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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第三十七次会议 

2016 年 4 月 4 日至 8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3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关于臭氧消耗物质替代品的资料的报告 

（第 XXVII/4 号决定） 

 

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七次会议 

讨论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一、 导言 

1. 本增编补充了秘书处供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七次会议讨论的议题和提请其注意的资料的说明

（UNEP/OzL.Pro.WG.1/37/2），载有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关于臭氧消耗物质替

代品的初次报告的摘要；初次报告用于本次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3 之下的陈述和

审议。 

二、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关于臭氧消耗物质替代品的资料的报告（第

XXVII/4 号决定）（临时议程项目 3） 

2. 如秘书处的说明所提到的，缔约方第二十七次会议在第 XXVII/4 号决定

中要求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编写一份报告，供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其第三十

                                                                 

*UNEP/OzL.Pro.WG.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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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会议上审议1，并在此后于 2016 年向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八次会

议提交一份更新报告，该报告将对 2015 年 9 月第 XXVI/9 号决定工作队报告中

的臭氧消耗物质替代品进行更新并提供最新资料，并且考虑了第 XXVII/4 号决

定中列出的具体参数。 

3. 鉴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将于 2016 年召开两次会议，评估小组决定提供

两份报告，作为对第 XXVII/4 号决定的回应。第一份报告于 2016 年 3 月提交

给了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七次会议，重点关注于制冷和空调部门，包括

替代品资料更新、高环境温度条件下替代品的测试、对决定中列出的其他参数

的讨论，以及将“一切照旧”式的减缓假设延长至 2050 年。该报告也修订了避

免全球升温潜能值高的制冷剂的情景假设，并考虑了转换期起始时间（2020 年

相对于 2025 年）以及转换期长短对气候变化后果带来的影响。 

4. 将要提交给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八次会议的第二份报告，将应对

第三十七次会议上所收到的反馈，并提供泡沫、消防、医用气雾剂、非医用或

技术气雾剂以及溶剂等其他领域的最新信息。更新报告将酌情提交至缔约方第

二十八次会议。 

5. 初次报告已经张贴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七次会议的门户网站，

本说明的附件中包含该报告的执行摘要。 

 

                                                                 

1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及其技术选择委员会和工作队通常于每年 5 月发布报告，以便各缔约方在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年中会议上予以审议。考虑到 2016 年将要召开的其他会议，评估小组及其第

XXVII/4 号决定工作队已致力于确保及时发布为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七次会议编制的初次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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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根据第 XXVII/4 号决定“对技术和经济评估小

组关于臭氧消耗物质替代品的报告的回应”编写的报告的执行摘要 

ES1. 导言 

1. 依照第 XXVII/4 号决定，本报告提供了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关于 2015 年

9 月第 XXVI/9 号决定工作队最新报告中列出的臭氧消耗物质替代品的最新资

料，报告考虑了第 XXVII/4 号决定中列出的具体参数。 

2. 鉴于缔约方将于 2016 年召开两次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并鉴于距离

4 月份召开第三十七次会议时间很短（该会议将集中讨论关于氢氟碳化合物相

关事项的第 XXVII/1 号决定），评估小组决定提供两份报告，作为对第

XXVII/4 号决定的回应。第一份报告于 2016 年 3 月提交给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第三十七次会议，重点关注制冷和空调行业，包括替代品资料更新、高环境温

