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甲烷排放减缓之机会

甲

烷（CH4）是天然气主要成分的碳氢化合物。它也
是一种温室效应气体(GHG)，意指它在大气层的存
在能够留置热量进而影响地球的气温和气候系统。甲烷是
除了二氧化碳(CO2)以外第二大量因人为活动而排放的温室
效应气体。但是甲烷留置热能的能力是二氧化碳的23倍。
它有相对较短的大约12年的大气层存在期。这两种特性使
降低甲烷排放量成为短期内（比如接下来的25年）减缓全
球暖化的有效方法。

合作的各国从这四种来源而来的人为甲烷排放量占全球
的百分之60以上，而总甲烷排放量则占接近全球的百分之
65。甲烷市场化的合作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印尼、墨
西哥、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等国估计共排放了将近全球
一半的人为甲烷排放总量。

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大气层中的甲烷汇集程度超过了
原来的两倍。在2000年，估计在所有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
中，甲烷约占了百分之16，大约有百分之60的总排放量来
自人为（人类活动引起的）来源。

全球排放量之予估

合作各国在主要甲烷排放来源和相关计划机会方面差距甚
远，故而各国在回收和使用甲烷的商机亦不等。

到2020年，全球人为甲烷排放量予估将增加百分之23，达
到79亿4百万MTCO2E。（参见表2）
表 2：估计及予估之
全球人为因素之甲烷排放来源表，2005年与2020年

依种类归类全球甲烷之排放
2005年的全球人为甲烷排放量估计有64亿7百万立方吨二
氧化碳当量(MTCO2E) 1。这些大约有百分之40是由甲烷市
场化合作网络所针对的四种来源所引起的：农业（家畜排
泄物管理），煤矿，填埋场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系统（参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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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2005年到2020年，农业、煤矿和填埋场等部分的相关排
放量予估是相对稳定的，大约会有占全球人为甲烷排放量
百分之 2左右的变更，或者在该类别中有大约百分之12到
16 的变更（参见第二页之表 3）。但是石油和天然气的排
放方面则予估从2005年到2020年会增加将近百分之57，并
且将占超过百分之5 的全球人为甲烷排放年予估增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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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外标明，所有数据来自于 U.S. EPA（美国环保局）的全球人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1990-2020 (EPA 报告 430-R-06-003),
www.epa.gov/climatechange/economics/international.html

www.methanetomarkets.org
回收/可回收资源—以植物油墨印刷于百分之100使用过、无漂白程序之回收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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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排放的机会概览

表 3：依种类分类之全球甲烷排放量表

目前许多的降低甲烷排放量的商机涉及甲烷的回收以及使用
来作为发电燃料、原地使用或非当地的燃气销售。具体科技
和减缓排放的方式则因排放源的不同特性和排放过程而有
分别。此矩阵（右图）汇集出版文献和合作网络技术小组委
员会的研究，以及合作会员国家2 的排放缓减科技案例等数
据，对各类来源减缓排放的机会提供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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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市场化：
推展甲烷收集和运用的各种计划

ᅌࠞ໙രಱ

甲烷市场化合作网络的目标是指明并发展能在甲烷收集
运用上提供具价格效益的降低排放量商机的计划。国家
政府—以及私营机构、发展银行和其他对合作计划网络有
兴趣的机构等—都经由甲烷市场化进行合作，以期计划的
开花结果并达到相关气候、经济和公众卫生健康效益等目
标。另外，已开发之会员国家协助开发中国家和经济转型
国家认清商机，并经由协助合作技术和科技转移来协助这
些国家扩展甲烷回收运用计划。

