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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手册编制的背景

1） 全球气候变化与城市低碳发展

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的环境、经

济和社会后果已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世界各国认识到必须

采取一致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将目前的温度上升幅度控制

在 2°C 以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15）。2009 年哥

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确立了该政治目标，2015 年 12 月

在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又将该目标纳入协定。

城市发展和建筑作为终端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

领域存在着巨大的节能和减排潜力，因此“低碳城市”成为

各国气候变化政策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国到预计到 2030

年的城镇化率将达到 70%，有大约 10 亿人口居住在城市，

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巨大的城市人口使得城市建成环境的

节能减排具有巨大的潜力， 成为实现减碳目标的关键领域。

城市区域作为城市建成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单元， 

对于落实城市或社区的节能减碳愿景具有目标和任务易于

明确、便于操作、有利于通过实验性的探索形成示范性成果

的优势， 因此如何制定和实施面向未来的城市区域低碳节

能方案对于实现减碳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目前制约城市区域实施低碳开发或改造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与城市区域新建或改建项目相关的决策者和参与各方

缺少对城市区域能源一体化概念和知识的系统了解，缺少对

未来节能减碳目标定位、技术措施包括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

一体化的能源系统的全面把握， 缺少制定技术经济可行的

能源规划方案的有效方法和工具。在实践经常会提出的问题

包括在区域开发或改造中如何衔接城市政府或社区设定的

宏观的排放目标与区域的具体目标， 如何通过最佳的技术

组合实现减排目标，特别是如何解决节能减排措施增量成本

与有限的资金和财政支持之间的矛盾等问题。

然而，在城市区域的开发建设、包括一些大规模区域

开发项目中 , 区域建筑能源规划常被忽视， 能源方案随意性

很大。现有能源系统的规划建设基本以大市政的电力和燃气

为主 , 有一些新建开发区建设热电联产电厂 , 作为大能源系

统的补充，但在规划能源系统时 , 供电、供气和供热经常各

自孤立地考虑 , 经常造成负荷的重复计算，也未综合考虑节

能措施产生的能耗需求的减少，常造成设施投入的隐性的巨

大浪费。国际和中国国内的相关探索已有成功的经验表明， 

在区域的开发建设中采取一体化的能源概念和方法， 通过

采取技术经济优化的措施完全可以在实现高标准的节能减

碳目标的同时，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或全生命周期回报。

3） 能源一体化概念和方法 

城市区域的能源一体化概念和方法是中德合作江苏省

城市网络一体化低碳实施项目在借鉴国际国内相关理论和

最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区域开发改造提出的， 希望能

借此引导和帮助城市决策者和管理部门、能源部门、开发商、

工程技术专业人员以及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方从系统和整

体的角度出发， 基于对建筑和区域的能耗需求与当地能源

供给潜力的分析， 对城市社区和区域的节能减排措施做出

技术和经济上合理优化的选择和决策， 并加以贯彻和实施。

1.2 手册编制的宗旨 

手册受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委托编制， 吸取了

中德合作江苏省城市网络一体化低碳设实施项目开展过程

中对相关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考察培训的相关

内容， 借鉴德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介绍城市区域能源一体化的概念、方法和技术，为参与者提

供操作指引和相关培训所需的信息和资料。

手册旨在帮助城市和社区的决策者、相关主管部门、

开发商、业主、建筑师、工程师等从国际国内实践中汲取经

验，开拓思路， 在城市区域的开发建设中采取系统优化的

能源策略，提高建筑能效，充分利用当地可再生能源，改善

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舒适度，实现社区的低碳发展。

手册主要针对城市区域层面的能源一体化。城市区域

的空间规模可以是一个开发或改造的小的居住街区， 也可

能是一个包含居住、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大的城市片区，

或新建和改建园区等。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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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提出的区域能源一体化方法强调借鉴国际最新的

实验性探索获得的经验， 面向未来， 致力实现更高水准的

节能减碳目标，首次明确提出“余能城市区域”的目标。

手册的重点在区域能源一体化的概念、规划方法和相

关技术的介绍，包括能源需求侧和供给侧分析、节能措施能

效和经济性分析， 新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区域项目

的组织实施和运营管理等虽然有所涉及，但不是手册的重点。

城市区域的能耗还包括交通能耗和可能的工业能耗， 

手册的关注的重点是城市区域的建筑能源系统， 区域的交

通运输等因素虽然也是城市和社区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

放的重要来源，但其减排策略与建筑能源存在较大差别，因

此不在本手册的讨论范围内。

图 1-1 城市、城市区域和城市区域建筑能效涉及的广泛议题

手册采取了模块化方式编写， 便于对城市区域能源一

体化系统的概念、方法和技术有全面系统的了解， 相关人

员对特定的领域技术方法和成功案例可以通过模块和延伸

阅读深入研究。 

关于城市与节能的问题涉及的领域和议题极其广泛， 

从城市层面的城市形态对交通出行和城市微气候的影响， 

到城市片区和区域的建筑节能方法， 从工业、交通到建筑

领域、从规划到实施和运营管理、从规划方法和工具到最佳

实践案例等。 这本手册不能涉及所有议题， 而是聚焦城市

区域层面的建筑能源领域，介绍区域建筑能源一体化的概念、

目标、规划方法和面向未来的新能源技术， 力求使读者获

得较为全面的认识，并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加以探索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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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手册的基本框架

1.3 内容和结构 

手册系统介绍城市区域建筑能源一体化的概念， 规划

和实施流程、规划方法和工具， 包括能效措施的技术经济

可行性和优化分析、以及新的能源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并结

合实践案例加以阐述。手册采用模块化方式架构， 首先提

供了与城市区域节能减碳目标设定相关的标准； 然后介绍

了城市区域能源一体化概念、规划方法和工具的整体框架， 

使用者对区域能源一体化有系统和全面的了解； 接着手册

对组成一体化能源系统的技术、规划设计采用的分析方法

和工具等分模块做更为详尽的介绍，并结合实践案例加以分

析，供相关人员对感兴趣的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手册在

每章最后还提供了进一步了解各模块内容的相关资料和链

接， 供使用者参考（参见图 1-2），手册的模块化架构是一

个开放的体系，可以在内容使用中不断完善，补充该领域新

的技术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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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2014 年发布

了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 这份由全球 800

多名科学家参与编写的报告指出，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已经非

常明确，而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也是明确无疑和不断

增长的，如果不加以遏制，气候变化对人类和生态系统造成

严重、顽固和不可逆转的后果的可能性将增加。综合报告确

认世界各地都在发生气候变化，而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

的。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许多观测到的变化在几十年

乃至上千年时间里都是前所未有的；1880 年—2012 年，全

球地表平均气温大约上升了 0.85 摄氏度，在北半球，1983

年—2012 年可能是过去 1400 年中最暖的 30 年。大气和海

洋变暖，冰雪减少，海平面上升，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达

到了过去 80 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更为肯定地指出，

人类活动主要通过排放温室气体影响气候，即温室气体排放

以及其他人类活动影响已成为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气候变暖

的主要原因（图 2-1） 。 

历史的

二氧化碳浓度路径 2.6

平均值8.5

图 2-1 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变化现状及预测 图 2-2 2009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国家比重

温室气体增加造成的大气和海洋变暖、极地冰盖融化

和海平面上升（全球升温 2 度，海平面将平均上升 0.3 米）

将给地球环境和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陆地和海洋生态

的恶化、海水入渗引起地下水盐碱化、饮用水短缺，极端天

气增加、粮食减产、城市洪水、基础设施损坏等，如果不采

取明确的行动，未来全球温室气体继续排放将导致增全球气

候变化加剧，进而产生一系列极其严重的环境、经济和社会

问题。 《综合报告》指出要控制气温增加不高于 2℃，需要

未来数十年持续性减排和本世纪末前实现二氧化碳近零排

放（Near zero emissions of CO2）。中国目前已经成为碳排

放最大的国家（图 2-2），国内单位 GDP 能耗比世界平均

值高出 1 倍，人均碳排放量超过世界平均值的 40% (2014 年

数据 )。 2015 年中国提出了 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

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65% 的目标，减排任务艰巨。

2 建筑和城市区域节能减排的目标

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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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和建筑领域的努力以及致力实

现的目标  

CO2 和其他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是为工业和城市建筑

提供电力和热力以及为交通提供能源产生的。城市产生和消

费了全球 70% 的能源和碳排放， 而建筑作为终端能源的最

大的消费领域， 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的一项研究表明，高达百分之四十的全球温室效应和能源消

耗是建筑物造成的。 国际能源机构（IEA）数据显示，经合

组织（OECD）国家排放中电力和热力部门的直接碳排放占

42%， 居住部门直接碳排放占到 8%，而电力和热力的碳排

放中居住部门又占到 12%（2014 年数据）（图 2-3）。

图 2-3 经合组织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按部门划分的比重（2014 年）

世界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各国

通过提高建筑和工业的能效、发展能源回用储存技术避免能

源浪费、在交通领域使用电动和燃料电池技术等致力于减少

化石能源的使用。城市低碳发展和建筑的节能减排则成为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领域。

2016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7.35% ，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延续，大幅降低城市建成环境的能耗和温室气体

排放将成为实现国家减排目标的关键组成部分。2011 年国

务院发布《“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

出通过低碳试验试点形成一批典型的低碳省区、低碳城市、

低碳园区和低碳社区等，从而全面提升温室气体控排能力。

2014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 《关于开展低碳社区试点

工作的通知》，重点在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低碳社区试点工作，

并于 2015 年 2 月编制印发了《低碳社区试点建设指南》。

2014 年 9 月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印发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规划（2014-2020 年）的通知》中提出支持低碳发展试

验试点的配套政策和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一批各具

特色的低碳省区、低碳城市和低碳城镇，建成一批具有典型

示范意义的低碳城区、低碳园区和低碳社区；在社区规划设

计、建筑材料选择、供暖供冷供电供热水系统、社区照明、

社区交通、建筑施工等方面实现绿色低碳。

2016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

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0 年普遍实

现将适应气候变化相关指标纳入城乡规划体系、建设标准和

产业发展规划中。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5 年下降 18%、碳排放总量得到

有效控制的发展目标， 同时对城乡低碳化建设和管理提出

要求，到 2020 年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达到 50%，

积极开展绿色生态城区和零碳排放建筑试点示范。《工作

方案》提出推动开展 1000 个左右低碳社区试点，组织创建

100 个国家低碳示范社区。

自 2006 年发布第一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

T50378-2006）以来，绿色建筑工作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转发了国家发改委和住建

部编制的《绿色建筑行动方案》，此后全国有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相继颁布了地方的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明

确了绿色建筑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全国有 25 个省市针对各

地条件和特点，出台了地方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绿色建筑

评价标识制度是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主要抓手， 2008 年 4

月正式开始实施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制度以来，绿色建筑项目

数量逐年增加，标识项目数量和面积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了

120% 和 160%，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已累计评出标识项目

4000 多项，总建筑面积约 4.7 亿多平米。2015 年修订版《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正式实施。与此同时，绿色建筑设计、施

工、运行维护标准，既有建筑改造、生态城区等评价标准，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既有社区绿色化改造技术规程等也

相继颁布或启动编制。绿色建筑标准向全寿命周期、不同建

筑类型、不同地域特点， 由单体建筑向城市区域和区域充

实和完善。

欧盟国家中，百分之四十的终端能源是建筑部门消耗的 , 

建筑部门能耗比运输部门高出了大约百分之十。欧洲各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能源危机中认识到节能的重要性， 逐步

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提高能效和降低СО2 排放的法律框架。

欧盟能效政策（综合的气候和能源政策）提出到 2020 年的 

20-20-20 总体目标：即减排 20% 的温室气体、20% 的可再

生能源利用和减少 20% 的一次能源使用。欧盟建筑指令提

电热

42%

交通

29%

工业

12%

住宅

8%

服务业

4%

其他

7%

交通

0.5%

其它*

3%

工业

12%

住宅

12%

服务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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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践

研究

(示范项目)
近零能耗

建筑

最小需求

保温条例TIO和节能法ESO

太阳能房屋

低能耗房屋

零热能房屋

正效率房屋

超低能耗房屋

出了 2018 年底所有新建公共建筑、2020 年底欧洲所有新建

建筑实现（近）零能源建筑的目标。建筑指令的重要组成部

分包括能效标准、最有性价比方法、建筑技术系统要求、能

效认证、供暖制冷系统检查、中立专家和中立的质量监督、

引进近零能耗建筑和自愿共同欧盟认证计划等。

建筑的节能减排近年来在整个欧洲快速发展，大多数

行动由欧盟层面发起，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实施，所有成员

国同意新建建筑尽快转型为零能耗。一些 国家超越欧盟立

法采取更节能的措施，在建筑能效，超低能耗，近零能耗以

及能源自给型建筑方面开展探索实践。

德国政府根据欧盟的框架，实施了一项综合能源和气

候计划（IEKP），制定了包含一系列具体措施的能源和气

候政策，主要包括建筑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条例，资金和

融资机制， 确保德国实现气候保护的目标：即到 2020 年，

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百分之四十的温室气体， 到 2050

年所有建筑达到气候中和。为实现这一目标， 欧盟建筑能

效指令 2010 年写入德国法律， 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比例从

每年 1% 提升到 2%，到 2020 年， 减少热能消耗的一次能

源消费量 20％，到 2050 年减少一次能源消耗 80％，采用可

再生能源满足剩余的能耗需求，所有建筑达到气候中和标准。

能源转型已成为德国城镇发展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

组成部分， 成为宜居城市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有超

过 1000 座城市设计制定了气候保护方案，有 100 个地区设

定了力争实现 100% 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宏伟目标。 德国联

邦环境、自然保护及核能安全部推行的“100% 利用可再生

能源地区”项目，有超过 100 个县、城市、地区性联盟和网

络等参与其中 ( 参见 www.100-ee.de)。

2.3 建筑节能 - 余能建筑 - 余能区域 

德国自 1970 年代以来在建筑领域制定了一系列降低建

筑能耗以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和法规， 针对建筑行

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节能标准和要求。 与此同时，前沿性

的研究和探索也持续提供高于节能规范的创新性方法和示

范， 引领更高的节能目标和标准，节能标准平均每两年就

更新一次，提出更高的一次能源消耗和减排要求。建筑节能

工作也从建筑节能向低能耗建筑、超低能耗建筑、以及零能

耗和余能建筑转型，从新建建筑向既有建筑延伸，目前正致

力向城市区域的（近）零碳和余能目标拓展。

图 2-4 显示了在过去 30 年里一个典型的半独立式住宅

的一次能源需求的发展变化。下面的曲线显示了实验性的研

究项目如何促成在市场上引入更高的能源标准， 上面的曲

线是法规的最低要求。 创新的建设实践在这两个曲线之间。

可以看出不同标准的试点通常经过 10-15 年即成为法定的要

求。2010 年以来，德国建筑正在向零能耗转型，并实验“余

能建筑”。 

图 2-4 半独立式住宅的一次能源需求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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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耗建筑 
Low Energy Building, LEB

