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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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中欧
能源杂志



01  寄语

02  Fit for 55：符合气候目标的欧盟能源新政

04  通过有效监管推动欧盟氢能市场扩张

07  碳边界调整机制缺乏促进工业迁移的具体细节

11  德国上网电价政策的终结会浇灭居民电力生产者的热情吗？

15  中国的能源系统：可再生能源增长创纪录，但煤炭仍居主导地位

21  绿色金融新时代：欧盟分类法与中国新版绿债目录

27  欧洲 CCUS 项目亟待政策支持和市场创造

32  碳中和全球挑战

39 科技和创新在中国 30·60 气候目标中的作用
     ——最新进展及重点

44  受自然启发的可持续能源创新

50  铝空气电池——未来技术？

54  光伏废料循环经济应如何启动？

CO
N

TEN
T

1 序言

2 政策 

3 市场

4 创新



政策

5 简讯

58  欧盟公正转型基金获批，总价值 175 亿欧元

59  欧盟委员会启动电池合作伙伴关系计划

59  G7 承诺终止对煤炭的支持，并增加气候援助资金

60  挪威将加大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力度

60  英国宣布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停止燃煤发电

61  中国启动全球最大碳排放交易市场

62  中国发布《“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63  中国出台新政允许可再生能源开发商自建送出线路

63  中国启动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

64  中国拟在十年内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



中欧能源杂志



政策

1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盛夏已至，而致命的洪水却正在欧盟和中国肆虐蔓延。显然，我们大家都
在同一条船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这令人揪心的时刻，
我们与欧洲和中国人民同在。

新冠病毒仍在继续影响着我们的工作，欧盟和中国之间的人员往来依旧十
分困难。衷心希望我们的杂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欧能源领域的人士对业
界新闻和观点等信息的需求。

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好消息和大家分享：ECECP 网站现在实现了中英文同
步，欢迎大家浏览！

我们的团队成员近来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作别了青年研究生学者
Fatima Zarah Ainou、Markus Fischer 和杨欣淳，他们在毕业后纷纷开启了新的工作
旅程。Fatima 作为副研究员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APSEC），
Markus 成功申请加入了 Orsted 的研究生计划，杨欣淳现在则在落基山研究所
（RMI）旗下的创投平台 Third Derivative 担任投资助理。祝愿他们能够在新的岗
位上一展宏图！

同时，我们也迎来了几个新的小伙伴加入到我们的 ECECP 大家庭：青年学
者 Susanna Farrell 和 Polly James，以及青年研究生学者 Alliance Niyigena。Susanna 是
谢菲尔德大学数学系的学生，Polly 是利兹大学社会政策和政治专业的本科生，
而 Alliance 则即将在清华大学攻读国际事务专业。

在本期的文章中，有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想重点介绍给大家，比如关于：
欧盟的氢能监管、碳边境调整机制、欧盟分类法与中国的绿色债券、欧盟的
CCS 项目、铝空气电池技术，以及研发和创新在实现中国 30·60 气候目标中的
作用。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反馈意见 !

最后，我想对我们负责且严苛的编辑赤洁乔和 Helen Farrell 道声感谢，感谢
她们再次为我们呈现了一期内容如此丰富的期刊。

Flora Kan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 执行主任

http://www.ececp.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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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4 日，欧盟委员

会通过了“Fit for 55”一揽子立法

提案，旨在确保使欧盟经济和社会

走上到 2030 年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55% 的正确轨道。这份文件可谓是

欧盟委员会就气候和能源问题制定

的最为综合、全面的立法提案，不

仅为增加就业和未来具有韧性且可

持续的欧洲经济奠定了基础，而且

还以公平、经济高效和有竞争力的

方式为欧盟经济的彻底转型创造了

条件 1。

能源领域的相关行动是该一揽

子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从本质上

来讲，该文件旨在加大对可再生能

源利用和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促

进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稳步增长并且

在交通领域优先使用更清洁的燃料，

确保能源税制与欧盟的气候和环境

目标保持一致，同时加大投资创新

力度，以带动工业和其他领域的转

型。

在所有领域开始脱碳之前，能

源领域必须率先进行转型，这需要

在以下四个方面采取果断行动：

• 提高可再生电力的渗透水平；

• 以氢能等可再生气体替代天然

气；

• 确保生物能源的可持续供给；

• 降低经济活动的能源强度。

“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中包

含两项对上述行动至关重要的能源

提案：其能否有效实施基本上将决

定欧盟整个能源系统的重塑进程。

其一是修订《可再生能源指令》，

即 RED（2009 年首次颁布，2018

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3541

符合气候目标的欧盟能源新政
Fit for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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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

新版 RED 指令将纳入以下关键

条款：

◆ 明确新的首要目标——一次

能源消费的 40% 必须来自可再生能

源。达到这一目标可能看起来非常

乐观，但有理由相信这实际上只是

现状的真实反映。2020 年，欧盟的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经超过了化石

燃料发电量，风电和光伏目前占发

电总量的 20%，而燃煤发电量占比

仅为 13%。按照清洁能源一揽子计

划的治理模式，这一新的欧盟目标

还将配有针对每个成员国的具体指

示性目标作为补充。这一目标的达

成除了将采用现有融资工具外，还

将得益于欧盟疫后复苏基金所支持

的大量投资作为支撑。

◆ 对 RED 的修订将通过促进

企业购电协议、鼓励跨境合作以及

放宽许可和授权限制来刺激可再生

能源的大规模部署。欧盟委员会试

图解决成员国在申请可再生能源项

目许可时所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

可能会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受限，

从而破坏气候目标的达成。欧盟还

将在 2022 年前编制出一套良好的实

践指南供各成员国借鉴。此外，消

除投资的实际和法律障碍以及促进

跨境合作也将是改革重点。

◆ 该提案旨在促进可再生能源

与所有经济领域的整合，特别是那

些减排进展滞后的行业，如建筑、

供暖和制冷、运输以及制造业。提

案为这些行业均设定了更加具体的

目标。

◆ 修订后的 RED 将进一步推

动氢能行业的发展。为此，欧盟也

将针对运输和制造业专门制定一套

目标，同时对可再生氢能以及低碳

氢能做出明确的定义，并确定相关

的认证规则。

◆ 由于生物质能目前仍然是一

些欧盟成员国重要的可再生能源来

源，修订后的 RED 将强化生物质能

利用的可持续性标准。只有以可持

续的方式生产的生物质能才能有助

于实现气候目标，而不会对我们的

生态系统特别是我们的森林造成不

必要的额外压力。提高可持续性标

准以及设立生态禁区将不仅有助于

限制供应过剩，还有助于保护我们

的原始森林、泥炭地和草原，保护

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的森林。这些

标准将适用于 90% 的现有生物质能

发电装置以及未来所有大于 5MW

的供热和发电装置。各成员国对于

生物质能的国家补助将受到更为严

格的约束，因为将对于生物多样性

极为重要的高质量原料或植物用于

能源生产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最后

同样重要的是，2026 年后生物质发

电将不再获得任何补贴。

其二是修订《能效指令》，即

EED（2012年出台，2018年修订），

并将纳入以下条款。

◆ 到 2030 年，欧盟将为一次

能源和终端能源消费设定一个明确

的约束性目标，在 2020 年的基础上

提高 9%，并将同样辅以指示性的国

家层面目标作为补充。此外，所有

成员国的节能要求将被提高到每年

1.5%，这几乎是当前目标的两倍。

此外，欧盟还计划采取其他措施来

提高公共部门的能源效率，包括建

筑物翻新和绿色采购。

◆ 提高能效的相关行动将着眼

于通过解决弱势家庭可能面临的能

源价格上涨来缓解波及数百万欧盟

公民的能源贫困问题。公共事业当

局和燃料供应商必须携手行动并对

有需要的群体给予特殊关照，而新

成立的气候社会基金将为其提供直

接的财政支持。

◆ 修订后的 EED 将能效第一原

则纳入欧盟法律，使其在应用层面

成为整个欧盟必须履行法律义务。

要使欧盟能源领域达成“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所述目标绝不是

一个便宜的选择：太阳能光伏领域

的预计成本约为每年 140 亿欧元，

风电成本约为 350 亿欧元。此外，

在电网扩建方面每年将需要 610 亿

欧元。在 2021-2030 年期间，用于

生产绿氢的电解槽的部署成本可能

会增加 400 亿欧元。

尽管成本高昂，但这很可能带

来巨大的收益，欧盟将为此变得更

加强大且富有。因为，这不仅会创

造大量的高薪工作，还将带动欧洲

工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并重新确

立技术领先地位，而更清洁、更便

宜的电力供应也将使其他行业获得

新生。

最终，欧洲人民的生活方式将

朝着更好的方向改变，我们的后代

也将为此不胜感激。

【文：Octavian Stamate （傅维恩）】

欧盟驻华代表团气候行动与能源参赞

/  译：赤洁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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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欧洲能源高级顾问 Walter Boltz 提出了一个与此前精心设计的天然气监管框架“几乎完

全相同”的氢能监管框架，只在实际操作上存在一些差异，但这当然不会适合所有人。净零气体系统监

管设计的最佳途径应是怎样的呢 ?

通过有效监管推动欧盟氢能市场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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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致力于制定一套颇具雄心

的总体脱碳目标，包括欧盟绿色协

议、Fit for 55 一揽子法案、氢能法

案以及部门整合战略，都要求欧盟

到 2050 年实现其能源系统的完全脱

碳。

为了使难以电气化的行业脱碳，

比如能源密集型产业、使用气态原

料的行业、以及重型运输和航空运

输等，将需要快速发展氢能市场，

减少（化石）天然气的市场份额。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委员

会目前正在考虑针对氢能市场和氢

能网络的不同监管形式。第一套监

管规则草案将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

发布，第二套将于 2021 年 10 月发

布。到目前为止，监管的干预程度（无

监管、轻度监管或全面监管）以及

在氢能市场加速扩张期间监管应当

何时切入等问题都存在不确定性。

在消费侧，氢能是最清洁的燃

料之一，但其总的碳足迹取决于制

氢来源，这决定了其全生命周期的

温室气体排放。氢能对脱碳的贡献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制

定出可加速不同行业氢能应用的监

管框架。

需要缩短氢能投资周期

为了实现既定的脱碳目标，欧

盟需要快速发展具有成本效益并且

可持续的氢能市场和相关基础设施，

特别考虑到目前所有使用天然气的

部门至少到 2050 年都不太可能实现

全面电气化，这点显得尤其重要。

很明显，用氢气（以及有限数量的

沼气）替代化石气体的速度需要加

快，必须要比一般投资周期所允许

的还要快。

因此，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治

干预和公众支持来加速这一转型。

当然，这也会增加一些风险，即如

果这样的政策干预是基于错误的假

设，那么就有可能会拖慢转型进程

并大幅增加转型所需的成本。

一个设计良好的监管体系将有

利于加快氢能的使用，并将降低欧

盟能源系统转型的社会成本。相反，

一个设计糟糕、支离破碎并且法律

上具有不确定性的令人迷惑的监管

体系，则将会导致投资放缓，延误

发展机会，并使脱碳变得更加困难

和昂贵。

法律不确定性是投资的一大障碍

目前在加快氢能基础设施和市

场建设方面缺乏投资且速度缓慢，

不仅是因为缺乏可推向市场的成熟

技术和 / 或投资资金，而且还因为关

于氢能发展监管框架的法律不确定

性。不断变化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更是进一步破坏了对利益相关者和

投资者实施有效监管的可预测性。

一些诸如对可再生氢能增量的严格

性要求，虽然出发点很好但却不切

实际，将进一步减缓氢市场的发展

进程。

使用现有天然气基础设施

欧盟内部能源市场的目标是建

立一个流动的、有竞争力的、一体

化的能源（天然气和电力）市场，

目前几乎所有欧盟地区都已建立了

供应高度安全且运转良好的零售市

场。得益于大多数成员国发达且相

互交叉的天然气基础设施网络以及

相对成熟的监管框架，在过去 60 年

里，欧盟现有天然气基础设施在公

众的支持下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大的

规模。虽然其中一些资产已全部折

旧，但仅对天然气运输系统来说，

这些资产除了给内部能源市场带来

的收益和价值外，其货币价值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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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不但能够提供高度的法律确定

性，而且能在氢能使用的时间、技

术和应用方面提供一定的灵活性。

过早地限定氢能的应用领域，或是

对某些技术的成败下结论，最终将

很可能被证实为代价高昂的错误，

因为政策的制定者们很少能够正确

预测技术未来的发展情况。

天然气监管框架

通过对欧洲天然气市场缓慢而

复杂的开放过程进行回顾，我们发

现氢能监管框架的最佳选择似乎与

天然气监管框架基本相同，只是由

于结构性差异而需要做一些调整。

达 2000 多亿欧元。为了所有欧盟公

民的利益，应该最大限度地努力利

用这些资产。

到 2050 年及以后，已经完成脱

碳的能源系统将使用更少的天然气，

这意味着现有的部分天然气基础设

施在未来很可能变得不再需要。这

其中究竟有多少能够被改造成用于

氢气输送的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

上将取决于能够促成这种重新改造

利用的监管框架及相关规则。

那些与天然气市场和基础设施

向满足未来氢能市场转型相关的法

律和监管框架的政策决定，将决定

这部分能源系统脱碳的成败以及代

价。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现在需要

的是一个务实且有实用性的监管框

鉴于氢能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

我们将需要对某些规则给予在未来

10-15 年减损和豁免的可能，以撬动

当下的投资，即使它们不完全符合

以后的相关规则。

这种方法将为市场上的每个人

提供法律确定性，因为天然气市场

的规则是众所周知的，最终的市场

结构也将是清楚的。此外，这样的

监管体系已被证明在实践中是行之

有效的，即使是处于压力之下。对

于任何一套明显不同的氢能监管规

则，都需要密切检查和监控。正如

我们在天然气市场中所看到的那样，

这可能需要几轮的立法过程以及多

年的努力，直到制定出一套相对平

衡且切实可行的市场规则。

这样做的进一步的好处是，在

现有的输配系统运营商监管框架（甚

至是受监管的资产基础）内，天然

气基础设施能够更容易地被改造为

供氢能使用，并且可以避免复杂的

估值问题，且不用制定天然气与氢

气网络之间的转让规则。

最后，迫切需要制定一个不单

单针对氢能，而是兼顾电力和氢能

部门之间系统整合的监管框架。尤

其因为建立氢能系统的一个重要考

量在于需要长期储存大量的能量，

就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看来，这只

能通过像氢气或天然气等这样的分

子来实现，而不是通过目前已知的

电池技术。

【文：Walter Boltz 】

/ 译：赤洁乔

本文由 Energy Post 授权转载。

https://energypost.eu/ramping-up-eu-hydrogen-markets-with-effective-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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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边界调整机制
缺乏促进工业迁移的具体细节

高排放的工业应该迁移到那些有廉价清洁能

源的地方，只要运输成本（以价格和排放衡量）

不至于过高，就可以是世界任何地方。为了正确

计算，碳边界调整机制（关于进口商品的排放量

的核算）必须在国际上形成共识。至关重要的是

必须将所有相关的排放都计算在内。但 IRENA

的 Dolf Gielen、Paul Durrant、Barbara Jinks 和

Francisco Boshell 表示，6 月早些时候透露的欧

盟计划草案并没有这样做。作者列举了一些例子

（石油化工产品和氢气被排除在外，回收钢和纯

钢应该被区分对待，不应该因保护专有信息而破

坏透明度），并解释和量化了绿氢、氨、甲烷、

铝、铁等主要的迁移驱动因素。不是所有行业都

将从这一机制中获益，比如水泥行业。这一切已

经在发生，并将继续推进。但作者们认为，全球

的减排战略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工业迁移的机

会，而这恰恰应成为未来净零战略政策工具中的

一个关键机制。这意味着将绿色大宗商品的碳核

算与清洁能源生产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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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化工、石化、有色金属

和陶瓷材料等大宗商品的生产属于

能源和碳密集型产业。近年来，新

的能源密集型服务也开始涌现，比

如数据中心和比特币挖矿业务。这

给全球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而进行

的减排工作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对于某些行业，能源和化石燃料是

相当关键的成本组成部分，虽然这

这将导致透明度问题。

可再生能源证书（REC）系统

已经建立，使电力的终端消费者能

够验证电能由可再生能源产生。还

有许多此类的系统也在运行，包括

欧洲原产地担保体系（GO），许多

原产地证书的签发机构都是欧洲签

发机构协会（AIB）的成员。一些新

兴行业（如可再生合成气体）的信

息披露和认证规则也在筹备当中（包

括氢和生物甲烷）。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在各自

制定自己的碳标准和认证体系。如

果各个体系遍地开花且不能协调一

致，那么国际贸易则将变得复杂化。

国际标准通常是在国际组织的主持

下制定的，比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或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但这种多国公认标准的开发制定可

