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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徐智勇

项目主任

中德技术合作项目“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

北京，2010 年 9 月

3前言.indd   1 2010-9-27   下午 3:15:33

“可再生能源研究联合会”（FVEE）是德国科研机构的

一个合作组织。合作组织的成员单位主要从事可再生能源技

术及其能源系统集成技术、能效和能量储存技术的研究和开

发工作。合作组织拥有 1800 位科研人员，代表了德国近 80% 
的可再生能源科研能力，是欧洲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协调

网络组织。

FVEE 于 2008 年 9 月在柏林召开了主题为“节能建筑和太

阳能建筑”年会，并出版了会议文集。该文集收集了近 20 篇论

文，从节能建筑和太阳能建筑的理念和由此带来的建筑技术

革命，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和能源供应创新技术，楼宇系统

集成技术，新技术示范和实践，市场、政策和可持续性的各

个角度，介绍了德国和欧洲在节能建筑和太阳能建筑领域的

最新研究成果和动态，阐述了政府的政策动向，同时也详细

分析和介绍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指出了在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和瓶颈。文集同时也穿插了大会讨论中反映的不同意见和

见解。

我们在得到 FVEE 书面授权后，组织翻译了本文集，以

供国内业界参考。

由于文集中涉及的技术面很广，尽管我们做了很大努

力，也可能还会有翻译不准确的地方，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在此我们要衷心感谢 FVEE 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感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领导对我们项目的支

持。对于参与本文集翻译校对和出版的各位同仁也在此一并

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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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发展的激励政策上，那么的确很难反驳

这一论点。因为回顾上世纪 90 年代那场关于什

么样的能源政策才是保护地球大气层的正确政策

的大讨论，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即当时提到

的几乎所有旨在提高能效、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和利用的建议，如今都已经得到了落实。除此之

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点子了。因此，许多你我

今天认为是独特新奇的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因

为我们孤陋寡闻而已。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讲述的论点流行了

几年。可关于“能源政策的终结”的想法却只坚

持了几个星期就破灭了。如今，德国再次针对能

源政策展开了大讨论，这只需看一看各大报刊的

封面就可以得到证明。

我为什么要讲述这段历史呢？我的意图并非

是要告诉大家，当威廉 • 布什说：“啊，人常常

头脑犯错，从不知道未来怎样”时，他的话有多

么有道理。也不是要告诉大家，能源政策其实和

其他政策一样，是一个复杂而永恒的不断寻找、

学习和适应调整的过程。它永远不会终结。

我之所以要从这里讲起，是希望大家记住，

建筑领域提高能效的必要性是少数几个在德国政

治界没有争论的话题之一。此外，对于进一步加

强研发工作的必要性，各方意见也是高度一致。

一句话就是：研究协会为 2008 年年会所选的主

题正在得到各方政治力量的广泛支持。

而这种支持并非偶然现象。每个从事政治的

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但是没有人有

权固执己见。这方面的数据和事实是明确无误的。

它们可以证明，如果我们想让德国未来的能源供

应变得更加安全、经济和环保，那么就必须在这

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请大家充分利用各级政府提供的广泛支持。

请大家积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来，努力开发新的

科研课题。联邦经济技术部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

们，帮助建筑领域的节能和太阳能应用工作在德

国获得突破。

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

能源研究处处长

库伯乐博士

Dr. Knut Kübler 
knut.kuebler@bmwi.
bund.de

联邦经济技术部致辞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值此可再生能源研究协会年会召开之际，我

谨向诸位致以诚挚的问候。2008 年年会的主题选

得很好：高能效建筑及太阳能应用。研究协会所

选的这个主题正是目前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今

天人们在修建房屋时，都希望做到节能高效，而

且许多人也希望能够更多地利用太阳能。

在本次年会上，我们将谈到许多建筑实践，

也就是说要涉及到当前的形势。不过，我们更加

关注的是未来的建筑，关注更高的建筑设计要求，

更高的用户舒适度，最低的一次能耗，此外还有

技术设施的优化和大型能源供应系统的合理整

合。最后还有一点不应忽视，那就是对于投资者

而言，建设和改造都必须经济合理。要想实现这

些目标，我们还需要更上一层楼。而要想做到这

一点，我们就需要开展研究、开发和示范。

联邦经济技术部长期以来始终致力于能效优

化建筑工作，在过去几年中，这方面的工作得到

了明显的加强。EnOB（即能效优化建筑）专业

计划便是联邦经济技术部能源研究处的工作重点

之一。

因此，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天有这么多的专

业人士来柏林参加此次年会，并互相介绍各自的

研发成果。我们对此非常期待，而联邦经济技术

部也会认真倾听，希望能从中汲取大家的意见，

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开展在能效优化建筑领域的

各项资助工作。

在正式开始大会议程之前，我想针对德国目

前关于能源政策的争论简单说几句。

1992 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的约翰 • 霍普

金斯大学教授、政治学家弗朗西斯 • 福山出版了

一本很著名的书，书名咄咄逼人，叫做《历史的

终结》。在这本书中，福山认为，在前苏联解体

以及共产主义一败涂地之后，民主和市场经济将

会获得全线胜利。而历史也由此走到了终结。

在德国联邦政府于2007年 12月 5日公布“能

源和气候一体化计划”之后，有些人相信，现在

德国也已经面临着“能源政策的终结”。也就是说，

现在政府能做的决策或多或少都已经做完了。

如果我们仅把目光放在节能政策以及促进可

Knut Kübler 博士 • 联邦经济技术部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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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特 • 豪泽教授、

博士（Prof. Dr. Gerd 
Hauser）
弗劳恩霍夫建筑物理

研究所 IBP
gerd.hauser@ibp-
fraunhofer.de

高能效建筑 — 实施策略与发展前景

政治界认识到能效的重要性

如今，“气候变化”和“能源”这两个概念

占据了电视、杂志和报纸的新闻及娱乐节目。温

室气体减排措施的紧迫性以及对石油和天然气供

应商的被动依赖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在媒体的

帮助下，民众的相关知识及意识都得到了让人欣

喜的提高。

对人们思路转变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所谓的

“斯特恩报告”[1]。政治家们对此做出了反应：

2007年 4月 20日到 21日，在柏林召开了名为“能

源效率：勾画明天美好世界”的欧盟 /G8 国际会

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

•  德国联邦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部部长

•  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部长

•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部部长

•  欧盟能源委员安德里斯 • 皮尔巴格斯

（Andris Piebalgs）
•  日本、俄罗斯、瑞士、南非、中国五国的

部长

•   美国和印度大使

•   国内外知名学者

参会各国分别介绍了自己准备采取的提高

能效措施，并展开了讨论，希望为之后举行的

G8 峰会提供决策基础。

2007 年 8 月 23/24 日，联邦政府在梅泽贝

格（Meseberg）召开内阁闭门会议，讨论并通过

了“能源和气候一体化计划”的各项要点。该计

划包括以下规划：

•  联邦德国国家能效行动纲领（EEAP）， 
根据欧盟 2007 年 7 月 27 日颁布的“能源

效率和能源服务”指令（2006/32/EG），

由联邦经济技术部制定

•  国家能效计划

•  2008 年 10 月 16 日颁布的联邦环境部战略

如今，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减少煤炭、石油、

天然气和铀消耗量的必要性。原则上，这个目标

可以通过以下三项措施来实现：

1.   降低需求

2.   提高能源制备和转换效率

3.   更多地利用可再生能源

在未来能源供应行动建议 [2] 中，这三个领

域也被简称为 E3。不过，这些措施的效果和吸

引力各不相同，以下将分别介绍和探讨。

“建筑”行业的重要影响

在德国，终端能耗的近 40% 被用于建筑物

的采暖、制冷、热水制备、人工照明和通风（图1）。
三分之一以上的能耗被用来为房间供暖和制备热

水。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私人家庭消耗掉的，其

数量相当于德国总终端能耗的四分之一！

Gerd Hauser 教授 • 高能效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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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私人家庭领域的终端能耗有

两个发展趋势。一方面，从 1990 到 2006 年间，

私人家庭用于采暖、照明和家用电器的终端能耗

总计提高了 13%。而另一方面，用于制热的终端

能耗却不同。从 1990 年到 1996 年，能耗呈持续

增长的态势，而自 1997 年起，居住建筑的能耗

开始逐年下降 [3]。

与其他耗能行业不同的是，通过建筑结构措

施降低采暖能耗，人们还是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

果。其中主要是建筑物在冬季和夏季的保温隔热

舒适度提高了。此外在许多地方，人们在实施现

代化改造的同时，对建筑物进行了维护和修缮，

达到了建筑物保值的目的。

“提高能效”的定义

一段时间以来，E3 中的头两项措施，即降低

需求和提高能源制备与转换效率，也被人们统称

为“提高能效”。这个概念主要被用来替代原来

错误的表达方式“节能”（从物理学角度严格来看，

能源是不可能节约的），同时也可以改善这些措

施的形象（“节约”比“提高”听起来更消极一些）。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也无法对具体措施进行明确

无误的归类，因此在欧盟的绿色手册和能源效率

行动纲领 [4，5] 中，都将其归纳为“提高能效”，

这样既合理，又有延续性。于是，“高能效”就

意味着消耗低而供应效率高。目的是为了确保提

供必要的能源来满足某种用途的需要。

之所以有必要对此做出澄清，是因为这一定

义并不符合迄今为止的话语习惯，即便是在联邦

政府的“欧洲携手迈向成功”首脑计划中（2007
年 1 月 1 日 — 6 月 30 日）也在这方面存在含糊

不清的地方。

图 1
2005 年德国各领域

的终端能耗（总计

2583TWh）

资料来源：联邦经济

技术部，2007 年 4 月

24 日

热水

人工照明

其它热工艺

机械能
采暖/制冷

Gerd Hauser 教授 • 高能效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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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 年德国可再生

能源利用情况：发电

（黄）、制热（绿）

与居住建筑被动利用

太阳能的比较（红）[6]

图 3
德国高能效建筑的发

展情况

资料来源：弗劳恩霍夫

建筑物理研究所 IBP

一次能源需求-采暖

最低要求(保温法规/节能法规)

研究（示范项目）

太阳能房屋

建筑实践

低能耗房屋

3升能耗房屋

零采暖能耗房屋

增能房屋

Gerd Hauser 教授 • 高能效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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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通过 EnSan 项目实现

的采暖能耗节约量 [10]

资料来源：弗劳恩霍夫

建筑物理研究所 IBP

改造前

改造后(已规划)

改造后(已结束的项目)

小型居

住建筑

楼 房

内城区

建筑

大型建筑

办公楼

和政府

建筑

教育机构

旅馆酒店

其它建筑

采暖热耗

提高能效潜力最大

媒体和政治家们谈论得最多的措施是加强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但这一点应当始终和提高能

效的措施结合起来才行。首先，虽然更多利用可

再生能源是同样必要的，但提高能效的措施具有

更加重要的实践意义。

比如在德国，2005 年，利用可再生能源发

电共计 62TWh、制热共计 81TWh（其中有 69 
TWh 采用木材为燃料）。

1. 被动利用太阳能 
从图 2 中可以看到各种可再生能源所产生的

能源量。如果将其与居住建筑中通过被动利用太

Gerd Hauser 教授 • 高能效建筑

册子.indd   7 2010-9-27   下午 3:11:47



12

FVEE Themen2008

图 5
不同建筑年代的居住

建筑在改造前和改造

后的能耗对比 [11]

资料来源：节能建筑与

改造。乌珀塔尔气候、

环境和能源研究所，比

尔科豪泽（Birkhäuser）

1996

阳能所获得的年得热量相比较，那么二者基本相

当（平均为 83TWh）。其中只考虑到了可用于

采暖的太阳能，而过热效应以及因开窗或封闭式

遮阳装置而造成的无法利用的太阳能部分已经被

扣除掉了。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提到可再生能

源的被动利用，而是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可是，

在这方面还存在巨大的改进潜力，比如更换保温

隔热性能更佳、吸收太阳能能力更强的窗户系统。

2. 能效潜力

德国的既有建筑存在非常大的降低能耗的

潜力，原因是：从能效角度看，许多既有建筑都

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6-9]。而对新建建筑而言，

在过去几年中，《建筑保温法规》和《建筑节能

法规》的相关要求在不断提高，从而造成能源需

求有所下降（图 3）。

通过示范项目，我们已经看到了最低能耗值

可以降到多低，而图中的灰色区域则反映了新建

住宅的现状。在过去多年里，人们对既有建筑实

施了大量的更新改造措施，促使能耗得到大幅度

的下降。联邦经济技术部所资助的“建筑物能效

改进”（EnSan）项目对许多居住建筑进行了现

代化改造，平均节约 50% 左右 [8]，采暖节能量

见图 4。

其他改造项目所产生的节能量甚至更高，

图 5 中的绝对值和图 6 中的相对值都在 58% 到

81% 之间。这样的节能率是可以实现的。

考虑到先进的改造技术，尤其是不断提高的

能源成本，能耗平均降低三分之二是现实的。其

中仅在既有居住建筑领域就存在 640 TWh 的节

约潜力。图 7 中对此与可再生能源的产能量进行

了对比。

因此，各种提高能效措施所具有的潜力要比

目前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能源的潜力高出 10%。

要想解决我们当前的能源问题，提高建筑领域的

能源效率是关键。人们对于提高能效措施的认可

度要远远高于对可再生能源（如水力、风能和地

热）的认可度。此外，有许多提高能效措施还产

生了附加效应，如居住舒适度的提高、房产价值

的提高以及建筑得到很好的维护等。

Gerd Hauser 教授 • 高能效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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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 制热 建筑物围护结构被
动获得的太阳能

（仅为居住建筑）

居住建筑领域
通过提高能效
实现的节能量

图 6
不同建筑年代的建筑

所具有的节能潜力百

分比 [11]

图 7
德国居住建筑利用可

再生能源的情况与提

高能效措施的对比，

相关数据以居住建筑

领域能耗降低三分之

二为基础 [6]

然而，二者不应对立起来看，而是应当明确

一点：无论哪种合理措施，都必须以提高能效为

基础，即要在提高能效的基础上利用可再生能源。

只有充分利用各种现有的提高能效措施，并加大

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力度，才能让预计将从 2020
年起成为建筑标准的增能房屋（即如同“小型发

电厂”一样，所获取的能源要多于消耗的能源）

成为现实。

Gerd Hauser 教授 • 高能效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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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能效的政策措施

提高能效的措施有很多种。其中成本最低、

同时也是理论上实施速度最快的，便是改变使用

者的意识。在许多南欧国家，每家每户的窗户上

都安装了“制冷盒”，虽然这种设备的效率或许

很高，但由于窗户外面常常有遮阳装置，因而使

之变成了鸡肋。所以说，人们往往缺乏将不同措

施综合起来考虑的意识。

新的能源护照

能源护照其实早在 1989 年 [12] 就已经推出

来了，并且依据 2007 年的《建筑节能法规》[13]，
从 2008 年起在既有建筑领域广泛实施，它在很

大程度上促进了民众能效意识的提高。

图 8 中是弗劳恩霍夫协会慕尼黑总部颁发

的能源证书的样本（针对非居住建筑）。该证书

为人们提供了相关建筑物的能效性能信息，有助

于启发人们的思索。如今，所有联邦部委大楼的

入口处均悬挂了这种能源证书。能耗已经成为当

前人们普遍关注和议论的话题。

引入能源证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公布一座建

筑物的能效性能信息，从而促使人们更好地对既

有建筑进行现代化改造。

遗憾的是，由于联邦政府规定，可以自由选

择出具理论能耗证书或者实际能耗证书，这就让

我们不免担心这一措施无法产生应有的效果。

如果能源证书是以理论能耗为基础的，那么

有资质的证书出具单位就能在证书中标明产生高

能耗值的原因，并展示各项现代化改造措施将会

产生的效果。如果再考虑到其他因素，如成本、

维护、使用寿命、防潮和隔音等，就可以与投资

者一道，量身定制出恰当的现代化节能改造方案。

但是，如果能源证书中列出的是实际能耗

值，尽管对于将自身能耗与平均能耗水平做比较

而言是有用的，但是却起不到能效标识的作用。

对于潜在的购房者或承租人而言，实际能耗值无

法提供任何客观的评估标准，因为能耗值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用户的行为方式 — 由于用能

方式不同，能耗值的偏差甚至会超过 100%。此

图 8
弗劳恩霍夫协会慕尼

黑总部颁发的能源证

书（能源护照）

Gerd Hauser 教授 • 高能效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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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也会导致错误划分能效

等级，而人们无法通过度日数修正法来消除这种

错误，因为采暖期内的各种太阳能供能措施并没

有被考虑在内。而且热费计量时也没有计量其他

热源的供热量，如瓷砖面火炉或是开放式壁炉。

此外，如何将固体或液体燃料的消耗纳入能量平

衡计算，也是非常麻烦的一项工作，而且很有可

能会做手脚。因此，人们无法依据一份以实际能

耗值为基础的能源证书来制定出具体建筑物的现

代化改造建议，原因是这种证书中的能效现状是

在未定义的边界条件下获知的，而整个获知过程 
— 哪些设备或建筑构件的能耗比例有多高？— 
也是不明确的。所以说，既无法对症下药，也缺

乏客观的基础数据。

编制理论能耗证书可以获得大量的建筑物信

息，在当前缺少同等有效手段的情况下，相对较

低的编制费用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实际能耗值可

以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信息参数，但以能耗为基

础的能源护照却毫无用处，而且还会耽误建筑物

节能改造可能为房地产业主、设计施工人员、工

业企业、国民经济和环境带来的机遇。因此，应

当采取全面的市场营销措施，促进以理论能耗为

基础的能源护照的推广，帮助建筑领域的能效工

作迅速获得成功。

促进意识的转变

我们必须将能效工作提高到行动准则的地

位：如今，作为支持出口的措施，“能源效率—

德国制造”标签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见图 9。

联邦经济技术部的各种举措已经证明，德国

能效产品在国外倍受重视。只有像国内一样，将

这些能效措施具体付诸实施，才能确保“德国生

活方式”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从而保持现有

的出口水平。

提高能效的技术措施

要想提高建筑物的能效，有大量技术措施可

以采用：

• 减少传热损失

 - 增加额外的保温隔热层

 - 使用高保温窗户

 - 减少热桥

 - 表面涂层

 - 缩小建筑围护结构面积与使用面积之比

 （A/AN）

• 减少通风热损失

 - 将不密封处做好密封

 - 采取措施，做到按需通风

图 9
联邦经济技术部的能

效标识，于 2007 年 11
月 12 日在“加拿大 &
德国—通往能效之路”