低能耗建筑是指能耗低于现行建筑规范标准要求的建

筑。因为地域气候的差异和节能标准的不同， 各国和各地

区以及在不同时期没有统一的能耗指标，如在欧洲国家奥

地利低能耗建筑的年度采暖能耗低于 0-40KWh/ m²a，丹麦

第 1 类低能耗建筑采暖能耗低于标准水平 50%， 芬兰低能

耗建筑标准低于标准水平 40%，瑞士的 MINERGIE 标准建

筑为 42 kWh/m²a， 法国新建低能耗住宅能耗 为 50 kWh/ 

m²a（一次能源，40 kWh/m²a- 65 kWh/m²a， 德国在 40 

kWh/ m²a 和 60kWh/ m²a 之间 （资料来源：丹麦建筑研究

所 SBi）

低能耗房通常隔热性能高，使用节能窗，空气渗透率低，

因而供热制冷能耗低。同时也常会采用被动式太阳能建筑

设计技术，或使用主动太阳能技术。达到节能 40-60% 的节

能率目标采用的简单方法包括：

• 紧凑的建筑形体和合理的朝向

• 被动式太阳能增益的利用方法

• 高效节能的建筑外壳，包括高性能窗户、隔热材料，

 以及气密性

• 避免热桥

• 避免夏季过热的有效的外部遮阳设施

• 高效能供暖和制冷技术

• 高效能的通风和家用热水生产装置

• 高能效照明和电器 （用户需对此负责，但开发人员应

 提供指导）

•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以及

• 居住者引导及建筑能源管理

（资源来源：bigEE）

超低能耗建筑

Ultra Low Energy Building, ULEB

超低能耗建筑是在低能耗建筑基础上的进一步改进， 

达到 60% 至 80% 的节约率。例如德国的被动房，年采暖能

耗小于 15 kWh/m²a， 瑞士的 Minergie-P , 与被动房标准相

当。近年来中国在超低能耗建筑领域也开展了积极探索和

实验， 从清华大学超低能耗实验楼， 到上海 2010 年世博

会汉堡馆被动房、浙江长兴新型低能耗公寓样板楼 ( 被动

式房屋 Bruck)、青岛中德生态园被动房技术体验中心，再

到中德技术合作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方面的示范项目秦

皇岛“在水一方”、哈尔滨“辰能溪树”等， 在严寒和寒

冷地区建筑节能率达到 90% 以上，与现行国家节能设计标

准相比，供暖能耗降低 85% 以上。2015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组织编制和印发了《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导则

（试行）（居住建筑）》，在借鉴国外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建设经验并结合国内工程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被动式超

低能耗绿色建筑的定义、不同气候区技术指标及设计、施工、

运行和评价技术要点，为进一步开展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

建筑的建设提供指导。

达到超低能耗建筑节能目标的方法包括：

• 非常好的隔热性能（例如根据气候区的不同，屋顶和外

墙使用 10 至 40 厘米厚的隔热层）

• 气密性极高的窗户， 分别为三层低辐射玻璃（U-Window

值低于 0.8 W/ m²K，寒冷和温和气候区）和两层低辐射

玻璃（U-Window 值低于 1.3 W/m²K，炎热的气候区）

• 必要时采用供暖 / 制冷的余热回用技术

• 除节能措施外，尽可能使用本地可再生热源（太阳能、

空气源及地热能源、生物质能等）

零能耗建筑

Zero Emission Building, ZEB

基于超低能耗建筑概念， 除了上述减少能耗需求的措

施和高效能源系统外，还从可再生能源或热电联产获得现

场发电或热量， 如果产生的能量（从一次能源等效转换！）

大致相同于年度一次能源需求量，则为“零能耗建筑”。

（资源来源：bi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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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位于德国弗莱堡， 是一栋社会住宅， 建筑使用

面积约 7200 m²，原建于 1968 年， 有 90 套住宅，2009 年对

该建筑按被动房标准进行更新改造，改造后提供 139 套公寓。 

被动房建筑是基于“被动房研究所”(Passivhaus 

Institut, 达姆施塔特）提出的建筑标准。与低能耗房一样，

被动房的界定依据每平米年供暖能耗需求。建筑物的供暖

制冷需求均不超过每年 15 kWh/m²，或峰值热负荷设计为

10W / m²，其年能耗（包括供暖、热水和电）不得超过 120 

kWh/m²。被动房每小时的空气泄漏在 50 帕 / 平米 (N/m²)

情况下不得高于房屋体积的 0.6 倍 (n50 ≤ 0.6 / hour)。被动

房标准对建筑物的形状和朝向也做了明确规定：建筑应尽

量紧凑，主立面须朝南，有大比例的玻璃或窗户，角度为

+/-30 度，接受太阳照射用于建筑的被动采暖。建筑的外墙

须采用不低于 30 cm 厚的聚苯乙烯或类似保温材料，外墙

不得有任何热桥。节能基于两个原则，即避免热损失和获

取自然热量。要实现这些目标，高标准的隔热和通风系统

的组合是必须的。

通过精心设计采取整体性的被动措施， 改造建筑减少

了90%以上的采暖能耗需求，供暖能耗约为17 kWh/m²a（原

为 290 kWh/m²a）。建筑外围护结构采用了三层玻璃、U

值约为 0.87 W/ m²K， 260 毫米幕墙、隔热 0.035 W/mK、

U 值约为 0.11 W/ m²K， 无热桥， 气密性 n500.47 h -1。建

筑 100% 通过中央冷凝式锅炉（燃气）供热， 采用了带热

回收的通风系统 （回收利用率 85%）， 安装了 45 m² 平板

式太阳能热水集热器。

低能耗公寓样板楼 （布鲁克被动式酒店） 位于浙江长

兴， 共计五层，建筑面积约 2500 平方米，由 36 间一室的

员工公寓、6 间两室的行政套房和 4 间三卧室的样板公寓组

成。2014 年建成。

建筑由 Peter Ruge 建筑师事务所、德国被动房研究院

Feist 博士、朗诗欧洲技术有限公司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团队合

作，首次在具有夏季炎热暖的气候条件下进行这一类型建

筑的尝试。在场地规划和前期设计阶段，设计团队基于夏热

冬冷气候条件进行了详尽的多方位建筑物理模拟，得出准确

的规划设计参数，如朝向、采光、能耗优化、自然通风等数

据。结合当地城市发展状况、自然景观特色、规划法规条例

等，通过建筑功能合理布局、完善区域交通流线，最终呈现

出一个实用美观、节能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区域规划设计。

布鲁克被动式酒店为长兴研发中心的核心项目。被动

式建筑设计： 由于长三角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设计师希

望通过设计来提高建筑的节能及居住品质。为了拥有良好

的视野及优质的采光条件， 南向窗户采用了大尺寸落地窗，

精确的遮阳设计使得夏季的阳光直射被遮挡，冬季阳光则

可以照进室内。高度绝缘的被动式外围护设计及精确的无

冷桥节点设计有效避免了建筑自身的能耗损失，外立面彩

色陶棒设计，不仅美化了立面，还对建筑物的外墙形成很

好保护，使其免受强烈日光的伤害。 布鲁克项目设计参数

达到德国被动房标准。夏季房间内温度在不采取主动制冷

措施下不会超过 26℃，冬季不会低于 22℃。达到恒温，恒湿，

恒氧要求。此外通过多重过滤新风系统 24 小时不间断提供

新鲜空气，可以过滤 PM2.5 超过 90%。与中国普通住宅建

筑相比，被动式房屋可以节省 95% 的能耗。

弗赖堡公寓大楼改造项目 浙江长兴低能耗公寓样板楼 

图 2-5 改造后弗莱堡公寓大楼 图 2-6 浙江长兴低能耗公寓样板楼

案例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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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能建筑是指在低能耗和超低能耗建筑的基础上， 通

过利用当地可再生能源生产热能或电能满足建筑的能耗需

求， 实现近零能耗或零能耗。当产能大于建筑自身的能耗

需求时，多余的能量可以提供给城市的其他建筑使用，则

为“余能建筑“。 

余能建筑有很多类似的名称， 如 Plus Energy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House Plus， Positive energy buildings

（Plusenergiehaus， Effizienzhaus Plus）等， 中国国内采用的

名称有负能耗建筑、产能建筑、正能量建筑等， 中德合作

项目专家从建筑和区域生产的能源在满足自身需求基础上

有多余的能量提供环境建筑使用的角度， 提出“余能建筑”

的概念 Surplus Energy Building，最能体现其特征，减少歧义。

柏林余能建筑 Efficiency House Plus in Berlin案例

图 2-7 德国柏林余能建筑

这栋实验性的建筑是由德国联邦交通建筑和城市发展

部（BMVBS）发起建设的第一个“余能型建筑和电动汽车”

试点项目， 由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的研发团队设计，建筑的

可再生能源生产系统可以生产充足的电力， 在满足房屋自

身运行需要外，过剩的电量或进入电网，或存储在电池里

供给家庭用车充电。该建筑2011年完成， 2011 年 12 月 -2012 

年 2 月作为展示建筑对外开放， 研究人员测试了不同节能

技术和设备在不同功能下的性能。为采集更为真实的研究

数据，2012 年 3 月，一个 4 口之家开始了长达 15 个月的体

验入住，此后又重新开放参观。德国总理在 2011 年 12 月

启动测试时对公众发表讲话： “该房屋说明， 这类设施今

天已成为可能。节能建筑物和电力交通工具是我们加速实

施能源政策的要旨所在， 这两个行业仍存在巨大发展潜力。” 

该项目建筑面积 187m2，上下两层。建筑体型设计紧

凑，目的是为减少围护结构的热量流失，缩短设备管线距

离。一层功能为起居室和厨房，二层为卧室。为方便建筑

使用功能的调整以及可拆卸，整个建筑采取了模块化设计，

建筑材料也采用可回收的绿色建材。所有设备均集中在“能

源核心”， 位于一层紧邻街道的展示橱窗内，室外是电动

汽车停车及充电场所，公众可以通过橱窗内的监测数据随

时了解建筑能耗情况。

建筑的围护结构均为装配式轻质结构，地面、屋面、

外墙、内隔墙均采用木结构复合保温板。建筑东西立面的

全玻璃幕墙采用了钢柱支撑屋顶结构。木结构复合保温

板由纸浆纤维做成的高效保温材料填充，外墙传热系数仅 

0.11，另外附加一层麻纤维板起到很好的隔音作用。大面积

的玻璃幕墙采用由氩气填充的三层中空玻璃，传热系数为 

0.7。玻璃幕墙外安装了铝百叶活动外遮阳。

建筑通过两个源头获得能源：一是通过屋面以及南向

外墙安装的太阳能光伏板发电，二是一台空气源和水源热

泵，确保冬天能从基地环境获得必要的热源。建筑内的高

效蓄电池可以储存多余的电量以备不时之需或者给电动汽

车充电， 富余的电量还可以并入公共电网来换取补贴。通

过创新的技术和智能管理系统，锂电池可以同时兼具电量

存储和输出的功能，机械通风器可以保持室内良好的空气

质量，房间的窗户也可通过人工开窗进行换气。排出的空

气通过热交换将热量回收、加热新风，建筑照明全部使用 

LED 灯。建筑进行了智能家居设计，居住者可以通过智能

控制系统对灯光、外遮阳等进行调节，也可以通过“能源

核心”控制各种设备（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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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建筑能源生产和消耗示意图

电池

电动车

机电设备

发光

通风保暖-平稳回升

光伏系统

供电系统

内存

饮用水

热水

暖泵

保温器

逆变器

对公开监测数据的分析显示，该建筑预计的光伏板年

产电量为 16625kWh，实际产电量为 13306 kWh， 比预计

低 20%， 主要原因是天气和地理因素影响。实际用电量为

12400kWh，比预计的高出 75%，用电量最大的设备是热泵， 

预计使用 2217kWh，实际使用 5865kWh, 原因是入住家庭

暖气使用温度比预计高、计划外的开窗换气以及家用电器

的用电量也比平常估值高出很多。监测的结果是： 建筑的

实际年剩余电量为 906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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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能区域 —— 在城市区域层面通过降低建筑的能耗需

求、采用高效的能源系统将建筑能耗需求降至极低的水平

（通常减少 80% 以上）， 再通过在城市区域层面利用太阳

能、地源热能或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满足剩余的能耗需

求， 为零排放区域，当可再生能源提供的能耗超出的部分

可以提供城市其他建筑和区域使用，则成为“余能区域”。 

弗赖堡太阳能住区案例

图 2-9 弗赖堡太阳能住区

建筑区域位于德国 Freiburg Vauban 社区， 由德国建筑师 R. 

Dish 设计并投资开发， 是一个包含５９栋双层公寓的小区，

每户供暖面积为 138 平米， 小区共设置了 3150 平米的ＰＶ 

板，平均每户约设置53平米。研究人员通过计算和实测发现，

如果按照德国建筑节能标准计算，建筑物包括供暖、电器、

照明等的全年能耗约为 185 kWh/(m2• ａ )； 如果按照节

能模式对此住宅区进行运行管理，其全年能耗可以降低为

165kWh/(m2·ａ )；如果采用德国被动式住宅标准建造此建

筑，其全年能耗可降低为 98 kWh/(m2·ａ )；将建筑物接入

以木材为燃料的供暖系统，则全年能耗可以降低为 79kWh/

(m2·ａ )，ＰＶ板可以承担小区全部能源供给，还可以向外

网输出剩余电能 36kWh/(m2·ａ )。

建筑采用了高于被动房的建筑标准，建筑的起居室和

卧室都设置在南侧，厨房、卫生间和其他房间设置在北侧， 

采用了最新的外墙保温隔热技术（墙体 U 值 0,1 W/m²K, 窗

户 0,5W/ m²K, 屋顶 0,09 W/m²K, 地下室顶面 0,13 W/m²K) 

和高效保温隔热门窗（ U 值 0.7W/ m²K）。具备热量回用

功能的可控通风系统将排出废气的余热在一热量交换器内

加热进入室内的新鲜空气，使建筑的能耗需求减至极低水

平。住区的供热由 Vauban 片区的热电联产站提供，以可再

生能源木屑为燃料， 从而达到了“零能耗建筑”的标准即

取暖能耗不是由化石能源、而是由可再生能源来实现。屋

面太阳能电池发电并入公共电网使得住区建筑产生的能量

多于所需能耗 , 成为余能住区。

该项目光伏板的投入通过发行“弗莱堡太阳能基金”

融资 , 每份基金 5000 欧元 , 分五期发售，共计 856 万欧元。

屋面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分开出售 , 房主和其它投资者均可

购买。住房价格在每平米 2700 欧和 3300 欧之间 , 房屋平

均租金 11欧元 /平米，房屋取暖费每年仅需 50-100欧元（几

乎可以忽略不计）。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 (EEG) 保证了投

资人在 20 年内能得到固定的回报 , 平均年利率达 5-6%, 这

已相当于德国房地产投资基金的平均收益水平。

本章进一步的阅读材料：

[1] 关于全球气候变化与应对参阅：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2013 关于

城市区域和区域的能源规划的国际经验可参阅国际能源署

建筑与社区节能的网页（http://www.iea-ebc.org）， 以及 

http://www.bigee.net/ 等网页

[2] 关于城市区域和区域的能源规划：

建筑节能管理的重要环节— 区域建筑能源规划，龙惟定，2008

[3] 关于超低能耗建筑和实践案例：

http://www.passivhausprojekte.de/#d_1905http://www.

passivehouse.com/

http://www.passivhausprojekte.de/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511/W020151113040354.pdf

http://www.gba.org.cn/

http://www.brw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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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ps://www.peter-ruge.de/wp-content/uploads/2014/09/Peter-

Ruge-Architekten_%E8%A2%AB%E5%8A%A8%E6%88%BF

%E5%B8%83%E9%B2%81%E5%85%8B.pdf

Towards nearly zero energy buildings：https://ec.europa.eu/

energy/sites/ener/files/documents/nzeb_full_report.pdfhttp://

www.bigee.net/

http://www.buildup.eu/en/practices/cases/efficiency-house-plus-berlin

http://www.schneider-schumacher.com/projects/project-

details/413-effizienzhaus-plus/project.pdf

[4] 关于余能建筑及实践案例：

http://www.buildup.eu/en/practices/cases/plus-energy-st-

franziskus-elementary-school-halle-germany-0

https://ec.europa.eu/energy/sites/ener/files/documents/nzeb_

full_report.pdf （德国能源之屋）

https://energyplus.net/

[5] 余能区域实验性探索案例： 

Plusenergiesiedlung Reininghaus Süd Graz (AT): 143 WE 

mit Büro- und Geschäftsflächen. Bezug: 2012. Architektur: 

Nussmüller Architekten ZT GmbH. Internet: www.aee-intec.

at/…Id=141 bzw. www.aee.at/…

Plusenergiesiedlung Schlierberg in Freiburg (D): 59 WE mit 

Büro- und Geschäftsflächen im sog. „Solarschiff“. Bezug: 2006. 

