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I  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 Sino-German Energy Partnership

德国能源转型时事简报

2021年第3期

企业标志通过图形化的形式向消费者传达行业属

性和品牌气质，是国家节能中心品牌要素的重要

组成元素。

注意事项

在一般情况下使用标志，请直接提取光盘中本页

的电子文件。

标准彩色标志
A1.01

Visual Identity SystemNECC



出版方

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
受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委托 

该简报内容来自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每月

定期发行的《德国能源转型直击》简报(Energiewende 

direkt Newsletter)，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与

项目合作伙伴国家节能中心共同选题，并由项目翻译、

校对、编辑和发布。

项目负责人
尹玉霞（GIZ）

日期
2021年4月

图片来源
封面：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
详见文中注释

原文来源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德国能源转型直击简报》

2021年3月23日版

简报版本说明

https://www.energypartnership.cn/zh/home/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Navigation/DE/Home/home.html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Navigation/DE/Home/home.html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Navigation/DE/Home/home.html


目录

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第七届柏林能源转型对话（BETD）•		 	 1

能源研究——碳排放交易及其影响、社会接受度•		 	 	 	 2

德国实现了2020年气候目标•		 	 	 	 	 	 	 	 3

可持续未来的指南针——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4

什么是集中供热？•	 	 	 	 	 	 	 	 	 	 6

【媒体声音】德国居民家庭采暖设备更换频增•	 	 	 	 	 7



1 I  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 Sino-German Energy Partnership

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第七届柏林能源转型对话

不久前刚结束的第七届柏林能源转型对话（BETD）向我们展示了全球推动能源转型的坚定决心和蓬勃发展之势。

图片来源：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 Andreas Mertens

对于参加了不久前3月16日-17日第七届柏林能源转型对

话（BETD）的代表来讲，今年的“柏林能源转型对话”

场景与往年不同。往年论坛参会代表们都在位于德国首

都柏林的德国联邦外交部大会议厅汇聚一堂，面对面开

展能源转型对话，而今年只有梅琳达·克拉纳博士（Dr. 

Melinda Crane）独自一人坐在这里主持会议，远在美国

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 ）从其居家办公室

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了会议，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

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则站在欧盟委

员会讲台前发表了欢迎辞。在连线视频中，人们可看到

许多国家的国旗和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同时也看到了世

界各地致力于推动能源转型的很多年轻面孔。来自50多

个国家的能源部长和134个国家的13000人参加了今年以

视频方式进行的柏林能源转型对话论坛。参会代表的背

景各不相同，但目标一致：即围绕“能源转型——走向

气候中和”这一主题共同讨论推进全球能源转型的可能

性和机遇。 

能源转型得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支持

在本次能源转型对话举办的一场嘉宾座谈中，加拿大自

然资源部部长西莫斯·奥雷根 (Seamus O'Regan)与德

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阿尔特迈尔、美国气候特使克

里、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Di Maio）以及欧盟能源

专员卡德里•西姆森（Kadri Simson）共同讨论了在能源

转型方面开展合作的机遇。皮特·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强调了建立一个由宣布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

和的国家组成的更大联盟的可能性。他表示：“这样我

们就可在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中共同来完成这一代际任

务。”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针对未来几年

的挑战也明确表示：“为了使我们的星球有一个美好的

未来，能源转型必须获得成功。世界范围内对能源转型

的支持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有力，美国重启气候保护政

策，中国、南非和日本也均宣布碳中和目标”。马斯指

出，必须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为未来几十年化石燃料时

代的结束将给世界带来的变化作好准备。点击这里可观

看海科·马斯和皮特·阿尔特迈尔的联合声明视频录

像。

自2015年以来，德国联邦政府连续每年发邀主办柏林能

源转型对话（Berlin Energy Transition Dialogue）

（2020年受疫情影响被迫取消），由德国可再生能源协

会(BEE)、德国太阳能工业协会（BSW-Solar）、德国能

源署 (dena) 和国际咨询公司Eclareon 联合承办。

点此查看更多第七届柏林能源转型论坛信息

https://www.bmwi.de/Redaktion/DE/Videos/2021/20210316-PK-Berlin-Energy-Transition-Dialogue/20210316-pk-altmaier-maas-betd.html
https://2021.energydialogue.berlin/


德国能源转型时事简报	German Energy Transition Newsletter  I  2

任何一种社会变革的发生最后都会取决于每一个个体的

改变，这特别适用于能源转型这一变革。因为能源转型

不仅仅是简单地将电力、热力或其他动力来源从化石能

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过程，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体

