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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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项目由 ICF 国际咨询公司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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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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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朋友，

《中欧能源杂志》在此又跟您见面了。

世界各地的决策者正在重新思考可再生能源和能效在
当下能源危机中的作用。俄乌冲突给世界能源供应造成了
极大的破坏，并引发能源价格急剧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因
新冠疫情导致的价格飙升局面。然而，每一次的危机都伴
随着机遇。全球锂资源供应紧张的形势正给新的储能解决
方案留出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昂贵的化石燃料
价格使得能效投资的成本效益愈发凸显。

在本期的刊物中，我们依然为您准备了几篇有趣的文
章：我们探讨了如何通过电厂改造来增加现有火电和可再
生能源电厂的发电量，并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我们还评
估了中国进行抽水蓄能投资的成本效益。有一篇文章介绍
了一种可以显著减少建筑行业环境影响的新型拱形混凝土
地板；还有一篇文章探讨了数据中心对于能源消费和电力
供应安全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意义。

祝您阅读愉快！

Flora Kan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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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中心的重要性与日

俱增，这对能源消耗和电力

供应安全意味着什么呢？数

据中心如何支持政府的脱碳

战略？政策制定者如何促进

数据中心与能源系统整合的

协 同 效 应？ 欧 洲 监 管 中 心

（CERRE） 最 近 发 布 了 一 份

题为《数据中心与电网——

欧洲 ICT 技术的绿色化》1 的

报告，探讨了数据中心在欧

盟能源系统中的作用。ECECP

青年研究生学者 Helena Uhde

在本文中对该报告的精华内

容进行了总结，讨论了数据

中心的作用，并概述了该报

告为政策制定者提出的主要

建议。

1.CERRE (2021). Data Centres and the 
Grid – Greening ICT in Europe. https://
cerre.eu/publications/data-centres-and-
the-energy-grid/ 

CERRE 报告：
解决双重挑战 - 绿色和数字化转型

https://cerre.eu/publications/data-centres-and-the-energy-grid/
https://cerre.eu/publications/data-centres-and-the-energy-grid/
https://cerre.eu/publications/data-centres-and-the-energy-grid/%20
https://cerre.eu/publications/data-centres-and-the-energy-grid/%20
https://cerre.eu/publications/data-centres-and-the-energy-gri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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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护其免受天气影响。然而，值

得记住的是，这些城市很容易受到

气候变化的影响，因为这些气候凉

爽的欧洲国家所享有的优势很可能

会因气候变化和天气波动加剧而受

到威胁。

数据中心对欧盟气候中和目标

意味着什么？

未来几年，数据中心的重要性

会愈发凸显，其数量也会显著增加，

相关的能源消耗也会随之大幅增

长。IEA 预测，全球互联网流量在

2017 年至 2020 年间翻了一倍多，

到 2023 年可能再次翻番 5。然而，

对数据中心能耗的预测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不同的研究甚至得出了

相反的结论：技术进步会使数据中

心能耗快速下降；而超大规模数据

中心数量的暴增预计会导致其能耗

呈指数增长。

随着《欧盟绿色协议》和《欧

洲气候变化法案》的通过，欧盟的

目标是到 2050 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碳中和大陆。实现净零意味着未来

的电力系统将以波动性的可再生能

源为主导，这将使系统变得更加难

以控制，也导致了更剧烈的价格信

号波动，甚至可能会导致限电和负

荷过载。

2. IEA (2021). Data Centres and Data Transmission Networks. 
    https://www.iea.org/reports/data-centres-and-data-transmission-networks 
3. 见脚注 1。

4. 见脚注 2。

5. 见脚注 2。

在新冠疫情期间，信息和通信

技术（ICT）的重要性变得尤为明显：

视频会议和远程教学、密接者追踪

和疫苗接种的数字化证书都有助于

确保世界不会陷入完全停滞。这些

都体现在全球互联网的流量变化上，

仅在 2020 年就增长了 40%2。大多

数全球互联网流量都会通过数据中

心传输，它们通常是“建筑物或建

筑物的一部分，里面承载着承担互

联网相关计算任务的持续运行计算

机服务器”3。2020 年，全球数据中

心的用电量（不包括用于加密货币

挖矿所用电量）为 200-250 TWh，

约占全球电力需求的 1%4。

欧盟数据中心的首选地点

全球近 20% 的超大规模数据中

心位于西欧。都柏林（爱尔兰）、

布拉格（捷克）、哥本哈根（丹麦）

和里斯本（葡萄牙）是数据中心的

首选地点。例如，哥本哈根和都柏

林都得益于其温和的气候环境，有

助于管理数据中心的热量输出。都

柏林更是凭借其所拥有的较高的可

再生能源潜力、熟练的劳动力、有

利的政策法规扶持，以及联通欧美

的现有电信基础设施，巩固了其作

为数据中心之都的优势地位。此外，

自英国脱欧以来，爱尔兰成为了欧

盟区唯一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

对于国际投资十分有利。哥本哈根

则拥有大量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其

80% 的电力线缆铺设在地下，有利

https://www.iea.org/reports/data-centres-and-data-transmission-networks%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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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将在净零道路上

扮演什么角色？

数据中心可以为电力、热力和

交通行业的脱碳提供支持。一些领

先的数据中心运营商，包括亚马逊、

微软和 Facebook，已承诺 100% 使

用可再生能源。这可以通过投资可

再生能源来实现，例如通过签署电

力采购协议（PPA）做出购买可再

中国数据中心的绿色化

      虽然该报告只是针对欧洲数据中心的研究，但中国也同样面临着绿色和数字化转型的

“双重挑战”。最近在 2022 年 1 月 14 日播出的环境中国播客的专家讨论环节中，来自绿

色和平组织东亚地区的叶睿琪、华北电力大学张素芳教授以及德国能源署的 Katerina Simou

针对这一挑战进行了讨论 7。万国数据（GDS Holdings）是中国最大的独立数据中心运营

商，2021 年用电量约为 2.8 TWh。与西方同行类似，包括万国数据、秦淮数据（Chindata 

Group）和上海数据港（Shanghai Athub）在内的中国数据中心头部企业均已承诺 100% 使

用可再生能源电力。为实现这一目标，万国数据、秦淮数据和阿里巴巴正在通过中国新的

绿色电力交易试点购买电力。

      在播客中，张素芳教授强调了数据中心可以为电网提供灵活性的四种策略：包括工作

负荷时移和地理转移、改变冷却系统的温度，以及使用 UPS 储能系统优化储能系统的充放

电时间。

        然而，这些策略的实际实施并不是特别成功，因为数据中心几乎没有动力提供灵活性，

而且人们担心运营的可靠性和服务质量可能会受到影响。激励性的政策措施包括进一步发

展中国的电力现货市场以反应实际价格，以及制定针对特定行业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7. Environment China (2022). Data Center Flexibility and Renewables. https://environmentchinapod.libsyn.com/podcast/data-center-
flexibility-and-renewables-with-zhang-sufang-ye-ruiqi-and-katerina-simou
GIZ (2022). Greener Data Center: Flexibility and Renewables. [Transcript of the podcast] https://www.energypartnership.cn/tr/home/
greener-data-center-flexibility-and-renewables/?article=1

6. 见脚注 2。

生能源的长期承诺。据 IEA 称，

在 2019 至 2020 年，谷歌、苹果公

司和 Facebook 公司分别采购了 12 

TWh、1.7 TWh 和 7 TWh 的可再生

能源以满足其日常运营的电力消费

需求 6。CERRE 报告认为，PPA 可

以通过使额外的可再生能源更具成

本效益来促进消费者转向使用可再

生能源电力，从而为脱碳提供支持。

在短期内，供暖领域的脱碳可能会

导致供暖成本显著上升，这反而提

高了使用数据中心的废热为本地供

暖的经济可行性。乘用车、货车和

公共交通的大规模电气化对电力系

统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

要实现更高的系统灵活性则需要对

大量的实时数据进行处理。在这方

面，数据中心在信息处理中的支持

作用便会愈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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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在电网中的作用