Architektur: Rolf Disch, Freiburg. Internet: https://siedlungen.

eu/db/solarsiedlung-am-schlierberg 

Eines der ersten Plusenergiehäuser, ist das 1994 bezogene 

„Heliotrop“ in Freiburg von Rolf Disch:

https://siedlungen.eu/db/plusenergiehaus-heliotrop

Plusenergiequartier Oberursel: Das größte Plusenergiequartier 

hätte in Oberursel bei Frankfurt mit rund 150 Wohnungen 

und gewerblicher Nutzung in 3 Bürogebäuden und 18 

Wohngebäuden als Neubauten, entstehen können. Es wurde 

im Rahmen einer BMBF-Studie entwickelt, aber nicht realisiert 

(Stand: 11/2013). Eine umfangreiche Studie der TU Darmstadt 

Fachgebiet Entwerfen und Energieeffizientes Bauen, liegt dazu vor.

Wohnsiedlung Sunny Watt in Zürich (CH): Größe: 19 WE. 

Bezug: 2010. Architektur: Beat Kämpfen, Zürich. Internet: www.

kaempfen.com/index.php/de/projekte/neubau/sunny-watt

Plusenergiesiedlung in Weiz (AT): Größe: 22 WE. Bezug: 2006. 

Architektur: Kaltenegger, Passail. Internet: www.aee.at/…

BedZED in London (GB): 82 WE. Bezug: 2002. Architektur: Bill 

Dunster, London. Internet: www.energy-cities.eu/…BedZed.pdf

Plusenergiesiedlung Ludmilla-Wohnpark Landshut (D): 68 WE. 

Bezug: 2011. Architektur: Ludmilla-Wohnbau GmbH Landshut.

Evaluierung (3/2016): www.bine.info/…plusenergie-konzept-in-

siedlung-getestet

Internet: www.eneff-stadt.info/de/pilotprojekte/projekt/details/

plusenergiesiedlung-ludmilla-wohnpark-landshut

http://www.buildup.eu/en/news/intelligent-energy-solution-city-

quarter-reduces-electricity-use-grid-least-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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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城市区域层面一体化能源系

统的意义

从国家到各省市设定的宏观减排目标和计划必须在地

方层面加以贯彻和实施。 城市区域层面的项目具有开发建

设任务具体、边界清晰、目标明确的特征，因而实施操作性强。

城市区域或区域的能源规划与建筑单体相比， 牵涉更

为复杂的决策、规划和实施过程， 区域的技术经济条件和

参与各方的利益兴趣等多种因素均会影响能源方案的选择， 

因此需要有系统的方法解决复杂的区域或区域的能源方案问

题， 在整体系统的视角下考量所有子系统以及能源用户和

能源生产。

尽管在建筑单体的层面上已有大量的节能建筑实践， 致力

实现越来越高的建筑能效指标， 但在城市区域的层面，能

源方案仍然以“孤岛”式方案为主，如目前夏热冬冷地区

常见的消费形式是使用城市电网提供照明用电、分体式空

调用于夏季制冷和冬季供暖，独立的燃气系统供给餐饮用

能，太阳能热水系统用于低温热水制备，并未综合考虑各

种用能需求特点和可能的能源供给形式加以优化组合， 如

将太阳能光伏光电利用、燃气与制热制冷及热水制备整合

使用的潜力等。而热电联产、废热回收、生物质能等技术

在建筑层面利用存在局限，很难实现较高的技术和经济效

率。 而在区域层面大规模应用新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时， 新

建建筑综合能源系统的一次能源消费量可能远低于新建建

筑的最高标准，而且成本更低。

图 3-1 基于能源需求与供给分析的一体化能源概念

一体化能源系统概念

建筑和城市区域的一体化能源系统是指基于对建筑和

城市区域能源需求及能源供给资源的分析， 对潜在的节能

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措施的能效指标和经济性充分分析

比较， 从而提出整体优化的组合方案，科学合理综合集成

地利用能源，实现城市或社区的节能减碳目标 （图 3-1）。

一体化能源系统的目标 

建筑的终端能源需求主要由供暖、制冷、照明、热水

制备和炊事等消耗的能源构成。建筑节能的最终目标是要

减少一次能源的使用和 CO2 排放， 实现近零排放、零排放

或余能的目标。

为满足建筑的能源需求，消耗的能源形式有不可再生

的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能源消耗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生

产、存储和传输过程中以及设备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能量损失。 

因此国家上先进的理念和做法是将建筑节能减排目标与能

源形式以及传输损耗等因素联系起来， 将一次能源消耗和

二氧化碳排量作为量化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当地可再

生能源的产能、利用和存储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随着太

阳能光伏技术的成熟和其它新能源技术的成功探索和实践， 

利用可再生能源实现更高的减排目标已具有很大的潜力。

城市区域一体化能源系统概念建立在城市区域能源概

念的基础上。一般而言，城市区域的供暖、供冷、供电以

及解决区域能源需求的能源系统和它们的综合集成统称为

区域能源。这种区域可是行政划分的城市和城市地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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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指开发区、园区、一个居住小区或一个开发区域、建筑群。

能源系统可以是锅炉房供热系统、冷水机组系统、热电厂

系统、冷热电联供系统、热泵供能系统等。使用的能源形式

可以是燃煤、燃油、燃气、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热水、光伏

发电、土壤源热泵、地下水源热泵、地表水源热泵，污水源

热泵、生物质能、风力发电等）。  区域能源的概念是使各

种高低品位能源在区域内实现科学、合理、综合、集成、梯

级应用，达到节能减排效果。区域能源规划是对区域内各

种能源用户需求加以综合、集成的分析， 将各种负荷、错时、

错峰及不同入住率同时考虑以降低能源系统的装机容量，

增加系统的运行时间和能源综合利用率，实现节能目标。

20 世纪末，世界各国都认识到能源消耗带来的环境问

题， 同时也认识到能源供应和使用的科学合理带来的更好

的环境效益，一些发达国家开始综合集成使用能源， 并在

21 世纪初得到快速发展， 大量探索性实践表明，建立区域

能源系统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不可或缺的方法、并且经济实

惠节省费用。        

城市区域一体化能源系统的核心是一体化的能源规划

方法， 相关的概念和方法包括社区能源规划 （CEP）， 地

方综合能源规划（LIEP）， 区域能源行动计划（DEAP），

以及目前中国推行的区域能源规划等， 重要的工作内容包

括节能减排的总体目标， 对现状用能数据的分析统计（包

括各类用能需求的能源品位以及相互关系）、能源供应情

况和潜力、 对未来用能需求的预测和区域能源利用潜力的

评估， 对节能措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措施的能效评估，制

定建筑主体节能规划和区域能源高效利用的规划方案（温

度对口、品位对应、梯级利用、综合用能，集成用能），制

定可再生能源利用、能源供应系统、分布式能源站及冷热

电联供、集中供热、供冷和生活热水系统以及蓄能技术的

应用方案，分析能源规划方案的环境效益及对节能减排的

贡献，说明区域能源方案的经济性，制定规划实施进度、

明确可落实技术以及能源系统运营机制的建议等。

本手册提出的一体化能源系统概念和规划方法基于区

域能源的概念和方法 ，同时突出以下特点：

• 在空间规模上主要针对城市的开发或改造区域；

• 在目标取向上，定位“零排放”、”余能建筑“、“余

能区域”等更高的目标和标准 （参见图 3-2 ）；

• 以能耗需求现状和能源供给潜力分析为基础，包括借助

地理信息系统和大数据等工具， 编制建筑和区域的能源

审计清单，界定潜力；

• 通过建模和模拟工具分析节能和产能措施的能效

• 通过经济性分析投入与回报分析，优化决策

• 区域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及系统网络的整合

• 强化能源监测和数据分析 

• 采用能源利用和管理的前沿技术，实现更高的节能减碳目标

（首先通过高效的能源消费和供给减少终端能源因而

也就减少一次能源消耗，然后通过设置更高的能效标准和

在地产能系统实现年度能量平衡的余能目标）

来源：Developed by Wuppertal Institute for bigE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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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能源消耗[kwh/m2/yr]

正能源标准

超低能耗 高能耗

先进效率 易耗效率

图 3-2 面向更高能效和余能目标的策略



M-04

M-04      一体化能源系统概念和方法

M-04 一体化能源系统概念和方法 

 一体化能源规划方法和步骤

基于全球相关实践探索的经验，国际能源机构（IEA）

组织多国专家参与建筑和社区能效项目 ( Energy Efficiency 

in Buildings & Communities, ANNEX 51) 编写了针对较大规

模的城市社区或片区的综合能源规划指南， 阐述了成功实

施地方能源规划转型过程的五个步骤： 编制能源和排放清

单；吸纳利益相关方，创建愿景并确立目标；评估机会并

创建未来愿景； 制定城市能源总体规划和居住区能源规划；

实施政策和项目，监测、评估并调整过程。

（1）编制能源和排放清单

能源和排放清单或平衡表按来源或载体和部门分类显

示整个城市社区的年度能源使用情况。定期收集清单数据

以便城市和社区的能源工作组评估能源使用现状及未来趋

势。关于建筑存量、人口、可再生能源等更详尽的时空分

解数据将进一步有助在过程后续步骤中进行机会评估和居

住区规划等工作。

（2）邀请利益相关方参与，创建愿景，设立目标

进行利益相关方分析后，邀请参加者相聚转型平台，

携手合作创造共同愿景和建立长期量化目标。关键配套指

标也可在此步骤确定。成立能源工作组，成员包括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官员、主要利益相关方和能源规划单位。

（3）评估机会、创建未来情景

利用清单、额外数据、地方及专家知识评估能源效率、

能源系统和可再生能源机会并确定关键配套指标。创建常

规（BAU）及未来替代能源情景，可同时采用预测法和反

推法进行。根据可用数据和资源，采取协作和工程方法，

充分利用最佳可行估计值或计算机模型进行更科学的量化

和优化。确定首选情景并列入战略路线图。

（4）制定城市能源总体规划和居住区能源规划

城市能源总体规划是一套包括愿景、大目标和目的、

选定的基准值和关键指标在内的战略性规划文件。应列出

实现城市目标的首选情景路线图，优先节能减排、能源系

统和能源供应替代方案，以及实施和监测战略。居住区能

源规划提供居住区能源需求特点、首选能源供应替代方案、

节能减排潜力、最优供应需求成本结构等方面的进一步技

术细节。这些规划是迭代的过程，应定期更新。

（5）实施政策和项目，监测、评价和调整过程

运用过程综合管理技术，与政府部门和外部利益相关

方合作执行规划措施并监测执行情况，评价结果，向政府

和利益相关方反馈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供更新规划时借

鉴。还可进行瓶颈分析，以进一步改善实施过程。

图 3-3 编制和实施一体化能源规划的主要步骤

上述步骤作为地方能源规划的一般化过程， 可在实践

中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需要作适当调整，例如变换其中

某些工作的顺序，增加或忽略某些环节等。这五个步骤相

互关联，共同组成完整的迭代和反馈过程。

城市区域层面的综合能源规划在内容和流程上基本相

似， 但因其实施的空间规模较小、 实施时间较短， 因而更

注重技术性和工程性， 关注具体技术措施的能效分析和经

济分析以及节能技术措施的优化组合。城市区域一体化能

源系统的主要工作内容和步骤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步 项目组织、明确区域低碳建设意愿、建立合作

网络（详见 M-5）

根据区域新建或改建的特点，分析和界定项目的利益

相关方，包括决策层、政府主管部门、能源部门、投资方、

专家和终端用户等，建立确保规划、实施和运营阶段参与

网络和机制。



M-04

M-04      一体化能源系统概念和方法

M-04 一体化能源系统概念和方法 

第二步 区域建筑能源需求与供给分析 （详见 M-6）

a. 现状调研，收集和测量区域建筑的能耗数据，汇编

区域建筑关于终端能源利用的数据或能源需求的计

算结果，编制清单

b. 现有供给系统（电、气、区域供暖）及其性能特征

c. 现有系统的缺点和改进潜力

d. 现有的能源网络相关规划  

e. 当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潜力

第三步  设定目标（参阅 M-1-3）

根据城市或社区的低碳节能规划，以及相关的上位专

业规划（如城市区域或社区的低碳规划或综合能源规划等）， 

确定区域的节能减排目标和具体的建筑能效量化指标。一

些新建的低碳或生态城区规划附加了区域的节能减排的相

关指标， 宜加以分析评估后确定区域具体目标，考虑是否

应基于新的技术、一体化能源概念和经济可行性设定更高

的标准和目标。 城市区域或建筑的节能改造项目， 因为涉

及当地社区和建筑内的居民， 参与方组成和实施过程较为

复杂， 需要多方在规划、实施和运营阶段全过程深度参与， 

因此在项目目标确定时就应让社区和居民提前参与进来。

第四步 能源措施分析优化，形成一体化能源系统方案

a. 分析节能潜力和当地替代能源供应机会

b. 借助建模和模拟工具分析节能措施的能效，（参阅 

M-6）

c.  综合能效措施的成本估算和经济性分析（参阅M-7）

d.  替代情景评估和对比，形成优化组合的能源方案

e.  形成实施计划， 包括投资和实施工作时间、责任

分工等

第五步 实施管理和监测

a.  实施质量控制

b.  运营阶段的能源系统管理、维护和使用指引（参阅

M -11）

c.  建成后的能耗监测和数据分析，为能源管理和进一

步的优化提供可靠的数据（参阅 M-10）。

本章进一步的阅读材料：

[1]  城市区域低碳发展：基于德国经验，帮助中国制定低

碳战略的指导手册， 德国技术合作机构 (GIZ)， R. 

