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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气象，2019年德国能源领域将迎来哪些
变化？

更高的透明度、新的资助计划和额外招标额度: 让我们告诉您一年之交发生了什么变化。

图片来源：is-

t o c k p h o t o /

sarawuth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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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年初开始，德国居民家庭将能更好地参与当地的

能源转型。原因是：电力供应商现在可提供可再生能源

电力的区域来源地证明，这样消费者就可以获悉，其所

支付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是否用于其所在地区的绿电，

比如用于其附近的风电。这些信息提高了消费者对当地

能源转型的接受程度，为他们选择合适的电力供应商提

供了决策依据。“可再生能源电力来源地区登记册”这

一工具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来源地验证成为可能。

通过电力来源地验证电力供应商可在其电力标识中证明

其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来自某一区域的发电设备。通

过可再生能源电力来源区域登记册，德国联邦环境署

（UBA）可确保在某一地区的每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力只

能销售一次，从而有效保护消费者免受双重营销和虚假

广告承诺的伤害。

招标：第一个投标截止日期是2月份

为了进一步通过市场经济规律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

展，2019年德国将继续推出一系列风力发电、生物质发

电设备的招标程序。补助资金申请额度最少的项目才能

获得补助。

首先实施的太阳能和陆上风电设备招标将于2月1日开始

（译者注：此文原文发表日期为2019年1月15日）。除了

各专项招标项目外，年初生效的能源综合法规还规定了

额外的创新招标，这种技术开放式创新招标的第一个投

标日期是2019年9月2日。

一次申请，化繁为简：为企业提供新的能效提升便利

去年年底,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BMWi) 整合简化了各

种企业能效资助措施，使其变得更加灵活，企业可以更

加简便地获得节能减排的资助。希望一次性解决多项优

化措施的企业可以申请“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制备工艺用

热”项目的相关资助。

企业可以选择申请直接补助，也可选择低息贷款加部分

还贷补助的资助方式。此外，作为节电潜力竞争性资助

项目（STEP Up！）的延续，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又推

出了一个资助额度更高，资助形式更加灵活的“节能竞

争促进项目”，该项目的申请条件和启动时间将于2019

年春季公布。

除此之外还有两项新举措：一个是为企业、地方政府和

公益性组织提供能源咨询的项目从今年起还将额外获得

专门针对“合同核查”（Contracting Check）的资金

支持。也就是说，在一个能源咨询项目内，还将审核专

业服务商即承包商（Contractor）提出的能效措施规划

和实施是否确实受欢迎。承包商提供的服务和所采取的

措施由通过节能而节省的资金中的一部分来补偿，与公

司自己承担这些任务相比,这一举措在一般情况下可为企

业节约大量的人力和投资。另一新举措是企业能效咨询

资助计划从今年开始将资助企业建立和改善能源管理系

https://www.hknr.de/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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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有关能效提升资助的更多信息请查询“节能——德

国在行动”信息平台。

更多资金用于海洋研究

海洋经济也应该变得更加节能、低碳。为了促进清洁技

术的发展,推动海洋经济的能源转型，德国联邦政府追加

了为期四年的该领域的科研资金。联邦政府海洋经济协

调员诺贝特·布拉克曼（Norbert Brackmann）指出：“

我们现在有机会开展新的研究项目，使德国成为国际海

洋经济研究地，新增的资助资金将助力海洋经济的发

展。”

更清洁的能源: 一揽子重要立法方案即将完成

去年年底，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的谈判

代表就电力市场条例和电力市场指令达成一致，为前瞻

性的“为所有欧洲人提供清洁能源”一揽子法规的出台

扫清了最后两个障碍。未来几天欧盟理事会将对此加以

确认，稍后欧洲议会也将对此加以确认，这意味着这一

内容丰富的一揽子法规的两年多艰巨谈判将在今年年初

宣告结束。“这是能源领域有史以来最大和最重要的立

法之一”，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议会国务秘书托马

斯·柏拉斯（Thomas Bareiß）指出，“它将强化能源内

部市场，使其变得更加灵活，同时也表明欧洲正在积极

应对清洁、经济和安全的能源供应所带来的挑战。”