大会上推出。

 - 使用机械通风设备

 - 新风幕墙，地埋管

• 提高得热量

 - 采用 g 值高的玻璃

 - 玻璃附属建筑

 - 透明保温层（TWD），混合透明保温

  层（HTWD）

 - 太阳能集热器，光伏技术

• 提高发热器的利用率

 - 采暖

 - 热水

 - 控制技术

• 增加日光量，提高照明灯具效率

 - 高 T 值的透明或半透明的围护结构

 - 导光系统

 - 控制系统

• 采取措施，避免使用制冷技术

 - 遮阳

 - 夜间通风系统

 - 可主动换热的建筑构件

 - 蓄热能力 / 使用相变材料

这些措施大多已得到了广泛应用，并通过了

实践的考验。不过，就具体措施而言（也包括全

新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进一步的研发，目的是

开发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系统方案。在这个

过程中，人们必须始终从总体出发，考虑到所有

相关的建筑物理过程，从而避免建筑发生损坏和

居住舒适度的降低。在这些创新方案中，也包括

制定出相应的改造措施，把施工对用户所带来的

常见干扰和问题减到最小。一种可能的方案是所

谓的“现代化改造休假”，即在住户外出度假的

三周时间里，对建筑物进行全面的现代化节能改

造，同时又不会对住户造成干扰。

Gerd Hauser 教授 • 高能效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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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必须进行“磨合”

除了建筑物在规划和建造时要做到高能效

之外，还需要做到运行的高能效。尤其是安装有

大量技术设备的建筑物，在运行方面尤其需要注

意，因为我们经常能够见到低能效的运行方式。

这时，只需较低的成本，就可以实现优化改进，

从而大幅度降低能耗。

此外，还需要对能效状况进行全面监控，测

出重要的能效参数并对其加以分析，从而填补建

筑物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我们认为，许

多现有和即将面世的技术 — 如RFID（射频识别）

技术 1  — 将得到广泛的应用。

联邦政府能源气候计划中的规
定指标

2005 年，德国住宅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达到 1.91 亿吨。受联邦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

部委托由 co2online 和弗劳恩霍夫建筑物理研究

所编写的建筑物 CO2 排放报告表明 [3]，以目前

的建筑物现代化改造规模计算，到 2020 年，每

年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3400 万吨。如果将“全

面改造”（即所有的建筑部件和技术设备）的比

例从目前的 2.2% 提高到 3.0%，则可实现二氧化

碳减排 4600 万吨。

如果将改造速度提高到 3%（全面改造），

同时将《建筑节能法规》（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

中的相关要求在 2008 年提高 30%，并从 2012
年起再提高 50%（仅涉及新建建筑），那么到

2020 年，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减排 7700 万吨。

与之相对应的是：由于联邦政府在气候工作

计划中明确，要加大可再生能源在电力领域的利

用力度，到 2020 年，电力行业将每年实现二氧

化碳减排 5400 万吨，而对建筑物改造和供暖设

备只规定了 3100 万吨的减排指标。因此这方面

的节能减排仍大有潜力可挖。

能源气候政策目标必须明确和
透明

由于在计划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了

多个目标值—有些是相互竞争的，需要协调一致。

因此，我们建议在所有的法律法规中只规定一个

唯一的目标值和控制值 [14]，即一次能源需求。

在《建筑节能法规》以及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的资助措施中，已经将降低一次能源需求确定为

目标值和控制值。对于化石能源载体而言，减少

一次能源需求，即可以减少同等数量的二氧化碳

排放，而一次能源需求的减少也会影响到跨行业

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建筑、交通、公共消费和

私人消费等）以及其他非经济类目标的实现，如

降低进口依赖度、提高德国经济的出口能力等。

而这些因素也说明了为什么今后凡是与建筑物相

关的法律都要严格按照这一控制值来制定。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行动建议，供立法者参考：

1.《可再生能源供暖法》和《建筑节能法规》

应当合并为一部连贯一致的法规。在实际应用中，

如果用同一个控制值将多部法规合成一部，那么

便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措施中（提高能效技术及使

用可再生能源）选出最经济、最高效的措施，并

记录下所产生的附加效应，譬如通过保温措施可

以提高热舒适度等。这项工作可以依据现有的标

准和规范来进行。

2. 各种资助计划也应当以同一个控制值为

基准。这样既可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又便于人

们选择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措施。比如，每节约

1kWh 的无法可持续开采的化石类一次能源，就

会得到多少欧元的资助。

资助计划的内容应当尽可能简化和一目了

然，不仅应当包含优惠的贷款条件，而且还应当

包括补贴或是减税条款。

研发的需求

要想得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系统，那么

无论是在技术细节部分，还是在新的成套解决方

案方面，都存在巨大的研发需求。在高能效的现

代化改造措施中，始终应包含舒适度的改善，而

当建筑实现了高能效时，房产价值才会提高。

可持续性证书

为了能对建筑物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估，联邦

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部（BMVBS）和德国可

持续建筑协会（DGNB）制定出一套质量标志。

该标志将于 2009 年年初引入市场。弗劳恩霍夫

建筑物理研究所在开发该标志的过程中起到了关

键作用。尤其是评估系统标准及课题领域的制订，

都采用了科学的分析方法。

1 射频识别（RFID，俗称电子标签）技术是借助电磁波来进行识别。

RFID 技术可以对物体进行自动识别和定位，从而大大减轻数据采集和

存储的工作量。（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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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对象: 自然环境

保护环境 降低生命周期成本 保障人在建筑物内的
健康/舒适度

人性化的环境/维持社
会和文化价值维持经济价值保护自然资源

生态质量 经济质量

技术质量

过程质量

区域质量

社会文化和功能质量

自然资源 健康经济价值 社会和文化价值

保护目标:

评估:

图 10
德国可持续性认证体

系结构图

图 11
“德国可持续建筑质量标志”记录并证明了

以下方面的内容：

•  资源保护

•  维护自然环境

•  保证和维持价值

•  改善周边环境，保护公共财物

•  建筑物用户的健康和舒适度

在评估可持续性时，主要看以下标准：

•  生态质量

•  经济质量

•  社会文化质量和功能性质量

此外，在证书中还包括以下标准：

•  技术施工质量

•  过程质量

•  所在地质量

我们从图10中可以看到这些标准相互关系。

标识体系之所以要设置成这种结构，就是为

了随时都可以根据其他气候或文化边界条件来进

行调整，同时也是为了便于在国外展示德国产品

的优点。图 11 中的标识分为金质、银质和铜质

三个等级。

质量标识的课题领域包括一栋建筑物的生

态、经济、社会文化、功能、技术、过程及所在

地质量。经过评估，给建筑物打出一个总分，并

授予相应的金质、银质或铜质标志，作为其能效

质量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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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建筑物运行的终端能耗占到德国总能耗的

40% 左右。因此，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供应的目

标以及迫在眉睫的气候政策目标，必须越来越多

地依靠可再生能源来满足建筑物的能源需求，目

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来为建筑物供应

能源。

高能效的建筑设计与施工可以大大降低建筑

物的能源需求。但是，总还是有一部分剩余的能

源需求，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来满足：

•  太阳热能可以用来制备大部分的热水，并

提供部分的建筑物采暖热量。

•  如果建筑物需要对室内空气进行主动调

节，那么同样的太阳能制热设备也可以用来进行

夏季制冷和湿度调节。

•  可以利用安装在建筑物围护结构上的光伏

设备来发电

•  可以利用小型热电联供装置，用木粒或从

有机垃圾中生产出来的生物沼气等作为燃料，可

同时生产热量和电力。

这样，原来的低能耗建筑便可以成为零能耗

建筑，或将获得的多余能量输入供能网络，成为

增能建筑（见图 1）。

边界条件

建筑领域的能源供应要想同时做到环保和经

济，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其特点是，无论是能

耗结构还是供应结构，都堪称多种多样、纷繁复杂。

在制定相应的策略时，需要考虑到以下因素：

•  利用：居住建筑和非居住建筑无论在负荷

结构方面，还是在产权人和运行方结构方面，都

存在明显不同，因此需要采用不同的技术解决方

案。人们对面积的需求和居住舒适度的要求正在

不断提高。

•  旧建筑对新建筑：对于旧建筑而言，必须

采取节能改造措施，在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安装新

型供应技术设备，而对于新建筑，可以从开始的

规划设计阶段就采用一体化方案，将与能源需求

和供应有关的所有因素融合在一起进行设计。

•  密度：技术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建筑所在地区的建筑密度。譬

如，从能源供应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来看，城市

内城区就完全不同于建筑密度较小的区域以及居

住区之外的单栋建筑。此外，如何尽量避免大流

量交通也是城市规划的一项重要任务。

•  技术工艺：在建筑物能源供应技术方面，

有许多制热、发电以及热电联产技术。这些技术

之间的区别在于其能源效率不同，以及所采用的

能源载体是化石类还是可再生能源。当然，在判

定何时该采用哪种技术时，关键要看这类建筑部

件的最新技术发展状况。

•  生命周期分析：原则上看，不能仅仅设计

出一套优化的能源供应方案，而不去考虑长期的

能源费用总量。尤其是技术非常复杂的解决方案，

尽管在运行期间其能源效率很高，但在设备制造

的过程中，会产生很高的能源费用。因此，为了

终端对不同的功能方案进行评估，必须对不同方

案进行全生命周期分析。

太阳能建筑 — 利用可再生能源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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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

电子、通信、

机械能、人造光、

制冷

计量表

热水

采暖

制冷

太阳能电池

热电联供或热泵

蓄热装置（也可与建
筑部件整合在一起）

生物质

太阳能集热器

太阳能幕墙

(太阳能优化窗户)

外部的

能源载

体

除上述因素之外，要想制定出因地制宜的最

佳解决方案，各种特殊因素如地址、气候条件及

经济状况等都需要考虑。

可再生能源在建筑领域的应用

从边界条件及技术解决方案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中，可以看出在建筑领域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

基本发展趋势和各种要求。

能效目标

要想确定合理的能效目标，就应当按照零能

耗方案的标准，即建筑物或住宅区在运行的过程

中，其年能源平衡的净平均值为零。其中，应采

用“资源有限的一次能源载体”— 即化石能源

或核能的能耗作为评估的参照量。目前，许多国

家的能源政策都将此类建筑物零能耗或零排放方

案作为目标，而在当前的德国联邦政府第五期能

源研究项目中，也将其确定为远期目标。在某些

个案中，如果每年获得的能源量有盈余，那么甚

至还可以变成增能方案 — 这样，建筑物或住宅

区就变成了能源供应者。

图 2 为年能量平衡计算方案。图 3 则列出了

联邦经济技术部的太阳能建筑监测计划中的测量

和分析结果。该计划的目标是，年一次能源需求

量最高不超过每平米 100kWh[1]。

高能效建筑是前提条件

原则上看，要想降低采暖、制冷、空调、通

风、照明及建筑物内电器的能耗，首先要看是否

可以从技术上实现零能耗的目标。对于新建居住

建筑而言，将来可能并且将会普遍采用被动式房

屋能效标准 1。而对于节能改造而言，如同示范

项目所展示的那样，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能耗水平，

不仅可以达到KfW-402 的标准，而且从中期来看，

还必须以此作为改造目标。同样对于非居住建筑，

也需要根据不同的用途来确定目标参数。只有达

到了此类能耗标准，才能广泛利用可再生能源来

满足剩余的能源需求，从而实现能量平衡。

总体来看，建筑领域的能耗结构由此就从热

量需求转变成了电力需求。所以在热量需求方面 
— 起码对于居住建筑 —，就由原先以采暖热需

求为主变成了热水制备热需求，而需求量基本没

变。此外，夏季空调的能量需求也必将攀升。在

草拟相关的供能方案时，需考虑到这种新的能源

需求结构形式。

对于建筑物的供热和制冷而言，室内温度和

供热管网温度之间的温差往往无需很大了，因为

采暖或制冷功率都很低。这样一来，人们便可以

采用高能效解决方案，充分利用室外空气或土壤

中的自然热源（采暖）和冷源（制冷），即所谓

的 LowEx 方案。

图 1
通过就地利用可再生

能源，可以部分或全

部满足建筑物的能耗

需求。多余的电力可

以输入公共电网。

1 被动式房屋是在 3 升能耗房屋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一种标准，通风设

备足以提供采暖热需求。

2 根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资助准则，如果能证明房屋的一次能源需求

不高于每年每平方米使用面积 40kWh，即可达到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节

能房屋 KfW-40 标准。

Hans-Martin Henning 博士 • 太阳能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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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结果为零

一次能源购入量 单位

一次能源盈余  单位

盈余＞购入量的10%
盈余＜购入量的10%
没有盈余

图 3 
建筑物年一次能量平

衡举例说明，实例摘

自联邦经济技术部太

阳能建筑监测计划

一次能源盈余  单位

非
集
中
生
产

平衡结果为零

减少能源需求

一次能源购入量 单位

图 2 
零能耗方案：

能耗越低，就越容易

通过在当地生产能源

并输入供能网络的方

式来实现产耗相抵。

Hans-Martin Henning 博士 • 太阳能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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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安装在屋面上的太阳

能热水系统。一套此

等规模的系统一般可

以满足一栋符合高能

效标准的单户住房

50% 以上的热水需求

和 20-30% 左右的采暖

需求。

图片来源：ESTIF（欧洲

光伏产业联盟）

可再生能源

建筑物本身可以利用其外表面 — 首先是屋

面，其次是外立面 — 来收集太阳能，然后转化为

可用能源，其中除了将照射太阳能转化为热或电

之外，还有一种重要途径，这便是直接利用日光。

将太阳作为能源来利用，可以说是没有限制

的，既可以用在这栋建筑物中，也可以用在其他

建筑物中。如果说有限制的话，那主要是看其朝

阳面积是否足够大。未来，技术解决方案除了要

确保建筑物围护结构具有相应的建筑结构功能和

物理功能外，还应当有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要想在建筑物中大规模使用太阳能，就要将其与

建筑结构和建筑设计整合起来，同时又要在楼宇

技术中结合使用既灵活、又标准化的解决方案。

太阳能热水设备主要用于加热生活用水，并

满足部分的采暖需求。如今，太阳能技术正成为

新建建筑和节能改造的标准技术。尤其是从满足

部分采暖需求的角度看，如果该太阳能设施在夏

季还能具备空调功能，那么这种技术就将拥有非

常美好的发展前景。其中，有部分热驱动制冷工

艺已经处于技术示范阶段，并初步打入了市场（图

4 和图 5）。

如今，由于经济效益比较诱人，因此光伏

设备所发电量一般都能并入公共电网。然而，尽

管目前有许多建筑物在围护结构中安装了光伏设

备，但却尚未融入一体化建筑功能系统之中。不

过，如果有朝一日能实现“与电网同价”，情况

就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建筑物运行方将所发

电量直接在建筑物内消化，而不用输入电网后再

从电网购电。因此从中期来看，预计必将出现新

的系统技术，譬如光伏与热泵联合运行用于采暖

和制冷。图 6 到图 8 展示了与建筑物一体化的光

伏设备的不同范例。

图 5
格拉茨（Graz）一栋

多户住宅楼上的太阳

能热水系统。多户住

宅楼利用太阳热的市

场还刚刚起步。

图 6
与屋顶相结合的光伏

设备：德国弗赖堡，

太阳能居住小区（建

筑设计师罗尔夫 • 迪
士 Rolf Disch）

Hans-Martin Henning 博士 • 太阳能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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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太阳能之外，也可使用生物质来作为建

筑供能的能源载体。这些生物质能源载体虽然是

用之不尽的，但在供应数量上是有限的，如果在

建筑物内利用生物质作为能源，会导致没有足够

的生物质用于其他用途。因此，确保高效利用非

常重要，并且一定要将热能制备与其他能源（电）

制备结合起来，实现生物质能热电联供。

集中式还是分散式解决方案？

集中式能源供应解决方案的应用范围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建筑密度和建筑物能效标

准。建设新的供热管网时，供热面积（对于制冷

网则是制冷需求）和用户数量必须有一个最小底

数。在建筑物密集区域，热网经营单位可以高效

运行中等功率的生物质能热电联供装置。

在供热管网中，可以使用带或不带季节性

蓄热装置的集中式太阳能热水制备系统。当今

规模最大的带有季节性蓄热装置的太阳能热水制

备系统位于丹麦的艾柔岛（Ærø）上。马斯达尔

（Marstal）镇利用该系统通过供热管网为居民供

热。系统包括一套额定制热功率近 20MW（集

热器面积 28000 平方米）、热水储存器容积 1 万

立方米的太阳能装置（见图 9）。

图 7
弗赖堡，玻璃幕墙一

体化的光伏设备

图 8
整合在玻璃中的光伏

电池，同时又能起到

遮阳的效果，弗劳恩

霍夫 ISE 研究所，弗

赖堡

Hans-Martin Henning 博士 • 太阳能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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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瞬间供电的建筑物与供电网的交互作

用是这项技术应用的关键。为此需要有相应的运

行策略及其技术实施方案，在提高技术设备利用

率的同时，提高总体利用效率，并为上一级电网

创造负荷的可计划和可调性。

蓄能装置

在上述所有解决方案中，蓄能装置起着核心

的作用，因为它可以将生产和需求剥离开来。无

论对于可再生能源还是热电联供以及能源供应网

的运行管理，这一点都非常重要。

蓄电装置尤其被用来平衡小时级的负荷波

动（如白天与夜间）。蓄电装置还可以将建筑物

与交通行业挂起钩来，比如可以通过家用电接口

为汽车蓄电池充电和放电。今后，人们将研发出

更多这类供电方案。

满足数小时需求的蓄热装置对热电联供设

施的运行管理也极为重要，它可以在发电为主的

机组上提高余热利用率。

在太阳能热水系统中，也可以安装更大型的

蓄热器，以便在数天的不同时段对供热量进行平

衡调节。

不过，如今在太阳能区域供热网的大型蓄热

器中，也有一些采用季节性蓄能方案的；但就当

前来看，还没有哪种技术解决方案能够提供用于

单栋建筑的成本足够低廉的长期蓄热装置。

研究领域

根据上述要求，人们开辟出不同的研究领域，

其中既有材料研发，也有建筑物运行期间的质量

保障。就目前来看，其中最为关键的研究课题（并

非全部）包括：

建筑材料和建筑系统

未来的建筑材料和建筑系统将更加注重多功

能性，也就是说，除了抗风雨和保温隔热等基本

功能外，还需具备以下功能：

•  具有自适应功能的外立面，可以有针对性

地对能量流进行控制（日光、遮阳）

•  建筑一体化的蓄热装置，采用潜热蓄热材

料或者具有高能量密度的其他系统。

•  高活性、可控制的新型保温隔热系统，譬

如建立在真空保温隔热技术基础上的系统

•  无需对建筑结构进行大改动的改造方案

（“微创改造”）

楼宇技术组件

下一代的楼宇技术设备将取代如今常用的制

冷 / 制热工艺，整体能量转换效率明显提高，而

且 / 或者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到生物质。其中蓄能

装置最为关键。

•  利用各种低温热源如乏气、太阳能和地热

的新型热泵系统， 
•  以生物质为燃料的不同功率等级的热电联

供装置

图 9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带

有季节性蓄热装置的

太阳能热水系统，位

于丹麦艾柔岛上的马

斯达尔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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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驱动热泵和制冷工艺