虽然提高能源效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不断增长的数据需求对能源的影响，但

大型数据中心集群可能会使电网变得不稳定，比如在加密货币突然出现大量交易的情

况下，骤增的电力需求会造成网络拥塞。那么数据中心应如何在支持电网的同时优化

其能源消耗呢？事实上数据中心既可以作为大型能源和电力用户，在电网中扮演较为

被动的角色，也可以作为电网的积极参与者，为电网的稳定运行提供支持，见图1所示。

数据中心不但可以产生废热，其可再生能源装置还可能产生剩余电力。在偏远地区，

数据中心甚至可能必须搭配自己的微电网来运行。最后，对于其所属电网来说，数据

中心最有利的帮助的是可以为其提供灵活性，从而促进电网平衡。数据中心为电网提

供的支持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如图 2所示。

首先，如果将数据中心整合到能源和电力系统中，例如在智慧城市中，他们可以

作为独立的能源商并参与灵活性服务交易。其二，利用数据中心的废热可以为办公室、

住宅楼甚至区域供暖系统供热。其三，借助算法可以实现电网数据中心之间工作负载

以及电力需求的时移和地理优化，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可再生能源潜力，还可以减少电

网限制。其四，数据中心的备用电源可以按需给电网供电，提供系统需求响应。

图 1：数据中心的角色

数据中心
的角色

大型
电网用户

电网用户

电力和 /
或热源生产商

本地电网
运营商

灵活性
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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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数据中心在电网中

发挥积极作用

和日常性波动。尽管欧盟提倡

统一批发电价，但有一种趋势是更

多地使用反映当地实际供需情况的

地方电价。对于数据中心而言，这

意味着需要更多地考虑它们在电网

中的位置以及它们对整体能源系统

成本的影响。

欧盟委员会正在推动的另一个

趋势是发展更为积极的配电系统运

营商，他们可以参与拥塞管理和电

压调节服务的竞购。例如，基于当

地定价的本地化市场交易平台可以

在消费端实现更大的灵活性。欧盟

委员会还支持发展能源社区，即积

极管理其能源的终端用户群体，鼓

励他们在社区内部平衡供需。当这

样的社区以孤岛模式运行时，它们

可以因为电费减少而受益，并且可

以减少因批发电价波动所造成的风

险。

预计未来几年数据中心的能耗

将显著增加。然而，该报告的作者

强调，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将成为

欧洲未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

据中心所有者可以通过提高能耗相

关因素的透明度、完善端到端能源

效率测定、确保当地 PPA 采购以及

积极参与本地灵活性市场来提高电

网弹性。虽然数据中心的运营商们

似乎正在认真对待其气候承诺，但

政策制定者有责任创建一个框架，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中心对本地

电网稳定性的潜在影响。

图 2：数据中心对电网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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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CERRE 报告提出了 9 项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有助于建立起一个大体框架，

以促进数据中心积极参与欧盟能源系统，并在对计算能力的需求不断增长的

情况下，确保电网的适当管理： 

1 在制定法规时，提倡采用“动态政策方法”，将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具有约

束力的法律文件结合起来。

 

2 数据中心可以作为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样板，不应将其与其他大型负载单独分

开，但负载的大小需要在监管时有所区别。

 

3 欧盟法规应优先考虑相关定义和规则的协调 / 标准化。

 

4 规划者需要协调考虑网络和信息系统（NIS）指令（即将被 NIS2 指令取代）

以及与欧洲关键基础设施指令的关系。

 

5 应进一步推动数据中心参与更高层面的能源规划过程。

 

6 生态设计指令为进一步规范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提供了法律依据。

7 本报告的结论支持新能效指令（EED，欧盟气候中和方案的一部分）所建议

的方法，即所有区域供热和制冷系统都应旨在提高其与能源系统其他部分的

互动能力，以优化能源使用，并通过利用建筑物的全部潜力来储存能源，包

括来自服务设施和附近数据中心的废热，从而防止能源浪费。

 

8 政府采购应鼓励使用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数据中心。公共机构和公有实体

在使用数据中心时应遵循欧盟绿色公共采购标准（Green Public Procurement 

Criteria）。

 

9 即将出台的修订版能源税指令为欧盟委员会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协调某些做法，

至少在最低限度的协调方面，消除目前补贴数据中心能耗较高的能源税收减

免。

【文 / Helena Uhde】

ECECP 青年研究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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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改造：
老旧电厂重换新生

电厂翻新改造可以通过性能提升和利用现有基

础设施来节约成本，这些益处使其成为能源版

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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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火电厂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厂都在进行换新改造，新技术的应用让这些陈旧的发电设施

重焕新生。其实际做法包括用新的、更大容量的设备来替换火电厂中老旧的发电机组，或者用

更高效的组件改造可再生能源发电站。无论哪一种做法，都可以显著提高发电厂的出力，同时

延长设施的使用寿命。

在火电厂的改造中，可以实现燃料从煤炭到天然气的转换，甚至用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代

替燃煤发电。对于可再生能源行业而言，风电场运营商可以通过在原址上建造更大、更高效的

风机来提高发电量，而太阳能发电厂的所有者也可以安装新的、更先进的太阳能电池板来提高

发电性能。

“重新利用、换新改造、调整用途——所有这些电厂改造方法都很有意义，因为与绿地开

发模式相比，这些方法是更加可持续的，实施起来更快且成本更低，因为你可以重复使用项目

的开发许可证，并且利用原有地基、住房或基础设施的材料，”拥有棕地项目经验的德国西门

子能源高管 Annika Gerloff 说道，“从长远来看，许多发电厂未来都将成为混合发电厂，为新

的能源系统奠定基础。它们将连接和集成各种不同功能的元素，例如不同的发电方式，如太阳

能和风能等可再生电源，以及能够燃烧 100% 绿氢的燃气轮机，这些氢能将由使用清洁能源电

力的电解槽产生。”

正如 Gerloff 指出的那样，与新建或待开发项目相比，改造后的电厂通常能够进一步凸显在

成本节约方面的优势，因为它们可以使用现有的电网连接和输电基础设施。这种改造方法包括

用燃气轮机取代燃煤锅炉，如图 1所示。

图 1：近年来，煤改气一直是电厂运营商的常见做法，

          能够使公用事业级电厂继续运营下去而不是直接退役。 

图源 : Siemens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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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 合 发 电 厂 还 将 配 备 氢

气、电池和蓄热等储能系统，以及

能够提供电网稳定服务的各类应

用，”Gerloff 说道，“在现有设施

基础上建造混合发电厂，其主要优

势在于可以显著节省成本并且减少

全生命周期的二氧化碳排放，而且

还可以激发新资产和现有资产之间

的协同效应。”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

在实践中，风电场改造在全球

最常见的形式之一是延长项目的运

行 寿 命。GE Renewable Energy 的

Cypress 陆上风机最近被选中用于荷

兰最大陆上风电场 Windplan Groen

的改造项目。该项目位于 Flevoland

省，GE 将为其提供 26 台 Cypress 

6.0-164 风机（图 2），这是该公司

最大的陆上机型。这些风机将安装

在三个风电园区，改造项目预计将

于 2023 年完工，该协议还包括一份

为期 25 年的服务承包合同。

GE 陆上风能国际首席运营官

Gilan Sabatier 表示：“很高兴我们

最新、最强大的陆上风机被选中参

与 Windplan Groen 项目，这将大幅

增加该风电场的发电量，并为荷兰

提供更经济、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

通过安装更大型的风机来对老旧风

电场实施升级改造，对于欧洲实现

2050 年碳中和目标将发挥重要作

用。”

行业分析师们曾预计，到 2025

年，欧洲大约将有 40 GW 的风机

至少运行了 20 年。行业正在积极

寻求改造升级的路径，以实现可再

生能源和脱碳目标。欧洲风能协会

（WindEurope） 首 席 执 行 官 Giles 

Dickson 在近期的一次老旧风电场退

役策略研讨会上说道，“欧洲现在

已经开始拆除第一代陆上风机，关

键是要在保持这些风场正常运行的

同时实现风机的更新换代。这些老

风电场通常风力条件最好，并且已

经成为当地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Clearway Energy Group 公司最

近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 Pinnacle 风

电场完成了一个换新项目，充分展

示了风电场升级改造的切实好处。

Clearway 表示，在该风电场原址上

安装 23 台新式风机，更新换代后的

图 2：GE 将为荷兰的一个风电场的改造项目提供 26 台 Cypress 6.0-164 风机

图源 : GE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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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量能够比之前高出 16%。该项