能需要花费数年。

因此，迫切需要协调和加速国

际各界关于绿色大宗商品、清洁氢

能和电力的碳核算的讨论。

工业迁移可以减少碳泄漏

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区位选择

可能会随着能源政策重点的转移而

发生改变。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约

70% 的国家已经同意到本世纪中叶

实现净零排放目标。随着越来越多

的国家加入，工业界领域将需要考

虑如何获得低成本的清洁能源以保

持竞争力。

之前的研究表明，如果有足够

的时间进行这种过渡，可以通过采

用技术性的减排战略来减轻泄漏效

些行业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却对全

球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影响

极大，约占工业用能的三分之二。

碳泄漏：气候政策的障碍

碳泄漏，也就是将碳密集型活

动转移到碳排放政策相对宽松的国

家，或是增加碳密集型商品的进口

而不通过本国生产，近  几十年来一

直是有效的气候政策和全球减排面

临的一大障碍。

欧盟正在考虑不迟于 2023 年引

入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欧

盟委员会预计将很快提交一份提案，

相关草案已于 6月初对外公布。

进口商必须购买 CBAM 证书，

其数额根据进口数量和嵌入排放量

乘以 CBAM 价格计算所得。CBAM

价格将根据每周 EU ETS 配额拍卖

的平均收盘价格来计算。CBAM 将

适用于电力、钢铁、水泥、化肥和

铝等行业，但不包括石化产品和氢

能等一些关键领域。虽然内嵌排放

量的计算方法尚未公开，但美国和

中国等国家已经对此表示担忧。

计算实际含碳量

产品实际含碳量的计算是需要

解决的关键问题。例如，回收钢材

与一次钢材所内嵌的排放量有很大

不同，但在海关的分类中显示不出

这样的差异。各种工业商品都有能

源和碳基准系统，但这些系统包含

专有信息，不能用于公共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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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 例 如 见 Gielen（2000）、

Ismer 和 Neuhoff（2004）、Gąska

等 人（2019） 以 及 Neuhoff 等 人

（2021）的研究。这些分析主要聚

焦阻碍碳密集型产业脱碳的复杂因

素，如竞争力的丧失以及碳泄漏等。

然而，自这些报告发表以来，已经

涌现出许多一些经济可行的可再生

能替代源解决方案，这为扭转争论

走向和打破政治僵局创造了机会。

迁移选址的影响因素

项目选址除了要接近资源和消

费者之外，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具有竞争力的熟练劳动力以及

有利的政治和监管环境，但能源成

本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

将耗能过程转移到有低成本可再生

能源资源的地区，可以在满足能源

需求的同时大幅减少排放。而且，

由于全球拥有低成本可再生资源的

地区大都位于偏远地区，工业搬迁

给偏远地区带来的新经济活动也应

能够产生出积极的社会经济影响。

过去就有这样的例子，例如，

在加拿大、莫桑比克、俄罗斯、苏

里南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炼铝厂通

常都建在能提供低成本可再生电力

的水电站附近。而合成氨的生产设

施大都位于靠近俄罗斯、挪威或中

东等低成本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地区。

这些例子表明，如果项目运转良好，

那么偏僻的选址并不会对业务构成

障碍。

类似的选择仍在进行：印度尼

西亚已经将其偏远地区的水力发电

潜能视为工业化的驱动力；澳大利

亚和中东的偏远沙漠地区正在开发

绿氢生产设施；比特币挖矿业务正

在向冰岛、中国和美国北部（靠近

水电站）等拥有低成本电源的地区

发展。

将产业迁移到有廉价清洁能源的

地区

有迹象表明，人们越来越多地

选择将产业建在靠近更廉价的可再

生资源的地区。由绿氢生产绿氨在

经济上变得可行。当前全球宣布建

设的可再生氨生产项目到 2030 年年

产量可达到 1700 万吨，这大约是全

球目前1.83亿吨年度氨产量的9%。

大约有 30 座商业绿氨生产设施正

在开发中，主要位于澳大利亚、智

利、阿曼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偏远

地区，这些地区的风能和太阳能发

电成本都非常低。国际可再生能源

署（IRENA）和氨能协会正在联合

对绿氨的发展机会进行更详细地评

估。

由生物质或绿氢生产的可再生

甲醇也可以在化学工业中发挥关键

作用，可用来生产合成有机材料和

燃料。能够获得廉价原料对于这个

行业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能源成本效益超过了额外

的运输成本，那么相关项目的搬迁

就具有经济可行性。表 1 的数据表

明，搬迁可能对铝、氨、铁、航空

燃料和甲醇的生产有利。

表 1：选址经济学

当前世界产
（百万吨 / 年）

商品价格
（美元 / 吨）

2030 年绿色产品价格
（美元 / 吨）

运输成本（指示性）
（美元 / 吨）

迁移后的
能源成本效益
（美元 / 吨）

生铝 65 2500 2500 70-100 425

氨 200 250-400 600 100 340

水泥 2000 20 100 50 20

钢铁 1389 300-500 400-500 15-50 115

航空燃料 250 300-500 1000 50 500

甲醇 100 410-520 600 100 375

氢 120 300 1500 1500 1500

注：能源成本效益是通过能源强度乘以所节约的单位能源成本计算得出。运输成本数据来自最近的市场调查。这些指标具有指示性，因为它们往往会随着供
求形势而剧烈波动。能源成本效益：电力 3 ct/kWh，热能 5美元 /GJ，氢 1.5 美元 /kg  / 来源：IREN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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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氢能行业而言，收益和成

本基本趋平，而对于水泥行业来说，

搬迁似乎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因

为额外的运输成本超过了能源成本

的效益（考虑到工业过程排放，弱

点会更明显）。由于绿色商品比氢

气的运输成本要低得多，因此制造

端的选址可能更倾向于靠近氢能生

产设施附近。

鉴于工业活动的规模庞大，产

业迁移可能对各国的能源和二氧化

碳平衡产生重大影响。人口密集、

能耗强度高的国家可能受到的影响

尤甚，例如东亚和西欧国家。出于

能源考虑对产业进行迁移并非闻所

未闻，在经历了上世纪 70 年代石油

危机之后，日本逐步淘汰了原铝冶

炼厂而转向进口。

产业迁移还可以开辟新的重要

发展机遇，例如北非的毛里塔尼亚

最近宣布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在一

个现有发电能力只有 50 万千瓦的国

家开发建设 3000 万千瓦的制氢电解

槽。

未来展望

能源密集型产业及其生产过程

的迁移可能会导致碳泄漏。然而，

如前文所述，这种迁移也可以带来

气候效益，并可以创造新的经济活

动。产业迁移地点的选择对于国家

能源和二氧化碳平衡的影响可能是

深远的，并可能成为未来净零战略

政策工具中的一个关键机制。然而，

产业迁移的影响和所带来的益处并

没能在当前的减排战略中得到适当

的体现。

由于商品自身的碳含量并不明

显，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全面的标准

和认证系统作为碳边境调整机制的

一部分。鉴于当前全球各地的此类

系统处于各自分离的局面，因此将

电力系统、清洁氢能系统和绿色商

品贸易的协调起来将至关重要。同

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需要协调一致

来开发这一系统，这将有利于欧洲

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IRENA 正

在同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并同其成

员开展一系列对话讨论。总的来说，

为绿色大宗商品和燃料贸易创造条

件应当在 COP26 以及 G20 和清洁

能源部长级会议等其他国际框架下

的磋商议程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文：Dolf Gielen、Paul Durrant、

Barbara Jinks、Francisco Boshell】

/ 译：赤洁乔

本文由 IRENA 和 Energy Post 授权转载。

表 2：氢衍生物交易及其他氢能需求预测情况（2050）

产量增长指数
（2020-2050）

绿色产品比重
（%）

氢能需求
（吨氢气 / 吨产品）

2050 年贸易潜力
（百万吨氢当量）

氨 300 67 0.18 72

钢铁 100 40 0.08 48

航空燃料 200 50 0.4 100

甲醇 500 100 0.25 125

总计 345

其他氢能 500 100 1 255

注：IRENA WETO 1.5C 情境下绿色生产的增长及所占份额

https://energypost.eu/eus-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lacks-the-detail-to-drive-industrys-relocation-near-clean-energy/
https://energypost.eu/eus-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lacks-the-detail-to-drive-industrys-relocation-near-clean-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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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上网电价政策的终结
会浇灭居民电力生产者的热情吗？

德国的上网电价政策已经持续了 20 年。该政策通过对电价和并网提供保障以鼓励普通民众和社

区投资小规模的太阳能、生物质能和风能发电，为其家庭和当地提供电力。但是如今保障电价过高，

上网电价政策趋于结束，竞价拍卖机制开始成为主流。而赢得拍卖的往往是大型企业，现有的一些

小型安装项目却开始变得不够经济。Isabel Sutton 在 Clean Energy Wire 网站上分析了这种改变的利

与弊。随着成本下降，规模扩大，由大型投资者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扩展是有道理的。然而，公民作

为能源生产者和“能源民主”是德国人在电价上涨的情况下强烈支持转型的原因之一。当他们再次

成为旁观者时会发生什么 ? 有没有其他方式能让他们成为能源领域的参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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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 1 月 1 日，标志着德

国能源转型关键阶段的结束。在这

一天，德国能源转型的先驱们不再

享受上网电价补贴。在过去的 20 年

里，该政策为风能、太阳能或生物

质能发电提供了固定的价格保证。

2000 年，德国《可再生能源法

案》（EEG）引入了可再生能源上

网电价补贴政策，自此，德国的可

再生能源发展开始驶入快车道。根

据《能源民主》的作者 Craig Morris

和 Arne Jungiohann 的说法，在上网

电价政策实施的第一年，陆上风力

发电新增装机容量超过了百万千瓦，

而到 2002 年，年装机量上升到 320

万千瓦，相当于当时全球风电总装

机容量的三分之一。太阳能安装量

也以惊人的速度激增，到 2007 年，

全球45%的太阳能发电量来自德国。

到 2013 年，有 500 万千瓦的生物

质发电装置也已投入使用。

吸引民众参与

早期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大

多是普通民众，他们投资在本地村

庄附近兴建风电场，或是在自家屋

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通常，他们

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上网电价收益，

还包括有机会加入一个组织结构更

为民主的分散式电力系统，独立于

由拥有大型传统燃煤电厂或核电站

的大型电力公司所主导的市场。

随着这些先行者及其追随者的

固定电价收益在未来几年内将被终

止，并且大型电力公司在绿色能源

发电领域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公民

能源的支持者们担心他们的迅速崛

起可能会导致过早的失败。公民能

源项目协会 Bündnis Bürgerenergie 的

Marco Gütl 预测称，目前由《可再

生能源法案》支持的大量可再生能

源发电厂都将面临倒闭风险。

他对此感到悲观的理由是：民

众对于能源转型的参与度已经趋于

下降。2014 年，公民能源项目协

会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

一半的绿色发电量来自居民。而到

2021 年初，居民发电量的份额已经

下降到三分之一。民众参与度下降

的部分原因在于大型投资者建设的

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总装机

容量有所增长，从 2014 年的 8500

万千瓦增至2020年的1.23亿千瓦。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公民能源项目

的比例逐渐减少，这对德国整体的

电力供应和公众对绿色能源转型的

接受程度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

取消沼气、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

上网电价

德国当前共有 9500 座沼气发电

厂，其中 1000 座在今年失去了上网

电价补贴。而在太阳能领域，根据

德国光伏产业协会（BSW）的预测，

在 2020 年至 2025 年期间，德国预

计将安装170万套新光伏发电装置，

其中将有 12.8 万套小型光伏装置不

能享受上网电价政策。

2021 年，德国共有大约 400

万千瓦的风力发电容量退出了长达

20 年的上网电价协议，到 2025 年

底将上升到大约 1540 万千瓦，原因

是前几轮的清洁能源生产商的 20 年

上网电价补贴期限即将到期。截至

2021 年 2 月，德国陆上风电装机容

量总计为 5500 万千瓦。

上网电价终结是否会对总发电量

产生影响？

然而，德国能源部表示，在今

年 1 月取消上网电价政策后，350

万千瓦陆上风电装机容量中只有 9

万千瓦停止了生产。

虽然德国政府表示，70%（230

万千瓦）的风电企业没有申请后续

的资金支持，而是已经找到了直接

销售电力的方法，但这是否会成为

小型风电企业的选择目前尚不清楚。

公民能源项目协会的 Marco Gütl 担

心，那些先行的居民电力生产者的

装机容量不会被新的同类项目所取

代。他认为，“说到底，这是一个

经济问题，目前大多数绿色发电厂

不能依靠每千瓦时 4-5 欧分的价格

生存，这是电力交易市场的平均价

格。”虽然那些运行状态良好的早

期风电厂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找到新

的电力购买者，但对于老旧沼气发

电和极小规模的光伏发电装置而言，

前景往往更加暗淡。

上网电价和公民能源 : 自身成功的

受害者

德国的公民能源现象在 2010 年

代初期达到顶峰，这在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上网电价政策。该政策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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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为生产商提供最低能源价格

和并网连接保障，来鼓励扩大可再

生能源投资。上网电价保持 20 年不

变，根据发电能源类型和环境条件

而有所不同。得益于该政策的支持，

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迅速崛起。

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下降，

德国在2014年对《可再生能源法案》

进行了全面修订，政府决定用拍卖

机制取代上网电价政策，旨在推动

这一日趋成熟产业的市场化发展。

担保价格日渐昂贵

在这一改革之前，上网电价

（包括其随时间递减）是由立法者

决定的。然而德国政府本想要避免

为可再生能源早期的繁荣发展提供

高额支付担保，当时太阳能和风能

安装费用比现在高得多。这些担保

价格仍然弥补了用户电费支出的绝

大部分。因此，为了“降低电力成

本，推动市场扩展以吸纳更加多样

化的能源生产商，并继续保持提高

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的目标”，

2016 年，德国建立了除小型光伏发

电装置外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竞

拍方案。

竞价拍卖机制开始兴起

德国自 2017 年开始启动可再生

能源竞拍，并且每年都会举行多轮。

政府规定了投标的数量，电厂运营

商依据可用容量进行投标，最低价

中标。政府鼓励所有超过 750 千瓦

的发电厂或在建电厂参与竞标，然

而在实践中，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由于成本过高

并且官僚作风严重，使得小型的居

民发电商难以获得竞争优势。专业

的风电场开发商取而代之地接管了

这一市场，有时还会将项目伪装成

公民能源项目。

咨询公司 Ecofys 对 2014 年至

2016 年的光伏拍卖试点项目进行

分析，发现“在过去的两年中，没

有任何一家企业在光伏拍卖中取得

明显成功”。《能源民主》一书的

合著者 Craig Morris 在其 2019 年撰

写的报告《德国的社区能源：不仅

仅是缓解气候变化》（Community 

Energy in Germany: More Than Just 

Climate Mitigation）中断言，“一旦

取消了上网电价政策，没有哪个国

家的社区能源项目会蓬勃发展”。

竞价拍卖系统的目标是促进市场参

与者的多样性，但实际情况远非如

此。到目前为止，竞拍系统只是将

一批公民市场参与者替换成了大型

公司。

Aurora 是一家为能源转型投资

者提供分析和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

该机构的 Casimir Lorenz 则认为，这

并不在于《可再生能源法案》的变化，

而在于该行业的日趋专业化将不可

避免地导致小型参与者被挤出市场。

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情况（单位：十亿欧元）

 水力发电  陆上风电  海上风电  太阳能光伏  生物质能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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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对于陆上风力发电而言尤