下一步工作一揽子能源法规出台后，法规的实施将成为

重点。作为该一揽子法规的一部分，欧盟能源联盟管治

体系和气候保护条例规定，欧盟成员国应制定国家能源

和气候计划（NECP）以及气候保护长期战略。欧盟本身

也应制定出欧洲气候保护战略。

德国已于2018年底及时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国家能源和

气候计划草案。在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中，各成员国需

阐述各自至2030年的能源和气候政策，以便更好地协调

各国所采取的措施，确保通过各国所采取的行动最终实

现欧盟2030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总体目标。欧盟委

员会接下来将审核各成员国的计划草案，并向成员国提

出修改建议。各成员国在2019年还将与相关邻国就该草

案进行磋商。各成员国将在年底前最终确定其国家计

划，并提交给欧盟委员会。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http://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19/01/Meldung/topthema.html


可再生能源增加，化石能源减少：2018年能源消耗
有所减少

根据德国能源平衡工作组（Arbeitsgemeinschaft Energiebilanzen）的预估，2018年德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少于上一

年，约下降了5％，煤炭消耗的下降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

去年德国的一次能源消耗量显著下降：2018年，直接

作为能源来源被使用，未转换为电力，热能或汽油的

能源消耗量比上一年下降约5％。根据能源平衡工作组

（AGEB）的估测，全年能源消耗量从13600拍焦左右下降

到约12900拍焦（PJ），这是2014年以来一次能源消耗的

第一次回落。主要是硬煤的消耗量下降了11％以上，因

为用于发电和供热的硬煤在发电厂的使用明显减少。

节省的能源相当于爱尔兰全国的能源消耗

能源平和工作组认为，温和的天气，较高的能源价格和

能源效率的提高是一次能源消耗减少的主要因素，一次

能源消耗的减少有效抵偿了良好的经济和人口增长带来

的消费增长效应。即使除去天气影响因素，一次能源消

耗量也下降了近4％。所节省的能源总量大致相当于整个

爱尔兰的一次能源消耗量。

德国一次能源消耗下降得益于燃煤发电的减少以及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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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发电量的进一步增加。因为传统能源的转型不但

使更多的化石燃料被可再生能源所替代，同时也促进了

燃煤电厂的高效发电，减少燃煤发电过程中由于高能量

转换损耗带来的电力损失。相比之下，理论上讲风能、

太阳能和水电这方面的使用效率为100％。

主要消耗于交通领域的矿物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份

额最大，约为三分之一,天然气消耗约占一次能源消耗的

四分之一。一次能源消耗必须继续保持下降，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雄心勃勃的国家和欧洲能源和气候目标。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图片来源：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 数据基础: 德国能源平衡工作组（Arbeitsgemeinschaft Energiebi-

lanzen）

一次能源消费减少5%

2018年煤炭、天然气和矿物油的消耗下降

总消费

可再生能源

硬煤 矿物油

天然气 褐煤 褐煤

http://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19/01/Meldung/direkt-erfasst_infografik.html


4  I  中德能源合作伙伴 Sino-German Energy Partnership

什么是能源管理系统？

能源管理系统——听起来很复杂，但实际并非如此。

图片来源：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

大型电力消费者可以使用能源管理系统来准确地统计他

们的能源消耗，找到潜在的节能可能性，提高能源效率

并降低能源成本。

以足球队类比，足球队的教练只有一个目标，即球队要

尽可能地踢好球。为此，他分析了每个球员的优势和劣

势，消除了训练中的弱点，有时他也会用更好的球员换

下场上的球员。简而言之，他要确保把他的团队训练得

高效而强大。

工业企业中的能源管理系统（EnMS）承担着同样的任

务：它统计并分析当前的能源消耗，显示潜在节能点和

节能流程，并最终确保公司的能源效率持续地提高，降

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具体而言，这意味着能源管理系统可以检测到峰值负荷

和不正确的参数设置，比较每个能源消耗点的额定和实

际消耗量，识别早期故障，优化整个能源基础设施，而

且还可帮助企业履行可持续性报告义务。

为获得最佳结果采取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能源管理系统使节约能源成为企业追求的目标。为了使

企业始终跟踪其能耗状况，软件解决方案有了用武之

地。当然也需要有必要的硬件加以配合，为软件提供必

要的能耗数据，将耗能设备的能耗控制在最低水平。通

过能源管理系统还可以有针对性地优化生产流程，从而

提高能源效率。例如,提高生产中的能源效率或优化企业

的余热利用。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建立能源管理系统取决

于企业的实际情况，所以，能源管理市场上的相关产品

和服务也门类齐全。

不仅工业企业可从能源管理体系中获利，商贸、地方政

府、能源供应商和房地产商也可以使用这样的系统来显

著降低能源消耗，节省能源成本。通过能源管理系统可

节约高达30% 的能源。值得特别推荐的是通过DIN EN ISO 

50001认证的能源管理系统，DIN EN ISO 50001 是能源管

理系统的第一个国际标准。

德国走在前列，但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在德国，约有9000家公司和公共机构按照ISO 50001认证

