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启动，旨在支持和落实《关

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宣布的各项活动。

2019 年 4 月 9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八次中国 - 欧盟能源对话上，

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先生与欧盟气候行动和能源专员米格尔 - 阿里

亚斯·卡尼特（Miguel Arias Cañete）共同出席并签署了《关于落实中

欧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正在出席第 21 次欧盟 - 中国领导人峰会的中

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欧盟委员会主席让 - 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欧洲议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共同见证了

这一历史时刻。

启动实施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被明确写入了此次中欧

领导人会晤的联合公报。

ECECP 平台的总体目标是：

“加强中欧能源合作。与欧盟的能源联盟战略、欧洲人人享有

清洁能源倡议、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欧盟的全球战

略保持一致，通过加强合作，将有助于提高欧盟和中国之间的相互

信任和理解，为推动全球能源向清洁方向转型，以及建立可持续、

可靠和安全的能源体系的共同愿景做出贡献。”

ECECP 平台由 ICF 国际咨询公司、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以

及中节能咨询公司组成的联合执行机构共同实施。

声明：

本刊所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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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很高兴与大家分享《中欧能源杂志》2021 年春季双刊。
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我们欣喜地迎接春天的到来。去年，受疫情

影响，我们把大部分活动转移到线上进行。2021 年 1 月 28 日你，我们
成功举办了首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研讨会，为此我们感到非常庆幸。这
场题为“促进能源技术的创新 -- 欧盟与中国的合作机遇”的研讨会吸引
了大家极大的兴趣。虽然现场只允许 80 名代表出席，但在线参与者的加
入使我们的观众人数增加到 200 多人。

研讨会期间，我们探讨了欧盟和中国在引入创新能源解决方案方
面所面临的相互机遇与挑战。会议的视频和嘉宾的精彩演讲可以登录
ECECP 网站下载，其中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徐小东副院长的主旨演讲还配
有英文字幕。
        我们的团队也发生一些新变化。我们的高级能源专家熊小平博士将
离开我们加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们的合同和采购专家梁晨女士被
任命为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创新办公室的新任协调员；我们欢迎赵盟先生
出任我们的高级能源政策专家；我们的初级研究生学者 Helena Uhde 现在
在为 ECECP 提供技术支持。
        新一期的《中欧能源杂志》包含了一篇对北京煦联得节能科技 CEO
潘广魁先生的专访，他与我们探讨了节能服务公司在为中国引进创新技
术方面的作用；还包含了一篇关于仿生学——一种基于自然的创新方法
的趣文；以及一篇关于中国中东部冬季限电问题的原因分析。希望您能
够喜欢本期刊物中这些精心准备的文章。

       最后，衷心感谢我们的编辑赤洁乔和 Helen Farrell 的辛勤付出。

祝好，

Flora Kan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 执行主任

http://www.ececp.eu/en/past-activities/promoting-innovation-in-energy-technologies-opportunities-for-cooperation-between-eu-and-china-zoom-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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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脱碳

是中国净零战略的关键

       中国已经承诺将在 2030 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且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的第 14 个五年

规划将于今年 3 月发布，随后将发布各行业的相关规划细则，包括将首次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计划。在

本文中，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 Dolf Gielen、陈勇和 Paul Durrant 首先介绍了中国的能源结构，然后

深入研究了占终端用能总量 60% 的工业领域的脱碳路径。很显然，工业脱碳的成功将对中国的总体排放战略

具有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煤炭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2019 年煤炭占一次能源使用的 58%），其次是石油（19%）。

值得注意的是，天然气的占比已经从 2010 年的 4% 上升到 8%。IRENA 的评估结论是，到 2050 年，中国必须

将每年的工业排放量减少三分之一（相当于 1.5 亿吨二氧化碳）。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要加快可再生能

源的发电和电气化进程。这意味着要将发展重点放在可再生气体（绿氢）、生物燃料、用于特定行业的氢基

合成燃料、可再生氨和甲醇以及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部署上。中国应该形成能够整合新技术、新运营方式和

新商业模式的竞争性市场。今年 3 月，我们将看到中国会在多大程度上朝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国在全球众多

的工业生产领域均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该领域的成功脱碳将会惠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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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的目标是

在 2030 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并在

206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不到三个

月后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习主席

设定了到 2030 年光伏和风电装机达

到 12 亿千瓦的总体目标，并将非化

石燃料占一次能源的比重由之前的

20% 提高到 25%，这些目标也成为

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的部分新内容。

这些声明对中国和世界都将产

生巨大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需要为经济的许多领域确定明

确的战略目标，必须制定长期的能

源计划，为中国即将出台的未来五

年规划提供总体框架。

中国的人均排放量超过欧洲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

碳排放国，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28%，因此中国的减排行动将为实

现《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做出重

大贡献。2018 年，中国能源领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 1000 万吨，此

外还有来自工业过程的排放量。这

其中，770 万吨排放量来自煤炭，

140 万吨来自石油，40 万吨来自天

然气，200万吨来自工业过程排放。

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大约为每年 7

吨，已经超过欧洲国家。

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

2019 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

58% 左右，石油紧随其后，占比为

19%，而天然气占比则达到 8%，较

2010 年的 4% 有了明显提升。

的 60%，在排放总量中也占据一定

比重。然而，到目前为止，工业部

门的减排问题却很少得到政策上的

关注。

2019 年，中国工业和建筑业的

增加值增长了5.7%。工业各领域中，

非金属矿产制品（主要是水泥）增

长了 8.9%，钢铁行业增长 9.9%。从

产量来看，水泥产量同比增长6.8%，

在 2018 年下降 8.4% 后，该指标已

重回 2017 年水平。同样，钢铁产量

同比增长了 7.3%。由于工业活动的

增加，非燃烧过程相关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增长了 5.6%。在 2020 年，

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推动了这些部门

的产量进一步提升，而与之相关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随之增加，这为

履行气候承诺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一系列能源密集

型商品的最大生产国，包括：

◆水泥：2019 年全球水泥生产

总量的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中国的

水泥产量为 23.3 亿吨，熟料产量也

创下历史新高，为 15.2 亿吨。（因

此熟料与水泥比率为 0.65，处在全

球最低水平，这一点尤为重要，因

为熟料生产是水泥生产的主要排放

源。）

◆钢铁：2019 年，中国的粗钢

产量达到 9.96 亿吨，占全球钢铁总

产量的 53.3%，而 2019 年废钢消耗

量达到2.16亿吨，回收率相对较低，

但这可以归因于经济领域的废料供

应相对有限。在钢铁生产中，大部

分粗钢的生产采用转炉炼钢，约占

89.6%；而剩余的 10.4% 则采用电

弧炉炼钢，使用废料生产。据估计，

目前中国转炉厂的平均废钢 / 粗钢比

近年来，包括工业生产过程在

内的煤炭消费总量已稳定在 400 万

吨标煤左右。短期前景喜忧参半，

主要受电力和工业部门需求的影响。

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19 年 10 月，中国金属

行业的煤炭需求增长了 7%，化工行

业的煤炭需求增长了 11%，水泥和

玻璃生产领域的煤炭需求也有所增

加。

中国的能源结构

截至 2019 年底，中国燃煤发电

装机容量为 10.51 亿千瓦。中国发

电装机总量为 20.10 万千瓦，其中

燃煤发电占比约为 52.2%，可再生

能源发电占比 39.5%，剩余的装机

容量则来自石油、天然气和核能。

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将成为中

国能源转型的基石。习主席最新设

定的目标是在 2019 年至 2030 年期

间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装机容量要

实现三倍增长。然而，可再生能源

的部署进程还需要进一步加快，这

样既能替代现有的燃煤发电，又能

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中国

国家电网公司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进行的联合研究表明，到 2050 年，

电力在中国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

将超过一半。）

中国的制造业活动

工业部门的能耗占终端能源消

费总量（包括能源和非能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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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 2019 年一次能源消费情况 图 2：中国 2019 年一次能源需求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20 来源：IEA

率为20.2%，废钢消耗量1.127亿吨。

中国的电弧炉炼钢产量达到 1.032

亿吨。

◆铝：2019 年，中国电解铝产

量为 3580 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56%），氧化铝原料产量7130万吨。

制铝领域的交流电用电量为 13531

千瓦时 / 吨。这一领域的较高能效可

以归因于相对较新资本存量。

◆氨 和 甲 醇：在化工领域，

2019年中国的氨产量为4750万吨，

而产能则为 7000 万吨。这相当于世

界总产量的 26%。中国的目标是限

制氨肥料的过度使用，但就长期来

看，可能会出现氨的新应用市场，

比如用于运输。中国大约 80% 的氨

生产是以煤为基础的。2019 年，中

国甲醇产量约为 5600 万吨，接近世

界甲醇消费总量的 60%。甲醇已成

为烯烃生产的重要媒介，同时也是

一种道路运输燃料的添加剂，预计

其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大。

◆其他化工产品：中国在其他

石油化工产品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小，

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2019年，

中国对合成树脂、合成纤维以及合

成橡胶的需求量分别占全球需求总

量的 38%、71% 和 25%。虽然中国

目前仍然是烯烃的净进口国，但在

未来几年，其目标是实现烯烃自给

自足。2018 年，中国的乙烯产能已

经达到 2500 万吨 / 年，目前的计划

表明，到 2030 年，乙烯总产能将每

年增加 2700 万吨，这将使中国成为

全球最大的乙烯生产国。煤在化学

制品的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2019 年，煤制烯烃和甲醇制

烯烃的乙烯产能总计达到 520 万吨 /

年，占中国乙烯总产能的 21%（尽

管这些煤制烯烃装置在当前低油价

环境下并不具有竞争力）。甚至像

聚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这

样的化学品也开始从煤炭中提炼，

用煤炭提炼乙二醇（一种制造聚酯

纤维和包装树脂的原料）的新工艺

在中国颇受关注。

因此，中国的能源密集型行业

不仅对中国的能源消耗至关重要，

对全球的脱碳进程也有着极其重要

的影响。正是由于中国能源密集型

商品的庞大产量以及燃煤发电领域

较高的碳排放强度，使得中国的减

排行动成为全球工业领域能源转型

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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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参考情境 2020-2050

来源：IRENA 分析

未来的减排策略

展望未来，中国工业生产的近

期路径目前尚不明朗，尽管中国的

长期发展愿景是推动工业部门向由

低碳能源驱动的高科技低能源密集

型产业转型。多数分析显示，金属

和水泥产量将下降，而石油化工产

品的产量则将增加。这种发展符合

经济活动逐渐向服务领域转型的普

遍情况。然而，关键问题在于这种

转型的速度将会如何。

IRENA 对符合《巴黎气候》协

定中将全球温升控制在 2 摄氏度以

下的目标的全球路径分析表明，从

2020 年到 2050 年，中国上述工业

部门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将从 450

万吨左右减少到 300 万吨。该评估

还认为电力领域的碳强度将会减半。

化工和石化部门的排放量将增加一

倍以上，而其他工业部门的排放总

量则将减半（如图 3所示）。

仍需付出更大努力

虽然中国减排效果显著，但是

还不足以在 2060 年之前实现经济领

域的全面脱碳。因此，中国还需要

采取其他措施，这将包括：

◆最大限度提高能源效率，同

时最大限度降低经济活动的碳强度；

加快发展服务业；发展循环经济，

以符合新“十四五”规划要求。

◆停止新建燃煤电厂，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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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淘汰现有煤电厂；同时进一步

加快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部署。（在

2060 年之前要逐步淘汰煤电。)

◆为工业部门的新电力需求创

造灵活性，以促进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电力系统的平稳运行。（这需要

综合运用新技术，调整市场设计和

相关法规、运营实践和商业模式。

这是逐步淘汰煤电的前提条件。）

◆通过电气化、使用生物燃料

和绿氢，以及在特定部门使用氢合

成燃料，来实现各终端用能部门的

脱碳；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

氨和甲醇生产。

◆从炼铁和水泥熟料生产的商

业规模示范项目开始，逐步尝试将

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CS）应用于

工业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

国消息人士认为 CCS 技术在脱碳方

面的作用有限。

◆考虑进口绿色商品，如直接

还原铁球团和生物塑料。

下一个五年规划将具有历史意义

中国有制定五年规划的悠久传

统，第 14 个五年规划将于今年 3 月

发布，各部门的规划细则也将陆续

出台。

今 年， 中 国 将 在 能 源 部 门

“十四五”规划的基础上，首次制

定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项五年规划。

这个“十四五”规划具有特殊意义，

因为去年中国政府也批准了一个为

期十五年的中期计划。然而，到本

世纪中期的长期发展前景目前尚不

明朗，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中国需要制定

从现在到 2060 年的能源转型计划。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各国应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

黎协定的框架下制定到 2050 年的长

期低碳发展道路。这些气候计划和

能源计划需要相互配合。同时国家

层面的规划也需要同省级和市级的

能源转型计划相协调，以确保政策

的一致性以及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

这对于扩大政策的接受度而言至关

重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将继续与

中国政府合作，共同探索和开发实

现中国深度脱碳的长期路径。

第四届国际能源转型论坛将于

2021 年在苏州举行，由中国国家能

源局、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和江苏省

政府共同联合举办，将成为展示中

国实现 2060 年碳中和的长期能源转

型计划的关键机会。

【文：Dolf Gielen、

陈勇、Paul Durrant  

/  译：赤洁乔】

本文由 IRENA 和 EnergyPost

授权转载。

https://energypost.eu/decarbonising-industry-is-key-to-chinas-net-zero-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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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对于电网的资源价值
仍被决策者低估

      供给侧确保电网稳定的解决方案相对较少，并且成本高昂：建设更多的基荷电源和电网、依

靠向调峰电厂全年付费的容量市场等。而相比之下，需求侧的解决方案则通常规模较小，且有更

加多元的选择：建筑结构改造、设备升级、用户行为干预等等。因此，来自欧洲能源和气候政策

研究所（IEECP）的 Filippos Anagnostopoulos 和 RAP 的 Samuel Thomas 二位作者认为，要确保电网稳定，

已经被记入欧盟电力法规的“能效第一”原则，应当被用来推动和扩大需求侧领域的发展。两位

作者认真研究了这些问题，并且特别提到了美国基于效果付费的创新能效方案，他们希望欧盟也

可以效仿。两位作者警告称，必须重视能效解决方案，以免它们将被那些获得了消费者和纳税人

长期资助的成本高但无用的供给侧措施所排挤。



政策

9

作为电力消费者，对于自己没

有消耗的能源如果可以获得合理的

补偿，何尝不是件好事呢？在美国，

按效果付费方案的参与者们可以获

得针对提高其住宅能源效率的专属

奖励。

由于电网容量有限，加之电

力用户乐于通过创新尝试来获得利

益的最大化，因此目前在住宅和商

业建筑领域正在尝试调动各种能效

措施来提升电网的稳定性。地平线

2020 旗下的 SENSEI 项目就致力于

在欧盟开发基于节能效果的付费模

式。

传统的供给侧解决方案远远不够

欧洲的情况与美国十分相似，

政府、能源监管机构以及系统运营

商都非常重视稳定且充足的电力供

应。随着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方式

的日益普及，以及交通运输和供热

领域电气化转型的推进，欧洲各国

虽然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但仍在可

控范围内，各国政府都在寻求祭出

最有力的能源政策工具。

这就意味着政府只会倾向于选

择一小部分对策，而牺牲掉那些成

本效益更高的解决方案。容量机制

在欧洲大量涌现，比如英国的欣克

利角（Hinkley Point）核电项目，政

府给出了高于 100 欧元 / 兆瓦时的

保证电价，而电网的投资水平也相

应地需要不断升级。

如果这些干预措施能够提升电

力系统的稳定性，那么它们几乎完

全是通过供给侧的技术和电网基础

设施投资来实现的。而更明智的办

法则是更好地利用需求侧所提供的

更具成本效益的机会，包括能源效

率。

对供给侧的依赖使作为能源使

用者的我们遭受了两次损失：首先，

我们失去可以了为确保电力系统稳

定而发挥作用并获得报酬的机会；

其次，我们最后还要因为那些有利

于现有运营商而排斥潜在竞争对手

的政策支付更高的费用。

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方案比较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供给侧和需

