量．2013 年

在乌干达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活性氮研讨会上，代表

们通过支付手段来支持当地的造林计划，目的是使

当地土壤侵蚀程度减小及提高土壤肥力，从而减少

日后因肥料施用导致的活性氮流失，来中和这次会

议代表衣食住行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氮排放［38］，达

到一种补偿效果．在城市化过程中，“氮补偿”机制可

以被理解为，政府可以通过额外的环境投资( 如支

持清洁生产项目或强制停工减排) 来减少日后的氮

排放以中和先前氮减排无效年中本应减少的等额氮

排放量，以此达到城市化过程中特定时期的氮补偿

效果［14］．在等额氮量减排的前提上，后续的额外投

资成本远比前期提高氮减排效率高得多，这将刺激

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尽可能提高氮减排效率，避免

出现减排无效年．根据上述京津冀区域氮减排效率

评价结果，天津市与河北省在 2014 年后需通过后续

额外环境投资，来减少先前无效年中比最优排放量

多排的等额氮量．有研究表明，2004—2012 年间北京

城市食物氮足迹呈增加趋势［12］，而本研究结果表

明，北京氮排放没有明显增加．由于北京的食物自给

率低，粮食大部分来自河北省张家口、沧州、邢台和

衡水等市，据此可以推断北京的食物氮足迹大部分

“外包于”河北省，故日后北京可为河北承担部分氮

减排配额，减排量可取决于河北无效减排年中农业

源氮排放所占的比例，以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减排

发展．由表 4 可见，京津冀区域未来需要额外减排

229．94 Gg N 才能抵消 2004—2014 年间因减排低效

导致的过量活性氮排放，此数量级不小，约等于此前

北京和天津一年的排放总量，仅靠天津市和河北省

短时间内难以完成目标．在日后氮补偿方式上，区域

协同补偿模式比城市自身补偿模式有效．北京自身

的氮减排效率较高且环境投资大，能促进区域完成

减排配额; 天津市应采取工业与能源结构调整以及

提高环境投资投入，同时大力控制源自重工业的煤

烟型污染，相关环境法规及设施升级可借鉴同为双

表 3 京津冀区域氮减排效率 DEA 评价结果
Table 3 Ｒemoval efficiency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from DEA analysis

年份
Year

VＲS 效率值
Efficiency from VＲS

北京
Beijing

天津
Tianjin

河北
Hebei

产出松弛量
Output slack

北京
Beijing

天津
Tianjin

河北
Hebei

最优排放量
Targeted emission ( Gg N)

北京
Beijing

天津
Tianjin

河北
Hebei

2004 1 1 1 0 0 0 － － －
2005 1 1 0．95 0 0 0．26 － － 984．26
2006 0．99 1 0．95 0 0 0．14 － － 984．26
2007 0．96 0．99 0．99 0 3．84 0 － 100．60 －
2008 1 1 1 0 0 0 － － －
2009 0．98 0．90 1 0 2．19 0 － 103．86 －
2010 0．96 0．89 1 0 15．36 0 － 104．55 －
2011 0．93 0．89 0．88 0 27．35 0．39 － 110．94 984．26
2012 0．94 0．83 1 0 28．58 0 － 105．28 －
2013 0．96 0．91 0．95 0 19．29 0 － 112．38 －
2014 1 1 0．94 0 0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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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于不同氮补偿方式的京津冀区域氮补偿量
Table 4 Emission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for N-offset based on different N-offset mechanisms

氮补偿方式
N-offset mechanism

地区
Ｒegion

氮补偿量
Emission for

N-offset ( Gg N)

城市自身补偿 北京 Beijing 0
Urban N-offset mechanism 天津 Tianjin 151． 22

河北 Hebei 78． 72
区域协同补偿 北京 Beijing 36． 06
Collaborative N-offset 天津 Tianjin 151． 22
mechanism 河北 Hebei 42． 66
区域氮补偿
Ｒegional N-offset mechanism

京 津 冀 Beijing-Tianjin-
Hebei agglomeration

229． 94

核的北京市，这样才能达到二市一省氮污染防治的

联防联控效果．

3 讨 论

在国家发展战略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

京津冀区域应站在协同发展的角度，共同应对在实

际发展中所遇到的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分配问题以

及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此前，京津冀各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污染物控制政策和措施，如北京市的《北京

市环境污染防治目标和对策》［39］、天津市的“蓝天碧

水工程”及河北省的《河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

例》［40］等，取得了一定效果，常规污染物如 COD、
SO2、烟粉尘污染排放量呈下降趋势，但排放强度仍

高于其他地区［41］．在本研究中，区域城市化并未明

显促进氮排放的降低，随着城市化进展不断加速，目

前京津冀区域共生但差异明显的发展模式不利于日

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整个区域的城市化及低氮化

取决于人口及地域面积占较大比例的河北省，但河

北省的城市化水平较低，未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通
过成本效益分析［42］可知( 表 5) ，河北省氮排放造成

