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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碳排放-行业背景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加剧,世界范围内对

于减缓气候变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呼声越

来越高。低碳发展成为各国共识。发达国家

率先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低碳经济和减排政

策,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本着

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履行着我国碳排放义务。

        2019年，全球碳排放总量达341.69亿吨，

中国占29%。2011-2019年，全球碳排放总

量年复合增速分别为0.83%；截至2019年，

全球碳排放总量达342亿吨。纵观中国，我国

碳排放量占世界排放量比例逐年攀升，由

1990年的11%快速攀升至2019年的29%。近

十年（2011-2019），全球碳排放增量的

55%来自中国，我国碳排放量年复合增速为

1.35%。

0.83% 1.35% 341.69
亿吨

55%
世界年复合增速 中国年复合增速 碳排放总量 中国增量占比

行业背景 Background Of Carbon Emissions Industry



各国一次能源需求结构对比
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中，为碳排放主要来源的化石

能源（煤、石油、天然气）仍占多数。根据 IEA 数

据显示，2018年我国能源供应结构中原煤占比 

61.9%，原油占比19.1%，天然气占比7.2%，而可

实现碳零排放的清洁能源，如水能、核能、太阳能、

风能等，占比仅为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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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背景 Background Of Carbon Emissions Industry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加剧,世界范围内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的呼声越来越高。低碳发展成为各国共识。     

    “碳中和”是欧盟、美国、中国等提出的一个长远规划，旨在降低碳排放，解

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造成自然灾害频发的问题。

    “碳中和”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国家必然会

在政策支持上向相关行业倾斜。

2030年
碳达峰
城 市 要 在 2 0 3 0 年实现达 峰 ， 并 非 是

工业、 建 筑 、 交 通 等 所 有终端 都 同 步

实现达 峰 ， 而 是实现一 个 梯 次协同

有序的达峰。

2060年
碳中和
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
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家目标清晰明确

2



不同国家推进碳中和的进度有所不同，其中有2个国家已经宣布实现

碳中和，6个国家在法律层面、6个国家在立法法案层面、20个国家

在国家政策文件层面和97个国家在政府讨论层面推进碳中和工作。

政策背景

Logo   Here



政策二

政策三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责任考核评估办法》              

— 2014年08月06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政策一

6

《颁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 2020年12月31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
见》

— 2021年02月0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政策来源：
关于发布《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
（试行）》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要点一
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成立前，由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承担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账户开立和运行维护
等具体工作。

要点二
碳排放权交易机构成立前，由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承担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账户开立和运行维护等具体
工作。

要点三
《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
规则（试行）》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施行。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政策来源：
我国加快构件碳达峰中和“1+N”政策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核心要点
深入推进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

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加快实现生

产和生活方式绿色变革，推动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

现。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政策来源：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核心要点
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

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

费，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

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统筹推进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保护，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

体系，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我国绿色

发展迈上新台阶。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政策来源：
《中共中央政治局: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核心要点
会议要求，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

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

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要

加大改革攻坚力度，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坚持

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一盘棋，纠正运动式

“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政策来源：
《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核心要点
指出：要将碳达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方

面，重点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节能降碳增效

行动、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等

“碳达峰十大行动”。同时，该方案指出要加强创新能

力建设和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

合，建设一批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按下

碳排放管理专业技术人才培育的“启动键”。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政策来源：
人社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核心要点
文中第三条指出：要加强新职业培训基础建设。加快

新职业培训大纲、培训教材、教学课程、职业培训包

等基础资源开发，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加强新职

业培训师资队伍建设，鼓励龙头企业、行业组织和院

校中从事与新职业相关工作的人员参加师资培训。支

持培训机构配套软硬件，改善教学环境。鼓励各类机

构开发新职业实训设施设备等资源，服务新职业人才

培养培训。



政策背景 Policy Background

政策来源：
人社部办公厅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核心要点
2021年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

案》，方案提出：“技能提升”行动，重点是持续实施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健全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机制，大规模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活

动，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能等级认定。



为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建立碳排放管理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发展的

长效机制，助力我国“双碳目标”早日达成，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认证中心决定联合北京中培国育人才测评技术中心，共同

开展碳排放管理师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及考核工作。其中，北京中培

国育人才测评技术中心负责组织和实施考前培训工作，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认证中心负责对培训和考试过程进行评价监督。

项目简介

Logo   Here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的公告

        批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GB 

55015-2021，自2022年4月1日起实施。本规范为强制性工程

建设规范，全部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现行工程建设标准相关强

制性条文同时废止。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中有关规定与本

规范不一致的，以本规范的规定为准。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的推出，是为了执行国家有关

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决策部署，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降

低建筑碳排放，营造良好的建筑室内环境，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标准解读及配套软件应用会议

       2021年11月23日，《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以下简称《通用规范》）标准解读及配套软件应用会议在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顺利举办。