求侧两类解决方案。新建核电站旨

在满足基荷需求；而提高能源效率

的各类措施则能减少基荷需求。

容量机制全年向发电厂支付费

用，以便确保少数用电高峰时段能

够有足够的容量可供调度；提升建

筑结构和供热与制冷系统的能效可

以降低用电峰值，并且能够自动调

度。

对于那些承受着新增发电负荷

压力的电网，电网投资可以提高其

稳定性；有针对性的地方能效行动



10

中欧能源杂志

有助于缓解电网的压力，并且能够

推迟对电力线路和变电站的巨额投

资。

很显然，从电力系统的角度来

看，两类方案都是为了满足相同的

需要。国家监管机构需要确保能源

效率能够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

来提供这些服务。

欧盟电力监管原则：能效优先

当然，仅靠能源效率并不足以

解决电力系统面临的问题，但它可

以发挥比目前更大的作用。效率优

和其他资源作为系统扩展的替代方

案。

即刻做出改变，以免被长期投资

拒之门外

这样就算大功告成了吗？当然

没有。欧盟的电力监管原则是一回

事，但各成员国的执行情况就是另

外一回事了。监管机构和系统运营

商可以通过改变其电力系统的规划

方式，为能源转型做出巨大贡献。

如果更具成本效益的需求侧措施未

被纳入前面提到的解决方案，那么

先的原则已经被写入欧盟电力法规，

并确立了四个重要的相关要求。

首先，容量机制被认为是次优

解决方案，需要通过市场改革计划

来逐步淘汰它们。因为这些容量机

制是围绕传统的供给侧方案而进行

设计，但发电能力的供过于求，使

得更具成本效益的需求侧措施往往

被忽视甚至被排除在外。

第二，既有的容量机制必须面

向能够提供所需技术性能的全部资

源开放。

第三，输电系统运营商需要探

索系统扩展的替代性方案；第四，

配电系统运营商则需要将能效措施

Credit: Vecteez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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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将被供给侧措施排除在外，后者

成本高且并非必要，但却能享受长

期投资，得到由消费者和纳税人给

予的补贴，这是容量机制规定的结

果。

能效领域也需做出改变

与此同时，能效行业也需要证

明其有能力提供所需要的技术性能。

这意味着要在所需的时间和地点以

高度确定的方式提供节能服务。根

据欧盟审计署的一份特别报告，这

意味着很多参与建筑能效项目的人

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因为

以前他们很少考虑到成本效益因素，

只是安装节能设备，却不管实际效

果如何。相反，按效果付费则是一

项基于结果的商业模式。

按效果付费，不仅是交付

正如 Horizon 在 2020 年资助的

SENSEI 项目于近期发表的文章里总

结的那样，按效果付费的概念正在

美国的许多地方试行。以哥伦比亚

特区为例，可持续能源电力公司在

大型商业建筑内实行绩效付费计划。

在执行绩效付费一年后，如果能够

实现节能，那么业主或他们选择的

第三方承包商就可以获得奖励。

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能源供应

商 PG&E 公司的绩效付费方案则更

具创意，包含了家居节能的第三方

整合服务商。他们可以通过行为干

预、设备升级和改善建筑结构来确

定出最有效的节能优选组合方案，

并通过“软件即服务”（SaaS）模

式来衡量和验证节能费用，按月获

得报酬。

欧盟的决策者、监管机构和电

力公司是时候接棒美国同行，开始

试行效果付费方案了。现在就行动

起来，将使能效发挥其在能源转型

中作为稳定电网的一种资源的潜在

作用。

【文：Samuel Thomas、

Filippos Anagnostopoulos

 /  译：赤洁乔】

本文由 RAP、IEECP

和 Energy Post 授权转载。

来源 : SENSEI

https://www.eceee.org/all-news/columns/time-for-energy-efficiency-to-be-valued-as-a-grid-resource/
https://www.raponline.org/
http://www.ieecp.org/
https://energypost.eu/policy-makers-still-undervalue-energy-efficiency-as-a-grid-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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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气候法入门指南

       EU-ETS、共尽其责，可再生能源指令，能效指令，全欧一揽子清洁能源，LULUCF…您对这

些对欧盟气候法律感到困惑吗？您是否了解——哪些是重要的？ 政策由谁来制定？又是如何制

定的？这些法规有什么实际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Clean Energy Wire 的朱利安·韦滕格尔（Julian 

Wettengel）对专家们进行了采访，话题涵盖有效的政策手段、成员国与欧盟层面的政策、自治权（德

国可否独自对 Nord Stream 2 采取行动）、泛欧电力市场（意大利人是否可以购买丹麦的电力）、

与非欧盟国家的关系、英国脱欧等，以改善我们对欧洲气候政策的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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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气候目标由谁制定？

Oliver Geden，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SWP）资深研究员，第三

工作组主要作者，IPCC 综合报告核心写作团队成员01ONE

欧洲从未在国家层面进行过能源目标和气候政策的设定。欧洲多边小国之间的能源系统变得越来越相互联系，因而国

家行为（或不作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

然而，这些决策在政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可能很难理解。各国政府在国家层面上享有多大的决定权？欧盟有多少发

言权？国际条约将发挥什么作用？ 清洁能源通讯社（Clean Energy Wire）邀请专家就欧洲气候和能源政策的关键问题提供

了解释，这些问题将在本文中得到回答。

“欧洲有不同类型的气候目标，

最重要的一个是欧盟在整个经济体

范围内设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例如到 2020 年前减排 20％（以

1990 年为基准），2030 年前减排

40％（该目标于 2014 年设定，目

前仍持续采用，将在 2020 年 12 月

重新谈判），或到 2050 年实现净零

排放（于 2019 年设定）。2030 年

目标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之下的欧盟联合提交

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的核心内容。

传统意义上，整个经济领域的

气候目标是由欧洲理事会（由现在

的 27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组成）

一致协商决定的。这个过程使该目

标具有政治约束力，但没有法律约

束力。虽然新颁布的《欧盟气候法》

将体现欧盟的整体雄心，但监管重

点在于三项主要的立法支柱：排放

交易指令（ETS）、共尽其责（ESR），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及林业法

规（LULUCF）。 他们各自还包含

有具体的子目标。

总体目标设定后，欧盟委员会

就如何在 ETS、ESR 和 LULUCF 之

间划分欧盟的整体规划提出建议。

此后，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在

此议题下由 27 名环境部长组成）

依据平等立法原则，根据（合格

的）多数票重新协商 ETS、ESR 和

LULUCF。

ETS、ESR 与 LULUCF 之间的

适应性十分有限：

– ETS（主要覆盖电力行业和重

工业）不再包括国家子目标，仅包

括整个欧洲范围的上限。

– ESR（主要涵盖运输、建筑业

和农业）则仍然基于国家层面的子

目标，这些子目标相差很大，较富

裕成员国的目标更为严格。 ETS 和

ESR的实际目标数字经常令人困惑，

因为它们使用 2005 年而非 1990 年

作为基准年。

– LULUCF 目前与国家“无借

方”目标合作，以确保排放量不会

超过土地使用的清除量，但这些目

标并不是基于实际的排放量 / 清除

量，而是相较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别

的参考水平。”

https://www.swp-berlin.org/en/scientist-detail/oliver-geden/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experts/swp-german-institute-international-and-security-affairs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glossary/letter_g%23ghg
https://www4.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ages/Party.aspx%3Fparty%3DEUU
https://www4.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ages/Party.aspx%3Fparty%3DEUU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u-climate-action/law_en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understanding-european-unions-emissions-trading-system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understanding-european-unions-emissions-trading-system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germanys-climate-obligations-under-eu-effort-sharing-scheme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forests/lulucf_en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forests/lulucf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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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能源政策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吗？

Athir Nouicer（研究助理），Anne-Marie Kehoe（项目助理），Leigh 

Hancher（兼职教授，FSR 能源联盟法律领域主任），欧洲大学学院佛罗伦萨

法规学院（FSR）

“几十年前的梦想正日益成为

现实； 从法规角度来看，欧洲的能

源市场在物理联系、经济联系上正

变得越来越一体化、相互依存；从

政治角度，这种一体化经历了越来

越细化的三个主要阶段：欧洲条约、

欧盟能源一揽子立法、以及在创建

欧洲统一能源互联系统过程中制定

的详细市场规则。

从 1957 年的《罗马条约》到

2009年的《欧盟运作条约》（TFEU），

欧洲条约一直在寻求建立和促进共

同市场，并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壁垒。 在能源领域，一揽子立法集

中在建立和完善内部市场的通用规

则上。

2015 年以来，欧盟一直在培育

一个能源联盟，该联盟旨在促进能

源安全与可靠性，建立一个完全整

合的内部能源市场，支持能源研究

竞争力，并加快能源效率提升和气

候行动，以实现 2050 年碳中和的欧

盟经济目标。这样做的核心目的是

为欧盟消费者提供安全、可持续、

有竞争力且负担得起的能源。

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泛欧

洲政策对成员国的干涉程度日益加

深，有关成员国主权的辩论不可避

免——这条界线在哪里？鉴于气候

危机的紧迫性及其跨国特性，能源

明显不再只能被视为国家问题。

在欧盟干预和保留成员国自主权

之间寻求平衡

作为欧洲一揽子清洁能源计划

的一部分，关于欧盟能源联盟和气

候行动治理的（EU）2018/1999 法

规是引入能源联盟综合治理机制的

首次尝试。治理机制需要确保成员

国对目标做出适当回应，并在反欧

盟情绪日益增强的情况下，间接建

立一定程度的问责制。

尽管国家层面指标的非约束性

确实容易使能源和气候行动受到国

家政治风气的影响，但该法规却为

标准治理形式提供了有趣的参考。

该法规是欧盟干预与维护成员国自

治之间的折衷方案，为欧盟能源与

气候治理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通过

采用更具交互性的、基于对话的管

理方法，欧盟已将重点从更严格的

管理转移到了促进积极落实。当前

的工作重点在于脱碳及对快速变化

且不断发展的能源系统进行彻底改

革，这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方法意味

着，彻底的系统转型需要所有人共

同努力。”

https://fsr.eui.eu/people/nouicer/
https://fsr.eui.eu/people/anne-marie-kehoe/
https://fsr.eui.eu/people/leigh-hancher/
https://fsr.eui.eu/people/leigh-hancher/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3Furi%3Dcelex%253A12012E%252FTXT
https://ec.europa.eu/energy/topics/energy-strategy/energy-union_en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glossary/letter_e%23energy_efficiency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glossary/letter_e%23energy_union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glossary/letter_e%23energy_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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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才是推动欧洲能源转型真正有效的政策工具？

Sebastian Oberthür，布鲁塞尔 Vrije 大学和欧洲东部大学欧洲研

究所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教授

“欧盟已经采用了越来越多的

政策工具来推动能源转型，政策的

制定过程是在不断发展的。欧盟委

员会正于 2019 年发起的《欧洲绿色

协议》框架内审查整个政策逻辑，

以确保欧盟在 2050 年之前使完全实

现可持续和气候中立。

六项立法工具可以被认为是推

动欧盟能源转型的关键。首先，欧

盟范围内的排放交易系统（ETS）

限制并减少了整个欧盟大型工业设

施和发电站的温室气体（GHG）排

放。其次，共尽其责规定了每个成

员国在非 ETS 部门（运输、建筑、

农业）中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第三，

可再生能源指令旨在到 2030 年将可

再生能源占欧盟总能耗的比重提高

到 32％（高于 2020 年的 20％的目

标）。第四，能源效率指令力争到

2030 年提高 32.5％的能源效率（同

样高于 2020 年的 20％目标）。第

五，2018 年新增加的一项法规旨在

对土地和森林进行管理，以最大程

度地促进其对气候保护的贡献。最

后，新的欧盟治理法规增加了规划、

报告和审查的过程，以确保各成员

国制定的国家气候和能源政策与措

施与欧盟目标相一致，并定期更新

和实施。

ETS 和共尽其责共同确保了欧

盟温室气体排放到 2030 年至少在

1990 年基础上减少 40％。其他工

具则确保欧盟成员国奉行必要的政

策和结构性改革以实现这些减排目

标，并在 2030 年后持续推动能源转

型。

各种进一步的政策工具在一些

更为具体的领域中寻求类似的变化，

例如建筑物能效、汽车二氧化碳排

放、特定产品（例如冰箱和吸尘器）

的能耗以及电力市场。

新气候法提案目前也正在制定

中，该提案旨在使 2050 年的气候

中和目标升级为约束性目标，并将

2030 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提高

到至少 55％，通过一系列更深入的

提议以强化现有的条例。预计将在

2021 年 6 月出台。”

https://www.ies.be/user/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3Fqid%3D1599824049218%26uri%3DCELEX:02003L0087-20200101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glossary/letter_g%23greenhouse_ga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3Furi%3DCELEX:32018L2001%26from%3D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3Furi%3Duriserv%253AOJ.L_.2018.328.01.0210.01.ENG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3Furi%3Duriserv:OJ.L_.2018.156.01.0001.01.ENG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u-climate-action/law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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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FOUR

“德国，像所有其他欧盟成员

国一样，可以单方面决定建设通往

第三国的新天然气管道（包括北溪

二号）。根据《欧盟条约》，各国

能够独自决定其能源结构，以及与

第三国的能源联系。

尽管这一原则是无可争议的，

但围绕北溪二号的法律争议集中在

对于管道的监管。所有者和发起方

德国能够自行决定建设通往第三国的天然气管道吗，比如北溪二号？

Marco Giuli，布鲁塞尔 Vrije 大学欧洲政策中心助理政策分析师，    

和欧洲研究所博士研究员

为该项目所设想的运营体制与欧盟

法律并不相符，欧盟法律要求所有

权、运营权、第三方使用权之间必

须分开。

尽管欧盟法律明确适用于欧盟

领土，但大多数将天然气引入欧洲

的海上管道均未受到欧盟法规的约

束。在阐明北溪二号运营法律制度

的意图后，欧盟于 2019 年扩大了其

立法范围以覆盖这些通往第三国的

管道。这样的扩展将适用于欧盟领

海，但不适用于专属经济区；而北

溪二号管道大部分都处在这些专属

经济区。

结果，采用哪种监管方式对该

管道进行监管依然悬而未决。”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gas-pipeline-nord-stream-2-links-germany-russia-splits-europe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gas-pipeline-nord-stream-2-links-germany-russia-splits-europe
https://www.ies.be/user/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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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30 年来，欧洲电力跨境

交易的稳步增长（见右图）表明欧

洲电力部门一体化程度正在加深。 

这是史无前例的在欧盟一级制定和

实施统一约束规则（网络法规实施

过程）的结果，这有助于建立更具

竞争性、可持续和安全的内部电力

市场。到 2030 年，欧盟国家市场的

全面整合每年可为消费者节省高达

400 亿欧元的费用 [1]。

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

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通过“全

欧洲人共享清洁能源一揽子计划”，

欧洲共同立法者努力解决内部贸易

与跨境贸易之间的区别对待问题（更

多信息，请参见机构关于该主题的

建议），这是一体化进程以及内部

电力市场的有效运作中最大障碍之

一。 

最迟在 2025 年底之前向市场提

供 70％的跨境输电容量（目前已接

近 30％）是一项雄心勃勃的目标，

欧洲电网可以实现无障碍跨国输电吗？

Christophe Gence- Creux，欧盟能源监管合作署（ACER）电力主管

这也标志着欧洲大多数跨境交流输

电线路的重要进步 [2]。一旦实施，

这可能会引发重要的范式转变，推

动市场设计和治理框架变得更加有

效。”

[1] 欧盟委员会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到 2030 年，国家电力市场整合一旦完成，
     每年将为欧盟能源消费者带来 125 亿至 400 亿欧元的收益。
[2] 据估计，目前可用的平均输电容量接近 30％（参见《2019 年市场监测报告》的“电力批发”章节）。

媒体联络人：David Merino，沟通官员，David.MERINO@acer.europa.eu，电话：+386 8 2053 417

https://ec.europa.eu/energy/topics/markets-and-consumers/wholesale-energy-market/electricity-network-codes_en%3Fredir%3D1
https://ec.europa.eu/energy/topics/markets-and-consumers/wholesale-energy-market/electricity-network-codes_en%3Fredir%3D1
https://ec.europa.eu/energy/topics/energy-strategy/clean-energy-all-europeans_en
https://ec.europa.eu/energy/topics/energy-strategy/clean-energy-all-europeans_en
https://ec.europa.eu/energy/sites/ener/files/documents/20130902_energy_integration_benefits.pdf
https://www.acer.europa.eu/Official_documents/Acts_of_the_Agency/Publication/ACER%2520Market%2520Monitoring%2520Report%25202019%2520-%2520Electricity%2520Wholesale%2520Markets%2520Volum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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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SIX
意大利的消费者能否购买丹麦供应商的电力？