目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约 50 个全职

建筑工作岗位，并在投运后的第一

年便能为 Mineral County 地方政府

增加 20 万美元的纳税额。该公司表

示，该风电场还将在其新延长的运

营期内为西弗吉尼亚州贡献 370 万

美元的商业和占用税。

WindEurope 的一项针对欧洲约

140 个风电场改造项目的分析也显

示了更新风电技术的好处。平均而

言，这些改造后的风电项目的风机

数量减少了 27%。而与此同时，发

电装机容量却翻了一番，而发电量

更是原来的三倍。

太阳能发电场的改造升级也正

在进行，旨在提高原有电厂的发电

能力和发电量，并且特别得益于太

阳能行业在光伏组件、逆变器和跟

踪装置等方面技术的突飞猛进。太

阳能电厂的改造通常侧重于逆变器，

因为其性能升级的潜力最大。逆变

器将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直流电转

换为交流电以供电网使用，除了提

供电力转换外，还负责电网服务、

控制和监控。

总部位于德国的 BayWa r.e. 公

司以其太阳能电厂改造业务而闻名，

服务遍及欧洲和其他地区。该公司

的总经理 Natasha Kumar 在去年宣布

其英国项目时指出，太阳能发电厂

的现代化和优化改造可以“大幅提

高（太阳能的）电厂的可用性和发

电量，从而极大地提高投资回报率”。

该公司表示，经过改造可以将太阳

能电池阵列的设计寿命延长 20 年甚

至更久。

用核电对燃煤电厂进行替代改造

总部位于英国的国际设计公司

Bryden Wood 正在与专注于气候和能

源行动的非营利组织 TerraPraxis 合

作开展一项“煤电改造”倡议项目，

通过使用第四代先进模块化反应堆

（AMR）替代现有发电厂的燃煤锅

炉，来帮助各国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Bryden Wood 构建了一个新的设计和

施工解决方案，据他们介绍，通过

部署一个新的数字化平台，可使此

类改造项目在规模和建设速度上变

得可行。

Bryden Wood 的 联 合 创 始 人

Martin Wood 表示，“我们开发了一

种新型的、标准化且经过优化的方

法，这与以前的基础设施思维完全

不同。我们在开发 AMR 的同时也在

为其打造市场。正在开发的数字工

具将使我们能够在多个地点拥有大

量项目，一旦这些反应堆获得批准，

就可以立即投入使用。速度和便捷

性从未如此重要。”

除 了 联 合 TerraPraxis 之 外，

Bryden Wood 还与布法罗大学、麻省

理工学院、微软和毕马威合作，对

流程、建筑和工程系统进行标准化

和优化。这些机构表示，以小型核

反应堆替代燃煤机组的项目将首先

在美国部署。

TerraPraxis 的创始人兼管理合

伙人 Kirsty Gogan 表示，“通过为

社区提供固定的高质量工作，经过

改造后的燃煤电厂减少了对当地社

区的负面影响，从而赢得公众和政

治的支持以实现公正转型。我们面

对的挑战不仅是要建设足量的清洁

电源来为世界供电，还需要在快速

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建设必要的基

础设施，以支持供热、工业和交通

等终端行业的脱碳。”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许多燃煤

电厂都经过了天然气改造；而用核

电技术对燃煤电厂进行改造则提出

了新的设计和监管挑战。

Wood 表示：“燃煤电厂的差异

性很大，为每个电厂开发新的改建

设计将是复杂、昂贵且缓慢的。因此，

我们必须有一套统一的方法，采用

简化和标准化的设计，而不是建设

数千个单独的项目，才能使这个愿

望尽快成为现实。我们的计划是用

符合标准化设施的标准化高级热源

（AHS）替换现有锅炉。在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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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厂和 AHS 之间建设运行一个新的传热和

存储系统，该系统本身分为两部分：一个被外

壳包裹的模块化、基于组件的核反应堆，以及

一个被外壳包裹的支撑系统。模块化传热系统

和相关的能量存储将使发电厂能够有效地匹配

反应堆输出与发电需求。”

Gogan 承认在监管方面存在诸多挑战，她

表示：“我们建造的系统在设计上首先通过热

能存储来将动力岛与热岛分开来减少监管范围。

这意味着故障不会从动力岛蔓延至热岛，并且

动力岛没有核安全要求。其次，先进热源的设

计特性意味着无需安装主动安全系统即可确保

运行安全。这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并且意味

着所有有关安全性的系统都可以组合在一个反

应堆建筑中。因此，由预制部件组装而成的相

对较小的反应堆建筑成为了电厂中唯一与安全

性有关的建筑。作为初始许可证审查的一部分，

监管机构已经审查了这个确切的配置及相关的

建筑设计。”

Gogan 认为电厂改造是加速全球脱碳进程

并降低相关风险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还可以

利用现有输电系统在现有厂址上提供负担得起

的清洁能源。她说，这“为减少清洁能源转型

的总体投资规模提供了机会”。

电厂改造还能帮助能源工作者留住工作岗

位，因为老旧电厂通过使用新技术进行改造升

级得以继续运行。Gogan 表示：“对包括输电

设施在内的大部分现有燃煤电厂的场地和基础

设施进行重新利用，并维持现有劳动力，可以

大大减少选址、规划、建设和连接新基础设施

所需的投资和工作量。”

【文 / Darrell Proctor】

本文经 Power Magazine 授权转载。

https://www.powermag.com/repowering-provides-new-purpose-for-existing-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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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抽水蓄能投资的成本效益分析

电厂翻新改造可以通过性能提升和利用现有基础设施来节约成本，

这些益处使其成为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CEWP）

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CEWP）1 是欧盟水资源倡议（EUWI）的一个地区性组成部分，旨

在通过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和联合资助，促进水资源政策对话、合作研究和业务发展，

以加强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中欧可持续水电利用与融合”项目（SHUI-ChE）是“水和能源安全”重点合作领域下

的一个子项目，由欧盟伙伴关系工具提供支持。项目旨在通过分享欧盟和中国的经验和

最佳实践，来促进合作开发并加强知识交流。

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中国抽水蓄能投资的成本效益分析”聚焦于抽水蓄能（PHS）

电站在中国的实施及其将在经济和环境层面带来的长期效益。

 1.CEWP: China Europe Water Platform. Available online: https://cewp.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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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抽水蓄能？

抽水蓄能（PHS）电站是基于水电运行的电能存

储系统，通过压力管道连接两个或多个水库（上水库

和下水库）。

在电力需求较低且可用性较高的时期，多余的能

量通过从下游向上游流域抽水储存为势能。随后在需

求旺盛的时期，储存的能量可以转化为电能。因此，

抽水蓄能电站有利于增强电网的灵活性，这对于整合

可变可再生能源发电至关重要。PHS 是迄今为止电网

规模储能（长时间）的最佳选择，提供了全球 90%

以上的储能容量，可以帮助各国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和建设更多清洁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的宏伟目标。

 2.IHA: International Hydropower Association. Available online: https://hydropower-assets.s3.eu-west-2.amazonaws.com/
publications-docs/2020_hydropower_status_report.pdf 
 3.China Power 2020: China Electricity Council. https://english.cec.org.cn/menu/index.html?263.