Jank, M. Wangelin, 2016

[2]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指南 , 德国技术合作机构 (GIZ), 朱

隆斌， 薛英剑， 2016

[3]  通过综合规划提高城市能源效率——来自德国的经

验， 基于国际能源署“社区和建筑节能”附件 51（2013

版）， 德国技术合作机构（GIZ）， 2015

[4]  建筑节能和低碳生态城市发展培训师第五次培训教

材，GZI  KABEE 项目， 2014

[5]  通过可再生能源应用提高城市能源效率 ——来自德国

的经验， GIZ_KABEE,2015

[6]  国际能源署建筑与社区能效项目的网址： http://iea-ebc.org/

[7]  The Strategic Approach to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buildings，www.big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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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分模块介绍一体化能源系统规划的常用方法

和工具， 包括项目组织和参与、能耗需求与供给分析、节

能与产能措施的能效模拟分析（建模与模拟）、经济性分析、

现代信息技术GIS和大数据的应用、能耗监测与能源审计等。 

城市区域或区域不是建筑、道路、基础设施等独立

部分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组成部分相互

影响和作用，实现整个系统的功能运转。具有不同利益兴

趣的参与者在建筑或当地社区层面上针对节能或供能措施

有各自不同的取向或投资决策，同时也必须从整体角度

出发，着眼整个城市和区域共同目标。因此，国际能源

署《节能社区指导手册》（Guidebook on EnergyEfficient 

Communities，国际能源署 2013）提出需要‘一个将自上

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战略’， 即包括由政府部门与专

家和利益相关方协商制定总体长期低碳策略，并在城市社

区或区域层面开展规划和实施并向上反馈（图 4-1）。

图 4-1 城市能源规划要求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方法

城市能源的低碳转型过程是一个漫长反复的过程，需

要数十年时间来完成。在该过程中，城市政府起到关键作

用。为实现必要的转型，必须针对建筑存量和本地基础建

设持续完善相关制度并作出重大投资。同时，每个社区都

需要主导性的、自上而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以及社

区和区域层面上内容详细、自下而上的本地行动计划和方

案。 同时在实现低碳转型过程中，需要多个不同学科不同

部门的共同合作，涉及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要求各类专业人才和团队成员的协调配合；需要知识转移，

将研发创新成果投入城市发展的广泛应用中。因此，界定

利益相关方、采取广泛的参与对于项目的规划和顺利实施

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能源署《节能社区指导手册》指出了城市社区低

碳建设的六类组织模式，每种模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在

实践中需要根据项目目标以及类型，平衡以及选择不同模

式或模式组合，以实现效率最大化。

类型 内容  组织模式

政府驱动型 [-] 没有市民支持 
[-] 规划不符合最终
用户要求 
[+] 与长期目标协调
良好 

私营部门驱动型 [-] 规划不符合最终
用户要求 
[-] 关注投资回报多
于生命周期成本 

终端用户驱动型 [+] 符合用户期望 
[-] 在指导实施阶段
可能会产生混乱 

公私合作型 [-] 难以符合最终用
户要求 
[+] 沟通良好，调整
方便 

参与型模式 [+] 最终用户更多投
入参与 
[-] 避免私营部门风
险 

过渡型模式 [+] 更多投入参与，
综合手段，边界条
件影响较小 
[-] 现有组织需要大
幅变动 

表 4-1 国际能源署归纳的 6 类基本组织模式

城市政府

项目开发商

私营部门 / 其他

终端用户

来源：国际能源署《节能社区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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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城市区域开发或改造通常又地方政府或开

发商主导，一些城市政府在新建区域的开发中考虑城市的

节能减排政策， 对区域的能效标准会配合控规或区域出让

条件等做出规定。但在城市既有社区和区域的更新中，尽

管城市和社区以及主管部门也起到领导组织的作用， 但在

规划建设运营阶段，终端消费者居民对于项目的长期顺利

实施所起的作用往往得不到重视。从区域能源规划和建设

的内容看， 技术性的细节居民参与的困难较大， 而对于规

划阶段目标的设定、以及实施的具体行动计划， 最好能邀

请利益相关方和居民参加研讨会，如国际能源署指南所述：

当地利益相关方和用户的积极参与已被证明是地方发展规

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有助于提高规划结果和实施过程的质

量及可接受性（IEA-EBC，2013）。图 4-2 描述了法国米卢

斯市中心某个居住区规模的改造项目的组织框架：项目位

于‘富兰克林居住区’，是一个衰败的产业工人居住环境，

居民总数约 15,000 人。项目的重点任务是对拥有 70 - 80 年

历史的当地既有居住建筑实施现代化改造，目标是将一次

能源使用量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实施改造的同时还采

取措施提高当地城市品质。整个过程由米卢斯市政府委托

的私人咨询机构管理。图 4-2 说明政府、开发商、居民等不

同主体参与的组织架构和角色。

架构显示了联邦、大区和城市机构以及投资者、咨询

机构和管理层扮演的角色和相互关系。整个长期过程由市

政府的持续财政投入维系，市政府利用现有国家补贴影响

整个规划和实施过程，同时鼓励当地利益相关方进行投资。

为获取补贴必须满足较高的能源标准、运用创新改造方法。

当地工匠和行业通过这个项目积累了相关经验，提高了工

作质量，是项目计划之外的一大收获。

图 4-2 法国米卢斯案例研究：‘富兰克林居住区’居住区改造项目的组织架构（国际能源署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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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域一体化建筑能源规划的基础是对能耗需求和

供给潜力的分析。 首先需要调查收集区域内建筑能耗现状

和供能潜力以及相关规划的基础信息，建立数据库，在此

基础上对数据加以分析， 对能源需求和供能潜力做出现状

描述和预测。

基础信息收集

收集数据的目的在于提供与现有能源使用、能源供应

结构以及当地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地热能、工业废热废

能及生物质能源等）可选资源的相关信息。一般情况下，

地方风能或水能与城区区域的能源规划之间并不存在直接

的相关性。

一体化的能源系统规划直接受制于此类能源结构的组

合。基于这些数据，结合对节能潜力的预先设想，决策者

即可确定旨在实现能源目标与减碳目标的具体的可选方案。

在启动能源规划工作前需要收集以下信息：

(1) 规划区内建筑供暖能源、供冷能源及电力需求或消耗量：

- 居住建筑

- 公共建筑

- 商业建筑

- 混合贸易 / 工业建筑

（- 公共照明与交通照明）

(2) 与现有能源基础设施相关的信息：

- 电力网络

- 天然气网络

- 区域供暖 / 供冷方案

(3) 地方既有发电厂或供热站

(4) 地方可再生能源与废热的潜在来源。

这类数据大多由省级或市级统计部门每年提供。可以

根据能源用户年能源使用特点及其空间关系等特征进行分

类形成能源使用的结构图（能源地图） 。此类结构图不仅

方便快速查阅与能源需求、使用地点、距离和强度（能源

密度）以及既有供能设施位置相关的信息，而且构成考量

各项地方能源措施的基础，在工作中可以通过融合地理信

息系统（GIS）地图来加以实现，即在“能源地图”上叠加

能源基础设施地图后，再纳入建筑地点信息，同时辅以一

系列附加属性，例如建筑能源需求、城市区划法规和物业

结构等。

建筑的空间数据可以从规划和土地部门获取， 额外的

空间数据可借助飞机航片光学扫描获取，这对阐释建筑能源

需求特征和能源供应备选方案非常有益。作为地理信息的一

项来源，飞机航片光学扫描正在被各类社区与公用事业公司

广泛使用。因为数据给出了建筑屋顶朝向与坡度信息， 因

而也可用于分析规划区利用太阳热能或光伏系统的可行性。

数据来源

公共部门

政府主管部门一般监测市政建筑或公共建筑的能源使用

情况， 其基础是从能源计费表等来源中提取能源最终使用的

实测数据， 电力需求可根据每月或每年电费账单推断。通常

情况下，监测体系还纳入街道照明系统。监测业务由市政当局

承担或外包给服务提供商（多数情况下是地方公共事业机构）。

住宅部门

供能网络运营商（通常）致力于跟踪每年基于供能网

络的能源供应情况与能源最终使用情况（电力、天然气、

区域供暖 / 供冷）并提供此类数据。此类数据定期提供给

市政当局，供信息统计之用。

商业部门

商业部门可提供商业建筑、零售业建筑及其他类似用

途建筑的能源使用情况，此外还可纳入地方中小型制造企

业的能源使用情况。对商业部门内的制造业与零售业活动而

言，统计报告提供了间接信息，例如不同贸易种类的企业数

量、就业人数或购物设施的零售楼面面积。在许多国家，以

千瓦时 / 每个工作场所或以千瓦时 / 每平方米使用面积为单

位的用能统计数据可从国家级或省级统计部门获取。这些数

据可与所有地方可用数据进行对比，从而为能源需求领域

基于经验的预测提供支持。在规划过程的中后期，这些数据

应通过以调查方式收集的更多数据或实测数据加以验证。

供电部门

以下数据必须从电力部门获取或从现有市政统计数据

库中获取， 经汇编后用于分析当前地方能源供应结构：

- 设计功率（兆瓦）

- 场址能源输入量（兆瓦时 / 年）

- 二次能源（电力、热能、蒸汽）输出（兆瓦时 / 年）

- 已使用年份

- 效率

- 所有权

-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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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部门

如果工厂向规划区内部分地段供应电力或废热，这一

情况必须予以考虑。考虑方式应参照供电部门的地方电厂

供应电力或废热的情形。对于某些行业类型（例如食品业

或造纸业），能源供应潜力（特别是废能供应潜力）可能很大。

用于分析可再生能源供应情况的数据源：

除常规能源与化石能源供应情况之外， 还应描述地方

现有可再生能源资源与设施设备的主要特征。特定城市或

乡镇潜在可使用的可再生能源包括以下几种：

- 固体废弃物（焚烧、填埋气体）

- 由绿色垃圾或农业废弃物制得的沼气

- 来自园林绿化、农业和林业机构的地方生物质残留物，

例如生产木片或木质颗粒后剩下的木材废料和锯末

- 太阳能电力或热水

- 地热能

- 作为热泵热源的环境空气或开放水面

- 工业废热

- 水电能源

- 风能。

可再生能源的可利用潜力在任何超大城市周边的农村

均会获得大幅提升。额外的生物质能源应用潜力（森林间

伐产生的残余木材、木片、木质颗粒、燃料农业物料产生

的沼气以及来自种植园的其他生物燃料）、临近地区风电

场以及水能可能是地方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与热能供应的

潜在来源，且有可能大幅提升在地发电能力。理想情况下，

除应识别规划区内可再生能源潜能之外，还应识别前述地

区能源供应的潜能。

对任何可再生能源而言，第一步先量化可再生能源的

理论总潜能将颇有帮助。尽管对大空间范围的社区能源计

划而言，进行简单预估即可，但在编制区域能源规划时必

须借助更详尽的调查研究来筛选和识别，并开展进一步调

查。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可开展更为详尽的现场评估与初步

设计，该阶段对细节要求更高， 因此成本也更高。

数据挖掘备选方案：建筑与住区类型学

可量化信息除了上文已列明的数个可能来源外， 在实

践中还有一种“快速且简易”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德国被

广泛采用，其基础是 “建筑原型法”和“住区原型法”。

（1）建筑原型法

建筑原型法旨在确定既有建筑的能源需求，其基础是

德国存在特定建筑风格这一事实，如规格不一的独户居住

建筑、联排建筑及多层住宅。此类典型“风格”已发展了

近一百年，其特点是各个建筑时期的建筑特征各不相同，

如几何形状、尺寸、所用建筑材料或能源供应体系等。

目前基于德国建筑原型的数据已编制完成并定期更新

（住宅和环境协会，2015 年）。该数据包含与建筑特征相

关的信息，规划者可根据此类信息推导出特定建筑类别的

典型能源需求特征（以千瓦时每平方米建筑使用面积为单

位）。这样，通过使用该数据库，规划者只需参照当地的建

筑原型列表，对规划区内所有建筑进行建筑类别划分，在确

定相应建筑面积后，根据此类信息推导出能源需求估算值。

通常情况下，在某一特定规划区中都存在有限数量的

建筑原型，我们将其设为 nB。采用这种方式，在确定地方

存在的建筑类型及其各自建筑面积后，我们即可计算所有

居住建筑热能总需求 Qa 的合理预估值。

借助计算公式 Qa = (qi·Ai)，我们就可计算出建筑原型

数量为 nB 时的具体热能需求值 qi。然后可用 qi 除以居住

建筑的总居住面积 (Ai)，得出整个规划区的平均特定热能

需求 qNB。

              千瓦时 / 平方米

（2）住区原型

住区原型法通常借助特定指标进行表征，其中包括典

型容积率（FAR）、道路空间、街道长度、可供太阳能利用

的空间等。该方法最初由 Roth 1980 年提出，最近由 Hegger 

在 2014 进行了全面的更新。鉴于住区原型可在既定规划区

中加以识别，这一方法赋予规划者以非常简单方式获取信

息的可能性。而住区原型信息本身已足够丰富，甚至超越

了单纯能量需求数据的范畴 （例如根据具体住区原型的能

量密度推导而得的区域供暖可行性等）。规划者完全可借

助住区原型信息审议规划备选方案。因此，住区原型法在

各级各类城市与能源规划者中颇为盛行，被广泛用于前期

规划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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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目前定义和使用九种住区原型 （参见图 4-3）。实

践证明，建筑原型法和住区原型法非常有用，因为它们有

可能得出并向经验丰富的规划者提供合理的定量结果，因

此中国的大城市可以考虑开发类似的工具。

图 4-3  Roth 于 1980 年在出版物中首次提出的旧版住区原型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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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现代版住区原型模式示意图。

该图提供了基于 CAD 的建筑指标和地方能源应用潜力的自动化计算结果（Hegg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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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规划中各国政府机构和学术部门都在研究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大数据等技术，获取和挖掘能耗需

求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方面的数据，辅助区域建筑能源

建模和分析等。

地理信息系统（GIS）能够整合来自各类数据源的信息，

规划人员可以采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空间分析

技术，完成建筑用能特点分析和当地可再生能源可用性评

估等工作，辅助确定布局和评估各项技术的可行性。利用

GIS还可分析和评价项目对城市地区生境的潜在环境影响，

制作可行性分析主图和配套的专题地图，供决策过程使用。

为评估可再生能源理论潜力，需要获取诸如太阳辐射、

地热、水文、森林和植被覆盖、风速等相关空间数据，还

需收集高程、道路和电力网络等其他地理数据。这些空间

数据可从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线数据库和地图集查阅，或向

公用事业机构或提供数据和空间分析服务的企业索取。

德国各州市纷纷在网上提供动态太阳能地图集（图

4-5）。这些地图显示已安装集热器的位置和发电容量，并

拥有一般资源分析功能，方便屋主和建筑业主考虑决定其

屋顶是否适合使用太阳能技术。利用拟安装系统的总体技

术潜力、资金成本、电价和适用的激励措施，计算出投资

回收期近似值，完成预可行性财务分析。

图 4-5 某居住区互动式太阳能地图，显示屋顶安装太阳能系统的机会

资料来源：太阳能屋顶地籍图，德国黑森州环境部；

www.energieland.hessen.de/dynasite.cfm?dsmid=17355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正在编制《全球可

再生能源地图集》，该地图集将涵盖太阳能和风能技术

潜力、二氧化碳等配套指标计算、地图和常用 GIS 软件

下载、数据质量信息等一系列服务（http://www.irena.org/

globalatlas）。  谷歌 2015 年提出了太阳能屋顶计划（Sunroof 

Project），近来又扩大了太阳能互动天窗地图范围，帮助不

同地区的人们对建筑屋顶能否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做出评估

（图 4-6）。为准确提供这类消息，该工具还将天气、太阳

高度角、树木和高楼附近障碍物阴影等要素包含在内。

图 4-6 谷歌太阳能屋顶地图

数据收集、数据供应以及最佳实践仍在快速发展， 新

的趋势包括提供开放式数据即能源数据库在网上公开供大

众使用。例如，美国能源部国家可再生能源研究所（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启动了开放式能源信息（Open 