的能源管理体系来进行能源管理，这使德国成为全球第

一。另外还有约 5000家企业使用不同的能源管理系统。

考虑到德国有大约9万家员工数量在50名以上的公司，能

源管理系统仍有很大的推广潜力。最重要的是，能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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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不仅可使企业减少能源成本，而且它们也还可为

气候保护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BMWi）资助企业采购和安装相应的测控、传感技术和

能源管理软件以及相关操作人员的培训。另外，中小企

业能源咨询项目也可为中小企业提供建立和维护能源管

理系统的咨询资助。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http://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19/01/Meldung/direkt-erklaert.html


【媒体声音】40％的绿色电力：能源转型在这里！

绿色电力的占比到底有多大？

干燥和阳光灿烂的夏天助推了德国2018年的能源转型。

其所在地区光伏发电量达到了新的高度——德国LEW能源

公司（Lechwerke）的报告表明，该公司的光伏发电厂去

年创纪录地向电网提供了16.6亿千瓦时的电力，这相当

于可为47万户家庭提供一年的电力。LEW配电网有限公

司 （Lechwerke Verteilnetz GmbH）总经理约塞夫·瓦

格纳（Josef Wagner）表示，“我们所在的地区阳光充

足，非常适合光伏发电”。除此之外还有生物质，风力

和水力发电。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ISE）的报告表明，德国

2018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超过了40％。这个数字已经受

到全国的关注。由于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的数

据没有考虑到工业自身的发电量，所以其他机构的数据

会略低。根据德国联邦能源与水资源协会的估测，2018

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中的比例约为38％，即使这一

数据也创造了新的纪录。

LEW公司总经理瓦格纳指出，在其所在地区生产的可再生

电力有时候超过了当地可消费的电量。因此，LEW公司全

年有逾150天将其富余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输入到跨地区电

网中。

当风力和太阳能匮乏时，是否需要进口一大部分电力？

持批评意见的相关人士尤其提出注意所谓的黑暗衰退

期，即缺少阳光和无风的日子，特别是风力发电和光伏

发电机几乎处于停运状态的寒冷冬日。到目前为止，德

国的电力出口多于进口，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的

数据显示：2018年，德国实现了45.6太瓦时的电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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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在2018年继续上升。我们的照片显示了德国巴伐利亚州金茨堡县（Günzburg）布高（Burgau）附近

的一个光伏发电场。

图片来源: Ulrich Wagner 

德国的绿色电力占比达到了新的高度。施瓦本（Schwaben）地区也创造了新的记录。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绿色能源

发展的已经非常好呢？

记者：米歇尔·凯勒尔（Michael Ker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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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大部分电力出口流入荷兰，而荷兰又将大部分电

力输送到比利时和英国。奥地利排在第二位，其次是瑞

士。研究人员写道：“德国从法国进口了8.3太瓦时的电

力，主要是转输到邻国。” 

“我们有大量的出口盈余——这不仅仅来自可再生能源

电力”，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的布鲁诺·布格尔

（Bruno Burger）教授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只

要能获得经济效益，即使是褐煤发电厂也会满负荷生

产。”到目前为止，德国的电力交易似乎是可期待的。

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电力交易

的收入为18.1亿欧元。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德国都在往

外输送电力, 只有 1 2% 的时间为输入电力。

能源转型是否高效？毕竟弃电现象也时有发生。

电力生产和电力消费并不总是能完全平衡。当电力生产

高于电力消费时，莱比锡的电力交易所就会出现负电

价，这意味着如果电力消费者能在这种情况下购买电

力，电力生产商还会向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在批评者眼

里，这显然不是一种高效率的做法。2018年在德国共有

134小时出现了上述情况，2017年则有146小时出现这种

情况。

在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专家布格尔看来，这并不是最大的

问题，他强调说：“电力交易总量中大约只有0.5％为负

电价，这是微不足道的。一年中超过8000小时保持正电

价。”

