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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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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读者，

欢迎大家阅读《中欧能源杂志》2022 年夏季双刊。

执笔之际，欧洲和中国的很多地方正在经历破纪录的高温热浪。这表明，

没有人能摆脱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欧盟与中国面对面的经贸往来由于新冠疫情已经中断了两年半。若要实

现气候目标，中国仍然需要创新的能源解决方案。为此，中欧能源合作平台

ECECP 正在筹划组织一场在线展会（Expo 2022），以期为有意将服务和产品

引入中国市场的欧盟企业提供支持。在 2022 年 9 月 27-29 日为期三天的展会

期间，ECECP 将为选定的 20 家欧盟企业提供免费参展的机会。这些公司将由

本届展会的特别专家组筛选确定。具体信息详见本期杂志和我们的网站。

另外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我们的两位青年学者马上要踏上新的工

作旅程。Susanna Farrell 将在赫特福德郡议会工作，那里将资助她获得特许会

计师资格。Polly James 将从 9 月开始竞争激烈的英国公务员快速通道培养项目，

她将在布里斯托尔的国防部迎来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很遗憾她们将离开

我们的项目组，但对于他们未来的事业发展，我们依然感到十分兴奋和欣慰。

同时，我们也将迎来两位新的暑期实习生 Christina Hadjiyianni 和 Lale 
Anjani Asteraki，他们将参与 Expo 2022 的筹备以及杂志的制作。很期待与你们

二位的合作 !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我们的编辑赤洁乔和 Helen Farrell。Helen 已经摆脱了

新冠完全康复。在此，感谢她们二位在极端高温和高压下的辛勤工作，圆满

交付了本期杂志。

Flora Kan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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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 ECECP 合作伙伴和朋友们，

欧盟和中国之间面对面的商业交流已因新冠疫情暂停了两年半。若要实现气候目标，中国仍然需要创新的能源
解决方案。为此，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正在筹划组织一场线上虚拟展会（Expo 2022），以期为有意
将服务和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的欧盟企业提供支持。

在 2022 年 9 月 27-29 日为期三天的展会期间，ECECP 将为 20 家选定的欧盟企业提供免费参展的机会。这些
企业将由本次展会的一个特别专家评选小组选出。参展企业将享受以下支持和服务：

 • 为企业提供的介绍其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和服务的视频（15 分钟以内）提供字幕制作；
 • 在中国免费的视频平台上分享企业视频；
 • 为企业的一个亮点案例研究（1,000 字以内）提供文案和翻译支持；
 • 在 ECECP 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企业案例研究；
 • 入选案例将刊登在定于 2022 年 12 月出版的《中欧能源杂志 - 欧盟创新能源解决方案专刊》当中；
 • 入选企业将被纳入欧盟创新能源解决方案供应商名单，在 ECECP 网站上进行展示；
 • 会场口译服务；
 • 获得由欧盟资助的在华营商知识产权问题免费咨询以及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在 Expo 2022 展会期间，欧洲上午 ( 中国下午 ) 将举办欧洲企业的在线直播活动。在线上的“主会场”中，
EnergyPost 在线新闻网站的记者将对参展企业的 CEO 以及线上观众等进行在线采访。

此外，Expo 2022 将设有五个独立主题的线上展厅，分别聚焦可再生能源、能效、储能、电网和建筑领域。欢
迎我们的合作伙伴推荐欧盟创新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感兴趣的企业请于 8月 5日之前联系 ECECP 申请报名。

对于申请参展的企业，我们有四个主要的评选标准：
 • 节能 / 减排潜力
 • 独特的销售主张
 • 业务成熟度
 • 商业潜力

2022 年 9 月 27-29 日

Expo 2022 欧盟能源创新线上展会



3

◆关键时间节点

关键日期 事项

2022 年 8 月 5 日 报名截止
2022 年 8 月 20 日 公布 Expo 2022 专家组选定的 20 家企业
2022 年 9 月 10 日 企业视频提交截止

2022 年 8 月 20 日 - 9 月 20 日 Expo 2022 参会材料准备
2022 年 9 月 27 日 - 29 日 Expo 2022 展会

◆申请方式

有意参展企业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expo-application@ececp.eu. ，并附上以下材料内容：
 • 简述贵公司参加 Expo 2022 展会的理由（1,000 字以内）。
 • 一份公司简介，内容包括：产品 / 服务（包括技术储备、业务范围）；减排 / 节能潜力；独特的销售主张；

现有或计划安装部署的规模数量；企业信息（员工数量、最近三年的营业额）和联系方式。
 • 一份案例研究（1,000 字以内）。
 • 介绍贵公司技术和服务的视频（若有）。

如果申请参展的企业超过 20 家，评选小组将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根据上述四个标准评选出入围企业。

评选小组将由五位行业专家组成（待定）：
 •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主任
 • 中国欧盟商会能源工作组主席
 • 欧盟驻华代表团代表

瑾上，

Flora Kan 博士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执行主任

注 - www.EnergyPost.eu 是一家能源在线新闻网站，主要面向政府、政策制定者、企业、行业领袖及战略决策者，在相关领域的高端群体中
拥有显著影响力（月固定读者 40,000、网站文章浏览量每月 80,000 次、时事通讯订阅用户 12,000 名、社交媒体关注人数 20,000 名）。

mailto:expo-application%40ececp.e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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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
气候中和道路上实现能源独立的次优选择

       ECECP 青年研究生学者 Helena Uhde 对波

士顿咨询集团的联席董事、《触摸氢能未来：

环游世界》一书的联合主编 Erik Rakhou 进行了

采访，探讨了欧洲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发

展氢能作为燃料，以支持其能源供应的多样化，

应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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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2_1632
2.	 	https://ec.europa.eu/eurostat/cache/infographs/energy/bloc-2c.html
3.	 	See	1.
4.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22/how-to-meet-future-low-carbon-hydrogen-demand	

欧盟的政策制定者目前面临

着一个两难的困境：既要兼顾能

源安全和能源独立，又不能忽视

气候中和目标。REPowerEU 战

略计划的发布传递出了一个强烈

的信号：欧盟决心结束对俄罗斯

天然气的依赖，同时加快向清洁

能源的转型。到 2022 年底，从

俄罗斯进口的 1000 亿立方米天

然气将被其他来源所取代。该计

划包含了一系列的战略举措，包

括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的液化天

然气和管道天然气，将可持续的

生物甲烷产量提高一倍，增加可

再生氢的产量和进口，同时加快

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1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

从根本上改变能源的供应、生产

和消费结构。2020 年，进口天然

气占欧盟天然气需求的 83.5%；

15 个欧盟成员国对天然气的能

源依存度甚至超过 90%。对于欧

盟来说，虽然俄罗斯并不是唯一

的进口来源，但它一直是原油、

天然气和固体化石燃料的最主要

的进口来源 2。

重塑欧洲能源系统，结束对

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需要从

根本上加快努力，而政策制定者

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 2022 年

3 月 8 日的 REPowerEU 战略的

新闻发布会上，欧盟委员会执行

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表示：“这很难，

的确非常艰难。但是，这是可能

做到的，如果我们愿意比以往走

得更远、更快。”3

对氢能寄予厚望

在 REPowerEU 计划中，氢及其衍生物如氨、甲醇、电子煤油和电子汽油

等被反复提及。虽然 Fit for 55 一揽子计划中设定的 2030 年可再生氢能的目标

是 560 万吨，但新的 REPowerEU 战略将目标提高到了 2000 万吨，以取代 500

亿立方米的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正如图 1 所示，很明显，欧盟对到 2030 年的氢能使用计划有了巨大变化。

例如，与已经雄心勃勃的 Fit for 55 目标相比，REPowerEU 计划中氢能在工业

热能中的使用量增加了4.5倍。预计运输部门的氢能使用也将增加2.5倍以上。

但是，即使这些目标看上去十分宏伟，但仍不足以满足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

波士顿咨询集团（BCG）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得出结论，要达到巴黎协定确定

的 1.5℃的目标，全球每年需要生产 5.65 亿吨低碳氢及其衍生物，要实现相对

容易的 2℃目标，全球每年至少需要生产 3.8 亿吨 4。而欧盟 REPowerEU 中规

划的2000万吨目标也仅是这一数字的1/19，并且其中一半将通过进口来源获得。

图 1：2030 年欧盟各领域的氢能利用情况   

来源：欧盟委员会（2022）Implementing the REPower EU Action Plan: Investment Needs, 
Hydrogen Accelerator and Achieving the Bio-Methane Targets.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22/how-to-meet-future-low-carbon-hydrogen-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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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优选择

然而，也不乏有对氢能的批判

之声，称其是能源密集且昂贵的一

种燃料 5。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

克就认为存储氢能是“最愚蠢的事

情”6。尽管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席董

事、氢能专家 Erik Rakhou 不同意这

种观点，但他认为氢能不应该成为

首选。“氢能绝不是最优选择！它

永远应排在第二位。通常情况下，

你一定会优先考虑能效和电气化举

措，只有在这些都很难实现的情况

下才会使用氢气。氢能虽说是一个

净零工具，但却是次优选择。另外

在效率方面也是，因为氢能在运输

和转换过程中会产生能量损失，所

以必须要考虑经济性因素。”

氢能的发展重点应该放在难

以减排的领域，例如化工、钢铁或

氨的生产。“在我个人看来，氢是

运输可再生能源的理想载体，特别

是在我们不方便以电能的形式输送

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由于能量被

转化为分子的形式，因此它更适

合用于那些难以减排的部门，因

为其某些过程恰恰需要分子的参

与，”Rakhou 说道。

未来始于足下

近期全球范围内宣布了多个使

用绿色能源或在其他方面达到零排

放标准来生产氢气或其衍生物的大

型项目，比如智利的 HIF 全球 eFuel

工厂、ACWA power 财团在沙特阿

拉伯的绿氨生产厂、壳牌在荷兰的

制氢工厂等。这些大型项目从公开

宣布到计划投产需要长达 6 年的时

间。7

然而，耗时的不仅仅是建造电

解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以及输

电线路的建设也需要花费数年时间。

Rakhou 说：“如果电解槽建在没有

可再生能源生产设施的地方，仅输

电线路建设可能就需要长达 8 年时

间。”

5.  https://friendsoftheearth.eu/news/why-hydrogen-bubble-burst-europes-face/	
6.	 	https://www.forbes.com/sites/ianpalmer/2022/05/15/is-elon-musk-right-or-wrong-to-dismiss-hydrogen-as-a-storage-for-	
										energy/?sh=722847dd3ac7
7.	 	https://www.uniper.energy/news/hif-global-and-uniper-sign-letter-of-intent-to-produce-sell-efuels		
	 	https://www.technicalreviewmiddleeast.com/power-a-water/power-generation/acwa-power-consortium-signs-us-900mn-epc-	
										contract-for-neom-hydrogen-project	
	 	https://www.rechargenews.com/energy-transition/takes-guts-shell-gives-green-light-to-200mw-dutch-green-hydrogen-project-		
											powered-by-offshore-wind/2-1-1253563

https://friendsoftheearth.eu/news/why-hydrogen-bubble-burst-europes-face/
https://www.forbes.com/sites/ianpalmer/2022/05/15/is-elon-musk-right-or-wrong-to-dismiss-hydrogen-as-a-storage-for-energy/%3Fsh%3D722847dd3ac7
https://www.forbes.com/sites/ianpalmer/2022/05/15/is-elon-musk-right-or-wrong-to-dismiss-hydrogen-as-a-storage-for-energy/%3Fsh%3D722847dd3a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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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氢能战略 2020》并没有设定像 REPowerEU 那样雄

心勃勃的目标。据该战略预测，从 2030 年起，难以脱碳行业的

转型将主要由氢驱动 8。Rakhou 认为提前实现这一目标是不现

实的：“单从开发项目需要的时间上看，到 2030 年实现这一目

标已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工业流程的转换只需要三年时间。

Rakhou 说：“如果你今天做出决定，并且有立即可用的氢气，

就像荷兰那样，那么你最早能在 2025 年开始在工业过程中使用

上氢气。”

为氢能的规模化发展提供支撑

因此，必须加快氢能的开发和规模化生产。Rakhou 在谈及

波士顿咨询集团最近发表的一份名为《如何满足未来对氢气的

需求》研究报告 9 时指出，“我们有三个方面亟需加强：资金、

基础设施和各种促成因素”。

在资金方面，REPowerEU 框架下已经发出了明确信号，计

划全面推广碳差价合约，这可能会在全欧洲范围内推动可再生

能源电力采购，从而推动氢能的快速发展。为了确保可再生氢

能的开发符合减排要求，欧盟委员会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发布

了两项授权法案，明确了非生物来源的可再生燃料（RFNBOs）

及其排放的定义 10。为难以电气化的领域增加创新预算，并开展

氢能应用示范项目建设，将有助于进一步激励氢能的开发部署。

在基础设施方面，Rakhou 支持扩大电解槽超级工厂的建设

布局。例如，丹麦 Esbjerg 的1GW 电解槽绿氢生产综合体项目，

以及法国的一个生产固体氧化物电解槽的超级工厂 11。扩大氢能

基础设施的其他重要行动还包括增加当地海上可再生能源生产

项目的土地可用性、加快审批许可程序，以及开发跨境的氢能

基础设施，这对管理灵活性至关重要。

促进氢能发展的其他支持性因素还包括氢能加速器计划以

及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 (IPCEI) 等机制为氢能提供的支持。这

些都是有助于促进欧盟经济增长、就业和工业经济竞争力的战

略融资项目。这种信号效应和财政支持能够降低投资者的风险。

此外，为了将可再生氢与其他氢能产品区分开来，开展相关认

证也是促进氢能发展的另一个有利因素。

8.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energy-system-integration/hydrogen_en#eu-hydrogen-strategy
9.	 	See	4.
10.	 	https://ec.europa.eu/info/news/commission-launches-consultation-regulatory-framework-renewable-hydrogen-2022-may-20_en
11.	 	https://www.hydrogen-worldexpo.com/industry_news/plug-power-to-provide-1gw-electrolyser-to-h2-energy/	
	 	https://www.h2bulletin.com/offshore-electrolyser-green-hydrogen/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energy-system-integration/hydrogen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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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 IPCEI Hy2Tech
助力氢能价值链发展 12

2022 年 7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批准了 IPCEI Hy2Tech 氢能项目计划，以支持氢能价值链的发展，涵
盖了发电、燃料电池、储运、分配以及最终消费等各个环节，重点聚焦交通领域，并与欧盟绿色新政、
欧盟氢能战略和 REPowerEU 等各项政策倡议的目标保持一致。

该项目将获得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波兰、
葡萄牙、斯洛伐克和西班牙等 15 个成员国最多 54 亿欧元的公共支持，预计还将额外拉动和释放 88
亿欧元的私人投资。

该项目的直接参与方及为其提供支持的国家、相关的技术领域见下图所示：

1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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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利益相关方支持氢经济的行动要点 

◆发电商的行动要点：

 • 确保关键原料的供应，例如可再生能源、天然气以及可持续的二氧化碳 ( 可
与氢气结合生产电动燃料 )。

 • 在缺乏有竞争力的天然气或可再生能源的市场利用现有的核电站生产氢气。

 • 系统性思考：制氢厂如何为能源系统做出贡献？例如，出售氢衍生品或通
过利用生产灵活性参与电力储备市场。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的行动要点：

• 确保关键原料的获取：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和可持续的二氧化碳。

• 扩大运输能力和氢衍生物的全球贸易。

◆技术供应商的行动要点：

• 提高研发能力，以开发更高效的氢气生产和运输技术，即：如何减少对关
键矿物的需求 ?