EASE-EERA 对 2030 年欧洲储能发展技术路线图的建议。

欧洲和中国抽水蓄能的相关数据

截至 2019 年底，全球在运的抽

水蓄能装机容量超过 158 GW，其中

近 48 GW 安装在欧洲大陆 2，约占欧

洲总装机发电容量（830 GW）的6.2%。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3 的数

据，截至 2019 年底，中国的总发电

装机容量为 2010 GW。这其中，燃煤

发电占 52%，而抽水蓄能的装机容量

仅略高于 30GW（30.29GW），占电

源结构的 1.5%。这一比例远远落后于

欧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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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分析（CBA）方法

CEWP 的此项研究的目的是

对潜在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进行成

本效益分析（CBA），这些潜在的

PHS 项目能够缓解可变可再生能源

（VRES）的波动性问题，并通过减

少现有电厂的煤炭消费，帮助稳定

中国的能源生产。本研究还考虑了

抽水蓄能电站是否也可能对环境产

生积极影响，并提供具有竞争力的

长期成本。

为此，研究人员根据 PHS 在总

发电容量中的占比为新抽水蓄能电

站的部署设定了不同的情境。这些

情境基于《日本抽水蓄能电站调查》

研究 6，其中发现 PHS 部署占总发

电容量的最佳百分比是 8% 到 14%

之间。本研究聚焦于三种最佳情境，

即 8%、11% 和 14%，还包括一个

反映欧洲情况的 6% 情境，以及另

一个 4.5% 的情境，考虑到中国起点

比例较低，这一情景更容易实现。

张河湾项目

张河湾项目是一座位于河北省的抽水蓄能电站，于 2002 年投入使用 4。该电站可提供 1 GW 的高度灵活的峰值

负荷发电容量，并配有一条长 63 公里的 500 千伏输电线路，为农村电气化发展提供了机遇。这座抽水蓄能电站实现

了对低效燃煤电厂的有效替代，并且扩大了周边地区的灌溉能力，对碳排放、电网稳定性和农业用水产生了积极影

响。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NEF）的数据 5，该项目的资本支出数据与中国抽水蓄能的平均成本一致，即 7.94

亿美元 /GW。本研究参考了 BloombergNEF 的抽水蓄能电站的平均发电成本。

 4.Asian Development Bank. Hebei Zhanghewan Pumped Storage Project.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adb.org/projects/
documents/hebei-zhanghewan-pumped-storage-project-seia
 5.L’Ecluse, C.; Frith, J.; Pumped Hydro: A Primer. BloombergNEF 2021. Available online: https://genexpower.com.au/wpcontent/
uploads/2021/10/pumped_hydro_a_primer.pdf 
 6.Zhang, D.; Chen, T.; Li, Y. Survey on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s in Japan. Available online: https://caod.oriprobe.com/
articles/23590926/Survey_on_Pumped_Storage_Power_Stations_in_Japan.htm
 7.The World Bank. Available online: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
 8.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a GDP Growth Forecast 2019–2024 and up to 2060, Data
and Charts. Available online: https://knoema.com/loqqwx/china-gdp-growth-forecast-2019-2024-and-up-to-2060-data-andcharts

中国的 GDP 和发电量增长比较（历史数据及预测）

本研究首先利用世界银行基于中国 GDP 增长百分比的历史数据对中国的经

济和人口增长进行了分析 7。然后，研究人员根据经合组织 2018 年至 2050 年

的趋势预测确定了 GDP 的预期增长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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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几乎总是与电力的生产和消费密

切相关，无论是与人口相关的住宅电力消

费，还是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工业和服务业

用电。

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 2040 年，

中国的总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3314 GW9。

2018 年，中国的装机容量约为 1818 GW，

其中约 65% 由火电厂供应 10，根据使用的

模型计算，所需煤炭量约为 18.42 亿吨。在

到 2040 年的这段时间里，这一数值会略微

增长然后下降：根据 IEA 的数据，由于替

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煤电占比到

2040 年将下降到总装机容量的 47%。

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得出了每种情境

下 2050 年抽水蓄能的目标产能，以及实现

目标所需的额外产能。

成本

根据上述情境，将 PHS 百分比应用

于装机容量预测，以获得抽水蓄能电厂的

平均值（以所需 GW 计），即，要达到

2050 年的目标每年需要建设的 PHS 装机

容量。假设 PHS 电厂的成本为 7.96 亿美

元 /GW，则可以根据每年持续部署的装

机容量和五年的建设期来预测成本。这

样可以得到从 2020 年到 2050 年间这 30

年的年平均部署成本。结果数值取决于

所采用的参考情境，从 4.5% 情境下的约

20 亿美元到 14% 情境下的约 72 亿美元

不等。

 9.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17-china (accessed
 10.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hinese Coal-Fire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Expected to Flatten as Mix Shifts to
Renewables.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33092

不同 PHS 占比预测情境下所需的额外产能

不同情境下的 PHS 部署成本

部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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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发展抽水蓄能的最大好处在于其支持了可变可再生能源（VRES）的增长，燃煤电厂间接停运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

PHS 建模项目的研究人员计算了能节省的煤炭成本，以获得可衡量的经济效益。从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来看，研究人员参

考了欧盟 ETS 的市场碳价以及欧洲的估测值，用来计算因不使用煤炭所能避免的排放。欧盟 ETS 价格趋势的计算基于“欧

盟能源、运输和温室气体排放：2050年趋势——2013年参考情境”11 的研究，因此其数值反映了截至2020年的实际数据。

 11.European Commission. Trends to 2050. Available online: https://ec.europa.eu/energy/sites/ener/files/documents/trends_to_
2050_update_2013.pdf

不同情景下因二氧化碳排放减少所带来的货币化收益

不同情景下因煤炭节约而产生的货币化收益

煤炭节约收益

减排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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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还包括了对煤炭年平均节约成本的预测（在

14% 的情境下可达到 68 亿美元）。

基于欧盟 ETS 价格预测，在 PHS 渗透率 4.5% 的情境

下，通过部署抽水蓄能每年可避免的碳排放相当于可节省

120 亿美元，在 14% 的情境下可节省 429 亿美元。

思考与结论

受明显的金融因素影响，欧盟 ETS 价格以及煤炭价格

都极不稳定。此外，PHS 的部署成本受地理、气候、地区

立法以及实际实施因素的影响。考虑到 PHS 项目所涉及的

能源体量和需要部署的装机容量规模巨大，由于缺少合适

的部署场地限制了 PHS 技术的广泛应用。

然而，本研究的结果令人鼓舞：部署抽水蓄能的成

本几乎完全能够由因煤炭使用量减少所节约下的成本所抵

消，而基于欧盟 ETS 计算出的排放收益则更加直观，并且

使得 PHS 部署在经济性、功能性和环境收益更加凸显。

本研究的完整版本详见《Energies》开放期刊

2021 年第 14 卷第 24 期 12。

作者及从属机构：

Paolo Sospiro 1,2,3,4, Leonardo Nibbi 1, Marco Ciro Liscio 2,4, Maurizio De Lucia 1

1. CREAR/Dipartimento di Ingegneria Industriale, Università di Firenze
2. DII Dipartimento di Ingegneria dell’Informazione, Università Politecnica delle Marche
3.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eCampus
4. EUAbout

 12.Cost–Benefit Analysis of Pumped Hydroelectricity Storage Investment in China. Sospiro P., Nibbi L., Liscio M.C, De Lucia M. Energies. 
2021; 14(24):8322.  Available online: https://doi.org/10.3390/en1424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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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教育
应对气候变化
的四种途径
教育是推进气候变化行动的基本工具，

但其潜力有待充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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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如果中高收入国家

有16%的高中生接受气候变化教育，

那么，到 205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有望大幅减少近 190 亿吨。

不仅如此，加强气候教育还有

其他方面的益处。全球经济和气候

委员会表示，在 2018 年至 2030 年

间采取强有力气候行动的国家，到

2030 年，能够新增 6,500 多万个低

碳工作岗位，为全球创造不低于 26

万亿美元净额的经济效益。

据国际金融公司估计，2016—

2030 年，新兴市场蕴含着近 23 万

亿美元的气候智能型投资机会，这

些机会来自各国做出的应对气候变

化承诺。

要想实现上述益处，专业人才

不可或缺，而教育则是培养相关人

才的关键手段。以下是利用教育应

对气候变化的四种途径：

首先，确保教育政策和气候变

化政策相辅相成。2020 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开展了一项调查。

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将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列为最

大挑战，并认为教育是解决这两大

问题的利器。调查还指出，在所研

究的教育政策和课程体系中，有一

半以上完全未提及中小学阶段的气

候变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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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教育不仅要纳入各级