降低甲烷排放量的益处
降低甲烷排放量有许多重要的能源上、经济上、环境上和安
全上的益处。首先，考量甲烷在大气层中的短存在期及造成
全球暖化的潜能，减缓甲烷排放在相对短时期内是有效降低
气候暖化的方法。甲烷亦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故而收集使
用甲烷提供了宝贵、干净燃烧以及—在农业废料管理和填埋
场方面—可再生的能源来源管道，其可增进地方社区的生活
质量并带来收入。回收甲烷来生产能源还可以协助避免使用
二氧化碳较高、造成污染排放的能源来源，比如木材、燃煤
和石油。此外，捕捉煤矿内的甲烷亦能降低爆炸的可能性，
进而增进安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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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造访甲烷市场化计划数据库，查阅目前进行中的合
作计划和活动，或者提议新计划或提供意见： !
www.methanetomarkets.org/projects

чގ

࣠ீؐ

۔ڹ߂ۋ

߭ؽ

ൊӁ

୨

۽ଊӹ

ۆଟ่

ᄡ߭

ѩؐႊ

ቩ߭

ఒ୪

ᄠڡ

߱൭৲่

ൊႊ

ԉੁ

ຖ߭

ୟ߭

Ѳྠ

ݼଘӋႊ

ੁ܉

ᄃؐ

நྠݼ

Ѳࢨ่

߭)ௌ*

ྃ৲ੁ

ᆚௌ

IPCC之第 III 工作小组的第四评估报告 (www.mnp.nl/ipcc/pages_media/AR4-chapters.html)，以及美国环保局报告，全球之非二氧化碳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减缓
(www.epa.gov/climatechange/economics/international.html), 两者都含括减缓甲烷排放的办法。

www.methanetomarke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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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的各项来源

石油和天然气系统

依种类
区分的
全球甲烷
总排放量
11亿6,503万
MTCO2E

石油和天然气业界在正常运作下的
排放量、常规维护，以及系统中断
情况

排放减缓之机会

•

减低或中止设备排气或逃出排气
的科技或设备升级。

•

能善用先进方式或排气降减科技
的强化管理机制。

欲从石油和天然气小组委员会
获得更多相关信息，请至: www.
methanetomarkets.org/oil-gas
填埋场

7亿4,738万
MTCO2E

•

一般在填埋场及大型垃圾场的厌氧
状况下，由有机物垃圾分解而产生
甲烷。

3 亿8,814万
MTCO2E

由使用中或已弃用之地下矿坑和地
面矿区所排出，以及在采矿后活动
所产生的，包括煤炭洗选加工、库
存和运输等。

•

脱气过程，在采矿运作中结合钻
孔捕捉（不使排出）甲烷。

•

通风排出甲烷(VAM)减排，氧化
低密度甲烷来产生热能以供使用
和/或发电。

欲从煤矿小组委员会获得更多相关信
息，请至: www.methanetomarkets.org/
coalmines
农业（粪肥管理）
家畜及家禽粪便在造成厌氧状态的
堆积储置或系统处理下（例如在泻
湖、池塘、水池或坑洞中的液体或
泥浆）分解产生的。

2 亿3,457万
MTCO2E

•

覆盖式厌氧泻湖收集并传送泻湖
所产生的沼气到指定地点，然后
转送到某些形态的气体使用设备
（比如引擎）。

•

沼气池（比如，塞气式、全混合
式）在无氧情况下分解或“消
化”有机物废料，故而产生可收
集利用的甲烷。

欲从农业小组委员会获得更多相关信
息，请至 : www.methanetomarkets.org/ag

www.methanetomarkets.org

泄气检测设备
(墨西哥)

使用一系列的井管和真空抽吸系
统来提取，将抽取到的气体传导
到位以供使用（比如，发电、直
接使用）。

欲从填埋场小组委员会获得更多相关
信息，请至 : www.methanetomarkets.
org/landfills
煤矿

排放减缓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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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场气体井管
(中国)

脱气抽吸站
(乌克兰)

浮动塘盖厌氧沼气池
(印度)