其如此，而光伏发电受到的影响则

相对有限，原因是德国可用的土地

有限，这意味着对空间的竞争将越

来越激烈，因此可再生能源开发商

的行动必须快速且高效。特别是现

有的市政电力公司和大型能源公司

都开始进行投资光伏发电，比如，

慕尼黑的 SWM 公司希望在 4 年内

投资数千万美元建设 12 个光伏太阳

能发电园区，而电力公司 EnBW 正

在建立德国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

该园区的运营将不需要国家资助。

欧洲各能源企业已经纷纷宣布计划

将大举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投资，到

2030 年的投资金额将达到 1 万亿欧

元。

没有民众参与，可再生能源也可

以蓬勃发展…

对于公民参与度下降所带来的

后果和成本问题，业界仍存在分歧。

Casimir Lorenz 承认，参与度下降会

威胁到公众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

尤其是对风能的支持，但他认为，

公民不一定非要以生产者的身份参

与能源转型。一种策略是向同意在

其住所附近建造风机的公民支付“风

力发电欧元”。

德国风能协会（BWE）理事会

成员 Dieter Fries 本身也是一位公民

能源先驱，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小

规模电力生产者为可再生能源行业

开辟了道路。随着大型企业竞相进

军可再生能源市场，他看到公民能

源生产者的努力即将结出硕果：那

就是一个由可再生能源主导的能源

市场。

德国联邦能源和水资源协会

（BDEW）的调查报告显示，即使

有更大的投资商接手，对能源基础

设施和生产的新增投资中，有三分

之二发生在投资项目所在州。而五

分之一的投资仍发生在已建有风电

场、光伏发电、充电站或气候中和

气体生产设施的地区。

…或面临失去公众支持的风险

柏林技术经济学院可再生能源

系教授 Volker Quaschning 表示，“如

果没有公民的参与，德国就无法履

行《巴黎气候协定》的义务。”要

想实现其气候目标，德国可再生能

源装机容量必须每年增加4到5倍，

他认为，“德国家庭拥有 6.7 万亿

欧元的储蓄金；为了确保能源转型

的成功，这些资金必须被合理利用

起来。”

此外，Quaschning 还认为需要

引入某种上网电价机制来重启陆上

风电建设。由于程序上的繁文缛节、

对环境因素的考虑，以及当地居民

的抗议，使得获得陆上风电许可证

困难重重，这导致 2019 年德国风电

新增装机容量降至 20 年以来的最低

水平。尽管 2020 年风电装机数据有

所提高，但是陆上风电装机容量的

扩张仍然落后于既定目标。

欧盟已经批准在竞拍系统之外

开发小型风电园区，作为其努力促

进社区能源发展的措施之一；对此

Quaschning 表示，目前德国政府唯

一要做的就是尽快行动起来。

公民参与的深层好处

Marco Gütle 认为，应鼓励社区

民众参与能源转型，因为这不仅可

以提升民众对能源转型的接受度并

有利于为可再生能源筹资，还可以

强化民主价值观，加强社区凝聚力，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Melanie Ball 是妇女合作组织

Windfang 的成员，她在 AEE 社区可

再生能源播客上，提出了一种以社

区能源为代表的不同类型的经济体

形式。她认为，“能源转型应该是

从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

如果只是大公司改变了其发电厂的

投资组合，那这根本不符合能源转

型的理念。”

【文：Isabel Sutton 】

/ 译：赤洁乔

本文依据国际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CC BY 4.0 授权许可，

最初发表于 Clean Energy Wire。

https://energypost.eu/germany-will-the-end-of-feed-in-tariffs-mean-the-end-of-citizens-as-energy-producers/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news/share-citizen-energy-projects-decline-funding-runs-out-and-big-investors-take-over


15

市场

中国的能源系统：
可再生能源增长创纪录，但煤炭仍居主导地位

Energy Brainpool 咨询公司的 Lara Dombrowski 和 Simon Göss 报道了中国能源系统的最新数据。2020 年，中

国的发电量增加了 298 TWh，相当于德国总发电量的 60%。这一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增长超过了以往任

何时期，这使得中国占据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近 50%。但同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高于所有经

合组织国家的总和。化石燃料持续增加意味着火电（其中煤炭占 90%）的份额仍高达几乎 70%。可喜的是中国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新的十四五规划目标是到 2030 年风能和太阳能的总装机量达到 1200 GW。同时，

中国的全国排放交易体系将于 2021 年 7 月启动，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但由于相关政策的出台进展缓慢，

中国电动汽车销量增速仅为 8%，远低于 39% 的全球平均水平。中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这就足够了吗？其

庞大的规模和增长意味着它将决定全球净零之路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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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2020 年前几个月中

国的经济并不景气，但 2020

年全年的用电量增加了近 300 

TWh。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

有所增加，尤其在 2020 年最

后一个季度，中国光伏和风电

的新增装机容量超过了德国迄

今为止的总装机容量。

中国的能源转型进程在

2020 年继续推进。火电发电

量占比仅略低于 70%，几乎与

2019 年持平，其中 90% 以上

是煤电，如图 1所示。

去年，中国的发电总量达

到 7623 TWh，相当于所有欧

洲国家发电量总和的两倍之多。

尽管受到了新冠疫情及其对经

济的相关影响，但与 2019 年

相比，中国的发电总量仍然增

加了 298 TWh。仅这一增量就

超过了 2020 年德国发电总量

的 60%。

新冠之年可再生能源占比

继续增加

在这增加的 300 TWh 发

电量中，129 TWh 为火电发电

量。相比之下，包括水电在内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则增加了

151 TWh，剩余的增量（17.5 

TWh）来自于新建核电厂。图

2 显示了 2019 年至 2020 年期

间不同技术发电量的年同比变

化。

图 1：2020 年中国的电源结构

来源：Energy Brainpool

图 2：不同技术的发电量较上年变化（TWh）

来源：Energy Brainpool

中欧能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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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技术的增速图中（如上图3所示）

可以看出，与其他技术相比火电发电量的增

速较低。这与 2020 年以前火电装机容量的

高水平增长有关。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的增速则要大得

多。核电发电量增速仅为 5%，明显低于

2019 年 20% 的增速水平。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创纪录增长

2020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增加

也反映在新增装机容量上。2020 年中国可

图 3：
不同技术发电量较上年增速 

来源：Energy Brainpool

图 4：
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GW） 

来源：Energy Brainpool

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超过了以往任何时

期。

虽然水电容量仅增加了 14 GW，但太阳

能发电增加了约 50 GW；风电装机容量甚至

增加了 72 GW。比较来看，德国 2020 年光

伏系统总装机容量为 54 GW，风电总装机容

量为 63 GW。这意味着仅中国光伏装机的增

量就与德国光伏的总装机容量相当，而在风

电方面，中国的增量甚至超过了德国的累计

装机。

因此，2020 年中国占据了全球可再生

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近 50%，其可再生能源

的装机容量增长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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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四季度，中国可再生

能源新增装机容量迎来了最大涨幅，

单季度新增 92 GW，是上年同期的

三倍多。风电装机容量的增长尤为

强劲，如图 5所示。

2020 年第四季度中国风电新增

装机容量达到 57.5 GW，几乎是去

年同期水平的五倍。这一显著增长

尤其与政府宣布从 2021 年起取消陆

上风电补贴有关，极大地激励了电

厂运营商们纷纷赶在年底前完成风

电厂的建设。

然而，2020 年第四季度中国的

太阳能新增装机容量也是去年同期

的两倍多，达到 38.1 GW。按季度

的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如图 6 所

示。

2020 年电动汽车增长放缓

Canalys 公司最近公布了 2020

年中国电动汽车的销售数据。数据

显示，去年中国共销售了 130 万辆

电动汽车。尽管这一数字创下了新

记录，但年增长率仅为 8%，与全球

相比，这一数字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2020 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增长了整

整 39%。中国的低增长率一定程度

上与其电动汽车政策有关。

由于一些政策和消费者补贴的

变化，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在后半

年受到了干扰。其结果便是，尽管

中国政府普遍支持向电动汽车过渡，

但汽车制造商们却仍难以提振市场。

2021 年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启动

中国省级层面的碳市场试点已

经于 2015 年开始运行。2017 年，

基于这些试点系统的经验，中国开

始正式构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2021 年 2 月，时机终于到来：中国

的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宣布正式启

动，并将于 2021 年 7 月启动上线交

易。

然而在第一阶段，中国的全国

碳市场将仅涵盖电力部门的 2200 多

家企业，约占该国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 30-40%。最初，2019 年和 2020

年所需的排放配额的约 70% 将免费

发放给各参与电厂。

然而，配额的分配将逐步通过

拍卖的方式进行管理。可以想象，

未来工业部门和国内航空业也将被

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系统。

预期的碳交易价格将低于欧洲

排放交易体系的现行价格，估计为

4-6 美元 / 吨。随着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的雄心不断增长，作为目前世界

上最大的排放交易系统（40亿吨），

图 5：风电新增装机容量（GW，按季度）

图 6：光伏发电新增装机量（GW，按季度）

来源：中国能源门户

来源：中国能源门户



19

市场

中国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到 2030 年或

将产生高达 250 亿美元的收入。

2021 年第一季度

煤炭满足强劲需求

2021 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力需

求较往年大幅增长。全国发电量达

1895 TWh，比 2020 年第一季度增

长了约 19%。

这主要归功于经济形势的好转

以及几十年一遇的冬季极寒天气。

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 2021 年第一

季度的发电量增长情况如图7所示。

尽管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

装机容量在 2020 年以创纪录的速度

大幅增长，但 2021 年第一季度电力

需求的增长主要由火电的增长来满

足。因此，在19%的电力需求增长中，

约 82%（304 TWh 中的 251 TWh）

由火力发电满足，而这其中约 90%

是燃煤发电。

在剩余的发电量增量中，只有

13% 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 11% 则

来自风能。

“十四五”能源目标

中国五年规划的出台是最重要

的周期性政治事件之一，它是中国

未来五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要规

划和目标纲要。2021年 3月 11日，

中国政府批准了“十四五”规划

（2021-2025 年）和到 2035 年的长

期目标。

能源相关的目标包括二氧化

碳强度降低 18%，能源强度降低

13.5%。此外，文件还首次提到了将

设定二氧化碳排放上限，但尚未给

出官方数值。

中 国 国 家 能 源 局 制 定 的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规划中给出

了进一步的具体目标数字。例如，

到 2030 年，风电和光伏的装机总量

预计将达到 1200 GW。

从 2020 年底的风电装机容量

来看，这意味着到 2030 年每年需要

新增 66 GW 以上。风电和太阳能占

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9% 增至 2021 年的的 11%，

并将逐年提高最终在 2025 年达到

16.5%。

自 2019 年以来，中国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已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总

和。因此，中国能源系统向 2060 年

碳中和目标的转型将成为实现全球

气候目标的一个最重要的杠杆。

图 7：2021 年第一季度发电量较上年同期的增长情况（按发电类型，TWh）

来源：中国能源门户

【文：Lara Dombrowski、Simon Göss】

/ 译：赤洁乔

本文由 Energy Brainpool

和 Energy Post 授权转载。

https://blog.energybrainpool.com/en/
https://energypost.eu/chinas-energy-system-record-renewables-expansion-but-coal-still-domi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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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新时代：

欧盟分类法与中国新版绿债目录

2020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了一套针对可持续经济活动的完整分类方

法（EU Taxonomy）。这份文件是欧盟范围内的首个对可持续经济活动进行定义与

分类的官方文件。无独有偶，半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和证监会联合发

布了 2021 年中国新版绿债目录，国内业界首次实现了对绿色项目定义与分类标准

的统一。这两份文件将对各自地区的绿色金融机构与投资者起到重要的参考意义，

同时将是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标准化与趋同化进程的重要一步。本文简要概述

了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及其潜在影响，以期对相关从业者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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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可持续活动的分类方法

2020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

发布了一套针对可持续经济活动

的完整分类方法，并于当年 7 月

起正式施行。该分类法是全球范

围内首个对“可持续活动”进行

详细定义与分类的官方性质的方

案；其出台与实行意味着，在全

欧洲范围内，只有符合欧盟分类

法的项目才可以被称为“绿色项

目”，只有针对这些项目的融资

才可以被称为绿色融资。这对于

全球绿色产业来说具有指导性意

欧盟分类法

欧盟分类法针对三大类主体：

- 金融市场参与者（FMPs）：具有养

老金和资产管理、保险以及企业和投资银

行产品的金融市场参与者需要与该分类法

保持一致。

- 大型公共事业公司：在发布非财务报

表时，需要与分类法保持一致。

- 欧盟及其成员国：当制定金融产品法

规时，必须采用此种分类方法。

具体内容上，欧盟分类法定义了六十七

项“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活动”，

这些经济活动涵盖了目前全球 93.2% 的温

室气体排放。此外，该方案还囊括了一部

分尚未有助于可持续发展、但在未来有绿

色发展潜力的支柱性经济活动，以鼓励关

键棕色经济活动向绿色的转型。这些经济

活动旨在满足六大可持续发展目标：减缓

气候变化、气候适应、海洋与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及保护、循环经济、污染防控、健

康生态系统的保护。符合分类法的经济活

动需要至少为六项环境目标中的一个或多

个做出“实质性贡献”，并对其他几项不

构成“重大损害”。 

更多内容详见欧盟分类法技术报告。

Designed by macrovector / Freepik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sustainable-finance/eu-taxonomy-sustainable-activities_en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business_economy_euro/banking_and_finance/documents/200309-sustainable-finance-teg-final-report-taxonomy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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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欧盟分类法旨在对“绿色”概念做

出基本定义，这将对所有绿色金融机构

起到指导性作用。在一套完整的分类体

系出台前，投资人、被投资项目与融资

机构处于双向不透明的状态中，各方只

能通过松散的、直觉型的理解对项目是

否符合“绿色”标准进行判断。这导致

投资者对资金更加谨慎，可持续项目难

以获得融资，且融资机构存在“洗绿”

的空间，严重降低了绿色资金的效率。

而一套良好、科学的可持续活动界定标

准则能够为融资机构与被投资项目提供

标准化的信息供应途径与流程，提高投

资者识别绿色产业项目的可靠性，保护

私人投资者免受有关环境可持续性的虚

假或误导性信息干扰，降低洗绿风险。

这有效降低了绿色资金的交易和管理成

本，并且有助于资金流向真正对可持续

发展有贡献的产业。

目前，绿色融资主要来自四类主流

渠道：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私募基金

与上市公司。其中，绿色债券是目前最

为成熟的融资工具。中央财经大学绿色

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顾问、哥本哈根商

学院博士候选人 Mathias Lund Larsen 表

示，“将欧盟分类法应用于绿色债券市

场将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但欧盟分类法

的意图不止于此。如今欧盟着手制定一

套绿色债券标准，旨在为绿色债券的发

行作出规定，这套标准将会以欧盟分类

法为依据。绿色贷款一般是不透明的，

但如今贷款发行方将需要遵照欧盟分类

法进行披露，否则将难以获得资金。私

1.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Green-Bonds-brochure-150616.pdf 

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是目前最主要的绿色融资手

段，在全球绿色市场中占比达 73%。绿色

债券（又名气候债券）指的是所募集资金

用于合规投资绿色项目的债券工具 1。过去

五年间绿债市场以每年 60% 的增长速度扩

张，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球市场规模超

过 1 万亿美元。欧洲仍然是绿色债券发行

的主力，但近两年中国绿色债券发行量实

现了显著的扩张，于 2019 年成长为全球第

二大绿债市场，境内外绿色债券总价值达

到 3862 亿元人民币。绿色债券是一种直

接的中长期融资工具，能够为高资本支出、

还款周期较长的绿色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

支持，从而有效解决绿色金融普遍面临的

期限错配问题。与一般债券相比，绿色债

券的标准更加严格、公开、透明，发行时

需要严格遵照发行认证流程，并指定外部

认证机构进行审核；发行后需要公开募集

资金用途、公开项目评估与遴选流程、追

踪募集资金流向、并定期报告。

详见 Green Bond Principles 发布的

绿色债券手册与披露原则。Green Bond 

Initiative 亦发布过相关认证要求，并整理

了市场流通的全部绿色债券名录。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Green-Bonds-brochure-150616.pdf%20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Green-Bonds-brochure-150616.pdf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Green-Bonds-Principles-June-2018-270520.pdf
https://www.climatebonds.net/certification/get-certified%23Process
https://www.climatebonds.net/cbi/pub/data/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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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基金亦是如此。”

分类方案对绿色金融项目的评估提供了清晰明确的披露流程，欧盟全体投资者与发行商均有

披露义务。贴标销售“环境可持续”投资产品的机构与大型企业需要每年报告其投资组合以及投

资活动中符合分类法标准的部分，并进行解释，以便机构投资者和公众对不同企业、不同资产进

行比较。这提高了 ESG 项目的可信度，给了投资者信心，使得投资者和发行人有动力进行更严

格的自我管理2 3。对于此前资金细则及其流向有良好记录的资产与企业，披露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尽管目前欧盟分类法仅适用于在欧盟范围内经营的机构，该分类法可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

带来更广泛的影响。在欧洲融资、运营或上市的跨国公司也需要遵照分类法。此外，作为全球首

个官方性质的可持续活动分类，欧盟分类法也可能作为其他经济体定义“可持续经济活动”的模

版。这有望推高那些不接受该分类法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的融资成本，或使投资者数量减少，

从而使其在融资中处于不利地位。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了可持续经济活动与绿色金融标准的发

Designed by macrovector / Freepik

2.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sustainable-finance/eu-taxonomy-sustainable-activities_en 
3. https://home.kpmg/fi/fi/home/Pinnalla/2019/11/eu-sustainable-finance-explained-green-bonds.html 