各类学校，还要全面推广至正规机

构、社区和工作场所。教育系统必

须增强抵御气候灾害的能力，避免

极端天气事件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

学校可在提高当地社区对气候

和灾害风险问题的认识方面发挥关

键作用，促进所在地行动起来，增

强抗灾能力。各国在国家自主贡献

和国家适应计划等气候变化政策中

务必要阐明，教育是关键的气候解

决方案。

只有将气候变化教育提升到国

家政策高度，各国才能夯实调动气

候融资的基础，推进教育部门的气

候行动。

第二，培养劳动人口的绿色技

能。培训和技能提升对于实现公正、

绿色转型及建设有韧性的经济至关

重要。这在当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因为促进疫后经济重振的一揽子计

划重点是促进绿色复苏。

需要开设新课程，加强相关技

能。对此，高等教育及研究工作可

发挥关键作用，培养增强应对能力

和气候行动的高层次人才。《欧洲

绿色协议》和《韩国绿色新政》也

证实了大规模人才储备的必要性。

增加技能投入十分重要，有助

于实现排放合规、转向可再生能源

和清洁能源、管控废弃物、提供绿

色和有韧性的产品和服务。

第三，扩大投资，推动可持续

性与数字化的融合发展。数字化转

型方兴未艾，意义深远。2017 年，

利用人工智能及其他技术的数字建

筑业（即建筑业 4.0）在全球的市场

规模仅为 100 亿美元，而 2027 年

预计将增加到 290 亿美元。无论是

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慧城市、

数字农业咨询服务还是零工经济岗

位，都需要广泛的数字技能。

第四，加强跨学科气候研究。

其中，跨学科教育不可或缺。哥伦

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在 2020 年和

2021 年相继成立了气候学院，分别

是两所名校 25 年来和 70 年来第一

次增设新学院，凸显了教育对于应

对气候危机的重要性。

提供的气候研究课程目的是培

养未来的气候领袖，生成知识解决

方案。发展中国家的气候研究需要

工程、建筑、农业、艺术、社会科学、

管理、法学、公共政策和通信等不

同学院联合发力，共同构建气候解

决方案所需的各类人才库。此外，

还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和情境设置课

程。

通过上述四种途径，人们的行

为模式将变得更可持续，并在气候

研究课程及其对适应和减缓气候变

化的积极影响间建立更加直接的联

系。为了实现气候目标，需要教育

及其他各方各面紧密配合，但要坚

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

【文 / Shanti Jagannathan、

Arghya Sinha Roy】

本文由亚洲开发银行（ADB）

授权转载。

“

”

学校可在提高当地
社区对气候和灾害
风险问题的认识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
促进所在地行动起
来，增强抗灾能力。

https://blogs.adb.org/zh/four-ways-education-can-fight-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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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地板形状
可以减少 75% 的混凝土使用量
将实心板地板换成“薄壳”的拱形地板将有助于建筑行业实现净零目标。

ACORN 团队的 Paul Shepherd 博士展示其薄壳地板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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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

型的拱形地板，其使用的混凝土可

传统的地板节省 75%，可以帮助建

筑行业减少碳足迹。

一个由巴斯大学、剑桥大学和

邓迪大学的结构工程师、数学家和

制造专家们组成的跨学科团队近日

发布了一个薄壳拱形地板的原型演

示项目，在承重相同的情况下，其

建造过程中的含碳量比使用传统地

板低 60%。

该地板弯曲的拱形结构由标准

的高架地板覆盖，形成水平表面。

这个名为自动化混凝土施工

（ACORN）的研究项目由UKRI资助，

其创新的拱形地板设计充分利用了

混凝土固有的自然特性和强度。

该团队已经证明，这项新工艺

可以显著减少建筑环境的碳足迹。

ACORN 项目的首席研究员、就

读于巴斯建筑与土木工程系的 Paul 

Shepherd 博士称：“要实现最近在

COP26 会议上批准的净零目标，建

筑业需要做出重大改变，该行业占

英国排放总量的一半左右。混凝土

在世界上是仅次于水的使用最为广

泛的材料，其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

占全球的 7% 以上，因此建筑行业

想要实现净零排放的最简单方法就

是减少混凝土的使用。”

“这一直是这个项目背后的驱

动力，我们希望它能给建筑行业带

来深刻的改变。”

主要创新之处：

机器人、自动化设计和场外制造

目前，大多数建筑地板都使

用实心的混凝土厚板，其承重主要

依靠混凝土的抗弯强度，因此效率

低下。由于混凝土不能很好地抵抗

弯曲引起的张力，因此这些地板还

需要搭配使用大量的钢筋。相反，

ACORN 采用的方法则是让混凝土来

做它天生擅长的事情——抗压缩。

ACORN 团队设计的地板通过只

将混凝土材料放置在对压缩影响最

大的位置，因此其所使用的混凝土

要少得多。使用传统的临时模板制

作这种新形状的地板可能不太现实，

因此 ACORN 团队同时开发了一种

自动适应性模具和机器人混凝土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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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系统，可以在施工工地场外的工厂里使用来制造地

板。

除了这种新的制造工艺，该团队还开发了定制优

化软件，可为特定建筑设计无缝地板，并通过使用自

动化控制制造系统来生产。

由于地板是在场外制造的，因此还需要运输到现

场然后组装。这给团队带来了一些棘手的挑战，他们

不得不将大块地板分成九个部分以方便运输，并且还

开发一个连接系统将这些部分连接在一起。然而这样

做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可以减少现场施工所需时间。

ACORN 团队还使用了可逆接缝，以便使地板在建

筑物使用寿命结束时可以拆卸并移至他处重复使用，

从而促进建筑行业的循环经济。

ACORN 团队在剑桥大学土木工程系的 NRFIS 实

验室里建造了一个 4.5 x 4.5 米的原型建筑，最近刚刚

向行业合作伙伴们演示了这种集成系统的实用性。

早期研究结果表明，ACORN 节约使用材料的方法

已经可以显著减少碳排放，随着工艺的优化，未来的

研究可能会带来更少的碳排放。尽管这种地板还是一

个新生事物，但其每个组件的制造仅需要半小时，整

个地板的组装也只需要一周的时间。未来商用版本可

以在专用工业设施中制造，其生产速度将会更快，现

场安装时间也会大大减少。

Shepherd 博士补充道：“经过三年的研究，看着

我们辛勤工作的成果终于展示在实验室里，吸引了所

有路过的人感兴趣的目光，这真是令人兴奋。你可不

是一直有机会每天都能站在自己研究出来的地板上！

我只希望有朝一日这种低碳的自动制造的建筑会能够

普及开来，以至于人们从旁边路过都不会注意到它。”

作为 ACORN 合作伙伴之一，Laing O’Rourke 欧

洲中心技术与创新项目的负责人Adam Locke补充说道：

“ACORN 的示范项目为我们解决方案的脱碳提供了一

个十分有用的跳板，为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起到了

很好的促进作用。”

ACORN 已经获得了英国 ISCF 建筑转型计划下的

研究和创新资助。

本文经英国巴斯大学授权转载。

https://www.bath.ac.uk/announcements/changing-the-shape-of-floors-could-cut-concrete-usage-by-75-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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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球碳市令人兴奋的一年

在本文中，ECECP 青年研究所学者 Lucio Milanese 总结了伦敦金融市

场数据和基础设施提供商路孚特公司（Refinitiv）2022 年 2 月发布的

国际碳市场年报的主要发现。

2021 年，全球碳市场从早期新冠疫情期

间的低位实现反弹，并且同股票和加密货币

市场一样都迎来了牛市。路孚特最近发布的

一份报告集中探讨了全球碳市的这种强势增

长以及一些其他方面的重大变化，我们从中

提炼出一些关键要点和见解在此与您分享。

2021 年底，欧盟碳配额的价格与 2020

年底相比上涨了两倍多，达到超过 80 欧元 /

吨。这种强劲的增长不仅限于欧盟。事实上，

美国（西部气候倡议和区域温室气体倡议）、

英国、韩国和新西兰的碳配额价格在 2021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均上涨了 30% 以上（见图

1.1）。唯一的例外是中国新建立的碳排放权

交易体系（ETS），其价格在 2021 年 7 月至

9月期间下跌了约 20%，随后保持平稳。

https://www.refinitiv.com/en/trading-solutions/commodities-trading/carbon-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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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TS）