• 提高效率，即：如何以更少的原料获得更多产量？

◆政策制定者的行动要点：

• 通过设定可再生能源和能效目标，拉动工业对氢能的需求，如 Fit for 55 框
架中提出的那样。

• 加快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用地和用海的审批速度。

• 引入低碳燃料的运输及使用标准。

• 提供政府支持，例如通过与欧洲以外的出口中心签署谅解备忘录，从而降
低投资者风险。

• 制定透明的定价措施，为氢能创造市场，促进氢能交易。

来源 : BCG (2022): How to Meet the Coming Demand for Hydrogen，ECECP 对 Erik Rakhou 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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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氢能合作

IRENA 预测，在 1.5℃的情况

下，全球每年的氢气需求量约为 1.5

亿吨，其中四分之一可以通过国际

贸易满足，而四分之三将在国内生

产和消费。根据 REPowerEU 计划，

到 2030 年的目标氢气需求量为 2000

万吨，其中一半将通过进口来满足。

这一比重虽然大大低于当前的石油

市场（国际交易量占消费总量的

74%），但仍高于天然气市场（国际

交易量仅占 33%）。13

Rakhou 认为，氢能市场的发展

可以参照液化天然气市场的模式：

“氢是一种全球可交易的大宗商品，

因为我们有运输工具，无论是氨、

甲醇，还是通过开发电动燃料、液

氢或管道运输系统。”要评估氢能

贸易的经济可行性，除了要评估现

场的生产费用外，还必须考虑到运

输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

在考虑建立一个连接氢能生产中心

和需求中心的主干网络。”在这方面，

政策制定者达成谅解备忘录是非常

重要的，这样私营部门就可以根据

H2Global 等倡议，通过正确的激励

机制，使欧洲以外的供应与欧洲的

需求相匹配。”Rakhou 补充道。

仍需加快努力

即将于 2022 年 11 月在埃及举

行的 COP27 气候变化大会将向我们

揭示，全球政策制定者是否准备好

采取必要措施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

放。在 Rakhoud 看来，当务之急是

要推动氢能成为次优选择。“我认

为净零排放是可以实现的，但我们

需要从根本上加快我们的努力。对

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我认为他们当

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于促进氢能基

础设施建设，明确需求目标以及制

定合理的激励机制。这样，市场端

也将共同发力加速行业发展。”

【文 / Helena Uhde】
ECECP 青年研究生学者

13.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2/Jul/Global-Hydrogen-Trade-Outlook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2/Jul/Global-Hydrogen-Trade-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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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从“神话”到现实：

善用氢能，有的放矢

神话：“氢能是所有行业实现低

碳转型的有效解决方案”

作为一种新型低碳能源，氢能

时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能够实现所

有行业零碳转型的“万金油”，例

如取代传统煤炭进行燃烧发电和供

暖，作为零碳原料用于绿色钢铁和

化肥的生产，替代汽油和柴油作为

汽车和船舶等交通运输工具的清洁

燃料等。不可否认的是，氢能的确

能够在很多领域发挥重要的减碳作

用，但过于广泛的用途反而导致人

们对氢能真正适用的行业缺乏清晰

的认知和共识。

现实：氢能应优先应用于重工业

及重型运输行业的减碳

理论上，几乎所有行业都可以

使用氢能来脱碳，但这并不意味着

氢能就是各行业进行零碳转型的最

有效解决方案。考虑到氢能的效率

和使用便利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不如

电力，但其热值相对较高且具备较

强的还原属性，因此应当优先应用

于难以实现大幅度能效提升和直接

电气化的行业，其中主要包括钢铁、

化工等重工业以及重型卡车、船舶

和航空等重型交通领域。

由于生产方式不同，通过可再

生能源电解水制取的“绿氢”是氢

能实现零碳转型的核心，而目前制

约全球脱碳进程的因素之一是用于

生产“绿氢”的可再生电力稀缺且

价格昂贵。在人口和经济持续增长

的情况下，预计 2050 年全球电力消

费水平较 2020 年将增长约 1 倍。目

前只有 10% 的电力供应来自太阳能

和风能，如果加上重工业和交通运

输行业脱碳所需要绿氢的制备过程

中消耗的电力，全球未来电力需求

可能会进一步增长到 2020年的 2倍。

考虑到这一背景，在宏观层面上，

优先减少电力消费，以最有效的方

式使用可再生电力至关重要。同时，

生产氢能带来的额外可再生电力供

给压力也要求诸如建筑供暖、发电

或轻型车辆等更适合通过提高能效

或电气化的方式实现零排放转型的

行业优先使用电气化而非氢能的方

式进行脱碳（参见下图 1）。

另一方面，对于能源效率难以

大幅度提升以及直接电气化的成本

过高和难度较大的行业（例如钢铁

冶炼等重工业和重型卡车、航运等

交通运输行业），由于氢能具备更

强的灵活性、技术成熟度和相比其

他脱碳路径更低的成本，使用氢能

进行零碳转型理应成为首选的解决

方案之一。

全面零碳转型的利器

由于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制

备绿氢所需的电解槽和可再生电力

设备装机大规模增长的能力可能会

受到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目前

仍然存在一些具备有限发展氢能条

https://rmi.org/could-power-sector-demand-scale-us-hydrogen-100x/
https://rmi.org/green-steel-a-multi-billion-dollar-opportunity/
https://rmi.org/will-shipping-steam-toward-decarbonization/
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energy-review-2021/renew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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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领域，应当成为当前政策和投

资的核心：例如化肥生产、石油炼化、

钢铁生产、海运，以及部分场景下

的铁路和卡车的长途重型运输等。

这些行业需要利用氢能来帮助脱碳，

并且在技术上已经做好了转型的准

备，能够为全球减排做出重要贡献。

未来，氢能的应用还有望扩展到这

些核心行业以外的其他领域。

图 1 展示了各行业使用零碳电

力替代传统能源或生产原料产生的

度电减排效果（kgCO2e/kWh），其

中零碳电力的应用形式主要包括两

类，在可以使用电气化进行减排的

行业（轻型道路交通、建筑供暖等），

优先考虑全部使用零碳电力，其他

无法直接使用电力进行减排的行业

（钢铁、化工、重型交通等），则

考虑将零碳电力转化成绿氢用于减

碳。经过测算可以看出，由于氢能

在建筑供热、轻型交通和发电等领

域的能效水平偏低，在可以使用电

力的行业和领域，直接使用零碳电

力的减排潜力最大。

氢能适用的行业和场景

虽然氢能目前已经在多个行业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大部分氢气

仍然由化石燃料制备，排放水平较

高。当前供化肥生产和石油炼化行

业使用的氢能在制氢环节的碳排放

量约占全球排放量的 2%。因此，排

放较高的灰氢的清洁替代是当前氢

能终端利用行业脱碳的必然选择。

欧盟已经承诺到 2030 年全面替换由

天然气制备的灰氢。考虑清洁氢与

传统化石燃料制氢所消耗的原料之

间是等量替代的关系，那么这些氢

能利用领域有望成为扩大清洁氢供

应链、推动其成本下降的龙头行业。

考虑到钢铁行业碳排放量较为

庞大但减碳措施相对有限，氢能成

为了助力钢铁行业脱碳的主要解决

方案。目前，钢铁生产环节产生的

碳排放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8% 左右，

其中主要的排放来源于使用焦煤从

铁矿石中除氧来还原铁的化学过程。

图 1：度电减排效果

注：

建筑供暖——主要对比性能系数为 2.92 的

热泵和效率为 80% 的加氢炉分别与天然气

供热相比的减排潜力。发电——主要对比

直接电气化和效率为 60% 的氢气轮机分别

与燃气发电相比的减排潜力。轻型道路交

通——主要对比车辆效率为 50% 的燃料电

池电动汽车和车辆效率为 70% 的电动汽车

分别与车辆效率为 30% 的燃油车相比的减

排潜力，其中包括用于压缩氢气的电力。在

无法实现电气化的行业中，钢铁行业使用氢

能替代焦煤，货运业用氢能替代柴油，化肥

制造业中通过蒸汽甲烷重整制氢来生产化

肥，海运中使用效率为 39% 的船舶内燃机

用氨气替代重燃料油。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排放强度值）

https://www.rechargenews.com/energy-transition/eu-announces-full-switch-of-existing-grey-hydrogen-production-to-green-h2-backed-by-carbon-contracts/2-1-1221044
https://www.eia.gov/environment/emissions/co2_vol_mas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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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氢气替代焦煤作为生产过程中的还原剂是钢铁行业目前最具发展前景且较为成熟的脱碳方法。

与钢铁行业类似，航运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2.5% 左右，并且随着经济发展和需求的增长在持续扩大。

从技术的角度，目前除了氢基燃料外，可供远洋航运选择的脱碳解决方案相对有限。虽然电动船舶可以用于区域短

距离运输的航运线路，但对于排放占比最大的远洋航运而言，氢或其衍生能源（氨或甲醇）将是航运行业脱碳的必

要解决方案。生物质燃料虽然也是一种可以选用的零碳燃料，但由于生产生物质燃料的原料同样相对紧缺，生物质

燃料大多优先应用于航空行业。

重型货运车辆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 4.5% 左右。长途运输中那些载重较大、运输距离较长的车辆很可能

需要使用氢能作为燃料。考虑到目前电池的能量密度相对有限，且价格较高，电动的方式并不能完全实现长途货运

的零排放转型。

图片来源：Linde

https://www.energy-transitions.org/energy-transitions-commission-warns-demand-for-biomass-likely-to-exceed-sustainable-supply/%23:~:text%3DThe%2520ETC%2520encourages%2520a%2520prioritisation%2Cunnecessary%2520air%2520pollution%2520from%2520combustion
https://www.energy-transitions.org/energy-transitions-commission-warns-demand-for-biomass-likely-to-exceed-sustainable-supply/%23:~:text%3DThe%2520ETC%2520encourages%2520a%2520prioritisation%2Cunnecessary%2520air%2520pollution%2520from%2520combu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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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的长期应用前景

航空领域脱碳的技术选择较多，各类技术的可行性取决于机型的大小和航行距

离。航线较短时，可选择电气化。航线较长时，可优先选择生物燃料、合成燃料或氢

能。然而，氢能在航空领域的应用需要克服技术、设计和监管方面的重重障碍；在氢

能、生物制燃料等新型燃料出现之前，灌注式燃料由于不需要对飞机进行改装，几乎

是实现零排放航空的唯一解决方案。在飞机相关技术逐渐成熟的情况下，为了加快航

空行业的脱碳进程，当前氢能基础设施的建设应着眼于到 2030 年开始为机场提供加

氢基础设施。

零碳电力系统的建立不仅需要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供给，也需要在灵活性和稳定

性方面满足电力供给的基本需求。除了需求侧响应、储能、碳补集封存和地热能等方

式外，氢能同样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虽然目前电网最具经济性的脱碳方案还

无法明确，但作为一种季节性的储能资源，氢能的易用性和灵活性优势能够得到更加

充分的发挥。电力系统进一步脱碳需要使用哪些资源取决于电网的具体情况。但总的

来说，当前可再生能源电力应该直接并入电网消纳，而不是通过先制氢再转化为电力

的方式。

直接电气化在哪些领域更胜一筹？

如图 1所示，建筑供暖和轻型乘用车辆更适合采用直接电气化而不是氢能的方式

来脱碳。热泵价格较低且效率更高，对于温带的地区和气候条件较为温暖的地区是供

热领域良好的脱碳选择。同样，考虑到纯电动乘用车的效率和可用性，直接电气化往

往是乘用车领域的脱碳最优选择。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氢能仍然具备一定的应用前

景，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资源相对有限或换电设施难以发挥作用的区域。

除了直接利用氢能进行建筑供热和发电外，通过天然气掺氢的方式进行运输也是

需要重点探索的方向。氢气与天然气混合使用不需要升级现有的天然气管道、涡轮机

或锅炉基础设施，相比纯氢的输送系统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天然气混氢的减排效

果目前仍然相对有限。与天然气中的甲烷相比，氢气的体积能量密度更低，因此，在

压缩之前，天然气管道混入氢气（比例为 20%）只能减少 7% 的碳排放。

氢能对于实现气候目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提高能源效率和直接电气

化是更好选择的情况下使用氢能反而会阻碍我们的能源系统实现快速且经济有效的脱

碳。为了使整个能源系统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宝贵的清洁电力，氢能应当更多着眼于