欧盟分类法的披露流程

具体而言，基金经理需要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前、债券发行商需要在

2022 年末前披露其资产与欧盟分类法的契合度。披露过程如下 :

1. 第一步，确定某债券所资助的具体经济活动。

2. 第二步，对每个经济活动进行评估，确定其是否符合欧盟分类法。

若符合，他们可被归类为缓解气候变化的经济行为，反之则不然。

3. 第三步，根据“不构成重大损害”原则，针对每条经济活动对应

的气候风险，确定是否有良好的评估方案及预防措施。

4. 第四步，对每条经济活动重复以上步骤，不符合标准的经济活动

扣除相应的分数，得到资产合规情况的总契合度。

5. 第五步，根据资产组合中各债券的比重，确定组合的总契合度，

以及债券对资产组合的贡献。

一个使用欧盟分类法评估资产契合度的例子：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sustainable-finance/eu-taxonomy-sustainable-activities_en
https://home.kpmg/fi/fi/home/Pinnalla/2019/11/eu-sustainable-finance-explained-green-bonds.html%20
https://api.nnip.com/DocumentsApi/files/DOC_00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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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趋同。

无独有偶，欧盟分类法发布的半年

后，中国也发布了新版《绿色债券支持项

目目录》，与欧盟的绿债目录遥相呼应。

早在 2015 年，中国央行和国家发改委就

相继发布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版）》和《绿色债券发行指引》，而

2021 年的新版目录由央行、发改委和证

监会联合印发，首次实现了中国国内不同

监管部门对绿色项目界定标准的统一。新

版目录将绿色经济活动按照技术和服务的

效果分为六个大类：节能环保产业、清洁

生产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

升级和绿色服务。这种分类方法与欧盟不

同，但可以帮助各相关方从逻辑上迅速理

解其相关活动的绿色目标，并方便绿债发

行企业对照落实相关的投资和行动计划。

此外，新版目录还明确了绿色债券的定

义——“将募集资金专门用于支持符合规

定条件的绿色产业、绿色项目或绿色经济

活动，依照法定程序发行并按约定还本付

息的有价证券”；并明确了此标准适用的

债券类别。

绿债目录的最大亮点是其分类标准正

在逐渐与国际接轨。与欧盟分类体系相比，

旧版绿债目录在化石能源、清洁煤炭等争

议项目的分类上有所分歧。总体而言，欧

盟分类体系更强调经济活动对环境系统与

气候变化的整体影响，但发展中国家高度

依赖煤电，更关注污染防治与减排，因此

清洁煤等争议项目没有被纳入欧盟分类法

的范畴，但却被中国的旧版绿债目录纳入

其中。而新版绿债目录则将包括清洁煤在

内的争议项目一律剔除。CBI 中国区经理

谢文泓认为，该举措意味着中国正快速将

4. https://climatepolicyinitiativ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6/The-State-and-Effectiveness-of-the-Green-Bond-Market-in-China-
Mandarin-Version.pdf 
5. http://greenfinance.xinhua08.com/a/20180712/1768976.shtml 

中国绿色债券分类 4

- 绿色金融债 - 金融机构（包括三家政

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发行的债券，在银

行间市场交易，募集资金通过银行贷款流

入绿色产业，占比 39%（不包括 ABS）。

- 绿色公司债 - 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在

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的绿色债券，

占比 30%，投向清洁能源份额最大，其中

主要投向水力发电。

- 绿色企业债 - 主要由国有企业发行，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或交易所交易的债券，

占比 17%，主要投向节能项目。

- 绿色债务融资工具 - 由非金融企业发

行、期限较短的票据，中期票据发行规模

最大，以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 3-5 年期票

据为主，占比14%，多用于绿色项目再融资。

- 绿色资产支持债券 - 大致分为三种情

况：基础资产为绿色项目，募集来的资金

也明确直接投向绿色项目，即“双绿”资

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并不是绿色项目，

但募集资金的投向为绿色项目，即“投向

绿”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为绿色项目，

但募集资金投向并不直接投向绿色项目，

即“资产绿”资产支持证券。占比极小，

但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5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4/22/content_560128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4/22/content_5601284.htm
https://climatepolicyinitiativ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6/The-State-and-Effectiveness-of-the-Green-Bond-Market-in-China-%0DMandarin-Version.pdf%20
https://climatepolicyinitiativ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6/The-State-and-Effectiveness-of-the-Green-Bond-Market-in-China-%0DMandarin-Version.pdf%20
http://greenfinance.xinhua08.com/a/20180712/1768976.s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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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从“污染防治”转移到“气候

变化”，这将有助于改善国际投资

者对中国绿债市场参与度不足的现

状。此外，新版目录的一些变化还

包括：在分类时考虑到无重大损害

原则；加入了包括绿色农业、可持

续建筑、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等近年

来重点发展的新型可持续活动等。

新版目录有助于更多企业实现

对其可持续活动的“自我认知”。

谢文泓认为，新版绿债目录的主要

目的并不是防范“洗绿”行为或是

将非绿色项目剔除掉，而是为那些

已经在进行的绿色投资或已经拥有

的绿色资产的企业由于定义不明晰

等问题未能获得相关融资渠道而提

供帮助，是一种“探索”而非“排查”

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持续深化，

市场规模、流动性、透明度也会相

应提高，这对于绿色行业的发展是

一大利好。

目前，中欧双方均在积极开展

目录的趋同性研究工作，在国际可

持续金融平台（IPSF）的框架下，

共同开发一个统一的绿色分类标准，

以推动全球对可持续解决方案的投

资。两个分类标准在整体原则、环

境目标等层面有很多重合之处，但

在内容与方法论层面依然具有微小

差异。在内容层面，欧盟分类法对

具体的经济活动、产业做出了更加

详细的定义，并且包括了中国方面

尚未囊括的前瞻性的、针对信息科

技类新兴产业的活动 6。此外，中

国绿债目录暂时无法和《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标准中的行业划分形成

一一对应关系，而欧盟的目录分类

基于《欧盟产业分类体系 (NACE)》，

便于各经济体内行业数据统计与国

际推广 7。在方法论层面，中国站在

政策制定者的角度采用了自上而下

的设计，而欧盟则采取了自下而上

的机制，以仲裁者的角度呈现。中

国的绿债目录包括大量强制性惩罚

措施以对市场参与者形成鞭策，而

欧盟分类法仍然是完全自愿的方案，

并没有改变绿色金融自我标示、主

管评估的现状。

尽管二者存在这些差异，两种

分类方案依然呈现出一种结构性趋

同。Mathias Lund Larsen 在他最新的

研究中表示，“结构性趋同的第一

步是中国在绿色金融政策层面采取

了强制性的政策手段，第二步是欧

盟将类似政策推广至全球。”他认

为，这种趋同已经体现在政策层面，

但在资本层面尚未发生。这或许将

标志着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在应对

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并通过系统

之间的互补与合作，将目前的全球

资本竞争转化为一种优势。

展望

作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

之一，欧盟与中国正引领着全球绿

色金融监管实践的步伐。欧盟分类

法与中国绿债目录的相继出台，帮

助各自地区的金融机构、投资者厘

清了绿色项目的概念与范畴，明确

了针对绿色项目的投资与信息披露

流程，无疑有助于提升可持续资金

的利用效率。尽管两则方案的具体

影响依然有待观望，但其出台无疑

为全球绿色金融市场提供了重要的

参照与激励。随着两则方案的贯彻

落实与趋同化研究的逐渐深化，我

们有望迎来一个更加标准、统一的

全球绿色金融市场。我们有理由相

信，绿色金融分类将在未来几年内

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得到长足的发

展，使全球绿色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文：杨欣淳】

ECECP 青年研究生学者

6.  https://opinion.caixin.com/2020-03-23/101532747.html
7. https://mp.weixin.qq.com/s/LZG5RbPFI5e9IFf7vvRfZg 

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hyflbz/201905/P020190716349644060705.pdf
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hyflbz/201905/P020190716349644060705.pdf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3Ftitle%3DGlossary:Statistical_classification_of_economic_activities_in_the_European_Community_%28NACE%29
mailto:Brian.yang%40ececp.eu?subject=
%20https://opinion.caixin.com/2020-03-23/10153274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LZG5RbPFI5e9IFf7vvRfZg%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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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CCUS 项目
亟待政策支持和市场创造

欧洲 13 个国家已经有超过 40 个碳捕集项目宣布

建设。虽然大多数项目还未投入使用，但是从刚入行

新手到已成熟的能源和工业巨头等私营企业已经表现

出明显的参与碳捕集项目的意向。净化空气任务组织

的 Lee Beck 认为，政府现在应当像加速风能和太阳能

发展那样为 CCUS 制定相关促进政策。挪威和荷兰正

在迈出第一步。但是欧盟范围内的承诺是必要的，尤

其是可以发出明确的信号，认可 CCUS 的商业前景。

该组织已建立一个有关CCUS项目及其进度的数据库，

并会不断更新该数据库及可视化地图。Beck 着眼于主

要问题和新兴趋势，包括产业集群、新的伙伴关系和

商业模式。她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旨在为 CCUS

提供资金并创建市场，将 CCUS 试点项目转变为覆盖

整个欧洲的系统，能够为欧洲捕获、运输和存储其所

需的数十亿吨碳。Beck 表示，仅靠碳定价和碳边界调

整机制不足以达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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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净化空气任务组织（CATF）

制作的欧洲碳捕集项目和活动地图

显示，欧洲已有 13 个国家宣布建设

40 多个碳捕集项目。这些项目标志

着工业界对开发和部署碳捕集和封

存设施以实现气候中和表现出空前

的兴趣。这给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

钟，因为这些项目能否成功将取决

于政策支持。气候中和要想取得进

展，就迫切需要实现碳捕集和封存

技术的商业化，需要坚定地政治意

愿和政策设计，还需要公共投资支

持。

2050 年碳捕集量或达 86 亿吨

根据 IEA 的分析，不借助碳捕

集和封存而实现脱碳基本是不可能

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也强调了类似的结论。

IEA最新发布的净零承诺情境显示，

要在 2050 年前达到 86 亿吨二氧化

碳捕集量，几乎是《巴黎协定》可

持续发展方案中制定的 2070 年净零

目标的 1.5 倍，表明随着气候目标

的提高，碳捕集和封存的重要性也

在提升。

打造脱碳行业：关键趋势

下面这张可开放获取的分布图

和电子数据表展示了新的碳捕集和

封存行业的趋势及该行业发展的显

著进展，包括一些工业领域碳捕集

的各类应用项目。

大多数项目侧重于发展碳价值

链中单个独立的环节，如捕集、运输、

存储，以及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此外，

13 个欧洲国家当前正在开展碳捕集

和封存项目的相关活动。政策制定

者必须着眼行业利益，通过实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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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性政策来助力这些项目计划的实

现。

继挪威、荷兰、英国等先行国

家之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

碳捕集和封存技术感兴趣，包括意

大利、希腊、比利时、冰岛、瑞典、

德国、波兰和丹麦。

水泥、钢铁、氢、垃圾发电

这些应用集中于工业脱碳，包

括水泥生产、钢铁及垃圾发电，其

中碳捕集和封存技术是工业过程排

放中少数成本较低的脱碳方式之一。

此外，目前至少有 8 个项目旨在从

现有和规划中的制氢设施中捕获和

存储二氧化碳，这是受欧洲大力推

动氢能商业化的启发，以其作为应

对碳排放的清洁能源载体。  

CCUS 产业集群

欧洲大多数碳捕集设施都与制

造业和排放集群紧密相连，希望成

为最先进的脱碳和二氧化碳存储中

心，如北极光项目、Porthos 项目、

英国 Teesside 和 Humber 集群，以及

丹麦的 C4 项目。 

这些项目也是技术扩散的重要

支柱项目。例如，至少有三个项目

和一个产业集群项目将北极光项目

列为潜在的存储地点。同样，至少

有四项公告与鹿特丹港波托斯项目

有关。北极光和波托斯项目都获得

了政策和资金支持。挪威政府为“北

极光”项目提供了17亿欧元的资金，

用于支付建设二氧化碳输送网络的

前期成本和 Norcem 水泥设施的改

造，以及 10 年的运营费用。荷兰政

府同意为波托斯项目提供一份为期

15 年的 SDE++ 差价合约，缩减欧

盟 ETS 与实际项目成本之间的差距，

总价值约 20 亿欧元。丹麦、瑞典、

英国和德国等其他国家也在讨论具

体技术的支持政策。

For the spreadsheet database and full details on each project visit 
https://www.catf.us/ccstable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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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封存和基础设施

该分布图进一步显示了拟议的

二氧化碳存储和基础设施项目，包

括丹麦海岸的 Greensands 项目，意

大利拉文纳二氧化碳存储中心，以

及连接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和北

海港的北海港二氧化碳运输项目。

目前欧盟共同利益项目（PCI）的候

选项目清单中包括七个国家的二氧

化碳管道运输和存储项目，并且多

个项目还包括二氧化碳海运。

正如我的同事 Olivia Azadegan

所解释的那样，对二氧化碳运输和

存储的投资对于缓解部署碳捕集基

础设施建设遇到的障碍至关重要，

能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既需要让排放者安装捕获二氧化碳

的基础设施，也需要提供给他们足

够的理由去投资二氧化碳运输和存

储的基础设施。

这个分布图还结合了 CO2Stop

的数据，显示出了欧洲深盐水层和

枯竭的油气储层的二氧化碳存储能

力。根据目前的排放量来计算，欧

洲有足够的能力来存储至少 100 年

的排放量。

新合作伙伴关系，新商业模式

与此同时，欧洲也在见证新型

行业伙伴关系和商业模式的发展。

最先启动的波托斯和北极光项目已

经吸引了业内人士对工业设施的高

度关注。北极光和北极星项目都计

划提供二氧化碳存储服务。二氧化

碳运输和存储解决方案的发展正激

励着越来越多的设施去捕获其排放

的二氧化碳。

价值链各个环节的脱钩能使每

个参与个体专攻其专业技术，降低

整个价值链的风险，也意味着能够

为提供二氧化碳存储服务以满足预

期需求而创造市场。海德尔堡水泥

厂最近公布了打算建造第一个碳中

和水泥厂的想法，这是工业设施在

碳捕集方面的重大进展。

阻碍这些项目的三个挑战

尽管私营企业这方面的发展良

好，但还需要更多措施以实现这些

项目计划，打造欧洲的碳运输和存

储基础设施。碳捕集和封存项目是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涉及的技术尚

未广泛部署，政策框架尚不成熟，

资本投资巨大且能感知到风险。

一些公司迫切要求部署 CCS 技

术，其中很多公司来自贸易相关行

业，苦于应对资本投资、风险和更

高的运营成本。政策制定者还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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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碳定价和碳边境调整机制并

不能取代创新政策。

在制定促进清洁能源技术商业

化的行动方案方面，我们已经有很

多蓝图可以参考。比如，丹麦在海

上风能的领导能力以及德国通过上

网电价政策大幅降低风能成本。这

些行动方案包括技术部署方面旨在

降低成本的激励措施、边干边学以

及基础设施支持。政策制定者可以

采取以下三个步骤。

◆首先，欧洲需要制定一套碳

捕集和封存战略，以明确的表达政

治意愿和承诺。该策略需要在短期

内实现高效部署、边做边学并降低

成本。相关机制需要支持工业设施

中碳捕集技术的部署，同时促进欧

洲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的发展。欧

洲战略还需要与各成员国的政策相

协调。

◆第二，在整个欧洲，协调建

设二氧化碳运输和存储设施至关重

要，因为二氧化碳存储地点的分布

是不均横的。此外，我们还需要解

决上面提到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

问题。近期可以迈出的一步是将所

有碳运输选项和地质存储纳入《泛

欧能源网络条例》，这对于在欧洲

建立跨境碳输送网络和基础设施至

关重要。纳入《泛欧能源网络条例》

将使二氧化碳运输和存储项目有资

格获得连接欧洲设施基金的支持，

该基金过去曾为前端工程设计研究

和可行性评估提供支持，降低了这

些公司的准入门槛，还标志着政治

层面对碳运输和存储项目的认可，

从而降低感知风险。更进一步的政

策包括政府发布贷款和拨款支持，

用于二氧化碳运输和存储基础设施

发展及大幅扩张。

◆第三，在我们投资二氧化碳

运输和存储基础设施的同时，需要

鼓励更多的排放者捕获他们排放的

二氧化碳，从而为建设二氧化碳运

输和存储基础设施创造需求。对于

首个此类项目的申请，将要求拨款

至少涵盖示范项目的部分资本投资。

欧盟创新基金的第一轮大规模项目

预计很快就会取得成果，其中一些

碳捕集项目预计将获得支持。该基

金将为相关项目提供 60% 的资本投

资。然而，该基金已经超额认购高

达20倍，对于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说，

这笔资金的规模还是太小了。除了

这类的首创之外，缩减碳捕集、除

碳和存储的实际运营成本与欧洲排

放交易体系当前价格之间差距的机

制，短期内为碳捕集投资提供了灵

活性，并能刺激投资。这类政策的

一个例子是碳差价合约 (CCfD)，通

过上网电价的形式成功地支持了可

再生能源技术的商业化，如荷兰的

SDE++。

业界对碳捕集和存储展现出的

前所未有的兴趣以及当前开展的相

关活动，应该为政策制定者敲响警

钟。需要立刻采取行动，支持相关

项目的实施，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策略和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促进工