•  为节能改造量身定做的新风系统

•  蓄热技术

•  蓄电技术

•  经过优化调整的水力系统，作为 Low-Ex
系统的前提条件

太阳能技术

从与建筑物的整合程度以及使用要求的角

度（作为热源，用于热泵、采暖、生活用水、制冷、

工艺热等），太阳能技术总体上可以分为很多类：

•  将太阳能组件与建筑结构和外观设计融为

一体的解决方案（配有太阳能热水装置或光伏组

件的太阳能屋面和外立面）。

•  太阳能热与热泵的合理组合

•  在一个系统中利用太阳能来发电和制热

（所谓的 PV/T 集热器）

设计和建筑物运行

与目前的能耗水平相比，建筑物在运行管理

方面还存在最高 30% 的节能潜力。恰当的运行

管理方案其实是一种投资很少的措施。只不过必

须在设计阶段就要考虑进去，同时需要技术方、

使用方和楼宇中央控制系统协调合作：

•  用于运行分析和错误识别的标准自动化系统

•  成本低廉的计量系统

城市基础设施

由于建筑物的运行一般都难以做到自给自

足，而是至少要接入上一级电网，因此基础设

施和通讯技术就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未来，

在分布式结构的网络中，系统控制的策略和方案 
— 譬如将建筑自动化技术与网络控制机制相连，

或是与排放交易挂钩 — 为能源生产企业提供了

更多的自由度。随着新型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使用，

譬如智能计量技术（Smart Metering），我们将

可以在建筑物的层面上进行需求侧管理。从技术

角度看，建筑物作为反应灵敏的蓄热装置，将扮

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能源供应网络方

面的技术研发工作也十分重要。

城市供气网需要纳入更多的生物沼气。在供

热和制冷网络中含有相变材料的新型热载体可以

从根本上改善网络的供应能力和蓄能水平。

结论

正如我们的能源供应体系总体上正面临着

大规模的技术转型一样，建筑领域也必将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除了要大幅降低既有建筑的能耗

外，还应当从一开始就注重尽量使用当地的可再

生能源来满足剩余的能源需求。只有这样，才能

在未来大幅削减建筑物运行过程中对储量有限的

能源载体的需求。对德国而言，这样做除了能产

生环境效应外，还可以显著降低德国对国际能源

市场的依赖度，并为新技术、新方案开拓出口市

场提供大量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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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政策指标

2005年 11月 11日，在两党联合执政协定中，

联邦政府宣布在本届任期内将出台能源政策总体

方案。两党联合的目标始终是，就能源生产的各

种设想达成妥协，从而实现像瑞士人所说的那种

“能源和平”，也就是说达成在德国开启可持续

发展的能源供应之路的妥协。如果说要实现和平

需要有和平协议，那么要想让所有政治党派都满

意，就需要拿出一套让企业界和消费者都能认可

的能源计划，作为他们做规划和投资决策的可靠

依据。

各政党对实现能源和平抱有很大的期望，这

都是过去 34 年来德国能源政策的结果。其中可

分为三个阶段（图 1）：

第一阶段：开始于 1973 年 9 月，德国联邦

政府制定了能源计划，该计划经过了三次修订，

一直生效到 1981 年。第一次修订源于第一次石

油危机，第二次修订旨在更加明确德国扩建核能

设施的有关问题，第三次修订则是对导致第二次

石油危机的伊朗国王倒台事件的反应。第一阶段

属于计划阶段。

第二阶段：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

的能源政策是缺乏计划的。在这段时间里，联邦

政府无法就能源计划达成一致意见，但这并不意

味着在这个时期没有能源政策。正相反，在这个

阶段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

气候保护调查委员会 1 的召开。但是，这些年间

的政局导致无法推出一套完整的能源计划。因

此，联邦政府选择了其他形式来推介自己的能源

政策，分别是报告（1988 年）、方案（1991 年）

和手册（2001 年）。

第三阶段：自 2007 年 12 月 5 日起，联邦

政府推出了能源和气候一体化计划（IEKP），

由此又回到了原先计划政策的老路上。只不过这

次采用了略有不同的形式，对研发政策产生了影

响。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能源计划都是

些框架计划，在关于未来能源结构方面有所保留，

而在其他方面则留有许多灵活空间。国家的干涉

受到了限制，干涉主要针对扶持本国烟煤产业的

发展，后来又从政策上鼓励核能的发展。

德国提高能效的关键：新型能效优化
建筑技术

克努特 • 库伯勒博

士（MinR. Dr. Knut 
Kübler）
联邦经济技术部

能源研究处处长

knut.kuebler@bmwi.
bund.de

图 1

1 1990 年，在联邦总统魏茨泽克（Weizsäacker）的提议下，成立了太阳

能研究联合会（FVS），如今已更名为 FV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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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联合政府的能源计划与以前相比

有了一个特点，那便是有大量的量化目标，大体

确定了 2020 年德国的能源结构。同时，该能源

计划还包含有大量如何实现这些不同目标的措

施。如果把这两种计划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看

出来，前者是框架计划，而后者是行动计划。“政

策风格”的这种变化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在这里

我只想指出能源研究政策中所作的一些调整。如

今，能源研究比从前更加强调要服务于能源政策，

必须对许多政策指标的完成做出具体的贡献。由

此，能源研究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发展趋

势是：将有针对性地扩大对项目的资助，更多地

支持那些贴近市场的研发课题，示范项目的重要

性与日俱增，同时对研究的资助和市场引入计划

的结合也将更为紧密。

图 2
资料来源：联邦经济技

术部

图 3
2006 年到 2020 年国民

生产总值（GDP）和一

次能源消耗的目标值

资料来源：联邦经济技

术部

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一次能耗 绝对一次能耗

能效和节能

能源研究政策所面临的要求是，必须做出十

分具体的贡献，一是要帮助到 2020 年之前实现

数量众多的能源政策目标（图 2），二是研究工

作需指明 2020 年之后的发展方向。在此，我将

用一个对整个政策都具有重大意义的目标作为范

例：这便是提高能效的目标。

联邦政府的目标是，到 2020 年之前，将单

位一次能源消耗 — 即单位 GDP 一次能源消耗 
— 降低到 1990 年水平的一半。如果看一下从

1990 年到 2006 年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得出

结论：在从 2006 年到 2020 年剩余的时间内，单

位一次能源消耗每年还必须降低 3%（图 3），

否则联邦政府的节能目标将无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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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从能耗与国内生产总

值的脱钩到能耗与国内

生产总值的背道而驰

国内生产总值 

一次能源消耗

联邦政府的规划
从脱钩到背道而驰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希望，从 2008 年到

2020 年，能保持大约 1.7% 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年增长率。这个政策目标对于德国劳动力市场的

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从数字上来看，

只有维持这一增长率，才能进一步削减失业率。

原因是，如果要想长期将失业率维持在一定水平

内，或是降低失业率，那么能源生产率的提高水

平就必须超过经济增长率。

要想理解这个问题，关键一点是，无论是国

民生产总值指标，还是单位一次能源消耗指标，

都要从数字上设定未来的最高界限值。德国的一

次能源消耗在 2020 年之前不应超过 12000 千兆

焦耳。在政策方面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规定并没

有设定任何保留条件。这就意味着，到 2020 年，

不管油价是高是低，不管能源结构转变的速度是

快是慢，不管国际社会是否参与这一节能政策，

抑或是有其他目标，德国的能耗水平都不能超过

12000 千兆焦耳。

因此，联邦政府希望，从 2006 年到 2020 年，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绝对增长 26%，同时一次能耗

绝对值下降 17%。那么如何对这个指标进行评估

呢？这就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图 4 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发

展趋势与一次能源消耗发展情况的对比。在 20 世

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大多数人还认为，国民生

产总值和能耗之间是紧密挂钩的。国民生产总值

的每次增长都必须付出能耗同等水平增长的代价。

而到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人们开始提到

将二者脱钩，认为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国民

生产总值增长率是始终高于能耗增长率的。

如果在以前，人们会认为德国政府计划到

2020 年实现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即所谓的“背

道而驰”。人们希望国民生产总值迅猛增长，同

时大幅降低能耗。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在剩

余的 12 年时间里，如何才能将德国的单位一次

能源消耗降低 17% ？

节能潜力 — 潜力的分布以及
如何开发

对于能源效率的问题，人们做过许多调研。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些调研结果，有关方面

开发出一种叫做“气候象棋”的工具，它可以很

好地展示气候保护政策对能源经济所产生的影

响：这是一个划分有六个区域的图表，分别是褐

煤、烟煤、矿物油、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

等六种一次能源载体。图 5 是 2006 年的能源结

构情况。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不同的区域之

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在表中还有单位二氧化

碳排放系数。根据各种能源载体的自然定律，该

系数有的大些，有的小些。表中数值都是取整数。

比如，如果确定了褐煤的单位一次能源消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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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通过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就可以自动得出它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反，如果确定了某种能源

载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譬如石油，那么也可以

自动得出为此所使用的能源载体石油的数量。单

位都选择标准煤（SKE），因为这个单位非常便

于理解。

气候象棋的规则是，人们把 2020 年的政策

目标逐步填入一个最初只列有排放系数的空表

上，然后在剩余的空格中填入具有说服力的估测

值。当表格填满后，人们便可以从中了解到能源

经济所受的影响有多大，以及如需采取必要的政

策措施，应当从哪里开始，以及应当具有多大的

规模。

然后，再根据 2007 年 8 月 24 日闭门内

阁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将“梅泽贝格计划案”

（Mesebergpartie）中确定的 2020 年目标值填入

表中（图 6）：一次能源消耗的绝对值应当比今

天低 17%。所以，我们在“总和”一格中填入 4.12
亿吨标准煤，然后我们利用 2006 年的非产能消

耗值作为 2020 年的可靠估测值，即 3500 万吨标

准煤。

图 5
气候象棋 — 2006 年

的初始情况

NEV：非产能消耗值

资料来源：联邦经济技

术部

图 6
气候象棋 — 梅泽贝格

决议所确定的 2020 年

目标

资料来源：联邦经济技

术部

根据联邦政府所确定的目标，可再生能源在

一次能源消耗中的比例应达到 20%，也就是 4.12
亿吨标准煤中的 8200 万吨。而官方指标所确定

的核能比例应为零。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应当减少 30%。从系统

角度来看，终端只应剩下“非产能消耗”（NEV）

一项。为了给出一次能源消耗的总和，必须列出

这部分能耗量。

烟煤和褐煤的数值都是 2006 年的，因为联

邦政府反复给出了煤炭数据，其中褐煤为 5400
万吨，石煤为 6600 万吨。

现在，除石油和天然气外，表中的每个栏

目都已填上了数值。接下来，数学高手可以很快

地计算出答案，因为我们面前有两个等式和两个

未知项，而未知项是可解的。答案就是：石油和

天然气的消耗量必须在 2006 到 2020 年间减少

30%。其中，排放限制中规定了石油和天然气各

自必须减少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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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气候象棋中，人们的确可以学到很多。譬

如说可以知道，在现行的化石类能源载体政策下，

我们不得不跳“能源探戈”。如果一种能源载体

向前迈了一步，其他的能源载体就必须自动地退

一步。如果我们更多地使用烟煤和褐煤，那么我

们就被迫在石油和天然气消耗方面退一步。如果

我们更多地使用石油和天然气，那么我们就要被

迫减少烟煤消耗量。这是理所当然的。下气候象

棋的人会知道，在目标纷繁多样的时候，我们将

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数学。

梅泽贝格计划案在建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梅泽贝格计划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

何才能将石油和天然气消耗量减少 30% ？要想

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设定重点：石油主要用于

采暖和交通。在短期内，交通领域的节油可能性

是有限的，而且从政策角度也很难实现，因此要

重点关注建筑领域，必须首先节约建筑领域的用

油量。

天然气主要用于采暖和发电。要想在发电

领域节约天然气用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原

因是：一般而言，要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肯定要

消耗更多的电。此外，联邦德国正在逐步废除核

能。这样一来，就必须在采暖或建筑领域节约天

然气。我们可以从图 7 中看到主要有哪些地方在

用热 — 其中建筑物占到了 64% 左右。

总体而言，有一点非常明确：梅泽贝格所确

定的能效目标能否实现，关键要看建筑领域或是

室内采暖领域。从气候象棋中，我们显然也能得

出这一精辟论断。这一关键结论为我们指明了制

定相关促进能效优化建筑政策的方向。要想尽快

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加大对研发工作的资助，

使其发挥重大作用。

研发 — 联邦经济技术部对能
效优化建筑措施的资助手段

在梅泽贝格决议案通过之后，联邦经济技术

部对自己的研究计划进行了调整，将其归纳为“气

候保护和能效”技术计划，分设不同的研究重点，

详见图 8。其中，能效优化建筑措施是重中之重。

围绕这一重点，又分设了以下研发计划：

•  电厂技术，目的是为工业企业配备最先进、

最高效的电厂技术，包括二氧化碳分离技术

•  热电联供和集中供热

•  燃料电池 / 氢，作为一种最高效的分布式

制热手段

•  高效用电

•  蓄电技术

•  提高工业、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能源

效率

•  能效优化建筑

其中，“能效优化建筑”被置于核心位置，

原因是它不仅涉及到保温标准的提高，而且要求

对整个系统进行优化。通过能效优化建筑，我们

既可以促进热电联供和集中供热的推广，也可以

推动燃料电池 / 氢技术的发展。因为我们想要利

用的正是这种一箭双雕的效果。要想实现网络化

效应及系统的优化，首先要有针对这些技术的各

种资助政策。而这也是为什么要由联邦经济技术

部来负责能效优化建筑研发工作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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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联供，

集中供热

高效用电，

蓄电装置

能效优化建筑

电厂技术

 工业、

 手工业、

商业和服

务业的能效

燃料电池氢

图 8
“气候保护和能效”

技术计划

资料来源：联邦经济技

术部

房间供热

热水

其它工艺热

电

照明

图 7
建筑行业的终端能耗

“能效优化建筑”（EnOB）资助方案分为

两个部分，即研发和示范。其中，研发领域又根

据不同的课题组进行了细分，包括 LowEx（低

Exergy 技术）、VIBau（真空隔热技术）和 EnBo
（运行节能优化）。而在示范领域，又根据不同

课题，分为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图 9）。最后

还有 EnOB：它是一个监测计划，为研究项目的

大量辅助工作提供资助。2009 年，联邦经济技

术部的“气候保护和能效”技术计划有 1.5 亿欧

元的经费。

“能效优化建筑”每年可以从联邦经济技

术部获得大约 2000 万欧元的资助（图 10），由

此成为联邦政府在这个领域中规模最大的资助

计划。

我们为全联邦德国境内的项目提供资助。看

一看德国地图就知道，我们所设立的各个资助领

域（如 EnBau 和 EnSan）目前已经遍布所有地区

和各个联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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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EnOB 计划对项目的资

助情况

资料来源：联邦经济技

术部

图 9
资助方案：能效优化

建筑（EnOB）

资料来源：联邦经济技

术部

建筑技术、暖通空调技术、设计工

具、能源供应、能源管理

能效优化既有建筑能效优化新建建筑

通过这些特殊的资助计划，目前已经产生了

很好的协同效应，譬如在联邦环境部和联邦经济

技术部之间。

譬如，单项技术包括：

•  相变材料（PCM）

•  真空隔热板（VIP），包括真空隔热玻璃

•  传热建筑部件系统

尤为重要的是，要将各项技术放在整个系统

中来考虑。单项技术必须放在合理的复合系统中

来应用，并通过特殊的“灯塔项目”来进行示范，

譬如一座高能效博物馆或是一所高能效学校（图

11）。联邦经济技术部在这方面与弗劳恩霍夫建

筑物理研究所开展了深入的合作，编写了 “高

能效学校改造斯图加特指南”（2005 年）。

下一步工作将是高能效城区或高能效城市。

通过这些特殊的资助计划，目前已经产生了

很好的协同效应，譬如在联邦环境部和联邦经济

技术部之间。

譬如，单项技术包括：

•  相变材料（PCM）

•  真空隔热板（VIP），包括真空隔热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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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热建筑部件系统

尤为重要的是，要将各项技术放在整个系统

中来考虑。单项技术必须放在合理的复合系统中

来应用，并通过特殊的“灯塔项目”来进行示范，

譬如一座高能效博物馆或是一所高能效学校（图

技 术 体 系

相变材料

真空隔热板

真空隔热玻璃

传热建筑部件系统

高能效博物馆

高能效学校

高能效城市

11）。联邦经济技术部在这方面与弗劳恩霍夫建

筑物理研究所开展了深入的合作，编写了 “高

能效学校改造斯图加特指南”（2005 年）。

下一步工作将是高能效城区或高能效城市。

联邦经济技术部的资助政策及
前景展望

对于联邦经济技术部未来的资助政策，需要

强调以下四点：

1. 对于高能效建筑和太阳能建筑需要进一

步提高单项技术的功能稳定性和大幅降低成本。

各种技术的成本必须让人能够承受，并且必须要

打入市场。

2. 已经开辟的道路要一步步继续走下去 — 
从考察单项技术开始，到系统解决方案，直至整

体优化。需要对整体系统进行优化。而整体系统 
— 从制热、通风、制冷到照明—必须同时考虑，

并从一开始就考虑是否可以利用太阳能。

3. 新技术的实际可用性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还应资助那些具有示范特色、尤为引人注

目的建筑项目。图 11 中介绍了几个例子。我们

认为，将来可以开展一些高能效宾馆或高能效体

育场馆的项目。

4. 目前，高能效建筑研发领域主要还是靠

国家来资助。尽管这是第五期能源研究计划所规

定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联邦经济技

术部还是准备重新确定资助方向：在下一期能源

研究计划中，将展开对技术的资助，以帮助德国

的建筑设计师、规划师、设备及零部件制造商更

好地打入国际市场。随着联邦经济技术部对建筑

研发和能效出口倡议活动一把抓，必将会产生一

些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和利用这些机会。

最后，请允许我向能源研究者们发出呼吁：

请大家充分利用联邦经济技术部提供的各种资助

措施，在企业界寻找适合自己的合作伙伴，着重

开展新课题的研究。这对德国的科学和经济发展，

对德国的招商引资工作都非常有利。或者让我引

用尼采的一句生动形象的话：“在研究的大山里

攀登，你绝不会一无所获。如果今天不能一跃登

顶，那就练习你的肌肉，为了明天能登得更高。”

