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环保：实现智能手机可持续发展
延长手机寿命有助于减少智能手机的环境影响，
但智能手机供应商能否找到其他收入来源？
据预测，2022年二氧化碳总当量的83%将来自14
亿台新智能手机的生产、运输和首年使用，4其他31
亿台智能手机产生的使用相关排放量将增加11%，
其余则来自翻新现有智能手机（4%）以及手机寿命
终期相关流程，5包括回收利用。6

德

勤全球预测，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消费电
子设备，智能手机有望在2022年迎来45
亿用户1，产生的二氧化碳当量达到1.46
2
亿吨 ，不足2021年全球二氧化碳总当量340亿吨
的0.5%，但为了减排也值得努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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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排放量的手机生产流程

即使把翻修和运输一台二手手机产生的二氧化碳
当量考虑在内，通过原机主或更多人使用来延长手
机使用时间也能带来明显益处。

新的智能手机在首年使用期间平均会产生85千克
的排放量，其中95%来自生产流程，包括原材料提
取和运输，而具体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则取决于多
个因素，涉及：

一些趋势表明，智能手机或将在中期内延长寿命：
智能手机机身更坚硬，降低了意外置换手机的需
求。屏幕碎裂和进水一直都是手机报废的常见原因。
但目前屏幕能够承受多次短距离掉落，而屏幕韧性
也是一大独特优势。15旗舰型号的智能手机售价更
高，也意味着质量更优，防水功能每年也在不断提
高。最新款的旗舰手机浸没在6米深的水里半小时
后，仍能保持完好无损。16

• 可回收材料的使用量。材料回收利用意味着减
少高碳排放的采矿作业。锡可以回收用于电路
板、钴用于电池以及铝用于外壳。8目前，借助现
有技术可以实现稀土元素再利用，这些元素是
扬声器和致动器组件的重要部分。由于体积过
小，从这些组件中提取稀土元素近几年一直被
认为不具备商业化可行性。9
7

为智能手机提供的软件支持时间延长。供应商维
持软件支持的时间对手机的转售价值影响巨大，因
为一台没用的手机不太可能再次出售。为了让老旧
手机继续保持良好运行，智能手机供应商为每台手
机创建或者购买特定版本的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更新包括设计变更，让现有手机看起来依旧如新，
代码更新也可以让现有流程更顺畅且消耗更少能
源。供应商也需要提供定期的安全升级更新以修
复漏洞。截至2022年初，为指定智能手机的操作系
统提供此类支持的时间在3至5年左右，具体时长
取决于供应商。但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25年，迫
于竞争压力，供应商将为大多数旗舰型号手机普遍
提供5年支持。17在欧盟，所有智能手机供应商从
2023年起必须提供5年的安全升级更新。18

• 生产商设施的节能效果。智能手机所用的集成
电路生产消耗大量能源。例如，一家半导体生产
厂的运营成本中，高达30%来自维持恒温恒湿
环境所需的能源。10
• 生产生态系统对可再生能源的依赖程度。这涉
及自有设施以及供应商将生产外包出去的第三
方。供应商需要说服和帮助他们的外包供应链
转向使用可再生能源来源，例如风能、太阳能
和水能。11
生产完成后，一台智能手机将在其使用期内平均产
生8千克的使用排放量，主要排放是在第二年至第
五年期间。12最后，这台智能手机在寿命终期产生的
二氧化碳当量部分取决于其组件被重复使用的难易
程度。13

消费者持有手机的时间更长。发达市场中，智能手
机的平均持有时间稳定延长。图1显示，2016年至
2021年期间，表示其智能手机为过去18个月内购买
的受访者比例有所下降（2021年市场趋势逆转，原
因在于新冠疫情导致设备花销增加，从而不得不
减少服务消费）。同一时期的相同市场上，在过去
3.5年内购买智能手机的比例平均翻了一番，从5%
增至10%。19

由于生产流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几乎占了一台智能手
机的所有碳足迹，因此延长手机预期寿命是减少智
能手机碳足迹的最重要方式。14可能还有很多智能
手机仍在使用中，能改变的是延长每台智能手机的
使用时间，无论其整个生命周期经历了多少位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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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舰手机目前售价普遍为1,000美元以上。新设
备的高价格能够有效推动智能手机持有时间的延
长，过去往往需要两年付清款项，现在需要三年。
2017年，千美元智能手机的理念受到质疑，但仅在
一年之后，这个价位在旗舰手机中非常普遍，大多
数供应商提供多款千美元以上的智能手机。20

都置换高端手机的少数智能手机用户，他们非常愿
意进行手机买卖21。企业也愿意翻新手机，因为一
台使用一年的翻新机零售价能达到新机的80%。一
台使用四年的高端手机无法在富裕市场售出，但在
新兴市场存在巨大需求。高端手机也具备更强的防
水和防尘功能，采用的玻璃质量优于低端手机。22
事实上，翻新智能手机市场有望在2024年以11.2%
的年增长率发展，市场规模为650亿美元，手机数
量达到3.52亿台。23

全球翻新机和二手手机市场持续发展。手机的名
义转售价值越高，则越有可能被卖出。一台千美元
的手机使用首年后保持一半的价值，因此对于每年

图1

表示其智能手机为过去18个月内购买的受访者比例，2016年至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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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智能手机寿命的延长将重塑智能手机行业创造收入和利润的方式。
智能手机供应商可以通过提供高价手机平衡销量下降，也可以向消费者收取额外的环保相关费用，这
些消费者更喜欢采用可持续方式的供应商。然而，供应商也应考虑如何创造手机销售以外的收入来源，
包括：
• 媒体服务和应用商店
• 线上存储，存储需求将随着照片和视频增多稳步上升
• 销售配套硬件，每个硬件的排放量低于智能手机（例如，蓝牙耳机销售将在2022年增长35%）24
• 智能手机购买或租用相关的保费佣金25和金融产品
未来，购买智能手机的用户会根据供应商的环保信誉购买手机，但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德勤
在2021年年中开展的多国研究表明，在调研的13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的消费者认为使用回收材料是他
们在挑选智能手机时最不重要的因素。26
手机运营商长期通过将智能手机和新的多年合约捆绑销售创收，而新手机销量降低算是一种惩罚。但移
动运营商也可以把翻新手机和合约捆绑起来，以及提供保险等附加服务。此外，许多运营商的大批消费
者只支出SIM费用，且仅包括话费，这部分费用和新机销售并不相关。
与其他行业一样，智能手机行业实现脱碳目标通常要求企业改变经商方式。然而，最终的回报将远超出智
能手机行业一个行业获得的回报。智能手机行业采取的措施将影响其他类别的设备减排。运用回收材料
等降低智能手机排放的创新也可供同一供应商用于其他设备，例如产品组合里的平板电脑。降低能耗延
长智能手机电池寿命也有助于减少其他设备的能耗，包括笔记本电脑或者智能音箱，这两类设备因为插
进壁式插座而历来不需要节能设计。27这些减排总量远大于智能手机产生的排放量，即使情况并非如此，
也能积少成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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