难以通过提高能效和直接电气化来实现零碳转型的场景下进行应用。目前，化肥、石

油化工、钢铁制造和长途重型运输行业等都是氢能应用的重要场景。随着技术和行业

的发展，氢能也将在航空和长时储能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 / Tessa Weiss 、Thomas Koch Blank 】
本文由落基山研究所（RMI）授权转载。

https://rmi.org/insight/the-economics-of-electrifying-buildings/
https://rmi.org/we-need-hydrogen-but-not-for-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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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甲烷排放
如何帮助欧盟实现能源独立？



16

中欧能源杂志

欧洲正面临着上世纪 70 年代以

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价格飙

升，以及俄乌冲突引发的对能源供

应可靠性的担忧，重新激起了人们

关于结束欧盟对俄罗斯进口化石燃

料依赖的讨论和呼吁。实现欧盟能

源独立仍需要时间和相当大的努力。

当前可以立刻开展行动的一个

选择是进一步努力避免化石燃料价

值链中的甲烷排放。全球的甲烷排

放量与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

数量相当。如果能够彻底避免甲烷

泄漏，仅中东和北非地区就可以为

消费者多提供 200 亿立方米的天然

气。除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生

物能也开始成为甲烷排放的主要来

源 1。这些事实说明了一件事：能够

帮助解决能源危机的措施同样也将

有助于缓解气候危机。

欧盟针对能源领域排放所提出

的甲烷减排条 2 例将为控制气候变化

和提高化石燃料使用效率提供一个

重要的监管工具。欧盟虽然不是化

石燃料的主要产地，但却是最重要

的消费地区，因此是全球进口石油

和天然气最多的经济体之一。该条

例草案要求欧盟进口化石燃料的甲

烷排放必须完全透明，这将激励主

要生产商避免甲烷泄漏、燃除和排

放到空气中。此外欧盟还提出了相

关倡议，为进口伙伴国提供专门的

技术援助，例如近期宣布的“你收

集 / 我购买计划”（You collect/We 

buy schemes3）。但欧盟的雄心不仅

限于化石燃料领域。

2022 年 5 月中旬，欧盟委员会

公布了 REPowerEU 战略计划，提

出了大幅减少欧盟对俄罗斯化石能

源供应的依赖和加快清洁能源转型

的若干措施。在这些措施中，欧委

会建议将欧盟内部生物甲烷产量增

加十倍以上，从目前的 30 亿立方米

增加到 2030 年的 350 亿立方米，将

2021 年夏季公布的 Fit for 55 一揽子

计划中设定的生物甲烷产量目标提

高了一倍。该文件强调了利用可持

续资源（主要是农业残留物和生物

废料）生产生物甲烷的重要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委会在

REPowerEU 计划中提出了几项措

施：建立工业沼气和生物甲烷伙伴

关系，鼓励建立能源社区，为将沼

气升级为生物甲烷提供激励，促进

基础设施升级，通过连接欧洲设施

基金（CEF）、凝聚力政策、复苏

和弹性基金（RRF）和共同农业政

策提供研发资金支持，简化融资渠

道。

尽管较高的天然气价格可以在

短期内刺激生物甲烷的生产，但要

实现雄心勃勃的 2030 年目标，还需

要采取其他措施。从长远来看，为

了使生物甲烷比天然气更具成本竞

争力，国际能源署（IEA）建议对减

少（避免）的甲烷排放进行估值。

这在一些地区已经成为可能，比如

在北美通过安装厌氧消化器生产生

物甲烷可以用于排放抵消，参与加

利福尼亚 -魁北克限额交易系统。

这可能是欧盟为实现《全球甲

烷承诺》目标（GMP）做出贡献

的一个有趣选择。该承诺致力于到

2030 年使全球甲烷人为排放量在

2020 年的基础上减少 30%。农业和

废弃物是欧盟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

几乎占总排放量的 80%。此外，增加

由农业废弃物和残留物产生的生物

甲烷的产量也有助于减少这些部门

的温室气体排放，然而这些部门目

前并不是欧盟气候努力的前沿。为

了实现欧盟的气候目标，进一步减

少这些部门的排放量是十分必要的。

欧盟的循环经济战略已经认识

到通过厌氧消化生产生物甲烷在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重要作用。

因此，欧盟循环经济框架可以通过

缓解能源安全问题来促进生物甲烷

1. 	Global	Methane	Tracker	2022,	IEA.	
2.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methane	emissions	reduction	in	the	energy	sector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U)	2019/942,	COM/2021/805	final.
3.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EU	external	energy	engagement	in	a	changing	world.	JOIN(2022)	23	final.	Brussels,	18.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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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但这需要在四个重点方面加强政策协调 :（a）建立农业和废弃物部门甲

烷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系统；（b）持续改进甲烷减排的最佳实践，例如就堆

填区的气体管理做出进一步的规定；（c）使用可持续来源生产生物甲烷；（d）

以负责任的方式运营生物甲烷生产厂，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甲烷泄漏风险。

加速向循环经济转型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威胁并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甲烷是

农业和废弃物部门的主要温室气体，如果不减少甲烷排放，就不可能实现《欧洲

绿色协议》。捕集的甲烷还可以为欧盟内部的能源生产提供清洁来源。虽然欧盟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针对废弃物部门实施了一些监管举措，但在农业部门仍有

许多工作要做。

【文 / Andris Piebalgs 、Maria Olczak 】
本文经佛罗伦萨政策法规学院（Florence School of Regulation）授权转载。4

4.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recent	FSR	Policy	Brief	written	by	the	authors:	Olczak,	Piebalgs	(2022)	Energy	security	meets	the	circular	
economy:	a	stronger	case	for	sustainable	biomethane	production	in	the	EU.	Issue	2022/34,	April	2022.

https://fsr.eui.eu/how-mitigating-methane-emissions-can-help-the-eu-to-reach-energy-independence/
https://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74487/QM-AX-22-034-EN-N.pdf%3Fsequence%3D1%26isAllowed%3Dy
https://cadmus.eui.eu/bitstream/handle/1814/74487/QM-AX-22-034-EN-N.pdf%3Fsequence%3D1%26isAllowed%3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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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新出台的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

旨在向碳密集型商品的进口商收取新的碳费，

其主要目标是要解决碳泄漏的问题。鉴于其

日益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欧盟希望阻止欧

洲的排放大户转移到气候法规不那么严格的

司法管辖区。有一点是明确的：向欧盟这一

全球最大市场出口严重污染气候的产品将变

得更具挑战性。由于欧盟 23% 的进口来自中

国，CBAM 预计将会对双方的贸易流产生影

响。然而，CBAM 也提供了机会，促使钢铁、

铝业等行业的出口商通过创新来降低碳强度，

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
低碳技术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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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从其他市场进口化石天然

气。第三是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将

Fit for 55 中到 2030 年的可再生能源

的目标从原来的 40% 提高到 45%。其

他措施将还包括加快大规模可再生

能源项目的审批建设速度，以及推

广屋顶光伏、热泵、可再生氢和生

物甲烷 2。

与此同时，Fit for 55 一揽子计

划也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欧洲议

会对 CBAM 的立场以 450 票赞成、

115 票反对、55 票弃权获得通过 3。

在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

欧盟理事会也通过了对 CBAM 的立

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接任主

席国后曾将 CBAM 列为当务之急的

一大优先事项 4。

CBAM（以及 Fit for 55）欧盟

进程的下一步将是议会和理事会在

各自立场之间达成协议，即所谓的

机构间谈判。随后，CBAM 需要这

两个机构的采纳才能正式通过成为

法律。议会和理事会都支持甚至扩

展了委员会的提议。因此，CBAM

法案有望在 2024 年正式通过。

CBAM 的具体细节

到目前为止，由于欧盟的立

法程序仍在进行中，所以还没有

CBAM 的详细轮廓。尽管如此，议

会和理事会似乎同意委员会在 2021

年 7 月公布的大多数建议。因此，

在试图确定 CBAM 的影响时，委员

会的建议提供了一个很有帮助的参

考指南。

Fit for 55 框架下的 CBAM

欧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进一

步提高了气候雄心。2021 年 7 月，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关于绿色转型的

一整套提案，即所谓的 Fit for 55 一

揽子计划。其总体目标是到 2030 年

实现至少减排 55%，高于此前计划的

40%。一旦实现这一目标，欧洲将有

望在 2050 年前成为第一个气候中和

的大陆，从而履行其在《巴黎协定》

中的承诺。除了关注脱碳，一揽子

计划的目标还包括让欧洲的经济更

强大、更具创新活力、更有弹性。

Fit for 55 计划包括若干立法和

非立法行动以及其他倡议。它将欧

洲 2030 年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目标占

比提高到 40%（所有形式的能源，不

单纯是电力）。它加强了欧洲的碳

定价机制，即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能源效率也是该一揽子计划的一部

分，它规定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2030

年的能源消费必须低于此前预测。

此外，Fit for 55 还设想了更严格的

乘用和货运车辆的排放标准，包括

到 2035 年逐步淘汰燃油车、发展航

空和海运的清洁替代燃料，还提出

对能源税进行改革以关注环境属性，

以及通过恢复和保护森林和土壤捕

获更多的二氧化碳 1。

1. 	Consilium	Europa	–	The	EU’s	plan	for	a	green	transition.	202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green-deal/fit-for-55-the-
eu-plan-for-a-green-transition/

2.	 	European	Commission	–	REPowerEU	Press	Release.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3131
3.	 	European	Parliament	–	Legislative	train	06.	2022.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legislative-train/carriage/carbon-border-adjustment-

mechanism/report?sid=6001
4. 	Council	of	the	EU	–	Press	Release	Fit	for	55.	202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6/29/fit-for-55-

council-reaches-general-approaches-relating-to-emissions-reductions-and-removals-and-their-social-impacts/

尽管欧盟出台了雄心勃勃的气

候政策，欧盟还正试图劝阻欧洲的

排放源转移到法规不那么严格的地

区。例如，一家公司在欧盟的工厂

可能面临更高的碳价格或能效要求。

因此，它可以决定将其生产转移到

气候政策不那么严格甚至根本没有

气候政策的市场，以规避欧盟的严

格监管，然后再将产品出口回欧盟。

这种做法被称为“碳泄漏”。欧盟

委员会曾表示，避免碳泄漏是引入

碳边界调整机制的一个核心原因。

乌克兰冲突引发能源制裁

自欧盟委员会于 2021 年 7 月引

入 CBAM 作为 Fit for 55 方案的一部

分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委员会

的提案在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上

进行了辩论，但这一政治和立法进

程因 2022 年 2 月乌克兰冲突爆发而

蒙上了阴影。作为回应，欧洲立即

对俄罗斯的一些化石燃料进口实施

了制裁等措施。2022 年 5 月，欧盟

委员会提出了能源领域的应对方案，

即 REPowerEU 计划。

REPowerEU 是欧盟对俄罗斯入

侵乌克兰造成的困境和全球能源市

场中断的回应。它基于三个支柱。

首先是节约能源，包括将 Fit for 55

的能效目标从 9% 提高到 13%，并呼

吁改变消费行为以减少能源浪费。

其次是多样化供应，例如通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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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M 的覆盖范围最初是有限

的，只适用于五类商品：铝、化肥、

电力、水泥和钢铁。就地理范围而言，

它将涵盖来自欧盟关税联盟以外所

有国家和地区的货物。该提议还为

双边协议和关联碳价格留出了空间。

因此，有强有力的气候承诺的国家

可能会获得豁免。

欧盟委员会的提案预计，至少

在最初阶段，只会覆盖直接排放。

这些排放被定义为“由生产者直接

控制的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排放”。

例如，对于钢铁厂而言，高炉排放

将被包括在内，而其使用但来自电

网的电力排放则不包括在内。然而，

该提案给欧盟委员会留出了空间，

以便在以后阶段确定相关的计算因

素，如“生产过程的系统边界，[ 或 ]

排放因子”5。该提案设想在未来某

个时候将间接排放包括在内，但欧

洲议会、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等利益

相关者坚持认为，从一开始就将间

接排放包括在内会有很大的优势6。

碳边界调整是一种新的政策工

具，这一事实意味着 CBAM 在实际

操作和管理上可能会很复杂，至少

在一开始会是这样。在欧盟，每个

成员国都需要指定一个主管机构来

管理 CBAM 证书发放、进口商授权，

并行使处罚。CBAM 证书将以 ETS

周平均价格为基础。出口国家的设

施经营者（例如，中国的铝冶炼厂）

需要计算和报告隐含的排放量。在

无法核实实际排放量的情况下，将

使用基于平均排放强度的默认值。

该经营者将由第三国的一个经认可

的国家机构进行核查。进口申报者

需要提供与每年进口产品隐含排放

量相等的 CBAM 证书。海关当局将

控制和防止未经授权的申报者进口

商品。

过渡期将从 2023-25 年开始，

在此期间，进口商将有义务以季度

报告的形式报告隐含排放量。总部

位于欧盟的进口商可能会因报告不

充分或不正确而受到处罚。然而，

在过渡期，进口商将不需要为其商

品的隐含排放支付费用。从 2025-35

年起，欧盟将以每年 10% 的速度逐

步取消欧盟 ETS 的免费配额。由于

免费配额将从 CBAM 费用中扣除，

这实际上意味着进口商要到 2035 年

以后才会全额支付。

在过渡期内，欧盟委员会计划

提出一份关于扩大 CBAM 范围的报

告，将评估可能的扩展范围，包括

间接排放和“运输（和）价值链下

游商品的隐含排放”，以及其他类

别的商品和服务 7。此外，委员会的

提案中多次提到了所谓的授权法案

和实施法案。这意味着，CBAM 启

动后欧委会还有很大的余地进一步

明确和解释其最初的建议。

CBAM 对中国的影响

欧盟和中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

伴。2021 年，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商

品总价值近 5000 亿欧元，占欧盟进

口总额的 22.4%，使中国成为欧盟最

大的进口国 8。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商

品中，90% 以上是机械和制成品，如

电信设备、数据处理机器和电气设

备。这些不太可能被 CBAM 所覆盖。

事实上，如果 2021 年 7 月的提议得

到实施，所覆盖的贸易额可能仅为

中国对欧盟出口总额的不到2%9。（见

下图）即使扩大商品范围，覆盖率

也仍在 5% 以下。因此，CBAM 对中

国出口的直接影响有限。

中国商品进口商需要支付的费

用取决于若干因素，包括产品的排

放强度、欧盟 ETS 价格，以及免费

配额被扣除的程度（从 2026 年的

10% 上升到 2035 年的 100%）。气候

智库 Sandbag 和 E3G10 以欧盟委员

会的提案为出发点，利用中国的平

均碳强度和 ETS 每吨 60欧元的价格

来计算 CBAM 的影响。他们发现，

到 2026 年，CBAM 的费用将占钢铁

贸易总价值的 1.7%、铝和水泥的 5%

左右、化肥的 11%以上。到 2035年，

上述相关比例将分别增至 6%、12%

和 37%。报告指出，“如果进口量与 

2019 年持平，那么 2026 年进口商应

对进口的中国商品支付的 CBAM 总

5. 	European	Commission	–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establishing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202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52021PC0564&from=EN