图 11
EnOB 计划资助方案

资料来源：联邦经济技

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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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两年间，油价猛涨对欧洲民众的生活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很短的时间内，每桶石油

的价格由 60 美元蹿升到 140 美元以上，油价几

乎每天（投机行为）都在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变化

着。只是由于美元的同时贬值，影响才得以略有

削弱。油价上涨又造成通货膨胀，由于采暖费用

的增长幅度远远超出正常水平，使低收入阶层的

民众尤其受到巨大的冲击。

此外，由于各种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和利用

范围也在一如既往地增加和扩大，欧洲各国都面

临着巨大威胁，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度将由目前的

50% 上升到 2030 年的 70%。面对这种趋势，欧

洲人已经认识到，自己必须逃离化石类能源那双

“扼住喉咙的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经济的长

期稳定发展和政治独立。

现在的口号是，欧洲不应再以昂贵的价格从

中东和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而是通过使用

创新性的、智能化的采暖、制冷和电力技术，既

摆脱对油、气供应的依赖，又增加本国的就业机

会。欧盟理事会于 2007 年 3 月通过决议，对这

一点进行了强调，同时在德国的努力下，决议还

颁布了一些指导性的政策指标：到 2020 年，实

现节能 20%，可再生能源比例达到 20%，同时

二氧化碳排放减少 20%。

2008 年 1 月，欧洲委员会根据这些指标制

定出一份详细的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其中的关

键便是计划推行一套强制性的欧盟指令，推动可

再生能源的利用。计划中第一次详细描述了 27
个欧盟成员国各自需要实现的欧洲整体目标。

其中有两点颇为引人注目：

1. 目前，在可再生能源的扩建和利用中存在

很大差异 — 比如在风力资源丰富的英国，如今

可再生能源只占终端能耗的 1.3%，而可再生能源

利用比例最高的瑞典则已经达到了 39.8%。当然，

虽然由于瑞典、奥地利及其他国家在很早以前就

开始大力发展水电，因而在统计中占据领先地位，

但是，各个国家的能源结构最终还由各国政府自

己决定。地貌特征以及各国可再生能源拥有量的

不同（譬如太阳能、风能、水力和生物质能）都

难以或是无法充分解释为何会有上述差异。

2. 一直以来，各国都存在对上述强制性目

标的强烈反对声。很多人依然没有认识到，欧洲

如果想实现可持续的稳定发展，就必须要有一套

可持续的、稳定的能源政策。院外游说集团的短

期利益，尤其是高耗能工业企业与传统集权式乃

至寡头垄断式的能源供应企业紧密勾结，宣称可

再生能源是“昂贵的能源”，这样一来，人们自

然会觉得使用可再生能源将导致劳动力由欧洲流

向“低价能源国家”。可是人们却忘记了，从长

远角度来看，这种能源供应结构终将会逐步走向

自给自足，在不久的将来便会比石油、天然气或

是核能更加“便宜”。但是，由于追求利益最大

化的短视行为，人们对这种发展前景视而不见。

可是正因如此，就要求我们的民选政治领导

人不能屈服于这种错误的短视观点。现在，就连

美国也比以前更多地认识到可再生能源所带来的

机遇，因此，欧洲和美国就有机会在历史上第一

次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

温室气体的减排。

如今，可再生能源指令正处于“共同决策”

（Co-Decision）阶段，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必

须对此达成共识。该指令还需通过欧盟议会各主

要委员会的批准，尤其是工业、研究和能源委员

会（ITRE）和环境委员会（ENVI）。目前，仅

是这两个委员会就已经收到了将近 1700 条修订

申请。这样一来，尽管指令的实施进程略有延迟，

但各方都对将在 2009 年 6 月欧洲大选之前达成

一致意见表示乐观。作为欧盟理事会的轮值主席，

法国总统将气候能源一揽子计划视为自己工作中

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希望在自己任职期内解决所

有关键议题。

2008 年 9 月 11 日，工业、研究和能源委员

会针对该指令召开咨询听证会，决定对欧盟委员

会的指令草案进行重大修订：

•  可再生能源优先入网，也就是说，电网运

行商必须允许可再生能源发电入网。目前在许多

地方，这一点仍是一个主要障碍。

•  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在进行重大修缮改

造时）都有义务使用可再生能源。由于这一点是

欧盟“气候能源一揽子计划”中极为关键的基础

之一，因此要着重指出的是，目前建筑能耗已经

占到了欧盟总能耗的 40% 左右（这一比例甚至

要高于交通及工业领域在总能耗中所占的比例）。

•  欧盟各成员国可以继续自行决定本国适合

欧洲的能源政策 — 目标、计划与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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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何种资助体系。该规定对各国已经过实践考

验和获得成功的资助体系进行了保护，譬如德国

的《可再生能源法》。

•  不是通过各种证书，而是只有通过实实在

在的能源供应，才能确保跨国总体目标的实现。

•  引入强制性的中期目标，同时确定当没有

达到这些目标时会有哪些后果。

如果进一步考察建筑领域，那么通过计算

我们可以得知，仅在这一个领域，就能实现“能

源气候保护一揽子计划”中所确定的 20% 节能

总体目标的一半以上。尤其是采用现有的主动利

用太阳能技术，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

由于欧洲各国之间在利用这一技术方面存在极

大差异，造成太阳热技术在市场上难以立足。

譬如在奥地利，每年新安装的太阳能装置达到

25kWth/1000 人，而在日照充足的国家如意大利、

法国和西班牙，这个数值却不足 5kWth。原因主

要是政策环境不同，另外民众的相关环保意识也

有差距。欧洲那些“太阳能发展中国家”如果想

赶上来，其实相关技术早就有了，而生产企业也

具备了足够的生产能力，足以满足全欧市场的产

品需求。

在推动实现气候能源目标方面，还有重要的

一点，这便是《欧洲建筑能效指令》（EPBD），

其中除了规定新建建筑必须满足最低的能效标准

之外，尤其为建筑物能源证书在全欧洲的推广开

辟了通途。此外，该指令还规定在计算建筑物的

总体能效时，必须同时考虑太阳能设施所产生的

能量。

要想最终实现这些目标，一个最有力的手段

便是确保信息的透明度，让老百姓充分了解。这

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汽车的每公里二氧化碳

排放量标识，它得到了越来越多购车者的重视，

在这个标识的影响下，他们的购买行为也发生了

变化。有关方面期望，如果有一天全欧洲的承租

人或买房人都将建筑物的能源证书视为一项决策

标准，那么就会产生与汽车相似的效果。

欧洲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另一块重要“积

木”是“用能产品指令”（Energy using Products 
Directive），也被称为“生态设计指令”（Ecodesign 
Directive）。该指令授权欧盟委员会针对耗能产

品制定某些最低标准，譬如大幅度限制了电器的

待机能耗。此外还计划推出热水器及其能效标识

规定。这样，通过该指令的颁布，便可以极大地

推动太阳能热及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进入市场。

在技术领域，欧盟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研发计

划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前，欧盟的研究

框架计划已经进行到第七期，时间是从 2007 年

到 2013 年，资助总额为 505 亿欧元。其中在“合

作”领域，有 24 亿欧元被投向“能源”子领域。

2008 年，太阳能热研究仅限于“Concerto”计划，

其中包括了各乡镇的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及能效

项目。到 2009 年，在第七期研究框架计划中，

太阳能热技术将被单独立项研究，并确定具体的

研究课题。

在非技术领域，智能化能源欧洲计划（IEE）
最为引人注目，该计划主要资助与能源市场和能

源政策有关的项目。一般而言，像这类欧盟项目

至少要有三个来自不同成员国的相互独立的合作

伙伴。项目执行期一般平均为 2 到 3 年。原先规

定，在所有经认可的费用中，有最多 50% 可以

通过 IEE 计划得到资助，而不久前这一比例已经

提高到了 75% — 这里是指整个项目而言。

为实现 20% 的三项目标，欧盟必须使所有

成员国均等参与到各项活动中来 — 尤其是在建

筑领域，要提高在欧盟层面、国家层面和地区层

面的要求，更有效地协调各方之间的合作。而在

德国举办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协会（FVEE）年会在

这方面以及其他领域都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Gerhard Rabensteiner • 欧洲的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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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技术的革命

•   保温隔热

•   新型的日光与保温玻璃技术

•   作为一体和分体建筑部件的蓄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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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居住建筑所采取的能效措施主要目的是减少

建筑物围护结构的传热损失。除了更多地使用传

统的保温材料外，新型材料和部件 — 如真空保

温系统 — 可以提供能效水平更高的解决方案，

尤其是考虑到保温所需空间的情况下，这些方案

还可以提供新的外形设计和技术可能性。此外，

高能效的窗户、玻璃以及太阳能透明保温层 还可

以利用被动太阳得热，成为房间采暖的辅助手段。

传统的保温材料

目前，保温材料市场上主要是两类产品：

1.   矿物保温材料 （市场占有率 55 ）
2.   有机泡沫（41%）,  其中还可分为：

–  EPS 硬泡聚苯板保温材料（30%）

–  XPS 挤塑聚苯板保温材料 （6 %）

–  PUR 硬泡聚氨酯保温材料 （5 %） （2005
年时的市场状况 [1]）。

其他种类的保温材料，如珍珠岩、玻化微珠

或用可再生原料生产的保温材料，合起来只占大

约 4% 的市场份额。导热系数是一个与温度有关

的材料常数，其计量单位是 W/(m2K)。这个值越

小，说明保温性能越好。常规保温材料的导热系

数一般在 0.035 到 0.040 W/(m2K) 之间，而聚氨

酯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大约是 0.030 W/(m2K)。
目前市场上新出现了一种酚醛树脂硬泡保温材

料，自称导热系数只有 0.022 W/(m2K)。

热传导原理—改进和优化手段

概言之，热传导就是因热梯度而引起的能量

传导过程，其传递原理各不相同，其中包括：

•  通过空气对流引起的热传递

•  热传导

•  红外射线传递

抑制空气对流是每种保温材料最基本的任

务。由于静止空气的导热性与固体相比要低得多，

因此大多数保温材料都是多孔的。这样一来，保

温材料的密度也会降低。密度越低，固体传热占

总传热量的比例越小。但是，密度越低，辐射传

热量就越多，材料机械稳定性总体上会下降，因

此从总体优化的角度来看，在减少材料投入方面

应当适可而止。所以，在建筑行业目前所使用的

传统保温材料中，总体传热性能的好坏主要看其

孔隙中所填充气体的导热性如何（气体导热所占

比例大于 60%）。保温性能的改进主要依靠降低

气体导热性来实现。因此，如果要想让聚氨酯保

温材料的保温效果更佳，就要在其密闭孔隙内填

充其他类型的导热性更低的气体。然而，在实际

使用中设定保温值时，要考虑到孔隙是不可能绝

对密封的，这样就会造成孔隙内的气体与周围的

空气产生交换，从而导致保温值变差。如果保温

材料能使用防扩散的罩面层，就可以大大削弱这

种不良后果。

保温隔热

1 透明保温层如今大多被称为太阳能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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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 • 埃尔霍恩（Hans 
Er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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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慕尼黑一栋联排别

墅中一座房屋的改造，

建筑师：F. 里希特布

劳（Lichtblau）（2001
年）；真空保温板，

保温层总厚度 9cm，k
值 =0.15W/(m2K)

资料来源：巴伐利亚应

用能源研究中心（ZAE）

图 2
位于布格贝格

（Burgberg）的一栋新建

单户房屋（2007 年）；

采用了带有真空保温

板的外墙外保温系统，

保温层总厚度为 9cm，

k 值 =0.14W/(m2K)

资料来源：弗劳恩霍夫

太阳能研究所

如欲改进聚苯板的保温性能，就需从红外辐

射传递着手。如果采用特种红外遮光剂，便可以

提高保温性能，或是在相同导热性下，减少一半

的材料使用量。

纳米材料

当孔径小于 1 微米时，通过气体分子的热

传导不会受到其他气体分子的阻碍，而是越来越

多地会穿过那些拥有大量气泡壁或其他结构的最

小孔隙。如果一种保温材料的总体密度足够低，

那么从整个热传导过程来看，静止空气的导热系

数就会低于约 0.026W/(m2K) 这个 “魔力”阙值。

热解硅酸（即以高温工艺生产出来的硅酸）粉末

压块或由化工湿法工艺生产出来的硅气凝胶粉末

压块的导热系数约为 0.018W/(m2K)，只有传统

的、填充空气的保温材料的一半。和这类氧化硅

基材料相比，纳米级结构的有机泡沫具有更多的

改进潜力。 

真空保温板（VIP）

真空保温板是指由一个真空外包装和填充

材料构成的保温组件。比如说一个保温瓶（众所

周知，其高效的保温性能来自真空），它的圆柱

状外罩可以承受 1bar 的外部大气压力（这相当

于每平方米承受 10 吨的重量），而扁平的真空

保温板中的抗压填充材料或结构也需要承受相应

的压力。尤其是如果采用热解硅酸基（SiO2）的

纳米结构填充材料，同时对真空质量要求很低，

结合使用当今市场上密封效果最好的高阻隔塑料

层压板，这样生产出来的真空保温板的使用寿命

可以长达数十年，而这也正是建筑行业的要求。

与非真空保温材料相比，在厚度相同的情况下，

真空保温板板芯的保温效果要高 5 到 10 倍。这

样一来，人们就可以针对新建建筑的不同用途，

采用更薄、更节省空间、高效的保温结构，此外

也可以使用在既有建筑改造措施上。不过，真空

保温板的边缘部分容易出现热桥，同时这种板材

容易受损，不能进行现场切割，这些都是存在的

问题。因此，有一种以真空保温板为基础的外墙

外保温系统，即 Lockplate®（麦克斯特德国有限

责任公司），它可以将热桥减少到最低，同时便

于施工安装。由于只有少数几种标准尺寸，因此

便于进行成本低廉的自动化批量生产。

窗框型材

即便是保温效果良好的建筑物，在窗户区

域依然存在热工薄弱环节。典型的被动式房屋窗

框型材的 Uf 值
2 能达到 0.8W/(m2K)，但窗框的

安装深度会达到 120mm 甚至更多。目前，有关

方面正在研究开发安装深度只有 90mm、Uf 值为

0.7W/(m2) 的新型窗框型材。

2 Ｕ为传热系数，下标 f 代表窗框

Helmut Weinläder 博士 • 保温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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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

如果将热工性能极高的窗框和 Ug 值 3 为

0.7W/(m2 K) 的三层玻璃结合起来，那么窗户的

Uw 值 4 便可以达到 0.8W/(m2K)。这样一来，虽

然窗户的传热系数仍然明显高于保温良好的不透

明墙体（譬如 0.15W/(m2K)）；但是，如果考虑

到太阳辐射，那么南立面上的窗户不仅能够弥补

它们的热损失，而且还能有效地获得太阳得热。

而在背阳的北立面，不透明的墙体上依然主要采

用传统类型的窗户。 

真空保温玻璃（VIG）

与不透明的真空保温板相类似的是，如果对

两层玻璃中间抽真空，也可以大大提高保温效果

（2 倍）。技术方面的挑战在于研发出能够承受

得住外部气压的支架。此外还必须研发出足够密

封的、但同时热工性能稳定的封边。两个组件都

不应该对整体热传导产生重大影响。当总厚度只

有 9mm、重量与双层玻璃相同时，Ug 值可以达

到 0.5W/(m2K)。由于只有一层 low-e5 玻璃 ，真

空保温玻璃在高得热率的情况下也能表现出极佳

的透光率。即使在北立面，真空保温玻璃也能实

现能量平衡，即太阳得热和散热损失在整个采暖

期内都是相等的。

透明保温系统

透明保温系统所使用的保温材料具有高透光

率（半透明）的特点。人们尤为关注的是，在不

同的用途下，或是当总能量透过率 g 6 较低时，

能够获得无眩目的光线（将太阳能外墙作为日光

系统），或是当总能量透过率 g 较高时，可以利

用太阳辐射热（将太阳能外墙作为太阳能墙壁采

暖系统）。这种拥有毛细管或蜂窝结构的材料的

导热性要比传统保温材料高 2 到 2.5 倍。如果使

用纳米结构的颗粒状硅气凝胶，导热系数会明显

降低，低至约 0.025W/(m2K)。而太阳能外墙壁

采暖系统在采暖期内的得热要明显高于热损失。

在实际应用中，要注意在夏季采取防护措施，避

免室内出现过热现象。

图 3
Ug 值为 0.5W/(m2K) 的
真空保温玻璃（样品）

资料来源：巴伐利亚

ZAE

图 4
位于埃姆斯市多马特

镇的老年公寓项目，

安装了厚度 20mm 的

GlassXcrystal 太阳能外

墙系统

3 U 为传热系数，下标 g 代表玻璃

4 U 为传热系数，下标 w 代表窗户

5 e 代表辐射率

6 g 值反映的是总能量透射率，即会有多少热量透过一个建筑构件。

Helmut Weinläder 博士 • 保温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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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潜热蓄热装置和季节

性遮阳棱镜系统，Ug
值为 0.48W/(m2K)。
建筑师 D. 施瓦茨

（Schwarz），多马特

/ 埃姆斯，2004 年

资料来源：弗劳恩霍夫 ISE

研究所

当前的发展趋势是采用具有抑制对流和高 g
值的高效保温玻璃。（TIGI Ltd.，以色列 [2]），

另一种产品是将季节性棱镜遮阳系统和一体化潜

热蓄热装置组合起来（GlassX AG，苏黎世 [3]）。

这样，Ug 值便可以低于 0.5W/(m2K)。另一种新

型技术是将季节性棱镜遮阳装置组合在一种经过

专门优化的多层板中（Produwa GmbH，多特蒙

德 [4]）。目的是研制出一种价格极为低廉的简

单系统。

可调保温层（SWD）

另一种防止过热的方法是采用可调保温层。

其原理是在真空保温板外面加装不锈钢外罩，里

面是颗粒较粗的填充材料（玻璃纤维）。此外还

往真空保温板里加入了一种内含金属氢化物吸气

剂（具有氢气储存功能）的可加热膜盒。如果吸

气剂受热，便会释放出少量的导热性能很好的氢

气，由此将构件的导热性提高 100 倍。这样就使

高保温构件变成了高效导热构件。而整个过程是

可逆的：如果让吸气剂膜盒冷却下来，吸气剂会

重新吸收氢气。当缺少太阳辐射时，或是在夏季

房间内过热时，真空保温板处于惰性和高保温状

态。只有在采暖期内，当同时存在供热需求和太

阳辐射时，才会打开加热系统，提高传热系数，

使热量传递到建筑物内部，而这一过程所需要的

电能仅有 5W/m2。

参考文献

[1] GDI 保温材料工业协会，www.gdi-
daemmstoffe.de，privat communication

[2] Tigi Ltd. 公司。在以色列还没有网站，刚创

立不久，尚未生产出产品

[3] www.glassx.ch

[4] www.prokuli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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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如今，建筑设计师经常采用透明度很高的外