是迄今为止全球交易体量最大的

碳市场，覆盖全球碳信用总量的

90%。

重要的是，欧盟正在考虑实施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以平

衡欧盟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国际

竞争环境。

碳信用价格的大幅上涨由以下

几个因素推动：

• 天然气价格的急剧上涨导致用

于能源生产的高碳强度煤炭消

费显著增长，这反过来又刺激

了对碳配额的需求。

• 欧盟设定的一项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将

碳排放量较 1990 年水平降

低 55%。这一激进立场将使

2020 年至 2030 年期间的碳信

用额度从 15 亿吨压缩至 8.5

亿吨。市场价格充分反映了未

来碳配额供应趋紧的态势。

• 过去三年碳价格的稳步增长使

得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对欧盟

碳配额市场的兴趣明显增加，

将其看做有利可图的大好时

机，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流入。

受价格大幅上涨和排放量小幅

增加（从 127 亿吨增长 24% 至 158

亿吨）的推动，全球碳配额的交易

量增长了近三倍，从 2890 亿欧元增

至 7600 亿欧元。

2021 年，COP26 峰会敲定了碳

排放的国际交易规则，并且中国和

英国都启动了各自新的碳排放配额

交易计划，中国启动了全国碳市场

碳排放配额交易机制（CEA），而

英国则是用本国机制取代了欧盟的

交易机制。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继续

扩大，国际民航组织（ICAO）理事

会设定了以 2019 年为基线的国际航

空运输减排目标。



27

2022 年 3月刊

美国

覆盖美国东北部（包括

弗吉尼亚州）的区域温室气

体倡议（RGGI）和覆盖加利

福尼亚州和加拿大魁北克省

的西部气候倡议（WCI），

其碳配额价格在 2021 年内

均上涨了 70% 以上。

2021 年 WCI 和 RGGI

所有碳配额拍卖全部售罄，

这意义重大，因为这其中还

包含了由于需求低迷而在

2020 年未拍卖的剩余配额。

2020 年 7 月，特朗普

政府提出的一项认为加利福

尼亚碳市场与魁北克碳市场

联系起来是非法的指控被法

官驳回，拜登政府对此没有

进一步跟进。

RGGI 的进一步扩大将

取决于美国各州的政治形

势，州议会和州长之间的分

权规则可能会巩固现状。

中国

中国的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体系于 2021 年 7 月开

始启动。目前只有发电企业

参与交易（占排放总量的

40%），到 2024 年将扩展

到水泥和制铝等其他行业。

中国的 ETS 基于碳强度

指标，即对每单位能源生产

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提出一定

要求。

不合规机构不得参与排

放交易，此举旨在帮助稳定

价格。

该市场启动后的前六个

月交易量不大，总成交额低

于 10 亿欧元，碳价格在 5

欧元至 7欧元之间波动。

随着发电厂将碳配额采

购转移至全国碳市场，因此

旧的区域碳交易试点市场的

价格和交易量均有所下降。

企业可以最高购买占

总排放量 5% 的碳补偿。中

国已经建立了初步的监管框

架，碳补偿交易有望强劲增

长。

其他 ETS 市场

墨西哥正在开发自己

的 ETS 体系，但由于奥夫

拉多尔总统政府的气候承

诺目标较低，因此进展缓

慢。2023 年前系统将全面

投入运行。

英国于 2021 年 1 月脱

欧，并创建了新的 ETS 系

统，碳价格的下限约为 25

欧元 / 吨。在 2021 年的大

部分时间里，英国碳信用

的交易价格均高于欧盟，

原因之一是英国 ETS 缺乏

累积盈余（2021 年之前未

发放过碳信用）。

在韩国，ETS 市场的

交易价格在 2021 年 1 月

至 12 月期间上涨了 75%，

年底收于约 25 欧元 / 吨。

这一增长主要受其雄心勃

勃的新碳减排目标影响。

2021 年 6 月出现的价格低

点（约 11 欧元 / 吨）是由

于碳信用额面临到期，年

中之后合同将没有价值导

致配额快速出售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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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空领域的排放监管

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目标是通过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机制

（CORSIA）将国际航空的碳排放量控制在 2020 年的水平。

CORSIA 将于 2025 年开始正式实行，但欧盟和美国已同意从 2021

年开始遵守这一机制。

鉴于国际旅行复苏缓慢，航空行业的碳抵消将供过于求。符合

CORSIA 条件的碳抵消额度近 4 亿吨，而 2021 年到 2023 年的排放量估

计会高于 2019 年的水平，预计会略高于 4000 万吨。

CORSIA 是一个独特的全球性机制，具有国际公认的抵消框架，未来

可能会成为大型企业碳抵消计划的样板。

自愿碳市场（VCM）

希望减少环境足迹的个人和企业可以自愿购买碳补偿。在过去三年中，

碳补偿的交易量增长了三倍，到2021年达到3亿吨，平均价格为3欧元 /吨。

自愿性碳补偿市场仍然分散：有几个不同的交易所，双边交易量很大。

碳补偿交易的类型多样，例如符合 CORSIA 条件的碳补偿以及基于

自然的碳补偿，这些补偿可以是来自林业、农业和其他领域的活动，这些

活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之外还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2021 年，符合

CORSIA 条件的碳补偿价格从 2.40 美元 / 吨上涨至 7.00 美元 / 吨，而基

于自然的碳补偿从 6美元 / 吨上涨至 14美元 / 吨。

加密货币相关企业 2021 年开始进入 VCM 市场。加密货币组织

Klima Dao 通过将从 VCM 市场上购买的 1550 万个单位的碳信用转换为基

础碳吨的形式（Base Carbon Tonnes，BCT，即代币化的碳减排量），从

而形成了 $KLIMA 碳代币，随后在加密货币市场上进行交易。

COP26 

COP26 峰会达成了一项协议，以“国际转移减排成果”单位（ITMO）

的形式对各国之间的碳补偿交易进行规范。通过 ITMO 产生的减排只能由

（1）减排发生的国家或（2）其行动产生了 ITMO 的组织申请。鉴于各国

政府和组织面临的减排压力越来越大，ITMO 交易可能会出现溢价情况。

【文 / Lucio Milanese】

ECECP 青年研究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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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天然气进口构成

 图片来源 : 欧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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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极力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面对当前的俄乌冲突，欧洲

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暴露出

其在能源安全方面的脆弱性，甚

至在冲突升级之前，飙升的能源

价格就给已经给消费者和企业造

成了巨大冲击。目前欧盟 45%

的天然气、27% 的石油和 46%

的煤炭从俄罗斯进口。

欧盟委员会于 3 月 8 日提

出了 RePower EU 计划，作为应

对当前危机的一项战略行动，

计划到 2022 年底将俄罗斯的天

然气进口量削减三分之二，并在

2030 年之前彻底摆脱俄罗斯的

化石燃料。这可以通过使天然气

供应多样化、加快可再生天然气

的推广并在供暖和发电行业取代

天然气等方式来实现。这一雄心

勃勃的路线图有望加快推动欧盟绿色转型的步伐。

该计划中的一些关键提议包括：

• 通过从俄罗斯以外的供应商中进口更多的液化天然气（LNG）和管道天然气，使天然气供应多样化，并且提

高生物甲烷和氢能的生产水平；

• 将到 2030 年的生物甲烷目标提高一倍，达到每年 35 bcm，特别是来自农业废弃物和残留物；

• 增加进口 1000 万吨不同来源的可再生氢能以及 500 万吨本地可再生氢能；

• 部署更多的屋顶太阳能、热泵和节能措施，以减少住宅和建筑行业的化石燃料使用，其中包括在未来五年安

装 1000 万套热泵；

• 加快可再生能源发电和电网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的审批许可流程。

 + more

News iN Brief简讯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3Furi%3DCOM%253A2022%253A108%253A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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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公布氢能研究资助计划

3 月 1 日，欧盟清洁氢伙伴关系（Clean Hydrogen Partnership）就氢能相关

的 41 个研究主题首次公开征集提案，范围涵盖绿氢的生产、储运及分配。

这一公私伙伴关系计划将为拟议项目提供 3.005 亿欧元的公共资金，以支

持有利于构建氢能经济的相关技术的开发。根据议程，这笔公共资金还将匹配

同样数额的至少 3 亿欧元的私人基金，从而将为这些项目筹集到 6 亿欧元的资

金支持。

41 个研究主题中，有 10 个主题将聚焦高效、廉价的氢能生产；11 个主题

涉及氢的存储和分配，8 个课题将针对交通行业的氢能利用，特别是氢燃料重型

卡车的开发。其余的研究资金将用于供热和电力领域、跨领域研究项目以及氢

谷的建设，即特定地区的区域氢能枢纽。

随着欧盟承诺将淘汰使用化石燃料，氢被视为在向净零目标过渡的重要一

环，特别是对于工业、交通和建筑等一些难以脱碳的行业，到 2050 年有可能满

足欧盟 9% 至 14% 的能源需求。

 + more

https://www.clean-hydrogen.europa.eu/apply-funding/call-proposals-2022/call-proposals-2022_en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news/eu-unveils-e300-million-hydrogen-research-pri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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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调整能源战略