6.	 	European	Roundtable	o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Transition	–	Border	Carbon	Adjustment	in	the	EU.	2022..https://ercst.org/
indirect-emissions-in-the-eu-cbam-2022/

7.	 	European	Commission	–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establishing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202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HTML/?uri=CELEX:52021PC0564&from=EN

8.	 	Eurostat	–	EU-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statistics.	2022.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
php?title=China-EU_-_international_trade_in_goods_statistics#EU_and_China_in_world_trade_in_goods

9.	 	Sandbag,	E3G,	Energy	Foundation	–	A	storm	in	a	teacup.	2021.	https://9tj4025ol53byww26jdkao0x-wpengine.netdna-ssl.com/wp-
content/uploads/E3G-Sandbag-CBAM-Paper-Eng.pdf

1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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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将达到 1.74 亿欧元，到 2035 年，

当免费排放配额减少到零时，这个

数字将增至 4.85 亿欧元。”

然而单看费用并不能反映全部

情况，因为 CBAM 的净成本会被

低估。上述报告指出，“随着免费

排放配额的逐步减少，全部碳成本

将被转嫁到欧盟制造商身上， 他们

将随之把这些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

上。” 因此，到 2035 年免费配额完

全取消时 CBAM 的净成本将会达到

2.09 亿欧元（占总费用的 43%）。

总体而言，CBAM 的有效成本在中

欧贸易总额中仅占非常小的一部分。

CBAM 覆盖的中国对欧洲出口总额（根据 2019 年数据）

来源：Sandbag, E3G, and Energy Foundation (2021): 茶杯风暴

2026 年和 2035 年 CBAM 费用占比 

来源：Sandbag, E3G, and Energy Foundation (2021): 茶杯风暴

https://9tj4025ol53byww26jdkao0x-wpengine.netdna-ssl.com/wp-content/uploads/E3G-Sandbag-CBAM-Paper-Eng.pdf
https://9tj4025ol53byww26jdkao0x-wpengine.netdna-ssl.com/wp-content/uploads/E3G-Sandbag-CBAM-Paper-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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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企业的机遇

CBAM 为受影响的 5 个行业的中国生产商提供了机会。中国的生产商将有两种选

择来报告其产品中的排放量。第一种选择是使用默认值，默认值可能是根据出口国和

每种商品的平均排放强度设定的，并在之后的阶段由欧盟委员会确定“加价”。第二

种选择是量化和报告产品的实际排放量。考虑到默认值是基于平均值加上“加价”，

因此通常会高于生产商的实际排放量。此外，加价和计算方法都尚未确定，这给计划

依赖使用默认值的企业带来了不确定性风险。

E3G 高级政策顾问、《茶杯风暴》报告的合著者 Byford Tsang 表示 11，对排放量

的量化和准确测量将有助于减少 CBAM 对生产商的影响。此外，更好地测量和了解生

产现场的排放量将有助于企业遵守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及区域试点交易规则。一旦

这些量化和测量的方法被用于更多行业且碳价格上涨时，这将变得尤为重要。

实施减排措施对于减少 CBAM 相关费用也很重要。已经或计划采用先进能效措施，

或是采用新的绿色技术、拥抱循环经济理念的生产商，其产品的碳强度将大大低于依

赖化石燃料和能源密集型设备的同行。对排放进行量化并采取减排措施的企业将能够

减少 CBAM 的相关费用，以及报告和合规所需的资源，并且减少与 CBAM 实施有关

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监管风险。因此，碳排放强度较低的企业将因获得竞争优势而受益。

1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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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sang	B,	Schäpe	B	-	China’s	crucial	role	in	decarbonising	the	global	steel	sector.	2022..https://chinadialogue.net/en/climate/opinion-
chinas-crucial-role-in-decarbonising-the-global-steel-sector/

13.		China	Iron	and	Steel	Association	–	EPD	Programme	press	release.	2022.	https://www.cisa-epd.com/news/newsDetailsPage?id=37
14. 	McKinsey	&	Company	-	Decarbonization	challenge	for	steel.	2020.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metals-and-mining/our-

insights/decarbonization-challenge-for-steel
15. 	Greening	Steel	Industry:	the	way	forward.	EU	China	Energy	Magazine,	May	2022.
16.		Hasanbeigi	et	al	-	Comparison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tensity	of	steel	production	in	China,	Germany,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16.	https://doi.org/10.1016/j.resconrec.2016.06.008
17.		Koolen	D,	Vidovic	D	-	Greenhouse	gas	intensities	of	the	EU	steel	industry	and	its	trading	partners.	2022..https://publications.jrc.

ec.europa.eu/repository/handle/JRC129297			*Comparison	of	methology	from	Hasanbeigi	et	al	with	Commission	CBAM	proposal

钢铁行业案例分析

钢铁行业是中国的第二大排放行业，约占总排放量的 17%，仅次于发电行业。中国目前是全

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全球钢铁领域碳排放逾 6 成来自于中国。2021 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草

案，称钢铁行业力争在 2025 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然而，2022 年初出台的最终版指导文件则将

这一达峰日期推迟到了 2030 年。12

尽管如此，中国仍有着雄心勃勃的钢铁行业脱碳计划。包括宝武、河钢和包钢在内的几家中

国钢铁生产商都已承诺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仅这三家企业的总产量就占到中国钢铁总产量的

15% 以上。2021 年 5 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推出了钢铁行业环境产品声明（EPD）平台，以更好

地了解和管理钢铁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13

钢铁生产的脱碳路径主要有两条。第一种主要针对当前最主要的钢铁生产工艺，即高炉（BF）

和转炉（BOF）炼钢，其中用焦煤作为还原剂从铁矿石中。此类生产工艺可以使用能效、生物质

能或碳捕获来实现降碳，但完全脱碳将不容易实现。另一种是针对电弧炉（EAF）炼钢，以废钢

或直接还原铁（DRI）（可以用氢气生产）为主要原料 14。如果使用100%可再生能源电力电解制氢，

那么氢基直接还原炼铁的工艺将有望将钢铁生产的碳排放降至近零的水平。15

对于使用低碳技术的钢铁生产商，CBAM 征收的相关费用也较低。在中国，使用高炉 / 转炉

炼钢工艺每生产一吨钢铁，大约会排放1.8吨二氧化碳。如果高炉在能源和材料使用方面特别高效，

碳强度可能在 1.4-1.7 吨二氧化碳左右，如果使用生物质或碳捕集等其他减排技术，碳强度甚至

会更低。电弧炉炼钢排放的碳强度约为 0.5 吨。然而，如上所述，使用废钢或 H2-DRI 的可再生

能源电炉炼钢可以使碳强度降至接近于零 16/17。考虑到目前的大宗商品价格，我们可以假设中国

出口钢铁的价格约为 700 欧元 / 吨（包括扁钢和长钢）。目前 ETS 的碳价格是每吨 85 欧元。

根据上述碳强度和大宗商品价格，我们可以计算出每吨高炉钢的 CBAM 费用可能高达 107 欧

元，这大约是目前中国出口的每吨钢材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交易价格的 15%。低碳强度的高炉和

高碳强度的电弧炉炼钢的 CBAM 费用可能在 50-90 欧元之间，而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电弧炉工艺生

产的钢材则不需要收取 CBAM 费用。但是，上述碳强度的边界定义包括焦炭和球团制造、铸造、

热轧、加工和用电等涉及间接排放的活动。因此，排放的覆盖范围可能比 CBAM 定义的范围更广。

如果我们假设 CBAM 的覆盖范围相对更为有限 *，预计高炉钢的 CBAM 费用约为 100 欧元，使

用能效和其他减排技术的高炉钢材的费用则为 50-70 欧元，所有类型的电弧炉炼钢的钢材则不征

收费用。

https://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handle/JRC129297
https://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handle/JRC12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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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andbag,	E3G,	Energy	Foundation	–	A	storm	in	a	teacup.	2021.	https://9tj4025ol53byww26jdkao0x-wpengine.netdna-ssl.com/wp-
content/uploads/E3G-Sandbag-CBAM-Paper-Eng.pdf

如上所述，成本的增加很可能会逐渐影响到消费者层面，因此通过提价能够收回部分

成本。低碳强度的技术需要支付的 CBAM 费用将低得多，并且仍然可能会因商品价格上

涨而受益。Sandbag 和 E3G 公司比较了 CBAM 费用以及 BF 和 DRI 技术因产品价格上涨

带来的额外收入。据估计，到 2035 年，每吨钢铁 CBAM 相关的总费用为 82 欧元（一旦

CBAM 全面实施），污染相对较少的 DRI 工艺可能会从提价 15-20 欧元之间获益，而零

排放钢铁技术甚至可以将这些额外收益全部收入囊中。18

因此，CBAM 给低碳技术提供的一个机会是可以利用提高商品价格，支付更低的或者

甚至为零的 CBAM 费用。此外，更可持续的生产者可以拥有战略竞争优势，并从中受益。

鉴于欧洲和中国都承诺要实现净零排放，碳密集型钢铁的市场预计将大幅萎缩。因此，更

早专注于低碳技术的钢铁企业将有望成为行业净零未来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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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低碳技术正当时

2022 年 7 月，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

欧盟委员会就 CBAM 进行了初步谈判。欧盟

经济委员会委员 Paolo Gentiloni 表示，各方

已有了普遍共识，希望今年年底前三个欧盟

机构能达成协议，以便从 2023 年初开始实施

CBAM。19

尽管这表明，中国出口商可能很快就会间

接暴露于欧盟相当高的碳价之下，但受到影响

的行业数量仍将非常有限。此外，出口商最初

的义务将只是报告其排放量，而无需支付费用。

不过，中国出口商将需要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因为欧盟已赋予自己在 CBAM 生效后进行调

整和扩大覆盖范围的自由。

这意味着，现在投资减排技术的企业未来

或将获得丰厚回报。在报告阶段就展示其使用

低碳技术的生产商将能够充分利用绿色优势来

争取到较低（甚至为零）的 CBAM 费用，一

旦 CBAM 全面实施可以提高价格从而获得更

高利润。

【文 /  Markus Fischer 】
ECECP 青年研究生学者

19.		Politico	Pro	–	Morning	Energy	and	Climate	Newsletter.	2022.	https://pro.politico.eu/news/1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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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迎峰度夏时。国家电网监测数据显示，受持续高温影响，6 月 24—26 日，山东、河南、陕西、

新疆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6 月以来，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 7 个省级电网，

以及西北电网用电负荷均创历史新高 1。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和多个区域复工复产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中国

多省市将面临更大的电力紧平衡挑战。

一方面，去年 9月席卷全国 20 多省市的拉闸限电事件以来，能源安全和保障供应便占据电力行业发

展的有力主导。如今，叠加俄乌冲突、全球能源通胀等国际性事件，中国进一步部署扩大供应、稳定价

格等一系列措施，以“坚决杜绝拉闸限电”再次发生 2。另一方面，“双碳”作为国家重要战略的地位并

未改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实现‘双碳’目标，

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实现“双碳”目标是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顺应技术进步、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 3。

如何平衡当下保障电力供应和中长期低碳转型战略发展要求、如何在更长期内稳筑电力安全保供基

础、如何更稳更快更科学地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是短期内出台强有力的保供措施之外，中国的能源和电

力相关部门面临的“大考”。

笔者认为，一方面，建立新型电力系统与“双碳”目标的本质和实现路径是协同的，我们应该以系

统性思维来理解和解决保供问题，不应批评单一电源或倚重单一电源进行保供；另一方面，如《“十四五”

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所提出的，“十四五”是为实现“双碳”目标打基础的关键时期 4，中国应坚持大力

发展多元绿色的灵活性资源、切实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为建设新能源比例逐步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

打下良好基础。

1.  央视新闻，受持续高温影响 多地电网负荷大幅攀升，2022-06-28，http://news.cnr.cn/native/gd/20220628/t20220628_525886495.
shtml

2.  中国政府网，李克强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上下齐心协力 加大市场主体纾困力度 切实稳就业保基本民生，2022-05-19，http://
www.gov.cn/xinwen/2022-05/19/content_5691349.htm

3.  人民网，习近平：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2022-05-23，http://politics.people.com.cn/
n1/2022/0523/c1001-32428031.html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的通知，2022-03-22，https://www.
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3/t20220322_1320016.html?code=&state=123

从学界到业界：

关于新型电力系统
构建现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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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新能源”、注重源网荷储一体