       本次会议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主办，北京构力科

技有限公司（PKPM）、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办。会议

由构力科技总经理夏绪勇主持，邀请了环能科技董事长徐伟、主

任孙德宇对《通用规范》进行权威解读；构力科技绿建产品总监

刘剑涛、技术总监朱峰磊对配套软件、工程案例进行详细介绍。



中国建研院主编的国家标准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正式颁布

标准主编中国建研院专业总工、环能院院长徐伟表

示：“提升建筑能效，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技术，不断降低建筑能耗，是建筑领域低

碳减排的必要途径，也将是我国实现碳达峰和碳减

排目标的重要手段。



       2019年12月1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
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的
公告。批准《建筑碳排放计算
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T51366-2019，自2019
年12月1日起实施。
       该标准由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主编。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9年9月1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的
公告。批准《近零能耗建筑技
术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T51350-2019，自2019
年9月1日起实施。
       该标准由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主编。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碳排放管理师是指提供碳排放监测、核算、核查服务，对企业的碳排放

（主要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情况进行量化的监测、核算、核查，

帮助政府部门掌握企业碳排放情况，以此制定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方案的

复合型专业技术人员。

碳排放管理师
CARBON EMISSION MANAGEMENT

针对碳排放项目特点，立足

碳排放管理的需求，建立满

足碳排放管理师职业技能人

才的培养，开展碳排放管理

师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及考核

工作，培养适合当下碳排放

领域管理的专业型人才。

培养目标

碳排放管理师主要的服务对

象是政府部门和电力、水泥、 

钢铁、造纸、化工、石化、

有色金属、航空等八大控制

排放行业。范围的数量大约

是8000多家。

服务对象

Project Introduction项目简介



就业前景好 人才缺口大
目前碳排放管理人才缺口巨大，至

少空缺700万人以上，2022年计划培

训20万名学员。因此碳排放管理人员将

有一个很好的就业前景。在整体实力

和职业前景持续向好的背景下，更有业

界人士将碳排放管理称为继房地产、 

IT之后的第三波经济增长点。

政策不断加码，未来10-15年将处于

上升阶段，随着碳排放管理专业技术人

才培养力度的加大，迎来一波黄金爆发

期。随着碳排放管理体系帮助中国实现

“双碳”战略，新兴职业“碳排放管理

师”将继续得到业界的认可和重视。

Career Prospects项目简介-职业前景

历史机遇

碳达峰、碳中和既是推动绿色革命

的一次大考，更是推进行业转型升级、

建立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的难得机遇。
而要实现国内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人

才是最关键的要素之一，碳排放管理师

由此应运而生。



Career Prospects

岗位需求大

项目简介-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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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样本 Certificates



培训与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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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与考试-报名条件（满足其一） Conditions

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并经考前培训学时达标，可以申请参加碳排放管理专业技术人考试：

1) 具有中专及同等学历，从事能源、节能减排、环境管理、建筑工程等相关工作满

5年及以上。

2) 具有环境工程与科学、能源等相关专业大专学历，或取得非相关专业大专学历，

连续从事能源、节能减排、环境管理、建筑工程等相关领域工作满2年及以上。

3) 具有环境工程与科学专业、能源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取得非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事能源、节能减排、环境管理、建筑工程等相关领域工作满1年

及以上。

4) 具有环境工程与科学专业、能源等相关专业双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或以上学位。

5) 能源、环境、循环经济教科研单位的相关领域技术、工程人员、节能及环境交易

所相关人员等。

6) 从事能源、节能减排、环境管理、建筑工程等相关行业工作满8年。



   碳排放管理师专业技术人员考试采取线上考试形

式，线上考试试卷类型为综合试卷类型，由单项选择

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和简答题组成，线上考试试

卷分值为150分，90分为及格。

   考试内容：碳排放管理师专业技术人员考试，分

为《碳排放管理理论》和《碳排放管理实务》两部分

组成。

考试形式

       碳排放管理师专业技术人员考试每年举办四期，

分别为1月、4月、7月和10月的月末。考试将采用全

程人脸识别模式，电脑需配备摄像头。

注意事项

培训与考试-考试 Examination Detail



培训与考试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学习步骤一：登录北京中培国育人才测评技术中心官网进入学习中心
1、直接北京中培国育人才测评技术中心：www.chinabuild.org.cn
2、打开百度搜索：北京中培国育人才测评技术中心并点击进入官网

https://www.chinabuild.org.cn/


学习步骤二：从中培国育官网首页进入学习中心
方法：点击导航栏“学习中心”或点击页面按钮进入学习中心

培训与考试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学习步骤三：填写账号密码登录进入学习中心
方法：在登录框填写已开通的学习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即可进入学习中心。

培训与考试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学习步骤四：选择对应的等级进入课程区域
注：综合课程为介绍视频，不作学时要求；具体学时见课程介绍页面。

培训与考试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学习步骤五：选择具体课程进入学习
方法：进入相应项目课程区域后，可选择具体项目内的课程进入学习。

培训与考试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准考证查询及登录考试系统
步骤一：打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认证中心官网（http://www.cabrcc.com.cn/）

培训与考试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扫码查看

http://www.cabrcc.com.cn/


准考证查询及登录考试系统
步骤二：点开导航栏“培训评价”，下拉页面到最底部“考试系统入口”