业脱碳和脱碳相关技术取得突破性

进展。然而，若不能采及时取行动，

这将会削弱我们实现气候目标的能

力。

【文：Lee Beck】

/ 译：王孟奇

本文由 Clean Air Task Force 和

 Energy Post 授权转载。

https://www.catf.us/2021/06/carbon-capture-projects-in-europe/
https://energypost.eu/europes-carbon-capture-pipeline-40-projects-but-wheres-the-policy-support-and-market-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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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中和以缓解气候变化是

全球的当务之急。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这里所说的“碳”不仅指的

是二氧化碳，而应当是所有的温室

气体（GHGs），并且应准确衡量它

们在全球温室效应中的作用。

定义“碳中和”

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挑战

在讨论气候行动和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时，人们经常将“气候变化”、

“气候中和”、“净零（碳）排放”、

“脱碳”和“碳中和”等术语搞混

或是错误地使用。污染和温室气体

也常被混为一谈。

当一个组织或企业宣布其减排

目标时，应当将所有的温室气体排

放都考虑在内。即便二氧化碳的中

和可以达到，但甲烷（CH4）等其

他温室气体仍会继续在大气中存储

热量。加强净零排放行动意味着企

业必须首先能对其碳足迹进行准确

的量化和评估。但在实际操作时，

企业往往忽略了要将制造产品或提

供服务的全生命周期都考虑进去，

包括整个供应链、分销和消费。这

些遗漏导致企业难以完整地评估其

实际产生的碳足迹。要确保碳抵消

框架行之有效，那么从全生命周期

的角度看待净零排放就显得至关重

要。

从技术角度来看，除了用更清

洁的解决方案替代传统发电技术外，

人们似乎更加重视人工碳汇，尤其

是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

然而，尽管企业有明确的企业社会

责任 (CSR) 目标，但目前此类项目

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通常过于昂贵

而无法证明其合理性。即便如此，

不应将依赖昂贵的 CCS/CCUS 作为

碳中和全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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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对这些不同的术语和概念进行了阐释：

术语 定义 

气候变化 指地球局部、区域和全球气候的平均天气模式的长期变化。自 20 世纪初以来观察到的地球
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尤其是化石燃料的燃烧。

污染
指空气、水和土壤受到非自然产生的固体、液体和气体污染物的整体和一般污染，影响野生
动物、人类财富和土壤健康。温室气体仅代表污染中的一部分：一些温室气体对人类健康无
害（例如二氧化碳）。 

气候中和 指将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降至零，同时消除一个组织的所有其他负面环境影响。

净零碳排放 指任何一种不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人类活动（通常被认为是碳中和的同义词）。

净零排放 指释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与从大气中清除的排放总量之间实现平衡。

脱碳 指降低一次能源生产相关的二氧化碳或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所占比例。

碳中和 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向大气释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等量的清除量相抵。

来源：PlanA 学院，2021；美国宇航局；世界资源研究所。

Designed by macrovector_official /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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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或逃避碳中和行动的借口。

围绕碳中和的争论还集中在不

同国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事实，

并且人们可能错误地认为碳中和路

径与经济发展相左。大多数发达国

家已将气候保护纳入其法律，而大

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仍然依赖

公共资源来为新能源项目融资，并

且没有将减排纳入规划。

同时，为了实现气候和脱碳目

标，一些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

设计了相关框架和工具来识别和评

估绿色投资和活动（例如绿色分类

法、排放交易机制和碳定价、碳边

境调整机制等）。只有当概念和方

法完全统一，人们对于脱碳的共同

努力才会取得成功。因此，迫切需

要采用全球公认的一系列联合机制。

中国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与挑战

过去几年来，中国大力推进能

源结构转型。继习主席对碳中和做

出决定性承诺之后，中国“十四五”

规划（2021-2025）将“绿色发展”

视为建设“生态文明”这一中国环

境可持续性愿景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然而，十四五规划中包含的几项目

标，即在五年内将二氧化碳强度降

低 18%，能源强度降低 13.5%，仍

显得过于谨慎，并且与其他国家采

取的自上而下的碳减排承诺也存在

差距。

尽管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实

现碳中和的道路仍面临严峻挑战，

这些挑战主要涉及能源结构、碳强

度和基础设施。

中国仍然严重依赖煤炭和石油，

二者占燃料消耗总量的 76.6%。不

合理的规划、法规实施缓慢以及新

冠疫情的大流行使得中国从煤炭向

绿色燃料（首选天然气）转型的步

伐有所放缓。

尽管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能源强

度有所改善，但仍处在较高水平，

约为美国的 1.2 倍、欧盟的 1.7 倍、

意大利的 2 倍。缺乏控制工业和建

筑领域能源强度的综合框架，并且

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是当前减少

能源消费面临的最大障碍。

从长远来看，新能源基础设施

的投资和现有设施的升级改造可能

对温室气体减排产生巨大影响。然

而，2020 年，中国新增燃煤发电装

机容量达到了 3840 万千瓦，是世界

Designed by pch.vector /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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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煤电新增装机容量的三倍

多。目前，中国共有 24700 万千瓦

的煤电处于规划或开发阶段。1 这样

看来，中国当下似乎并没有试图摆

脱煤炭，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仍是其

实现碳中和目标道路上的重大威胁。

实现有效脱碳战略的第一步同

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对本国的能

源结构进行深度调整。由于缺乏明

确的时间表和行动计划，中国碳中

和承诺的范围仍然有限。目前各项

措施的力度很难使中国到 2060 年实

现其净零碳目标承诺。

重新思考实现碳中和的方法

实现碳中和的道路比传统的“绿

色发展”要复杂得多。仅靠应用清

洁能源技术并不足以确保实现有效

脱碳，除非这些技术只是构成更详

尽、更全面和更符合当前发展情境

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从电动汽车（EV）行业可以窥

见中国减排举措所面临的问题：在

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充电所使用的

电力至少 60% 来自煤炭（本地可再

生能源生产除外）。每生产 17 千瓦

时的电力（行驶百公里所需的电量），

就会产生多达15.5公斤的二氧化碳。

这在行驶里程相同的情况下与国六

内燃机汽车（ICEV）的排放量相当，

且远高于天然气发动机。

纵观整个供应链，值得注意的

是，电动汽车制造环节的碳排放是

内燃机汽车的 1.5 倍，这主要是由

于锂离子电池、牵引电机和大量配

套电子元件造成的。总而言之，在

中国当前的能源结构和电力市场约

束下，传统的国六内燃机汽车通常

比电动汽车“更环保”（总排放量

分别为 37.7 吨和 42.7 吨二氧化碳当

量）。显然，天然气汽车（NGV）

对环境的影响最小（排放量 22 吨二

氧化碳当量）。车辆电气化的大规

模发展若不能与能源结构的剧烈变

化协调同步，那么就会很难持续，

甚至可能反而会导致全球交通领域

的碳排放增加。

所有的工业和服务业都必须发

挥协调、积极的作用，尤其是涉及

能源供应链的那些行业。 新的经济

模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的转变，

对于实现碳中和也具有同等重要的

驱动作用。

1.  ‘China’s new coal power plant capacity in 2020 more than three times rest of world’s: study’, Reuters,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oal-idUSKBN2A308U

来源：In3act 分析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oal-idUSKBN2A30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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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3act 的三步法

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定量

规划和跳出传统思维定式是确保温

室气体净零排放解决方案行之有效

的重要先决条件。

In3act 基于现有标准和最佳实

践（例如 GHG 协议、PAS 2060 和

ISO 14064 (1-3) 以及 ISO 14067等）

设计了一套全面且实用的方法，旨

在为设计和规划有效的“碳中和”

路径创造一个工具箱。这套方法考

虑了与指定区域 / 经济实体（无论是

城市、工业区、商业集群还是企业）

相关的所有内部和外部排放因素（包

括人口行为模式），以评估、尽量

减小和抵消碳足迹。In3act 的方法力

求突破传统的碳足迹计算方法，将

实体的能源消耗换算成二氧化碳排

放，然后在其边界内外对这些碳排

放进行抵减和补偿。该方法由以下

三个步骤组成：

第一步 - 评估：目标是评估和测定实际实体的碳足迹（总体人均足迹、成品足迹、提供

的服务足迹等）。现有标准和 In3act 专有调整工具（如调整后的直接加供应链，或简称

DPSC 方法）用于综合评估，包括在城市 / 地区 / 企业内消费但在其他地方生产的服务和

商品。基于当地平均表现，不包括缓解方案，评估基线可靠和全面的碳足迹。

第二步 - 最小化：从基线情景出发，选择基于气候的策略和绿色技术，通过考虑当地环境

和经济可持续性的临时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碳足迹。为建设无碳城市 / 地区 / 企业，

确定并选择所有可能的综合解决方案，包括“被动”二氧化碳工业和城市创新设置。在这

一步中，必须重新思考实体能源模式的设计以及整个规划过程，从其早期阶段到项目完成。

第三步 - 抵消：最终的碳足迹是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和现有的排放交易计划（ETS）进行评估的。

为了实现脱碳，排放将通过对可再生能源、被动式建筑、CCUS 和该地点以外的其他碳中和解

决方案的投资来抵消。由此，一个地区、城市或企业被转变为一个“虚拟碳汇”。

来源：In3ac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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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3act 三步法的

一个实际应用案例

In3act 的方法已在现实场景中

得到了应用。下面，我们以浙江省

一个拥有2万人口的城市作为案例，

来说明该方法在城市新能源和碳排

放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首先，我们进行了可行性研

究，以评估当前潜在能源发电模式。

研究证实，通过充分利用该地区

43.9MW 光伏调峰电源（安装在工

厂和建筑物屋顶）的最大潜力，可

以抵消电动汽车和氢动力汽车部署

所造成的用电量激增。并且光伏负

载还可通过 106 吨的氢能储量来缓

解供电的间歇性。

在当前情况下，这一区域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tCO2e）峰值估计约

为 24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我们对该

区域实现碳中和的途径提出了以下

假设：

• 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利用面积将

仅在 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 所有与电力相关的排放都将通

过实现电力消费的净零排放来

抵消。

• 对由太阳能电力供电的电动汽

车和氢动力汽车提供激励措

施将使交通领域碳排放减少

90%，即减少 9400 吨二氧化

碳当量。

• 通过吸引更多绿色企业来带动

产业升级，将减少 50% 的直接

碳排放。

• 食品生产管理将使农业生产的

排放量减少 50%。

• 使用当地采购的小麦秸秆生产

纤维素乙醇可以通过碳排放交

易市场抵消剩余的 61216 吨二

氧化碳当量。

考虑到所有可用技术和现有基

础设施，我们对这种新的能源供应

模式进行了设计和评估，以确保其

来源：In3act 分析

来源：In3ac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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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持续性和可行性。该系统几

乎完全基于清洁能源消费，能源结

构中已找不到煤炭的身影，私人运

输中使用燃料产生的边际残余排放

也可以被抵消。

消除碳足迹需要采用自下而上

的方法。尤其是在中国，这需要对

不同的环境有深入的了解。

结语

在未来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实

现碳中和是全球当前面临的最紧迫

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对共同的脱碳

目标达成共识，这样才能使各国即

便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下也能共

同采取行动应对挑战。

中国和欧洲都对脱碳做出了正

式承诺并制定了严格的目标。但这

一挑战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正

在配置大量的资源来支持其碳中和

目标，包括在未来几十年中将投入

140-500 万亿人民币（约合 18-65

万亿欧元）的资金。这意味着中国

还需要至少强制退役 700GW 的燃

煤电厂（大致相当于欧洲的总装机

容量），并且每年消除约 120 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的碳排放。然而，中

国传统能源行业历来由国有企业主

导，而创新通常在由市场主导的繁

荣的私人市场才能蓬勃发展。外国

的能源和环保企业现在有机会投资

中国所有的优先发展领域，如资源

回收、能源效率、区域能源建模、

储能和氢能。此外，欧洲企业具有

提供可靠、先进和可持续解决方案

的良好信誉和专业知识，并拥有在

不同地理、工业和社会条件下运营

的丰富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尖端技术、工

艺和解决方案必须与创新和高度情

境化的方法相结合：单靠技术无法

实现脱碳。实现真正的碳中和是可

行的，但这需要采取迅速果断、协

同一致和实实在在的行动。

【文：Manfredi Lodato、徐倩】

译：赤洁乔

本文由 In3act 商业战略咨询特别提供。

因篇幅有限，本刊只提供原文的缩略版，

完整版本详见 ECECP 网站。

来源：In3act 分析

https://www.in3act.com/en/
http://www.ececp.eu/en/invited-article-the-carbon-neutrality-global-challenge-in3act-business-strategy-advisory/


39

创新

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

多的国家设定了新的国家目标及愿

景，一场全球绿色和碳中和竞赛正

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正如我们此前

的博客文章中所述的那样，中国自

“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

阶段开启的新气候目标，即到 2030

年实现碳达峰，并到 2060 年实现碳

中和，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经济发展

和转型的政策框架以及战略行动。

通过更深入地探究具体的改革步伐，

聚焦中国的变革潜力，我们关注到

研究和创新在中国气候及能源转型

中的显著作用，并在此提出了一些

新的见解。

全面盘点——

决策过程、科学基础及产业动态 ...

早 在“ 十 三 五” 规 划 期 间

（2016-2020 年），能源技术研究

与创新就已成为中国“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纲要”的重中之重。此外，

中国还提出了更加具体且长期的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并且在实际操

作层面目前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能

源研究创新平台及生态系统。1例如：

• 成立了 40 多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专注

于安全、绿色和智能化的煤矿

开采、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

储能和分布式能源系统。

• 在“能源革命”的关键和前沿

领域设立了 80 多个国家能源

研发中心和国家能源重点实验

室。

就科研基础而言，即从中国能

源研究的规模、质量和影响来看，

我们可以目睹中国已经取得的显著

进步，在某些领域甚至已经处于世

1.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 _ 白皮书 _ 中国政府网 (www.gov.cn)

科技和创新
在中国 30·60气候目标中的作用

——最新进展及重点

Designed by macrovector / Freepik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2/21/content_55719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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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领先地位。例如，在 2020 年

最具影响力的 1000 位气候科学

家中，按照论文发表和被引用的

数量以及公共媒体关注度排名，

共有来自 8 个学科的 87 位中国

研究者入选（见表 1.1）。2 无

论是就研究者数量在全球的占

比，还是就顶级出版物的排名而

言，中国的表现都令人印象深刻

（见表 1.2-1.3）。

随着政策的发展和科研基

础的不断加强，中国在商业层面，

特别是在电池领域，已经成为驱

动全球创新的关键动力。中国不

仅关注传统锂离子电池的性能改

进，而且还瞄准了下一代电池技

术，例如 3：

• 电 池 制 造 商 宁 德 时 代

（CATL）研发了一种前沿

电池化学技术，使汽车制

造商能够降低电动汽车的

价格并提供更长的续航里

程。

• 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蜂巢

能源（SVOLT）推出了“果

冻电池”，通过对正极和

电解质材料的创新来提高

电池质量。

• 汽 车 制 造 商 广 汽 集 团

（GAC）推出了基于三维

结构石墨烯 (3DG) 材料的

超级快充电池。

• 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BYD）推出了新一代磷

表 1.1  中国入选 2020 年气候变化领域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千位科学家的领域分布情况

来源：@ 路透社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千位科学家名单

2.  瑞典有 9位气候科学家被列入该名单，考虑到人口规模，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3.  参见：“China Holds the Lead in Advanced Batteries” and “China’s three eye-catching battery technologies of 2020”.