化发展和多能互补等方面的发展。

为此，《规划》提出了需求侧响应

目标，还首次提出具体的电力系统

灵活性目标。同时，《规划》也明

确了煤电的定位转换——“由主体

性电源向提供可靠容量、调峰调频

等辅助服务的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

节性电源转型。”

可以说，在今后的电力系统发

展中，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和煤

电定位转换将是两个重要方面，而

两者均贡献于也得益于安全稳定的

新型电力系统。

一方面，加快可再生能源“立”

的速度需要意识上和体制机制上的

转变。可再生能源将作为未来新型

电力系统的主体电源，将在装机和

电量占比上逐步提升。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的研究提出，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应从“十三五”主要追求规模化，

过渡至如今统筹考虑整个电力系统

的可持续、安全、高效等目标的新

阶段 5。

可再生能源和煤电协同发力，

以系统性思维实现保供

今年3月，千呼万唤的《“十四五”

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下称《规划》）

出台。与以往的五年能源规划不同，

此次《规划》从政策名称上就反映

了中国新时代能源电力系统发展的

指导逻辑——强调能源体系的“现

代化”与系统性思维。

系统性思维，意味着中国的能

源电力体系将从此前以煤电这一单

一电源为主导，向“适应大规模高

5.  陈国平 , 董昱 , 梁志峰 . 能源转型中的中国特色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分析与思考 [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 2020, 40(17): 5493−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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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可再生能源，首先

应认可其低碳、可再生的绿色属性

对实现电力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的关键作用。中国应加速部署可

再生能源，以更大程度地满足社会

新增电量需求，助力社会经济发展

与碳排放的“脱钩”。

其次，高质量发展可再生能源，

还要求我们清晰认识到可再生能源

波动性等特性对中国现行电力系统

运行带来技术性和非技术性的复杂

挑战，并积极部署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接入情境下相应的解决方案。

国网能源研究院的研究指出，

从成本趋势来看，新能源发电总体

上即将进入平价上网时代，但从终

端用户侧看，平价利用不但包含发

电成本，还需要考虑可再生能源的

利用成本，包括输配电成本以及为

保障系统安全增加的系统成本；而

从系统安全方面考虑，高比例新能

源并网需要解决系统抗扰动能力降

低、电网调节能力不足等问题 6。

因此，为保障安全、高效、低

碳得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中国应

提早布局、发展适应高比例可再生

能源电力系统的技术、商业模式和

市场体制机制，系统性地降低可再

生能源地利用成本，并促进可再生

能源的消纳。

另一方面，针对煤电转型的政

策和资金支持仍存在空白。目前中

国电力体系的运行规则和体制机制

是基于以煤电为主体能源的现实而

制定，煤电转向保障性、系统调节

性电源的过程，势必需要相应对电

力系统运行规则、机制体制进行改

革。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研究

提出，存量煤电的转型和高质量发

展有着一系列的技术和政策选择，

但每个选择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

落地挑战：在现有的煤电装机规模

下，选择提前退役可能造成搁浅煤

电资产高至万亿人民币量级的损失。

如果装机规模继续扩大，则搁浅资

产还会增加；而在辅助服务市场不

完备的情况下，煤电的灵活性改造

则面临着灵活性价值无市场付费的

问题 7；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院和清华 BP 清洁能源研究

与教育中心的研究还指出，对煤电

加装负排放设施的选项来说，CCS

的发展目前受成本下降速度缓慢的

影响较大，而 BECCS 则受生物质资

源可用量的限制 8。

华北电力大学袁家海教授也曾

强调“煤电高质量转型需系统化制

度发力”9。他认为，目前临时性资

金和短期价格政策支持不足以持续

支撑煤电行业转型。此外，他也呼

吁需要尽快建设和形成电力市场机

制和电价政策，包括建设容量成本

回收机制、健全辅助服务市场机制

等，用市场化、机制化的手段支撑

煤电行业定位转换。

而任何新路径的落地和推广往

往需要反复的验证与试验。电力体

系的技术路径的选择和其运行规则、

机制体制改革都很难一蹴而就，需

要经过试点布局和严密论证。这要

求相关政策制定方和执行方提前布

局，加快试点的推进和体制机制的

改革，加速深化各类电力市场的建

设，尽快形成市场化、机制化的解

决方案，以推进可再生能源高质量

发展和煤电的定位转换。

大力发展多元低碳灵活性资源才

是长久之计

除推进可再生能源和煤电未来

的高质量发展外，为建设安全、高效、

低碳的新型电力系统，并适应未来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的电力体系，

学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提高系统灵

活性将成为中国电力体系发展的关

键之一。

国海证券的行业研究则指出，

调峰能力不足已成为新能源发电消

纳受限的主要因素。根据其对西北

能监局的主要省份弃风弃光原因统

计的整理分析，相较于 2015 年传输

能力受限这一原因，2020 年因调峰

能力不足导致的弃风弃光占比明显

上升，后者导致的弃风弃光占比在

宁夏、青海、新疆等省超过 90%10。

据《中国能源报》报道，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灵活调节电源占比

达到 18.5%11。而《十四五现代能源

体系规划》提出，到 2025 年，灵活

调节电源占比达到 24% 左右。

6.  黄碧斌 , 张运洲 , & 王彩霞 . (2020). 中国 “十四五” 新能源发展研判及需要关注的问题 . 中国电力 , 53(1).
7.  张小丽，崔学勤，王克，等．中国煤电锁定碳排放及其对减排目标的影响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20（8）：31-41
8.  李政 , 陈思源 , 董文娟 , 等 . 碳约束条件下电力行业低碳转型路径研究 [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 2021, 41(12): 3987–4001
9.  袁家海：煤电高质量转型需系统化制度发力，2022-06-09，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

id=17368620049304533716&item_id=17368620049304533716&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t=1654670587961&showmenu=false&r
ef_read_id=3a97918f-cd9e-49a6-a557-9b51af1166de_1655265669242&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feed

10.  国海证券，储能报告系列之一：从调峰、调频角度看我国电化学储能需求空间，2022-01-21，https://pdf.dfcfw.com/pdf/H3_
AP202201241542283345_1.pdf?1643018429000.pdf

11.  中国能源报，5年要增 3倍，灵活性电源比重目标该咋干？，2022-04-14，https://mp.weixin.qq.com/s/Fd5WINwbSH1hhvq-
NeIX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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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家能源局，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突破 11 亿千瓦，2022-06-24，http://www.nea.gov.cn/2022-06/24/
c_1310631956.htm 

13.  袁家海 , 张凯 .”碳中和”目标下 , 新型电力系统中常规煤电退出路径研究 [J]. 中国能源，2021,43(6):19-26.
14.  国家能源局，全国煤电三改联动典型案例和技术推介会在北京召开，2022-04-25，http://www.nea.gov.

cn/2022-04/25/c_1310572753.htm
15.  李政 , 陈思源 , 董文娟 , 等 . 碳约束条件下电力行业低碳转型路径研究 [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21, 41(12): 

3987–4001

中国经常出现政策目标定底线，实际超预期完成目标的情况。截至 2022 年 5 月，中国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机已超 11 亿千瓦，除去常规水电和抽水蓄能，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装机

已超过 7 亿千瓦 12。参考“十四五”期间众多省份提出的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多方专家预测，中国政

府提出的在 2030 年实现 12 亿千瓦以上的风光装机目标很有可能提早达成，甚至在“十四五”期间就可

能实现。这意味着，电力系统也需要相应地加速提升灵活调节能力。

电力系统灵活性的提升可以从源网荷储多方面入手是学界和业界的普遍共识。华北电力大学的袁家

海和张凯提出，在近中期，储能和需求响应的发展不足以支撑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的情况下，

煤电运行灵活性改造成为2021~2030年电力系统脱碳过渡时期的重要灵活性资源 13。国家能源局则提出，

未来五年将大力推动煤电“三改”，其中 2022 年将实现超过 2.2 亿千瓦的煤电改造规模 14。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光依靠煤电灵活性改造是无法完全满足未来新型电力系统的灵活性需求的。

上述清华气研院和清华 BP 中心的研究指出，当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占比较低时，电力系统主要依靠煤电

灵活性运行和区域间电网互联互济即可有效消纳；但当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占比继续提升，需要新建大量

的储能设施来解决电力系统的灵活性问题。研究中不同情景结果均表明，当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

比达到约 30% 时，是储能技术大规模应用的临界点，按照研究预测，这一时期可能出现在 2030-2035 年

左右 15。

因此，“十四五”期间，中国应大力发展多元、低碳的灵活性资源和配套体制机制，切实提高电力

系统灵活性，为电力行业“双碳”目标的实现和未来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打下良好基

础，贡献于保障电力系统的长期安全。

政策建议

国家能源政策制定及规划有关部门应抓住“十四五”这个为未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打基础的时间窗

口，坚持“双碳”目标协同、能源系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

“十四五”期间，中国应大力发展多元、低碳的灵活性资源，助力可再生能源的高质量发展以满足

社会新增电量，也应重视电力市场机制的建设和各类机制体制的深化改革，为新能源比例逐步提高的新

型电力系统的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主管部门需警惕倚重煤电保供的传统思维，应以系统性、全局性思维来解决保供问题，在推进辅助

服务市场和容量市场等相关机制的落地和完善的同时，尽快规划不同梯次、不同类型的煤电转型路径和

实施机制，推动煤电在电力系统中的定位转换。

【文 / 谢雯雯 】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

本文首发于能源杂志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迎峰度夏进行时，新型电力系统如何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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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碳市场少不了对碳信用的交易，在市场对中国重启 CCER 审批

充满期待的时候，它也面临一系列新的课题。

CCER 复出：
中国碳市场的2022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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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信用市场将如何重启，已经

成为当下中国碳市场最受瞩目的问

题。

被简称为“CCER”的中国核

证自愿减排量，是中国版的碳信用

（carbon credit）。作为碳市场在碳

排放配额之外的另一个交易标的，

CCER 对碳市场和碳价格的影响毋

庸置疑。自去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市

场开市以来，排放权的交易已经完

成了首个履约周期。而市场各方对

CCER 的重启正怀揣强烈期待。等

待“另一只靴子”落地的心情，已

经在市场中弥漫了将近 11 个月。

“出口转内销”的碳信用

在“双碳”目标的大语境下，

很多中国人从去年开始关注碳交易

市场，希望抓住未来 40 年的全新财

富机遇。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尽

管全国统一的碳市场是新生事物，

但碳市场在中国已经有超过十年的

历史。早在 2012 年中国就开始签发

CCER 这种碳信用，直到 2017 年它

的闸门被突然关闭。

通俗地说，CCER 是《京都议

定书》下清洁发展机制（CDM）的

交易标的——“核证自愿减排量”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简

称“CER”）的中国版，是一种“碳

信用”。典型的碳交易市场，由碳

排放配额和碳信用两类交易标的构

成。排放配额是特定排放主体获得

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而碳信

用是各类经济主体所能实现的减排

效益。具有减排效益的经济活动，

可以通过交易碳信用对应的碳资产

在市场上取得收益，因此这是碳定

价的重要支点。

《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最

早的国际碳交易机制——联合履约

机制（JI）、排放贸易机制（ET）

和 清 洁 发 展 机 制（CDM）。 继

CDM 之后，国际上又出现了多种并

行的碳信用标准体系，如 VCS 标准

（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GS

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等，各

自对应不同的交易体系。它们在全

球范围开展积极竞争。中国的北京

环境交易所曾经在 2009 年哥本哈根

气候大会上提出“熊猫标准”（Panda 

Standard）——这个名字本身，就带

着强烈的国际名片色彩。

参与 CDM 是中国人参与碳交

易的最初体验。它的本质可以理解

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公约的共识框

架下，向发达国家“卖碳（减排量）”。

中国第一个 CDM 项目是位于内蒙古

的辉腾锡勒风电场，注册于 2005 年

6 月。在 2017 年 6 月北京上庄燃气

热电公司的区域能源中心项目完成

注册后，中国迄今未再有 CDM 项目

注册。

中国 CDM 项目的开发与交易

在 2007-2009 年达到顶峰，价格最

高时达到过 30 欧元 / 吨。相比之下，

后来中国的区域试点碳市场大部分

的成交均价在 20 元人民币上下，而

去年启动的全国性碳市场的碳价较

长时间保持在 50 元人民币左右。优

厚的价格刺激了 CDM 项目交易的繁

荣，12 年间共 1478 个中国项目得到

签发，累计开发 9 亿吨碳资产，交

易额数百亿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

统计，2002 年至 2020 年末，全球碳

信用注册项目共 18000 多个，覆盖

约 43 亿吨二氧化碳。其中一半左右

由 CDM 签发，另一半来自其余的国

际标准体系。

CDM 逐渐退潮的一个重要的背

景是，2009 年中国首次宣示了自己

的气候行动目标，这要求形成国内

的减排机制。在这个背景下，中国

的碳信用也开启了国内市场时代。

2012 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江苏淮安一个发电厂的俯视图。图片来源：Dongxu Fang / Al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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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

核证指南》，为 CCER 交易市场搭

建起了整体框架。

碳市场缺失的一块拼图

2013 年，中国雷厉风行地启动

了 7 个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

点，各地开始积极实践探索。由于

CCER 可以抵消部分排放配额，又

可以直接在碳市场交易，于是拥有

新能源业务的集团企业，纷纷成立

碳资产管理公司，围绕减排量项目

的行业创新思维也层出不穷。比如

“渔业碳汇”概念一经提出，多个

试点项目很快上马。

经过几年的尝试，区域碳市场

成交均价有的在 40 元以上，有的低

至10元以下，大部分在20元上下，

而 CCER 价格与配额价格关联。彼

此不相连通的区域碳市场，无法充

分发挥价格发现的功能，导致碳价

长期低迷。同时，随着 CCER 项目

越积越多，项目开发也开始呈现出

低价竞争的不健康局面。2017 年 3

月 14 日，对 CCER 从业人员来说是

个断崖式的日子。国家发改委这天

发布公告，表示由于“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量小、个别项目不够规

范等问题”，为了完善和规范相关

交易，暂停新 CCER 的申请受理，

但已备案的 CCER 项目仍然可以交

易。

根据路孚特碳研究数据，从

2012 年 CCER 交易开启，至 2017

年暂停新项目受理，国家发改委共

签发了约 80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的 CCER，但是五年来仅消化掉约

3200 万吨，在低迷不振的碳价下，

行业对碳市场的热情逐渐消退，碳

资产供大于求的局面日渐累积。中

国政策层深刻体会到了碳市场运作

的复杂性和供需平衡的重要性。

但从碳市场的完整性来说，

CCER 是不可或缺的交易标的。相

比只有控排企业获得的碳排放权配

额的交易，惟有主动减排效益也进

入市场并获取收益，才能让控排企

业之外的更多市场主体有动力积极

实践各类减排项目，碳资产运营也

才能充分激励减排，助推“双碳”