Maria Schubotz，高级外部通讯官，EPEX Spot，EEX Group

“是的，在电力批发市场上，

意大利的消费者可以从丹麦的供应

商那里购买电力。这要归功于市场

耦合机制。市场耦合是输电系统运

营商和电力交易所之间紧密合作的

结果。市场参与者在电力交易所匿

名提交买卖电力的订单，交易所将

根据报价和需求来计算市场价格。

短期市场上交易的所有电力均采用

现货交易方式。在计算价格时，电

力交易所会与 TSO 沟通，对可用的

跨境输电容量予以考虑。

在计算价格时，耦合的市场将

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且最有效的方式

来确定跨境电力流量（从低价区域

流向高价区域）。 因此，电流可以

从丹麦流向意大利，或者从西班牙

流向芬兰，等等。 但是市场参与者

将不知道电力来自何处，因为市场

是匿名的。

内部能源市场是欧盟最大的成

就之一。 截至今天，欧洲的耦合市

场已覆盖 27 个国家，并开放给更多

国家的加入。

欧洲的这种短期电力市场是匿

名的，这提供了公平的准入机会，

并涵盖了从核电到太阳能的所有电

源。买卖订单是匿名处理的，所以

市场上可再生能源的交易量无法追

踪。然而事实表明，针对可再生能

源需求而量身定制的产品交易量不

断提高。这证明了欧洲短期电力市

场的高效率使得越来越多的可再生

能源被整合入系统中。为了对可再

生能源进行追溯，市场参与者还可

以对原产地进行认证。

欧洲电力交易所 EPEX SPOT 

SE 及其附属公司在西欧中部、英国、

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经营短期

物理电力市场。作为 EEX 集团（国

际商品市场服务公司）的一部分，

EPEX SPOT 致力于创建覆盖整个欧

洲的电力市场。”

媒体联络 : press@epexspot.com

mailto:%C2%A0press%40epexspot.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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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能源与气候政策之间与其他欧洲国家有什么关系？

Andreas Graf，欧盟能源政策项目经理，Agora Energiewende 智库

“根据《里斯本条约》，欧盟

具有许多涉及第三国的专属职能，

包括设定关税和贸易政策，以及为

内部市场建立竞争规则。在这些领

域，欧盟委员会可以进行谈判，欧

盟理事会可以与第三国缔结国际协

议。如果涉及到成员国共同分担职

责，协议必须由成员国批准。

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分界通常不

明确，这意味着不同议题下欧盟的

角色可能有所不同。谈判也由欧盟

委员会任命的谈判者或谈判小组进

行（例如英国脱欧时的米歇尔·巴尼

尔），而不一定由欧委会进行。

…对于非欧盟国家

该情况下，欧盟成员国已经与

欧洲的一些非欧盟国家建立了特殊

的关系，如欧洲经济区（EEA）的

成立，这是一个将欧盟成员国与三

个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成员

国（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联

系在一起的国际协议，它们由此可

以进入欧盟单一市场 。

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处于

脱欧过渡期的英国目前也从这种关

系中受益。EEA 成员国通过了大多

数有关单一市场的欧盟立法（渔业

和农业除外）。EEA 国家还是欧盟

排放交易系统（EU ETS）的成员。

欧盟与瑞士和圣马力诺也有特殊的

双边关系。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

欧盟 ETS 也与瑞士的排放交易系统

实现了互联。

最后，欧盟正在与几个国家（阿

尔巴尼亚、黑山、北马其顿、塞尔

维亚和土耳其）就加入欧盟的可能

性进行谈判。任何加入欧盟的国家

都必须执行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欧

盟法规：例如，在 2013 年成为欧盟

成员国之前，克罗地亚已被纳入欧

盟 ETS。”

https://www.agora-energiewende.de/en/about-us/team/andreas-graf/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experts/agora-energiewende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glossary/letter_e%23eu_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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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对与欧洲气候与能源政策意味着什么？

Brendan Moore，高级研究助理，东安格利亚大学环境科学学院

气候变化和社会转型中心（CAST） / 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脱欧将在三个层面上对欧洲

气候和能源政策产生重要但不确定

的影响：欧盟政策、国际气候谈判、

和英国国内政策。首先，当英国于

2021 年 1 月底离开欧盟时，它立即

失去了在欧盟机构中的代表权，因

为欧盟已开始根据《欧洲绿色协议》

进行政策改革。

在部长级理事会中，人们会更

强烈地感受到英国的缺席，这是一

个相对团结而有效的倡导团体。在

该理事会中，英国政府提出了更强

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但反对强制

性可再生能源目标。

在议会中，英国代表在气候政

策方面意见并不一致，因为 UKIP、

工党、保守党等政党的立场分歧很

大，这减轻了脱欧的影响。总体而言，

欧盟的气候政策复杂且不断发展，

英国的政策立场因议题而异，这意

味着全部影响很难预测。

第二，欧盟与英国在国际气候

谈判中的合作是不断发展、且不明

确的。双方都承诺将积极应对该领

域的各项问题，但人们担心欧盟会

失去英国的外交能力和资源，而英

国也将在多大程度上失去在欧盟之

外的影响力。

最后，英国脱欧将影响欧盟环

境法律和执行机制之外的英国国内

气候政策。英国必须替换这些政策

安排，同时为实现其积极的气候目

标制定相关政策，并与欧盟就任何

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公平竞争承诺进

行谈判。

总之，欧盟、英国与国际的气

候治理方法都是复杂、多边且相互

影响的。英国脱欧将对各个方面都

带来影响，但其复杂性意味着这对

于避免极端气候变化的意义仍具有

极大的不确定性。”

【文：Julian Wettengel

/ 译：杨欣淳】

本文根据知识共享协议 4.0

（CC BY 4.0）发布。

https://www.tyndall.ac.uk/people/brendan-moore
https://cast.ac.uk/
https://cast.ac.uk/
https://www.tyndall.ac.uk/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693062.2019.1701402
https://ueaeprints.uea.ac.uk/id/eprint/72282/1/Published_Version.pdf%23page%3D6
https://ukandeu.ac.uk/wp-content/uploads/2019/01/Climate-and-energy-policy-after-Brexit.pdf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_en
https://ueaeprints.uea.ac.uk/id/eprint/72282/1/Published_Version.pdf%23page%3D4
https://ueaeprints.uea.ac.uk/id/eprint/72282/1/Published_Version.pdf%23page%3D4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glossary/letter_g%23greenhouse_gas
https://www.brexitenvironment.co.uk/2019/10/17/revised-brexit-deal/
https://www.brexitenvironment.co.uk/2019/10/17/revised-brexit-deal/
https://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55179008
https://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55179008
https://www.brexitenvironment.co.uk/wp-content/uploads/dlm_uploads/2020/10/BE-report_the-level-playing-field-and-policy-regression.2020_final-version.pdf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team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who-sets-targets-expert-qa-european-energy-and-climate-policy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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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地区：
大型风电、太阳能项目及就业的理想选择

       在欧盟地区，超过 15％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燃煤发电。18 个欧盟成员国仍旧使用煤炭用于电力生产。有观点认为，

逐步淘汰煤炭会威胁到煤炭工人的生计以及区域经济。但欧洲气候行动网络（CAN Europe）的 Elif Gündüzyeli 和 Jörg 

Mühlenhoff 认为，事实可能会恰恰相反。煤炭地区非常适合配置新的百万千瓦级大型风电和太阳能项目，因为这些区

域已经拥有了电力基础设施，土地也很容易获得，还能为煤炭工人提供学习新技能的机会。这是一项具有实现“公正

转型”潜质的理想战略。作者引用相关研究表明，仅煤炭富集地区的太阳能发电潜力就可以覆盖欧盟目前发电量的四

分之一。如今，欧盟煤炭行业的从业人员高达 50 万人，其中约 20 万人直接在煤炭地区工作。作者解释称，到 2030 年，

在那里部署可再生能源可以创造 30 万个就业机会，到 2050 年至少可以达到 46 万个。他们还引用了德国部分地区的

例子，从规划、建造到运营，可再生能源在这些地区已经创造了比煤炭行业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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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地区拥有能源基础设施以

及丰富的土地和人力资源，有望成

为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理想地点。煤

矿区域拥有可利用的能源基础设施，

以及可用于实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

土地。煤炭开采是一项土地密集型

活动。退役后的煤矿区域，特别是

露天褐煤产区，不易再被用于农业

生产或作为定居点。但是，这些区

域可以有效地转而发展太阳能或风

能等可再生能源。此举有助于加速

矿山的恢复，为煤矿工人提供直接

就业机会，并且提供安全、健康的

环境。

在煤炭地区建立强大的可再生

能源产业还可以防止煤炭落入所谓

的过渡燃料陷阱。通过对太阳能或

风能的投资，煤炭地区可以直接跨

越发展化石气体阶段实现清洁转型。

发展化石燃料气体是气候问题的死

胡同，只会在未来导致另一种痛苦

的结局。

逐步淘汰煤炭的反对观点通常

有两种误导性的论点：关闭煤矿和

燃煤电厂将会导致失去稳定的能源

供应和就业岗位。解决这两个问题

都需要能源技术和能源经济的结构

性变革。太阳能作为一种技术门槛

较低的廉价电源，可以为煤炭地区

从化石能源向 100％可再生能源的

“公正转型”做出宝贵贡献。

煤炭的一系列问题

煤炭经常会被描绘成采煤区的

经济支柱。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煤

炭不仅给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了巨

大负担，而且煤炭的开采和燃烧也

增加了公共财政的成本。

除了继续为煤炭工业提供补贴

外，纳税人还必须承担外部成本，

例如环境破坏和健康成本，还要面

对干旱、热浪和洪水等危险的气候

变化的影响。综合各方面因素，对

于社会和消费者来说，煤电的成本

要比可再生能源高得多。而且，它

依赖于有限的资源，而这种资源需

要数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形成，甚至

对许多欧洲煤炭地区来说，开采优

质煤炭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因

为他们必须挖得越来越深。

德国：

煤炭地区发展太阳能和风能

发展煤炭地区的太阳能发电和

风电，就相当于对更具竞争力的能

源技术进行投资，并能长期创造优

质的就业机会。

例如德国，在煤炭地区现有的

丰富经验和基础设施之上建立强大

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已经被证明取

得了成功。在 Lausitz 地区，一个

前煤矿区被巨大的 Meuro 光伏园

区（Solar Park Meuro）所取代，为

17500 户家庭提供了清洁能源。

德国在其他煤炭开采地区也实

施了类似的项目。在严重依赖煤炭

的勃兰登堡、萨克森和北莱茵 - 威

斯特法伦州，可再生能源产业在项

目从规划、建造再到运营的各个阶

段都提供了就业机会。2016 年，仅

在这三个州，新兴可再生能源产业

就雇用了约 8 万人，超过该地区煤

矿和燃煤电厂就业人数的数倍。

如果将煤炭地区视为风能和太

阳能项目的资产，那么以公正转型

原则为核心的去煤进程可能会更快。

德国仍然可以调整其规划，以便到

2038 年彻底淘汰煤炭，迅速将煤炭

地区转型成为可再生能源枢纽，并

为其他欧洲国家树立良好的榜样。

逐步淘汰煤炭符合巴黎协定的内在

要求，这意味着到 2030 年将停止使

用燃煤发电。

太阳能的潜力

在整个欧盟，太阳能光伏发电

都在增长。2019 年欧盟的光伏发电

量 为 119.1TWh，2018 年 至 2019

年间光伏发电量增长了 8.2％。2019

年，太阳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达到 15.6GW，截止年底欧盟的光伏

发电装机总量已达到了 117.1GW。

尽管许多欧盟成员国缺乏稳定

的支持计划，但太阳能光伏已迅速

成为欧洲最便宜的能源。在像德国

这样的先行国家中，过去十年之初

太阳能光伏的增长更为强劲，但目

前太阳能发电量的占比仍是欧洲平

均水平的两倍。

煤炭地区太阳能发电的技术潜

力巨大。仅调动煤炭地区合适的屋

顶和地面的太阳能发电潜能，就足

以覆盖欧盟目前四分之一的发电量。

据估计，西班牙、波兰和罗马尼亚

的地面光伏系统，以及德国和西班

牙的屋顶光伏系统的发展潜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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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地区地面光伏发电的累积技术
可开发量（GW）
/ 来源：“煤炭地区的清洁能源技术：就业和增长

机遇” –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

煤炭地区屋顶光伏发电的累积技术
可开发量（GW）
/ 来源：“煤炭地区的清洁能源技术：就业和增长

机遇” –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煤炭地区除了拥有可用的土地

和技术上的可行性以外，这些地区

的工人在能源领域拥有数十年经验，

他们还拥有一套非常有价值的技能，

可帮助他们过渡到从事可再生能源。

目前，欧盟煤炭行业的从业人员近

50 万人，在煤炭地区直接从事煤炭

相关工作岗位约有 20 万人。尽管并

非煤炭行业每一个失去的工作岗位

都能在能力和位置上得到匹配，但

总体前景是乐观的。

即使是保守估计（基于 EUCO 

3232.5 方案），到 2030 年，在煤

炭地区部署可再生能源技术可以创

造 30 万个就业机会，到 2050 年至

少可以达到 46 万个。

将煤炭相关岗位转移到可再生

能源产业也将有助于加速工人的职

业培训和技能提升，从而提供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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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地区陆上风电的技术可开发量（GW）
/ 来源：“煤炭地区的清洁能源技术：“就业和增长机遇”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

质的就业机会。新出台的欧盟协调

政策基金，特别是“公正转型基金”，

会给予必要的支持，不让任何人掉

队。

欧盟 18 国仍在使用煤炭发电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在其“1.5℃特别报告”

中明确指出，为了要将温升限制在

1.5℃以内，到 2050 年，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量必须达到净零。IPCC 的

任务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限制

和适应的途径进行科学评估。欧洲

气候行动网络和欧洲环境局对符合

巴黎协定的能源情境预测表明，欧

盟可以提前 10 年实现气候中和目

标。

在欧盟，燃煤发电仍占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的15.2％。为了履行“巴

黎协定”做出的承诺并实现其应有

的目标，欧盟最迟需要在 2030 年之

前淘汰煤炭。

2020 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首次超过化石燃料发电量，与此

同时煤炭生产和消费量一直在稳步

下降。但是，目前仍有 18 个欧盟

成员国在使用煤炭作为电力生产来

源，其中 7 个国家尚未制定其国家

能源和气候计划（NECPs），以便

在 2030 年之前逐步淘汰煤炭。

从煤炭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不

会带来可怕的经济衰退和失业，反

而会为区域发展和创造就业提供机

遇。空等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没有

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屋顶，在阳光

照耀下的每分每秒，对于解决气候

问题和对于理应拥有一个清洁能源

未来的煤炭地区来说，这都是在浪

费时间。

【文：Elif Gündüzyeli、

Jörg Mühlenhoff

/ 译：赤洁乔】

本文由气候行动网络

和 EnergyPost 授权转载。

https://energypost.eu/coal-regions-are-ideally-suited-for-utility-scale-wind-solar-and-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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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候变化与绿色金融的作用
——当前进展及未来展望

中 国 2030 年 实 现 碳 达 峰、

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新气候承诺（即

30-60 目标），以及有望于今夏启

动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引

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但是，如何

为规模巨大且速度如此之快的转型

提供资金，又该由谁来提供，却很

少有问津。当我们重点关注减排的

同时，却忽略了背后技术上和金融

上的激励机制及风险。更复杂的是，

如果从不同的时间层面来看待这些

问题，比如从短期和长期分别来看，

减排方案和成本可能会有巨大的不

同。在谈及支持和激励减排的政策

框架方面，国际上探讨和争论的焦

点往往主要集中于碳价，包括碳税

和碳交易系统。而现在，一个全新

的政策领域正在兴起，即如何通过

金融机构的参与和金融市场的变革，

将气候金融和投资推向主流，从而

促进和加速气候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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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仔细审视和总结国际（尤其

是欧洲）气候行动的成就和经验教

训之后，特别从政策框架和实际行

动方面，中国国内也开始进行十分

有趣且重大的政策探讨和争论。这

场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出中国在

面对气候转型的艰难挑战时展现出

的两大优势，即：1）善于借鉴欧洲

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不太成功

的；2）能够动员多方力量、制定综

合且长期的大政方针以解决投融资

相关问题。以下是我们的一些观察

和思考，希望与各位感兴趣的读者

共同分享和探讨。

巨大的投资需求，巨大的融资缺

口——巨大的转型风险和机遇…

对于投资需求或融资缺口，很

难做出单一和直接的预估。但这里

有几个有用的参考数据，例如：

早在 2015 年，中国首屈一指的

绿色金融专家马骏博士就初步估计，

要实现国家环境保护目标（包括空

气、水和土壤污染），中国每年需

要 4 万亿人民币的绿色投资，而公

共财政只能满足这一巨大投资需求

的 10%-15%。

最近，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何建坤教授在《中国低碳

长期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报告》的

发布会上重点公布了如下估算结果 :