每天都与这个宏大的项目有着千绪万缕的关系。如给自

己的住所屋顶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或者是购买电动汽

车取代燃油汽车，还有厨房中的超低能耗冰箱或所在地

区安装的风电机组等等，可以说能源转型无处不在。要

想顺利推动能源转型，就少不了社会对能源转型的认可

和支持。 

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电力、供热和交通部门的联系越

是紧密，公平、社会可接受和气候友好的能源价格就更

显得重要。这一点首先适用于减少个人、社会和经济活

动造成的碳足迹。

风电设备和太阳能光伏板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看得见的

能源转型象征，而一种看不见的气体却是这一转型的关

键所在，这就是二氧化碳。自古以来二氧化碳都是通过

能源研究——碳排放交易及其影响、社会接受度

如何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征收费用兼具社会公正性和气候友好性？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资助的科研团队正在针对二氧

化碳排放交易机制开展研究，该项目同时也研究碳排放定价收费带来的社会和宏观经济影响。		

自然过程如植物和动物产生的。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

开始造成了过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并由此对气候造成危

害。地球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越积越多，大量化石燃料

的燃烧是这一现象的成因之一。地球大气层无法将高浓

度二氧化碳造成的地球热量排放到宇宙空间，而是反射

到地球表面，导致地面气候发生剧烈变化，影响我们的

生态系统，全球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

引进碳排放交易机制将如何带来帮助

一个可以更好地保护气候，减少地球大气层二氧化碳的

有效措施是向燃烧化石燃料而产生的碳排放征收费用。

为此，德国联邦政府通过气候保护计划规定，销售燃

油、天然气、汽油和柴油的企业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就须

缴纳一定的排放费。2021年德国开始采用固定的排放证

书价格，2026年开始将通过国家排放交易机制来定价。

这一碳排放交易新规首先覆盖建筑供热和交通领域。澳

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和南非等欧洲邻国也已采取同

样的措施。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mindsc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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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交易如何发挥作用?

碳交易价格要多高才能有效遏制碳排放、实现社会公平

和并被公众所认可和接受呢？碳价对每个家庭乃至整个

国民经济会产生什么短期和长期作用呢？如何缓解人们

对增加经济负担产生的担忧呢？什么样的价格组成和收

益再分配方案是最有效的呢？德国碳交易研究项目的研

究团队对以上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参与项目的合作伙伴

希望通过他们的研究来提高社会对碳排放收费的认可

度。 

为了获得所有相关因素的完整信息，研究人员开展了相

关跨部门调研，包括与关键人物和专家的访谈，系统分

析（模拟和优化模型），对不同定价模式的机遇、风

险、优势和障碍的评估方法进行分析等，眼下科研人员

正在准备一份将有8000人参与的问卷调查表。另外，该

项目还将开发一个碳价对每个家庭所产生的影响的计算

工具，研究团队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来提出一个让尽可能

多的人信服认可的碳价计算模型方案。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在第7个能源研究计划

的“能源转型和社会”研究重点框架下为该研究项目出

资150万欧元。 

点此查看原文来源（德语）

返回目录

德国实现了2020年气候目标

德国在气候保护方面成果喜人，2020年德国温室气体排放较基准年1990年减少了40.8%，较上一年2019年减少了

8.7%。除了新冠疫情大流行这一因素影响外，结构性调整功不可没，早在2017年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就有了明显和

持续的下降。	

2020年德国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40%以上

与1990年相比，能源领域碳排放减半

能源经济 工业 交通建筑 农业

德国各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单位：百万吨二氧化碳当

量）

*2020年为暂时数据

** 气候保护法规定的2030年各部门年排放量

图片来源：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 1990-

2020年数据来源：德国联邦环境署（UBA），2021年3月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1/03/Meldung/News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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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环境署（UBA）发布的暂时数据显示，仅过去