目标实现。因此，CCER 何时重启、

如何重启的动向，尤其引人关注。

有备而来

2018 年，应对气候变化职能从

国家发改委转隶到生态环境部。今

年2月，生态环境部将以“部市联建”

的形式支持北京市承建全国 CCER

交易中心的消息见诸报端。CCER

交易系统开发工作已近完成、上半

年有望启动的消息，在坊间盛传。

2021 年全国碳市场虽然总体配额宽

松，但市场对 CCER 的期待还是日

渐饥渴。到 2022 年初，CCER 项目

的价格在 45 元每吨，但其中现货项

目却非常稀缺，洽谈中的项目则已

指向 CCER 重启后一年的期货。这

体现出市场对 CCER 的需求旺盛，

但供不应求。

按照现行规则，存量 CCER 可

用于抵销最高 5% 的应清缴配额，而

首个履约周期的控排企业核销，一

举就消化了 3300 万吨存量 CCER，

超过了 2012-2017 年的总和。根据

上述路孚特模型的估算，2017 年

暂停新项目受理时，市场的存量

CCER 为 4000 万吨左右，目前已得

到显著消化。

在全国碳市场启动以来的近 11

个月里，中国碳市场的决策层牢牢

记取着 CCER 供大于求的教训，做

出了不同角度的提前调试。

从全球范围来看，碳信用签发

的主要项目类型有：林业、农业、

碳捕集与封存、能源效率、燃料转型、

逸散排放、工业气体、制造业、可

再生能源、交通运输等。其中以林

业项目最为典型。2015 年到 2020 年

间，全球累计签发的林业碳信用占

总量的 42%。

2021 年 9 月，中办、国办出台

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

革的意见》划出了未来政策支持的

三大CCER核心项目类型——林业、

可再生能源，和甲烷利用。这在纷

繁的碳减排项目类型中画了一个圈。

文件出台半年来，这个“圈”已经

深刻影响着中国 CCER 的市场预期

和碳基金的投资走向。它代表决策

层希望引导高质量的 CCER，避免

闸门一开再度供需失衡。同时它们

也是中国“双碳”目标路线图上的

优先关切——可再生能源是新型电

力系统的基础，林业是最典型的陆

地碳汇项目，并且密切关系到中国

一直坚持的森林蓄积量目标，而甲

烷利用涉及到中国广大的农牧业基

底、并且直指天然气行业的清洁发

展。

除此之外，CCER 作为一种多

功能的金融资产的属性也在得到加

强。2021 年 7 月 22 日，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的金融行业标准《环境权

益融资工具》（JR/T 0228-2021）

开始实施。包括 CCER 在内的环境

权益资产在金融市场上的操作被纳

入标准化轨道。今年 4 月 12 日，中

国证监会发布了行业标准《碳金融

产品》（JR/T 0244-2022），明确了

典型碳金融产品的实施流程。相比

碳配额，碳信用所具有的金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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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能够支持更多金融衍生品的

开发和流通。如果碳金融市场更活

跃、产品更丰富，将有利于把更多

资金被引入碳排放投资，也会对碳

排放权的一级市场产生正反馈。紧

锣密鼓出台标准，是金融行业在为

CCER“复出”加紧做准备。

重启的考题

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似乎万

事俱备。但还有一些挑战比五年前

更艰巨。

首先，是CCER的重头项目——

可再生能源的处境已大不相同。现

行 CCER 方法学包括减排额外性

论证的要求，也就是需要确认项

目的基准情景难以商业化或获得足

够的投资收益，因而需要通过销售

CCER帮助其具备商业可行性。但是，

2021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从补贴时代

进入平价上网时代，意味着在很大

程度上，行业自身已经能够保证其

收益率。项目减排的额外性因此具

有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常规

可再生能源项目不再是板上钉钉的

CCER 来源，大量拟建可再生能源

项目能够供给的 CCER 体量，由此

也变得不确定起来。在未来项目类

型限定在林业、可再生能源和甲烷

利用三类的情况下，后续碳排放权

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大后，是否会出

现 CCER 的短缺，造成新的供需失

衡？

好在，今年 2 月上海市调低了

外购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默认值；

3月，生态环境部调低了全国电网排

放因子数值。这种下调体现了能源

体系碳排放总体下降的趋势。未来

如果能形成对此类排放因子进行动

态修正的机制，那么对 CCER 的需

求也将维持合理的水平，对于供需

失衡的隐忧，可得到缓解。

其次是碳排放数据的质量。

2021 年内蒙古生态环境厅点名通报

了一例碳排放数据的典型问题案例。

2022 年初，生态环境部又点名通报

了四例。对于主要执行碳排放盘查、

编制碳排放核查报告的第三方服务

市场来说，这样的点名通报力度是

比较罕见的。部分企业为了巩固业

务，不惜为客户编造出有利的数据。

这种现象与碳排放核算咨询服务的

严酷价格竞争相互伴生。生态环境

部为此专门发文要求清查，并直接

开展了针对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报告

质量核查监督和帮扶专项行动，各

工作组在位于 10 个重点城市的 264

家控排电力企业开展现场工作十天

以上。由中央部委一杆子直插企业，

数据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由此可

见一斑。

2022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会议提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

二个履约周期的两个重点之一就是

健全数据质量管理长效机制。碳排

放报告的质量监督帮扶，将持续开

展下去。全面查验过往两年数据的

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虽然目前直接暴露的数据质量

问题，主要存在于排放核算，但发

改委 2017 年所称的“个别项目不

够规范”问题，其造假机理同样与

此相关。数据体系的整肃，对未来

CCER 的项目质量管理同样具有正

面意义。

除了以上两点，打通绿色电力

和碳排放的价格机制，让两者纳入

一个统一的成本体系，是不少能源

企业的强烈呼声。电和碳两种原本

紧密相关的市场要素，实践中却构

成二重价格机制，在不同的市场上

交易，并且价格彼此割裂。在有些

行业的碳减排核算指南中，并不从

企业外购电力数量中减除来自可再

生能源的绿色电力。于是控排企业

如果购买绿色电力，就相当于支付

了额外成本，这必然非常阻碍企业

参与的积极性。社会和经济体要为

两个市场的分割运转进行制度安排，

也是一笔高昂的成本。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CCER

的靴子就快要落地了。在此前近 11

个月的等待中，对于未来 CCER 项

目池的边界、形状，政策层一方面

表现出充分的谨慎，一方面也形成

了明确的引导。市场积极回应和捕

捉着政策信号，围绕 CCER 的投融

资活动已经在跃跃欲试甚至积极抢

滩。虽然 CCER 签发的重启至今没

有明确的时间表，但其规则和价格

已经被相关部门和市场玩家们勾勒

出了基本轮廓。

时至今日，曾经淤积的 CCER

供给已经得到了显著消化，碳排放

配额的发放已经积累了一个履约周

期的经验，关于数据质量问题的雷

霆之威已经宣示。CCER 在全国统

一碳市场时代即将面临新的挑战，

但无论如何，它的归来都呼之欲出。

人们心照不宣、做好了准备，

只待靴子落地的那一刻。

【文 / 徐楠 】
本文根据知识共享协议最初发表于

“中外对话”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https://chinadialogue.net/zh/3/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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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创新：
中欧智慧能源技术转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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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创新最早由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的 Henry Chesbrough 提出 1，指

企业同时将内外创新和商业化资源整

合到一个结构中进行技术研发的过程，

包括内部技术通过自有渠道以及利用

外部渠道实现商业化，是对传统封闭

式创新模式的反思，以及对用户创新、

创新网络、合作创新的改进和突破。

开放式创新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在上世

纪末已在欧美国家的大型企业中得到

实践应用，但是其引入中国的时间仍

然不长，近年来才进入企业管理实践

视野。

发展至今日，开放式创新的应用

已开始逐步从大企业向中小企业转变，

从企业向个人和产业集群转变，从高

新技术行业向传统行业扩展，以此推

动整个创新领域研究的进展。 在碳达

峰、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能源技术

的创新进步也需要打破传统的封闭、

线性的创新路径，采用开放式创新的

方式，系统地整合内外创新资源，推

动能源产业的转型发展。

随着中欧能源技术合作不断走向

深入，中欧双方涌现出了一批率先尝

试开放式创新的领军企业、研发机构，

以开放的方式构建起了特色创新生态，

共同推动中欧能源技术创新转型发展。

由于市场机制、企业文化、发展阶段

等的不同，中欧双方在开放式创新的

模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欧洲市场化

创新机制相对成熟，发展起步早，在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经培养出一批

历史悠久的巨头企业，开放式创新呈

现出企业驱动的特点。中国市场化创

新机制起步晚、基础薄，开放式创新

往往需要由政府、企业、高校等不同

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研发机构引领。

欧洲：

企业驱动的开放式创新实践

企业的开放式创新网络主要由竞争对

手、科研院所、政府、供应商及客户、展会

等组成 2，各大企业已经采用开放式创新模式

并取得成功，比如美国的特斯拉已开源其全

部技术专利，提高其技术的普适性；当其盟

友成长到一定体量时，整个产业都将兼容特

斯拉的标准，此时特斯拉将成为行业核心资

源的掌控者，带动产业生态圈的发展，促进

行业创新；苹果公司将开放式创新深入融入

产销活动，涵盖价值链所有主体，以达到外

部资源的内部化、内部资源的商业化，并以

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以顾客为中心的商业模

式，从而培养起高度的客户忠诚，获得持续

性竞争优势。同样的创新模式在欧洲的大型

全球化企业中也得到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

能源企业也开始引入开放式创新，希望通过

开放的方式推动企业与机构的创新活动打开

边界，为能源技术创新释放更多动力。

1.  Chesbrough, H. (2003).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  Freeman, C. 1991. Networks of Innovators: A Synthesis of Research Issues. Research Policy，20(5)，49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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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开放式创新助推壳牌转型

长期名列《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之首的传统油气行业巨头壳牌，在能源转型的时代背景下，

总结出一套完善的开放式创新组织模式，开发了全面覆盖不同创新环节的开放式创新“工具包”

（Toolkit），由壳牌的三大业务部门之一项目与技术部（Projects & Technology）负责运营 3。

该部门包含三大支柱职责，分别为：创新与研发；技术解决方案与部署；项目的实施。项

目与技术部的运作模式充分体现了壳牌技术“一体化”整合的理念，不仅体现在上下游一体化，

还体现在从研发到应用的管理一体化。在这种组织模式下，技术的涵义不仅仅是研发，它是全

套的技术系统工程，研发、工程设计、建设紧密结合。

壳牌的开放式创新工具包涵盖了多种开放式创新组织模式，面向不同创新主体，涵盖内部

研发团队、全球大学生、高校、研究机构、科技创新型小企业、产业合作伙伴、外部技术持有方等，

以满足不同创新阶段的技术成果、不同外部单位以及不同合作目的的需要，获得企业内外部的

更多支持，发现更多创新可能性，是对壳牌自主研发活动的有益补充。

资料来源：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研究团队整理

3.  Shell Global official website of energy and innovation. Accessible at https://www.shell.com/energy-and-innovation/digitalisation/
collaboration-and-open-innov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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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施耐德电气的开放式创新实践

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Schneider Electric SA）是全球能效管理和自动化领域的龙头企业。施耐德电气

致力于推动开放的技术及合作伙伴生态圈，积极践行有意义、包容和赋能的共同价值观。施耐德电气充分

利用创新技术，采用不同的思维、设计、构建方式，把握新的能源世界中的机遇，应对能源困境。作为开

放式创新的实践者，施耐德电气希望能够充分利用其专家资源、行业洞察和实践经验，面向全球的大学生、

创业者等共享世界领先的能源技术与创新趋势。

施耐德电气已经连续 11 年举办“绿色能效全球创新案例挑战赛”，该赛事是全球最大的大学生竞赛

之一，旨在发现绿色能源变革中的创新力量。这项具有“可持续发展人才及项目孵化器”之称的赛事面向

全球大学生展开，在激发年轻人才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贡献智慧的同时寻找绿色、智能、可推动人们生活

进步的创新解决方案。大赛的创意中，有一部分已经实现了从创新到实践的成果转化。在中欧能源技术创

新孵化合作示范平台支持下，施耐德电气于 2022 年与中欧合作伙伴联合发起双碳挑战赛，大赛中胜出的

优秀方案将有机会进入创新生态合作伙伴的孵化器中，“孵化”成为真正的产品与应用，比如获 2022 年

GoGreen 碳路者奖的同济大学低碳社区供需侧能源系统优化项目就已经在上海某商务区的区域能源系统规

划中得以应用。

施耐德还以“绿色智能制造创赢计划”为平台，联合宁德时代、星星充电共同主办，清华四川能源互

联网研究院、落基山研究所作为合作机构全程参与，联合生态圈伙伴，融合创新技术，为制造企业提供一

系列可落地、可复用的联创解决方案，孵化出一批中小企业生态伙伴，让创新技术激发出工业场景生产力

与效率的极大潜力。“绿色智能制造创赢计划”加速提升整个绿色智能制造生态圈的数字化、智能化及创

新能力。入围企业将从技术、市场、投资等方面获得培训、认证与项目孵化的全方位赋能，达到客户需求

的最终方案将进行商务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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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新型研究机构引领的开放式创新实践