◆为了实现中国的能源转型，

使其符合《巴黎协定》2摄氏度的目

标，2020 年至 2050 年期间需要新

增约 100 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或

是年度 GDP 的 1.5 -2.0%。

◆而要实现 1.5 摄氏度目标，

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投资额度至 138

万亿元，或是年度GDP的2.5%以上。

以上数字所传达出的信息非常

明确：绿色和气候中和转型的投资

需求以及公共融资缺口都是巨大的。

中国将需要同时推进若干互为支撑

的转型路径，包括技术和创新转型，

以解决技术的不确定性并降低成本；

还需要推进面向碳中和的绿色金融

体系转型，以调动财政资源，创造

可持续的新增长机会。鉴于中国经

济对碳的依赖处在相对较高的起点，

因此碳中和转型必须加速，但从金

融体系的角度来看，这一转型面临

的风险也颇高，且密切关乎金融体

系的健康稳定。因此，中国的金融

体系需要尽可能高效、迅速地应对

气候风险及相关的转型风险。

碳市场和绿色金融——两个看似

无关的领域需要联系起来……

“30-60 目标”的宣布，以及

今年即将启动的中国国家排放交易

系统（ETS），为中国走上更广泛、

更深层次的转型道路注入了强劲动

力。我们听到了一些当前政策争论

中关于融资问题的不同声音 :

◆我们需要谨慎地将碳交易“金

融化”或“过度金融化”，以避免

投机风险，并且不应减少对减排实

际行动的关注。 

◆碳交易本质上是“金融性”

的，如果没有适当的供需市场流动

性、管控各类市场和转型风险的方

法，“交易”将会受限且仅浮于表面。

换句话说，碳交易不仅需要现货交

易，也要鼓励金融机构的参与。 

考虑到中国国家层面的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还处于早期阶段，

即正式交易尚未开始，现在无法确

定未来政策的最终结果。但我们必

须考虑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中国推出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欧盟

2005 年时推出这一体系的时机迥然

不同。中国目前在发展绿色金融体

系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这将

是助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跳

板（见图 1 和图 2）。一些国内外

观察家和专家们认为，中国的绿色

金融体系已经有了法律基础和良好

的实践经验，可以为加速推广市场

驱动的应对气候变化相关举措提供

有力支撑。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绿色金

融发展迅速。截至 2020 年底，中国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

贷款总额达 12 万亿人民币，中国同

时也是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

总发行量达 8132 亿人民币。中国人

民银行的一项评估显示，绿色信贷

的违约率明显低于全国商业银行贷

款的平均违约率。

通过对符合绿色金融条件的不

同项目类型的考察，可以发现它们

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之间存

在明显关联（见图 3）。此外，在

2019 年 7 部委联合印发的《绿色产

业指导目录》中，包括了以下 6 个

行业、30 个子行业和 211 个绿色行

业细分领域。2020 年 5 月，中国人

民银行进一步收紧了绿色标准，取

消了清洁煤炭项目获得绿色债券融

资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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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绿色债券项目类别 

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王遥教授的报告《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复苏和碳中和目标实现》

◆节能环保

◆清洁生产

◆清洁能源

◆生态环保

◆基础设施绿色改造

◆绿色服务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专家们

强烈呼吁：应进一步明确和加强分

类，加强绿色和碳中和方面的信息

披露是非常迫切且必要的。例如，

马骏博士指出：“目前的绿色金融

标准、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和激励措

施，虽然在过去几年能够很有效地

服务于减少污染的目标，但与碳中

和的目标还没有完全统一。许多金

融机构没有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带

来的风险，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

来管控这些风险”。在此背景下，

对绿色信贷和绿色产业的绿色金融

分类也需要细化和收紧。

“30-60 目标”指引下的中国绿

色金融发展——前进的方向……

“30-60 碳目标”不仅向中国

能源和工业部门发出了强有力的政

策信号，也向中国的金融体系和市

场参与者发出了信号。因此，问题

在于能否真正实现工业与金融业协

调互助以加速碳中和转型，这也是

我们的期望。考虑到持续的政策推

动，以及即将建立的激励创新和投

资的微观经济基础，这是有望实现

的。在政策层面，我们确实看到了

一些非常令人鼓舞的迹象。例如，

中国人民银行将完善绿色金融政策

框架和激励结构以匹配“30-60 目

标”，并作为 2021 年的重点工作之

一，具体方向如下 :

◆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气候风

险评估和管理能力；增强金融体系

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

◆支持中国国家碳排放交易系

统的发展，促进达成合理的碳价；

推动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排碳

合理定价；

◆完善金融产品标准，完善低

碳、零碳投资激励政策；逐步健全

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明确绿色金融和气候金融发

展（包括气候风险）相关的监管和

信息披露要求及相关规定。明确金

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

然而，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所

面临的微观经济基础仍存在不确定

性或不明确性。正如前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周小川所探讨和强调的那样，

建立一个明确、透明的碳排放上限

是实现碳中和的必要条件。其逻辑

和原理非常简单明了，也就是说，

为了吸引碳中和投资，投资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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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计算出可能的投资回报。这意

味着服务于投资和商业案例的微观

经济基础需要从可衡量、可核实和

可报告的减排水平出发，以及建立

透明的、基于市场的碳价机制。在

这种背景下，中国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需要发挥关键作用，建立起

一个运行良好的碳价机制的微观经

济基础。从长远和国际视野来看，

绿色金融市场将为中国金融体系的

持续深化开放发挥重要作用。国际

投资者将高度关注未来绿色金融标

准的发展、环境与气候信息披露以

及中国碳市场的微观经济基础。

展望未来，特别是在新“十四五”

时期 (2021 - 2025 年 )，中国经济和

气候转型将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通

过国家层面的举措、区域和地方层

面的积极行动以及开展国际合作，

中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绿色

金融定将快速蓬勃发展。例如，中

国第一部地方绿色金融法规、法律

已于 3 月 1 日在深圳生效。“30-

60 目标”已经被纳入了中国的区域

和地方“十四五”规划，开启了一

场提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

竞赛（而不是追求经济指标的 GDP

竞赛）。此外，我们知道中美将共

同主持 G20 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

（SFSG）。从瑞典的角度来看，

考虑到瑞典在绿色金融以及积极参

与全球气候转型方面的记录，绿色

金融和其与中国碳市场发展的互动

是否会是未来加深中瑞对话和合作

的一个前景广阔的全新出发点？随

着中国政策和市场的快速发展，以

及中欧在创新引领下的气候转型方

面继续扩大和加强合作，并且有绿

色和气候金融合作的支持，我坚信

今后此方面的头脑风暴、交流和探

索将会继续下去，并将取得长足进

步……

【文：Nannan Lundin、

Linnea Yang( 杨晨 )

/ 译：赤洁乔】

本文由瑞典科学与创新办公室

授权转载。

mailto:dianliguoji%40163.com?subject=
https://sweden-science-innovation.blog/beijing/chinas-climate-transformation-and-the-role-of-green-finance-what-is-going-on-and-what-can-we-ex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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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天然气市场应对所有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开放
——当前进展及未来展望

       欧盟委员会预计年底前将对天然气立法提出新建议，这是十年一次的市场改革。E3G 的 Simon Skillings 和 Lisa Fischer 强调

欧洲天然气和电力市场设计的巨大区别。电力市场正在增长，天然气市场却在收缩。作者引用的数据显示，欧盟 2030 年

前减少 55% 碳排放的目标意味着天然气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将下降 32-37%（相较于 2015 年），并在 2050 年降至微不

足道的水平。这同时意味着天然气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低碳或零碳能源的竞争。气对气市场还不够完善。作者也提醒不要过

度依赖氢能作为替代品。电气化发展和数字化的无限潜能及消费者自主选择、能效提升，以及其他能源替代必须在新天然

气市场的设计框架中得以体现。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公民、工人、团体和区域都实现公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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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寻求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

以用户为中心的内部能源市场，旨

在向消费者提供合理可接受的能源

价格。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气体的

进程中，持续实施此原则对欧盟成

功实现能源转型至关重要。欧盟目

前正在研究立法变革，以使天然气

市场的监管与能源转型的客观要求

保持一致。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

一些思考，并且解释了高效竞争的

重要性。

欧盟委员会计划在 2021 年第四

季度发布新的立法提案。这将是十

年一次的市场改革，也是欧洲绿色

协议的核心，并且有可能为欧洲居

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此外，随着

许多国家（如中国）天然气消费在

逐渐增加，如果欧盟出台一套成功

的天然气方案，将会为全球摆脱化

石燃料气体的转型提供灵感。

欧盟天然气市场正处于剧变的

风口浪尖。欧盟委员会 2030 年减排

55% 目标的影响评估结果显示，天

然气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较

2015 年下降 32-37%，并且此后会

继续骤降至微不足道的水平。（如

右图所示）

迫切需要改革

欧盟天然气市场和相关法规旨

在保证市场的平稳运行，而不是推

动行业转型。目前亟需出台一套天

然气一揽子措施，包括可再生能源

法规、税务事宜和氢燃料法规，以

使得天然气市场监管与欧洲绿色协

议以及低成本淘汰化石燃料的转型

与电力行业不同

天然气与电力行业不同，它是

一个逐渐没落的行业。因此它所面

临的挑战是要确保天然气目前所服

务的领域要向零碳排放产品开放竞

争。要实现净零，欧洲必将减少对

化石燃料气体的消费，但是必须确

保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来推进这一

进程。

天然气市场设计的重点不应该

再仅仅集中于气对气的竞争，应该

聚焦公平竞争，利用智能电气化、

更高效的利用、清洁气体（如可再

生电力电解生产的绿氢、可持续的

生物质能 -- 生物甲烷等）取代现有

化石燃料气体来提供服务。

“效率优先”原则被庄严载入

欧盟立法，但却经常被忽视。但是，

优先考虑能源效率对于天然气一揽

子计划是否能取得成功将是一个严

峻的考验。同样，智能电气化辅以

相一致。

重要的是，这套计划可以保证

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公平公正地获

得产品和服务，取代目前依赖化石

燃料气体的产品和服务。欧盟需要

抉择其能源系统未来的发展道路。

这些抉择将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

欧盟天然气一揽子计划

一些人建议欧盟的天然气一揽

子计划应该效仿清洁能源电力方面

的一揽子计划。其相似之处在于其

均旨在重点确保人们能从立法变革

中受益。

电力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行

业，需要立法来确保市场可以应对

快速增长的需求和电力生产方式变

化。关键的挑战在于打开市场，迎

接新的竞争来源，促进小型分布式

发电和消费者的积极参与。



32

中欧能源杂志

数字化将对保证转型中消费者更高

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能够使消费

者获得更佳的产品和服务。重要的

是，转型必须公正，惠及所有居民、

团体、地区或工人，并且有助于消

除能源匮乏。

三项重要问题

实现公平的绿色转型，有三个

问题需要解决；

◆市场准入 — 零碳产品和服务

需要进入到最高价值市场。稀缺、

高价值资源不应该被限制在销售替

代产品和服务的低价市场。比如，

绿氢可能是产品和服务脱碳的唯一

可靠的途径。

◆竞争 — 能源行业的竞争必须

被整合纳入基础设施规划，以便消

费者获得最优价值产品。

◆激励 — 必须激励消费者放弃

使用化石燃料气体，同时避免对无

能力或不愿意放弃的消费者施加巨

额罚款。

对氢的依赖陷阱

对天然气未来发展的探讨还包

括氢能角色等问题。但是重点关注

氢能并不会解决上述问题。欧盟绝

不能试图逃避复杂的问题，仅着眼

于氢能的优势便制定较高的短期目

标，并取消氢能应用和运输方面的

现有法规。这会导致人们难以认清

挑战的紧迫性、减缓转型进程并最

终增加消费者的成本。

的零排放产品的公平透明的竞争。

必须创造电力、氢能和数字网络，

为消费者提供最高价值选择。

我们不能完全依赖金融激励机

制来促使消费者选择，这会使得赢

家和输家两极分化。天然气计划最

大的挑战和终极措施将会是在变革

和居民受益间寻求平衡，在利用法

规、标准来推动变革的同时，制定

消费者相关协定以保证个体居民从

中受益。

【文：Simon Skillings、Lisa Fischer

/ 译：赤洁乔】

本文由E3G和Energy Post授权转载。

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是提前决定

欧盟天然气系统的命运，大力发展

氢能且没有目标性地尽最大努力促

进氢能的生产、需求和运输，而不

考虑发展其他替代品。许多城市或

地区根据当地情况，已经开始对供

暖系统进行脱碳，通常是基于对电

气化、效率和供暖网络脱碳的考量。

建设大型的氢能网络最后却未能充

分使用，将会对创新构成阻碍，增

加居民和工业消费者成本，推迟交

付时间。

天然气一揽子计划重点必须放

在为欧盟居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必须要解决这些困难的问题。这套

计划是长期举措，应该结合教育和

文化方面的变革计划，发挥年轻人

助推这一变革的潜力。

能源转型方案

向气候中和转型的进程中应能

逐渐改善居民生活水平，而不是使

其下降。解决能源转型挑战的方案

在于内部能源市场长期坚持的原则：

消费者的选择应尽可能最大化。

一套与目标相匹配的天然气一

揽子计划应该提出关于如何确保高

效竞争的建议。重要的是，应该识

别什么地方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

高效竞争，什么地方需要严格独立

的管理流程。

消费者驱动长期投资基础设施

的能力必然会有一定限度。进一步

说，他们没有时间或金钱来支持所

有的选择。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长

期投资来保证所有能替代化石气体

https://energypost.eu/a-new-eu-gas-market-must-expose-it-to-all-clean-energy-solutions-not-just-gas-on-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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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 模式解决建筑节能项目融资问题 

促进欧洲技术在中国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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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 最主要的优势有两点。

◆第一，解决了项目早期的资金问题。在不能保证最终效果时，用户不愿意为昂

贵的技术买单，但是他们愿意为实际的节能效果进行付费。EMC 模式主要靠零投资

概念吸引客户，由 ESCO 出资建设项目，降低能耗，最后一同分享利益；用户不用投

资直接省钱，ESCO 也会拿到报酬，形成双赢。

◆第二，解决了用户信任问题。用户往往在节能方面并不专业，在传统模式下，

他们不能清晰的了解实际节能效果，往往需要求助于设计院或技术人员进行评估。而

在 EMC 模式下，用户直接依据实际节能效果支付报酬，更加可靠、也更加方便。事

实也是如此，前几年我们还需要跟用户讲故事来解释 EMC 模式，而现在用户已经主

动开始招标，他们正在熟悉并接受 EMC。

相比于其他模式，EMC的主要优势在哪里？

潘

合同能源管理（EPC 或 EMC）

是一种被节能服务公司所广泛采用

的市场机制。在这种市场机制下，

节能服务公司（ESCO）采取“投

资、建设、运营、管理、收费”的

商业模式，与客户签订合约，客户

在前期不需要为项目投入任何资金，

只需要在项目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

后，再根据实际合同情况逐年向节

能服务公司支付相应的报酬。中国

于 1998 年引入 EMC 项目并给予政

策的大力支持，在二十年间成长为

世界最大的EMC市场——2017年，

中国 EMC 市场规模达到 4150 亿元

人民币，占全球市场50%以上。目前，

国内的 EMC 项目以工业节能为主。

工业节能 EMC 项目占国内 EMC 市

场的 70%，相比之下，建筑节能

EMC 项目仅占 18% 左右。除了工

业节能本身市场基数庞大外，建筑

节能行业的特性也导致了这一现象。

工业 EMC 平均成本约为 2000 元 /

单位标准煤（tce），项目回收期在

3 年左右；建筑 EMC 平均成本却为

4000 元 / 单位标准煤，项目回收期

达到 5 年。这也意味着，EMC 在我

国建筑节能领域的应用还存在广阔

的增长空间。

随着中欧能源合作的开展，民

间的技术合作也越发普遍。欧洲的

高价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正在逐渐成

为致力于技术引进的私营企业面临

的难题，而 EMC 有能力成为一种绝

佳的解决方案。煦联得公司是一家

专注于建筑节能领域的 ESCO，自

2008 年成立以来一直采取 EMC 的

模式 , 致力于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

促进其在中国的落地。作为国内最

早在建筑节能领域应用 EMC 的私营

企业，煦联得在业内拥有深厚的经

验。ECECP 有幸采访到了北京煦联

得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潘广

魁先生，与他聊了聊 EMC 模式在国

内建筑节能行业的发展现状，以及

中欧在该领域能源合作的潜在机会。

潘总认为，EMC 模式是建筑领域

ESCO 的大趋势，在中欧能源合作

的背景下，也可以有效解决进口技

术价格高昂、用户无力承担的问题，

成为先进技术落地中国的最佳实践

模式，为国内的民营企业创造机会。

http://www.warmland.com.cn/
http://www.warmla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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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项目规模在 30 万 -500 万人民币不等，静态回收期在 3-5 年。传统的