作为严重依赖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目前正在采取一系

列措施对能源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以重新评估能够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所有可行

选择。

该国经济、气候和能源部最近提出了一份新的政策文件，以加快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目标是到 2035 年实现完全可再生能源供应。据 Clean Energy Wire 的报

道，根据其得到的草案文件，到 2030 年，德国的陆上风电产能将翻一番，提高

至 110GW，海上风电装机也将达到 30GW，太阳能发电将增长超过三倍，达到

200GW。

德国财政部长 Christian Lindner 在一次公开采访中透露，德国还计划在未来四

年内再投入 2000 亿欧元用于脱碳。这笔资金将用来资助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的扩展、制氢、降低电价以及建设更多可再生能源。他称可再生能源为“自由能源”，

认为其有助于德国实现更大程度的能源独立。

为了替代俄罗斯的进口管道天然气，在北溪 2 号管道项目搁浅之后，德国

现在正积极寻求建造两个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该国计划与 Nederlandse 

Gasunie NV 和 RWE AG 合作，在北部港口城市布伦斯比特尔（Brunsbüttel）建

造一个年再气化能力为 80 亿立方米的接收码头。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称另一个接收站将建在威廉沙夫（Wilhelmshave）。

为帮助消费者应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德国政府已于 2 月下旬就一项广泛

的财政救济计划达成一致，包括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取消可再生能源税，以减

轻消费者负担。另一项新的救济方案也在讨论中，据悉将包括燃料补贴等措施。

政府最近已经否决了在天然气紧缩加剧的情况下延长现存三座核电站寿命的

提案，因为经过认真评估，不论是在短期或中期情景下这些核电站的运行成本都

将大于收益。然而，是否将去煤日期延长到 2030 年以后目前仍在讨论中。

                          + more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news/germany-aims-100-green-power-2035-will-present-gas-reduction-plan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sustainable-business/germany-has-earmarked-220-billio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by-2026-2022-03-06/
https://esgreview.net/2022/03/09/germany-launches-plans-for-the-first-of-two-new-lng-terminals/
https://www.zeit.de/politik/deutschland/2022-02/energiewende-eeg-umlage-ampel-koalition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news/germany-plans-new-energy-price-relief-consum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german-ministries-say-cannot-recommend-extending-nuclear-plants-lifetime-2022-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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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

英国启动低碳技术创新资助计划

意大利目前正致力于通过简化许可程序来加速可再生能源的部署，以大幅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俄罗斯天

然气目前占意大利天然气进口的 45%。

许可监管问题常被指责为意大利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建设的主要障碍。意大利部长理事会在 3 月初批准了六个总

容量为 418 MW 的风电项目，旨在简化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审批流程。

此外，为了快速推广小规模可再生能源系统，意大利政府早些时候发布了一系列新措施，其中包括尽可能简化

50-200 kW 的商业屋顶光伏系统安装的许可手续，这些系统可以适用该国的净计量计划。

政府还决定拨款 2.67 亿欧元，帮助中小企业部署自发自用型光伏系统。这些资金将用于退税，帮助企业支付购

买和安装太阳能电池阵列的部分费用，并且一些南部地区的屋顶光伏和能效投资还将享受财政优惠政策。

 + more

3 月 8 日，英国净零技术中心推出了一项价值 1000 万英镑的创新计划（竞标资助），用于鼓励支持向净零过渡

的低碳创新技术。

这项 2022 年的开放创新计划将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提供总额 700 万英镑的资金，项目申请将于 4 月 29

日结束，重点关注碳捕集、利用和储存（CCUS）、氢能及清洁燃料、可再生能源及储能、零排放电力、通风和燃烧、

完整性管理以及后期和退役。第二阶段总额为 300 万英镑的申请窗口计划于 10 月开放，重点关注数据、自动化和智

能技术。

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都可以申请该资助计划，每个被选中的项目都将获得最高 100 万英镑的奖励，但必须能够在

英国本土试验和部署技术。

净零技术中心得到了英国和苏格兰政府 1.8 亿英镑的资金支持，旨在动员在北海部署创新的低碳解决方案。该计

划的启动标志着该中心的项目资助模式已从公开征集调整为围绕特定主题的两个竞标窗口。

 + more

欧洲应对当前能源危机的更多最新举措：

 • 欧盟宣布禁止在俄罗斯能源领域进行新的投资
 • 欧盟已经成功帮助乌克兰接入欧洲电网
 • 丹麦恢复建设挪威 - 波兰天然气管道（波罗的海管道项目），以帮助减少波兰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 意大利拟转向卡塔尔以替代俄罗斯天然气供应
 • 希腊近日启动新天然气交易中心
 • 英国宣布在 2022 年底前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 欧盟委员会批准对西班牙和捷克的排放援助计划
 • 德国与挪威拟合建跨国输氢管道

 • 欧盟理事会就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达成一致

https://energy-rev.com/2022/03/15/italy-approves-418mw-of-new-wind/
https://www.gazzettaufficiale.it/eli/id/2022/03/01/22G00026/SG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2/03/04/italy-speeds-up-permits-for-solar-up-to-200kw-allocates-e267-million-for-rebates/
https://www.edie.net/news/8/Net-Zero-Technology-Centre-unveils-funding-competition-for-low-carbon-innovatio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1761
https://www.entsoe.eu/news/2022/03/16/continental-europe-successful-synchronisation-with-ukraine-and-moldova-power-systems/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news/denmark-resumes-construction-of-norway-poland-gas-link/
https://www.dohanews.co/italy-to-boost-energy-ties-with-qatar-after-ukraine-crisis/
https://greekcitytimes.com/2022/03/16/greece-launches-new-natural-gas-trading-platform/
https://www.euronews.com/next/2022/03/08/ukraine-crisis-britain-oil
https://www.euronews.com/next/2022/03/08/ukraine-crisis-britain-oil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environment/news/germany-norway-agree-tentative-plans-to-build-hydrogen-pipeline-link/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3/15/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cbam-council-agrees-its-negotiating-ma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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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布“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2021 年中国太阳能装机再创纪录

3月 21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充分肯定了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作用。

文件指出，到 2025 年，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具备大规模商业化

应用条件。其中，电化学储能技术性能进一步提升，系统成本降低 30% 以上。

根据该方案，到 2030 年，新型储能将全面市场化发展，市场机制、商业模式、标准体系

成熟健全，与电力系统各环节深度融合发展，基本满足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需求。

文件呼吁在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等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区加大大规模储能项目建设

力度，以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利用。方案还提出将加快青海省国家储能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

进一步探索储能参与电力辅助服务和现货市场的情况。

 + more

2 月 22 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CPIA）在行业年度回顾和展望预测会上透露，2021 年

中国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54.88 GW，创历史新高，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306 GW。分

布式新增装机容量首次超过集中式项目，占新增装机的 50% 以上。特别是户用光伏装机容量

显著增长，2021 年新增 21.6 GW，同比增长 113.3%。

中国计划在中部和东部负荷中心大力发展屋顶太阳能，同时在西部戈壁和其他沙漠地区

建设更多的大型太阳能发电站，大约 100 GW 的戈壁太阳能发电容量已经在建设中。

根据 CPIA 的预测，2022 年中国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容量预计将达 75 至 90 GW，2022

年至 2025 年期间年均新增装机规模将达 83 至 99G W。

 + more

https://libattery.ofweek.com/2022-02/ART-36001-8120-3055066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alKpYzt7fp8QDM50zN5M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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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启动主要流域可再生能源一体化规划研究

根据国家能源局 3 月 2 日发布的通知，中国计划在七大流域开展“水风光可再生能源一体

化基地”的研究工作。

中国当前正致力于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这对于电力系统的灵活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水电作为关键的灵活性解决方案，其调节能力比以往更加突显。为了充分挖掘清