相比而言，另一种现象可能更为值得关注。如果风力强

劲，风力发电厂就会生产较需求更多的电力，为了不使

电网过载，就不得不关停风力发电设备，风电运营商将

因此获得相应的赔偿。根据德国联邦电网管理局的报

告，仅在2018年第一季度此类损失总计就高达2.28亿欧

元。绿党对绿色电力如此浪费的现象深表遗憾。

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绿色电力：光伏和风力发电设备大规模生产电力。图片来源：Christian Charis-

ius,dpa

能源转型是否走在最正确的道路上？

不，批评者仍然看到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不同的利益

诉求对解决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来自弗劳恩霍夫

研究所的能源专家布格尔呼吁加快发展太阳能，他认

为“光伏发电已经掉队了”。目前德国光伏发电装机容

量为45吉瓦，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60吉瓦。“要实现均

衡的电力配比，这两种发电形式的比例应为1：1”，布

格尔批评联邦政府在光伏发电方面踩了刹车。

来自德国联邦能源和水资源协会的斯蒂芬·凯普费勒

（Stefan Kapferer）则呼吁加强离岸风电的发展，来自

巴登-符腾堡州太阳能和氢能研究中心的费里乔夫·斯丹

寺（Frithjof Staiß）教授则敦促改善政策框架条件，

以便更好地促进能源储存，他认为重要的是要将供热和

交通领域更有效地纳入到能源转型中来。其他一些批评

者则认为电网扩建存在缺陷。消费者关心的可能是另外

一些能源因素，根据德国著名比价网站Check 24提供的

数据，德国约900家主要电力供应商中有一半准备在2019

年提高电价。



关于德国逐步淘汰核电问题，卡姆提出不要再进行新

的“运动”来延长这一期限。他担心人们提出这样的

理由：能源转型和从北到南的输电线路到目前为止尚

未完成，因此贡德雷明根，内卡韦斯特海姆（Neckar-

westheim）和欧胡（Ohu）的核电站应该继续运行五年。

根据目前的计划贡德雷明根核电厂将于2021年底停产。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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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是否在重返核电？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的消息，2018年全球共有9个新核

电站投入运行：其中中国7个，俄罗斯2个。有3个反应堆

已经关闭停运,5个在建反应堆。反对贡德雷明根（Gun-

dremmingen）核废料储存库论坛的雷蒙德·卡姆（Rai-

mund Kamm）认为这还谈不上是重返核电，根据他的计

算，新核电厂增加了8.6吉瓦的核电容量。他认为，“

根据初步估计，2018年新增了100吉瓦的光伏电力和50

吉瓦的风电，这使得核电在全球发电中的份额进一步降

低。”

核电质疑者雷蒙德·卡姆认为全球核电的重要性趋于下降，图片来源: Julia Sewerin 

https://www.augsburger-allgemeine.de/wirtschaft/40-Prozent-Oekostrom-Wo-die-Energiewende-wirklich-steht-id53113491.html


【媒体声音】政府如何帮助业主降低供暖成本

杜塞尔多夫：在一个600年的废墟上建造一个美丽的

私人住宅，实施这样的项目需要勇气。莫妮卡·弗

利希（MonikaFritsch）和托马斯·弗利希（Thomas 

Fritsch）就凭着这样的勇气，将位于弗兰肯希尔波尔特

施泰因（Hilpoltstein）的一栋原来只有蹲坑厕所和木

炭炉子的小屋从15世纪带回到了21世纪。小屋改造的目

标很明确，那就是要保护老建筑。

被熏黑的横梁也是保留内容之一。“我们花了好几周时

间反复将横梁刷干净”，托马斯·弗利希在德国复兴信

贷银行（KfW）的《建筑与居住》杂志中描述了老旧建筑

节能改造的艰辛。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151号“建筑节能改造”资助项目为

弗利希夫妇提供了旧房改造的部分资金。今天该房屋加

装了芦苇保温层，居住空间有通风系统，并采用冷凝锅

炉供暖。

今年年初通过的2019年国家财政预算为建筑节能改造提

供了20亿欧元的补贴资金，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德国的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实现既有建筑领

域的碳中性。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对住宅建筑节能改造的

德国联邦政府每年提供20亿欧元促进房地产领域领域的二氧化碳减排，同时业主也可从中获益。

被动式住宅由于热交换器和良好的保温措施，被动房不需要传统的建筑供暖。图片来源: Imago/Westend61

补贴资金来自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的建筑节

能改造减排计划和能效激励计划。

弗利希夫妇那样的深度改造案例是个例外。一般情况下

151号“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可资助居民购买新的供热

锅炉。所以，供热设备制造商威能（Vaillant）呼吁业

主“淘汰用德国马克购置的老旧供热设备，申请欧元购

置新设备”。欧元现金补助是2002年开始实施的。

并没有硬性规定一定要把一台使用16年之久的供热设备

报废，但是人们应该知道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可以为购买

一个新的高能效设备提供低息贷款和还贷补贴的资助。

推广被动房建筑标准

根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151和152号计划，可通过商业银

行申请的资助贷款目前的利息为0.75％，除此之外，贷

款人还可获得最高为2.75万欧元的还贷补贴。

如果满足每套住宅10万欧元的最高信用条件，并且改造

后的住宅达到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55节能标准或被动房

屋质量，则可得到最高资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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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引进，然后再改进”