EI）计划。而由欧洲地球观测研究所——用能项目环境影

响评估与监测部（European Earth Observation for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Energy Use 

project）开发 enerGeo 门户网站，属于“基于互联网的地理

空间资源信息服务网，帮助用户搜索、阅读并获取地理空

间信息、服务和应用。” 

鉴于公用事业机构、政府和其他机构产生的数据数量

愈发庞大，用于处理并挖掘此类“大数据”的数据分析技

术可为决策制定过程提供重要支持。随着数据开放，对交

互操作性标准的需求日益增加，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国际能源工程师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nergy 

Engineers）、开放地理空间联盟（OGC）以及主要公用事

业机构和咨询顾问正在携手合作，为未来智能电网制定交

互操作性标准。在开放式数据基础上兴起的另一趋势是“编

程马拉松”，即程序员和跨领域团队使用开放式数据库解

决一系列预设的问题。通过发散思维，此类合作往往能够

迅速开发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的信息技术应用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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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汉堡市政府资助，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社

区的热能地理信息和模拟系统， 以支撑城市的能源规划。

城市能源规划与城市发展必须相吻合，才能有效挖掘

气候保护的潜力，经济高效地利用资源， 例如土地利用要

与城市现有热源相一致，反之城市基础设施和能源网络建

设也需要考虑现有建成情况。 该项目的重点是研究开发热

能地理信息和模拟系统， 全面获取热能消耗现状、网络信

息。项目建立在高精度的地理信息数据基础上（精确到建

筑物），与 SimStadt规划工具结合使用，范围覆盖整个城区。

项目的最终目标是要对 2050 年汉堡的能源（热能）需求

做出预测（图 4-7）， 对能源规划做出情景分析， 并在广

泛参与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发展策略，用以支撑城市的

热能规划。 

来源 :Geografisches wärmelnformations-und Simulation System

建筑整修的等级

建
筑
数
量

汉堡地理热能信息与模拟系统项目（GEWISS）案例

图 4-7 热能地理信息图 
( 每平米建筑面积的热能需求 MWh/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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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域一体化能源规划的最终目标是要找出（一系

列）措施的优化组合，使社区或区域能够实现城市政策确

定的节能和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作为低碳战略一部分的措

施应该具体并可以量化，同时二氧化碳减排和成本两方面

措施应该是切实有效的，因此在设定区域的节能减排的目

标和希望达到的标准后，必须对可能采取的节能措施的效

果加以计算。因为能源体系的复杂性，城市能源规划过程

中模型的使用具有必要性。

建筑能耗模型

目前相关的模型种类繁多，从学术界用于系统优化

的复杂多线程方程编程工具到某项目规划特制工作表等

不一而足。 各国开发的建筑能耗模拟软件，包括美国的

BLAST、DOE-2，欧洲的 ESP-r，日本的 HASP 和中国的

DeST 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建筑能耗模拟软件不断完

善，出现了一些功能更为强大的软件，如 EnergyPlus，同时

研究重点逐步从模拟建模向应用模拟转移， 即将能耗模拟

软件应用于实际工程和项目，改善和提高建筑系统的能效

和性能。

建筑能耗模拟软件可以分为五类： 简化能耗分析软件、

逐时能耗模拟计算引擎、通用逐时能耗模拟软件、特殊用

途逐时能耗模拟软件、网上逐时能耗模拟软件。

• 简化能耗分析软件采用简化的能耗计算方法，如度日

法等，计算建筑的逐月、典型日或年总能耗；

• 逐时能耗模拟计算引擎是详细的逐时能耗模拟工具，

没有用户界面或仅有简单的用户界面，用户通常需要

编辑ASCII 输入文件，输出数据也需要自己进行处理，

例如：DOE-2、BLAST、EnergyPlus、ESP-r、TRNSYS 等。

• 通用逐时能耗模拟软件是在逐时能耗模拟计算引擎

的基础上开发的具有成熟的用户界面的逐时能耗模

拟 工 具， 包 括 Energy-10、eQUEST、VisualDOE、

PowerDOE、IssiBAT 等。

• 特殊用途逐时能耗模拟软件是一些是专门为某一种系

统或在某一类建筑中应用的逐时能耗模拟软件，例如，

DesiCalc（用来模拟商业建筑中的除湿系统）、SST（超

市能耗模拟工具 Supermarket Simulation Tool）等。

• 网上逐时能耗模拟软件是在逐时能耗模拟引擎之上开

发的具有网上计算用户界面的逐时能耗模拟软件， 如

Home Energy Saver、RVSP、Your California Home 等。 

目前世界上应用比较广泛的建筑全能耗分析软件主要

有： Energy-10、HAP、TRACE、DOE-2、BLAST、

EnergyPlus、TRANSYS、ESP-r、DeST 等。

Energy Plus 是一个建筑能耗逐时模拟引擎，采用集成

同步的负荷 / 系统 / 设备的模拟方法。软件由美国能源部

（Department ofEnergy, DOE）和劳伦斯 • 伯克利国家实验

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LBNL）共同开发。

EnergyPlus 吸收了 DOE-2 和 BLAST 的优点， 添加了很多

新的功能，被认为是用来替代 DOE-2 的新一代的建筑能耗

分析软件。

能源体系模型

各类规划模型中最突出、最先进的当属能源体系模型，

可对大型城市能源体系进行模拟和优化。这些模型最初开

发用于战略能源规划分析。其中以国际能源署的 MARKAL 

和 TIMES（新版）模型最为知名，由能源技术体系分析计

划（ETSAP 2015）进行开发和应用。模型采用‘参考能源

系统’（RES），考察地方或区域能源转换组件（如发电厂）

特定技术属性以及满足地方能源需求的各输送网络（电力、

燃气、区域供暖）。此类综合能源体系模型由“需求驱动”，

即外部确定能源需求，模型对现有措施进行组合和优化，

以满足该能源需求。‘优化’意指将总成本或二氧化碳总

排放控制在最低水平。TIMES 模型等规划工具模拟整片区

域或城市的能源体系（包括供需侧），在能源技术数据库

基础上运行。该数据库应包含各项技术的能效、使用寿命、

温室气体排放、投资及运营成本数据。国际能源署 ETSAP 

项目提供此类最新技术数据库（ETSAP 2015），TIMES 模

型设有相应软件接口以引用相关数据。能源体系模型分析

并预测城市或区域整体能源体系的发展趋势，预先输入的

能源需求预测数据为分析各种‘情景’提供基础。由此，

模型可自动演算出给定时间范围内不同情景的具体情况，

用户可输入特定边界条件，如制约因素、技术应用、成本 / 

价格等。该模型软件可免费下载，但操作复杂，需要拥有

专业背景的能源体系分析人士方能掌握。

另一类城市能源模型为能源平衡工具，用于编制城市

或片区的能源 / 碳排放清单。规划者通常使用自制 Excel 工

作表汇总此类数据。目前欧洲多个国家现已开始广泛使用

一种替换方案， 即名为‘EcoSpeed Region’的‘平衡模型’

（EcoSpeed 2016）。该模型的数据库经预先整理，可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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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领域（包括运输）和终端能源载体自动生成社区年度能

源数据清单。除能源清单外，该模型亦会生成二氧化碳排

放清单。在德国或瑞士等国应用时，该工具的优势不仅在

于编制标准化清单，更可为用户提供多项附加服务：如将

通用统计数据库缺省值应用于特定用能情景，比如‘银行

业工作场所平均用电需求’。由此，用户可使用缺省数据

代替实测数据快速编制规划区域相关清单，缺省数据与真

实数据较为相近， 清单后期可通过实测数据进行完善或更

正。 ‘EcoSpeed Region’模型多年来应用于能源监测，可

按使用领域和能源载体分别描绘过去能源使用及二氧化碳

排放动态的真实轨迹。因此，该工具确定‘基准年’，帮助

明确未来能源发展情景，属于其又一项功能。凭借这两大

功能， EcoSpeed Region 已成为市政能源部门或能源规划者

的得力助手。受欧盟委员会推荐，目前欧盟成员国逾 2000 

座城市正使用该工具（CoM2015）。由于数据采用相同结构，

不同城市的清单可直接进行比较，也可对使用该工具的城

市按二氧化碳排放进行排位。

位于德国达姆施塔特的 Öko 研究所 25 年前便已开发

独家集成式能源系统排放总量计算模型（GEMIS）并不断

更新。该工具免费提供，其独特之处不仅在于能分析复杂

能源体系的能源 / 二氧化碳绩效与成本，而且提供一个综

合能源数据库，展示各式能源体系的一次能源 / 二氧化碳

排放系数以及隐含能源相关特性。鉴于该数据存在国家差

异，数据库为部分欧洲、北美和亚洲国家提供特定数值。

目前 GEMIS 已成为汇编此类数据的‘惯用标准’而应用于

全球各地（GEMIS 2015）。

GemEB 软件是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TUM）建筑技

术学院最新开发出一个方法，可利用进行城市居住区节能

减排措施潜力和经济可行性的“有根据的假设”，并制定

居住区 / 地区能源计划。创新之处在于实现了与目前最新

的地理数据处理软件相链接。此软件将地理信息系统数据

库与规划区内单体建筑能源需求自动计算工具相结合。在

工具开发的同时，慕尼黑工业大学将既有建筑原型列表扩

展至覆盖非居住建筑（Zadow 2012），增加了能源需求制

图功能，即绘制能源地图。通过这一工具，给出城市用地

单位的能源需求密度，以不同颜色显示（图 4-9）。能源需

求密度是分析区域供暖方案是否采取热能集中供应的（经

济可行性）关键指标：如果居住区建筑累积热能需求高于

450 兆瓦时 /（公顷 . 年），说明有充分理由将区域供暖视

为备选方案作进一步研究。GemEB 目前成功应用于德国巴

伐利亚州多个区域和居住区。同时，此方法能够为既有居

住区或地区提供“半自动情景开发工具”。

图 4-9  GemEB 做出的能源密度地图

“半自动”是指其应用需要用户掌握软件模型、详细

了解当地 / 区域建筑风格及其相关能源需求特点、能源措

施的技术经济潜力方面的详细信息，并可获得标准化制图

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能够为规划区地籍图建模。如果

这些信息可掌握，则此方法能够根据当地或区域地籍地理

信息系统数据库，全面而经济高效地进行城市区域或区域

的能源地图绘制和情景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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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筑和区域能效措施方案选项的经济性分析是一

体化能源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多方案进行投入和收益

分析比较是选择经济高效的能源方案的关键，事关项目能

否成功实施。因为能源目标和方案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多

种因素，能源系统的最佳经济平衡点并非一定是以最低成

本（元 /兆瓦时）提供能源服务（热能、制冷或电力）来判断，

还要考虑节能和减排效果，能源供应取决于建筑能源标准

定义的能源需求。因此，通常应以能源服务供应成本作为

优化目标，即每平方米建筑使用面积的供能总成本为目标。

投资回报率法与生命周期分析法

从经济角度考虑，大部分项目宜采用“投资回报率”

指标（ROI）衡量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该指标最简单的应用

形式是使用项目现金流（减去运营成本）偿还初期投资额

直至全部偿清。以节能减排投资项目为例， 每年节约的能

源成本决定现金流，用于逐年偿还前期投资额。显然，投

资回报率与实际能源价格直接相关。

但是供能或节能措施等能源领域的投资不太适合使用

投资回报率来衡量经济可行性。生产机械等工业投资要求

投资回收期尽可能简短，以减少投资风险，但能源投资情

况不同，项目使用寿命相对较长，投资回报期通常以几十

年而非几年计算，其关键在于能源供应成本能多年保持稳

步下降。尤其未来能源价格预期将不断攀升， 该策略势必

比短期回报项目拥有更多优势。 这一方法称为“生命周期

分析”法。

应用生命周期分析法实现年度成本最低化，需明确并

计算所有经常性成本：资本成本、维护成本、能源成本和

管理费用。为确定既定投资的资本成本（以 Inv 表示），应

根据投资项目设计使用寿命（N 年）将其折现为年度成本

ca。Inv 与年金因子 ann（q, N）相乘可得年度资本成本，即

ca = Inv·ann(q,N)，前期投资转换为 N 个连续年度支出额，

相加总额即为初始 100% 投资融资贷款。使用贴现因子 q = 

1+p/100，p 为贷款利率（%），折旧期（或技术使用寿命）

为 N 年，ann （q,N）是 q 和 N 的函数，由以下公式得出

图 4-10 显示年金因子作为 N 的函数，考量投资的技术

使用寿命：

年度维护成本通常按初始投资的百分比计算，如锅炉

维护成本为初始投资的 1.5%。能源成本定期支付， 数额明

确；管理费用因项目而异（一般仅占总成本几个百分点）。

获知年度总成本后，用其除以年度能源使用量，即算得既

定供能系统实际发电成本（元 / 兆瓦时）。然而如上所述，

每平方米使用面积（元 / 平方米·年）年度用能成本数据更

具实际意义，因此可以计算和比较不同节能减排措施并的

用能成本。

能效措施在某一方面的改变或改善可能对另一方面产

生重大影响。 专注于单个设备或设计特征通常只会带来有

限的改进， 但将建筑作为整个系统进行分析可能导致完全

不同的设计解决方案。这种一体化的集成设计可以以更低

的总成本实现更高的标准和目标，并确保在项目后期阶段

减少问题的出现（图 4-11）。

图 4-10 依据公式，年金因子 ann（q,N）作为使用寿命 N 的函数，
利率 p=1.5%（下方红线）和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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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建筑能效措施的成本效益

图 4-12 规划建造管理建不同阶段的投入及其影响

建筑或城市区域开发项目应该在初步设计阶段就融入

一体化的能源概念， 因为前期的介入形成优化的概念成本

较低，图 4-12 展示了规划建设运营不同阶段的增量成本与

收益的关系。 此外， 一个一体化的方案的效益大于单个组

件的总和。所有能效措施选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互依赖

的，因此，一体化设计方法对组合各种要素、使工程系统

有效协同工作必不可少的。 

政策与能源价格因素

能源价格主导能源战略： 能源的价格越高，节能减排

措施的成本效益越突出。能源体系经济可行性受相关能源

载体价格水平的影响。可再生能源能否成功应用， 不仅与

本地应用潜能相关，更取决于与其存在竞争关系的传统能

源的价格。能源价格及其未来趋势预测影响着地方能源规

划的方方面面。因此，能源规划者需掌握各类能源价格可

靠数据，尤其是电费数据。此外还应考虑能源税或其他负担，

如旨在推广特定能源形式的法定碳配额。太阳能和风能上

网补贴政策等“负面”负担（即激励措施）在复杂能源价

格体系中也发挥一定作用。

经济激励是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 中

国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 各级政府都出台了各种鼓励和

补贴政策。在进行经济性分析时，应该将这些“负面”负

担因素考虑进去。 《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国家财政专门

设立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支持开发利用相关的科学技术

研究、标准制定和示范工程等项目，也明确提出要采取信

贷优惠和税收优惠等经济激励手段。 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

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 如 2010 年， 江苏省南京

市成为首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之一，同年，南

京发布了《南京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示范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示范项目，包括：

（一）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 与建筑一体化的太阳能技术供应生活热水 

• 应用地表水源热泵技术供冷供热及热水 

• 应用污水源热泵技术供冷供热及热水 

• 太阳能光热应用与地源热泵应用结合的系统 

•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应用上述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技术 