的环境经济代价最大，其导致的年均环境损害成本

占当年 GDP 的 1．8%，此比例远超北京市( 0．3%) 和

天津市( 0．5%) ，故目前河北是以高环境成本来进行

快速城市化，而城市化水平高的北京市则以较低的

环境成本继续城市化道路，同时把氮污染部分转移

到河北去，这最终也许有利于北京的低氮城市化，但

无利于京津冀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降低河北省

氮排放强度与提高天津氮减排效率是京津冀区域低

氮发展的关键．
区域氮污染控制需要治污科技的升级与环境法

规的完善配合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前者针对气态氮

污染控制，而后者着重水体氮污染的减少［43］．鉴于

城市化程度及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差异，京津冀三省

( 市) 应根据各自在资源禀赋以及经济结构中的优

劣势，在原来基础上优化一、二、三产业配置，实现互

助互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避免污染产业向某一区

域一味倾斜来换取局部暂时的低污染发展局面，如

适当提高北京粮食自给率，同时调整产业结构来缓

解天津及河北的工业污染及燃煤对大气的影响，增

加环保投资，升级治污科技，专项整治“排放点源”，

如城市尺度的河北省唐山市( 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

基地) 或园区尺度的天津北疆电厂( 京津冀发电量

第一) ．在此基础上，采用基于协同氮补偿机制的区

域减排对策，使京津冀区域在今后的城市化过程中，

提高自身氮减排效率的同时，达到“互助减排”效

果，从而缓解河北省自身的环境压力且保证其地区

发展的“大后方”角色，而不是污染承接地．为了更好

表 5 京津冀区域各形态活性氮排放及对应的损害成本
Table 5 Various reactive nitrogen emission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and their damage costs

项目
Item

北京 Beijing
年均排放量

Annual average
emission
( Gg N)

年均损害成本
Annual average
damage cost*

( ×108 yuan)

天津 Tianjin
年均排放量

Annual average
emission
( Gg N)

年均损害成本
Annual average
damage cost*

( ×108 yuan)

河北 Hebei
年均排放量

Annual average
emission
( Gg N)

年均损害成本
Annual average
damage cost*

( ×108 yuan)

氨挥发
NH3 volatilization

18．5 7．0 23．2 8．7 376．9 141．3

氮氧化物排放
NOx emission

59．9 17．7 72．5 21．5 404．1 119．6

氧化亚氮排放
N2O emission

0．2 0．1 0．3 0．2 3．3 2．7

氮渗漏及流失
N leaching and runoff

19．4 1．8 24．7 2．3 138．6 12．9

环境成本占 GDP 百分比
Ｒatio of damage cost to GDP ( %)

－ 0．3 － 0．5 － 1．8

* 年均损害成本指各类活性氮流失对生态系统( 土壤酸化、富营养化与全球变暖) 与人类健康( 呼吸系统损伤) 造成的经济成本．相关转化系数
来自文献［42］ The annual average damage costs referred to economic costs of various Nr species to the ecosystem ( soil acidification，water eutrophication
and climate warming) ，and human health ( respiratory injury) ． Ｒelevant conversion coefficients were retrieved from reference［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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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以上机制，我们建议: 1) 各省市可通过完善基

于本地的氮排放估算参数和常规氮氧化物与氨氮的

统计来估算年均氮排放量; 2) 通过氮减排效率评价

得出减排无效年份并估算出当年目标排放量; 3) 根

据氮补偿机制来制定今后区域协同减排方针，形成

“谁低效谁补偿”的机制，达到区域低氮城市化的

目标．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之处．由于活性氮估算

是基于统计数据及从相应文献提取的排放因子，可

能对估算结果产生误差．同时，运用 DEA 分析来评

价减排效率的前提包括，本省市的污染控制技术在

研究期间不变，这不免使评价结果受到主观因素的

干扰，毕竟局部地区的污染治理技术会逐步有所改

善，如污水处理厂废水处理技术的提高及工业废气

净化装置的配备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
2020 年) 》［44］指出，我国还继续以城市群为主体形

态，推进我国的新型城市化发展．城市群在国家战略

的推动下必将更快速发展，也可能因此产生更为复

杂的城市与区域耦合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3］．

4 结 论

本文定量估算了京津冀区域活性氮排放量，并

在此基础上，借助数据包络模型分析各地区的氮减

排效率，并提出基于氮补偿机制的低氮城市化对策，

得出如下结论和政策启示:

1) 2004—2014 年，随着京津冀区域整体城市化

程度的提高，活性氮排放呈波动缓慢降低趋势．其
中，河北省一直是区域主要排放源，其气态与水体排

放量分别占整个区域的 79% ～84%和 74% ～79%．研
究期间，京津冀区域活性氮主要来源于农业活动，而

后逐渐转为工业生产与居民生活．城市化对区域各

地氮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不一致，区域排放强度为年

均 5．8 t N·km－2，受河北省氮排放强度的显著影响，

但目前河北是以高环境成本来进行快速城市化，不

利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由基于 DEA 分析的氮减排效率评价可知，

2004—2014 年北京市氮减排效率相对最高，河北省

次之，天津市最低．通过“氮补偿”机制，两市一省可

通过后续额外环境投资，来减少先前无效年中未能

减少的等额氮排放量．调整区域产业结构避免污染

产业向某一地区一味倾斜，并加大环境投资提高本

地区氮减排效率，在此基础上，采用基于协同氮补偿

机制的减排策略，有助于实现二市一省互助互补可

持续发展战略，降低河北省氮排放强度与提高天津

氮减排效率是京津冀低氮城市化的关键．本文虽以

京津冀区域为例，但基于“氮补偿”概念及 DEA 分

析的低氮发展评价框架能为其他地区政府提供有价

值的理论参考，有助于减少城市化过程中活性氮及

其他伴生的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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