立面，从而将日光利用纳入设计规划中。只有因

地制宜地充分利用日光照射，才能满足人们对能

效、热舒适度和室内良好视线的高要求。而新型

的微结构组件，譬如棱镜导光组件，可以根据太

阳的位置，有针对性地引导或反射照进房间的日

光。如果玻璃窗上安装了这种结构的导光组件，

那么便可以将太阳光引导到建筑物内很深的区

域，或是作为固定安装的遮阳装置，在某些月份

发挥有效的遮阳作用，并根据不同的季节，改善

建筑物的夏季隔热。如今，人们一直在努力将这

类结构做得越来越小，以便节省材料、重量和成

本，避免吸收阳光，同时让其整体外观显得平整、

一致，并使导光组件更容易整合到窗户系统之中。

目 前， 在 弗 劳 恩 霍 夫 太 阳 能 研 究 所

（Fraunhofer ISE）和 ISFH 太阳能研究所的科研

人员正在研究如何在玻璃窗系统中使用微结构组

件，以达到季节性遮阳的目的，并对日光进行引

导。为此，人们研发出了相关的导光组件或季节

性固定遮阳系统，并实现了生产和优化。目前，

我们正在同工业界的伙伴开展合作，试图将这些

新创意、新设想转化成产品。

工作原理及用途

微型结构的导光组件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射

入的阳光进行导向或反射。利用微型结构组件进

行导光或反射，其原理是光线在这些结构中会发

生折射，或在内部发生全反射。在一年的不同时

间里，对遮阳和光利用率的要求是不同的。由于

光线在不同角度下的传热率不同，同时太阳高度

也随着季节而变化，因此，这些装有固定遮阳装

置的导光结构可以在不同季节拥有不同的传热性

能：不断变换的太阳高度起到了按季节进行调节

的作用：在冬天，太阳光的照射角度较低，当太

阳位于天空最高点时，明亮的日光会被传导进来，

而在夏天，太阳位置较高，阳光会被反射回去。

当采用微型结构改进对日光的利用时，光线

经过传导后，方向会发生变化，从而能够到达室

内较深的地方，使即便是远离窗户的区域也能有

足够的日光照射到。由于同时还需避免室内的人

员被阳光晃到眼睛，因此，这种结构还可以使光

线在入射角度较平时，被向上引导到可反射光线

的浅色天花板上。除了上述介绍的玻璃研发新技

术之外，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还研发出用来

评估视觉舒适性的方法。其中包括是否可以避免

眩目，日光是否会降低电脑屏幕的分辨率，朝窗

外看的视线是否良好，以及一天当中日光会对外

立面系统的颜色产生哪些影响等。他们开发出一

种新型的日光眩目检测方法，并对其进行了认证

[4]。这种“日光防眩可能性检测”（DGP）程

序可以让我们了解产生眩目干扰的概率有多大。

由于在一般情况下，人的视线无法或很难穿

过棱镜（微型）结构构件，因此这种结构适合用

在视线并非必须良好的领域，包括天窗、操作间

和通道等地方的玻璃窗，以及那些只有部分面积

安装这种结构、而中间部位仍为透明玻璃的区域。

这种构件尤其适合用在半透明或不透明外墙部件

的内部或前方，譬如用在不透明墙体前面的透明

保温层（TWD）组件中，这种组件在冬天有利

于房间采暖，同时具有季节性遮阳功能，可以避

免室内温度在夏季过高。

有多种方法可以将这种构件整合到技术先

进的保温玻璃之中。比如，可以将一张微结构薄

膜作为独立的“第三层”，紧绷在双层保温玻璃

的中间（图 1b）[1]。它在热工性能方面有许多

优点，Ug 值最低可达 0.6W/(m2k)，可以和三层

保温玻璃媲美。缺点是：由于界面增加了，导致

导热性在冬季略有下降。还有一种选择是将微结

构薄膜单面层压在玻璃上（图 1c）[2]，这种方

法的热工性能相当于双层保温玻璃，而冬季的导

热性则要略高一些。

新型的日光与保温玻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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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结构是如何产生的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采用干涉光刻技

术来生产用于遮阳、导光及其他用途的微结构。

这种技术是采用激光干涉图对光敏漆（光刻胶）

进行曝光，然后用这种光刻胶生产出压膜工具，

由此可以逐步降低微型复刻技术生产大面积微结

构时的复刻成本。

除了使用干涉光刻技术来生产原型之外，人

们还对采用超精细加工技术（譬如钻石车削或铣

削技术）所生产出来的微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

发现，超精细工艺可以直接在压辊上进行切割，

这样可以生产出无接缝的连续薄膜卷筒。

上述两种工艺所生产出的微结构都可以经过

调制，具备附加的光散射功能。通过光散射，会

减少可能出现的色效应（白色光在经过棱镜的折

射后会形成光谱色），这样便可以降低光线亮度，

从而避免产生眩目现象。

为了获得这些效果，在 ISFH（太阳能研究

所），人们正在研究是否可以将未经调制的微结

构与散光玻璃组合起来。他们采用了多种生产方

法以及光散射组合方式，对其进行了测试，可以

结合具体要求来应用。

图 1
玻璃中的微结构薄膜：

a) 玻璃中的低倍放大

棱镜板（最新技术）

b) 独立安置的带导光

微结构的薄膜

c) 层压在玻璃上的微

结构薄膜

资料来源：ISFH 和弗劳恩

霍夫太阳能研究所

图 2
扫描电子显微镜下的

具有季节性遮阳功能的

棱镜结构。

左图为采用干涉光刻技

术生产出来的微结构，

其表面经过调制后可

以实现光散射，从图上

可以看出，棱镜高度经

过了调制。图中的箭头

为光线在夏季（黄色）

和冬季（蓝色）的走向。

右图为采用微型机械

技术生产出来的微结

构，根据旁边的刻度表

进行调制。由于刻度表

要比结构周期大很多，

因此在图中看不到调

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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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结构举例及其特点

下述几种微结构类型只是我们从目前玻璃窗

所采用的多种类型中挑选出来的。原则上看，它

们全都是线性棱镜结构。图 2 中介绍了两种结构

类型，并用图形的方式展示了其功能。两种结构

的生产工艺虽然不同，但经过调制后，都具有散

射光的功能。

图 3 介绍了在一件玻璃样品上所测量到的

光与太阳辐射的透射率。根据具体的结构参数以

及与玻璃的整合方式，在一定入射角度下的透射

率或 g 值以及在不同季节中遮阳功能的“关闭”

效果可能会比图 3 中显示的还要强 [1]。当加入

low-e 层后，太阳辐射的透射率要明显低于可见

光的透射率。

图 2 中的微结构被用于立式玻璃窗上。而

对于屋面玻璃之类的地方，作为固定的季节性遮

阳装置，则适合采用能将近乎垂直照射在结构上

的光线反射出去的微结构。如想详细了解不同的

微结构系统适合用于哪些玻璃上，请见参考文献

[2]。还有一些具有导光功能的微结构会将光线

转向上方引导，最适合用于阳光入射角度大的情

况，其光透射率要高于没有导光结构的标准玻璃

[3]。

在对棱镜结构进行微型化的过程中，除了结

构界面之间会有反射外，还会产生衍射效果，这

会减弱或者消除原先期望产生的功能，并会导致

产生重像和色效应。这种现象可以通过波动光学

模拟预测出来，并确定其数值。结果显示，当数

值（结构周期）在 50-100μm 之间时，棱镜结

构的衍射效应实际上可以小到忽略不计。图 1b
和 1c 中介绍的两种工艺都可以生产大面积玻璃

样品，图中展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初步的稳定

性检测的结果带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但目前我们

仍需进行更多的检测和优化，之后才能和我们的

工业企业伙伴一道，将研发工作成果转化成可靠

的产品。

图 3
在不同的太阳入射角度

下，一个集成遮阳结构

（如图 2 右侧的结构）

的双层保温玻璃的太

阳辐射透射率和可见

光透射率。

资料来源：弗劳恩霍夫太

阳能研究所

图 4
带有季节性遮阳功能的

微结构薄膜的大面积

保温玻璃样品：

左侧：用在透明保温层

组件前方的薄膜，尺寸

850x700mm2（ISFH）
右侧：用在天窗区域

的带 有 光 散 射 功能

的 层 压 薄 膜，尺 寸

1000x500mm2

资料来源：弗劳恩霍夫太

阳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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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热和蓄冷

在设计现代化的办公和住宅建筑时，室内空

调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在采暖与制

冷方面存在很高的节能潜力。除了对保温系统进

行优化外，如能采用蓄热和蓄冷装置，则可以对

提高建筑物能效和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做出巨大贡

献。

基本而言，热量可以以显热或潜热的形式被

储存起来：

•  当一种物质被加热时，会吸收热量，导致

温度上升，这就是所谓的显热。

•  潜热是指在相变过程中被储存起来的热

量：一种物质在从固态到液态的相变过程中会吸

收热量，温度却不升高。要使一种物质完全熔化，

就需要相当于熔化焓的热量。所谓潜热蓄热，是

指利用物质的相变过程（譬如从固态到液态）将

热量储存在物质中（英文称 PCM，即相变材料）

（请见图 1 中左图）

利用潜热形式而不是显热形式存储能量有诸

多优点。由于潜热蓄热不不会造成温升，静态热

损失小于显热蓄热方式，因为后者由于温度较高，

总会向周边环境散失热量。此外，潜热蓄热材料

会在温度没有上升的情况下将加热过程中接收到

的能量储存起来，然后在某个时刻再将热量散发

到周边环境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原理来避免建

筑物内出现高温（请见图 1 中右图）。

建筑一体化和分体式蓄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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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热蓄热装置

蓄热过程

潜热蓄热装置

缓存过程

加热阶段 冷却阶段

时间

潜热

融化温度

温
度

温
度

所存储的热量

显
热

在建筑领域，适合使用无机水合盐与石蜡两

种相变材料，这两种材料的熔化温度都在室温范

围内。石蜡的主要特点是周期稳定性高，不易出

现过冷。而无机水合盐的优点在于其熔化焓更高，

同时也不可燃。此外，人们也使用水和冰作为蓄

热及制冷手段，并获得了成功。譬如将这些方法

与相变材料结合起来，就可以进一步优化。此外，

也可以通过吸附方式来实现蓄热：比如可以使用

沸石，沸石通过吸收和排出水分释放和存储热量。

在建筑领域使用蓄热蓄冷技术
来提高能效

人们可以通过采暖和制冷等主动式空调方

式对房间进行气候调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

尽量减少使用化石能源载体，以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为了提高能效水平，原则上有两种蓄热和蓄

冷方法：

图 1
显热蓄热装置（左）和

潜热蓄热材料（右）的

工作原理。与显热蓄热

不同的是，潜热蓄热并

不会造成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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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厚度 1cm 的相变材料

在相变过程中的蓄热能

力相当于一面 11cm 厚

的砖墙或 19cm 厚的木

墙在温度提高 10℃时

吸收的热量。

a) 一种是采用被动式空调技术，譬如用石

料或混凝土建造建筑物，让这些实体建筑部件储

存或缓存大量的热量。不过，在现代化的干式建

筑结构中，人们有意尽量缩小实体建筑部件的体

积，以便使建筑结构变得更加灵活且成本低廉。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想采用被动式空调技

术，就需要采用能够存储大量热量、由此将高温

热量缓存起来的相变材料（图 2）。

b) 另一种方式是将蓄热蓄冷装置与主动式

系统耦合起来。比如可以使用潜能较低的能源，

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此外，通过采用

蓄热蓄冷装置移峰填谷，使建筑物中可以采用功

率更小的空调系统。

1. 可用作潜热蓄热装置的复合材料

在建筑领域，有多种材料和系统可以用来作

为潜热蓄热装置。其中，既有尺寸以厘米乃至毫

米计的外封装系统，也有微米级别的微封装系统。

经过特殊微封装的石蜡，可以安装在石膏抹灰层、

石膏纸板或其他建筑材料中。如果在石墨板中加

入相变材料，还可以额外提高石墨板的导热性，

同时缩短蓄热和散热时间，这非常适合用在空调

系统中。

2. 采用潜热蓄热材料的蓄热蓄冷装置

石膏抹灰层和石膏纸板适合用作被动式的蓄

热蓄冷体，以便提高轻质结构的热容，使其达到

实心建筑部件的蓄能水平。而这会在建筑物内形

成一个高温缓冲的过程。这时，需要在夜间对建

筑物进行通风，将白天存蓄的热量释放掉。这种

过程也可以在被动式冷楼板系统中实现，冷楼板

由掺有石蜡的石膏纸板组成，也可以将装有无机

水合盐相变材料的塑料袋铺设在金属网格吊顶上。

这类系统的制冷功率可达 25 到 20K/m2。根据所

采用的材料，可能需要主动式背通风系统，在夜

间通过温度更低的室外空气对系统进行降温。

安装有冷水管的悬挂式冷楼板可以实现较高

的冷却功率（约 100W/m2），而且反应时间很短。

不过，这种系统往往会造成制冷过程的峰值负荷

很高。不过，如果结合采用相变材料，那么在白

天制冷高峰时段，仅被动制冷方法便可以提供约

40W/m2 的基本制冷功率。在夜间，相变材料在

冷水的作用下得到再生。这样，既可以避免白天

的负荷峰值，又可以平均分配制冷负荷。尤其是

当利用地热（地热管）制冷时，这种方法就很有

优势，因为地热管主要设计用于满足尖峰负荷的

需要。

此外，将相变材料与内置式遮阳系统组合使

用也很有发展潜力。与外置式系统相比，内置式

系统有一些优势（不会受到风的影响，成本较低），

因此可以大面积使用。不过，与外置式遮阳系统

相比，内置式系统的能源获取量较高。此外在阳

光的辐射下，内置式系统会强烈受热，金属薄板

会将热量辐射到房间内靠近窗户的用户身上，使

其感觉燥热难耐。此时，如果内置遮阳装置能使

用相变材料，便可以有效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其优点是百叶窗的温度降低，传入室内的热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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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减少。所使用的相变材料应足以将夏季晴天照

射在南墙上的热量完全缓存起来。与其他系统一

样，相变材料可以通过夜间较冷的室外空气再生。

采用潜热蓄热材料对于建筑采暖来说也同样

具有优势。其中的两个例子便是太阳能外立面组

件（太阳能幕墙采暖）和太阳能空气集热器。在

两种技术中，太阳能都以热能的形式被储存在相

变材料中，过了一定时间之后再被释放到室内。

当阳光非常强烈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太阳辐射过

量时，热量会被储存起来，而当阳光不强烈或是

没有阳光的时候，如果需要热能，所储存的热量

就会被释放出来。同样道理，空调设备也可以使

用相变材料，从而提高其性能。

3. 吸附式蓄热装置

除了相变蓄热，也可以采用吸附蓄热。有多

种系统可以使用。沸石所利用的是对水的吸附和

解吸能力。此外，也可以在相应的系统中通过吸

附和解吸过程利用太阳能制冷，这种技术可以保

证只有当需要冷量时 — 即当太阳辐射太强时 — 
再进行制冷。

4. 家用蓄水装置

传统采暖系统中的热水箱同样也有助于提高

能效，比如它能够使太阳能制热设备达到最佳利

用效率。如果再使用相变材料，便可以降低备用

热损失，缩小存储器体积，达到优化热水箱的效果。

此外，水箱也可用于建筑物制冷。比如收集

屋面雨水，导入一个贮水器中，用于建筑物制冷。

在这个过程中，水温会升高。到了夜间，雨水被

泵打到建筑物屋面上，进行二次冷却。当水在屋

面上大面积流淌时，会与大气进行辐射交换，或

是通过对流和（部分）蒸发，将热量释放出去，

理想状态下可以使水温略降到露点温度以下。冷

却后的水再经过雨水槽和过滤装置返回贮水器，

以便再次为建筑物制冷。除了上述开放式循环系

统外，也可以采用封闭式系统，与成片的集热器

相连接，这种系统不会因蒸发而损失水量。

研发的需求

研发需求主要在于如何通过测试技术确定采

用相变材料的系统的特性，如何进行模拟工具的

认证和如何制定可靠的设计规范。目前，这方面

的示范项目正在进行中。此外，从建筑物用户的

反馈也能直接看出他们对产品的认可度。另外，

根据所测量到的负荷转移状况，供电单位可以通

过能源经济分析，评价相变材料系统的大规模应

用对电厂及电网容量的影响。

此外，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复合材料的研发工

作。比如，目前人们研发出了无机水合盐的外包

层，利用它可以制造出毫米级的防渗漏、防水蒸

气的封套，然后作为不可燃材料使用在建筑材料

和建材板中。此外还可以作为填充料，用于风冷

或水冷式空调机中。

有关方面还正在研究和优化可泵式系统及

以石蜡和无机水合盐为基础的砂浆。

为了确保商业性相变材料产品的规定特性

以及熔化温度、熔化焓和导热性能够满足要求，

有关方面成立了相变材料品质协会，负责制定主

要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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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建筑节能改造

•   既有建筑的节能潜力

•   旧建筑改造 — 技术应用实例

•  乌尔姆 — 伯芬根教区中心“好
 牧人之家”改造工程

 •  布鲁塞尔的可再生能源屋（REH）

•   湿热通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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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降低能源消耗潜力最大的领域是

建筑物的采暖和热水制备。在联邦交通、建设

和城市发展部（BMVBS）发布的 2007CO2 建筑

报告 1 分析结果中，不仅提出了可开发的节能潜

力，而且确定了当前在开发节能潜力时存在的阻

碍因素。在下文中，我们对其中的主要内容做简

要介绍。

提高能源效率，扭转采暖能耗
的发展趋势

在德国，建筑物的采暖和热水制备消耗了近

40% 的终端能源。其中有一半多被用于私人家庭

房间的采暖。

令人欣喜的是，自 1996 年以来，该领域的

能耗水平在逐年下降，到 2006 年，尽管由于诸

多新建措施使居住面积增长了 10% 以上，但是

能耗总量却仍相当于 1990 年的水平（图 1）。

其原因在于，人们对建筑物围护结构采取了各种

现代化节能改造措施，并提高了制热过程的能源

利用效率。再加上越来越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

因此，从 1990 年到 2005 年，私人住宅领域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 16%。