（二）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三）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关键技术攻关和研发、能

效检测、标识、标准编制和项目评审、论证等相关配套能

力建设。 

（四）合同能源管理的可再生建筑应用试点等。

表 4-2 南京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补贴标准表

名称

太阳能光热建
筑应用

土壤源热泵建
筑应用

地表水源热泵
建筑应用 

一般示
范项目  

重点示
范项目

一般示
范项目 

重点示
范项目

一般示
范项目

重点示
范项目

补贴标准 
（元 /m2） 

15  20 50 70 35 50 

来源：《南京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示范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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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监测

对建筑在运营阶段的实际能耗加以监测是提高建筑能

效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建筑能耗监测的主要目的是收集

建筑运营中各类能耗的实际数据并加以分析， 编制能耗清

单。 能耗监测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 比较规划阶段的计算与实际能耗的差异， 找出原因， 

总结经验。（参阅模块 M3 案例相关内容）

2）  发现建筑运营中可能存在的缺陷，改善能源系统

的运营。

3） 为能源审计和城市的建筑节能减排工作提供可靠

的基础数据。

能源监测要对建筑的水、电、燃气、集中供热、集中

供冷等各种能耗进行分项计量，从而获得建筑物的总能耗

量和不同能源种类、不同功能系统的能耗量。对于公共建

筑应按不同用途（照明插座用电、空调用电、动力用电和

特殊用电）、不同能源资源类型（如电、燃气、燃油、水等），

分别设置计测仪表实施分项计量。对于居住建筑，要求住

宅内水、电、燃气表等表具设置齐全，并采用符合国家计

量规定的表具，对住宅每户均实行分户分类计量。

监测的标准必须提前制定。应根据能源规划以及节能

排放目标制定监测标准或关键绩效指标。能耗监测过程应

注重使用智能电表和自动数据记录法，市政公共建筑应当

使用复杂的能源管理系统，对监测结果应进行持续评估，

在完善的数据库的支持下， 应定期更新能源清单或平衡表，

这有助于就项目的阶段性目标和目标进程提供有用的反馈

信息。

德国经济能源部 (BMWi) 资助的项目建筑的能源转型 

ENERGIEWENDEBAUEN 根据对十个试点项目的实际监

测数据进行分析，编制能耗审计，对示范区进行比较，发

现每个示范区的优势与不足。图 4-13 是基于两年数据对十

个项目的区域供热的整体能效在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差异比

较以及与规划阶段的量化目标的比较。

为推进公共建筑节能和能耗监测工作，中国先后出台

了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分项

能耗数据采集技术导则》、《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

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分项能耗数据传输技术导则》、《国

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楼宇分项计

量设计安装技术导则》、《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

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数据中心建设与维护技术导则》、《国

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建设、验收

与运行管理规范》， 各地也陆续出台相应措施加以贯彻 ,  

如江苏要求各类公共建筑示范工程项目应安装分项计量设

备并实现能耗数据远程传输， 省级和市级建筑节能示范项

目，包括节能改造项目、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低能

耗建筑示范项目、绿色建筑工程等，凡工程类型是公共建

筑的，应纳入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在

项目实施中同步安装能耗分项计量设备，并将建筑能耗数

据实时远程传输至省建筑能耗监测数据中心或市级数据分

中心。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建设应

严格执行建设部颁发的相关技术要求。省住建厅组织开发

数据中心能耗监测系统软件，作为共享软件供各数据分中

心使用。各地的数据分中心（中转站）统一使用省建设厅

提供的系统软件。在全省开展了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的

建设。通过能耗监测系统，建筑业主掌握了实时能耗数据

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开展能耗对比分析、设备能耗诊断，

以此指导节能运行管理和节能改造工作，挖掘节能潜力，

取得节能效益。

图 4-13  十个示范项目供热整体效能审计

区域集中供热系统的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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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溧阳宾馆借助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发挥能耗

监测平台的作用，以数据为基础指导日常的管理运维和节

能改造工作，取得了良好的节能效果。

金陵溧阳宾馆位于江苏省溧阳市西大街 118 号，建筑

面积 42000 平方米，于 2012 年开始安装能耗监测系统，

2013 年正式投入运行；该能耗监测系统以《国家机关办公

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楼宇分项计量设计安装

技术导则》、《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技术规程》等文件

为依据，结合饭店的经营管理及能源管理要求并，充分分

析宾馆能耗的管理特点，在表计数量及本地管理终端上都

作了较大的提升；达到了良好的节能管理效果。2012 年安

装能耗监测系统后，通过运用该系统的数据对比分析、重

点设备能耗分析等功能，指导设备技改及优化设备运行方

式；通过监测系统排查官网渗漏、控制夜间停业区域的设

备能耗，并及时通过监测系统对所采取措施的效果进行评

估，取得了良好的节能效益，2015 年能耗费用比例是同期

下降 40 多万元。同时金陵溧阳宾馆也在积累历史数据，重

新规划节能管理组织架构，责任到部门，每月各部门能耗

数据公示，并开展部门能耗定额及每客出租数能耗定额的

编制，以促进全员行为节能、提高节能降耗的积极性，进

一步挖掘该系统的节能潜力。

金陵溧阳宾馆为能耗监测

图 4-14 金陵溧阳宾馆 图 4-15 金陵溧阳宾馆能源审计情况

案例

能源审计

能源审计（Energy Audit）是指基于对区域建筑的能源

消耗的监测数据和实地调研，编制能源清单（能源平衡表）。

要对建筑和区域的能源情况进行评估，一般应基于一到两

年的完整数据。

能源审计编制的目的主要在于考察建筑能源使用的效

率、能耗水平和能源利用效果，加强能源管理，使节能管

理规范化科学化，挖掘建筑节能潜力，确定节能改造的技

术方案。 

能源审计有助于在规划阶段发现节能潜力、在实施后

比较建筑和区域能效和实施前的差别，此外还可以比较规

划的节能预测框和实际节能量，检验规划设计是否可靠，

差异在哪里，是能源效率、能源供给还是使用者方面的问题。

为加强公共建筑节能管理，指导各地开展公共建筑能

源审计工作，住建部组织对原《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

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进行了修订，完成了《公共建筑

能源审计导则》， 并于 2016 年 12 月颁布。

导则对能源审计进行了明确界定： 建筑能源审计主要

是针对建筑围护结构、动力系统、暖通空调系统、可再生

能源系统、水资源利用、建筑室内环境质量等进行监测、

诊断和评价。

导则将建筑能源审计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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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能源审计旨在掌握建筑和用能系统信息，了解建

筑用能总体现状，并通过与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对比，判

断建筑总体用能水平。 要求完成建筑基本信息和用能系统

调查；检测评估室内基本环境品质状况；基于全年及分月

用电、蒸汽、天然气、油、可再生能源及其他能源等账单

或能耗统计记录数据，计算建筑年总能耗和单位建筑面积

能耗等能耗指标；通过与国家或地区能耗标准对比，对建

筑用能现状进行总体评价。要求收集至少 1 年完整的能耗

数据。

二级能源审计旨在掌握建筑各分项用能规律和运营管

理水平，发现存在问题，提出节能改造方向。除一级审计

要求外，还需分析计算建筑暖通空调、照明插座、动力、

生活热水、餐饮、其他等各分项能耗指标；审阅建筑的能

源管理文件，对建筑进行现场巡查，评估建筑运营与管理

水平；根据需要对重要系统和设备进行测试；对采暖、制冷、

照明等各分项供能系统做出评价，提出节能改进建议。要

求收集至少 3 年完整的能耗数据。

三级能源审计旨在通过建筑围护结构、用能设备及系

统检测，对建筑性能及用能系统进行详细诊断，分析问题，

明确改造方案，并进行节能量和经济性分析。除二级审计

外，还应包括建筑及设备能效测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测评；

室内空气质量状况检测；提出详细且具备可操作性的节能

改造方案；基于实测数据或能耗软件核算节能量，并进行

经济性分析评价。要求收集至少 3 年完整的能耗数据。

导则要求国家或地方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示范项目， 应

尽量开展二级及以上能源审计。此外导则还对审计程序、

审计内容和审计报告的编制做了详细的指引， 在能源审计

编制工作中应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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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城市区域的运营管理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不

可或缺的环节， 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筑和城市区域一体化的能源网络需要通过智能

化系统管理，保证系统运行良好。

一体化的建筑能源系统采用大量的新能源技术和智能

系统来保证建设目标的实现，运营过程中信息控制、管理

与决策，智能化、信息化是不可缺少的技术手段。智能化

系统为高标准的建筑提供各种运行信息， 影响建筑能源系

统运行管理的整体功效，是建筑正常运行的技术保障。如

果不能有效地实现各类设备系统的智能控制，不能完备地

进行建筑物建设、运行与更新过程的信息管理，建筑的节

能减排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2）对能源系统和设备进行定期维护、检查和清洗、

对设备系统进行运行优化与能效管理。

高标准的能效建筑对设备、管道等的设置有很高的要

求，要对空调系统进行维护保养、清洁，以保证空调送风

风质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保持建筑物与区域公共设施设

备系统运行正常。

（3）应做好能源监测、能源系统运行数据的收集和分

析（参见 M-9）

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和管理平台对建筑的水、电、燃气、

集中供热、集中供冷等各种能耗进行分项计量和监测，从

而得出建筑物的总能耗量和不同能源种类、不同功能系统

的能耗量。做好全年计量与收费记录。区域内的建筑如果

加入了政府的能耗监测网络（目前以大型公共建筑为主），

还要配合相关部门安装能耗计量仪表，并按要求传送相关

能耗数据。此外，要跟踪能耗数据，准确找出建筑的能耗

浪费和节能潜力，改善能源管理和能源系统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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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节能和产能新技术

近年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

世界各国不断研究和探索建筑和城市区域的节能减排应用

技术， 包括改善建筑热工性能的新型材料和技术措施、改

善能源效率的产能和供能系统、可再生能源生产以及能量

储存技术等， 为建筑和城市区域实现零能耗和余能目标提

供了基础。 

无论在建筑的层面上，还是在城市区域的层面上， 一

个整体的能源概念考虑的措施都包括通过被动措施减少建

筑能耗需求、提高能源系统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利用， 这些

措施组合形成建筑层面或区域层面的整体能源方案。

改善能源系统效率的措施包括使用高效的供暖制冷系

统，提高建筑通风系统效率，改善照明系统效率（如使用

LED 灯），在建筑和区域层面采用高效热泵系统和冷热电

联产技术、使用智能控制系统等。

可再生能源利用包括采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

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形式满足建筑的供暖、制冷和电力需求。

为综合考虑建筑消耗的能源在能源生产消耗的化石能源以

及传输环节的能量损失等因素， 一些发达国家的建筑节能

标准将能源形式和传输损耗考虑进来，将建筑能耗分为使

用能耗、终端能耗、一次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量等。建

筑节能标准以一次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量为指标。从

建筑的一次能源的消耗量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考虑，当地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图 5-1 显示的， 

全球替代能源潜力巨大， 特别是太阳能资源， 每年到达地

球的太阳辐射量是全球每年能耗的 2850 倍。随着太阳能光

伏技术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熟和价格的走低，可再

生能源利用已具有很大利用空间，特别是在致力于面向未

来的零能耗或余能目标的区域开发和更新中。

被动措施：建筑室内得热由太阳照射（窗户和围护结

构传热）、室内设备和人体散热等构成，热量损耗由通风

热损耗、外围护结构热损耗构成。为保持室内环境的舒适

温度、需要通过供暖和制冷能耗来平衡得热和失热差异形

成的（冷）热负荷。被动节能措施通过改善形体、朝向、平

面布局、外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构造措施，减少建筑的热

损失，充分利用太阳能，改善建筑的热平衡，从而减少建

筑的供暖制冷的能耗需求。

图 5-1 全球能源需求与各类能源供给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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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开发的区域和建筑项目而言，通过优化布局和

采取保温隔热等措施是减少能耗需求，被动利用太阳能的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但对于既有建筑或城市区域的改造项

目，　因为增加被动措施涉及面广、影响因素较为复杂，

存在一些被动措施的增量费用可能较高、改变建筑外观的

可行性等问题，是优先采用被动措施，还是通过能源系统

改造提升或者通过可再生能源措施如光伏发电满足建筑能

耗需求，则需要具体情况，采用一体化的能源系统方法加

以分析，形成整体的区域能源概念。

图 5-2  整体的建筑节能措施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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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热 电 联 产 (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

CCHP) 是一种建立在能源梯级利用概念基础上，将制冷、

制热（包括供暖和供热水）及发电过程一体化的总能系统。

热电联产比单独发电更有效地利用燃料。 在单独的电力生

产中，一些能量作为废热被浪费，但在热电联产中，这种

热能得到很好利用， 不仅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了

CO2 排放，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图 5-3）。

冷热电联产（CCHP）是在热电联产（CHP）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它将热电联产与吸收式制冷相结合，使热

电厂在生产电能的同时供热和制冷，故初期只立足于热电

厂。随着分布式供电概念的提出， 冷热电联产得到新的发展。

其中分布式供电是指将发电系统以小规模（数千瓦至 50 兆

瓦的小型模块式）、分散式的方式布置在用户附近，可独

立输出冷、热、电能的系统。这种电力可以在建筑或区域

中使用，如果电网管理许可，电力也可以输入城市电网中。

与常规的集中供电相比，其输配电损耗较低甚至为零，可

按需要灵活运行排气热量实现热电联产或冷热电三联产，

提高能源利用率。

冷热电联产通常由发电机组、溴化锂吸收式冷、热水

机组和换热设备组成，所用的发动机可以是往复式的 , 也

可以是各种形式的蒸汽轮机和燃气轮机或其联合循环装置。

而发动机的燃料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天然气、煤、

油、木材甚至各种城市垃圾和地热等，如图 5-4，5-5 所示。

冷热电联产在国内外已应用较为广泛， 并与替代能源的使

用技术整合，如利用地热作为能源或以木屑作为燃料等（参

阅以下案例）。

水

燃料

热回收
单元

热输出

发动机
或涡轮

蒸汽或热水

发电机

冷却或加热

建筑或设备

电网

电力

图 5-3 热电联产技术基本原理

图 5-4 沼气热电联产机组，奥地利 图 5-5 密封式中小型热电联产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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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姆会展新城位于慕尼黑东部 7km，区域是原城市机

场，占地 560 公顷，会展商业、居住以及开放空间各占用

地 1/3，包括展区、办公与企业园区、商业中心、学校、酒店、

教堂及 6100 套住宅单元。从 1995 年开始，经过近 20 年的

规划建设，到 2013 年基本完工。新城可供 1.6 万人居住和

1.3 万人工作。它是近年来欧洲规模最大的可持续城市发展

项目之一。

能源系统的目标是实现能量需求最小化和优化能源结

构，以新型能源、高效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目标。首先通

过控制建筑表面热能损耗与体型系数（A / V）、建筑布局、

被动利用太阳能，有针对性的保温和通风，加强居民节能

意识几个主要方面减少供热耗能需求。项目考虑如何控制

住宅和商业等室内温度与生活热水温度、工业用热、展馆

降温、发电厂的不同能源需求。 能源供应采用了热电联供

技术系统，并采用可再生能源，用沼气替代化石天然气用

于热电联产发电、太阳能集热装置用于产热、通过光伏电

力系统发电。 热电联产使能源利用率达 90%，一次能源消

耗和 CO2 排放大为减少。

慕尼黑里姆会展新城 Messestadt Riem, Munich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案例 案例

