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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为更好
百度以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赋能

入选全球目标解决方案

实际上，百度很早就投入到
节能减排等环保事业中。

2014 年 6 月 5 日，百度创始
人李彦宏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之邀，正式担任联合国世界环境
日环保公益大使。

2014 年 8 月 18 日， 百度就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战略
合作， 共建大数据联合实验室，
发布了首个实验室创新型应
用———百度回收站。

项目旨在利用大数据技术
手段，通过互联网连接电子垃圾
回收企业与用户，利用产品运营
过程中积累的电子垃圾相关数
据帮助回收企业搭建物流体系，
提高回收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
从而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电子
垃圾回收体验，增强电子元件的
利用率，从而降低因焚烧电子垃
圾而产生的碳排放。

2015年， 该项目在联合国总
部召开的创新解决方案峰会上，被
评为“全球目标解决方案”，成为当
年唯一代表中国入围并被评选为

“全球目标解决方案”的项目。
也是在 2015 年，李彦宏与时

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见面，就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进行了交流。

以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赋能

除了百度回收站项目之外，
近年来，百度还积极运用创新技
术，通过技术来赋能更加广阔的
社会组织、社会力量，来共同聚
焦于社会问题。

百度地图 APP 通过大数据

的实时计算，向行车的司机实时
显示各条线路的拥堵程度，帮助
用户用最短的时间完成行程。

实验显示，在北京市从左家
庄到北京站， 大约 8 公里的路
程，1 辆朗逸小轿车，使用百度地
图导航与司机完全凭借经验感
知出行对比，平均百度地图导航
每次比传统出行少行驶 0.75 公
里， 节约时间 3.5 分钟， 碳减排
1.51 千克。

目前，全中国范围内有亿万
用户在使用百度地图进行导航。
通过技术手段赋能司机，减少了
巨量的碳排放。

2017 年，百度地图还推出了
“小度农庄”公益项目。 只要用户
用步行、骑行方式，就可以有一
定的公益积分积累，积累一定的
数量，百度公益就赠送一袋阿拉
善节水小米。

2019 年，百度地图小度农庄
项目共计促使近 1 亿人次使用
了绿色出行方式。 换算成节能减
排数据，相当于，在中国阿拉善
荒漠地区节约地下水 50 万吨，
减少碳排放 4.4 万吨。

2019 年，百度公益在世园会
中设立了名为“爱 AI 乐园”的环
保主题展馆，以“绿色=和平，共筑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线上、
线下运用百度 AR、 投影交互等
技术， 采用先进的高性能硬件设
备， 及定制的体感与雷达交互系
统，向 200余家企事业单位，超过
百万的参观者传达“让科技与环
保相融合，热爱地球，共同保护我
们绿色家园”的核心理念。

绿色革新从自身做起

百度在用技术创新对用户

进行赋能的同时， 也在
对自己进行环保的绿色
革新。

百度数据中心全面
承载搜索、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业务，是
百度的主要耗能主体。
2011 年左右， 行业内数
据中心能源效率指标
（PUE）普遍在 2.0 以上，
通过采用创新技术，百
度自建的第一个数据中
心在 2013 年年均 PUE
降至 1.28。

2014 年， 百度自建
的第二个数据中心，山
西阳泉数据中心一期投
产，当年实现 PUE1.25，
之后通过精细化运营调
优，2015 年起年均 PUE
降至 1.20。

2015 年、2016 年，
百度自建的阳泉数据中
心二期及北京亦庄数据
中心相继投产， 采用百
度自主知识产权，拥有专利技术
的市电+HVDC Offline 供电，以
及顶置空调方案， 当年实现
PUE1.12， 之后通过精细化运营
调优，当前已经降至 1.08。

截止到目前为止，百度在数
据中心领域拥有 400 余项国内
外技术创新专利，每年共计减排
二氧化碳 21 万吨。

在办公场所节能方面，百度
的自建楼宇节能技术极大地降
低了能耗，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
了巨大的进步。

其冰蓄冷技术在每个制冷
季，通过在夜间电力负荷低谷期
制备冷量，在白天电力负荷高峰
期间用制备的冷量为中央空调

系统供冷，减少电高峰期的电网
负荷， 有效降低电网峰谷差值，
实现电力的“移峰填谷”，全年可
节约用电 400 万度。

利用空调热回收技术，在通
风系统中回收部分的冷量和热
量，实现节能效果。 制冷季节节
约电能 180 万度，供暖季节节约
天然气 15 万立方米。

百度办公区大面积采用
LED 节能灯具， 相比普通日光
灯，全年节约用电 58 万度。 换热
面积达 1178 平方米的太阳能集
热器可以年提供生活热水。 3 个
雨水收集池全年累计雨水再利
用 2400 立方米。

在交通方面，2015 年百度开
始启动全面使用电动通勤车，目

前百度已经实现承诺，100%使用
电动通勤班车。 每天上万名百度
员工乘坐电动通勤班车往返于
各办公区。 以 2018 年为例，电动
通勤车累计支持乘车人次约 300
万人次。

除了 100%使用电动通勤车，
2016 年开始，百度在北京、深圳、
美国硅谷等办公区也为员工安
装了充足的充电桩。

以上措施在保证员工办公
场所、通勤体验的同时，每年减
少 2800 吨碳排放。

秉持“科技为更好”社会责
任理念

百度以技术创新的方式投
入节能减排等环保工作中不是
一时兴起，而是企业发展战略决
定的长期可持续行为。

“百度是全球领先的人工智
能公司，愿景是‘成为最懂用户，
并帮助人们成长的全球顶级高科
技公司’。 作为一家科技公司，创
新技术既是百度的立身之本，也
是百度的核心优势， 因此百度始
终秉持着‘科技为更好’的社会责
任理念。绿色赋能是百度‘科技为
更好’的体现。 ”周达表示。

2019 年，国家工业信息安全
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人工智能
中国专利技术分析报告》 显示，
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的申请量已
经超越美国成为 AI 领域专利申
请量最高的国家，其中，百度以
5712 件位列全国第一，在全球范
围内排名第二。

在人工智能领域，百度积累
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储备了足够
的技术优势，这决定了百度在节
能减排领域所给出的解决方案
更具有百度的技术特色。 截至
2019 年 7 月，“百度大脑”作为一
个拥有全体系 AI 能力的技术平
台，已经向社会开放了 200 多项
AI 核心能力，赋能各行各业的智
能化转型升级。

据了解，未来，在绿色赋能方
面， 百度一方面将持续在百度内
部进行绿色革新， 将百度自身的
节能减排做成行业内的示范标
杆；另一方面，将“人工智能技术+
节能减排”的基因，深入融合到百
度系产品中， 影响并改变用户的
行为习惯， 鼓励他们参加到绿色
出行与节能减排的行动当中。

（王勇）

2019 年 12 月 2 日-13 日，2019《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5 次缔约方会议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
12 月 13 日，在一场名为“企业气候行动：低碳与可持续生活”的大会边会上，百度“创新技术与绿色赋能”案例作为中国企业的代表案

例，向与会者进行了分享，引起了与会各方的关注。
百度在节能减排上究竟做了哪些探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为什么可以作为中国企业的代表案例在大会边会出现并引起关注？ 《公益时

报》记者采访了百度集团总裁办主任、百度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周达。

2015 年，李彦宏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会面 百度数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