融资方法有三种。

◆第一，主要利用自有资金，利用股权资金、债权资金相结合进行投资。规

模较大、相对正规的公司主要是采取这种方式。有些公司也会依靠部分政府补贴。

◆第二，一些国资公司或大型公司会完全采取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额较大的项

目。

◆第三，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滚动投资，利用前一个项目获得的资金再去投资

后面的项目。这种做法相对较慢，中小型公司主要采取这种方式。目前国内建筑

节能 EMC 的公司和项目都不少，但市场始终未成规模，一大原因就是很多公司

采取了这种方式。

事实上，EMC 在工业、建筑领域的应用逻辑没有本质区别，资金回收期也

都近似。我认为造成市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建筑节能公司以民营企业为主，项

目分散、资金额度小，而工业节能项目相对集中、资金额度也大。一个规模较大

的建筑节能项目可以达到 1000 万，但一个大型的工业节能项目可以达到两个亿，

所以具有资金实力的大公司会首选进入工业节能领域。除此之外，民营企业的数

据采集工作确实也相对困难，可能导致统计结果和实际市场情况有所出入。我认

为未来几年这种局面会有所改变，因为国内针对工业节能的补贴政策已经被取消，

针对公共建筑节能的政策却得到大力支持，市场会在政策的引导下逐渐清晰。虽

然工业节能在总额度上肯定会大于建筑节能，但大量的公司和资金会不断进入建

筑节能领域，这个领域会迎来的机遇。

在用户零投资的前提下，ESCO如何解决资金问题？

根据一些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与工业节能相比，
建筑节能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您认为该领域未来的发展空间如何？

潘

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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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 2015 年起陆续参与过一些工业节能项目，但是在调研后选择了退出，因为这两个行业

存在较大区别。

◆第一，工业客户的技术力量更加充足。节能技术在工业领域处于核心地位，在建筑行业却只处

于辅助地位，因此资源充足的大型工业客户（发电厂、钢铁厂等）往往会成立内部团队专门进行节能

管理，外部服务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强。

◆第二，我们更加愿意进行完全外包式的服务。由于上述原因，工业客户对节能技术的了解、掌

握程度远远强于建筑客户，因此在合作的过程中，存在我们的技术被工业用户独立掌握的可能，这会

产生不必要的纠纷。经常可以看到工业客户因为信用问题跟服务公司打官司，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

生。

◆第三，目前的中国市场依然没有透彻理解 EMC。大多数用户认为 EMC 仅仅可以解决资金问题，

而忽略了 EMC 的服务性质。大型客户拥有充足的资金，如果存在这种误解，他们就不会采用 ESCO

的外部投资和相关服务。

◆第四，工业客户在体量上远远大于 ESCO，这导致合作双方在技术、体量、资金规模等方面都

不平等，后续商议条款、开展合作都会比较困难。相比之下，建筑行业的客户规模较小、对节能技术

的掌握程度也较低，私营 ESCO 具有更大的机会，利用专业的方法和技术帮助用户解决问题。

EMC 的逻辑是使用合同合约的方法，把客户和 ESCO 之间的关系固化，ESCO 投资进行建设改造，

并为客户提供长期的运营服务。投资的是设备的采购和建设，但这仅仅是一种早期的形式，而运营服

务包括随后的所有服务，这才是核心。如果没有后续服务，投资之后还回到原来的甲方自主管理的模式，

这些设备就不能完全发挥作用，投资就是浪费的。这也是目前有些 ESCO 无法做好 EMC 的核心原因，

他们投资刚刚做出成果就开始收费，完全没有后续管理服务，客户对效果和投入产生质疑，经常会产

生摩擦。后续管理的成本包含设备维护、折旧等，这些也由 ESCO 承担，余下的收益按照约定比例由

客户和 ESCO 分享，一般 ESCO 会拿合同期内的大部分收益。

对于国内从事EMC的私营企业，是否应该着力在建筑领域发力？

据我了解许多EMC项目的后续经营情况并不理想，与管理不力有关吗？

潘

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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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可能需要案例参考，随着现在业务变成熟，主要有了两种得到共识的方案。

◆第一种方法是基于技术。能耗情况与流量、热值等技术参数相关，我们可以对标这些技术参数

测算实际节能情况。

◆另一种方法是基于财务。客户有过往的能耗数据，我们对这些数据分析之后找到一个基点，新

的项目运行结果跟基点对标，就可以作为节能效果的认定。比如过去一年能耗 1000 万，我们介入以

后变成 800 万，差额的 200 万就是我们节约的价值，也是我们分享的收益。这些方法都会提前通过

合约固定。

 首先，在前期设计的时候可以用功率来推导，过去需要 1000kW、现在只需要 800kW，就节约

了200kW，价值很清楚。另一方面，我们几乎在中国的每个纬度地区都有项目，这些案例里的各种因素、

数据、模型，都可以帮助我们对新项目进行判断。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客户的发票了解客户的能源消

费情况。综合这些方面，我们会在前期进行数据分析，拿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指标，并约定一个容错空

间，在一定时间内基于双方共识做向上或向下的调整，这样可以有效规避风险。但随着我们做的越来

越多，风险管理就会越来越成熟。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风险管控方式，这只是我们的办法。

整体而言，我认为虽然欧美拥有特定领域最先进的技术，但只有中国市场有能力整合这些技术，

因为中国的市场大。以我合作的这家德国公司为例，他在过去的 10 年左右始终稳定在每年全欧洲

2000 万欧元左右的销售额，但这仅仅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的体量。中国在 EMC 领域的应用在全球也处

于领先地位，EMC 的模式很早就在国外提出，但是受到市场规模限制，在应用层面并不充分，更多

局限在帮助客户节省资金的层面，较少在管理服务的方面深入，在公共建筑领域的应用也比较少。

您是如何对项目的节能效果进行预估的呢？

您是如何对EMC项目的风险进行把控的呢？

相较于欧洲市场，您认为EMC模式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潘

潘

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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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成本往往是中欧民间技术合作的最大障碍。欧洲技术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有很多附加的高

成本，比如材料、技术、知识产权、关税、运输、杂费等，在国内又被经销商抬价，这造成这些技术

在中国产生 10 倍甚至更高的溢价。私营企业是为了盈利，不可能愿意为如此高昂的技术买单。但在

EMC 模式下，这部分价格由 ESCO 承担，企业为节能效果买单，这样欧洲技术的高价格就能够被消纳。

当然，EMC 能够消化吸收的幅度也是非常有限的，也需要各国政府的推动和支持。

◆第二，EMC 也可以帮助民营企业建立以长期效益为导向的观念。举个例子，在我们的水路系

统里面，中国 95% 以上的公司都使用普通管材，我们却坚持为所有项目使用比普通管材贵 10 倍的不

锈钢。短期来看这无疑增加了成本，但长期来看我们再也不用担忧管材方面的问题。这种追求细节、

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会打动客户。EMC 本质上就是建立一种长期的服务模式，欧洲的先进技术虽然比

国内的技术贵，但是只要这些技术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充分满足客户需求，利用 EMC 模式就可以

更好的帮助这些企业去应用这些技术。

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民营企业其实和欧洲的合作渠道不多，除了积极参加展会、活动以外，需要以需求为导

向。比如我们就是瞄准了高大空间、室外空间采暖的解决方案，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寻找，才找到

目前的辐射采暖业务。民营企业想帮助先进技术落地中国，还是需要采取这种比较扎实的办法。

◆第二，中国的民营企业需要充分尊重知识产权，关注客户利益，不能打着消化吸收的旗号，直

接复制别人的技术。

◆第三，欧洲的企业也需要调整自己的策略。中欧的市场环境、市场规模存在巨大的不同，如果

希望在中国实现规模化，充分发挥技术的价值，就不能再把中国简单的当作销售国，而是要在中国发

展供应链，目的是充分利用中国的优势，努力降低不必要的中间成本，从而真正实现在中国的落地。

【文：杨欣淳】

ECECP 初级研究生学者

站在民营企业的角度，您认为EMC在促进中欧技术合作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

您对民营企业参与中欧技术合作有何建议？

潘

潘

mailto:Brian.yang%40ececp.e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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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和今年 1 月，正值冬

季用电高峰，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

实施了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限电措

施。这让国际观察人士感到意外，

因为中国的煤电行业多年来一直处

于产能过剩状态。全国煤电机组的

平均利用率已降至 50% 以下，在一

些省份甚至低至 20%1。

浙江、江西和湖南等省份的限

电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即政府去年

10 月对澳大利亚进口煤炭实施的

禁运可能会对煤炭供应造成影响。

然而，在禁运之前，澳大利亚的煤

炭出口仅占中国电煤消费量的不足

3%。但沿海的浙江是澳煤的主要消

费省份，江西也通过河运贸易进口

了部分澳煤，而内陆省份的湖南则

更依赖国内的煤炭供应。

1    Carbon Brief: https://www.carbonbrief.org/analysis-will-china-build-hundreds-of-new-coal-plants-in-the-2020s

中国中东部冬季拉闸限电的背后原因究竟为何？

       尽管欧洲在去年 12 月和今年 1 月遭遇了创纪录的低温，中国在部分地区实施了拉闸限电措施。

媒体报道纷纷将矛头指向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禁令。但问题是否就在自家门口呢？

https://www.carbonbrief.org/analysis-will-china-build-hundreds-of-new-coal-plants-in-the-2020s%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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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闸限电的背后主要有以下几

个因素：一是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

的快速复苏；二是中国中部遭遇了

极端寒冷的冬季；三是输电基础设

施不足；四是严格的能效目标。

2020 年第一季度，虽然经济活

动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

但各项刺激措施拉动了经济快速复

苏，截至 2020 年底，中国经济同比

增长 6.5%。发电量在 2020 年第一

季度同比下降约 5% 之后，2020 年

全年实现同比增长逾 9%2。受限电

影响的这些省份，由于经济活动增

加以及气温下降，导致 12 月份的电

力需求出现激增。

冬季的较高用电需求不仅掩盖

了整体较低的利用水平，也掩盖了

通过廉价融资对重工业和煤电提供

补贴的发展模式依然存在。在全球

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10 年里，这种发

展模式是有效的，当时中国出口激

增，而现在需求增长停滞，地方政

府却并没有适应这一变化。

在疫情爆发前，中国燃煤发

电装机容量占比 50% 左右 3，而到

2020 年底，浙江和湖南的煤电装机

比重已降至 40%4。在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燃煤发电机组只在调峰时使

用。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快速增

长，这一数字将进一步下降。中国

的电价机制没有提供峰值电价，以

鼓励运营商做好准备在需要时提高

出力，这导致疫情过后工业活动激

增时出现了电力供应短缺。

在去年 12 月底和 1 月初，受影

响地区的平均温度较往年低了 2-4

摄氏度。江西省省会南昌的气温则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6 摄氏度。按照

上世纪 50 年代的中央政府规划，长

江流域以北的北方城市广泛实行了

集中供暖。然而，位于长江流域以

南的南方地区则没有供暖，尽管同

样面临非常寒冷的冬天 5。随着这些

地区的发展，居民在家用空调上的

花费越来越多。这就导致了寒冷天

气下用电需求显著增加。

去年 12 月，湖南的峰值负荷超

过 33GW，较上年高出 10%，比当

地统调发电负荷高出约 4GW6。1 月

7 日，江西的峰值负荷为 28GW，

较去年同期高出约 16%，超出统调

发电负荷约 6GW。

由于所谓的技术故障，湖南至

少有 4GW 的煤电装机容量无法使

用，尽管有人猜测，这是由于煤价

高企导致运营商拒绝亏损运营所致。

水电、太阳能发电和风电的输出也

受到了寒冷天气的影响 7。

以湖南和江西为代表的华中

地区，火电、水电的装机容量为

330GW，理应可以应对 164GW 的

总峰值负荷 8。但是电网的内部整合

和外部连接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湖南建有一条从甘肃输入的 8GW 特

高压线路（但迄今为止该线路未被

充分利用，输送容量仅为 5GW9)。

江西有 2.6GW 的省外输入容量，在

限电时满负荷运行。中国计划在未

来几年大力增加输电能力，包括建

设连接江西和湖北水电电源的特高

压输电线路。在冬季供电形势变得

严峻之后，中国还宣布将建设一条

从湖南长沙到江西南昌的新输电线

路。总的来说，这些投资将增加中

央电网的稳定性，但进一步加强电

网内部传输能力将有助于避免未来

出现此类情况。例如，四川和湖北

都有大量的水电资源，可以更好地

支持湖南和江西的用电需求。

为应对用电短缺问题，湖南省

宣布进入“战时状态”，要求工商

业用户错峰用电。江西省在削减早

晚峰值负荷方面也进行了干预，要

求企业减少用电量，限制街道和其

他照明，并引用国家政策压减不合

理的用电需求。

在浙江，限电最为严重的是义

乌市。义乌市拥有全球最大的批发

市场，有“世界超市”之称。浙江

省政府在 12月 12 日至 31 日发布了

特别限电措施，旨在“打赢能源保

卫战”，提高能源效率，控制能源

消费总量 10。从政府部门到卡拉 ok

2    国家统计局 data.stats.gov.cn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 2019 年电力统计基本数据一览表
4    中金：多重因素造成多省限电 关注辅助服务市场建立 稳定电力系统用电 https://www.sohu.com/a/439488898_114984
5    https://www.theworldofchinese.com/2020/04/hearth-warming/
6    Caixin: https://www.caixinglobal.com/2020-12-28/cover-story-why-the-lights-are-going-out-in-china-101643910.html
7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Caixin/Why-the-lights-are-going-out-in-China
8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Caixin/Why-the-lights-are-going-out-in-China
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5519349587046285
10 https://edition.cnn.com/2020/12/25/business/china-power-shortage-intl-hnk-dst/index.html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11/17/putting-chinas-economy-back-to-work/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5/13/the-renewable-energy-transition-is-coming-to-asia/
http://www.sxcoal.com/news/4618785/info
http://www.nengyuantoutiao.com/chunen/2021/0110/83530.html
data.stats.gov.cn
https://www.cec.org.cn/detail/index.html%3F3-292822
https://www.sohu.com/a/439488898_114984
https://www.theworldofchinese.com/2020/04/hearth-warming/
https://www.caixinglobal.com/2020-12-28/cover-story-why-the-lights-are-going-out-in-china-101643910.html%0D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Caixin/Why-the-lights-are-going-out-in-China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Caixin/Why-the-lights-are-going-out-in-China
https://baijiahao.baidu.com/s%3Fid%3D1675519349587046285
https://edition.cnn.com/2020/12/25/business/china-power-shortage-intl-hnk-dst/index.html%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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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的几乎所有用电实体机构均受到

不同程度限制。一些工厂被暂时关

停，而一些必要的生产活动则须使

用柴油发电机来供电。

然而，浙江的限电措施并非电

力供应不足所致，而是自行实施的。

义乌市一位地方官员评论称，这些

措施的实施是出于“节能减排政

策”。浙江省政府 2018 年的目标是

到 2020 年底全省经济领域能耗削减

200 万吨标煤 11。2019 年，省内 11

个地方政府中有 4 个未能实现这一

目标。尽管全省多个城市面临供暖

限制，但义乌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12 月中下旬，该市被要求将用电量

限制在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

去年 2 月和 3 月，浙江要求企

业不顾实际需要，开足马力生产，

以证明当地经济正在恢复元气 12，

考虑到这一点，上面提到的年终目

标似乎显得特别苛刻。更合理的方

法应该是鼓励和投资系统性改革，

而不是采用这种自上而下的僵化措

施。

中国多年来首次出现拉闸限电

的情况，实际与澳大利亚的煤炭并

没有太大关系。而这恰恰说明中国

需要大力推进能源治理改革，以更

好地响应市场信号、提高能源效率

和可靠性。超强寒流的来袭使得中

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随着中国

努力实现 2030 年碳达峰和 2060 年

碳中和目标，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

源将投入使用，这需要对电网基础

设施进行投资，以保持电网的稳定

性。幸运的是，这与中央政府转变

增长模式的规划方向是一致的，并

有望在十四五时期得到更广泛的关

注。

【作者：Huw Slater

ICF 高级咨询师、首席气候专家

/ 译：赤洁乔】

11    http://fzggw.zj.gov.cn/art/2018/10/19/art_1229123351_581187.html
12    https://www.zaobao.com.sg/zfinance/news/story20200304-1034088

http://fzggw.zj.gov.cn/art/2018/10/19/art_1229123351_581187.html
https://www.zaobao.com.sg/zfinance/news/story20200304-1034088