洁能源潜力，一体化规划研究将以水电调节能力为核心，紧紧围绕流域附近水风光可再生能源

的一体化发展。

本次规划研究将聚焦于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200万千瓦以上的主要流域，涵盖长江、黄河、

珠江，以及东北、东南沿海、西南、西北地区诸河的七大重点流域。

中国目前正通过建设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来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推广。建设一批“多能

互补清洁能源基地”已被列为“十四五”规划重点，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电源的协同效应。

此次新提出的规划研究计划朝着这个方向更迈进了一步。

 + more

https://www.sohu.com/a/528085209_25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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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仍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柱

在全球化石燃料价格飙升之际，中国近期多次强调煤炭在稳定经济发展和确保能源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国国家发改委在 3月 11 日的一次会议上确认，中国将通过进一步释放约 3亿吨先进产能来增加国内煤炭供应，

同时努力维持 1260 万吨的煤炭日产量。政府还计划将全国煤炭储备保持在 6.2 亿吨，其中发电企业的煤炭库存至少

要维持在 2亿吨，以确保国家电力供应的稳定。

除了增加煤炭供应外，中国还在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机制，通过中长期交易稳定电价，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

区间运行。根据国家发改委 2 月 25 日发布的通知，新的合理价格区间将参考秦皇岛港下水煤（5500 千卡）中长期交

易价格每吨 570 ～ 770 元（含税）。

中国高度重视燃煤发电在保障能源供应、实现双碳目标中的作用。2月24日，中国国家能源局在一封回信中表示，

中国将不再新建单纯以发电为目的的煤电项目（热电联产或平衡可再生能源出力和调峰电厂除外）。煤电虽仍将在电

源结构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其发展将受到严格控制。 

 + more

风电行业呼吁完善叶片规模化回收机制

中国风能协会（CWEA）警告称，随着近年来退役风机叶片明显增加，退役风机规模还将越来越大。现有的风机

叶片复合材料回收方式或将无法满足行业需求。

CWEA 秘书长秦海岩介绍，据统计，2020 年中国退役风机叶片产生约 900 吨复合材料固体废弃物，预计到

2025 年会接近 5800 吨，到 2028 年将达到 7.4 万吨，届时将占全部复合材料固体废弃物总量的 3.5%。

秦海岩指出，过去国内每年的叶片平均处理量在 1000-2000 吨之间，大部分退役风机叶片主要通过焚烧与填埋

的方式处理，对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业内人士预计，2025 到 2030 年中国将迎来风电机组的第一次退役高峰，到

2035 年退役规模将翻一番。人们普遍担忧，如果这些固体废物没有得到及时和适当的处理，将不利于风电产业的长

期健康发展。

他表示，由于中国风电叶片回收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回收综合利用价值偏低，显然不利

于吸引企业投资。此外，风电机组退役和回收处理标准体系尚不完善，现行政策法规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这些仍

然是风电回收产业化面临的主要障碍。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急需明确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落实牵头单位。

 + more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131424-1.html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131424-1.htm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2LCLVJA0514R9P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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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绿氢政策制定指南

工业是氢能的主要消费领域，

2020 年消费量达 87.1 公吨。氢被认

为是炼油、化工和炼钢等难以减排的

工业部门实现脱碳的关键。这种大规

模的集中需求对于绿氢产业的发展至

关重要。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最

新出版的此份报告指出了工业部门当

前在绿氢利用方面面临的主要障碍，

包括成本、技术、政策、需求不足和

碳泄漏风险等。报告还列出了一系列

可行的政策选择，包括强制指令、碳

定价、防止碳泄漏、支持机制和市场

创建等相关举措，并且还以部分国家

的实例作为补充。

→ Read More

▲

Reports Recommendation
报告推荐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2/Mar/Green-Hydrogen-for-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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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再与俄罗斯签订新的天然气供应合同。

影响：使今年及以后的供应更加多样化。

2. 用其他渠道的天然气取代俄罗斯的供应。

影响：一年内非俄罗斯来源天然气供应增加约 30 bcm。

3. 引入最低储气义务。

影响：明年冬季之前有望增强天然气系统的弹性。

4. 加快部署新的风能和太阳能项目。

影响：一年内可减少 6 bcm 天然气使用量。

5. 最大限度地利用生物能和核能发电。

影响：一年内可减少 13 bcm 天然气使用量。

6. 针对危机下的暴利行业制定短期税收措施，保护弱势电力消费者免受高价格的影响。

影响：在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减少消费者的能源开支。

7. 加速普及热泵，替代燃气锅炉。

影响：一年内可再减少 2 bcm 天然气使用量。

8. 加快提升建筑和工业领域的能效。

影响：在一年内可减少近 2 bcm 天然气使用量。

9. 鼓励消费者将室内恒温器暂时调低 1℃。

影响：在一年内可减少约 10 bcm 的天然气使用量。

10. 大力拓展电力系统灵活性来源，加大脱碳力度。

影响：弱化天然气供应与电力安全之间的紧密联系。

→ Read More

减少欧盟对俄天然气依赖的十点计划

欧洲对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依赖因乌克兰冲突而再

次得到凸显。为此，IEA 特发布了一份十点计划，提出

了一系列相互补充的行动举措及步骤，旨在帮助欧洲国

家在2022年冬季之前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依赖，

并最终逐步淘汰使用俄罗斯燃料。

这些提议的措施完全符合欧盟《绿色协议》及其“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为欧洲今后的进一步减排铺平了

道路。

▲

https://www.iea.org/reports/a-10-point-plan-to-reduce-the-european-unions-reliance-on-russian-natural-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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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建筑脱碳：零碳城市建筑价值框架

建筑物的建造和运营产生了全球 38% 的温室气体。

尽管有许多技术可以帮助该行业脱碳，但眼下最迫切的

是要加快投资，并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加大这些解决方案

的大规模部署力度。

这份由世界经济论坛和埃森哲咨询公司联合撰写的

简报介绍了“建筑价值框架”的概念，旨在改变人们对

绿色建筑投资价值的看法。该框架提出了一种更为全面

的决策方法，阐述了建筑物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以及系

统性能的重要性，并且包含了对财务和非财务价值评估

的详细描述。

该报告从相关案例研究中得出了三个主要见解，强

调了投资脱碳技术、电气化以及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必

要性。报告将调查结果汇总到了一份涵盖九点实际考量

因素的清单中，以指导资产所有者和投资者在未来对建

筑物的脱碳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

→ Read More

2021 年中国碳价调查

这份由 ICF 国际咨询公司和中创碳投科技公司

联合开展的年度调查报告总结了 2021 年中国碳价

调查的结果，以及中国碳市场利益相关者对于中国

碳价格未来的预期。通过广泛收集中国电力行业以

及水泥、钢铁和铝等即将纳入碳市场的碳密集型行

业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全国碳市场

的碳价预计将会稳步上涨，并且碳价将越来越多地

影响投资决策。受访者亦对中国在 2030 年前实现

碳达峰目标充满信心。

→ Read More

▲

▲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accelerating-the-decarbonization-of-buildings-the-net-zero-carbon-cities-building-value-framework
http://www.chinacarbon.info/sdm_downloads/2021-china-carbon-pricing-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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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技术创新指标：成本、专利和标准方面的进展▲

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和研发与示范（RD&D）在加速全球能源转型方面发挥着

关键作用。IRENA 首次收集了与可再生技术、专利和标准的成本以及绩效相关

的一系列量化创新指标的数据。这些数据综合之后，提出了衡量创新进展的量化

标准。

该报告绘制了过去十年来七种能源技术的成本和性能指标，包括太阳能光

伏、光热、电表后端电池储能、陆上和海上风电、电解制氢和大型太阳能热利用。

此外，该报告还通过对专利和标准数据的深入分析探讨了过去 10 年在海上风能

和氢能领域的进展。报告还对海上风电技术进行了案例研究试点分析，结合了所

有指标对这一领域创新进展进行整体评估。

该报告主要关注的数据目前仅限于创新过程中的相关投入，对政策制定者

和研究人员来说具有一定价值。

→ Read More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2/Mar/Renewable-Technology-Innovation-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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