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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奥运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一项重要理念，要求在场馆设施、技术支持、能源使用等方面都符

合环保要求。冬奥会有大量环保元素，比如绿色奥运火炬、绿色建筑、绿色电力、绿色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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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上，主火炬的熊熊大火一个小时大概要消耗 5000 立方的天然气，排放大

量的二氧化碳。而为了给主火炬供气，鸟巢甚至专门配了一个燃气站，日夜不停地为它输送动力

。 

 

 

 

  
 

目标 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目标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目标 13:气候行动 

  
 
 
绿色技术 

  

 

建筑、电力、交通、绿色材料、3D 打印、服装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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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绿色奥运火炬 
图片来源 http://news.sohu.com/a/522086428_67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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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22 年冬奥会首次使用氢能作为火炬燃料，开幕式上使用氢燃料点燃冬奥赛场主火炬，赛

事期间大量使用氢燃料电池车。氢气被认为是最为清洁环保的燃料，其燃烧产物只产生能量和水

，是完全的零排放燃料。而根据氢气制备的来源，以煤炭为原料制取的氢气被称作“灰氢”，以

天然气为原料制备的氢气被称为“蓝氢”，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备的氢气被称为“绿氢”，是

最为环保绿色的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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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全部新建场馆均采用高标准的绿色设计和施工工艺，在场馆建设中坚持“建筑节能、

建筑节地、建筑节水、建筑节材，保护环境”，所有新建场馆均取得三星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除

此之外，国家游泳中心原有永久更衣间不足以满足冬奥赛事需求，但大量新建更衣间不仅成本高

昂，且挤占场馆赛后运营空间。为此，国家游泳中心采购了大批“退役”集装箱，组装后就可作

为运动员更衣间，造价低很多。赛后，集装箱模块可以无痕移除，还原场馆运营空间，且退出的

集装箱模块还能作为场馆的客服咨询、休息餐饮、商品售卖等公众服务设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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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期间，三大赛区 26个场馆将全部使用“绿电”，这意味着奥运历史上将首次实现全

部场馆 100%绿色电能供应。绿色电力，是指通过零二氧化碳排放（或趋近于零二氧化碳排放）

的生产过程得到的电力。“绿电”主要来源于清洁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目前

，中国的“绿电”主要以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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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列车采用轻量化技术、环保可降解材料、石墨烯空气净化装置、灰水再利用系统等，打造出

绿色低碳空间。在车头设计上，考虑到空气动力学性能，最终从 40 多种方案中选定了鹰隼造型

，使整列车的运行阻力能够比上一代车型降低 7.9%，综合能耗降低 10%以上。经过测算，运行一

年大约能够节省 180万度电。 

冬奥列车采用高寒动车组，能够适应零下 40 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低温密封技术、防冰雪技术、

防击打技术、冷凝水处置技术、隔热保暖技术等综合应用。全列车重量比上一代车型减轻 20 吨

左右。 

车采用环保的可降解材料，材料可回收率达到 75%以上，可降解率达到 50%。冬奥支线地铁列车

搭载的智慧空调，可以根据列车满载率实时调节空调新可以根据列车满载率实时调节空调新风量

；列车制动优先使用再生制动，在制动工况时将电动机切换成发电机运转，再将电能反馈回接触

网，以节省电能。  

氢能大巴为延庆赛区核心区提供接驳服

务。氢能大巴搭载从材料到零件均是我

国自主打造的“氢腾”系列燃料电池发

动机。这些大巴每辆每行驶 100 公里，

可减少 70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

14 颗普通树木一天的吸收量，实现零排

放、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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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北京冬奥列车  
图片来源 http://news.sohu.com/a/522086428_67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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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冬奥村打造绿色低碳建筑，实时监测客房、健身房、公共区域等用能设备运行状态。根据人

员流动和行为模式，以及赛事信息和气象参数，预测建筑用能负荷，优化设备工作模式，实现灵

活、高效用能需求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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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环保型制冷剂进行制冰，二氧化碳是当前最环保的制冷剂，不仅减少了传统制冷剂对臭

氧层的破坏，制冷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高品质余热可回收再利用，比传统方式效能提升 30%。全冰

面模式下每年仅制冷部分就能节省 200多万度电，相当于约 120万棵树实现的碳减排量，整个制

冷系统的碳排放趋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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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开发的碲化镉发电玻璃，具有弱光性能好、抗衰减等特点。2022 北京冬奥会项目建设

中，碲化镉发电玻璃分别应用于国家速滑馆和张家口冬奥会场馆 BIPV建筑一体化项目。碲化镉

发电玻璃不仅具有建筑材料的特性，而且能够发电，是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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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冬奥会最大化利用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场馆和设施，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举办冬奥会的

开、闭幕式；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直接变身“冰立方”，游泳池上架设冰壶赛道；国家体育

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将变成“冰球馆”，用作冰球场地；2008 年的一个临时场馆“曲棍球场”

变身为“速滑馆”；北京冬奥村、主媒体中心等土地均为 2008 年预留出来的……此外，“冰球

馆”和“速滑馆”均利用光伏板建设了“绿色”屋顶。这些改造从源头上减少了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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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彩冬奥”为主题的花坛中，雪花是以城市固废为原材料，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作出来的高

科技产品。长安街冬奥花坛中的 3D 打印固废雪花，是中碳能源科技为助力零碳冬奥而研发制作

的园林小品。仅仅为了做出仿真雪花表面凹凸不平的颗粒感，设计建模就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一