3年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就减少了1.52亿吨，这相当于

2017年以来减少了约17%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二氧化碳

当量是一个统一度量7种不同温室气体对气候损害作用的

测量单位。 

能源领域减排占比最高

2020年德国共排放约7.39亿吨温室气体，比2019年减少

了约7000万吨，减幅约为8.7%。虽然德国联邦气候保护

法只规定到2030年要比1990年减排至少55%，但德国有望

实现56.5%的实际减排，因为各领域具有约束性的年度减

排目标统计数据显示，到2030年可比1990年减少56.5%的

排放。 

2020年能源领域对减排作出的贡献最大。能源领域减排

超出目标预期，自1990年以来总计已减排53%，退出煤炭

发电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等能源供应方面的结构性调整是

这一良好发展势头的主要因素。去年硬煤发电量减少了

25%，褐煤发电量减少了19%，与2015年相比，煤炭发电

量减少了约一半，总发电量为135太瓦时(TWh)。与此同

时，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在2020年进一步提高，根据能

源平衡工作组提供的暂时数据，占比达到了45%。 

工业领域实现了2020年减排目标，并正在全力推进氢能

使用	

工业领域也实现了2020年减排目标，这并不仅仅是因为

今年遇到了新冠疫情的流行，也与运行良好的碳交易体

制和提高能效等结构性调整所起的作用有关。通过各种

激励和资助措施（如氢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可以预

期工业领域的碳排放将进一步减少。 

建筑领域离年度目标一步之遥，但新增加的措施将使之

受益

建筑领域减排200万吨的目标没能如期完成，尽管如此，

建筑领域自1990年以来已减排2.1亿吨二氧化碳，减幅为

42%。新增加的建筑领域节能减排措施在2020年广受公

众欢迎，这些措施的减排效应显现有一定的延时，未来

几年将陆续显现出来。提交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建筑

能效计划资助申请的数量从2019年的32.6万份增加到了

2020年的60万份，几乎翻了一番。用可再生能源设备来

更换老旧采暖设备的资助申请特别踊跃，从2019年的7.6

万份增加到2020年的28万份，年初引入的国家碳排放交

易机制将会给建筑领域带来额外的减排量。

点此查看原文来源（德语） 返回目录

可持续未来的指南针——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图片来源: 

Shutterstock/

Sharomka

一个自然和气候均得到妥善保护、国泰民安、社会团结友爱的未来——德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为建设这样一个未

来而存在和努力。最近，德国对其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了更新修订，此举将进一步推动德国的能源转型和气候保护。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1/03/Meldung/direkt-erfasst_infografi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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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

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DNS)旨在从国家层面贯彻落实联

合国2015年制定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其总体目标

是：“持续保障地球的自然生存基础，使所有人无论是

现在还是未来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德国可持续

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原则)。如同联合国2030议程一

样，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包含了17个社会、生态和经

济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这些目标涉及消除贫困、教育、卫生、有尊严的

工作、经济增长、可负担和洁净的能源以及气候保护等

议题。 

更新版可持续发展战略获批

2002年首次制定并获批的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2016年

起，也开始以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这就是说，

德国并不仅仅满足于到2030年在本国国土上实现这些目

标，而且也在全球层面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德国联邦政

府于2021年3月10日批准了更新后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定期作出修改，新版可持续发展战

略确定了德国可持续发展的框架条件以及重要的举措（

例如监测）。内容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涉及所有政策

领域，既包括2020-2030年雄心勃勃的生态目标，也包括

经济和社会目标，该战略的核心是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及其衡量指标。 

新的衡量指标和转型领域拓展了视野

更新版可持续发展战略兼顾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增加了

一系列衡量指标，例如德国在以下方面对全球的贡献，

包括全球大流行病防控，女性领导力提升，以及全球消

费等。确认的6个转型领域也是更新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新内容，例如“能源转型和气候保护”、“循环经济”