中欧能源杂志

42

建筑领域占据了欧盟能源消费

总量的 40%，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36%。“为什么这些建筑消耗如此

多的能源，但身处其中的我们却往

往感觉并不舒适呢？”怀着这样的

疑问，四位年轻的企业家于 2015 年

在欧洲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都灵

成立了 Enerbrain。凭借人工智能算

法的支持，Enerbrain 不仅能够更好

地管理取暖、制冷和通风系统，将

建筑能耗降低 30%，而且能够改善

建筑物内部的舒适度和空气质量。

建筑领域

是能源消费主要驱动板块

节能建筑案例的相关优点常被

反复提及：它可以降低成本，显著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提高舒适度。

建筑领域占据了欧盟终端能源消费

总量的近 40%，据欧盟估计，翻新

旧建筑可以减少其 5-6% 的能源消

耗和 5% 的二氧化碳排放。然而，

能效方面的实际进展却相对滞后：

截至 2020 年，欧盟 75% 的

建筑物能效依旧处于

较低的状态。投

资和政治承诺不足是大多数欧盟成

员国未能实现2020年建筑能效目标

的主要原因。欧盟 85% 的现有建筑

物是在 2001 年前建成的，而每年

只有1%的建筑物会进行节能改造，

因此这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欧

盟委员会在2020年10月提出了“革

新浪潮”等政策和刺激方案，在释

放能效潜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来对建筑

行业进行大范围的绿色改造，不仅

能够减少能源贫困，还有助于更

好地整合可再生能源，有

望 在 2021-2023 年

利用楼宇自动化系统轻松提升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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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多达 120 万个就业机会（由于

有政府资金支持，此类项目大部分

在欧洲），并将建筑行业推向数字

时代。

一种低成本的节能途径

当谈到那些无需大量前期投资

和物理改造、可立即采用的节能解

决方案时，楼宇自动化系统（BAS）

便是一个较容易实现的选择。BAS

是一种虚拟平台，用于连接和改善

进建筑物中各类设备的交互，并根

据从整个建筑物的传感器收集到的

数据来优化暖通空调（HVAC）和

照明系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室内气候都是第一要务。有时客

户担心，如果我们提高能效

会导致室内的气候质量

下降。与此同时，大

多数客户只愿意按照

节省下的能源来支付

费 用”，

R8tech的联合创始人、首席财务官、

客户与运营团队负责人 Imre-Gustav 

Vellamaa 如是说。总部位于爱沙尼

亚塔林的 R8tech 公司正在创建人工

智能算法，以自动控制建筑物的暖

通空调（HVAC）系统，从而实现节

能减排。

这样的建筑物实时智能管理可

确保能源在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被

合理使用，通过需求响应降低峰值

负荷，并定位需要维护的地方。这

样就可以在提高居民舒适度的同时，

平均减少 30% 的能源消耗。根据

IEA 的数据，到 2040 年，智慧能源

管理可将住宅和商业建筑的能耗减

少 10% 左右。从学校到大型购物

中心、机场、超市、写字

楼和工厂，各种样

式和规模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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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从中受益。Enerbrain 和 R8tech

实施的一些项目甚至达到过更高的

节能效率。Vellamaa 称，“我们拥

有超过 65 万平方米商业建筑的丰富

经验。R8tech 服务的总平均节能率

约为 13.5%，但有时超过 30%”。

Enerbrain 也证实了类似的数据。其

市场总监 Stephanie Aumann 说道：

“平均来说，我们可以达到 30% 左

右的节能效率，这取决于建筑物。

有时我们可以达到 50%，但某些情

况下可能会低一些，达到 15%”。

除了增加用户的舒适度，BAS

的关键吸引力在于其承诺降低成本。

虽然初始投资成本可能听起来比较

高，但这仍比直接改造要低。另外，

一栋建筑在其使用寿命内的运营成

本大约是其初始建设投入的 7 倍。

一个建筑的概念在设计时应该通盘

考虑，尽量减少生命周期成本，而

非仅是初始投资成本。通常来讲，

BAS 解决方案都能够收回成本。“我

们有两种不同的支付模式。一种是

按节能效果支付，另一种是按定额

支付，大约为节省下的资金的一半。

这意味着，我们往往需要证明我们

能够节约多少”，Vellamaa告诉我们。

数据至关重要

通过优化降低成本的实际效果

受数据质量和数据管理的影响，而

且现代建筑中的数据总量也在不断

增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

有大量的可用数据，但它们大多并

没有被利用起来。现代建筑中拥有

成千上万个数据点，全天候提供信

息。一些统计数据显示，由于机械

故障、人为操作错误和未使用的数

据，建筑物暖通空调系统三大部件

的运行效果都不理想”，Vellamaa

解释道。爱沙尼亚初创公司 R8tech

专注于为现代建筑提供优化过程所

需的所有数据，而意大利初创公司

Enerbrain 却采取了不同的方法。由

于并非所有建筑物都能提供优化过

程所需的数据，因此该公司使用自

己的传感器来收集数据。

在数据采集之后，还需要执行

很多步骤才能实现预期结果。这些

步骤包括将数据转换为合适的格式，
图：楼宇自动化系统 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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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识别典型的用能模式。随后是

数据的后期挖掘，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选择并解释潜在的有用规则，

以改善建筑性能。然而，根据毕马

威 2019 年的一项研究，只有 25%

的房地产公司制定了数据管理战略，

三分之一的公司则根本没有相关战

略。97% 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和技术

创新将开始影响他们的业务，但他

们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其准备程度

仅有 50% 甚至更低。

AI——世界上最好的建筑运营商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建筑领域需

要人工智能呢？Vellamaa告诉我们，

“很明显，人类智慧无法以最有效

的方式使用现有的数据，因此人工

智能的作用在不断凸显”。他将这

种情况与 1997 年一场著名的国际象

棋比赛进行了比较，那是计算机“深

蓝”首次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数字运营商，

能够战胜任何世界顶级的建筑运营

商。人类只不过不能每秒进行数千

次计算。但是人工智能每天 24 小时

工作，能够在一秒钟内完成所有这

些计算。例如，我们在塔林的一栋

25000 平方米的办公楼里做了一个

试点。这座建筑有 3000 多个机械部

件和 50000 个数据点。在大约 4 个

月的时间里，我们的系统对 HVAC 

组件进行了60多万次的更改。最终，

我们节省了超过 30% 的能源。当

然，这是一个有点极端的案例，但

数以万计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

Vellamaa 说道。

然而，开发正确的机器学习算

法并非易事。创建满足客户需求的

算法需要时间和经验。“它被称为‘人

工智能’，但它主要是由人类驱动的。

你需要有大量的经验，也就是实际

的、具体的应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的经验，而这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初创公司越来越多，但我们五年前

就已经入局了。因此，对我们来说，

主要的区别在于，我们拥有该领域

和算法的第一手知识”，Aumann 解

释道。

保守领域的革命

尽管能效解决方案既经济合

理又环境友好，但要广泛采用，还

需要更大的行为上的转变。“对我

们来说，最大的瓶颈是人们是否

准备好接受这样一种新的解决方

案，因为商业地产是一个保守的行

业，”Vellamaa 说。

建筑业的数字化仍处于起步阶

段。Aumann 解释到：“我们幸运

地通过私人关系接触到了一些知名

客户，我们找对了人，他们看到了

其中的潜力。”2020 年，该公司获

得了初创企业能源转型奖（Startup 

Energy Transition Award），该奖项

是针对那些致力于研究影响全球能

源转型和气候变化的理念的全球初

创企业和新企业而设计的国际竞赛。

随着越来越多的建筑业主意识

到数据驱动建筑物优化的巨大潜力，

人们的观念正在逐渐转变。对于拥

有数十亿平方米建筑物的来说，潜

在客户的数量都是巨大的。Aumann

说：“在国际上，我们在欧盟以及

中东地区的扩张都相当迅猛。我们

可以进行远程安装，这样 Enerbrain

就不用受地理因素制约。”R8tech

也在许多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开展

业务，“我们目前在 8 个国家的

主要办公室和区域经理有 13 人。

我们的短期目标是在目前的市场中

收获强大的客户群体。长远来看，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家全球性公

司，”Vellamaa 说道。

BAS 相关企业的知名度也随着

投资者的兴趣攀升而不断增长。“我

们现在可以看到投资的巨大变化，

有投资者主动找上门”，Aumann 说

道。R8tech也看到了巨大的潜力：“世

界各地的房地产数量庞大，每个人

都有很多工作要做”，Vellamaa表示。

由于目前的存量建筑将至少维

持到 2050 年，因此它们的能效性能

对于达成 2050 年碳中和承诺目标起

着关键作用。尽管进展缓慢，但一

些欧盟成员国正稳步取得进展。这

种进展已经开始蔓延到其他相关领

域，比如金融领域对建筑的投资正

越来越多地与其能效表现挂钩。在

荷兰等国家，为不可持续的建筑物

申请贷款越来越难。“我认为其他

国家很快就会纷纷效仿，”Vellamaa

说。与此同时，随着欧盟正在推动

到 2030 年完成 3500 万栋建筑物改

造的宏伟目标，楼宇自动化系统可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新建、翻新和旧

建筑改造的效率，同时节省成本。

【文：Helena Uhde、Veronika Spurná

ECECP 初级研究生学者

/ 译：赤洁乔】

mailto:Helena.uhde%40ececp.eu?subject=
mailto:Veronika.Spurna%40ececp.e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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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德里到青岛，在经历了创

纪录的低温之后，北半球的采暖季

节正在慢慢结束。虽然在寒冷的日

子里，可靠的供暖很重要，但化石

燃料供暖会导致气候变化，这反过

来又会增加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可

能性。热泵可以成为一种有利的解

决方案，在不对地球气候造成干扰

的情况下可靠地供暖。

中国如何利用热泵加速全球脱碳进程

热泵是建筑行业脱碳的关键，但其安装数量还远远不及所需。在中国，热泵的发展得

益于政策支持、有利的经济环境、市场增长以及不断完善的制程。作者 Markus Fischer

认为，智能区域供热项目证明，中国在热泵领域具有领先全球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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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计算 )，热泵将产生 4 到 5 千瓦时

的能量来为建筑供暖。

尽管热泵是一种高效且环保的

技术，但其应用规模仍有待扩大。

2019 年，传统技术占供暖设备销售

量的四分之三。IEA估计，要实现《巴

黎气候协议》的目标，“到2030年，

清洁供暖技术（热泵、区域供热、

可再生能源和氢基供暖）的份额需

要增加一倍以上，达到50%的销量。”

季节性能系数=
每年输出热量（KWh）

每年电力输入（KWh）

关于热泵 :

热泵使用液体 ( 即制冷剂 ) 从空气、地面或水源等周围环境

中吸收能量。

热泵采用与冰箱相同的热力学原理，通过压缩冷却剂以提高

其温度，使其可用于给水和空间加热。

图 1    2010 年全球建筑领域能耗（按终端用途，IPCC，IEA）

1    IPCC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2014
2    McKinsey & Co. Global Energy Perspectives 2021.
3    IEA 2020. Heat Pumps Analysis Report

热泵对于脱碳的贡献

热泵对于实现全球气候目标至

关重要。建筑领域排放的温室气体

在过去 50 年翻了一番多，现在占总

排放量的 20%1。该行业三分之一的

排放直接来自建筑能耗，其中很大

一部分来自供暖（图 1）。

热泵可以大幅减少与供暖相关

的建筑物排放。首先，热泵依靠电

力运行，而这些电力越来越多来自

零碳电源。根据美国麦肯锡咨询公

司的数据，到 2035 年，全球 50%

以上的发电将来自可再生能源 2。热

泵已经开始与比如屋顶太阳能电池

板等其他系统结合，而为大型项目

集中供热的热泵可采用风电作为能

源。该系统甚至可以通过蓄热来存

储间歇可再生能源。总的来说，依

靠电力驱动的热泵来给建筑领域彻

底脱碳，要比使用燃煤或燃气供暖

系统要容易且高效得多。

热泵的能效极高，因为它们利

用环境能源（即储存在地下、空气

或水源中的热量）。其季节性能系

数（SPF）是指输出热量与泵所需电

力的比率。

国 际 能 源 署（IEA） 称， 自

2010 年以来，大多数空间供暖应用

中，热泵的 SPF 值普遍稳步上升至

近 4，通常达到 4.5 或更高，尤其是

在气候相对温和的地区，如地中海

地区和中国的中部和南部 3。换句话

说，每使用 1 千瓦时的能量（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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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泵在供热中的占比需要从目前的

5% 提高到 22%4（图 2）。

热泵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在趋动全球热泵部署方面

处于有利地位，原因有五。首先，

中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潜力巨大。

2019 年，中国建筑领域排放量约占

全球建筑行业排放的 17%5，成为全

球排放最高的地区之一。这是因为

中国的供暖主要使用碳密集型能源。

2018 年，95% 以上的供热来自化石

燃料，其中煤炭占 80% 以上 6。在

大力推动电力行业脱碳的同时，用

热泵取代现有的燃煤供热也是实现

习主席在 2020 年 9月联合国大会中

宣布的碳中和目标的有效办法。

第二，中国在热泵部署方面提

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十四五”

规划纲要草案指出，“北方地区清

洁采暖率达到 70%”。2017 年，中

国环境保护部门明确支持在多个省

份推广空气源热泵。在北京、天津

和山西，每户的补贴从 24000 元到

29000 元不等。吉林、重庆、南京

等地对地源热泵也给予了每平方米

35 - 70 元的补贴支持 7。

此外，中国的监管环境支持推

进电气化改革。在许多国家，电价

是油或天然气取暖价格的两倍多，

这使得热泵缺乏竞争力。然而，中

国已经开始在省、市两级推进和实

施电气化政策或机制，重点支持供

热领域的以电代煤。15 个省已经推

行了采暖季临时电价（例如峰谷电

价或分时电价），以鼓励使用电力

供暖。其中，北京、天津、山西等

北方省份甚至推出了电热设备净计

量，而河北则在供暖季节采用执行

最低的一档阶梯电价 8。

第三，热泵在中国的发展得益

于其有利的经济性。与北美和欧洲

国家相比，中国，特别是中北部地区，

空气源热泵供暖的累计成本最低，

可与天然气供暖竞争。此外，在中

国人口稠密的东北地区，新安装热

泵的投资回收期只有 20 年，而在美

国或英国投资回收期则超过50年9。

第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热泵

市场，占全球销量的 28%10。2019

年全球热泵的销量达到 330 万套，

市场规模约为 100 亿美元，预计到

2027年将达到253亿美元 11。西方、

日本 / 韩国和中国的制造商各占大约

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12。

第五，中国已经建立了热泵

生产基地。美的、格力电器和海尔

是三家主要的热泵制造商，但其他

几家国际企业及规模较小的中国企

业也在中国设有生产厂 13。中国在

热泵设备的供应链中也扮演着重要

角色，是压缩机、电子产品、排气

阀等零部件的生产大国。例如，中

化集团是热泵制冷剂的领先供应商
14。

图 2   2010-2030 年符合全球气候目标的供暖技术销售比重（IEA）

4    ibid. 
5    BloombergNEF 2020. BNEF New Energy Outlook.
6    IEA 2021. IEA Online Data Services.
7       IEA 2020. Heat Pumps Analysis Report.
8       China Electricity Council 2020. China Power Report 2020.
9       BloombergNEF 2020. BNEF New Energy Outlook.
10     Global Market Insights (2020), Global Heat Pump Market, 2020-2026.
11     ReportLinker 2020. Global Heat Pumps Industry Markets Report.
12     Frost & Sullivan 2012. China HVAC and Heat Pump Market Report. 
13     ibid.
14    UK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2020. Heat Pump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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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泵应用的地区实例