表 1.3 入选全球前 10% 优质论文数量排名情况（部分能源领域，2015-2019 年）

资料来源：新能源技术研究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科学院（CAS）

表 1.2 中国科学出版物在全球的占比情况（部分能源领域，2015-2019）

来源：新能源技术研究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科学院（CAS）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climate-change-scientists-list/
https://themobilist.medium.com/china-holds-the-commanding-heights-in-advanced-batteries-75a1c7093f23
http://autonews.gasgoo.com/china_news/700178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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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铁锂（LFP）“刀片电池”，

具备更高的安全系数。

最新进展——

新的能源格局及科技创新举措

“十四五”规划伊始，中国实

现新气候目标的道路将扎根于至少

三个围绕能源转型的新的基础性要

素：

• 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主要能源，

而非“补充性”能源。

• 交通运输业转型的驱动因素将

不再仅是出于对空气污染担忧，

还包括减缓气候变化。

• 二氧化碳减排将不仅局限于能

源领域，还将包括工业领域。

这 或 许 可 以 解 释 为 什 么

“十四五”规划首次将储能和氢能

列为战略性关键技术。在今年年初，

中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已经做了

相应的跟进，并提出了新的也是更

新后的重点专项（见表 2）。

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加强对

多学科研究的关注，并且前瞻性地

面向科学前沿领域启动了首批项目

征集 4。共 28 个研究课题被确定为

对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具有战

略意义的基础性研究挑战，其重点

是减缓气候变化和碳汇，包括森林

和海洋。

推“陈”出“新”——

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

长期以来，虽然 CCUS 技术亟

待扩大并一直被视为气候行动的关

键，但该技术在中国乃至全球的相

关研究和示范都十分有限。以中国

新的 30-60 气候目标为出发点，不

同的预测都表明 CCUS 和配备 CCS

技术的生物能（BECCS）都将会

发挥重要作用，理论上可以抵消到

2050 年和到 2060 年二氧化碳排放

量的 15%-30%。然而，这需要有效

且及时地解决一些关键挑战和障碍，

如成本和融资模式、CCUS 价值链

发展以及安全性和可持续性问题。

例如，除了要解决与 CCS 技术相关

的碳泄漏风险之外，另一个问题是

如何使用可持续材料来捕获碳。目

前瑞典在寻找更可持续的材料方面

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例如查尔

姆斯理工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联

合研发出含有沸石的生物基复合泡

沫。

中国科技部和中国 21 世纪议程

管理中心于 2019年发布了 CCUS 技

术发展路线图研究报告的更新版本，

其中包含了到 2050 年技术开发和创

新需求的具体细节。5 作为科技部发

起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

能技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一部

分，一项专门针对碳捕集材料和技

术的计划于 2017 年启动，该计划旨

在为碳捕获和吸收材料技术领域的

项目和研究提供支持。

表 2 新发布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征求意见稿（科技部，2021 年 1-4 月）

4.  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指南 <br>——面向国家碳中和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与对策 (nsfc.gov.cn)

储能与智能电网技术

（21 项）

中长时间尺度储能技术

短时高频储能技术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主动支撑技术

特大型交直流混联电网安全高效运行技术

多元用户供需互动用电与能效提升技术

基础支撑技术

新能源汽车

（19 项）

能源动力

电驱系统

智能驾驶

车网融合

支撑技术

整车平台

氢能技术

（18 项）

氢能绿色制取与规模转存体系

氢能安全存储与快速输配体系

氢能便捷改质与高效动力系统

“氢进万家”综合示范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34/info810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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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在气候和能源相关科技和创新中的作用

纵观中国科技部与欧盟及欧盟成员国之间最新达成的若干多边和双边合作，

不难发现，国家重点研发专项和中国 - 欧盟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在合

作主题领域上存在一些有趣的重叠。这既代表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也表明这些

欧盟成员国意识到相关领域技术发展和市场开发的潜力越来越大。

来源：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most.gov.cn)

5.  《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发展路线图（2019 版）》

研究领域

欧盟

●  环境（包括但不限于可持续城镇化、气候变化等）

●  交通

●  智能绿色制造

●  安全清洁高效的现代能源

奥地利
●  可再生能源及低碳技术

●  环境、智慧城市与可持续城镇化 

丹麦

●  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

●  交通与工业的绿色燃料（电力多元化转换等）

●  气候和环境友好型农业及粮食生产

芬兰

●  能源

  （智能电网、能源清洁生产技术、资源和能源的高效生产流程）

●  智能城市交通

●  可持续制造

德国

●  智能制造

  （包括面向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和资源效率提升）

●  电动汽车

  （包括电动汽车标准化、燃料电池汽车和加氢站）

西班牙
●  清洁技术

  （包括环境、可再生能源或水处理相关技术）

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能源和气候相关

欧盟及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科技部合作示例

（2021 年第一批和第二批）

https://service.mos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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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及未来看点

展望未来，中国新成立的科技

部碳达峰与碳中和科技工作领导小

组已启动了战略的制定工作，相关

战略文件包括 6：

• 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碳

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方案》

• 碳中和技术路线图《碳中和技

术发展路线图》

• “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重点专项

我们认为，中国气候行动的变

革优势除了深入科技和创新解决方

案外，还在于数字化和脱碳相结合

产生的系统效应，以及与技术融资

协同所带来的规模效应 7。这些都是

新的挑战，但同时也蕴含着气候转

型的巨大潜力，这将影响转型的深

度和速度。

从中瑞合作的角度来看，我

们仍对去年在瑞典驻华大使馆举行

的诺贝尔颁奖日庆祝活动中，中瑞

顶尖科学家对话的温馨画面记忆犹

新。瑞典著名科学家、BATTERY 

2030+ 项目协调人、乌普萨拉大学

的 Kristina Edström 教授与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芳博士，

就电池技术的研究和创新如何对加

速可持续转型提供支撑，以及相关

领域国际合作的作用进行了热烈讨

论，令人深受启发。

6.  王志刚部长主持召开科技部碳达峰与碳中和科技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most.gov.cn)
7.  这两种转变的潜力将在后续博客中详细阐述。  

瑞典对于“无化石燃料”的追

求以及正在制定当中的政策，例如

电气化战略和气候转型，使我们有

理由相信，未来瑞典和中国之间的

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不仅值得期许，

而且将有望为推动全球能源和气候

变革做出重要贡献。

关于智能电网、先进储能、氢和燃
料电池的发展，以及 CCUS 的技术与创
新路线图，请查看原始博客。

欲了解更多关于科学和创新的新
闻，特别是关于可持续转型的新闻，参
见 2021 年 5月的科学、创新和可持续新
闻简报。

【文：Nannan Lundin、Matilde Eng、杨晨、张瑶瑶】

/ 译：赤洁乔

本文由瑞典驻华大使馆科学与创新处授权转载。

http://www.most.gov.cn/kjbgz/202103/t20210310_173254.html
https://sweden-science-innovation.blog/beijing/energy/
https://sweden-science-innovation.blog/wp-content/uploads/2021/05/Science-Innovation-and-Sustainability-News-Highlights-Beijing-May-2021.pdf
https://sweden-science-innovation.blog/wp-content/uploads/2021/05/Science-Innovation-and-Sustainability-News-Highlights-Beijing-May-2021.pdf
https://sweden-science-innovation.blog/beijing/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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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大自然的灵感创新

助力可持续发展

能源领域面临着众多挑战，包

括获取方式、安全、效率和清洁能

源问题。此外，它还与人和生态系

统息息相关。如果不考虑其他能源

行业或对公共卫生、水资源短缺、

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社会包容

性、气候变化等其他全球性问题产

生的影响，就无法应对这一项挑战。

事实上，这是整个可持续发展领域

面对的总体挑战。它是一个经过多

年演变的动态概念，人类社会还没

有做好准备，游刃有余地驾驭其复

杂性。

源于大自然的启示有望帮助我

们规划出一条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首先，自然生态系统是地球上

唯一具有说服力的可持续性典范。

其次，包含无数种生物的生态系统

已经成功解决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

类似的复杂问题。

就整个社会而言，我们自觉且

逐步地与生态系统的原则保持一致。

当下的挑战是如何有意识地利用并

加速这个过程，进而使其更高效。

这就是仿生学和基于自然解决

方案的目标。这两个学科都承诺为

地球面临的复杂挑战提供可行和可

持续的解决方案。

虽然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使用

自然来实现既定目标（例如使用树

木捕获二氧化碳或减少土地侵蚀），

而仿生学则旨在模仿自然以激发更

加可持续性的创新（例如开发人工

光合作用）。这些方法可被界定为

自然启发式创新（NII）技术。

在过去的 15 年中，NII 技术研

究在全球范围内呈指数式增长。然

而，市场上成熟的仿生解决方案仍

然很少。在未来五年内，有市场化

发展潜力的 NII 解决方案可能会出

现在生物医学、汽车工业、航空、

建筑和建筑材料、电子、能源、光

学和纺织等行业。然而，学术界、

1.   ‘Biomimicry for global challenges: Taking inspiration from mangroves to regenerate degraded land’ - EU-China Energy Magazine – 
2021 Spring Double Issue

受自然启发
的可持续能源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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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界和公共部门还然需要协同努

力以充分发挥 NII 技术尚待开发的

潜力，目标是：

◆提高各级教育系统和民间社

会对生物启发式设计方法的认识。

◆加强生物启发式解决方案的

交流，无论是从学术界到工业界，

还是从新兴生物企业到传统工业。

◆激发公共和私人投资，用于

支持具有强大可持续潜力的生物启

发式应用研究领域。

◆刺激工业投资，促进突破性

创新（可受自然启发）以及渐进式

创新。

◆促进生物启发式技术研究的

开放创新计划，以便工业合作伙伴

能够分担成本并共享成果。

在欧盟，NII 技术的发展步伐正

在加快。几所欧盟大学已经开设了

专门针对生物启发设计方法的课程，

旨在提高未来的行业专业人士和企

业家的技能。

通过创建衍生企业、初创企业

以及向主流工业进行技术转移（尤

其是自动化、医疗设备、材料和信

息管理等领域），对生物启发式概

念的研究现在正从学术领域扩展至

私人投资领域。生物启发式构思方

法方面的专家已经可以帮助企业在

产品、生产流程和内部组织方面进

行创新。

事实上，欧盟在仿生领域的市

场份额仅次于北美。欧盟委员会认

为 NII 是可持续创新的基础。 “欧

盟地平线 2020 计划”已经为生物启

发研究和应用提供了资金支持，还

有更多的资金将在“欧洲绿色协议”

的框架下发放。在成员国层面，欧

盟各国纷纷将新冠疫情之后的复苏

计划的重点放在生态转型上。在这

一领域中，自然启发式解决方案独

具鲜明特色。

可持续能源领域内的 NII 技术

通过调整自然模型来应对全球

社会面临的能源挑战，我们便能开

辟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NII 有助于

获得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降低社

会的能源强度并引导其迈向碳中和。

生命系统向我们展示了崭新的、

可持续性更强的战略和机制，用来

获取和存储可再生能源、并对其进

行转换以及安全分配，避免热量浪

费。这些生命系统为更加节能的水

力 / 空气动力设备、建筑、城市和工

业提供了参考模型，也能为使用当

地可再生能源的分散式、适应性强

且智能化的能源系统提供创意。在

不同的地域范围内可以制定推动这

些实用解决方案的综合性和可持续

性的战略和政策，最终的目标是向

循环经济转型（见图 1）。

图 1：清洁能源和能效领域的 NII 技术可使多个领域受益

清洁能源和
能效领域的

NII 技术

可再生能源

可持续性建筑

生产流程

能源系统管理
和基础设施

交通

信息和
通信技术

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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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鲸鱼启发的风机涡轮叶片

Whale Power 公司开发出风机涡轮叶片，可以在低风速和紊流风中运行，

其灵感来自座头鲸的鳍状肢，其前缘有结节。在螺旋桨上设计结节能够

获得更大的气动迎角，从而使风机效率提高 30%。这一概念也适用于其

他产品，例如冲浪板上的尾鳍。

受蚂蚁行为启发的调度软件

Antsroute 公司开发出一种调度软件，该软件采用蚁群优化算法创造出

更先进的物流程序来优化车辆路线，其灵感源于蚂蚁在其群体和食物来

源之间寻找路径的行为。该软件优于人类规划者，创建的路线更短，能

够减少车辆和燃料的使用，因此更具成本效益。

受向日葵启发的定日镜布局

向日葵花盘图案给光热发电厂中定日镜或反射镜的优化布置带去了灵感。

麻省理工学院和亚琛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通过将反射镜或定日镜

重新排列成类似于向日葵表面螺旋的图案，可将占地面积减少 20%，并

有助于增加发电量，从而节省大量成本。

类似鱼群布局的风力涡轮机

风力涡轮机占用大量土地，并可能相互产生负面干扰。受鱼群游泳方式

可减少能量损失的的启发，加州理工学院的工程师设计出了垂直轴风机

的最佳分布方式，以便单个风机可以捕获相邻涡轮机产生的下游气流，

从而减少风机的占地面积。据该报告称，这种方式可使发电量增加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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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I 助力中国绿色能源增长 

中国正面临复杂的挑战，其目

标不仅是为了降低经济领域的能源

强度并增加其燃料结构中清洁能源

的份额，而且还旨在寻找解决土地

退化严重、不可持续的城市扩张以

及空气和水污染问题的解决方案。

NII 可以为中国的绿色增长及其

所追求的“生态文明”做出宝贵贡献。

目前该技术已经拥有较为成熟的发

展环境：中国已经开始走上了实施

循环经济、产业共生和农业生态等

概念的道路，这如果转化为自然原

则，就代表着生态系统正常运转的

基础。

中国正在开展大量 NII 领域的

研究项目。得益于先进的生产工艺

和材料，新的仿生理念的研发速度

将会加快。此外，中国具有实施大

规模试点项目的强大能力，可以充

分测试和验证 NII 技术，以便在全

球范围内进行更为广泛的复制推广。

通过采用自然启发式技术，中

国公司将能够实现产品创新。同样，

中国可以建立一个整体框架来促进、

发展和协调NII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这不仅限于能源行业，还能实现跨

行业发展。这种方法将极大地推动

多学科研究和自然启发式技术的快

速进步，旨在促进绿色增长，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Designed by redgreystock / Freepik

【文：Alessandro Bianciardi】

Planet s.a.s 公司联合创始人，仿生学专家

/ 译：孔燕

* Planet s.a.s 由 Alessandro Villa 和 Alessandro Bianciardi 于 2013 年创立，是一家意大利的初创企业，致力于仿生创新。

mailto:alexbiancia%40hotmail.com?subject=
http://www.nogreenwithoutblue.org/
http://www.nogreenwithoutblu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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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受自然启发的解决方案在能源领域的应用
根据其应用的具体领域和规模分类整理

可再生能源技术

太阳能

	人工光合作用

	模拟昆虫翅膀 / 眼睛和植物叶子的纳米结构表面，增强光伏面板的采光效率。

	受蝴蝶和飞蛾翅膀启发的光伏面板抗反射、自清洁纳米结构薄膜。

	使用无毒材料进行光电转化的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受向日葵花盘启发，优化 CSP 光热电厂的定日镜排列方向。

	受植物向日性的启发的光伏跟踪器。

	根据植物叶片的形态和空间布局提高光捕获能力并减少土地占用面积，以避免与农业竞争。

	受植物形态启发的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

风能 / 波浪能

	受海藻林形态启发的波浪 / 潮汐能量转换系统。

	通过模仿鲨鱼的盾鳞和座头鲸头部和鳍上的凸起，增强流体动力，降低风机叶片 / 海洋能发电机组桨叶的噪音。

	模仿鱼群的形式高效排布风机。

可持续建筑

	模拟白蚁丘的结构和功能形成，设计被动式建筑的暖通空调系统。

	通过研究座头鲸鳍上的凸起和蛤壳上的图案，优化空调风扇。

	模拟哺乳动物血液循环逆流换热机制的散热 / 保温功能。

	建筑表面固定或可移动的形状、材料和颜色的选择能起到抑制热岛效应和调节光和影的作用，

	 灵感来自于仙人掌、树叶、花朵、人类皮肤和动物翅膀。

	通过模仿植物茎节的形状，提高建筑通风管道的性能。

	模仿生物的骨骼和躯干结构，根据张拉整体结构优化建筑材料的使用。

	受生物体自愈性启发而研制的自我修复混凝土。

	根据生物系统（生态标准）设定可持续建筑标准。

城市发展 / 运输

	根据生态系统发展原则进行城市规划和发展。

	基于自组织原理优化交通信号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运行算法。

	使用蚁群算法优化物流配送软件。

	模仿企鹅羽毛中的气泡可加快其游泳速度，对船体进行空气润滑。

	受黏菌网状发展启发对交通网络进行优化设计。

	受花丝和分子马达启发优化运输系统。

	根据在生命系统内和不同生命系统之间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原则而制定城市发展标准（生态标准）。