双碳背景下的能源技术创新需要多种主体的共同参与，除了企业之外，高校院所、创新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往往也是

能源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者。新兴研发机构往往聚焦区域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

服务，能够实现多元化投资、国际化建设、市场化运行和现代化管理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独立法人组织。新型研发

机构承载着将市场需求，体制内外科技资源、资金、人才、产业技术开发进行融合的职责与功能，通过开放式创新的实践，

可以打破各类组织的边界，让资源流动，解决在原来边界分明的组织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案例 3.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的开放式创新生态建设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由清华大学与四川省政府共同创建，依托清华大学的跨学科资源开展能源互联

网前沿研究和产业培育，致力于推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自 2016 年建院以来，清华四川院在

人才组织、科学研发、体系建设、产业培育等方面探索了一套广泛融通政、产、学、研、用、金、服各方创新

资源的开放式创新体系。

研究院通过整合清华大学多学科交叉融合学术资源优势，逐步形成以清华技术为主体、校友技术为支撑、

外部技术为补充团队结构，打造了包括新能源与储能研究中心、电力碳中和研究中心、能源数字化研究中心等

10 个学科交叉、产研融和的特色研究中心，下设逾 30 个高水平研发团队，构建了人才汇聚与创新创业平台，推

动科学家队伍和企业家队伍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深度融合，共促发展。

清华四川院依托优势资源，通过建设能源互联网国际创新中心等优势平台，大力推动能源互联网领域的国

际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依托能源互联网国际创新峰会、EXCEL 创新加速营、X 计划创新孵化器等项目，致力

于为能源互联网领域的初创企业提供投资孵化、技术交易、资源对接、创业培训、知识产权运营等一站式服务，

帮助科学家、创业者打通了从想法到样品，从样品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的创新链，目前已经累计内部孵化企

业逾 20 家，服务外部企业 39 家，服务企业融资总额超 50 亿。

资料来源：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研究团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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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的开放式创新体系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成立于2018年 6月，中心采用公司化的实体运营模式，

依托上海芯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平台 + 联盟”的方式，通过构建开放式产业创新生态圈，面向智能

传感器设计、材料、制造、设备、封装、测试等产业链上的大中小型企业提供关键共性技术支撑平台。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通过建立传感器新材料、新工艺、新器件结构等的研发平台、工艺制造平台、

测试平台、设计服务平台、工程服务平台，研发新一代传感器的材料、制造工艺、封装、器件集成等方

面的核心技术，推进关键共性技术的产业化。

此外，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还在工信部指导和支持下，发起了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

（SIA），通过联合联盟成员单位以及各省市级物联网、传感器联盟、协会及其他相关行业组织，产业协会，

发挥产学研合作，整合资源优势，加快传感器、智能硬件、物联网应用等核心技术研发，推动我国物联

网产业核心技术及其应用的关键产品的标准化。

对中欧能源创新的启示

开放式创新是中欧智慧能源产业的未来转型发展的必然方向。能源技术创新要求打破地域、产业、学科等等限制的壁垒，

这一过程既需要以智慧能源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创新，也需要充分鼓励各类市场角色的体制机制创新。

人才是能源创新的基础，我们需要创新人才发现、培养机制，通过多种渠道挖掘创新人才潜力，推动从创意产生到创

新落地的全链条开放。人才是创新的驱动力，中欧双方能源创新企业应该充分开放人才挖掘渠道，积极引才，建设人才互

动平台，让内外部人才充分交流，激发人才活力。

技术是能源创新的动力，我们需要打造开放技术合作生态，汇聚高校院所、投资机构、行业协会、政府单位、产业龙

头等多方主体，共同孵化创新技术解决方案。通过汇聚顶尖能源创新产业生态圈，融合创新技术，为制造企业提供一系列

可落地、可复用的联创解决方案，从技术、市场、投资等方面进行培训、认证与项目孵化的全方位赋能。中欧双方能源创

新企业应该大力营造开放的能源创新生态，共享创新资源，共同发掘、孵化、培育具有增长潜力的能源技术创新解决方案。

【文 / 戴苗强、何为之 】
实习生张苑林提供研究支持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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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RC）近期

的一份报告《产消主义与能源可持

续性》从几个社会技术学的角度探

讨了作为市场塑造力量的产消者的

发展，重点聚焦能源部门。

“产消者”一词由两个词结

合而成，即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

概念在阿尔文·托夫勒 1985 年出版

的小说《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中首次出现，该小说预言

了经济将回归到以个人和小团体为

基础，并作为基本商品的生产者和

消费者。这一术语更近代的用法

则 多 出 现 在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和视频分享平

台中，用户既是数字内容的生产者，

同时也是消费者。

就能源生产领域而言，产消者

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随着

在自家房产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人

越来越多，可再生能源在满足人们

用电需求方面所占的比重也在持续

增加，但这也意味着对日益复杂的

电网进行管理正变得越发富有挑战

性。

现代能源产销者的一些典型工

具包括光伏电池板、智能电表和家

庭能源管理系统。随着技术的进步，

其他一些更大型的元素也将有望加

入其中，包括在地下室和家庭其他

区域安装大型储能电池，或者将私

人电动汽车的电池接入智能迷你电

网。能源领域的产消主义概念正在

智能电网时代的产消主义：
社会技术学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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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纯的电力生产扩展到供暖等其他行业。电加热设备，例如高效热泵以及热网和生物质供暖等其他

低碳供暖系统的采用已经出现显著增长。如今，能源领域产消者所涉及的工艺与技术已经相当广泛（见

表 1）。

就能源生产领域而言，对产消主义的早期研究大多关注在个体、私人住宅中采用此类技术（例如

太阳能电池板）的大规模采用会对产消者的看法产生何种影响。然而，鉴于公众越来越多地支持大规

模采用可再生技术进行能源生产，围绕此方面的社会技术学研究需求逐渐减弱。

随后，围绕产销主义的研究重点则转向了更准确地描绘选择成为产消者的个体的个人和心理肖像，

以及这种选择如何影响他们的能源相关行为。研究表明，成为产消者并不会显著影响个体的能源消费

总量。然而，安装屋顶光伏的确会对个体的消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使得用户可能更偏向于在

太阳能发电高峰时段（中午前后）使用家中电器。这是一种重要的行为变化：如果能源规划者希望确

保高峰时段产生的富余电力能够被电力系统有效消纳，那么至少在应对电力供需波动的储能基础设施

得到全面发展之前，了解一天当中不同时段的消费模式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表 1：能源领域产销者涉及的各类技术

能源来源 技术类型 输出形式

水能 小型水轮机 电能

风能 微型风电 电能

太阳能 太阳能光伏 电能

太阳能 太阳能热水器 热能（水）

太阳能 太阳能空气集热器 热能（空气）

生物燃料：木材 壁炉 热能（空气或水）

生物燃料：木材 木材燃烧炉 热能（水）

生物燃料：木屑 木屑燃烧炉 热能（水）

室外空气能（+ 电） 空气源热泵 热能（空气）

室外空气能（+ 电） 空气源热泵热水器 热能（水）

多种来源（沼气、木材、木屑等） 微型热电联产 / 斯特林发动机 热能与电能

氢能（可再生） 微型热电联产 / 燃料电池 热能与电能

来源：Juntunen,2014,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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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技术学角度探讨能源产

消主义的另一个富有成效的研究方

向是研究产消者的偏好和技术知识

水平。当公用事业公司设计智能电

网的框架结构及其应用时，他们通

常假定消费者有兴趣了解其家庭能

耗相关的技术数据，并且对技术装

置感兴趣，而且通常带有一种亲技

术的心态和偏见。然而，尽管此类“技

术宅”用户能够代表公用事业公司

的一部分客户群体，但这毕竟只是

少数。从长远看，公用事业公司的

智能电网发展战略若想取得成功，

应当将更多的典型消费者作为企业

扩张和发展战略的重点，这一点至

关重要。企业战略和社会技术分析

的融合将有助于描绘出普通产消者

的现实形象，这将使所有利益相关

方能够更好地适应公用事业公司的

创新计划。

另一颇有成效的社会技术学讨

论方向则是能源需求方面的“充足

性”与“效率”问题。虽然现在市

面上的冰箱比我们过去使用的能效

更高，但体积也更大。这种发展变

化在包括汽车在内的许多电器和商

品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这表明我

们的舒适度和富裕程度的提高是以

增加能源消耗为代价的。

举个例子，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家用冰箱的大小。如果将环境因素

放在首位，同时对消费者的个人需

求进行更严格的审视，那么与目前

的冰箱相比，理想的冰箱体积可能

会更小。因此，在减少我们个人及

社会的能源和资源消耗方面，“充

足性”是一个与效率同样重要的概

念。当前将生产和消费的不断增长

与更好的生活质量等同起来的社会

理念，不利于人们对基于“充足性”

（也就是“够用”）的个体需求进

行严格的分析。然而，随着我们未

来的发展，基于充足性的需求评估

和采购决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再

举一个例子，在取暖季将公寓、办

公室和其他建筑物的室内温度调低

仅 1℃或 1.5℃，就能够为公民个人

和整个国家节省下大量能源。

这份 JRC 报告的最后为政策制

定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

• 在设计能源领域产消者相关的

战略时，应采用社会技术而非

纯技术或纯社会的视角。

• 将部署智能电表和光伏电池等

举措扩展到包括社会住房项目

在内的弱势地区。

• 引入相关政策，鼓励按照“充

足性”原则和“效率”原则来

利用资源。（比如，要求超过

一定面积的房屋必须达到气候

中和。）

【文 / Lucio Milanese 】
ECECP 青年研究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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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支持给天然气和

核能贴上“绿色标签”

欧洲议会近日投票表决，支

持把满足特定条件的天然气

和核能领域投资归为环境友

好的可持续经济活动类别。

除非有多数成员国提出异议，

该法案将于 2023 年开始正式

生效。

+ More

欧洲要求大力推广可持续

航空燃料

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草

案，设定了 2025 年后使用可

持续航空燃料取代传统燃料

的阶段性目标。

+ More

欧盟提出削减天然气需求

计划

欧盟委员会推出了一项新的

立法提案，敦促各成员国在

明年春天到来前把天然气需

求削减 15%。该计划旨在为

今年冬天可能出现的天然气

供应中断做好准备。

+ More

俄罗斯削减天然气供应 欧
洲库存告急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近日宣称，由于

技术问题，将把北溪 1 号管道

的天然气流量削减至其输气能

力的 20% 左右。这将使欧洲在

冬季之前很难填满其天然气储

存设施。

+ More

欧盟为 17 个清洁技术项目

投资 18 亿欧元

欧委会宣布将通过创新基金的

第三轮拨款投资 18 亿欧元，用

于支持 17 个大型创新清洁技术

项目。

+ More

欧盟批准 54 亿欧元大型氢

能计划

欧盟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一项全

欧洲范围的 IPCEI Hy2Tech 氢

能计划。通过召集来自 15 个成

员国的 35 个合作伙伴，该项目

旨在支持氢技术价值链的研究、

创新和初步的商业部署。

+ More

七国集团拟成立气候俱乐部

根据 6 月 28 日在德国举行的

G7 领导人峰会后发布的一份声

明，七国集团宣布将采取行动，

在 2022 年底前建立一个开放、

合作的国际气候俱乐部。

+ More

英国批准对油气生产商征收

25% 的暴利税 
英国立法者已批准对石油和天

然气生产商征收 25% 的暴利

税，这将使政府在一年内获得

近 60 亿美元，用于帮助消费者

支付不断上涨的能源账单。

+ More

德国计划 2025 年起每年新

增 10GW 陆上风电 
德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陆上

风电法（WindLandG），旨在

从 2025 年起每年扩大 10GW

的陆上风电装机规模，并要求

各州留出 2% 的土地用于发展

陆上风电。

+ More

每月新闻速览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sustainable-business/eu-parliament-vote-green-gas-nuclear-rules-2022-07-06/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20701IPR34357/fit-for-55-parliament-pushes-for-greener-aviation-fuels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4608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kremlin-nord-stream-1-turbine-be-installed-volumes-will-adjust-2022-07-25/
https://ec.europa.eu/clima/news-your-voice/news/innovation-fund-eu-invests-eu18-billion-clean-tech-projects-2022-07-12_en
https://www.h2-view.com/story/european-commission-approves-ipcei-hy2tech-programme/
https://www.g7germany.de/g7-en/news/g7-articles/g7-climate-club-2058310
https://oilprice.com/Latest-Energy-News/World-News/UK-Approves-25-Windfall-Tax-On-Oil-And-Gas-Producers.html
https://windeurope.org/newsroom/news/10-gw-of-new-wind-farms-a-year-german-parliament-adopts-new-onshore-wind-law/