浦东机场能源中心是机场规划设计时 " 大集中，小分

散“供冷供热方案中最为关键的“集中”供冷供热主站，

通过燃气轮机热电联供系统，采用“汽电共生 , 冷、热、电

三联供“ 这一新的制冷供热方式，推动这一先进技术在国

内的应用。燃气轮机热电联供系统通过发电机，为并网处

的机场用户供电 , 在技术上还可以向市网送电 , 通过余热锅

炉供热。产生的电和蒸汽通过离心式制冷机组和嗅化锂吸

收式制冷机组供冷，为航站楼、机场当局办公楼、海关边

防联检楼、餐饮娱乐中心、配餐、货运、宾馆、医疗急救

中心、金融中心等用户供冷供热。能源中心实现三联供的

主要设备为一台额定功率 4000kw 的燃气轮机发电机组，一

台额定蒸发量为 9.7t/h、利用燃气轮机排出高温烟气余热的

锅炉，蒸汽供应量不足时使用辅助燃气燃油锅炉。使用蒸

汽供冷的嗅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和使用电力制冷的 YK 离

心式制冷机组，外配总量为 110t/h 辅助蒸汽锅炉，总制冷

量 24400RT( 其中电制冷 18400RT，双效蒸汽嗅化锂制冷

6000RT)。

图 5-6 热电联产与区域能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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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技术及应用

燃料电池实质上是一台氢燃料发电机， 其原理是通过

含氢燃料与氧气或其它氧化剂的电化学反应将燃料中的化

学能转化为。由于其能量是通过氢气和氧气的化学作用 ( 并

非经过燃烧 ) 直接转变成电能的，化学反应过程中不会产

生有害产物，其能量转换效率也比内燃机要高 2~3 倍。

燃料电池与普通电池和充电电池不同，燃料电池由连

续的燃料和氧气源（通常来自空气）来维持化学反应， 而

在普通电池中，化学能来自已经存在于电池中的化学物质。

所以既不像普通电池那样用完后丢弃，也不像充电电池那

样需要经常充电，使用过程中只要有燃料和氧气供应，燃

料电池可以连续发电（如图 5-7 所示）。

表 5-1 几种燃料电池的应用范围

电池
分类

工作温度 燃料 氧化剂
理论发
电效率

主要应用
领域

PEMFC 80℃ H2 O2、空氧 83%

汽车、分
布 式 电
站、热电
联产

AFC 60~90℃ 纯 H2 纯 O2 83% 航天

DMFC 80℃ 甲醇 O2、空氧 97%

携带式应
用（手机、
笔记本电
脑电源）

PAFC 160~220℃
甲烷、天
然气、H2

O2、空氧 80%
发电站、
热电联供

MCFC 660℃
甲烷、天
然气、煤
气、H2

O2、空氧 78% 发电站

SOFC 400~1000℃
甲烷、天
然气、煤
气、甲醇

O2、空氧 73%
热电联厂
发电站

由于燃料电池电解槽系统本身并不存储燃料，而是

依靠外部储存装置，可以成功应用于大型储能。有许多不

同类型的固定燃料电池，效率有所不同，但大多数是节能

40％到 60％之间。当燃料电池的余热用于加热热电联产系

统中的建筑物时，这种效率可以提高到 85％，远高于传统

的煤电厂效率。燃料电池也比传统发电更清洁，与常规燃

烧系统产生的 25 磅污染物相比，使用天然气作为氢源的燃

料电池发电厂每生产一千 kWh， 仅产生少于 1 盎司的污染

（二氧化碳除外）。与传统燃煤发电厂相比，燃料电池的

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 97％。燃料电池可以与来自垃圾填埋

场或废水处理厂的低质气体一起使用，以产生电力并降低

甲烷排放。

氢作为以风力或太阳能设备波动供给的缓冲和储存能

量， 作为可移动的能源， 可用作汽车和商用车的燃料。在

建筑和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和交通上应用潜力巨大。下

图是利用替代能源电解产氢，在提供给城市交通的氢气站

的例子和流程示意。

图 5-7 燃料电池工作原理

目前，燃料电池按照电解质的不同主要分为５种类型，

如表 5-1 所示，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碱性燃

料电池（AFC）、直接甲醇燃料电池（DMC）、磷酸燃料

电池（PAFC）、熔融碳酸盐型燃料电池（MCFC）和固体

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表 5-1 给出了几种主要的燃料

电池的基本性质和应用，根据其各自的特性，燃料电池可

以应用在不同场合，从小型便携式电源，到汽车动力到分

布式电站到热电联产都可以得到有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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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实践案例

汉堡港口城氢气站

案例

案例

图 5-8 电制氢用于新能源汽车供氢流程

欧洲最大和最现代化的氢气站之一， 位于汉堡港口城

的入口处，供气能力足够为 20 辆当地巴士加大型汽车加油。

哈芬城氢气站是世界上第一个提供符合 SAE J2601 标准的

70 MPa 加油技术以及经过测试的 35 MPa 技术的加油站之

一。因为氢气站场地空间有限，有一半的燃料通过电解从

水中就地产生，其余的由卡车运送。 

目前全球越来越多地转向电动汽车和氢动力汽车来减

少排放， 减少对化石资源的依赖。电动车辆特别适合短距

离使用，而使用燃料电池，用氢气来储存能量的车辆有更

大的使用范围，类似于目前使用燃油汽车。 更高的压力和

由此产生的更高的压缩比使得在汽车中储存更多的氢成为

可能。 因此，这些车辆的操作范围与常规动力车辆相当。

氢气站是清洁能源伙伴关系（CEP）示范项目的一部分，

在德国氢和燃料电池技术创新计划（NIP）下获得援助。作

为合作伙伴，Vattenfall 公司对新能源技术用于城市基础设

施有极大的兴趣， 在这个项目中和其他合作伙伴测试氢气

作为日常使用的燃料的可能。哈芬城氢气站的存储技术已

经将未来的能源变成现实。

北京市于 2006 年开展天然气——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分布式电站的研究，由北京科技大学主持，建立了 10 ｋＷ

级天然气重整制氢的 PEMFC 分布式热电联产电站，并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进行了示范运行，为北京绿色奥运

做出了贡献。长时间运行结果表明，PEMFC 发电效率高达

40％，热电综合效率可达 80％，占地面积约２平方米。

上海世博会燃料电池汽车：世博会与科技部合作开展

纯电动、混合动力、燃料电池等 1017 辆各类新能源车辆示

范运行项目，燃料电池汽车 196 辆，包括燃料电池客车６

辆、燃料电池轿车 90 辆、燃料电池观光车 100 辆。这是继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新能源车技术和成果的又一集

中展示。为配套世博燃料电池汽车的示范运行， 主办方在

靠近世博园区附近新建了１座世博加氢站和２辆移动加氢

车，为各种车辆提供燃料补给服务。

氢作为以风力或太阳能设备波动供给的缓冲和储存能

量， 作为可移动的能源， 可用作汽车和商用车的燃料。在

建筑和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和交通上应用潜力巨大。下

图是利用替代能源电解产氢，在提供给城市交通的氢气站

的例子和流程示意。

FCEV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BEV 传统蓄电池电动汽车

2003 H ummelsbüttel氢气加气站开
始建设

2008 氢气加气站纳入港口新城的
规划

2010 港口新城的氢气站开始施工
2012 建成
2013 连接至需求侧/虚拟电站

中等压力罐
（450Kg）

离子压缩机 高压罐
（250Kg）

氢气桩
（350-700巴）

电解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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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比例不断提升， 电能和热能存

储的意义变得十分重要。 可再生能源作为替代能源在城市

区域层面产能具有间隙性， 产能与负荷的分时曲线不同步

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瓶颈之一。 城市区域利用储能技术将

使得具有间歇性特征的绿色能源技术 （太阳能、地热能和

风力）得到更大程度的应用，帮助能源系统实现更有效地

供需平衡，刺激城市电动汽车的广泛采用，允许建筑和城

市区域或区域从垂直的、大型集中电力系统中完全独立出

来，使得城市区域自给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应用成为可能。

近年来能量储存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飞速发展， 包括热

能的存储和电能的存储。电制氢（电能转化为氢）或其它

化学载体、电制气等，可以在需要时重新发电或用于其他

的能源需求。目前这些技术已进入实质性的应用阶段，在

很多实验性建筑和城市区域的能源系统中加以整合运用。

电制热（Power-to-heat）

首先是可再生能储存用于建筑和区域的供热和热水制

备方面，光伏发电或风能发电产生的电能可以通过电能转

换为热能，储存的热量可以错时在有热量或冷量需求时使

用，当它与区域的冷热电联产耦合装置结合时可以大大提

高其总体效率。

电力到热量通过电阻加热或通过热泵来促成热源。电

阻加热器具有统一效率，相应的热泵性能系数（COP）为2-5。

家用热水和区域供热的备用浸没式加热提供了一种使用剩

余可再生能源的便宜方式。具有热能储存的区域供热系统

中的大型热泵在高效率加热方面特别具有吸引力，它们可

以提供极高的效率来平衡多余的风力和光伏的发电，并且

可以带来很好的投资回报。

电制气 (power to gas) 

电力到燃气（通常缩写为 P2G）是当光伏或风力发电

有剩余电量时将电力转换为气体燃料的技术，在使用风力

发电转换储存是时称为 wind gas。电制气技术作为能源互联

网中联通天然气网和电网的关键技术环节， 提供了一种新

的储能解决方案，在消纳风电、光电等新能源电力方面具

有独特优势和很强的适应能力。 电制气技术应用包括电制

氢、电制甲烷等途径。

图 5-9 电制气的能源储存和使用路径

电制氢（Power to hydrogen）： 通过电解水将可再生能

源生产的电力转变为氢气，并把氢气作为储能介质的储能

方式。所得氢气可用于燃气发电厂、热能市场、电机燃料（氢

气或天然气运输）以及工业的发电以及汽车充氢设施等。

电制甲烷（Power to methane）：把氢储存和二氧化碳 ( 

CO2 ) 甲烷化制天然气技术耦合， 能副产高纯度氧气和高

品质热量，氧气可直接供周边市场，热量的一部分用于电

解水单元电解质加热，其余可以考虑区域和周边的综合利

用。产生的合成天然气产品甲烷浓度可达到 95% 以上，组

成与管输天然气基本相似，可以混输同用，用于区域的热

电联产或进入燃气网。电制气技术把电能转化为合成天然

气的化学能，可以实现电网的大规模、长周期或短期储能 ( 

季节性、日、时储能等 ) ，有利于推进天然气网络和电网的

深度耦合。（图 5-10）

风能

太阳能

生物质能

电网

热量

沼气

电力储存

发电

ccpp/u-chp

蓄冷/蓄热

配气系统

热量分配网络

电解/
氢气缓冲

二氧化碳缓冲

电锅炉

配气系统

“生物甲烷”
沼气生产厂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

图 5-10 电制气与城市电网和燃气网的结合

来源 : Hans Schäfers, CC4E, Hamburg, November 2015）



M-15

M-15 能源储存技术及整合

M-15 能源储存技术及整合

法尔肯哈根 Wind-Gas 项目

天津梅江生态小区华厦津典会馆

案例

案例

UNIPER 能源储存公司目前正在开发电制气能量储存

这一可再生能源的创新技术， 特别是风能和光伏的转换， 

用以平衡电力生产的长期波动，减少由工业、热力和运输

部门的 CO 2 排放。这项技术在 UNIPER 的试验工厂法尔

肯哈根 WindGas 项目中加以应用，使用可再生电力通过电

解水产生氢气，将氢气压缩下随后送入本地天然气电网。

项目位于德国汉堡附近的 Reitbrook，由项目合作伙伴 

SolviCore 开发用于转换的膜电极组件 - 电解槽的基本组成

部分，Hydrogenics 构建和封装整个电解槽单元。PEM 电

解技术与使用液体碱性电解质的常规系统相比，可以提供

较低的能量损耗和较高的氢气纯度。UNIPER 能源储存公

司负责作为氢气注入装置部分的现场试运行。该项目的科

学监测由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和弗劳恩霍夫太阳能

系统研究所 ISE 负责。

图 5-11 Wind-Gas 汉堡工厂

图 5-12 U 型竖直埋管蓄热示意图

方式，这种蓄热装置的结构如图 5-12 所示。通常采用埋管

蓄热方式，通过地下埋管热量直接被储存或者释放至周围

的土壤中。整个储能系统由许多管道组成，首先要向地下

垂直钻井，通常直径为 100-180 ㎜，深 30-100m。换热器

由一个或两个插入式竖井内的 U 形塑料管组成。换热器材

料的选择取决于储热温度，常用的有聚丙烯、聚乙稀（高

密度聚乙烯）或聚丁烯。竖井必须采用特殊的材料从底部

到顶部进行填充，以保证换热器管壁与土壤之间接触良好，

避免产生较大气泡，在换热器与土壤之间产生较大热阻。     

太阳能跨季节土壤蓄热 

所谓跨季节性蓄热，就是指长期蓄热（储热容积比较

大，充分热循环周期比

较长，一般为一年），是相对短期蓄热或昼夜型蓄热

而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普遍流行的小型家用太阳

热水器系统（DSHS）就属于短期蓄热太阳能系统的范畴。

由于地球表面的太阳能量密度低，且存在季节和昼夜交替

变化等特点，使得短期蓄热太阳能供热系统不可避免的存

在很大的不稳定性，从而使太阳能利用效率也变得较低。

因此，长期蓄热可以使大规模利用太阳能变得极具发展潜

力。 土壤蓄热是一种将热能直接储存在土壤或岩石中储热

在天津梅江生态小区华厦津典会馆中设计建设了太阳

能跨季节土壤蓄热—地源热泵组合系统（ SGCHPSS ）示

范工程。建筑物的采暖空调面积为 5666m2 ，包含有办公室、

图书室、会议室等常规空调区域以及篮球馆、乒乓球室、

重量训练区等休闲区域，还有游泳池、瑜伽中心等常年需

要供应热水的功能。建筑物设计冷负荷 461.7 kW，设计热

负荷 433.7 k W（采暖和生活热水）。组合系统由太阳能

集热系统、热泵系统、地下埋管系统和采暖 / 热水系统末

端四部分组成。

示范工程组合系统将太阳能跨季节蓄热与地源热泵技

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利用太阳能和浅层地表能， 将

跨季节蓄热装置转移到地源热泵系统的地下埋管换热器系

统中，使地下土壤换热器与蓄能装置合二为一，免除了传

统的跨季节蓄热装置需要另外追加投资的问题。在夏季太

阳能丰富的时期，将热量贮存到土壤中，满足冬季太阳能

不足时的供暖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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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高密度的开发建设方式， 使得在城市区域可

以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形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考虑到替代