2008年九月

依种类分项之排气量减缓可能性
与二氧化碳相较，降低甲烷的排放相对地较为价廉，多国
政府部会及机构已经将非二氧化碳排气之缓减列入分析和
政策讨论中。全球减缓非二氧化碳温室效应气体报告进行
过一项分析，将目前能取得的缓减方法和科技施用在全球
甲烷各目标类别的排放基准上，以提供降低甲烷排放的可
能性和价格方面的灼见。3
表格 1 :由2020年预算基准计出的全球缓减百分比

• 石油和天然气可能降低之排气量跟填埋场的趋势相
近，从低价(从每MTCO2E $0 到 $15) 以及高价的 (从每
MTCO2E $45 到 $60)价格范围能达到大约百分之15的最
大降低潜能，成本由每MTCO2E $15增加至$30，以及从
$30增加至$45时，只有低于百分之10的降低量更动。
大致说来，以每MTCO2E $0或者以下价格降低甲烷排气量
的潜能大约是 5亿MTCO2E，而在行动价格由每MTCO2E $0
增至 $30时，此降低潜能则超过三倍，到达 18亿MTCO2E之
多。此分析亦发现最大的甲烷排放国家（如中国、印度、
美国）在使用低价范围方法方面（例如每MTCO2E $10）呈
现了极大的降低排放量潜能。

每 MTCO2E
之价格
农业

$60

基准 (百万
MTCO2E)

13% 21% 30% 34% 36%

269.3

煤矿

15% 80% 80% 80% 80%

449.5

结论

填埋场

12% 41% 50% 57% 88%

816.9

石油和天然气

10% 25% 33% 38% 54%

1,695.8

世界各地有许多符合成本效益、在经济上可行的降低甲烷
排放量的商机。甲烷市场化合作计划是将从政府到私营机
构有兴趣的各方聚集一堂的创新发展机制，以助克服难关
障碍、促进甲烷计划项目在全球的发展和执行。以进行超
越地界和类别的科技转移、增进地方能力和行销计划商机
等方式，此合作网络也在降低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同时发
展地方性洁净能源的来源管道。

$0

$15

$30

$45

资料来源: 全球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缓减：1990–2020
(环保局报告 430-R-06-005)

甲烷市场化合作网络指出以下在减缓排放方面有巨大潜
能的部门类别，尤其是价格效能佳或者是低成本行动的
项目：
• 农业 : 此类别有最大的排气缓减潜力，因为超过
百分之70的所有可能减低量都较为低价（例如，每
MTCO2E 价位为 $0 到 $30）。在此部门中价位较高的
活动（每 MTCO2E 价位为 $45 到 $60）并没有显著的
附加降减利益（比如成本增加后只有少于百分之4）。
• 煤矿 : 在此类别增加成本，由每MTCO2E $0 到 $15可以
达到超过百分之65的可能性降低量，在此以上无论增
加的行动成本有多少，可能降低的排气量是稳定的。
• 填埋场 : 在此类别中每MTCO2E 增加最少$15的投资
时，有显著的将近百分之30 的减低排气潜能的更动；
但是在此之后若投资由每MTCO2E $15美元增至 $45，
则潜在的降低排气量在此成本范围内的每一段均不到
百分之10。但是在此类别，若是将原来每MTCO2E $45
的活动增资为 $60，则存在另一个百分之30的降减可
能性，结果是在将 $0 成本增加为 $60 时，总降低可
能量能达到基准上的百分之 76，呈现出在所有类别中
最大的总降低量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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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获得更多信息，请造访甲烷市场化合作网络的网址：
www.methanetomarkets.org
行政支援组 (ASG)
甲烷市场化合作网络
电话: +1-202-343-9683
传真: +1-202-343-2202
E-mail: ASG@methanetomarkets.org

此分析所使用的各种输入资料和方法的完整细节在以下报告中详载：全球非二氧化碳之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缓解，于网址：
www.epa.gov/climatechange/economics/international.html.

www.methanetomarkets.org
美国环境保护局以甲烷市场化合作网络的行政支援组身份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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