通过虚拟模型研究或通过增强现实（AR）眼镜引导员

工：一项研究表明，企业目前正在更多地利用虚拟和增

强现实技术。曼恩集团（MAN）已成功使用这两种技术。

在一个被动式建筑里，即使没有暖气或空调，人们也可

舒适地度过夏天和冬天。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高能效建

筑标准基于德国节能条例（EnEV）。

节能条列设定了采暖、通风和热水制备所需的一次能源

的最大年均值。

另外还规定了环境热损失的最大值。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55标准意味着，一座建筑能耗不得超过节能条列规定能

耗值的55％。

房屋隔热效果越好，能源向外损失就越少。良好的建筑

保温对建筑采暖和制冷都有积极意义。此外，近年来的

技术进步也大大提高了供暖和通风设备的能源效率。

许多人都知道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发放

的补贴，除此之外，购买者还可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获

得资金补助。

对于所有准备将住房供暖系统转换为可再生能源的消费

者来说，可参考167号的“住房改造补充信贷”项目，该

项目的贷款实际利率为1.36％，每个住宅单元可获得最

多5万欧元的贷款，最长还贷期限为10年。

乍一看这个利率似乎并不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不同的比

价网站上有许多利率更低的十年期建房贷款。

但感兴趣的贷款人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商业银行对

于最高达50万欧元的贷款，还要求支付所谓的小额贷款

利息附加费，这可能使这些商业贷款比德国复兴信贷银

行的贷款更加昂贵。

除了提供低息贷款和还款补贴的151和152计划之外，贷

款人还可考虑430号补助计划。该计划可与其他资助计划

相组合，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每个住宅可获得最高3万

欧元的资助。

不同于贷款计划，补助金可以直接向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申请(https://public.kfw.de/zuschussportal-web)。

采用燃料电池来生产能源，也可申请补助，最高补助额

度为每个燃料电池2.82万欧元。

新建节能建筑也可获得资助

为了提高新建建筑的能效，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还向建筑

业主和买家发放国家贷款。具备资格的申请人每套住宅

最高可获得10万欧元贷款，实际利率为1.11％。如果建

筑达到德国复兴信贷银行40+标准，则可获得1.5wan欧元

的还贷补贴。

40+建筑节能标准意味着建筑能耗不仅需要比节能条列

（EnEV）要求能耗值减少60％，而且还必须能生产额外

的能源，如电力。

在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网站上可以找到所有与节能资助

相关的说明书，7页A4纸对涉及新建建筑的153号资助计

划作出了详细的说明。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在发放补助资金的同时关注这些资金

是否得到了正确使用，所以建筑节能改造必须有一名专

家进行跟踪。更为有效的做法是，在实施建筑节能改造

前就应邀请相关专家来进行咨询，商讨出最经济可行的

改造措施。

根据431计划的规定，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可结合151至153

计划和430计划承担50％的建筑跟踪咨询费用，上限为

4000欧元。登陆能源-节能-专家网站（www.energie-ef-

fizienz-experten.de），即可查阅到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认证的专家名单。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并不是唯一提供节能资助的机构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并不是唯一一家向建筑业主提供资助

资金的机构，登陆能源资助网站（http://www.ener-

giefoerderung.info）和资助数据库网站（http://www.

foerderdatenbank.de）可找到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和新建

节能建筑及其它节能措施资助方面的相关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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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能源合作伙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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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建立能源政策合作伙伴关系。中德能源合作伙伴项目

立足于政府层面，同时也整合了中德两国的企业，支持

两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电网技术和能效技

术等领域的互惠合作。

德国能源转型时事简报宗旨

该简报源于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定期发行的《德国能

源转型直击》杂志，同时收集来自德国能源领域的重大

时事新闻。创办宗旨主要是向中国能源领域的各界机构

介绍来自德国的最新资讯、提供信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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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iewende Direkt Newslet-

ter）2019年1月15日版。

http://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19/01/newsletter_2019-01.html


www.bmwi.de  
www.energypartnership.cn

https://www.bmwi.de/Navigation/EN/Home/home.html
https://www.energypartnership.cn/index.php?id=82
https://plus.google.com/+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https://www.facebook.com/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https://twitter.com/BMWi_Bund
https://www.youtube.com/user/wirtschaftspoliti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