能源的供给潜力、可持续性、经济性， 太阳能光伏和光热

利用、地热能等都有广泛的应用潜力。在特定的环境下工

业余能等也存在利用的潜力，生物质能和风能则更适合于

低密度地区和在农村地区使用。

太阳能光电系统

太阳能光电技术是一项相对成熟的技术， 光伏发电可

以在建筑和城市区域的层面自用，也可以接入城市电网。

屋面或立面光伏的产电接入建筑或区域的能源中心机房再

进行用电负荷分配，如图 5-13 所示。光伏发电的可行性要

根据气候条件和日照辐射的情况确定。由于光伏发电技术

成熟、价格回落，有上网电价的优惠政策支撑，投入产出

效率已经显现， 目前具有广泛应用价值。

图 5-13  太阳能光电系统

图 5-14  使用吸收式热泵的太阳能供冷系统草图（Blazek 2016）

图 5-15 利用太阳能集热器作为能源的吸收式冷却回路示意图

 （Quaschning 2015）

太阳能光热系统

太阳能光热系统技术简单成熟，应用范围广。目前简

单的太阳能光热普遍用于热水制备。除此之外，光热系统

也可以和建筑及城市区域的供热供冷系统结合，用于制热

制冷或中央空调系统。

光电和光热用于区域制冷

在夏热冬冷地区，夏季炎热潮湿，为真正实现空气调

节的目的，必须将供水温度进一步降低至 7 ℃，以便能够

适当调节炎热潮湿的空气。因此夏季可在中央供暖系统中

使用吸收式热泵（例如江苏双良提供的大型双效溴化锂吸

收式制冷机），吸收式热泵在冷却过程中要使用热能 （非

电能）。此类系统利用湿式冷却塔运行，供应 7 ℃ / 12 ℃

冷冻水，要求输入温度 ≥ 80 ℃，可由热电联产系统 / 燃气

轮机或高效太阳能集热器提供充足热能。由于太阳能与供

冷需求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同步性，太阳（热）能利用非常

有利（图 5-14）：

废热

冷却塔

光伏电厂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
用户

集热器

发生器 溶剂泵

冷却塔

膨胀阀

冷凝器
蒸汽 蒸汽

蒸发器

吸收器

富溶液

贫溶液

空调终端

地热能

地热能〔Geothermal Energy〕是由地壳抽取的天然热能，

这种能量来自地球内部的熔岩，并以热力的形式存在。它

是一种无污染的清洁能源，如果热量提取速度不超过补充

的速度，那么热能是可再生的。在绝大多数地区，地下温

度一般在 10-16 度之间，因为土壤的热惰性，地下温度不会

随季节产生大的波动。地源热泵即是在冬季取出热量用于

室内采暖，夏季用于制冷。



M-16

M-16 可再生能源利用与供能系统的整合

M-16 可再生能源利用与供能系统的整合

地热供暖：与使用空气热泵和其它补充式的供暖方法

相比，在温和气候下，地热供暖是最有效的建筑供暖方法

之一。如果与传统的使用天然气的供暖装置配合使用，地

热供暖将极大减少所需要的燃料使用量，为建筑物提供舒

适的温度。深井地热利用系统中，低温（约 45 摄氏度）水

通过水泵进入进水井。加热后的水（约 85 度）到达地面进

入热交换器，热能进入供热网络，如图 5-17 所示。

地热制冷： 地热制冷效率远高于传统空调，因为地热

制冷只与地温交换热量，环热传递液体和运行空气所使用

的环扇所需要的电量要远比运行传统空调压缩机所需要的

电量要少。

图 5-16 地热系统的基本布局（Source: IPCC）

图 5-17 地源热泵的不同设计和在冬夏的应用

图 5-18 地热发电厂的基本布局

图 5-19 生物质能制沼气用于热电联产和供气

生物质能

生物质能 (Biomass energy ) 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

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形式，它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绿色植物

的光合作用，可转化为常规的固态、液态及气态燃料，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同时也是唯一可

再生的碳源。地球每年经光合作用产生的物质有 1730 亿吨，

其中蕴含的能量相当于全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 10-20 倍，

但目前的利用率不到 3%。

生物质能源包括树木、植物秸秆、种子、生物废物等。

其使用形式包括：1）直接燃烧， 生物质直接燃烧和固化成

型。2）生物质气化， 将固体生物质置于气化炉内加热，同

时通入空气、氧气或水蒸气，来产生品位较高的可燃气体。3）

液体生物燃料， 由生物质制成液体燃料，主要包括生物乙醇、

生物丁醇、生物柴油、生物甲醇等。4） 沼气， 生物废物可

以在适宜的温度、湿度条件下，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产

生沼气， 用于建筑或区域能源系统，如替换传统厨房燃气

用能、空调供暖用能和小型热电联产设备等，如图5-19所示。垂直循环

水平循环

紧身循环

池塘循环

你的设备 你的设备

冷水 冷水热水 热水

地热发电：利用地热进行发电，地热井一般要深入地

下 10 千米，温度在 150 摄氏度以上。水和（或）蒸汽输送

到井里，然后上升到一个热交换器，然后通过热力发动机

产生电能，如图 5-18。

水蒸气

进料泵

汽轮发电机热交换器

热交换器

水泵

冷却塔

生产 注入

油气分离器 热交换器
泵 备份锅炉 辐射加热

燃料作物

燃料作物

饲料 存储

畜牧业

沼气

初步罐

有机废物

有机废物

发酵罐

废气处理

天然气管网

工艺热

热电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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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能源与区域能源系统的整合

在消耗化石能源的传统建筑能源供能方式下，城市电

力供应、燃气供应和油料供应三个方面各自孤立考虑，能

源消耗系统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整体协调，不利于资源利

用效率的提高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一体化的能源供给形

式应综合使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

能源和可利用的终端余能 （低品位的排热、废热和温差能）

替代传统石化能源，满足城市区域和区域的建筑用能需求，

减少一次能源消耗和能源传输损失，资源利用效率高、环

境污染小，在节能减排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和潜力。

图 5-20 传统能源系统向一体化能源系统的转型

图 5-21 可再生能源与热能网的整合潜力（Source：Hamburg Institut）

图 5-22 Flintenbreite 社区利用生活污水供能示意图

工业余热

热网

热量储存

太阳能光热中心

剩余可再生能源发电

生物质发电厂

自供电 分散式CHP（电输出）

大型热泵

德国 Luebeck Flintenbreite案例

位于德国 Luebeck 的 Flintenbreite 社区是一个城市区域

利用生活污水供能的案例。社区收集住户卫生间排出的黑

水产生沼气，输送到社区的小型热电联产装置中，为社区

供暖和供电（图 5-22）。

真空下水道 保留和渗透到
洼地中

在人工湿地进行
生物处理

沼气和热电联供站

黑水 降水 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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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分布式能源出力具有随机性和波动性的特点，

可控性差，此外分布式能源的接入将改变传统配电网络单

向潮流的基本格局， 可能严重影响正常电压水平、短路电

流和供电可靠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解决方案，微电网

（micro-grid）把分布式电源和它所供能的负荷以及能量转换、

保护、监控等装置作为一个系统，形成一个小型的完整电网，

以储能设备或者微型燃气轮机这类可控的电源维持系统稳

定，使之可以消纳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整个微电网

与大电网有一个公共连接点（PCC），当微电网电源功能

不足时可以通过大电网补充缺额，发电量大时可以将多余

电网馈送回大电网。分布式电源以微电网方式并网和直接

并网的区别主要有两点：1）微电网可以通过控制策略决定

并网点的功率流向，比如发电多时用储能存储，负荷大时

储能放电； 2）标准意义上的微电网可以和大电网断开，从

并网模式切换成孤岛运行模式，两种模式能否实现无缝切

换是微电网成功的标志。

虚拟电厂指通过分布式电力管理系统将电网中分布式

电源、可控负荷和储能装置聚合成一个虚拟的可控集合体，

参与电网的运行和调度，协调智能电网与分布式电源间的

矛盾，充分挖掘分布式能源为电网和用户所带来的价值和

效益。虚拟电厂由发电系统、储能设备、可控负荷和通信

系统组成。虚拟电厂的提出是为了整合各种分布式能源，

包括分布式电源、可控负荷和储能装置等，如图 5-23 所示。

为了将多样化、独立的资源统一到一个统一的网络中，需

要进行复杂的规划和调度，关键因素是通过能源管理系统

软件使系统有序运行，如其中的预测应用、调度应用和自

动生成控制。VPP 可以使用天气预报来计算必须提供的电

力和热力负荷，预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并将这些预测用

于调度应用。

图 5-23 虚拟电厂示意

未来的低碳能源系统是产能、供能、用能、蓄能和节

能相互协调的统一体，它集微电网、微热网、信息网三网

互联，把分散式的用能和分布式的产能互连互通、实现共享。

目前我们所说的智能电网是传统电力网与现代信息网的两

网融合，它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收集和处理供应

侧和需求侧的信息， 以自动化的方式提高电力生产和输配

的效率、可靠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未来的一体化能源

微网还要增加智能热力网（供冷供热），成为三网融合。目

前以电力部门为主所倡导的智能电网是基于特高压供电的

主干电网的“坚强”电网技术，仍然是供应侧单向管理的

模式，与低碳城市所需要的分散用能、分布供能模式不完

全相容。因此需要构建一种能源微网，即融合了电力微网、

热力微网和信息网的能源互联网。

虚拟电厂

可控电源的
消费者

交易系统的连接

消费者

外部信息

分散式能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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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肯哈根 Wind-Gas 项目案例

汉堡威廉斯堡 (Wilhelmsburg, Hamburg) 是国际建筑展

的示范区， 展示了一个名为“可再生的威廉斯堡”的区域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策略。

威廉斯堡中心区建设了一个一体化的能源网络，通过

能源中心与 20 座建筑物相连，共能存储 4 兆瓦的热能。能

源网以气候保护为主要宗旨进行建设，总投资 380 万欧元。

2007 年项目启动，2010 年 6 月开始建设，2013 年 2 月建设

完成。威廉斯堡的能源网成功展示了可再生能源利用将成

为城市能源供应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减少

供能成本，也可以大幅减少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缓解气候

变化，保护生态环境。

能源网使用多种方式获取能量，包括热回收空调机组、

地源热泵、屋顶光伏电板、热电联产装置（CHP）、太阳

热能等。通过这些装置收集能量，并集中输送到能源中心

内的虚拟电厂中，进行能量的再分配。虚拟电厂不仅可以

进行能量的分配，还可以将能量回收储存并重新综合使用

（图 5-24）。

图 5-11 Wind-Gas 汉堡工厂

图 5-25 能源中心调峰锅炉与热电联产设备

区域的能源中心面积约 500 平方米。中心内有一套热

电联产装置，使用沼气运行，可以提供 700KW 的热能和

500KW 的电能，满足区域内居民用能的一般需求。热能通

过热转换站进入区域供热系统，生产的电能输入区域公用

电网。为了使装置运行达到最优状态，能源中心配备了一

个体积约 20 立方米的能量缓冲储存单元。此外，能源中心

内还有两个调峰锅炉，可以在供能高峰时期缓解能源中心

的供能压力。能源管理系统可以监控区域内其他较小的产

能装置的能量收集情况， 从而智能地调节热电混合装置的

产能状况。

能源中心通过供能网络与区域内的所有新建建筑相连。 

供热网从能源中心出发将热能送入建筑物中。供热管网总

长约 2 千米，由两条平行的管道组成，一条用于供能，一

条用于能量的回收。区域内的商业和工业会产生一定量的

余热，通过热电联产装置将余热加以利用，提高整体能源

效率。

发电站

发热

虚拟电厂

通风和空调用热回收

光伏

地源热泵

太阳热能

热电联站

能源一体化网络：“一网打尽”



M-17

M-17 虚拟电厂与微网

M-17 虚拟电厂与微网

能源中心还计划发展“电转气”技术，并建设区域的

燃气网。“电转气”技将可再生能源电力通过电解产生氢气，

使用燃气网进行运输和存储。通过电能转换的燃气更方便

存储能量，而不需要电池仓（电池仓存储效率较低）。

目前威廉斯堡区域内的能源种类主要有太阳能、风能、

地热能、生物质能等，规划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将达到

100%。除了已建成的能量堡垒与能量山外（图 5-26），

2015 年还引进了地热系统发电系统，可再生能源将可以满

足易北河内岛上 50% 建筑的用电需求，以及 1/7 建筑的供

热需求。到 2030 年，将可以满足所有住宅的用电需求；

2050 年将实现岛内供热能源自给。

图 5-26 威廉斯堡的能量堡垒与能量山

能源堡垒曾是二战期间的一个军用防空堡垒，1947 年

在战争中毁坏后废弃。IBA 将它改造成一个能源站，可以

为周围的 800 户居民提供电力和热水。能源堡垒内有一个

缓冲储水箱，可储存约 2000 立方米的水，并可以通过太阳

能集热装置、工业废热、柴燃锅炉和沼气热电厂来获取热量。

建成后，能源堡垒不仅可以为周围的居民全年提供热水和

供暖，还能为公共电网提供额外的电力。

能量山原本也是一个战争废墟，战后堆积了各种生活

垃圾和工业废料。多年来有毒物质不断累积下渗影响了地

下水源，因此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将垃圾处理掩埋并在上

面建设了两座 3.4MW 的涡轮风力发电机。此外，能量山上

还有一个面积约 1 公顷的光伏阵列。通过风能和太阳能的

利用，能量山全年可以为岛上 20% 的家庭提供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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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Micro-Generation and Related Energy Technologies in Buildings, EBC,Annex54

http://www.freiburg.de/pb/,Lde/413372.html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 A Better City

http://www.china5e.com/energy/news-980730-1.html

[3]  :

Elektromobilität bei Vattenfall Leistungen und Ladeinfrastrukturlösungen 2015

Study_Tour_2016_HydrogenStation

, 

, 



A Manual for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in Urban Quarters

[4] 关于能源储存技术及整合：

Study_Tour_2016_WindGas_Hamburg

Einsatz thermischer Speicher zur Flexibilisierung von Heizkraftwerken

Study_Tour_2016_Power2Gas

Energy storage innov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EGS, Essen, 26.11.2015

利用电转气技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存储与传输 , 王一家

太阳能土壤跨季节蓄热 _ 地源热泵组合理论与实验研究 , 韩敏霞

[5] 关于可再生能源利用与能源网的整合：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指南 , 德国技术合作机构 (GIZ), 朱隆斌， 薛英剑， 2016

在城市通过绿色建筑获得节能的德国经验，KABEE 项目培训资料

Integ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with urban design-Based on the examples of the solar photovoltaics and micro wind turbines

Implementing Integrated Energy Plans - Supporting Policies on Municipal Level 

2015:http://microgrid-symposiums.org/ http://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articles/print/volume-16/issue-5/solar-energy/virtual-
power-plants-a-new-model-for-renewables-integration.html

http://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articles/print/volume-16/issue-5/solar-energy/virtual-power-plants-a-new-model-for-
renewables-integration.html

�e Strategic Approach to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buildings， Wuppertal Institute for Climate, Environment and Energy. bigee.net

Das Geothermieprojekt Unterhaching- Vom Pionier zum Verlässlichen Energiepartner

Geothermal electricity generation combined with a heating network

http://www.freiburg.de/greencity/index.html

汉堡威廉斯堡案例的信息：

IBA Hamburg GmbH. IBA Hamburg project——Energy Bunker

IBA Hamburg GmbH. IBA Hamburg project——Energy Hill Georgswerder

[6] 微网与虚拟电厂：

https://www.energymeteo.com/products/virtual_power_plant/functionality.php

Micro-Generation_Low_Voltage_Electricity_Grid_Impacts , EBC, Annex54

http://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articles/print/volume-16/issue-5/solar-energy/virtual-power-plants

虚拟电厂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启示，陈春武

微电网平衡新能源发电波动，多交易模式激活市场竞争力，中国电力报 2017-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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