度条件下替代品的测试、对决定中列出的其他参数的讨论，以及将减缓情景假

设延长至 2050 年。 

3. 本报告也修订了避免高全球升温潜能值制冷剂的情景假设，并考虑了转换

期起始时间（2020 年相对于 2025 年）以及转化期长短长期对总体成本和气候

变化后果带来的影响。 

4. 第二份报告将提交给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八次会议，该报告将随新

资料的出现以及基于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七次会议上收到的就第一份

报告作出的反馈提供更新。报告还涵盖其他领域（泡沫、防火、计量吸入器、

其他医用和非医用气雾剂和溶剂）以及在第一份报告中未涵盖的其他问题，例

如渔船制冷系统的替代品。 

5． 以下 ES2、ES3 和 ES4 部分将进一步阐述报告重点，并为报告的三个主要

章节提供技术总结。 

ES2.  制冷剂现状更新 

6． 第二章提到 80 种制冷液，其中有些已被提议，有些正在工业方案中接受

测试，有些即将发布，有些已在 2014 年制冷剂技术选择委员会的评估报告面

世后，于 ISO817 和 ASHRAE34 号制冷剂标准中发布。其中大部分是新的混合

物，但也包括传统制冷液和两种新的分子。第二章还讨论了在制冷标准中制冷

剂如何分类以及为什么安全变得愈加重要。 

7. 如今已有对臭氧层的消耗微乎其微并且具有低全球升温潜能值的制冷剂替

代品。但在某些应用方面，要达到与常规系统相同的寿命周期成本水平并与此

同时保持同样的性能和尺寸也具有挑战性。寻求新的制冷液也许会产生更经济

的解决方法，但是发现完全不同的制冷液的前景十分渺茫。 

8. 市场动态对于新制冷剂的采用率十分重要。市场（消费者、销售渠道、服

务公司）能够应付的制冷剂的种类是有限的。因此，公司对于在哪里发布产品

有选择性，会避免饱和的区域，并在他们认为最有市场潜力的地方进行促销。 

9. 很难给制冷剂分配能效，因为制冷系统的能效不仅仅依赖制冷剂的选择，

也与系统配置和部件的效率相关。评估制冷剂能效的一种方法是首先从某一特

定制冷剂入手，使用适合该制冷剂的系统架构，然后与被替换制冷剂参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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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其它方法包括先确定系统架构，然后筛选合适的制冷剂替代品。常

用的方法可分为理论和半理论循环模拟、详细的设备模拟模型以及设备的实验

室测试。实践中，可实现的能效受系统成本的限制，因为市场上的成功取决于

成本与性能的权衡。 

10. 本章还讨论了评估有关制冷剂对全球变暖产生的总体影响时存在的困难，

包括定义低全球升温潜能值以及评估与制冷剂使用相关的能效的难度。 

11. 与制冷剂相关的整体气候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制冷剂的

全球升温潜能值、加载量以及空调和制冷设备泄漏和设备维修所导致的排放量

的函数。对全球升温潜能值的修饰词“高”、“中”、“低”的定义是定性的、

与特定应用下可接受程度有关的非技术性选择。间接影响指的是生产制冷、空

调、热泵设备及其运行特性所消耗的能源产生的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包括

当地电力生产设施的排放因子。此外，由于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极低或无泄

漏或“密闭系统”中比重最大）是能源消耗的函数，因此受运行条件、运行特

点、系统容量以及系统硬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在许多情况下，使得对比

非常困难。 

ES3. 替代品在高环境温度下的适宜性 

12. 第 3 章更新了在高环境温度条件下检测制冷剂替代品研究项目的信息，

以及在新应用或翻新应用中使用替代品的相关产品设计的信息。 

13. “在高环境温度国家空调部门推广采用低全球升温潜能值制冷剂”、 

“替代制冷剂评估方案”第二阶段和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这三个项目的结果为寻

找高环境温度条件下低全球升温潜能值的替代品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尤其是

在重新设计整个系统的背景下。“替代制冷剂评估方案”第二阶段和橡树岭国

家实验室的研究范围大多包含软优化测试—换言之，即使用经过调节的膨胀装

置或经过调节的加载量。尽管“在高环境温度国家空调部门推广采用低全球升

温潜能值制冷剂”项目包括压缩机的改变，但供应商并没有针对特定应用对压

缩机进行定制设计。 

14. 进一步的改进有可能通过优化热交换器电路改善传热性能和优化压缩机

尺寸和选择来实现。 

15. 可能需要完全重新设计包括组件在内的系统，以使新型制冷系统的容量

和能效与现有系统相匹敌。在选择新型制冷剂时，需要考虑进一步提高当前的

能效要求。 

16. 虽然制冷剂商业化的进程可能需要十年，但使用这些替代品的产品的商

业化会花更长时间。 

17. 在高环境温度条件下，调节空间的制冷负载可能达到温和气候的三倍。

因此，可能需要更大容量的制冷系统，这意味加载更多的制冷剂。由于按照一

定安全标准需要限制加载量，在相同的安全标准下，适合于高环境温度条件的

产品类型比平均气候条件的产品更有限。 

18. 虽然一些国家一直在进行可燃性制冷剂的风险评估工作，但需要对高环

境温度条件下 A2L和 A3 替代品的安装、维修和退出进行全面风险评估。 

ES4. 制冷和空调部门“一切照旧”的情景假设和减缓需求情景假设 

19. 本报告修订后的情景假设包括将时间尺度扩展至 2030-2050 年，审查非第

5 条国家“一切照旧”的情景假设，包括欧洲联盟含氟气体法规以及美国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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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部门和子部门的氢氟碳化合物法规。各种减缓情景假设与 2015 年 9 月第

XXVI/9号决定报告相同，分别如下： 

(a) 减缓情景 3：2020 年前开始新制造的转换（非第 5 条缔约方完成；

第 5条缔约方开始）； 

(b) 减缓情景 4：同减缓情景 3，但固定式空调的转换延迟至 2025年； 

(c) 减缓情景 5：2025 年前开始新制造的转换（非第 5 条缔约方完成；

第 5条缔约方开始）。 

20. 这些情景假设（原则上只针对制冷/空调部门）与现有的氢氟碳化合物估

计生产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数据于 2015 年 5 月（6 月和 9 月份的第 XXVI/9