改造率有所提高

每年接受全面改造的既有建筑的比例从

1994 年的 1.6% 提高到 2006 年的 2.2%。改造的

主要目的是降低能源费用。迄今为止，还很少有

业主仅仅以环境保护为改造动机的。可以确定的

是，在过去数年中，居住建筑的采暖能耗减少了。

其原因主要不是因为对新建建筑的要求提高了

（因为每新建一栋建筑都会额外消耗能源），而

是主要因为旧建筑改造工作的步伐在逐渐加快。

能源和成本节约潜力依然很大

总体而言，居住建筑的能耗水平依然很高。

尤其是旧建筑具有很大的现代化改造潜力，因

为在旧建筑领域，从 1989 年到 2006 年，仍有

70% 可实施的节能改造措施并没有得到实施，依

然有待改造（图 2）。未经改造的既有建筑如果

采取了保温措施，同时对采暖设施进行了现代化

改造，则可以节约大量能源，从而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持续上涨的能源费用对私人家庭造成了沉

重的负担。而由于改造工作开展得越来越多，质

量水平也越来越高，同时对新建建筑的要求也得

到了提高，预计未来到 2020 年之前，会再节约

190 到 510 亿欧元的采暖费用。

既有建筑的节能潜力

汉斯 • 埃尔霍恩（Hans 
Erhorn）
弗劳恩霍夫 IBP 研究所

hans.erhorn@ibp.
fraunhofer.de

戈尔特 • 豪泽教授、

博士（Prof. Dr. Gerd 
Hauser）
弗劳恩霍夫 IBP 研究所

gerd.hauser@ibp.
fraunhofer.de

彼得 • 米夏埃尔 • 纳
斯特（Peter Michael 
Nast）

DLR
michael.nast@dlr.de

迪特里希 • 施密特博士

（Dr. Dietrich Schmidt）
弗劳恩霍夫 IBP 研究所

dietrich.schmidt@ibp.
fraunhofer.de

1 资料来源：德国能源与水经济协会（BDEW）2007 年

图 1
私人家庭采暖终端能

耗，包括采暖电耗和集

中供热

资料来源：联邦环境署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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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邦交通、建设及城市发展部（出版）：2007CO2 建筑报告

图 2
1989 年到 2006 年间旧

建筑完全改造的累积

比例（建筑年代从 1900
年到 1979 年）

资料来源：Technomar 业主

调查，co2online

图 3
新建建筑和旧建筑的

外墙外保温系统施工

面积

资料来源：FWDVS 2007 年

保温措施日益重要

旧建筑所有者往往对自己的建筑物进行现代

化节能改造的重要性和经济效益并不清楚。因为

他们进行改造的首要目的就是降低能源费用。从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有许多燃油采暖设备和燃煤

炉被更换成燃气采暖设备。在 2006 年新安装的

采暖设备中，燃气系统的比例几乎达到了 60%1 。

同时，可再生能源的地位也在上升。从

百
分
比

2002 年起，人们对采用可再生能源的采暖系统

越来越感兴趣。2006 年，德国所安装的热泵、

木粒采暖系统和太阳能系统数量都创下了历史

纪录。

当前有一种现象是，投资重点已经从更新

既有建筑采暖系统转移到保温措施方面。人们

对建筑物保温的兴趣非常高，其中一个原因是：

有许多私有住房业主在对自己的采暖系统进行

更新之后，现在又想做保温了（请见图 3）。

百
万
平
方
平

既有建筑 新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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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出租人还是对承租人都是经济划算的。

2007 年 CO2 建筑报告 2 的调查结果显示，

通过将不同的、经济合理的措施组合起来，可以

将采暖终端能源需求量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降低 20% 到 40%。为了达到 40% 的目

标，需要采取内容广泛的措施组：

•  短期内将每年的建筑物综合节能改造率提

高到至少 3%
•  将对改造措施能效质量水平的要求提高至

少 30%
•  每年都要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制热能耗中所

占的比例

•  对于新建建筑，必须在短期和中期将能源

需求分别降低 30% 和 50%（与 2007《节能法规》

中的要求相比）。

大力坚持促研究、抓落实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为推动高能效建

筑方式在德国的发展，联邦政府开展了一项深入

的研究和示范计划。如今，持之以恒开展资助计划

的结果就是，低能耗建筑方式已经成为建筑标准。

公布各类资助

总体而言，虽然现代化改造的所有领域都在

越来越多地选择高能效技术，但是，由此所带来

的各种可能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主要原因

在于高昂的初始投资。为了更好地充分发掘巨大

的节能潜力，房屋所有者和承租人就必须更好地

了解高能效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好处。《节能法规》

中的高要求，CO2 建筑物改造计划增加的资助金

额，还有各类的研究和示范计划，都对目前所取

得的成就做出了重大贡献。仅 2006 年和 2007 年

受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资助的能效措施，就能在将

来带来每年将近 300 万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未来的前景

通过提高对新建建筑的要求和加大既有建筑

的改造力度，实现可持续的二氧化碳减排：

在《气候能源一体化计划》（IEKP）1 中，联

邦政府针对当前需要做的工作做出了内容广泛的

决议。出于经济和生态方面的考虑，必须既要提高

节能改造措施的改造率，也要加大改造力度。此外，

还应当提高对新建建筑的要求，因为高能效建筑

图 4
联邦资助计划 EnSan
示范建筑在改造前、

后的采暖能耗。其中

的绿色横杠表示的是

两个采暖期的结果。

凡是没有绿色横杠的

房屋表示在进行节能

改造后，还没有测量

它们的采暖能耗。

资料来源：弗劳恩霍夫

建筑物理研究所

改造前

改造后(已规划)

改造后(已结束的项目)

小型居

住建筑

楼 房

内城区

建筑

大型建筑

办公楼

和政府

建筑

教育机构

旅馆酒店

其它建筑

采暖热耗

1 联邦环境部 2008

2 联邦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部（出版）：2007CO2 建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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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联邦交通、建设与城

市发展部（BMVBS）部

长沃尔夫冈 • 蒂芬泽

（Wolfgang Tiefensee）
介绍能源证书。证书上

注明了建筑物的总体能

效状况。

资料来源：联邦交通、建

设与城市发展部。

一个尤为重要的结果是，公开竞争的建筑和

采暖企业纷纷实施大型示范项目，以此应对所面

临的新挑战。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研发工作主要

集中在新建建筑上，而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既有建

筑也逐渐被列入研究计划。在示范项目中，人们针

对不同的建筑类型和不同年代的建筑，采取了相

应的高效节能示范解决方案。一般而言，这些措施

实施后，建筑物的能耗值是改造前的三分之二，甚

至常常低于具有可比性的新建建筑的最低要求。

研究计划的结果表明，通过高能效建筑方式

和节能改造，各种建筑类型都有很大的节能潜力

可以开发，同时也促进了新技术的市场化，并为德

国能源署（dena）以及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

高能效建筑和改造资助计划开展进一步的、更广

泛的试点计划提供了新的思路。

能源证书展示了潜力

欧洲委员会在其《建筑物总体能效》指令中

要求，将来在新建、购买或租赁建筑物时，都必须

出具能源证书。该指令通过修订的《节能法规》

（EnEV）于 2007 年 10 月 1日在德国正式生效。

现场试验证明，那些委托为自己房屋出具能

源证书的单户房屋所有者和私人房屋出租人，都

对能源证书的功能、中立性及其所阐述的内容和认

证方法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而住宅建设

公司则对出局证书需耗费的时间、自身费用和解释

工作等方面略有怨言。在被调查者当中，有约一半

的人认为房屋的总体评价符合他们的预期，另有近

30% 的人和不到 10% 的人分别预计会更好和更差。

能源证书有助于转变承租人和出租人在采暖

和热水制备方面的成本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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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罗腾堡 - 斯图加特（Rottenburg-Stuttgart）主

教辖区希望通过乌尔姆 - 伯芬根教区中心“好牧人

之家”改造工程，展示教会在气候和资源保护方面

可以做出哪些贡献。该教区内有大约 5000栋建筑，

每年为此投入大约 4000 万欧元。目前，在所有的

建筑措施当中，有 90% 以上都是针对既有建筑。

该计划已被列入由联邦经济技术部资助的“建筑

物节能改造”项目中 [1]。

由于教区之家的屋面急需改造，于是有人建

议对整个教区中心进行节能改造，同时充分利用太

阳能。这个设想在教区委员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为完成这一复杂的任务，2000 年末，有关方面组

织了一次建筑设计大赛。组织方要求设计方案在

建筑设计中结合现代化改造措施，既要考虑教区

中心的整体面貌，也要考虑每栋建筑的不同能效水

平。也就是说，教区中心的整体外貌不应因改造而

发生改变。同时，通过改造措施，应将建筑物采暖、

饮用水加热的能耗，包括各种泵和风机的辅助能耗，

至少降低 50%。

建筑物的现状

天主教教区中心“好牧人之家”始建于1966年，

施工分两个阶段。1966 年修建了教堂和教区大楼，

1974 年则又修建了牧师寓所和幼儿园。而本次改

造包括了教区大楼、幼儿园和牧师寓所。三栋建筑

都是平屋顶，外墙为混凝土清水墙。教区大楼的外

墙有仅 4cm 厚的内保温层。而幼儿园和牧师寓所

的保温层在承重墙和非背通风的饰面层之间。幼

儿园位于一楼，没有地下室，地面有 4cm 厚的保

温层，保温效果很差。

三栋建筑的屋面都铺有 6cm 厚的保温层，但

保温效果只有大约 0.6W/m2K，同样不能满足要求。

木质复合窗的 U 值为 2.5W/m2K。教区中心的这些

建筑都为集中供热。热力入口位于教区大楼的设备

间内。所有建筑物中都装有散热器。饮用水是通过

分别位于幼儿园和牧师寓所设备间内的饮用热水

箱进行加热的。而在教区大楼内，只有厨房有热水

供应，使用电热水器加热。在改造之前，有关方面

测量了一年的采暖热耗和电耗情况。

改造措施

改造后，教区大楼的外墙内保温层厚度增加

到 10cm。所有屋面的原保温层都被拆除，更换为

22cm 的硬泡板保温层。教区大楼底楼的地面被挖

至土层面，重新铺设防潮层，以阻隔日益增加的湿

气，然后在上面铺设 7cm 厚的硬泡保温板。窗户

被更换为双层隔热玻璃窗。内保温要求对靠近外

墙顶板部分做一圈保温。幼儿园外墙原有的混凝

土装设层和原有的 6cm 保温层被拆除，新做 14cm
厚的矿物棉保温层，另外还安装了 1cm 厚的纤维

水泥板作为外墙板。

为了提高幼儿园室内地面的保温效果，同时

又不增加地面厚度，铺设了一层 2cm 厚的真空保

温板作为新地面，从而使地板的U值达到了0.21W/
m2K。对于牧师寓所的外墙，首先拆除了混凝土外

饰面层和原来的保温层，更换为3cm的真空保温板。

这样一来，外墙结构并没有变厚，同时却能将外墙

的 U 值从 0.55W/m2K 降低到 0.28W/m2K。外墙经

过上述保温后，依然保留了建筑物外立面的原有

面貌。幼儿园和牧师寓所的窗户采用了三层保温

玻璃木窗。

保留原有的集中供热方式。在一二次回路之

间增加了一台热交换器，可以根据建筑物的热需求，

调节送水温度。供暖系统中的泵全都更换为压差

调节泵。三栋建筑中的所有房间都安装了分室控

制装置。在改造前，教区大楼安装了一台没有热回

收功能的通风设备，但很少使用。现在这台通风设

备被弃用，而是通过窗户对房间进行通风。幼儿园

和牧师寓所安装了一台带热回收功能的进排风设

备和一台太阳能设备，用于饮用水辅助加热。在教

区大楼的屋顶上安装了一台功率为 19.0kWp 的光

伏设备。此外还在教区大楼与房间齐高的窗户外安

装了光伏发电板（1.95kWp），这些发电板同时还

起到了遮阳的作用。在楼外的三根圆柱上，安装了

总面积8m2的光伏元件，总发电功率可达1.0kWp。
原有的灯具全部更换为节能灯。

旧建筑改造 — 技术应用实例

I．乌尔姆 — 伯芬根教区中心“好牧人之家”改造工程

约翰 • 莱斯（Johann 
Reiß）
弗劳恩霍夫 IBP 研究所

johann.reiss@ibp.
fraunhof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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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测量

为了在真实的使用和气候条件下对建筑物的

能效和热工性能进行分析，并确保节能方案的设

计和实施效果，并调查出教区中心各用户的行为特

点，有关方面进行了为期两年的长期监测，同时也

对真空保温板的长期稳定性进行了检测。

经过两年的测量，人们获得了大量数据，其

中最为重要的是气候边界条件、室内气温以及能

耗情况。在两个测量年度，2006 年的采暖度日数

教区大楼 幼儿园和住宅 牧师寓所

改造后改造前

经
过
气
候
校
正
有
采
暖
能
耗

Gt20/15 为 3890Kd1，2007 年是 3607Kd，而多年平

均值为 4296Kd，该值在乌尔姆地区极具代表性。

在第一个测量年度，尚没有全面采用分室控制装置，

原因是在编程和操作指导过程中存在问题和拖延

现象。教区大楼在采暖期的平均室温是 18.2℃，幼

儿园是 20.9℃，而牧师公寓则是 19.5℃。2006 年和

2007年，改造前后经过气候校正的采暖能耗见图1。

2006和2007两年所测得的能耗平均值显示，

经过改造，教区大楼、幼儿园和牧师寓所的能耗

分别下降了 73%、48% 和 53%。尽管照明系统

改造后

改造前

时间段

一次能源消耗

总能耗 发电获得的一次能源 净能耗

和采暖循环泵被更换了，但所有三栋建筑的电耗

还是增加了。这主要是由于通风设备能耗以及办

公电器数量有所增加。表 1 列出了三栋建筑在改

造前后单位使用面积的一次能源消耗以及单位面

积的入网发电量，其中入网发电量被折算成了一

次能源。

在减去入网发电量后，测量年度 2006 年的

一次能源消耗由原来的 89.4kWh/m2a 降低到了

52.6kWh/m2a，而第二个测量年度的一次能源消

耗则由 82.3kWh/m2a 降低到了 42.2kWh/m2a。

1 Kd（度日数）是采暖度日数的计量单位。

图 1
经过气候校正的改造

前后采暖能耗

表 1
三栋建筑的平均一次能

源消耗和从发电中获得

的一次能源。面积数据

为三栋建筑的总使用面

积 1579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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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罗腾堡 - 斯图加特主教教区为自己所设定的

目标是，为了“保护上帝的造物”，未来将以身

作则，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教区内建筑物的能效

水平。因为教会在公众面前要起到模范带头的作

用。乌尔姆 - 伯芬根的“好牧人之家”决定对教

区中心进行节能改造。改造前，人们进行了综合

规划，在改造完工后，又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检查

测量，从中获得了以下重要认识： 

综合设计是此类与标准改造措施有明显差

别的项目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所

有参与方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打破自己的原有习

惯。设计事务所的技术人员在实施此类项目时，

原本有他们自己习惯的时间进度，而现在却面临

着巨大的时间压力。综合设计必须获得足够的酬

金，也要为设计人员留出必要的时间。在幼儿园

室内地面下安装真空保温板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

利，因为人们事先准确测量了待铺设的保温板的

尺寸。较为困难的是牧师寓所外墙保温板的铺设

工作。外墙表面不平整的地方必须首先抹平，而

接下来对墙面面积的测量工作不够精确，结果总

会出现 1 到 2cm 的缝隙，后来又用聚氨酯现场

发泡 1 将缝隙填平。通过测量地面各结构层的表

面温度，可以证明经测量的保温板在测量期间是

完整无损的。采用抽样的方式，对 6% 的保温板

进行了测量检查。为了准确调查出保温板的长效

性，还应再持续测量几年。铺设在住宅寓所外立

面上的真空保温板在整个测量期间都证明是完好

无损的。但从这些结果还无法推导出未来会怎样。

所有三栋建筑的采暖总能耗比改造下降了

59%。但是，终端能耗却只降低了 50%，原因是

改造后电耗反而增加了。

综合设计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建筑物外围护结

构的保温，在这方面完全达到了目标。然而，人

们却很少考虑到那些耗电设备。未来在设计时，

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因为电的一次能源系

数要数倍于集中供热的一次能源系数。

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幅比设计预期的低，生

物质热电厂投入运行后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没有

像乌尔姆集中供热公司最初预料的那样降低到

0.072kg/kWh，而只是降低到 0.160kg/kWh。

用真空保温板对幼儿园地面以及牧师公寓外

墙进行保温处理是此次改造的重点。事实表明，

墙体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发工作。用于固定

盖板的金属铆固件不应破坏保温板的良好保温效

果。

参考文献

[1] 约翰 • 莱斯（Reiß, Johann）：建筑物的能效

改进，子方案 3：利用测量技术对使用真空

保温板的教区中心改造效果进行认证。最终

报告。IBP 报告 WB 140/2008。

 http://archiv.ensan.de/pub_index81.html

1 可以用液体原料进行聚氨酯现场发泡（现场发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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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布鲁塞尔的“可再生能源屋”告诉我们，