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政

策支持、经济性、庞大的市场规模

和制造基础，使中国非常适合热泵

的部署。

家用热泵设备在中国很受欢迎，

中国还部署了若干大型的热泵项目。

Engie 中国实验室副研究员聂婷说：

“空气源热泵广泛应用于商业建筑

和居民住宅独立制冷和供热系统，

而水源和地源热泵多应用于集中供

暖和制冷。”换句话说，这些大型

系统使用热泵技术来提供清洁供暖，

但也可以反过来用于制冷。“与传

统系统分别使用冷水机组制冷、使

用锅炉供暖相比，热泵系统能将供

热和制冷功能结合在一起，从而在

冬季实现低成本的清洁供暖，”聂

婷报告。

上海世博园的集中供热和制冷

系统是水源热泵的一个典型案例。

它以黄浦江为水源，用于方圆 5.28

平方公里地区的供暖和制冷。该系

统可节省 6.1 吨能源，并减少 12 

609 吨二氧化碳排放 15。另一个大型

热泵项目在江苏省南京市，是一个

配置蓄冰系统的水源热泵项目。这

套蓄热装置利用可再生发电盈余或

非高峰需求电量可以在数小时内完

成制冰，然后可以在不消耗电力的

情况下使用冰进行冷却。据悉，南

京的这个项目是亚洲最大的依靠配

有热能存储装置的江水源热泵系统

来提供集中供热和制冷的系统 16。

华北地区还有一个著名的热泵

系统，那就是天津理工大学西青校

区的能源站。该项目是天津市最早

的综合能源系统之一，总采暖 / 制冷

面积为 180 平方米。整个能源站集

成了地热地源热泵和水源热泵，以

及太阳能系统和燃气锅炉。天津是

中国地热采暖潜力最大的城市之一，

因此地源热泵系统在天津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虽然不是所有的北方城

市都拥有像天津那样好的地热资源，

但热泵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将进一步

提高效率，使热泵系统适合中国北

方更多的地区，甚至是那些冬季极

为寒冷的地区 17。

聂婷说：“集中供热和制冷

系统提高了能源效率，降低了能源

成本，通过系统集成增加了可再生

能源的使用，减轻了城市的热岛效

应，并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净零排放

目标。”此外，集中供热和制冷系

统在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商业潜力。

她表示，可以通过与创新技术（如

地表或水源热泵）相结合来增强这

种系统的优势。

前景展望

随着可再生发电逐渐趋于平价，

运输领域的零排放进程日新月异，

清洁供暖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全球

经济脱碳的前沿领域。鉴于中国在

热泵部署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其有

望成为清洁供暖领域的世界领导者。

与太阳能光伏和电池制造类似，热

泵的“中国制造”战略不仅可以大

大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提升中

国在这一技术上的全球竞争力。

中国还可以引领和促进热泵领

域的相关创新和研究，进一步提高

集中供暖效率，并使其与其他行业

进行整合。与此同时，热泵商业化

推广时机已经成熟。今天，人们对

热泵的印象通常是一种隐藏在地下

室某处的枯燥的机器。中国公司可

以把热泵制造得更具科技和时尚感，

就像小米的空气净化器那样。

清洁供暖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

了机会，而且能够促进气候稳定，

从而保护经济基础。全球升温会导

致气候变化，使发生极寒天气事件

的概率增加。热泵将帮助我们度过

下一个供暖季节，不仅在气候变化

时提供温暖，而且也不会排放对气

候造成影响的气体。

【文：Markus Fischer （余墨客）

ECECP 初级研究生学者

/ 译：王孟奇】

15    H. Liang, W. Long. 2012.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Energy Planning in Shanghai 2010 Expo Park. 
16     Interview with Leah Ting Nie.
17     Tianjin geothermal (hot spring) magazine 2018. 

mailto:markus.fisha%40gmail.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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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仿生技术应对全球挑战：

受红树林启发重建退化土地

从大自然的智慧中攫取灵感

自人类诞生以来，大自然就一直是我们灵感的源泉。莱奥纳

多·达·芬奇是一个遥遥领先于他所处时代的人，他不断地探索大自

然并从中受到启发，开发出前所未见的机器。

如今，我们拥有更多的知识和工具来研究生物系统。我们已

知的物种有大约 150 万个，估计仍有 800 万个物种有待发现。我

们越是深入地了解自然，就越能发现它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人类社

会所面临的问题是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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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40 亿年的进化过程中，

大自然学会了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

球上繁衍生息：如何高效地收集和

储存能源和水；如何在室温下生产

并利用本地丰富的材料来建造结构；

如何建立合作社会并使其能够适应

和抵御危机。大自然已经设计并形

成了繁荣且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

这被称之为生态系统。

像现代的“达芬奇”一样，如

今我们可以从生物系统中汲取灵感，

以便快速进行可持续创新。

仿生学可以被定义为模仿自然

形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来解决问题

的实践科学。简而言之，它是生物

系统的逆向工程。

在过去的 15 年中，仿生学已发

展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它有时被

认为嵌入了更广泛的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的概念中，但实际上仿生学

并没有利用生物系统，而是从中获

得灵感，以激发创意的产生过程。

就像大自然必须应对各种复杂

的挑战一样，仿生技术也可以应用

于技术和社会问题。它可以促进产

品、工艺、组织、构建环境、资源

管理系统和相关政策的创新（彻底

且渐进式的）。

受生物启发的解决方案无处不

在：

◆以贝壳、蜘蛛网和天然酶为

灵感的高性能可持续材料；

◆模拟骨骼和骨骼系统的轻巧

坚固的创新结构；

◆受白蚁丘和植物蒸散作用启

发的被动温度调节系统；

◆使用基于昆虫群体智能算法

的物流优化系统；

◆基于植物的向阳性以及海洋

生物的高效流体动力学而开发的技

术，来改进太阳能、风能和波浪能

的利用；

诸如此类许多的仿生学案例还

有许多……

通用的仿生方法

仿生技术的关键开发步骤如下：

⑴ 提出你的问题：如何解决散

热问题？

⑵  从生物学角度重新审视问

题：大自然是如何散热的？

⑶  生物学探索：识别出能发挥

这种特定功能的生物：巨嘴鸟的嘴

用来散热。

⑷ 识别并描述行使该功能的自

然机制：巨嘴鸟的嘴的内部分形结

构具有可供散热的巨大表面。

⑸ 将这些机制转化为创新者可

以理解的设计原理：一种具有最大

表面 / 体积比的分形结构。

⑹ 应用这些设计原理来生产产

品：新型热交换技术。

仿生技术开发的关键核心在于：

◆多尺度跨学科研究：因为你

无法独自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

◆咨询生物学家：因为他们最

了解大自然的运作方式。

当前面临的挑战

尽管受生物启发的研究在过去

15 年里呈指数增长，但在相关研究

成果转化为成功的市场解决方案方

面却相对滞后。这可能有如下几个

原因。

首先，人们普遍缺乏对仿生学

及其发展潜力的认识。在工业领域

和教育领域，仿生学仍然游走于主

流之外。相关研究主要出现在一些

学术研究或与大学有关的机构中。

这种限制不仅阻碍了投资，也阻碍

了将生物创意推向市场的进程。

其次，很难复制和扩大自然法

则。通常，自然过程比人类社会的

过程规模小，条件温和。因此，当

我们试图扩大它们的规模时，自然

法则可能并不会起作用。此外，可

能还没有经济有效的技术能够复制

自然过程。

然而，这些困难不应阻碍我们

利用仿生学框架来进行可持续创新

的探索。相反，需要加强对生物系

统的研究和探索，以便调查大自然

在不同规模和不同操作条件下为类

似问题寻找开发的解决方案的范围。

此外，大自然能使我们反思我们所

处的社会阶段的进程；或许可以通

过去中心化和分散化来缩小规模，

降低其运作条件的强度，增强其适

应性和恢复力。我们已经在寻求发

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统；正在从

集中式高温燃煤发电厂和改变生态

景观的水力发电厂向分布式可再生

能源互联微电网转型。这样做不仅

使我们同样能够生产和输送能源，

而且提高了能源网络系统的适应性

和系统韧性。

开展专题活动、研讨会和讲座

将有助于提高私营和公共部门决策

者对仿生技术的认识，并通过扎实

的案例研究来阐释仿生技术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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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校和大学都有必要将仿生学

纳入教育课程。这将鼓励未来一代

把自然视为创新解决方案的源泉，

并在可持续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基础

上，开发一套符合道德准则的产品

开发方法。

案例研究：红树林技术平台

Planet s.a.s 公司 1 致力于仿生技

术的开发与应用，包括帮助客户进

行产品创新、培训相关技术以及开

发自己的受生物启发的产品。红树

林技术平台（MTP）就是这样的一

个例子。

通过 MTP，Planet s.a.s 公司的

目标是解决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如

何在有大量咸水的干旱或半干旱地

区恢复退化的土地。《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UNCCD）呼吁到

2030 年实现土地退化中性。全世界

有数百万公顷退化且富含咸水的旱

地。

为了应对这一高度复杂的挑战，

仿生技术被应用在不同层面。首先，

Planet s.a.s 公司探索了海水沿岸生态

系统是如何发展壮大的。红树林沼

泽等生态系统的渐进发展过程始于

一些先锋物种，如红树植物（白骨

壤 Avicenia Marina），它具有在咸

水中生存的能力。这是第一种在这

些地区定居的植物，并慢慢地为其

他生物的繁衍创造条件。反过来，

它们又能够获取和储存替代淡水资

本低廉。太阳能蒸发器的设计灵感

源于植物的毛细作用、优化表面 / 体

积比、拦截光线以及生物体温度调

节等方面。这一创新的海水淡化装

置还嵌入了自然界的其他原理，如

模块化、适应性、利用当地可用和

可回收材料以及绿色能源（太阳能

和重力）。

◆有机孵化器 / 再造林技术。

这些技术由 Planet s.a.s 的合作伙伴

开发，旨在促进干旱退化土壤中幼

苗和幼树的生长。

◆一套通过监控来优化系统运

行的物联网。

该公司在塞浦路斯进行了微型

MTP 试验（10 个海水淡化装置），

并在希腊蒂诺斯岛安装了一个升级

版（80 个装置），为温室供水并为

当地工业（乳制品、农业和化妆品

行业）提供盐料。

1   Planet S.A.S 公司创建于 2013 年，由 Alessandro Villa 和 Alessandro Bianciardi 博士
    共同创立，是位于意大利的一家致力于依靠生物启发进行创新的初创企业。

源，如空气湿度、零星降雨和偶发

洪水。这些生物共同作用，最终养

成肥沃的土壤，从而建立起一个成

熟的生态系统。建立一个欣欣向荣

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系统不同部分之间的

合作对于整体的共同利益至关重要。

从这个宽泛的类比出发，Planet 

s.a.s 公司提出了 MTP 的概念：一套

通过技术和工艺的通力合作在咸水

丰富的干旱地区恢复退化土地的系

统。MTP 能够产生水并有效地利用

它来修复土壤。

为了启动和测试 MTP 的概念，

引入了三个要素：

◆海水淡化系统可复制红树林

的功能，这个先锋技术“物种”，

能够产生足够的水来激活其他可持

续的土地管理实践。而系统选择则

是采用了太阳能蒸发技术（太阳能

蒸馏器），主要得益于其简便且成

图为位于蒂诺斯岛
（希腊）的 MTP 工厂。 
模块化的太阳能脱盐系
统，用于为温室和盐生
产水，并辅以树木生长
技术。

由天然纤维制成
的有机培养箱可帮助
幼苗生长。

http://www.nogreenwithoutblu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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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P 有望实现以下目标：

◆旱地植被恢复以及再造林。

◆降低土壤盐分恢复土壤生产

力。

◆利用智能农业在温室中种植

粮食。

◆减少反渗透装置所处理的盐

分，回收额外的淡水和盐。

◆生产供当地使用的盐。

所有这些成果都具有恢复生态

系统和帮助实现碳中和的作用。

MTP 愿景

MTP 系统是迄今为止对这些概

念的可行性和可扩展进行开发和测

试的首次尝试。我们的愿望是寻找

其他可纳入该系统的伙伴，帮助该

系统扩大其可扩展性和适应性，引

进收集和管理非常规水资源（如空

气湿度、降雨、洪水、废水等）的

技术和实践，以及其他可持续的土

地管理实践，以增强土壤并帮助提

高其生产力。

我们的目标是开发一个由互相

连接的各个部分相互协作、互利共

赢的生态系统。

一个受生物启发的社会

随着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复杂性

日益增加，公共和私营部门都需要

向自然寻找灵感，以界定这种复杂

性，并且找到长久的解决办法。

             已经过测试的系统    
 - - - - - 使用其他技术和实践的未来扩展

MTP 概念图

仿生学的发展将激发新一代的

创新者的灵感，他们能够理解和欣

赏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实体，不仅支

撑我们的生存和心理健康，而且还

可以启发解决当下可持续发展问题

的方法。

最终，这种方法将推动人与自

然的协调发展，使自然生态系统得

以恢复和再生。作为这些生态系统

中的一部分，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

也需要依赖于这些生态系统。

【文：Alessandro Bianciardi

Planet s.a.s 公司联合创始人，

仿生学专家

/ 译：赤洁乔】

mailto:alexbiancia%40hotmail.com?subject=
http://www.nogreenwithoutblu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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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从电厂排放物中捕获和转

化二氧化碳的系统有望成为遏制气

候变化的重要工具，但大多数系统

效率低下且价格昂贵。现在，麻省

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方

法，使用催化表面来提高碳分离电

化学反应速率，从而显著提高系统

性能。

这种催化系统是碳捕获的一种

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它们可以生

产有用的、有价值的产品，例如运

输燃料或化学原料。这些产出可为

该过程带来补贴，从而抵消温室气

体的减排成本。

利用水“携带”二氧化碳

在这些系统中，包含二氧化碳

的气体流穿过水以输送用于电化学

反应的二氧化碳。但是，水中的运

动比较缓慢，会减慢二氧化碳的转

化率。新的设计可确保二氧化碳流

CCUS 的“亲油”过程
可使二氧化碳合成有用燃料的转化率翻倍

      事实证明，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是非常昂贵的。因此，与其将二氧化碳简单地存储在

地下，不如将其转变为可以出售的东西。研究者们将重心放在反应性材料技术的研究

上，致力于将二氧化碳转化为运输燃料或化学原料。至于溶液中的其他化学物质，可

使用不同的催化剂，甚至设计合适的纳米结构实现最佳效果。麻省理工学院的 David 

Chandler 解释了那里的研究人员如何在电解燃料生产中运用流体力学科学（包括石油

和天然气工业中使用的概念）。新工艺可确保二氧化碳（溶于水）将自身包裹在催化

剂周围，从而优化反应过程并使碳转化率翻倍。在他们的实验中，产生了乙烯、丙醇、

乙醇或氢气。这是另一种通过实验室证明的碳捕集解决方案。与所有其他方案一样，

我们需要尽快实现这些最佳方案的商业化。MIT News 的 David Chandler 认为要提高

碳捕获和转化系统的效率。新的设计可以加快电化学系统的反应速度，从而有助于将

碳从电厂排放物中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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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上风并消耗掉投入该反应的大

部分能量。

以前通过催化剂表面纹理化来

增加反应面积，以优化这些反应的

努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向表

面供应的二氧化碳无法跟上反应速

率，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转而产

生氢气。

研究人员通过使用紧靠催化剂

材料放置的吸气表面解决了这些问

题。这种材料是一种特殊质地的“亲

气”超疏水性材料，与水相互排斥，

但可以使被称为气盾的光滑气体层

与其表面保持紧密接触。它使进入

的二氧化碳流紧紧靠着催化剂，因

此可以使所需的二氧化碳转化反应

最大化。

通过使用 PH 染料指示剂，研

在催化剂表面附近保持浓缩在水中

的状态。研究人员表明，这种浓缩

程度几乎可以使系统的性能提高一

倍。

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 Sami Khan

和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教授 Kripa 

Varanasi 和 Yang Shao-Horn 以 及 最

近毕业的 Jonathan 一起在 Sami Khan

的博士后毕业论文中对研究结果进

行了论述。 

Varanasi 说：“二氧化碳封存是

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目前

有多种碳封存方法，包括地质隔离、

海洋存储、矿化和化学转化。但是，

要用这种温室气体来生产有用的、

可销售的产品时，电化学转化技术

的发展前景广阔，但仍需要改进其

经济可行性。他说：“我们的工作

目标是了解此过程中的最大瓶颈，

并改善或缓解这一瓶颈。”

巨大的挑战

研究人员发现，最大的瓶颈在

于将二氧化碳输送到催化表面，从

而促进所需的化学转化。在这些电

化学系统中，在压力条件下或使其

鼓泡并通过装有催化剂材料的铜电

极容器，可将含二氧化碳的气体流

与水混合。然后加压以促进化学反

应，产生可转化为燃料或其他产品

的碳化合物。

这样的系统存在两个挑战：反

应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接触催化

剂的二氧化碳的消耗速度要比其补

充快得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竞

争性反应（将水分解为氢和氧）会

在左边，一个气泡撞击一个特殊纹理的能够吸引气体的表面，并扩散到整个表
面，而在右边，一个气泡撞击一个未经处理的表面，然后反弹离开。经过处理
的表面在新工作中被用于确保二氧化碳接近催化剂。
/ 来源 : Varanasi 研究团队