等。这些转型领域与许多目标紧密相关，具有交互作

用。 

更新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兼顾经济发展和气候保护的

同时明显加强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视野，这在“能源“

（目标7），“经济增长”（目标8）和“气候保护”（

目标13）等目标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强调了经

济增长的必要性，但同时也明确表示高质量的发展才是

重要的，这就是说要将经济增长与资源投入和污染排放

相脱钩。早在2020年9月中旬，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

长阿尔特迈尔（Altmaier）就提出了建立一个由社会、

经济界和国家参与的气候中性和繁荣发展联盟的建议，

在这个倡议中，阿尔特迈尔提出了加强气候保护和提升

经济实力方面的20条具体建议，更新版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采纳了这些建议。

多个重要政策手段和工具确保实现气候保护目标

能源转型让德国走上了可持续能源供应之路，同时也为

实现经济增长和气候保护目标作出了贡献。能源转型建

立在有效利用能源、降低能耗（提升能效）和发展可再

生能源这两大支柱上。2050年气候中性的目标及其能源

供应的去碳化是德国和欧盟气候和能源政策的重要指导

方针。实现国家和国际气候保护目标的核心辅助政策

工具是2030气候保护计划以及2019年通过的气候保护

法。2030气候保护计划为各领域和行业制订了具体的措

施，气候保护法则确定了各领域2030年以前每年的年度

减排量，是德国制定未来气候保护政策的重要法律依

据。 

2021开始启动的国家层面碳排放交易机制将推动供热和

交通领域的去碳化，除了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外（修正后

的可再生能源法），能源经济领域的重要政策和措施还

有退出煤炭发电（退煤法规定）、继续发展热电联产、

供热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能源转型仿真实验室能源研究

和2050能效战略等。

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德比重、可再生能源

发电在电力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均是能源领域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重要衡量指标，德国已提前实现了这一目标。德

国联邦政府在其能源规划方案中制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

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力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不少于35%，这

一占比在2020年已达到45.5%，远远超出了预期目标。新

修正的可再生能源法(EEG 2021)规定到2030年这一占比

要达到65%，到2050年全德国生产的电力都要实现碳中

和。

新修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阐述了以上这些措施和其它相

关措施。

点此查看原文来源（德语）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1/03/Meldung/news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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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集中供热？

更多的绿色热源进入供热领域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可

再生能源通过热网流入城市社区。 

德国的能源最后都消耗到了哪里？如何节约能源或通过

可再生资源来生产能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

身边寻找答案，因为住宅、办公建筑采暖以及工商业用

热占德国能耗的一半以上。绿色的集中供热有利于减少

排放、保护气候，那么什么是集中供热呢？未来怎样才

能利用更多的集中供热呢？ 

集中供热就是通过热力管网给建筑提供热源。通过热电

厂、光热设备、地热设备或大型热泵将水加热，然后再

将热水通过保温的（大部分铺设在地下的）管道直接向

建筑输送提供热力，来自管道的热力经过换热站进入建

筑的热力分配系统，最终向用户提供采暖用热和生活热

水，热水释放热量后再回流到相应的设备中，形成一个

闭环。一个采用集中供热的建筑本身不需要采暖设备，

所以也就不会有烟囱。

 

集中供热应向可再生能源和余热转型

供热转型，即热力领域的能源转型是能源转型取得全面

胜利的先决条件。集中供热是供热转型的一个重要基

石。供热转型要取得成功，现有热力管网就必须实现

去碳化，也就是说要向低温、可再生能源和余热供热转

型，因为目前的热力管网水温一般在95oC以上，而大部

分热力管网的热源来自以燃煤为主的热电厂。2020年天

然气、褐煤和硬煤这样的化石燃料占比还高达70%，因此

必须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占比。从目前的技术来讲，大型

热泵、大型地热设备或燃烧生物质的热电联产设备和绿

色氢能等许多技术都可用于热力供应。2010年可再生能

源占德国集中供热的比重为7.8%，在过去的10年中可再

生能源在集中供热中的比重持续稳步增长。集中供热数

据初步分析显示，2020年德国通过集中供热提供的热力

为1260亿千瓦时，其中17.8%来自可再生能源，达220亿

千瓦时。

绿色集中供热是城市气候保护的机遇

利用工业设备产生的余热也将在集中供热去碳化中发挥

重要作用。燃气热电联产设备在向气候中和的过渡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燃煤热电联产设备将在未来十年内

大幅减少，逐步由燃气设备来替代，最晚到2050年，燃

气热电联产设备也将会全部退出集中供热。 

目前在德国，集中供热还只能满足一小部分热力需

求。2018年集中供热提供了约109太瓦时热力，约占建筑

和生产用热需求量的8%，未来集中供热在建筑领域必须

图片来源：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

集中供热的热源不一定只能来自于远离城区的热电厂，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可使居民就近利用集中供热方式给住宅采

暖。在不远的将来集中供热将成为德国密集居住区热力供应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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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为供热领域实现碳中和寻求合适的政策框架

所有这一切需要有合适的政策来支持。德国联邦经济和

能源部（BMWi）于2021年2月启动了“供热领域碳中和”