培训与考试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1.报名成功并完成学习要求的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可凭有效的身份信息查询当期
考试通行证。开放查询时间：一般为当期考试前3个工作日；
2.报名成功并完成学习要求的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可凭有效的账号信息登录考试
平台进行线上考试。



成绩查询
步骤一：点开导航栏“培训评价”，点击“证书查询”或下拉页面到最底部“证书查询”

培训与考试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成绩查询
步骤二：进入成绩查询系统凭有效身份信息进行查询

培训与考试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主办单位介绍

Logo   Here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原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简称“中国建研院”）成立于1953年，隶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建筑行业最大的综合性研究和开发机构。

综合实力最强的标准规范研制基地

国家最权威的建筑工程质检中心

行业覆盖最广的全产业链成套技术提供商

拥有众多院士、行业权威专家等人员







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于

1985年负责筹建的，1999年通过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的评审，是国

家依法授权的有公正地位的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机构。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工
程检测中心隶属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为直属事业部，是中国建筑科学研
究院设立的专门从事建筑工程质量检验
工作的实体。
       中心主要开展建筑结构、地基基础、
桥梁隧道、绿色建筑、建筑节能、建筑
消防、建筑智能等建筑工程、产品及材
料的质量检验、司法鉴定及能力验证等
工作，直接管理院、国家建筑工程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和国家化学建筑材料测试
中心（建工测试部）的检测业务，同时
承担设立在院的其他四个国家中心的归
口管理职能。

国家化学建筑材料测试中心（建工测试部）
于1985年根据国家科委（84）国科发条字1132号文要求筹建，是

我国首批国家级分析测试机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防灾研究中心于1990年由建

设部批准成立，并设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主要任务是研

究地震、火灾、风灾、雪灾、水灾、地质灾害等对工程和城

镇建设造成的破坏情况和规律，解决建筑工程防灾中的关键

技术问题；推广防灾新技术、新产品，与国际、国内防灾机

构建立联系为政府机构行政决策提供咨询建议等。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科研
及业务工作涵盖建筑结构、地基基础、
工程抗震、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建筑
环境与节能、建筑软件、建筑机械化、
建筑防火、施工技术、建筑材料等专业
中的70个研究领域，近年来又加强了绿
色建筑成套技术、新能源应用技术、防
灾减灾技术以及智能化集成技术等研究
与开发。

国家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并于

1996年7月经原国家科委正式批准验收投入运行。主要任务针对建筑行业重要技

术领域中工程转化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工程化研究开发，不断提供科技成果转化

的专项技术、成套技术、工艺技术、测试技术，转让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

的系列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为建筑行业加快传统技

术改造和产业科技进步做出贡献。



建筑安全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属土木建筑

工程领域，由科技部2008年4月下达国科办基字[2007]50号

《关于批准首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申请的通知》批准组

建，于2011年9月通过建设验收。“建筑安全与环境国家重点

实验室” 依托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成立60多
年来，科研成果硕果累累，为推动中国建
设事业的科技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
建研院转制为科技型企业后，积极面向市
场，以科技为支撑，加大创新力度，不断
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充分发挥综合技术
优势，科技实力大幅提升，经济效益连年
递增，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形成了集科研
与标准、建筑工程咨询与服务、规划与建
筑设计、建筑工程施工与监理、建筑工程
检测与产品认证、建筑行业软件与信息化、
建筑工程材料与专用设备制造为一体的多
元化发展格局。

国家建筑节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是依据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委员会国认实函[2009]135号文于2009年7月20日批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筹建的国家级质检中心，并通过了国家质检中心资质认定（2013国认监认字

（434）号）、计量认证（2013003164Z）及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 L1055）、

检查机构认可（CNAS IB0222），是具有公正地位的第三方国家级检验机构。



       日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复函批

准，中国建研院协同有关单位筹建国家技

术标准创新基地（建筑工程我国在城乡建

设领域首次获得筹建的国家级技术标准创

新基地。

       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住房城乡

建设部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建研院凭借雄

厚的技术力量、人才优势和国际影响力， 

成功获批筹建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对

推动行业标准创新，引领城乡建设的创新

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建筑工程为主要研究对
象，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致力于解决我国工程建设
中的关键技术问题；负责编制与管理我国主要的工程建设
技术标准和规范，开展行业所需的共性、基础性、公益性
技术研究。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是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建
筑工程标准技术归口单位。



PROJECT INTRODUCITON主办单位

INTRODUCTION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CABR）成立于1953年，是建

筑行业最大的综合性研究和开发机构，为促进我国建设事业科技进步，推动我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和提高工程及产品的质量做出积极贡献。2006年，经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推荐，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获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

颁发的《认证机构批准书》（批准号： CNCA- R- 2006-148），认证中心作为院开展

认证工作的实体正式对外开展认证业务。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认证中心作为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开展认证工作

的实体，依托院已有的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防灾研究中心、国家化学建筑材料测试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供

热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建筑节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国家(部)级中心资源支持下，

正式对外开展认证业务。

http://www.cabrcc.com.cn 

http://www.cabrcc.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