历史建筑也能通过采用可再生能源，满足全部能

源需求。该建筑是多家从事可再生能源工作的欧

盟协会组织的总部所在地，譬如欧洲可再生能源

理事会（EREC）、欧洲生物质能协会（AEBIOM）、

欧洲地热能源理事会（EGEC）、欧洲太阳热能

工业联合会（ESTIF）以及欧洲协会可再生能源

研究中心（EUREC Agency）。这栋拥有 140 年

历史的老建筑在经过高效用能改造并采用了可再

生能源技术后，已经成为一个示范项目。该楼有

约 2800 平方米办公面积，同时还具有示范意义：

建筑设计师和规划师可以在这里现场了解，在满

足文物保护要求的情况下，有哪些整合利用可再

生能源的方法。

人们利用建筑物动态模拟软件，根据该建筑

物及其周边环境，设计出量身定制的能源利用方

案。该方案有以下三个关键部分：

•  减少建筑物与周边环境的热交换

•  使用热回收技术

•  利用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高效能源系统

该方案的目标是，通过实施这套能源利用方

案，用可再生能源满足建筑物采暖制冷的全部能

源需求。为此，人们首先采用了提高能效措施，

尽可能降低采暖、通风和空调的年能耗。

措施的实施过程

对于历史建筑，往往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规

定，无法实施全部的技术措施，因此经常要做出

妥协，提出专门的解决方案。然而，布鲁塞尔的

这栋“可再生能源屋”却告诉我们，气候保护和

文物保护完全可以一举两得。

在实施的所有提高能效措施中，除了在屋面

和背面外立面安装保温层之外，还更换了窗户，

安装了带热回收装置和控制系统的机械通风设

备，使用了特别节能的氖光灯管（T5荧光灯管）。

这样一来，与标准的旧房改造项目相比，该楼的

能源需求量可以降低 50%。 

所需的剩余能源是通过可再生能源来提供

的。该楼利用固体生物质（木粒）、太阳能和地

热能作为能源，使用相应的采暖、制冷和空调技

术，确保了良好的房间舒适度。保证全年冬季室

温不低于 21℃，夏天不超过 25℃。在冬季，木

粒锅炉（85kW+15kW）和太阳能集热器（30 平

方米平板集热器 +20 平方米真空管集热器）所产

生的能量被储存在两个容量均为 2000 升的热水

箱中，既可以供应采暖热水，也可以为楼内的通

风系统供热。原先用于存放煤炭的房间被用来储

存木粒。木粒每年进货两次，用卡车运输，每次

13 吨，被吹入两个附属房间中，木粒从这里被

自动送入木粒锅炉中。该楼使用了太阳能和生物

质联合方案，用来给前面的总使用面积为 2600
平方米的三栋建筑供暖。一套地热泵设备则为后

面的一栋建筑和会议室（200 平方米）供热。功

率为 25kW 的热泵安装了四根串联在一起的垂直

地热探针，深入地下 115 米的深度，将温度为

10 到 12℃的地热转化为 35 到 45℃的热量。这

些热量被储存在一个容量 400 升的热水箱中。在

夏季，该楼采用了热驱动的吸收式制冷机为整栋

建筑进行制冷。吸收式制冷机主要是依靠太阳能

集热器所提供的热量来驱动，用木粒作为备用燃

料。温度为 80 到 85℃的热水被输入吸收循环系

统中，用来生产冷却水（7 到 9℃）。冷量能被

储存在一个容量 1000 升的水箱中，用来为通风

设备制冷。而废热（吸收式制冷机所产生的多余

低温热量）则通过四根地热探针输回到地下。  

这栋文物保护建筑也为整合各种光伏模块技

术提供了可能性。之所以要这样做，目的是通过

多种不同的技术，使来访者了解到有多种整合发

电的可能性。其中既使用到了单晶和多晶光电板，

也有薄膜光电板。为了与外形设计相契合，使用

了各种半透明的太阳能电池，其中有部分电池被

集成在窗户上。安装总容量为 3kWp，每年可发

电 2550kWh 左右。剩余的用电需求量通过购买

“绿电”来满足，即由风能、生物质能、热电联

供和小型水电厂多种形式所发的电。

旧建筑改造 — 技术应用实例

II．布鲁塞尔的可再生能源屋（REH）

埃尔克 •施特莱歇（Elke 
Streicher）
斯图加特大学热动力

和热技术研究所（ITW）

streicher@itw.uni-
stuttgar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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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示范项目

“可再生能源屋”既是许多欧洲协会组织

的办公楼，堪称是欧洲可再生能源的总部，同时

对建筑设计师和规划师而言也是一个示范项目。

在两年半的时间内，这栋建筑物吸引了 1 万 5 千

多人到比利时首都前来参观。如今，“欧洲智能

化能源”资助计划（IEE）已经启动了一个欧盟

项目，由欧洲可再生能源理事会（EREC）[1] 负
责协调，该组织也是“可再生能源屋”的策划单

位之一。修缮这栋拥有 140 年历史的建筑的想法

来自比利时的劳伦特王子及其名下的 GRECT 基

金会。该基金会的宗旨是保护和维护欧洲的建筑

文化遗产。而“旧建筑新能源”（New4Old）[2]
项目的宗旨是，让在历史性建筑上整合使用可再

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的工作变得更加便捷。在该项

目执行期间，根据所获得的经验，还有其他一些

“可再生能源屋”在欧洲陆续建成。

图 1
布鲁塞尔的“可再生能

源屋”，花园房的屋顶

上安装了光伏设备

参考文献

[1] http://www.erec.org/projects/ongoing-
projects/new4old.html

[2] http://www.itw.uni-stuttgart.de/~www/
ITWHomepage/News/new4ol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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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有越来越多的既有建筑

出现了墙体霉变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保温技术

措施（如更换窗户）提高了建筑物外围护结构的

气密性，在没有额外通风措施的情况下，就会导

致室内空气湿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常见

的说法是：住户应通过短暂开窗开门进行通风。

但遗憾的是，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并不有效，因为

这种做法没怎么考虑建筑物内真实的湿度特性。

短暂通风主要是为了换换空气，但又不想损失太

多热量。所以新风输入的时间要短，尽量避免天

花板和墙壁中的热量散失到室外。如果目的是要

祛除异味或是排掉室内过浓的二氧化碳，那么短

暂通风是合适的。但是，如果想要将由住户所产

生的湿气排出去，那么这种通风方式的效果就有

限了。由于大部分湿气 — 与热量类似 — 是储存

在建筑物围护结构和室内家具中的，因此即使开

门开窗，这部分湿气也排不出去，原因是湿气交

换的过程要明显慢于室内空气与建筑物围护结构

之间的热交换过程。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通风方式呢？应当采

用怎样的通风方案，才能控制好室内空气湿度，

从而完全避免建筑物内出现墙体霉变的现象呢？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以下辅助手段：

1. 所谓瞬态的 — 即与时间相关的 — 室内

气候模块，它们可以贴近实际情况地描述建筑物

围护结构与室内空气之间的热、湿交换过程。

2.一个能够对敏感的建筑部件表面（如热桥）

霉变的风险进行估测的模块。

只有将这些模块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制定出

恰当的通风方案，既能使建筑物内维持较高的卫

生水平和舒适度，又能尽量降低通风热损失。以

下我们将介绍这类模块及其用途。

建筑物围护结构中的热湿传递
过程

弗劳恩霍夫建筑物理研究所开发出了一套

便于实际应用的软件程序，可以对建筑部件中的

耦合热湿传递进行瞬态计算，这便是 WUFI®（即

“瞬态的热与湿气”的德文词组的首字母缩略语

[1]）。鉴于有关该软件的专业出版物数量与日俱

增，表明该方法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得到了应用。

由于稳定性蒸汽扩散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

新版的 DIN 4108-3 标准 [2] 中也提到了这种瞬

态湿热计算模块。从去年起，EN 15026 标准 [3]
建议人们在实际工作中采用湿热计算方法来评估

建筑部件的潮湿状况。在这里，我们以 WUFI®
计算程序为例，介绍一下湿热模拟的基础知识和

前提条件。根据在 [1] 中所描述的湿热传递基本

物理原理，我们可以开发出一套完整的微分方程

组，计算自然气候条件下多层建筑部件的湿度特

性。其中要考虑到以下传递机制：

•  蒸汽扩散：分子在气体状态下受热时的固

有运动。

•  表面扩散：液体在由吸湿性物质组成的吸

着膜上的传递。

•  毛细作用：液体水在多孔建筑材料的毛细

管中的传递。

要想计算湿气在多孔材质中在非等温状态下

的传递状况，需要有两种独立的传动势能。如果

选择了真正的湿度驱动力“蒸汽压力”和“毛细

压力”，就可以得出简单的、从物理学角度看非

常可信的传递系数。毛细压力较难测量，但它可

以通过 Kelvin 方程 1 转换为相对湿度。这样，蒸

汽压力和相对湿度就成为两个经受过物理论证的

湿度传递势能，不仅为众人熟知，而且便于测量。

要想利用 WUFI® 软件来计算建筑产品的热湿特

性，就需要了解以下信息：

•  待计算的建筑部件的结构以及数字网格 2，

网格的大小根据层结构以及预计的当地气候影响

进行调整。

•  出现在建筑部件结构中的各种建筑材料的

湿热参数值；即原始密度、孔隙率、单位热容、

与湿度相关的导热性、与湿度相关的水蒸气扩散

阻力，如果是吸湿性的、具有毛细作用的材质，

还要包括吸潮过程和继续分布过程中的湿气存储

函数和液体传导函数。

•  建筑物内外的气候边界条件，以及气候数

据和规定计算精度所涉及到的规定时间段。气候

参数是温度、空气相对湿度以及太阳辐射量、降

雨量及风速的每小时平均值。

湿热通风方案

克劳斯 • 赛德鲍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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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毛细压力和空气相对湿度之间存在明显的 Kelvin 关系。

2 利用数子网格，可以对真实的建筑部件进行模拟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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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计算结果便是温度、湿度以及经过

建筑部件边界的热量流和湿气流的每小时变化情

况。从这些结果中，既可以得出建筑部件不同位

置的湿热参数（温度、相对湿度、含水量）在较

长一段时间里的变化趋势，也可以得出这些参数

在不同时间点的分布情况（分布图）。一种适当

而生动的结果演示方法便是像放电影一样，按顺

序展示各个瞬态的湿度和温度分布情况。图 1 举

例展示了这样一部影片的“抓拍瞬间”，它是在

计算一面双层墙体的湿热特性过程中产生的。

室内气候模块

与应用非常广泛的建筑物能效模拟方法不同

的是，室内气候模块还应考虑到建筑物内复杂的

瞬态湿气传递和交换过程。这就意味着，此类模

块需要将建筑物模拟与建筑部件湿热计算结合起

来 [4]。通过这种结合，人们便可以同时考虑室

内空气和建筑物围护结构之间所发生的热、湿交

互作用，譬如当室内湿度发生变化时，会有部分

湿气储存在四周的围护结构中，或是当建筑部件

表面温度发生变化时（比如在太阳照射下，建筑

部件温度升高，或是夜间温度下降），围护结构

会吸收或释放潮气。这种新技术的一个主要目的

气候区:霍尔茨基兴
双层墙体

实心砖墙 矿物纤维 石灰砂岩

剖面图

内侧抹灰层

 

温
度

含
水
量

相
对
湿
度

便是提供适当的设计工具，以便在降低建筑物空

调能耗的同时，还能确保建筑物能拥有卫生、舒

适的室内气候。通过有的放矢地利用建筑体或特

殊安装部件的蓄热、蓄湿能力，在不使用价格昂

贵的技术设备的情况下，将室内气候的波动尽可

能降到最低水平。

为此，人们开发出了室内气候模块 WUFI®-
Plus 软件。WUFI®-Plus 由一个室内平衡计算模

块组成，可以将任意多的一维 WUFI® 建筑部件

模拟结果和它耦合起来。具体的模拟数量要看房

间里有多少个结构和朝向都不同的围护表面。在

图 2 中，举例展示了如何在屋面和外墙表面上进

行耦合。当表面上存在热桥时，虽然和面积大得

多的不受干扰的区域（建筑部件标准横截面）相

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室内气候没有较大影响，

但是反过来，室内气候却会对温度湿度比以及热

桥部位的霉变风险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同

样发生在存在其他潮湿状况的墙体上，譬如墙体

结构局部潮湿，或者当基层湿度不断上升时。在

这种情况下，室内气候模块 WUFI®-Plus 的计算

结果就可以作为建筑部件二维计算（譬如利用

WUFI®2D 软件）的输入值来使用，见图 2 右下

角的图形。这样，就可以相当准确地确定建筑物

围护结构关键点的瞬态湿热条件。

图 1
以电影胶片抓拍方式表

现的一面双层的西外墙

（带内芯保温板）在八

月期间各层结构的瞬态

温度、湿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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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

太阳辐射

空调

窗户通风

生产湿气

暖气

霉变风险诊断模块

为了预测是否会霉变，应当将霉菌生长的生

物学条件（理想值）和湿热条件进行比较。在确

定“实际值”时，应当考虑到所有会产生影响的

建筑物理过程。现代化的湿热计算方法为此提供

了很好的前提条件。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尤为重

要的是要对建筑物表面及建筑部件内部的霉变风

险进行评估。由于温度湿度比会对霉变产生重要

影响，因此，如果能够准确了解湿热条件及其在

不同时间段的变化情况，就可以推导出霉变概率

的大小。为了从建筑物理的角度来描述主要影响

参数对霉菌生长的影响，开发出了一套生物湿热

模型（WUFI®-Bio）。这套模型可以计算出在不

同瞬态边界条件下的孢子湿度，也就是说，要考

虑到这段时间里霉菌孢子的干燥情况。

这种瞬态方法的原理是，一棵霉菌孢子由于

体内存在的物质，会具有某种渗透势能，通过这

种势能，它可以从周边环境吸取水分。这种势能

可以借助一个储湿函数计算出来。该模块借助扩

散拟设法，确定孢子壁的吸湿能力。当孢子内部

存在一定数量的水分时，物质交换就会开始，不

管外部条件如何，霉菌都会对体内的物质交换过

程进行自我调节。人们对这种复杂的控制机制认

识很少，因此难以用模型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描述。

不过这也不必要，因为实际上水分根本不该达到

足以产生生物活动的限度（最大含水量）。利用

图 3 所示的与培养基相关的最小条件（LIM），

可以确定最大含水量，这便是霉菌孢子可能发芽

的最低湿热界限值。这种模型已经被广泛地成功

应用于对霉变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评估，具体介绍

参见 [5]。

图 2
室内空气与建筑物围

护结构之间湿热交互

影响效果的分析模块

关系图

图片来源：弗劳恩霍夫

建筑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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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5] 中关于霉菌孢子发

芽所需要的、与培养基

相关的最低湿热条件

（LIM）

图片来源：弗劳恩霍夫建

筑物理研究所

室内气候模型与霉变诊断模型
的组合

有关文献数量的增加显示，尽管保温标准

在不断提高，但霉变现象对健康的威胁始终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节

能的认识理解有误，导致房间的通风要么不足，

要么是错误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要想避免

霉变就需要进行通风，但通风是个非常复杂的问

题，其效果取决于气候边界条件、建筑结构、受

使用行为影响的湿负荷以及内墙表面和家具的吸

附性能。尤其当室内湿度很高时，如果采用不科

学的手动开窗通风方式，可能会造成霉变。尤其

是当想要避免因潮湿而造成建筑物损坏时，即使

用户不在室内，也要保证通风充足。其中，由

于使用行为和各个房间的湿度都不同，造成对

通风的需求也不一样 [6]。如果能将一套室内气

候模型（WUFI®-Plus）和一套霉变风险诊断模型

（WUFI®-Bio）组合起来，那么就可以得到合理

的通风策略。不过在计算时需要注意，尤其是在

房间的角落部位，由于结构几何而导致热桥及表

面热过渡系数1）降低，会造成墙体表面温度过低，

从而导致表面湿度增加。

在给定通风形式后，计算出房间角落处的

非稳态温度和湿度变化曲线，然后以迭代方式计

算出采用短暂开窗通风或窗缝通风时，所要求的

换气次数或开窗时间。根据计算结果，再利用

WUFI®-Bio 软件对霉变风险进行评估，然后对通

风方案进行调整，直至达到正好需要的换气次数。

从图 4 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对一栋没

有或带有晾衣间的、采用外墙外保温系统的住宅

的一间卧室进行长期通风及短暂开窗通风时，不

同时间段所产生的湿度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

如想避免霉变所必需的通风条件。在图示的恒定

最低换气次数（红线）及最低短暂换气次数（粉

红线）的情况下，房间角落处的表面虽然会出现

潮气，但是经过 WUFI®-Bio 软件计算，却正好

低于霉变所需的霉菌生长条件值。而图中的绿线

则是计算所取的、包含在恒定最低换气次数中的

渗透换气次数。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如果在房

间中晾晒衣物，那么房间的湿度会增加。如果要

晾晒衣物，那么仅在早晨短暂开窗通风不足以阻

止墙体霉变，而是必须每天三次开窗通风。

1) 内表面热过渡系数是指空气向墙体内表

面传热过程的特性。在欧洲标准中用 α 表示，

单位为 W/m2K。内表面热过渡系数受流动物质

的物理特性、流动形式和流速、流体所接触物体

的几何形状尺寸和表面特性的影响。在正常情况

下自由流动空气的内表面热过渡系数 α = 3...20 
W/(m2K)，强制流动空气的数值为 α = 10...100 
W/(m2K)，冷凝蒸汽的数值为α = 2000...100.000 
W/(m2K)。在分析霉变风险时国内常用表面传热

阻表示。-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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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利用前面所介绍的将室内气候模型和霉变

诊断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可以量化确定防止建筑

部件表面霉变需要的换气次数。由此可以计算出

通风设备的送气量设定值和采用按需调节系统时

室内空气相对湿度的额定值。此外，还可以针对

自由通风方式（开窗通风）提出通风策略建议；

当然，一个必需的前提条件是：用户要合理使用

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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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上：一栋在起居室内晾

晒衣物（左图）和不晾

晒衣物（右图）的、保

温良好住宅的卧室内，

在不同时间段内湿度的

估计变化情况

下：为避免墙体霉变所

必需的长期通风及短

暂开窗通风。图中还显

示出了渗透换气次数。

图片来源：弗劳恩霍夫物

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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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

戴默尔：为什么虽然项目支持资金高达数十

亿，但建筑节能改造的进展还是如此缓慢？

业主、住宅公司、工业企业、政府和科研机

构各存在哪些障碍？ 

如想确保节能改造的顺利进行，需要哪些措

施来保证，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研究？

起步阶段的失误损害了节能改
造的形象

福格勒：太阳能利用依然还有点受到先前经

验的束缚。人们经常在不知道房屋实际用水需求

的情况下就安装了过大的设备。不过某些时候也

的确无法得知实际的需水量。比如在对勃兰登堡

的一栋楼宇进行全面改造的时候，设计人员按照

家用住宅的需求进行了规划。但实际上每户只有

一人或两人入住。所以设备的设计尺寸就过大了，

而且也不经济。如果不考虑实际用水量，那么太

阳能热水器再漂亮也没有用。现在住宅楼的用水

量通常为每人每天不超过 12 升，而有些太阳能

热水器的容量能达到 50 升，目前常见的容量为

20 升。这方面我们必须要认真考虑。

密封窗的改造也出现过问题，很多建筑在未

做保温改造的情况下就跟风安装了密封窗，如果

只安装了一扇新窗户，那么可能很快就会出现通

风问题和霉斑。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能源价格上

涨的时候。因为为了节省开支，房间采暖时只把

温度控制在 16 摄氏度。

用户的疑虑

施密特：在弗劳恩霍夫建筑物理研究所（IBP）
与用户交流时，我们发现，业主和住户对整个改

造过程存在很大的疑虑。他们虽然理应参与改造

过程，但改造对他们并不是迫切需要的，因为房

子并不会倒塌，而且用户也无法弄清楚到底要如

何改造：“如果我委托别人改造房子外立面的话，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或许还要改屋面，然后是技术