45

2022 年夏季双刊

意大利发布新的农业光伏

国家指南

6 月 27 日，意大利生态转型

部联合多部委和研究机构共

同发布“农业光伏设计、建

设和运营指南”，以进一步

明确农业光伏的必要特性和

最低要求。

+ More

英国成为欧洲电力净出口

国

自 2022 年 4 月起，由于液化

天然气供应的增加，英国自

2017 年以来首次从电力净进

口国转变净出口国，向法国、

比利时和荷兰出口电力。

+ More

德国将在柏林建设其最大

储热设施

德国最大的热能存储设施，

一个 5600 万升的 200 兆瓦额

定存储容量的储热水箱，将

于 2023 年年初向柏林地区供

热网络提供热水，为该市提

供更大的供热安全保障。

+ More

热浪侵袭或导致法国核电

减产

由于夏季高温持续，法国电

力公司（EDF）或将被迫减少

核电发电量。预计今年冬天，

法国将面临电力供应紧张的

局面。

+ More

法国政府计划将 EDF 全部收

归国有

7 月 19 日，法国政府制定了 97

亿欧元的收购计划，拟将 EDF

全部收归国有。此举将使这一欧

洲最大的核电运营商更好地应对

能源危机。

+ More

英国第四轮差价合约拍卖结

果公布

英国第四轮“差价合约”拍卖以

创纪录的低价收获了 11GW 的

可再生能源新产能。潮汐发电和

浮式海上风电项目被首次纳入其

中。

+ More

芬兰投运全球首个商用沙子

电池

芬兰极夜能源公司（Polar Night 

Energy）和 Vatajankoski 公司建

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可商业运行的

“沙子电池”，可以利用沙子将

可再生电力转化的热量储存数周

甚至数月之久。

+ More

德国建立世界首个地下实验

室进行深层地热能研究

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及其研

究伙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地下

实验室，一个名为 GeoLaB 的跨

学科研究平台，用于开展深层地

热能研究。

+ More

丹麦打造国际海上风电知识

共享平台

丹麦能源署和丹麦外交部联合

启动了一个新的国际平台 www.

offshorewindtour.org，旨在分享

丹麦在海上风电开发方面积累

的丰富经验，加速全球海上风

能的发展。

+ More

全球首个二氧化碳长时储能

项目在意大利正式上线

意大利初创公司 Energy Dome

已经开始在意大利撒丁岛上线

了全球第一个二氧化碳电池。

该电池利用二氧化碳来存储电

网中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目前

该技术已经具备在全球范围内

快速部署的条件。

+ More

壳牌将在荷兰建设欧洲最大

绿氢生产厂

壳牌近日已做出了对荷兰氢能

一号 200MW 绿氢生产厂的最

终投资决定。一旦在 2025 年具

备投运能力后，该项目将成为

欧洲最大的可再生氢能生产设

施，并且未来产能可能会提高

到 400MW。

+ More

https://www.pv-magazine.com/2022/07/05/italy-publishes-new-national-guidelines-for-agrovoltaic-plants/
https://teitimes.com/post/britain-exports-electricity-to-europe
https://www.energy-storage.news/vattenfall-starts-filling-up-200mw-thermal-storage-tower-in-berlin/
https://teitimes.com/post/hot-summer-could-limit-french-nuclear-output
https://www.ibtimes.com/france-detail-edf-nationalisation-plan-july-19-shares-suspended-3572237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british-renewables-subsidies-auction-will-support-up-11-gw-new-capacity-2022-07-07/
https://www.dezeen.com/2022/07/14/finnish-sand-battery-solution-renewable-energy-storage-technology-news/
https://www.geolab.kit.edu/english/index.php
https://www.eurekalert.org/news-releases/957420
https://ens.dk/en/press/new-virtual-platform-share-danish-offshore-wind-experiences
https://electrek.co/2022/06/28/worlds-first-co2-battery/
https://cleanenergynews.ihsmarkit.com/research-analysis/shell-takes-lead-in-europes-hydrogen-projects-but-others-unli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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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

方案正式发布

7月 13 日，中国发布了《城乡

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该方案聚焦重点推广广泛的节

能技术，并设定了一系列的目

标，包括到 2025 年新建公共

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光伏

覆盖率力争达到 50%。

+ More

六部门发布工业能效提升

行动计划

6 月 29 日六部门联合发布了

《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

列出了钢铁、石化、数据中心

和建筑等关键行业促进绿色能

源消费和能效提升的重点行动

及具体目标。

+ More

工信部明确促进绿色消费

下一步重点

中国工信部近日在对公众建议

的一份公开回复中进一步解释

了促进绿色消费的详细计划和

工作重点，表示下一步将重点

发展新能源汽车、绿色建材、

绿色家电，拉动绿色消费。

+ More

2022 年上半年中国能源商

品进口增加 53.1%
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

2022 年上半年，受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影响，原油、天然气、

煤炭等能源产品进口总值 1.48

万亿元，增长 53.1%。

+ More

2021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比重达到 29.7%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近日发

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

告 2021》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

达到 29.7%。

+ More

中国 93% 煤电机组已达到

超低排放标准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

的《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

告2022》显示，截至2021年底，

达到超低排放限值的煤电机组

约 10.3 亿千瓦，约占全国煤电

总装机容量的 93.0%。

+ More

迎峰度夏煤电保供面临较大

压力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估计，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电力最

大负荷或达 13 亿千瓦，同比增

长 10%，高峰时段一些省份缺

口可能达到 3000 千瓦。煤炭保

供任务艰巨，煤炭日均产量仍

低于国家1260万吨 / 天的要求。

+ More

十四五期间抽水蓄能建设规

模将大幅跃升

据最近的一份行业报告显示，

“十四五”期间中国抽水蓄能

电站的建设数量将超过200个，

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6200 万千

瓦，市场价值超 1000 亿元。

+ More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千万

大关

2022 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

车销量达到 260 万辆，同比增长

115%。截至 6月底，中国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超过 1000 万辆，占

全国汽车销量的 3.23%

+ More

上海环交所宣布启动碳价格

指数开发工作

在全球碳市场启动一周年之际，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宣布启动制

定碳价格指数，致力于推动形成

碳市场价格“风向标”，为主管

部门、企业、投资机构等各方主

体制定战略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 More

四方发起成立上海氢交易所

上海电力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

所、北京国氢中联氢能科技研究

院和上海临港氢能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近日签署协议，将共建上海

氢交易所合作，以期将上海打造

成全球氢能交易中心。

+ More

中国引领 2021 年全球水电建

设

根据国际水电协会的数据，中国

是唯一一个跟上水电行业净零步

伐的市场。2021 年全球水电新增

装机容量 2600 万千瓦，其中仅

中国就占到了 2100 万千瓦。中

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 3.91 亿千

瓦，其次是巴西，为1.094亿千瓦。

+ More

https://chinadialogue.net/en/digest/carbon-peaking-plan-for-urbanisation-released/
http://www.china.org.cn/business/2022-06/29/content_78296822.htm
https://www.miit.gov.cn/zwgk/jytafwgk/art/2022/art_83f5065450734e52832bef9602db16ce.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2-07/13/content_5700802.htm
http://www.creei.cn/portal/article/index/id/27050/cid/6.html
https://www.cec.org.cn/detail/index.html%3F3-311083
https://news.bjx.com.cn/html/20220707/1239292.s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2206/29/WS62bba962a310fd2b29e692ec.html
https://www.energyintel.com/00000181-f2ab-d917-a1a9-f2fbdd2c0000
https://www.yicaiglobal.com/news/china-national-carbon-market-starts-to-develop-carbon-price-index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CGMLJN40552C2FY.html
https://asian-power.com/power-utility/in-focus/china-leads-hydropower-installation-in-2021-i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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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水光互补电站开

工建设

7 月 8 日，全球最大的水光互

补电站——四川雅砻江柯拉光

伏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该电站

装机规模 100 万千瓦，明年电

站全部投产发电后，每年可提

供 20 亿度的清洁电能。

+ More

天合光能再创 210 PERC 电

池效率世界纪录

天合光能宣布其自主研发

的 210 mm×210 mm 高 效

PERC 电池最高电池效率达到

24.5%，创造了大面积 210 产

业化 P 型单晶硅 PERC 电池效

率新的世界纪录。这是天合光

能第 24 次创造和刷新世界纪

录。

+ More

国内成品油产量 10 年来首

次下降

2022 年上半年，由于国内需求

受到新冠疫情和燃料出口限制

的影响，国内炼油厂的成品油

产量出现了 10 多年来的首次

下降，下降 6% 至 1340 万桶 /

天。

+ More

中石化开创中国可持续航空燃

料发展新时代

法国工业气体供应商液化空气集团

（Air Liquide）近日公布了在中国

建设其首个生物甲烷生产设施的计

划，总产能为 75 吉瓦时 / 年，计

划在今年年底前投产。

+ More

液化空气公司在中国启动生物

甲烷业务

法国工业气体供应商液化空气集团

（Air Liquide）近日公布了在中国

建设其首个生物甲烷生产设施的计

划，总产能为 75 吉瓦时 / 年，计

划在今年年底前投产。

+ More

远景与西班牙开启碳中和战略

合作

7 月 18 日，中国绿色科技公司远

景集团与西班牙政府签署了一项框

架合作协议，将在西班牙建设欧洲

大陆首个零碳产业园，并布局动力

电池超级工厂、智能物联技术中心、

绿氢工厂、智能风电装备等业务，

助力西班牙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和

智能数字技术生态。

+ More

ECECP本月正尝试对我们的新闻板块进行改版，目的是梳理过去一个月中欧能源领域的头条新闻，

从而为广大读者提供更为丰富的新鲜新闻资讯。欢迎发送邮件至 magazine@ececp.eu 与我们分享

您对此次改版的感受和建议。

https://www.yicaiglobal.com/news/china-yalong-hydro-kicks-off-world-biggest-hydro-pv-project-
https://www.pv-tech.org/trina-solar-claims-record-24-5-efficiency-for-210mm-perc-cells/
https://oilprice.com/Latest-Energy-News/World-News/China-Refinery-Throughput-Falls-For-First-Time-In-10-Years.html
https://cleanenergynews.ihsmarkit.com/research-analysis/sinopec-ushers-in-new-era-for-chinas-sustainable-aviation-fuel.html
https://renewablesnow.com/news/frances-air-liquide-to-open-75-gwh-biomethane-facility-in-china-791244/
https://www.evwind.es/2022/07/18/envision-signs-a-strategic-partnership-agreement-with-spain-to-build-the-first-net-zero-industrial-park-in-europe/87011
mailto:magazine%40ececp.eu?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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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清洁能源技术供应链的安全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特别技术报告评估了目

前和未来供应链对关键技术的需求——包括太

阳能光伏、电动汽车电池和低排放氢——并为

政府和行业识别、评估和应对新出现的机会和

脆弱性提供了一个框架。国际能源署强调了构

建安全、有弹性和可持续供应链的五项关键战

略 : 多样化、加速、创新、合作和投资。

国际能源署还发布了两份独立的报告作为

输入支撑，分别详细研究了电动汽车电池和太

阳能光伏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整个供应链，跨越

了制造过程中的不同环节，突出了每个阶段的

关键脆弱性和风险。

→ Read	More

▲

Featured Publication
出版物推荐 

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supply-chains-of-ev-batteries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global-supply-chains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global-supply-chains
https://www.iea.org/reports/securing-clean-energy-technology-supply-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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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 2021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IRENA 发布的最新版可再生能源发电成

本报告显示，2021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加权平均成本继续下降，

因为供应链挑战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尚未对项目成本产生全面影

响。与 2020 年相比，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平准化

发电成本（LCOE）分别下降了 15%、13% 和 13%，而 CSP 的

LCOE 则上升了 7%。

2021 年和 2022 年的煤炭和化石天然气价格高企进一步削

弱了化石燃料的竞争力，使太阳能和风能更具吸引力。报告显

示，G20 国家中，2021 年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中近三分之二

（163GW）的度电成本已经低于世界上最便宜的燃煤发电。

IRENA 的数据表明，并非所有材料成本的增加都已经转化传

递至设备价格和项目成本。这表明，2022 年的价格压力将较上年

更加明显，更多市场的总安装成本可能会出现上升。

→ Read	More

迈向绿色和数字化未来

欧盟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此份政策研究报告探讨了绿色和数

字化转型如何能够协同取得成功。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都是欧

盟委员会的政策重点，从长远来看，这将塑造我们的未来。虽然

这两个并行的甚至可以说是“孪生”的转型可以在许多方面彼此

促进和强化，但这并不会自动发生。例如，数字技术对环境的影

响很大，这与绿色转型的目标背道而驰。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必要

采取积极和综合的方法来对这两方面的转型进行引导和管理，这

对于确保转型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此项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欧盟如何确保这两方面的转型能够相

互促进，并将研究将重点放在了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五个领域：

农业、住房和建筑、能源、能源密集型产业和交通出行。基于这

些分析，该报告总结出了欧盟成功实现绿色和数字化转型的若干

关键要求。

→ Read	More

▲

▲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2/Jul/Renewable-Power-Generation-Costs-in-2021
https://publications.jrc.ec.europa.eu/repository/handle/JRC12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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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排放航运转型战略

由世界经济论坛（WEF）和全球海事论坛（GMF）

共同牵头的“零排放联盟”伙伴项目（Getting to Zero 

Coalition）与大学海事咨询服务（UMAS）联合发布了此

份研究报告，详细分析了航运业的零碳转型路径。该报告

展示了航运业对零排放燃料的需求对此类燃料规模化发展

所创造的机会，并详细说明了未来航运业的强劲需求如何

为陆上绿氢生产提供支撑，降低其商业风险，从而为多个

行业提供服务。

报告旨在厘清航运业零碳转型在政治、技术、经济和

商业等基本要素方面的要求，并讨论了该部门为实现这些

要求所需要采取的行动。报告旨在夯实航运业零碳转型的

知识基础，通过公开讨论，为跨行业行动以及国家、区域

和全球政策制定提供新的参考。

→ Read	More

可再生能源零废未来

中国风电、光伏退役潮来袭，绿色和平 PowerLab 团

队发布此报告，分别对中国风电、光伏行业的回收现状

与市场规模、回收规模增长对社会的影响、全球创新实

践等多维度进行解读并提出建议，为行业发展以及参与

者提供重要指引，为行业观察者提供判断识别回收市场

的参考。

报告总结了在快速增长规模下回收之所以紧迫且必

要的三大关键影响：碳排放问题、资源浪费问题、环境

污染问题，并且延伸了上述这些影响反噬可再生能源行

业可能造成整个产业污名化，影响全产业链低碳发展，

及企业竞争力与声誉。

→ Read	More

▲

▲

https://www.energy-transitions.org/publications/transition-strategy-to-zero-emission-shipping
https://www.greenpeace.org.cn/2022/07/06/renewable-recycle-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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