对话活动，希望与热力市场有关方进行交流对话，共同

探讨2050碳中和供热大计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德

国联邦政府应如何来加速这一进程？地方、联邦州和联

邦政府层面为实现热力供应的碳中和分别应采取什么样

的规划程序？如何才能把不同领域的责任人凝聚在一

起？ 

点此查看原文来源（德语）

【媒体声音】德国居民家庭采暖设备更换频增

返回目录

发挥更大作用。集中供热在热力供应转型中的优点是： 

可利用可再生和气候中性的热源；与单个建筑相比可更

好地使用蓄热装置；管网本身也可起到蓄热的作用。当

然，集中供热并不适用于任何地方，因为管网投资相对

较高，而且即使保温做的很好，在长距离输送热力时管

网不可避免会产生热损，因此，集中供热只适用于居住

密集地区。 

德国联邦能源和水经济协会(BDEW)主席凯斯汀·安德烈

安（Kerstin Andreae）解释说：“在城市这样的人口居

住密集区采用绿色集中供热特别有利于气候保护，因为

这种地方往往缺少直接生产绿色热能的场地。”未来几

年，热力供应商将投入巨资，以便在集中供热中更多地

使用可再生能源和余热，对热网和换热站的进行技术改

造。 

采暖设备销量增加了13%

新采暖设备或以新换旧的设备销量大增，根据德国供热

工业联合会(BDH)的统计，2020年德国采暖设备的销量比

上一年增加了13%，而2000年以来该行业的年均增幅只有

2%。 

德国供暖工业联合会(BDH)秘书长安德里斯·吕克（An-

dreas Lücke）向每日新闻记者透露说，在疫情严重的

2020年，那些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高能效采暖系统特别受

用户的青睐，去年热泵的销量增加了40%，燃烧木颗粒的

采暖锅炉的销量则骤增约140%。锅炉生产厂家布德鲁斯

公司也表示，德国市场发展势头强劲，特别是2020年下

半年尤为突出，生物质锅炉销量有明显增长。 

疫情封锁限行期间很多德国居民家庭对其住宅进行了翻

修，更换老旧采暖设备，热泵和生物质木颗粒锅炉的销

量骤增。 

在德国，采暖设备安装工人在2020年疫情期间业务异常

繁忙，用户往往要等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约到安装

工人。即使在封锁限行期间安装工也忙的不也乐乎，在

复活节前他们的日程已排满了。

 

德国采暖设备市场发展情况

生物质采暖系统 采暖热泵 燃气锅炉 燃油锅炉

来源：德国供暖工业联合会(BDH)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1/03/Meldung/direkt-erklae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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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房”效应和国家的大力补助

在疫情隔离期间，许多市民只能呆在家里，有充足的时

间来打量和规整自己的居住环境，他们把平时用在旅行

或晚上出去消费的钱投到了自己住宅的设备更新或翻新

改造上来。吕克把这种现象称为“茧房”效应。 

政府的大力资助助推了这一势头的良好发展，2020年初

以来，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出口管理局(Bafa)最高可为

纯可再生能源采暖设备更换老旧燃油锅炉支付所需成本

的45%。如果更换为与光热设备、热泵或木颗粒采暖设备

联合使用的燃气锅炉，用户可获得所需成本40%的补贴。

 

为气候保护作贡献

建筑领域的气候保护潜力巨大，据估计德国约35-40%的

二氧化碳排放来自建筑。德国供暖工业联合会(BDH)秘书

长安德里斯·吕克指出：“热力市场约占终端能源消费

的54%。” 