能源（管理）系统 / 生产流程

	受哺乳动物的骨骼结构和细胞线粒体的启发，提高锂和盐离子电池的效率。

	受树叶和昆虫的启发，设计各种微 / 纳米纹理表面，调节热交换和粘附。

	基于进化遗传算法以及蚁群、免疫系统和蜂箱，通过人工智能来优化智能电网，

	 实现去中心化的电力共享以及区块链点对点电力交易。

	运用基于群体智能和遗传算法的仿生计算流程进行信息存储和管理，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的能源效率。

	运用群集算法通过移动代理的方法提高智能电网的网络安全。

	运用群集算法，通过物联网设备降低工业峰值能耗，优化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基础设施运行效率。

	基于生命系统中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原则，制定能源系统 / 生产流程标准（生态标准）。

	仿照生命系统中的能源管理模式，在产业共生体中引入能量梯级利用、燃料替代和生物能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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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领域在全球脱碳进程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在燃料燃烧

造成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中占比高

达 24%1。这其中，近四分之三的排

放来自道路运营车辆，尽管受到新

冠疫情的影响，航空和航运领域的

排放量仍在持续增加。当前有许多

替代燃料和技术要比燃油车更加环

保，包括生物柴油、沼气、电动、

混合动力或氢动力车辆。然而还有

一项鲜为人知但却是公认的拥有发

展巨大潜力的技术——铝空气（Al-

air）电池。

铝空气电池是一种廉价、轻便

且能量强大的电池技术。它的公式

很简单：铝 + 空气 = 电力。空气

中的氧气和铝发生反应产生电荷，

产生电能用于为乘用车提供动力。

前劳斯莱斯工程师兼英国皇家海军

军官 Trevor Jackson 表示：“这种

技术介于电池和燃料电池技术之

间，我想说它恰恰结合了两种技术

的精华。”Trevor 创立了一家名为

Métalectrique 的企业专门从事铝空

气电池开发，在过去几年中引发了

媒体的争相报道。

目前，全世界都把实现气候目

标押注在锂离子电动汽车上。在新

冠疫情肆虐的 2020 年，欧洲纯电

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统

称为电动汽车 xEVs）的注册量达

到近 140 万辆，较 2019 年增长了

137%2。根据 Carbon Brief 的报道，

2019 年电动汽车的排放量相较于传

统车辆减少了近 3 倍，其排放量根

图 1：铝空气电池内部。

来源：Métalectrique。

1.   https://www.iea.org/reports/tracking-transport-2020
2.   https://www.ev-volumes.com/

铝空气电池
——未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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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制造和充电过程中所使用的电源

而有所不同 3。尽管电动汽车的优势

人尽皆知，但用电池为全球车队提

供动力并非一项完美的方案：电池

的质保期一般为 5 到 8 年，众所周

知其回收率低于 5%，并且为其充电

的电源不一定来自低碳电源，大规

模充电还会给电网造成巨大压力。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电动汽车需

要使用稀土矿物资源，因此还会涉

及供应链的安全问题。

欧盟委员会在 2020 年发布了一

份关于传统和替代燃料汽车环境影

响的报告，其得出的结论是，电动

汽车在所有车辆类型中对环境造成

的影响明显更低 4。然而，其在降低

环境影响方面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所在区域和运营情况，因为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能源结构有所不

同。此外，电动汽车中尤其是铜和

电子元件的使用仍然是对环境构成

挑战的重要因素。而铝空气电池技

术则有望解决低碳运输的可持续性、

回收和采购方面的问题。

前景广阔

大约 20 年前，科学家们预测铝

空气电池和电动汽车的结合将是未

来乘用车在行驶里程、购买价格、

燃料成本和生命周期成本方面最具

前景的技术之一 5。Jackson 称：“其

良好的电池性能和性价比使其成为

替代化石燃料汽车的经济性选择。”

使用铝空气电池的车辆的续航里程

类似于燃油车，目前估计单次续航

可达 1600 公里。但是为什么人们对

这项技术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呢？

铝空气电池商业化的障碍主要

在于技术本身。2020 年，科学家们

仍然认为此类电池的正极、负极、

电解液等电池组件的性能较差且成

本高昂，此外还有阳极腐蚀或孔隙

堵塞等问题，这些缺点使得该技术

不适合扩展和商业化 6。

然而，Jackson 相信他已经设法

解决了这些问题：“在一次事故中，

我开发出一种电解液系统，似乎因

祸得福地解决了这些主要问题，电

池也达到了最佳性能，能量密度达

到 1350Wh/kg，大约是锂离子电池

的 9倍。”

根据 Jackson 的说法，对这项技

术最佳的描述应该是“电动引擎”，

因为它既不是电池，也不是发动机，

而是发动机的“电力等效物”。在

这个“发动机”中，“燃料”是铝

金属（阳极），它与周围的氧气（阴

极）反应以产生动力。由于阴极只

是来自周围空气中的氧气，因此无

需像传统电池那样承载另一种金属

的重量，这使得它质量明显更轻。“这

是一个非常安全和单一的系统，会

持续安静地提供电力，直到燃料耗

尽。它不像充电电池，在放电时需

要处理电压损失（以及电力损失）。

这对于电动飞行来说尤其重要，因

为总是需要确保全功率飞行以防止

中途着陆。这就是为什么它更像是

使用燃料的发动机而不像是电池的

原因。我们已经完成了1500英里（约

合 2414 公里）的测试，并且功率一

直保持稳定。而现在，它对于汽车

制造商来说只需要花费每千瓦时 29

至 35 欧元的成本，而对驾驶者来说

只需要花费每公里 0.15 欧分。”

延长电动汽车续航里程

Jackson 认为铝空气电池可以作

为传统电动汽车的一个很好的扩展。

“在我看来，人们在需要立即出发

时一定不想等待电动汽车充电。而

对于我们的电池，我们有一个 90 秒

的换电系统。移动自由对我们至关

重要。这就是我们的理念。”

就目前而言，充电基础设施仍

然是电动汽车替代传统燃油车面临

的主要挑战之一。哈佛大学 2018 年

的一项研究表明，需要更容易获得、

易于使用且相对便宜的充电基础设

3.   https://www.carbonbrief.org/factcheck-how-electric-vehicles-help-to-tackle-climate-change
4.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1f494180-bc0e-11ea-811c-01aa75ed71a1/language-en
5.   Shaohua Yang and Harold Knickl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Aluminum/Air Battery System for Electric Vehicles’,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112.1 (2002), 162–73 <https://doi.org/10.1016/S0378-7753(02)00370-1>.
6.    P. Goel, D. Dobhal, and R. C. Sharma, ‘Aluminum–Air Batteries: A Viability Review’, Journal of Energy Storage, 28.February (2020) 
<https://doi.org/10.1016/j.est.2020.10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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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确保电动汽车的商业化取得

成功 7。虽然换电模式可以大大减少

司机的等待时间，但这项技术很难

实施。一方面，电池非常重，必须

精确安装；另一方面，建设换电系

统需要确保站点的均衡合理分布，

以获得可靠的电力供应 8。多项研究

预计，即使只有少量的电动汽车，

其无序充电也会对电网产生巨大影

响，会增加基础设施的压力，并可

能导致系统过载。

铝空气电池对于基础设施的要

求相对很低。Jackson 表示：“在基

础设施方面，我认为我们没有产生

很大的影响。我们不需要使用有电

源的自动换电设备，但如果安装的

是自动换电系统，那么使用车库前

院的正常电源就足以驱动换电设备。

我们当前的系统是专为手动换电而

设计，使用的是带提手的约 5 公斤

电池模块。对于这样的系统，基础

设施实际上只是一个仓储和运输物

流系统。”

在未来，通过购买铝空气电池

适配器，客户可以把他们的电动汽

车改装为锂铝空气混合动力汽车。

Jackson 称，“我们实验室里有一辆

使用了 4 年的电动汽车，它的续航

里程大约只剩下 50 英里。车的其他

部分都很完好，可以正常运转，但

续航里程只有区区 50 英里这么短这

就实属浪费了，它已经不再是一辆

真正的车。有了这个扩展器，我们

可以使汽车多行驶 300 英里。这不

仅会使汽车在二手市场上更具吸引

力，而且还会加速新电动汽车的销

售，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通过

安装铝空气电池适配器能够减少充

电次数，那么这项技术不仅可以延

长锂电池的续航里程，还可以延长

锂电池的寿命。

较低的环境影响

在确保电动汽车的环境友好性

方面，虽然锂离子电池的回收技术

仍有待开发，但铝空气电池的回收

可能会容易得多，因为铝回收基础

设施早已存在。除了可以用作电动

汽车的动力来源之外，该技术在废

金属回收利用方面还有其他有趣的

应用，比如使用从废弃的飞机上回

收的金属用来发电。Jackson 说：“废

料业务的潜力巨大，这就是更大的

一个话题了。”该技术另一个潜在

的应用是回收核燃料棒上的镁和铝

制外壳用于为核电站现场提供绿色

电力，这本一种具有高放射性且无

法使用的材料。

在汽车及其他领域的应用

铝空气电池在乘用车中的应用

仅仅是个开始。由于铝空气电池可

以产生巨大的能量，这为其开辟了

更为广泛的用途。Jackson 解释道：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航天飞机的固

体火箭助推器是由铝粉提供动力的。

在烟花和火箭中都可以看到铝粉的

身影。它蕴含的能量巨大，但关键

在于你如何获取到它的能量。”这

种电源包还可用于海洋等部门，例

如用于集装箱船和游轮、机场地面

支持设备以及作为农村微电网的电

源。Jackson 还提到了一个位于加纳

的潜在项目，该项目使用铝空气电

池用于运输并为当地电网供电，能

够为偏远地区的通信、学校和医疗

设施提供现代化的服务，从而为偏

远地区提供与大型人口中心建立经

济连接的机会。

为何没有流行起来？

根据 IEA 的 2050 年净零排放

路线图，2050 年前二氧化碳减排的

一半将由目前处于原型或示范阶段

的技术来实现 9。这意味着铝空气电

池等有前途的技术需要大规模商业

化发展。但即使技术问题已经得到

妥善解决，且应用场景十分广泛，

但铝空气电池公司依然很难起步。

一般来说，“电池”定义之外的替

代能源很难获得资金支持。在欧盟

7.   Henry Lee and Alex Clark, Charging the Futu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lectric Vehicle Adoption,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8.
8.   Anders Hove and David Sandalow,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entre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February, 2019, 1–86 <https://energypolicy.columbia.edu/research/report/electric-vehicle-charging-china-and-united-
states%0Ahttps://energypolicy.columbia.edu/sites/default/files/file-uploads/EV_ChargingChina-CGEP_Report_Final.pdf>.
9.   https://www.iea.org/reports/net-zero-by-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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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和智能交通战略”中，欧

洲委员会将充电站和加氢站列入其

“充电和燃料补充”旗舰计划，但

目前没有为可加注电池设定目标，

而这本可为铝电池技术提供支 10。

很明显，中国也是类似的情景。在

中国，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

被统称为新能源汽车（NEV），并

且可以得到同等的支持，而新的替

代技术却难以获得支持。

因此，与认同这个想法的合适

的人员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Trevor 

Jackson 是幸运的，他表示：“当我

在法国驻伦敦大使馆进行演示时，

当时的主管是一名工程师，他明

白其中的重要性。所以我搬到法国

并成立了我们的公司 Métalectrique 

SAS。我们对电解液进行了验证，

并将其开发一定的水平，使其足以

解决阻碍铝空气技术发展的工程问

题。然而，由于锂离子电池仍是当

下的首选技术，因此在没有太多政

策支持的情况下，这将会充满挑战。

如果没有针对铝空气电池的政策支

持，汽车制造商会安全起见选择锂

离子电池，这会影响未来长达数年

的市场需求。” 

在获得了一些私人投资以及华

威先进推进中心（APC）提供的部

分资金后，Trevor Jackson 创立了

MAL 研究与开发有限公司，也就是

他现在的公司。多年的坚持终于得

到了回报。“我们已经与两家非常

大的车企建立了联系，此外也有开

发飞机和防御用的电池以及岛屿上

的远程能源的机会找到我们。这些

机会真的无可挑剔。除此之外，我

们也进行了一些实验来开发改善吸

气材料，并且在实验室里取得了非

常好的效果。举个例子：我们的电

池通常在 26℃运行，但我们做了一

些不同温度下的功率测试，将其提

高到 40℃，功率增加了 30% ！这

真是发展的大好时机，”Jackson 笑

着说道。

应对气候危机需要多种解决方

案。在交通领域，电动汽车已经取

得了很好的发展并且前景无限。如

果其他类似铝空气电池这样的替代

技术可以帮助加速这一始于电动汽

车的转型进程，那么我们的脱碳努

力可能会更加有效。铝空气电池技

术拥有 8.1kWh/kg 的巨大能量密度

且可用资源丰富，理应得到人们更

多的关注以充分发挥它的潜力。

Jackson 总结道：“我们的技术

已经被纳入 APC 的路线图，但只有

20 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真的是在打

造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核心技术现

在已经处于最高的技术准备阶段。

有人说这项技术是破坏性的，说的

没错，但它确实能起到作用。如果

真的想要达到净零目标，那就必须

保持开放的心态。”

1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0DC0789

【文：Helena Uhde、Veronika Spurna】

ECECP 青年研究生学者

/ 译：赤洁乔

mailto:Helena.uhde%40ececp.eu?subject=
mailto:Veronika.Spurna%40ececp.e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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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废料循环经济应如何启动？

太阳能已经处在能源转型的前沿，可以引领世界向循环经济过渡。2030 年，美国退役的光伏组件废

料总量将达到 100 万吨。然而，目前尚未出台激励措施或法规来促进其回收或再利用。事实上，美国国

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表示，美国目前的大多数法规将光伏废料定义为固体废弃物，因此很难将

其引入回收价值链。在某种情况下，太阳能光伏废料被看做是危险废弃物，被禁止重复使用。而由于激

励措施不到位，导致大量从事光伏废料回收的企业损失了白银、铜和硅等高价值的材料，其主要原因在

于国家没有出台明确涉及光伏组件回收利用的法规和条例。幸运的是，美国各州和行业层面的回收模式

正在建立。本文中所提到的这些州省，有的要求制造商必须收回或回收太阳能组件且不得伤害消费者利

益，有的州调整废料回收政策对光伏领域放宽了限制，有的则已经启动了光伏废料循环利用的相关研究。

制定促进光伏废料回收的政策并培育相关市场具有广泛的积极作用，包括有助于保证供应链的稳定和资

源安全、降低制造成本、提高企业的绿色声誉、创造新的收入来源、税收好处和创造就业等。



55

创新

太阳能光伏装机的迅速增加引

起了人们对环境和供应链方面的担

忧。美国依靠进口太阳能组件制造

材料、进口光伏电池和组件来满足

国内需求。随着光伏需求的增加，

对高价材料的开采需求也随之增加，

而这正是促进国内循环利用的动力。

此外，到 2030 年，美国退役的

光伏组件废料可能达到 100 万吨，

占世界电子垃圾的 1%，这不仅会带

来废料管理问题，但同时也为材料

回收和二级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美国国家可再生实验室（NREL）

的可持续发展分析师 Taylor Curtis 表

示：“负责任和经济有效的光伏系

统硬件管理是出于对商业和环境层

面的重要考量。这些设备的修复、

再利用或回收将有利于减少对环境

造成的负面影响，缓解资源限制，

并刺激经济的增长。”

Curtis 和 NREL 的一组研究人

员一直主导着有关退役光伏组件管

理问题的持续分析研究，以期为该

实验室的能源材料循环经济愿景提

供支持。该团队对相关的法律和文

献进行了研究，并采访了太阳能行

业的利益相关者、监管机构和决策

者。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技术报告，

以缩小光伏设备再利用和回收的选

择范围及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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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性和监管变革

必不可少

如今，由于目前市场状况和监

管壁垒，私营部门投资光伏回收、

维修或再利用的作用微乎其微。在

美国，只有一家制造商实施了“回收”