号决定工作队报告）及之后不久获得。2015 年四种主要氢氟碳化合物 1 的全球

产量估计值见下表（本报告中进行了一些修订）；该表显示这些物质总产量的

上限约为 51 万吨。 

化学物质 2015 年全球 HFC 产量的最佳估计值

（千吨） 

HFC-32 94 

HFC-125 130 

HFC-134a 253 

HFC-143a 28 

  21. 2015-2050 年期间，经修订的“一切照旧”情景假设如下： 

(a) 非第 5 条缔约方的需求量按吨和二氧化碳当量吨均增长 250%； 

(b) 第 5 条缔约方的需求量按吨增长 700%，按二氧化碳当量吨增长

800%； 

 (c) 固定式空调和商业制冷分部门的需求增长尤其显著。固定式空调分

部门是制冷/空调部门中四种主要氢氟碳化合物需求总量的决定因素。2015 年

全球制冷/空调部门对这四种氢氟碳化合物的总需求量约为 51 万吨。 

22. 转换期：在各减缓情景中，转换期越长，给气候带来的影响越大（见减

缓情景 3 或减缓情景 5 从 6 年延长为 12 年的情况），并且因持续的维修需求而

带来更多的总体成本。 

23. 推迟转换的开始时间：减缓情景 3 假定于 2020 年开始所有分部门的转换，

减缓情景 5 假定转换始于 2025 年。就总体气候影响而言，2020 年-2030 年期间

第 5 条缔约方在不同情境下制冷/空调部门 HFC 综合需求总量曾被估值如下： 

(a) “一切照旧”：16 000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1
 这些是制冷和空调（包括移动空调）部门使用的四种主要的氢氟碳化合物；HFC-134a 也用于泡沫、计

量吸入器和气雾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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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减缓情景 3：6 500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比“一切照旧”（2020 年-

2030 年）减少 60%； 

(c) 减缓情景 4：9 800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比“一切照旧”（2020 年-

2030 年）减少 40%； 

(d) 减缓情景 5：12 000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比“一切照旧”（2020 年-

2030 年）减少 30%。 

24. 在这一报告中，假设情景延长到 2050 年，延长期 2020-2050 年间“一切

照旧”的需求量增加近 5 倍。在这一背景下，虽然各种减缓情景（减缓情景 3、

减缓情景 4 和减缓情景 5）在减排的量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同“一切照旧”相

比，这些差异相对变得较小。考虑 2020-2040 这个中间时期，也许有助于更加

真实地估计第 5 条缔约方在各种情境假定下能够实现的减少。在 2020 年-2040

年间第 5 缔约方制冷/空调部门氢氟碳化合物综合需求总量如下： 

(a) “一切照旧”：42 300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b) 减缓情景 3：10 600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比“一切照旧”（2020 年-

2040 年）减少 75%； 

(c) 减缓情景 4：15 600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比“一切照旧”（2020 年-

2040 年）减少 63%； 

(d) 减缓情景 5：18 800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比“一切照旧”（2020 年-

2040 年）减少 56%。 

25. 减缓情景 3 和减缓情景 5 用于所有缔约方，但主要反映第 5 条缔约方的

需求： 

(a） 同“一切照旧”相比，减缓情景 3 显著降低高全球升温潜能值氢氟

碳化合物的需求，因为它涉及从 2020 年开始所有制冷/空调分部门的所有设备

制造转换。随着高全球升温潜能值制冷剂设备逐步淘汰，维修需求成为主体。

固定式空调分部门是氢氟碳化合物需求的主要来源； 

(b） 减缓情景 5 将所有分部门的设备制造转换，包括迅速扩大的固定式

空调部门，从 2020 延迟到 2025 年，这样氢氟碳化合物需求最初会上升，但随

后在 2025 后下降。因此，维修需求大幅度提高，其持续的时间也比减缓情景 3

长很多。减缓情景 5 推迟制冷/空调分部门的转换期限，因此显示出持续维修需

求因此产生的影响。 

26. 对于第 5 条缔约方的需求来说，以下这些也很重要： 

(a) 转换开始得越迟，制冷剂需求所决定的峰值就会增加。2020 年，

减缓情景 3 的峰值约为 820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2023 年减缓情景 4 的峰值（固

定式空调转换于 2025 年开始）增加 25％（达到 1025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而

2025 年减缓情景 5 的需求峰值比减缓情景 3 增加 62%（达到 1 330 公吨二氧化

碳当量）。 

(b) 对于减缓情景 3 而言，在峰值之后的 10 年内平均每年降幅为 5.3％

（从 820 下降到 2030 年的 390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对于减缓情景 4 而言，每

年降幅是 4.5％（从 1 025 下降到 2033 年的 570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对于减

缓情景 5 而言，每年降幅是 5.5％（从 1 330 下降到 605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如果我们选择冻结年（与峰值年重合）作为起点，平均每年减少 5％的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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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加维修）似乎对所有情景都是可行的。这些值全部适用于六年的设备制

造转换期； 

(c) 对于各个第 5 条缔约国而言，各种减缓情景下的峰值（冻结值）仍

然会出现在同一年。但之后每年可实现的减量百分比可能在不同国家有显著不

同。 

 

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