德国的大部分采暖设备需要进

行技术改造，四分之一的采暖

锅炉已使用了25年以上，目前

德国大多数家庭还在使用燃油

或燃气锅炉采暖，在总数为210

万台的采暖设备中有三分之二

还在燃烧化石能源，其中大部

分为燃气锅炉。

燃油采暖设备逐渐退出市场

从长远来讲，政府希望淘汰燃油采暖设备。从2026年开

始，只有在部分热源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前提下，才允许

在建筑中安装新型燃油锅炉，也就是说，今后一台新的

燃油采暖锅炉必须配置一台热泵、光热设备或木颗粒采

暖设备。 

2026年以前安装的燃油锅炉的最长运行时间不得超过30

年，根据德国供暖工业联合会提供的消息，燃油锅炉的

平均在运年龄已达21年，因此有传言说未来将不允许再

使用燃油锅炉。 

对燃油锅炉的生态污名化在某些方面其实有些过头，因

为一台现代燃油冷凝锅炉的生态平衡要优于一台已使用

10年的燃气锅炉，新型燃油锅炉可节省四分之一的能

耗。 

碳价推高燃油和燃气价格

在现实中，燃油锅炉几乎已无人问津，其销量在过去5

年时间里几乎缩减了一半，只占采暖锅炉销量的5%。许

多居民都知道燃油将越来越昂贵，今年开始实行建筑

和交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定价使燃油价格上涨了8欧

分/升，未来几年碳价将继续升高，因此燃油价格也会

水涨船高。房地产业主协会的能源专家考莉娜·考蒂姆

（Corinna Kodim）在南德意志报上撰文认为，“从长远

来讲使用燃油是不经济的”，她建议“如果有人想更换

采暖设备，应该选择其它燃料的锅炉。” 

过去30年不同季节燃油消费情况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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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采暖潜力巨大

燃料电池是一种可选择的采暖技术。燃料电池可使用尽

可能“绿”的氢能来生产电力和热力，燃料电池设备的

作功效率较高，但目前在德国还没有得到推广使用，到

目前为止全德国只销售了5000台，大部分为该领域市场

引领者菲斯曼公司的产品。 

德国供暖工业联合会的吕克认为燃料电池采暖设备是一

个“新兴市场”，未来燃气行业协会董事蒂姆·科勒

（Timm Kehler）则认为燃料电池采暖设备具有主宰热

能领域转型变局的潜力，“将把人们带入到一个氢能时

代。” 

随着前阵子德国疫情的缓解，人们又开始走出家门，今

年采暖设备能否延续去年的暖市目前还不得而知。德国

供暖工业联合会的吕克表示：“良好的市场走势今年将

延续下去，协会没有看到旺盛需求减缓的迹象。” 

点此查看原文来源（德语）

返回目录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出口管理局（Bafa）和德国复兴信

贷银行（KfW）提供国家资助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出口管理局的新资助计划鼓励居民

采用可再生能源进行采暖，需要资助的家庭必须先提交

资助申请，待批准后才能委托安装工人前来安装，否则

得不到国家的资助。 

出租屋业主可以将一小部分建筑节能改造成本转嫁给租

户，他们也可选择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提供的资

助，获得最高为4.8万欧元的补助或获得优惠贷款对建筑

进行节能改造。 

热泵

一部分房主考虑到投资成本对新的“绿色”采暖系统还

犹豫不决，特别是既有建筑房主还不太愿意放弃原有的

老就燃油锅炉或燃气热水器。布德鲁斯公司表示：“如

果现在还不想采用可再生能源制热，可以安装一台燃气

或燃油冷凝锅炉，再配上一台空气源热泵组成一个混合

式供热系统。” 

当然热泵也有尚待优化的地方，科隆大学能源经济研究

所的一份调研认为，热泵耗电较多。气温越低，热泵的

效率也就越低，所以热泵在冬天要消耗大量电力，在电

力供应紧张的冬季可能会导致电力供应短缺。除此之

外，热泵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也会干扰居民区里的邻居。

https://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verbraucher/energiewende-im-heizkeller-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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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

2006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与德国联

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在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框架

下倡议并于次年建立中德能源工作组，开启中德政府能

源领域对话与合作。近几年来，中德两国在共同面对能

源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和寻求解决方案方面的双边合作在

不断加深，如今两国已进入战略合作伙伴发展阶段。

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中方负责部门是国家发改委

(NDRC)和国家能源局（NEA），德方是德国联邦经济和能

源部(BMWi)。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还旨在鼓励和促

进中德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最佳技术实践、创新服务和

商业模式的示范，从而加快推动中德两国的能源转型。

德国能源转型时事简报宗旨

该简报内容来自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定期发

行的《德国能源转型直击》简报(Energiewende direkt

Newsletter)，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翻译、汇

整和编辑，涵盖德国能源转型的最新实施进程、新政策

的出台及讨论、能效技术、电网改扩建、新能源发展等

多方面内容。简报发行宗旨主要是向中国能源领域的政

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各界机构介绍德国能源转型相关

的最新资讯、提供信息参考。您可联系Sino-German-En-

ergy-Partnership@giz.de订阅该简报。

本期简报内容翻译、整理自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德

国能源转型直击简报》2021年3月23日版。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1/03/newsletter_2021-03.html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1/03/newsletter_2021-03.html
mailto:Sino-German-Energy-Partnership%40giz.de?subject=
mailto:Sino-German-Energy-Partnership%40giz.de?subject=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1/03/newsletter_2021-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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