计划，以重复使用或回收已退役的

光伏组件。尽管从事光伏组件回收

的第三方机构越来越多，但根据该

研究团队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大

多数的企业只回收大宗散装材料，

而白银、铜和硅等高价值材料则被

弃之一旁。

预计未来仅在光伏组件材料回

收领域，到 2030 年的市场规模就可

达到 6000 万美元，到 2050 年将达

到 20 亿美元。光伏设备回收利用可

以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降低制造

成本、提高公司绿色声誉、创造新

的收入来源、税收好处以及新的就

业机会。

为了刺激私人企业对这一新的

光伏延伸市场进行早期投资，分析

师建议政府应为研发和相关分析提

供资助，以缓解一些与光伏退役和

再利用相关的市场和监管的不确定

性。研发方向可以专注于更容易修

复、再利用或回收的组件设计，以

及相关的经济高效服务和业务模式。

有些法规将光伏设备

视为危险废弃物 

政策对光伏行业的循环经济也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确保光

伏设备的处理、存储、使用、运输、

再利用、回收和报废处理的安全性。

然而，NREL 的分析师发现，美国

现有的互联、火灾、建筑和电气法

规可能直接禁止将光伏组件或逆变

器重新用于与电网相关领域。

在美国，光伏设备，如可以回

收的组件，通常与最终要报废处理

的设备采用相同的管理方式。因此，

光伏组件回收缺乏动机，尤其是在

处置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旧的光伏

设备在被重新利用或被报废处理前

通常会被积累或储存起来，按照固

体废弃物或危险固体废弃物的标准

处置。

美国各州的废料管理法有所不

同，并且在处置、存储和运输方面

都有特定要求。光伏设备的运输者

可能受到美国运输部门关于危险材

料运输法规的约束，还要受到特定

包装、分类和其他运输的相关要求。

如果光伏设备运往国外，可能还会

受到国际条例和出口法规的约束。

华盛顿州

基于以上分析，NREL 团队建

议采取多层面的监管方法，将回收

责任渗透到整个价值链中。在联邦、

州和地方层面制定统一、明确的法

规，可以为二级市场设定强制性要

求和激励措施。这些法规可以防止

对光伏组件进行报废处理，为其提

供相关严格规定的豁免权，或是要

求其重新利用。

例如，华盛顿州就设定了这样

一项政策，要求制造商负责其光伏

组件的收回或回收处理，而消费者

则不必承担任何费用。该政策允许

光伏组件按照更为灵活的固体废弃

物监管和处置要求进行回收。

退役光伏组件管理的最佳实践

在该研究团队撰写的另一份报

告中，NREL 分析师深入探讨了管

理退役光伏系统的可选方案。对于

退役的光伏系统而言，其处理的最

佳选择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点：一个

是系统翻新或重新用于发电的预估

造价，另一个是继续运行的预期收

入。

如果系统可以运行且没有严重

损坏，则可以进行延寿处理。这会

涉及到延长许可、公用事业和并网

协议。虽然这一方案不涉及资本投

资，但是修复老化设备可能会面临

更高的运行和维护成本。

另一个选择是对系统进行翻新，

并进行详细的物理和电气检查以及

必要的维修。每千瓦的翻新成本大

约需要 500 美元。如果光伏系统曾

因风暴造成过破坏，那么每套的翻

新成本可能会超过每千瓦750美元。

相对而言，光伏系统的翻新更加困

难，因为旧系统的某些部件已经很

难找到，而且运维商对老版系统的

相关专业知识可能并不十分了解。

一些老旧光伏系统可以重新用

来发电，但这需要对系统进行重新

设计，并安装新的光伏阵列和逆变

器。对系统进行改造以重新用来发

电通常需要花费整个发电厂总价值

的 80%，并且此类光伏系统在所有

方面几乎都是全新的，但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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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现有的项目用地、许可证明、

并网线路，并享受之前的电力采购

价格。

如果修复或翻新系统不具有经

济效益，那么退役将是正确的选择。

这需要拆除光伏组件和其他设备，

将土地或屋顶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其成本从每千瓦 300 美元到每千瓦

440 美元不等。

税收政策也会对决策起到驱动

作用，因为项目合同的制定初衷通

常是使项目有资格获得税收抵免和

享受折旧优惠。 

美国当前的光伏回收政策

及相关举措

NREL 这一系列研究的最终报

告分析了美国联邦和州级层面明确

涉及光伏组件回收利用问题的相关

法规，包括现有、待定和曾经实行

过的。

分析师们没有发现任何明确涉

及光伏组件回收利用的联邦法规。

然而，在州级层面和行业层面，一

些关于退役光伏的管理的相关政策

已经开始初步形成。这些政策针对

退役光伏组件的特定选择制定了专

门的框架，因此会对太阳能价值链

的不同部分产生相应的影响。

在美国一些州，比如新泽西州

和北卡罗来纳州，2020 年已经通过

了相关法律要求对退役光伏组件的

管理方法进行调研，以协助制定立

法或监管方面的举措。这项研究还

可以提供关于光伏和资源回收机会

相关成本及负债的有价值的公开信

息。此外，加州也颁布了通用废弃

物管理法规，涉及废弃光伏组件的

管理、运输、存储、堆放和报废处理。

截止到 2020 年 5 月，夏威夷

州也有一项相关法律尚待敲定，

目前仍需要对光伏组件回收和退

役管理问题进行广泛研究。在罗

德岛也是如此，相关法律一旦通

过，将设立一项由光伏组件制造商

承担责任的管理和回收计划。加

州也有一些立法研究和政策建议

有待敲定，以确保光伏组件在退

役后可以再利用或被回收处理。 

Curtis 表示，“太阳能光伏材料的循

环经济将涉及整个价值链中的每个

利益相关者，从项目所有者到融资

者再到设备制造商。总之，这一行

业有助于确保规避危险材料等障碍，

并实现报废管理，在获取最大经济

价值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环境造成

的负面影响。”

了解更多 NREL 关于能源材料循环经济
的愿景。

【文：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NREL）】

/ 译：赤洁乔

本文由 NREL 及 Energy Post 授权转载。

https://www.nrel.gov/
https://www.nrel.gov/
https://energypost.eu/a-circular-economy-for-waste-solar-pv-materials-what-needs-to-be-done-to-get-it-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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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6 月 7 日，欧洲议会正式批准采纳了所谓“公正转型

基金”（Just Transition Fund）的相关规则，该基金是确保

欧盟到 2050 年实现净零目标的一项重要机制，同时为了

防止各国在绿色转型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该基金是在欧盟绿色协议的框架下设立的，总价值

175 亿欧元，旨在支持那些因逐步淘汰煤炭或其他排放密

集型产业而深受影响的国家，对于激励对可持续企业及技

术的投资，以及推动向绿色经济的全面转型而言至关重要，

尤其是对于那些严重依赖煤炭或其他化石燃料的成员国，

比如波兰、德国和罗马尼亚。

该基金将从欧盟预算和新冠疫情的恢复基金中划拨。

为了缓解社区绿色转型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压力，该基

金将为相关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包括煤矿的关停管理以及

通过绿色技术培训促进再就业等。

公正转型基金在条款中明确了资金不能用于“一切化

石燃料”产业，既不能支持核电站的建设或退役，也不支

持与天然气项目相关的投资。该基金使用将以低碳、清洁

为核心，用来促进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可持续交通以

及数字化等领域的发展。

 + more

欧盟公正转型基金获批，
总价值 175 亿欧元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1/06/07/climate-neutrality-council-adopts-the-just-transition-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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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启动电池合作伙伴关系计划

G7 承诺终止对煤炭的支持，
并增加气候援助资金  

6 月 23 日，欧盟委员会与欧洲电池协会（BEPA）联合宣布正式启动一项

名为 BATT4EU 的电池合作计划，该项目是在欧洲地平线计划下建立的一个共

同规划的伙伴关系，旨在围绕固定和移动式电池的应用打造一个世界级的研究

和创新生态系统，以增强欧盟电池产业的竞争力。

随着全球对电池的需求急剧增长，而电池生产仍然高度集中在亚洲：例如，

目前全球锂离子电池只有不到 1% 是由欧洲生产，而亚洲的产量占比则超过了

90%。为此，BATT4EU 项目的提出彰显了欧洲未来志在全面参与和引领这一快

速增长行业的决心。

通过接入像地平线计划这样的更广泛的欧盟资助计划网络，BATT4EU 伙伴

关系计划将调动 9.25 亿欧元的支持资金以促进电池领域的研究和创新，从而开

发更加多元化的技术，最终形成一个具有竞争力、可持续和循环的欧洲电池价

值链，以实现欧盟绿色能源转型雄心。

+ more

为期三天的 G7 峰会于 6 月在英国落下帷幕。会后，七国集团发布公报，

承诺将提高其对全球议题的贡献，包括加快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以及增加气候

融资。

七国集团同意在年内彻底终止对燃煤电厂提供官方支持。此外，还声称要

加大力度推广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技术，包括电气化和电池技术、氢能、CCUS

以及零碳航空航运等，并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帮助各国向绿色经济转型。

除了计划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世界七大发达经济体再次重申

了其尚未兑现的气候资金承诺，将在 2025 年之前，通过公共和私人渠道，每年

筹集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以帮助贫困国家减少碳排放，应对全球变暖。然而，

只有两个国家明确表示之后将投入更多的援助资金，并给出了实际投入的金额：

加拿大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将其对气候资金增加一倍至 44亿美元，而德国也承诺

将每年的气候资金增加至 72.6 亿美元。

尽管如此，一些气候组织指责该声明缺乏细节或更坚定的承诺，并呼吁采

取更具体的行动，因为毕竟这些决定并不具有实际约束力。

+ more

https://bepassociation.eu/
https://www.cnbc.com/2021/06/13/g7-nations-agree-to-boost-climate-finance-details-miss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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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将加大发展中国家
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力度

英国宣布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停止燃煤发电

挪威政府近日宣布，计划在五年内拨款 100 亿克朗建立一个新的气候基金，以加

大对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力度，助力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挪威总理 Erna 

Solberg 敦促私人投资者与政府展开密切合作，以调动更多的商业资本。

挪威每年将向该气候投资基金提供 20 亿克朗，其中一半的资金将来自国家预算，

另一半将来自挪威发展中国家投资基金（Norfund），Norfund 还将负责新的气候基金的

管理。

该基金将从 2022 年开始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特别是将用于帮助亚

洲燃煤电厂排放较高的亚洲国家，并且还将确保这些投资项目与基金受惠国的国家气候

和能源计划相一致。通过与私人资本的合作，该基金未来有望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筹集约

1000 亿克朗的投资资金。

挪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挪威每年在气候融资方面的支出为 63 亿克朗，这是其发

展援助预算的一部分。 新的气候投资基金的建立意味着挪威气候投资支出力度进一步加

大，标志着其对外发展援助的一个里程碑。

+ more

英国政府确认将从 2024 年 10 月起停止使用煤炭发电，以减少碳排放。此举将英国

最终的退煤日期整整提前了一年。英国政府曾于 2017 年首次承诺将在 2025 年 10 月完

成退煤。

退煤举措是英国政府雄心勃勃的气候承诺的一部分。英国政府承诺将在 2050 年前摆

脱化石燃料依赖，实现电力行业脱碳，以消除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通过减少燃煤发电，

英国可以确保其在实现全球 1.5 度温升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英国在减少整个电力部门的煤炭使用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2020 年，煤电仅

占英国电源结构的 1.8%，而 10年前的这一比例高达 40%。2020 年，英国国家电网创下

了 68 天无燃煤发电的记录。此外，今年早些时候，英国政府已经结束了其对海外化石燃

料能源领域的支持。

由于自由竞争和政府鼓励启动新技术，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明显增长，这反过来又帮

助降低了绿色能源的成本，使得煤炭在许多国家逐渐失去了竞争力。近年来，英国的煤

炭开采量已经处于下降趋势，这反映出能源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内需求的下降。

+ more

https://norwaytoday.info/news/norwegian-government-to-establish-new-climate-fund-that-will-invest-in-renewable-energy-in-developing-countrie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end-to-coal-power-brought-forward-to-october-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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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启动全球最大碳排放交易市场

7 月 16 日，中国启动了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在线交易，这是一个等待已久但必要

的步骤，旨在实现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发电行业成为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

的行业，纳入重点排放单位超过2000家，覆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45亿吨 / 年，

这也意味着中国碳市场一经启动就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碳市场启动当日成交量410.4万吨，成交额约2.1亿元，日均成交价51.23元 /吨，

远高于全国7个试点碳市场的年平均交易价格。中国选定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广东、湖北和深圳作为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并于 2013 年启动线上交易。

全球约有 60 个国家、地区或地方采用碳定价机制。分析机构认为，中国的碳

市场上线交易，将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增添新的动力和信心。除电力行业外，

“十四五”期间，全国碳交易市场将逐步纳入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

民航等其他数个高耗能行业。预计这些行业全部纳入后覆盖的年碳排放总量预计在

80亿吨，约占全国碳排放量的 70%-80%。

全国碳市场的建立不但有利于促进高排放行业率先达峰，并且通过提供经济激

励机制将资金引导至减排潜力大的行业企业，还将释放出以排放权为基础的新金融

产品的巨大潜力，这或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的气候变化治理进程。未来，中国碳市场

将不仅有助于加快国内的减排进程，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注入动力和信心，

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参考借鉴。

+ more

https://www.sohu.com/na/478267073_16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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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布
《“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7 月 7 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一项旨在刺激未来五年循环经济发

展的新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这将有助于确保国家资源安全，进一步助力中国实现 2030 年碳达峰以及

2060 年碳中和的承诺。

根据该计划，“十四五”期间（2021-2025）构建循环经济的重点将放

在原材料和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和修复方面。

规划中提到主要目标包括：到 2025 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 2020 年提高

约20%，单位 GDP 能源消耗、用水量比2020年分别降低13.5%、16% 左右，

还指出要提高农业部门作物秸秆的利用率，以及大型固体废物和建筑垃圾

的综合利用率。

根据该计划，中国将加大力度推动重点产品的绿色设计；强化石化、

化工、焦化、水泥、有色等重点行业的清洁生产；推动园区循环化发展；

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提高再生资源加工利用水平。

《规划》部署了六大重点行动，包括促进太阳能电池板等废弃电器及

电子产品的回收，废弃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等，并且鼓励产业园区进行循

环改造，推行热电联产、分布式能源及光伏储能一体化系统应用，推动能

源梯级利用。储能、分布式光伏、生物质能等产业及相关企业或均将受益。

+ more

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107/P0202107073254807061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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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台新政
允许可再生能源开发商自建送出线路

中国启动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

中国国家发改委 7 月 5 日发布了一项新政策，允许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由发电企业

建设。电网企业可在适当时机对这些输电资产进行回购。

该策略旨在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速度与并网线路建设不匹配的问题。此前，

在国家能源局 2018 年发布的一份政策文件中，要求各类接入输电网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的接网及输配电工程，全部由所在地电网企业投资建设，以减轻可再生能源领域企业的

负担。但由于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建设周期往往比配套电网的建设周期要

短，并且即使在规划层面做好了建设时序协调，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也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

而发生偏差。因此，发电企业自行建设并网连接线路的需求正在增长，以避免其可再生能

源发电项目因并网问题而受阻。

新文件发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鼓励发展新能源。但专家强调，针对今后可能越来

越多的并网建设需求，需要建立和完善统一的新能源接网线路回购相关技术规定、管理规

范和标准程序。

+ more

近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下发《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

方案的通知》，指出我国建筑屋顶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开发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潜力巨大。

该试点计划的开展有利于整合资源实现集约开发，削减电力尖峰负荷，也有利于节约优化

配电网投资，引导居民绿色能源消费，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与乡村振兴两大国家重

大战略的重要措施。

《通知》还明确提出，项目申报试点县（市、区）的党政机关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

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 50%；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

电比例不低于 40%；工商业厂房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 30%；农村居民

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 20%。

受政策利好刺激，光伏电池、光伏建筑一体化 (BIPV) 等领域市场有望大幅增长。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测算，我国目前既有建筑面积约800亿平方米，

一旦 BIPV 走向规模化应用，将涌现一个近万亿级的市场。

这项新政策自发布以来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业界国有企业的强烈响应，截止

目前已有 24个省份发布了实施细则，91 个县已经确定了开发商。

+ more

https://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305934.s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3Fid%3D1703462721879078899%26wfr%3Dspider%26for%3Dpc


中欧能源杂志

64

中国拟在十年内实现
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

7 月 23 日，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了《关于加

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这一领域的顶层政

策文件，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实现新型储能从商业化

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2030 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

化发展。随着储能领域关键技术装备创新能力的提高和自主

能力的增强，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到 2025 年将达 3000 万千

瓦以上。业内预计未来五年这一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50% 以上，发展潜力巨大。

指导意见提出，在电源侧，要大力推进电源侧储能项

目建设，推动多能互补发展；在电网侧，积极推动电网侧储

能合理化布局，围绕重要负荷用户需求，建设一批移动式或

固定式储能。

在用户侧，积极支持用户侧储能多元化发展。鼓励围

绕分布式新能源、微电网、大数据中心、5G 基站、充电设施、

工业园区等其他终端用户，探索储能融合发展新场景。

在储能市场方面，指导意见提出要明确新型储能独立

市场主体地位，健全新型储能价格机制。鼓励储能作为独立

市场主体参与辅助服务市场。

+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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