次次的试验。3D 打印固废技术能有效降低碳排放，是助力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高新技术

，有着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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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北京冬奥会雪花装饰  
图片来源 http://news.sohu.com/a/522086428_67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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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面料采用了 RPET材料，具有良好的防水防污效果，且透气性良好。可拆卸的保暖内胆填充

了先进的高效暖绒，其原料 83%来自于回收材料。该材质轻盈、柔软，保暖性能媲美羽绒。同时

，它的吸水量只有其自重的 1%，所以即使在潮湿的环境中，如清废人员在工作中出汗或在雨雪

天作业时，保暖内胆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保温性能。“我是用 28 个饮料瓶做的”。这些设计上

的巧思体现，让服务于冬奥的一线场馆清废团队成为了行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传播大使，鼓励更

多公众认识并参与到循环回收的行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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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组委上线的“低碳冬奥”微信小程序，通过碳普惠方式，吸引社会公众积极参与低碳行

动，为低碳冬奥贡献自己的力量。“低碳冬奥”小程序记录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的绿色出行、垃圾

分类、光盘行动等低碳行为轨迹。用户通过

截图上传信息、授权获取微信步数、自主打

卡确认、参与知识答题等方式，获得碳积分

和“低碳冬奥”等荣誉勋章，并可用碳积分

兑换相应的奖励。“低碳冬奥”小程序推出

了全新中英文双语模式，便于国际用户参与

使用；倡导“蓝天打卡”行动，邀请用户记

录低碳元素“蓝天”，激发用户低碳热情；

发起“低碳校园 PK 赛”，激励学校师生家长

参与答题，培养低碳意识，为低碳行动储备

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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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薯类、农作物秸秆等可再生资源，将

成为北京冬奥会选手吃饭时“饭碗”的制作

材料。经过原料检测、聚乳酸生产加工、餐

盒生产，将玉米等原料加工制作成可生物降

解的一次性餐盒。 

 

 

图 4.RPET材质工作服 
图片来源 http://news.sohu.com/a/522086428_673345 

图 6.可降解餐具 
图片来源 https://m.sohu.com/a/516763470_479771 

图 5.低碳冬奥  
图片来源 https://www.doc88.com/p-13373981128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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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D 打印碳纤维速滑冰鞋，全称为“个体精

准化碳纤维复合材料速滑冰鞋的研发与示范

应用”。采用碳纤维高性能复合材料进行速

滑冰鞋的研发，通过建立速滑运动员脚型、

足底数据库，研发 3D 足底扫描和打印系统，

实现速滑冰鞋的个性化定制和快速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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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D 打印碳纤维速滑冰鞋 
图片来源 https://m.sohu.com/a/516763470_47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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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洛杉矶奥运会 为了减轻环境污染对比赛的影响，洛杉矶市政府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如将马拉松比赛安排在清晨污染较轻的时候；使用一些电动汽车作为比赛服

务用车；为了防止运动员缺氧，专门安排了载者制氧设备的车辆向路上吹

氧。 

1988 汉城奥运会 1988 年汉城奥运会在改变能源结构、控制燃煤污染、改善汉江水质等方面得

到了突破，比赛期间部分工业企业临时停产。汉城（首尔）原是一个以燃煤

为主的城市，通过筹备、举办奥运会，汉城的直接燃煤量减少了三分之二。 

1996 亚特兰大奥运

会 

组委会提出了有关垃圾处理、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防治的计划。占地 21 英亩

的奥运百年公园建成了节能并使用清洁燃料的交通系统，还建立了空气环境

质量预测、预报系统，减少私人机动车出行，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奥运会期

间，亚特兰大一天最多停驶车辆达200万辆。一个非营利组织筹集了450万美

元在该城市种植了 33 万棵树，改善了空气质量。 

2000 悉尼奥运会 这是第一届绿色的夏季奥运会，在场地选址、保护野生动物、使用清洁能

源、使用环保材料建造奥运设施、在固体废弃物分类回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风景如画的霍姆布什湾奥林匹克公园是在废弃的垃圾场上修建而

成。可以接待 1.5万人的悉尼奥运村是世界上最大的以太阳能为动力的城市小

区。体育场馆的设计充分考虑人工能源，大多采用自然光的照明方式。场管

的所有雨水由顶篷汇集到4个大水箱，供场地浇水用，回收的水被用于洗手间

冲洗，运动场各处都提供各种节水装置。  

2004 雅典奥运会 奥运会筹备期间，本着尊重原有地形地貌和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的原则，雅典

奥组委在比赛和非比赛场地以及大雅典地区等成分实施了美化环境建设计

划，保证了良好的自然通风、公园与城市绿地间的相互渗透以及自然气流的

循环等。雅典奥组委还重视绿化植物的栽种，仅 2003 年在雅典地区和奥运设

施周围就植树 29 万株。并考虑用废水循环和花木浇灌新技术合理使用宝贵的

水资源。为了减少和防止废物的产生，雅典奥组委实施了可持续的废物综合

管理计划，最大限度地使用回收循环物品。为缓解供电系统的压力，奥组委

提倡使用太阳能等洁净型能源。雅典的公交系统，特别是新建的轻轨和郊区

铁路均采用了电车，在提高城市交通能力的同时并没有增加环境的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