这里，染料被用来显示水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水平。绿色表示二氧化碳浓度较高
的区域，蓝色表示二氧化碳浓度较低的区域。左边的绿色区域显示了催化剂旁
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这多亏了吸引气体的物质。
/ 来源 : Varanasi 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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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能够清晰看到测试单元中的

二氧化碳的浓度梯度，并显示气盾

散发出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情况。

制乙烯、丙醇、乙醇或氢气

在使用此设置的一系列实验室

实验中，碳转化反应的速度几乎翻

了一番。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仍持

续存在。而在先前的实验中，反应

迅速消失了。该系统产生了高比率

的乙烯、丙醇和乙醇，这些都是潜

在的车用燃料。同时，竞争性氢气

的释放则被大大限制了。尽管新技

术可以调整系统以生产所需的产品

混合物，但在某些应用中，优化氢

燃料的生产可能是理想的结果，这

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Khan 说：“重要的指标是选择

性。”这是指产生有价值的化合物

的能力，这些化合物将在一定的材

料、质地和电压的混合条件下产生，

并根据所需的输出调整配置。

通过将二氧化碳浓缩在催化剂

表面附近，新系统还产生了两种可

能有用的新碳化合物 --- 丙酮和乙酸

盐，以前在任何此类电化学系统中

都没有检测到可观的速率。

Varanasi 建议，在这项最初的实

验室工作中，是将单条具备疏水性、

吸引气体的材料置于单个铜电极的

旁边，但是在将来的工作中，可能

会使用一组密集的交错板对来制造

实用的设备。

Varanasi 表示，与此前使用纳米

结构催化剂进行电化学碳还原相比，

“我们此项技术的表现远胜于所有

催化剂，因为即便是使用相同的催

化剂，我们最大的变革在于处理二

氧化碳的方式。”

将“流体力学”融入碳捕集与封

存技术

没有参与该研究的伦敦帝国理

工学院材料工程学教授 Ifan Stephens

说：“这是将二氧化碳送入电解槽

的一种全新的方式。作者将石油和

天然气工业中使用的流体力学概念

转化为电解燃料生产。我认为来自

不同领域的这种相互促进非常令人

激动。”

Stephens 补充道：“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具有巨大潜力，可以利用

电力、水和二氧化碳来制造化学品，

例如乙烯。乙烯目前是通过将化石

燃料中的长链碳氢化合物裂解而成。

它的生产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二氧

化碳。我们的这种方法可能会使二

氧化碳减排更加有效，最终有望使

我们的社会摆脱目前对化石燃料的

依赖。”

【文：David Chandler

/ 译：赤洁乔】

本文由 MIT News 

和 EnergyPost 授权转载。

https://news.mit.edu/
https://energypost.eu/ccus-gasphilic-process-could-double-the-conversion-rate-of-co2-into-useful-f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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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引领全球氢能竞赛

根据国际氢能委员会和麦肯锡公司联合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在全球 228 个规划建设的氢能项目中，有 126

个在欧洲。欧盟目前已经宣布的氢能拟建项目覆盖了包括行业中下游在内的整个价值链，其中氢能生产项目 105 个。

为了实现绿色新

政，欧盟将氢能作为其

实现 2050 年净零排放

计划的能源转型关键支

柱。欧盟目前的电解槽

容量不及 10 万千瓦，

它计划在 10 年内安装

4000 万千瓦的电解槽，

将专注于利用水和可再

生能源生产的清洁绿色

氢能来加快钢铁、重型

运输和化工等行业的脱

碳进程。

报 告 称， 到 2030

年，全球氢能价值链的

支出预计将超过 3000

亿美元，欧洲将占相关

投资的最大份额，约占

45%。

简 讯

https://hydrogencouncil.com/wp-content/uploads/2021/02/Hydrogen-Insights-2021.pdf


58

中欧能源杂志

欧盟电池新规提案
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欧盟于 2020 年 12 月宣布了一项备受期待的立法提案，旨在通过将现行的电池指令升级为

正式立法，从而创建一个现代化、可持续的电池监管框架。其目标是确保欧洲制造的创新和可持

续电池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生态系统，以发展车用和固定式储能电池为核

心，使电池行业充分发挥其在实现欧洲绿色协议中的战略作用。该法规草案考虑了电池寿命的所

有阶段，并重视化学品管理、环境保护和工业竞争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该电池法规草案已经在业内引起广泛讨论，欧洲电池协会 EUROBAT 认为它可能是近年来

对电池行业影响最大的法规，将有助于提高欧洲电池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

作为欧盟首批按生命周期进行监管的产品之一，电池及其组件已受到从产品安全到运输和废

物管理的全面立法的约束。因此，这个拟议中的新电池法规将监管程度提高到新的层次。电池新

规将于 2022 年生效。

市场研究机构 Ember 和 Energiewende 的一份联合研究报告显示，2020 年可再生能源在欧盟

发电量中的份额已经达到了38%，取代化石能源（37%）和核能（25%）首次成为欧盟的主要电源，

实现了电力部门绿色转型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根据该报告，欧洲发电结构的清洁程度较 2015 年

已经提升了 29%。

具体来说，2020 年欧洲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分别占总发电量的 14% 和 5%，主要得益于

装机容量的显著增加；水电和生物质能发电则连续多年保持稳定。

然而，欧盟要实现其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比32% 的目标依然面临挑战。此外，

欧盟委员会警告称，要实现最新的气候目标，需要将可再生能源的目标比重提高到 38-40%。

可再生能源首次取代化石燃料
成为欧盟主要电源

https://www.agora-energiewende.de/en/publications/the-european-power-sector-in-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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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组建新部门以全面发力生态转型

意大利近日表示将完全致力于生态转型，成立生态转型部，接管分散于各部门的能源政策职

能。此举措是意大利总理首次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论，将其升级为高级别政府和跨部门的优先事项。

新任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2月12日任命意大利物理学家罗伯托·辛格拉尼（Roberto 

Cingolani）接管能源转型部，他此前曾担任意大利技术研究所所长。

新部门建立的时机刚好在欧盟力促生态转型之时，以践行新绿色协议。意大利是欧盟复苏基

金的最大受援国，受援基金接近 2100 亿欧元，其中 700 亿将会用于绿色转型。辛格拉尼将会决

策如何使用这笔绿色项目专用资金。辛格拉尼目前已确定的优先事项包括城市新模式、加速向可

再生能源转型、立即实施《巴黎气候协定》以及空气质量措施等。

丹麦计划在北海建造世界首座人工能源岛，装机容量为 1000 万千瓦，这是丹麦历史上最大

的建设项目。根据丹麦能源部的数据，该能源中心将建于该国西海岸外 80 公里处，预计总投资

将达到 339 亿美元。项目初期容量为 3GW，将于 2033 年前后投入运营，占地面积相当于 18 个

足球场。

该能源中心将与数百台海上风机相连，不仅能为几个欧洲国家的 300 万户家庭提供足够的绿

色电力，还将为航运、航空、工业和重型运输提供绿色氢能。

丹麦还计划在波罗的海建造另一座能源岛，这两座岛都被认为是其实现到 2030 年减少 70%

温室气体排放宏伟目标的关键举措。

丹麦将在北海建造世界首座人工能源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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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燃煤装机份额首次降至 50% 以下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CEC）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20 年中国燃煤发电装机容量在总

发电装机中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

“十三五”期间，中国燃煤发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速为 3.7%，远低于 7.6% 的总装机容量年均

增速，其装机占比也由 59.0% 下降到 2020 年底的 49.1%。然而，2020 年燃煤发电量仍占中国总

发电量的 60.8%。

与此同时，新增并网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容量在 2020 年分别达到了 7167 万千瓦和 4820 万千

瓦的历史最高水平。2020 年电源结构的变化主要在于中国风电补贴的最后期限临近而带来的抢装

浪潮，风电装机一年内狂长 178%。

更多证据表明，随着煤炭在发电市场的份额日趋下降，中国电力行业的“绿色化”步伐正在

加快。

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国家能源局等五部委 3 月 12 日联合

发布的通知，中国将为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以促进绿色发展，作为实现碳

中和承诺的一部分。

当前中国一些可再生能源公司正面临经营困难，部分原因在于补贴资金未能落实到位。为此，

通知中明确表示，金融机构可以按照风险可控原则，在银企双方自主协商的基础上，根据项目实

际和预期现金流，予以贷款展期、续贷或调整还款进度、期限等安排。已纳入补贴清单的可再生

能源项目所在企业，对已确权应收未收的财政补贴资金，可申请补贴确权贷款。

通知还提出，企业所分担的利息成本应通过颁发绿色电力证书等配套措施予以适当补偿。

该政策文件将在减轻补贴拖欠问题的影响方面发挥实际作用，从而大大减轻可再生能源公司

的现金流负担，支持促进其为碳中和目标做出更多贡献。

中国加强风能和光伏产业融资支持力度

https://english.cec.org.cn/detail/index.html%3F3-1128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103/t20210312_12694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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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在农村地区大力推广可再生供暖

中国国家能源局最近发布了《关于因地制宜做好可再生能源供暖相关工作的通知》，根据当

地资源禀赋和能源需求，鼓励地热、太阳能和生物质能供暖等多种技术和示范试点。

特别是，考虑到可再生能源供热技术具有布局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通知》强调特别对

于那些没有集中供暖和供气条件的农村地区，应探索使用生物质能替代煤炭以实现清洁供暖。

《通知》鼓励以县域为单位统筹考虑开展生物质能加工站建设试点，对当地生物质资源实行

统一开发、运营、服务和管理，从而有效降低农村地区生物质能取暖成本，提高农村生物质资源

综合利用水平。

此外通知还鼓励优先建设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从严控制只发电不供热项目。在同等条件下，

生物质发电补贴优先支持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http://www.nea.gov.cn/2021-02/08/c_1397281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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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3 月 15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研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

习主席指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要构

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

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新型电力系统。

新能源在未来电力系统中的主体地位首次得以明确。这意味着风电

和光伏将是未来电力系统的主体，煤电降成辅助性能源，是风电和光伏

将进入倍增阶段。此外，储能将实现爆发式增长。据估计，2060 年中国

储能装机规模有望增长近 200 倍，以解决新能源发电不稳定问题。能源

数字化也将迎来黄金发展期，届时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分布式能源和储

能进行智能化管理，以确保未来一体化的清洁电力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

有效消纳可再生能源。

习近平：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5/content_55931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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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央企角力碳中和计划

企业集团 2025 年目标 2030 / 2035 年目标

国家能源集团 	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7000-8000 万千瓦 --

大唐集团 	 2025 年实现碳达峰
	清洁能源占比 50% 以上 --

华能集团 
	 2025 年清洁能源占比 50% 以上
	发电装机达到 3亿千瓦
	新增新能源装机 8000 万千瓦

	总装机突破 5亿千瓦
	清洁能源占比 75% 以上

华电集团 
	新增新能源能装机 7500 万千瓦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 50% 
	非煤装机占比接近 60% 
	 2025 年实现碳达峰

--

国家电投集团
	 2023 年碳达峰
	 2025 年总装机容量 2.2 亿千瓦
	清洁能源占比 60% 

	 2035 年发电装机总量 2.7 亿千瓦
	清洁能源占比 75%

国家电网
	跨省跨区输电能力 3亿千瓦
	输送清洁能源占比 50%
	规划建成 7回特高压直流，新增输电能力 5600 万千瓦

--

南方电网 --
	 2030 年跨省区送电规模
		7800 万千瓦左右
	新增受入 2000 万千瓦区外电力，
		新增区外送电 100% 为清洁能源

为了早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能源央企形成了你追我赶的态势，纷纷制定本

集团的碳中和行动计划目标和时间表。部分企业的目标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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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能源要点

关键词 要点

关键指标
	• 单位 GDP 能源消耗降低 13.5%
	•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
	• 能源综合生产能力 >46 亿吨标准煤

可再生能源

风电光伏

	• 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

	• 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

	• 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

	• 加快发展东中部分布式能源

	• 有序发展海上风电

	• 建设一批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

	•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20% 左右 

水电

	• 加快西南水电基地建设

	• 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布局图（见图 1）

核电
	• 推进核电机组关键部件研发应用

	• 安全稳妥推动沿海核电建设

	• 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 7000 万千瓦

火电和煤炭

	• 推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

	• 合理控制煤电建设规模和发展节奏

	• 推进以电代煤

	• 合理控制煤炭开发强度 
	• 推进能源资源一体化开发利用

	• 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 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

电网

	• 提高特高压输电通道利用率

	• 加快电网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和智能微电网建设

	• 提高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智能调节能力

	• 加强源网荷储衔接

	• 提升清洁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

	• 提升向边远地区输配电能力

	• 升级改造农村电网

市场化改革

	• 推进能源…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

	• 放开竞争性业务准入

	• 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 加强对自然垄断业务的监管

电力市场 	• 允许制造业企业全部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

储能、氢能

	• 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和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

	• 在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
        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 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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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 	• 突破新能源汽车高安全动力电池、高效驱动电机、高性能动力系统等关键技术

	• 加快研发智能（网联）汽车基础技术平台

充电桩 	• 积极扩建新建停车场、充电桩

碳排放、碳
达峰

	• 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 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 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

	• 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

	• 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深入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低碳转型。

	• 加大甲烷、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等其他温室气体控制力度

	• 锚定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 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

碳捕集 	• 实施重大节能低碳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开展近零能耗建筑、近零碳排放、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
        等重大项目示范

油气

	• 有序放开油气勘探开发市场准入

	• 加快深海、深层和非常规油气资源利用

	• 推动油气增储上产

	• 完善煤炭跨区域运输通道和集疏运体系

	• 加快建设天然气主干管道

	• 完善油气互联互通网络

能源安全

	• 坚持立足国内、补齐短板、多元保障、强化储备，完善产供储销体系

	• 增强能源持续稳定供应和风险管控能力 
	• 实现煤炭供应安全兜底

	• 油气核心需求依靠自保 
	• 电力供应稳定可靠

	• 强化重要能源设施、能源网络安全防护

	• 多元拓展油气进口来源

能源革命 	• 深入推进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和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绿色经济

	•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

	• 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积极发展

	• 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等产业

	• 推广合同能源管理等服务模式

	• 推动城市公交和物流配送车辆电动化

能源供给

	• 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 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

	• 优化能源开发布局和运输格局

	• 加强能源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基地建设

	• 提升国内能源供给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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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能源杂志

电力装备 	• 立足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巩固提升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船舶等领域  
        全产业链竞争力，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

战略性新兴
产业

	• 聚焦新一代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 

工业互联
网、数字化

	• 加快交通、能源、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 加强泛在感知、终端联网、智能调度体系建设

	• 积极稳妥发展工业互联网和车联网

能效与节能

	• 坚持节能优先方针

	• 深化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和公共机构节能

	• 推动 5G、大数据中心等新兴领域能效提升

	• 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

	• 实施能量系统优化、节能技术改造等重点工程

	• 加快能耗限额、产品设备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

清洁供暖 	• 替代散烧煤

	•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 70%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图 1“十四五”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布局示意图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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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事实

中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2020）

指  标  名  称
计算单位

全年累计

绝对量 同比增长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75110 3.1

---- 第一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859 10.2

---- 第二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51215 2.5

        ---- 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50297 2.5

---- 第三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12087 1.9

----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亿千瓦时 10949 6.9

全口径发电设备容量 万千瓦 220058 9.5

---- 水电 万千瓦 37016 3.4

---- 火电 万千瓦 124517 4.7

---- 核电 万千瓦 4989 2.4

---- 风电 万千瓦 28153 34.6

---- 太阳能发电 万千瓦 25343 24.1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供电标准煤耗 克 / 千瓦时 305.5 -0.9*

全国线路损失率 ％ 5.62 -0.31▲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小时 3758 -70*

---- 水电 小时 3827 130* 

---- 火电 小时 4216 -92* 

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 亿元 5244 29.2

---- 水电 亿元 1077 19.0

---- 火电 亿元 553 -27.3

---- 核电 亿元 378 -22.6

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 亿元 4699 -6.2

发电新增设备容量 万千瓦 19087 81.8

---- 水电 万千瓦 1323 197.7

---- 火电 万千瓦 5637 27.4

---- 风电 万千瓦 7167 178.7

---- 太阳能发电 万千瓦 4820 81.7

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 万千伏安 22288  -6.4

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 千米 35029 -2.5

注：1. 全社会用电量为全口径数据。2.“同比增长”列中，标 * 的指标为绝对量；标▲的指标为百分点。
来源：中国国家能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