设备？如果是这样的话，首先是起居室没法住人，

之后就是厨房和卧室。那岂不是说我们都要搬进

孩子的房间？”所以我想，各方面都还需采取许

多增进用户信任感的措施。

戴默尔：库伯乐先生，您觉得联邦经济和科

技部所支持和推动的能源咨询工作对于消除单户

房屋业主的这种疑虑有参考价值吗？

库伯乐：如果看一下各个社会阶层的情况，

我们就会发现，节能改造对许多人来说压根儿就

没有吸引力。比如说，节能改造的回报期长达

20 或 30 年，对于 70 多岁的老人来说还有投资

的吸引力吗？很显然，答案将是否定的。 

雷耶茨：我不同意。因为我总是惊讶地发现，

祖父祖母们愿意为自己的孙子孙女进行改造。我

家两位 92 岁的老人现在正在家里安装热电联产

装置呢。尤其是工程师，他们愿意为自己的老年

生活置办最好的物品。

咨询师的作用 

施密特：关于节能改造的知识我们已经掌握

了很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如

何将现有的知识纳入人员培训工作中去，并最终

和咨询工作结合起来。我周围的人经常这样描述

他们的经历：“现在我有一位暖气安装工、一位

窗户安装工和一位节能咨询师，但他们总是给我

完全不一样的建议。”这会让人感到非常的困惑。

库伯乐：我也觉得咨询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不确定节能咨询师是否有能力给出专业性

的建议。我自己做过一个实验，请了一位能源咨

询师来到我家里。大家肯定不敢相信这位先生都

跟我说了些什么。培训、资格认证和专门知识毫

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目前的节能改造技术

已经发展到非常复杂的程度。大家可以到自己家

的地下室去，试着设定一下自己家的采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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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发现 100 的智商都不够用！我们必须要注意

雇用有足够资质的咨询师。当然培训和进修也非

常重要，联邦经济部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

听众发言（Krems 多瑙大学）： 奥地利的

大多数联邦州都有采用科学手段审查改造咨询有

效性的示范项目。在这些项目中，人们对节能改

造咨询师进行培训，培训的领域不仅局限在能效

优化上，也包括无障碍设施、抗震性能、资助法、

租约法和房屋共同使用法等方面的内容，以保证

这些咨询师有能力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对此感

兴趣的人非常多，而且 Krems 多瑙大学也曾经研

究过实施这些措施能带来多少 CO2 减排量。很

多人看起来对建立这样的机制很感兴趣，因为这

其中不仅有道德和生态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

面的原因。

诺伊纳尔：为了真正能够促成投资，咨询建

议的约束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给出有约束力的

建议，如“如果你进行节能改造，那么可以在将

来减少 30%、40% 或 70% 的燃气或燃油消耗，

15 或 20 年后就可以回收投资成本。”，那么就

有可能吸引很多单户房屋业主接受节能改造。

另外，还必须考虑咨询服务的性价比。一次

好的、有约束力的咨询服务用 50 欧元肯定是买

不到的。它的价格应该更高，这样咨询师才能更

全面地思考。约束力和合适的报酬可以说是实现

好而有效的咨询服务的关键所在。

福格勒：我觉得，对于能源咨询师，我们应

该稍微有点耐心。因为好的能源咨询师是需要经

验的。目前市场上的能源咨询师中大约 90% 从业

时间不足一年。如果我们能再耐心地等上 5 年或

6年的话，到时肯定会有经验丰富的能源咨询师。

资助咨询

雷耶茨：我觉得问题的关键点不在能源咨询，

而是资助咨询。联邦经济部 在进行现场咨询的时

候也进行资助咨询，这么做的确有它的道理。当

时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位业主，他本

来打算花 25000 欧元给一栋建于 1960 年的房子

安装气源热泵。他本来已经同意安装了，但是又

问我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资助可以申请。我是想

说，这个案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资助咨询。因为

很快我们就发现，这项改造的方向错了。当时我

告诉他，气源热泵可以节约 50% 采暖费的说法

是取决于用户行为的，所以是没有约束力的。我

还告诉他，在决定采取某个单项节能改造措施之

前，首先要确定总体方案。最后他没有安装气源

热泵，而是进行了保温改造，安装了太阳能制热

设备，这些都是真正可持续的改造措施。由于申

请到德国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因此他的投资总

额比计划多了一倍，此外还拿到了补贴 — 这样

一来，改造费用负担他就可以承受的了，并且物

有所值。如果当初只靠他自己，是不会考虑到这

些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节能工作中向用户

提供更多资助方面的信息。

国家资助

库伯乐：我想把资助可能性和用户的疑虑联

系起来说。如今，联邦政府和其他资助计划的倡

导者分别有不同的资助项目。在联邦环境部的一

本手册中，提到了“资助丛林”一词。也许对于

很多要进行节能改造的人来说，了解资助条件所

要花费的时间要远远多于研究具体改造问题所花

费的时间。我不认为国家应该万事一把抓。给每

栋文物保护建筑都安上光伏发电板，这样做真的

有意义吗？到处安装光伏设备，这样有意义吗？

我觉得，光伏产业已经有了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

并且有强劲的增长势头，对于这个领域不能蛮力

推进，而是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找出适当的

解决办法。

戴默尔：但是这些资助计划的意义就在于国

家希望借此实现某些目标。如果各个资助计划相

互阻碍的话，那么国家或许就应该考虑一下，资

助资金到底应该怎样花了！？ 

 库伯乐：我想说，在这方面国家的确是必

须认真考虑的，但是我们大家对政治也都是有一

定经验的。资助计划的目的不仅仅是推动某一项

事业，同时也有其它的目的，如联络客户或者地

区利益等等。 

听众发言（施耐德 Astrid Schneider，建筑师）：

我想列举一个数字。大多数资助计划都是通过德

国复兴开发银行出资的。在 2008 年夏初，政府

花了 80 亿欧元的纳税款，只是用来挽救复兴开

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德国工业银行（IKB），使

其免于破产。这就意味着，德国花了 80 亿欧元，

仅仅是为了还清美国的房贷坏账，却不把这些钱

投入到我们的项目中来。与之相比：从 2000 年

至 2007 年，为了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总电耗中

的比例由 4% 提高到 14% 而额外支付的资金总

共才不过 70 亿欧元。这 70 亿欧元并非纳税款，

而是按照《可再生能源法》规定收取的电费。但

是我们却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来讨论我们能否负担

得起可再生能源！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把

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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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证书

听众发言：引入能源护照是为了让租户能够

更好地了解住宅市场。我在想，能不能进一步扩

大能源护照的适用范围，并使这套机制能够在实

践中真正发挥作用，从而也为住宅建设公司提供

一份保障。

雷耶茨：我觉得就目前来说，能源证书还很

难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以后是可以的。大家都知

道，从 2009 年开始，既有建筑就将必须出具有

关能源需求的能源证书，从那时起，能源证书就

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了。它可以给出譬如一栋房

屋的建筑物理特性和技术设备特性这样的关键性

信息。我想到那时，您提出的问题有望会得到令

人满意的答案。

福格勒：作为投资依据的话，只有以能源需

求为基础的能源证书是不够的。投资者需要详细

周到的能源咨询服务，而能源证书只能给出粗略

的信息。所以我们告诉我们的住宅公司，仅凭能

源证书他们是得不到信息的，他们所需要的是能

源咨询。既然已经投了几百万，那么也应该花上

几千欧元做一套科学的能源方案，在这方面能源

证书是不起作用的。

不过我认为以能耗为基础的能源证书却有些

不同。虽然它对改造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我们

可以通过它对建筑物的能耗概况有一个很好的全

面了解。

改造要有章可循

雷耶茨：“按方案进行改造”本来是能源证

书制度最为关键的地方。因为改造并不是说“随

便从哪儿开始”都可以。所以我还是举气源热泵

的例子。如果有了改造方案，我根本不会赞同

花 25000 欧元去安装气源热泵，而事先却根本没

有创造高效运行热泵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位业主

按照改造方案进行改造，多投资 5000 欧元，这

样热泵用了又对房屋进行全面改造，最终获得了

80% 的节能量。

施密特：在调节系统方面，也应该注意系统

间的相互关联。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知道

我的采暖锅炉要安装调节装置，但是锅炉调节系

统却无法和太阳能设备的调节装置实现联动，

那么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整合的部件越多，

系统就越复杂。我们需要测量 — 调节 — 监控

（MSR）系统 ，不仅是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

而且还要实现建筑技术装备与建筑物理性能的良

好配合。

研究需求

施密特： 我们应该对哪些方面加强研究呢？

如果对更大规模的相互关联进行更多考虑的话，

就有可能提高节能量和效率。也就是说，不仅要

考虑单个构件或者单栋建筑，而是要针对各种建

筑结构，设定不同的用户特征。

首先可以研究一下新型改造技术：“必须总

是要逐项进行改造吗？”首先做各个建筑部件的

保温改造，接下来可能还要更换技术设备；难道

就不能按照模块化的方式进行改造吗？我在想，

可不可以在改造时采用大型多功能构件，这样就

可以一次同时实现多项功能。另外，高度工业化

的预制产品和相应的措施也会为改造成功提供保

障。这样，由同一厂家提供技术和构件并实现连

接，就减少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雷耶茨：遗憾的是，身为建筑师我想说，依

然有许多同行对旧建筑并不感兴趣，虽然大多数

同行都在靠旧建筑改造赚钱！目标是“翻修既有

建筑”。其实在整个使用期间，建筑物一直都在

被不断翻修。所以我们就应该思考一下：怎样根

据现代人的需求对既有房屋进行翻修。但这方面

存在一个很大的障碍。有时我们根本没有弄明白

建筑物的复杂性，不了解这种复杂性是如何产生

的。为了弥补相关各方意识上的不足，我们应该

研究分析一些对复杂的旧建筑进行改造的案例及

其改造方案。所以，我们在建筑师以及工程师和

手工工人的培训和进修方面需要支持。这也可以

作为研究的目标之一。

比如，我们需要加强对既有建筑的创新研

究。这方面联邦建设部应该做出一些努力。另外，

我们必须把侧重点放在使用创新技术、材料、建

筑结构和楼宇技术上。

听众发言：问题是，最需要研究的是哪些方

面呢？看一下统计数字可以发现，最具有潜力的

是热力和供暖领域。我觉得大学、高等专科学校

以及其它技术培训机构有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

为，必须鼓励他们行动起来。

库伯乐：我很高兴，您刚才所说的其实和我

们的研究促进方案不谋而合。我们现在都在依靠

联合研究，大学、高专、多家弗劳恩霍夫研究所

和经济界之间都有合作。我们已经研究了很多单

项技术，现在关键就要看能否将这些单项技术组

合起来形成一个系统。您说的很有道理。正因为

这个原因，我们才想通过示范项目，其中包括测

量研究和附带研究课题，希望通过实践来证明这

样的系统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我们希望从中发现

错误，吸取教训，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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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成本和学习曲线

诺伊纳尔： Schott Solar 既是一家光伏设备

生产厂家，同时也建造大型热电厂。我们光伏发

电行业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降低成本！我们必须

尽快实现 grid parity（即太阳发电成本下降至与

传统发电成本相当）。而这只有通过扩大电池容

量才能实现，目前我们正在整合不同组件的电池

容量。也就是说，客户从我们手中得到的光伏组

件是用于系统安装的，其中有 90% 用于建筑物，

大多安装在斜屋顶上，不过也有安装在平屋顶和

草坪上的。对我们而言，《可再生能源法》是降

低电容扩充成本的必要前提条件。虽然这是很大

的挑战，但我们还是能够做到的。《可再生能源

法》使得光伏设备的投资者 — 也就是最终用户 
— 可以在 20 年内以 5％到 6% 的年回报率收回

投资成本。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每千

瓦时的收益率会逐年大幅下降。我们必须遵守《可

再生能源法》规定的递减率。

听众发言（内斯特勒博士，太阳能能源供

给技术研究所 ISET）：在光伏发电领域，经常

能见到人们用学习曲线来描述成本降低的实际情

况。我的问题是，建筑节能改造领域是不是也有

类似的曲线呢？也就是说，有没有学习曲线或数

据，从中可以看出在采用相应技术之后，实际上

能减低多少成本呢？如果没有的话，问题出在哪

呢？

雷耶茨：绘制建筑节能改造的学习曲线是非

常困难的。在这方面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

一直在对能源咨询师进行培训，各个班也一直都

是报满的。每年都有 1200 至 1500 名咨询师来参

加培训。作为建筑师，我们的经验是：现代化改

造一定要有改造方案。如果不这样做，而是仅仅

依靠工匠给出所谓的随机咨询建议， 那就没有

学习曲线可言了，因为只会实施单项改造措施。

巴符州就犯过这样的错误。而我们需要的是全面

咨询：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有一天记录下学习

曲线。

优化、评估和智能测量

听众发言：做完保温改造后，如果再进行优

化、评估和智能测量（MSR），那么 还可以将

能源需求再降低一半！如果光伏设备运转不正常

的话，运营方最迟也会在当月月底发觉。但如果

是太阳能热水器的话，运营方可能永远也发现不

了。所以，资助项目应当特别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测量数据，才能知道哪里运行

正常，哪里出现了哪些问题。

施密特：我认为 MSR 是非常重要的。弗劳

恩霍夫建筑物理研究所也做过一些建筑工程项

目，结果发现大多数建筑的结果并非是人们想要

的，有时还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如果在工作中

考虑再周密一些，就能改进许多。讲到这里，我

们就又回到培训和咨询这个话题。企业都面临着

成本压力，因此在对装配工人进行培训时，都会

力求简洁明了，如单纯告诉他们 3 号白盒子总是

安装在某条电线的某个位置上。所以示范是非常

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除了上述情况以

外还可以做些什么，以及哪些方面具有改进的潜

力。同时，还必须转回头把这些知识植入到培训、

进修以及最终的咨询工作中去。

库伯乐：16 年前，我安装了一台太阳能生活

用水热水器，当时还配了热量表。通过热量表，

我发现太阳能热水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正

常工作。之后我就找到了在部里负责制定资助指

令的几位同事，建议他们应该把安装热量表写入

指令，作为获得资助的必要条件。这引起了业内

的强烈反响，很多人都说加热量表的做法行不通，

因为得热量在很大程度上与消耗量相关。所以他

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安装功能监控仪。但这并

不是我所理解的测量。

福格勒：通过 MSR ，人们几乎可以将所有

房屋的采暖设备和热水制备的效率再提高 10%
至 15%。在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时，必须同时安装

长期功能监控装置和热量表，以便控制得热量。

这虽然会增加一些成本，但如果设备运行出现故

障的话，可以及时发现。

另一个讨论的热门话题是智能计量（smart  
metering），即分室调节。在这方面有很多不同

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参考。在有些案例中，通过分

室调节并不能达到节能的效果，因为调节系统过

于复杂，租户根本不用它，结果最终测量到的始

终都是设定值。但在那些用户确实使用了分室调

节的案例中，都达到了节能的效果。但是每套住

宅的成本高达 1000 至 1500 欧元，对于大面积推

广来说还是太贵了。因此就对行业提出了降低造

价的要求。如果造价能降低到每套住宅 500 欧元

左右的话，大家普遍都能负担得起，那么分室调

节系统就会很受欢迎。

听众发言（迪施 Disch 先生，建筑师）：我想

说的是，大多数建筑物调节系统的设置都是错的，

因为没人搞得明白。坦白地讲，我自己也对调节

系统一窍不通，即便去请教专业人员，他们也不

清楚。所以在这方面还需要研发人员做出很大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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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户房屋和多层住宅楼的不同
之处 

福格勒：节能改造工作为什么会止步不前

呢？谈到这里，我们必须把多层住宅楼和单户房

屋以及新联邦州和老联邦州区分开来：新联邦州

的多层住宅楼有 70% 已经进行了节能改造，其

中 50% 是全面节能改造，就是说，每两套住宅

中就有一套做了保温。这与大多数预制板居住建

筑归住宅公司所有有很大关系。从建筑技术角度

来看，这些建筑很容易进行改造和改建，并且在

90 年代也都完成了改造。住宅区应该继续迎合

市场需求，保持良好的宜居性，这方面也得到了

各种资助计划的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德国住宅

和房地产企业联合会（GdW）所属住宅中，一

半以上都进行了节能改造（30%是全面节能改造，

20% 是部分节能改造）。但是老联邦州的改造速

度还没有这么快。

雷耶茨：的确如此，我们必须把多层住宅楼

和单户房屋区分开来。德国有 1900 万栋居住建

筑，其中 1500 万栋是单户或双户房屋，但这部

分住户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 40%。另外德国西部

地区 60% 的人口住在多层住宅楼中，这个比例

在东部地区为 80%。单户或双户房屋大多为产权

人自住，在这方面我们进展得很顺利。但是至少

同等重要的是：要找到私人融资的多层住宅楼的

解决方案。

住宅公司的特殊条件

1、融资

福格勒：住宅公司面临着经济效益的问题。

公众和学术界对改造进行经济性计算时都是按照

投资者自用的模式进行的，即谁为节能改造投资，

节能收益就归谁。考虑了能源价格上涨因素后，

投资回报期通常为 20 年。但是住宅公司却不能

这样计算。一家住宅公司为一栋住宅楼及其节能

措施投资，作为回报，他可以提高租金。但是如

果他想收回成本的话，提高的租金必须多于租户

所节省的能源费用。从德国全国来说，多层住宅

楼的平均运行费用为 1 欧元，冷租金为 4.5 欧元。

如果按照现行标准进行改造的话，或许能够节省

50 到 80 欧分的能源费用。但是租金却必须提高

1 欧元以上，也就是说，租户要付的暖房租更高

了。保持暖租金不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实

现这一点，那么就会大大推动现代化改造工作。

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除此之外，住

宅公司只能把每平方米 200 欧元节能改造成本中

的 100 欧元通过提高租金的方式来偿还，剩下的

是建筑维护成本，必须动用其它资金来偿还。

将既有建筑改造为低能耗建筑的投资成本

可达到每平米 300 至 400 欧元，而改造为被动房

的成本更高，可达每平米 600 欧元。因此投资回

报已经成了一个必须克服的瓶颈。

建筑改造的技术可行性与经济可行性之间

存在很大差距。除此之外，建筑物的投资周期是

最长的。一辆汽车可以使用 6 年就被换掉，一

台冰箱需要 8 或 10 年，但是一栋改造完的建筑

必须再使用 20 年才能收回投资，其成本要远远

高于其它行业。根据我们的计算，要想减排一吨

CO2 的话，住宅公司需要投资 6000 欧元。即使

按照 20 年计算，每年的成本仍有 300 欧元。而

工业企业的减排成本却只有 25 欧元 / 吨。由此

看来，建筑节能改造的投资成本还是很高的。

由于存在这种差距，因此建筑物的产权人在

对建筑物进行改造的时候，往往不会把能用的技

术措施都用上，而是必须考虑建筑物的市场前景

还有多久。这就使他们在选择改造标准时心存疑

虑。即使立法者提高法律标准，也于事无补，而

只会进一步增加改造成本。现代化节能改造只有

在有融资、有市场的情况下才会变得简单起来。

2. 住宅公司与光伏设备

福格勒：许多住宅公司愿意使用光伏设备，

但却因为税的问题而不能安装。安装光伏设备只

有通过发电入网才能收回投资，但是入网所得

要算作营业收入。一些被减免税务的住宅公司在

取得了这项营业收入以后就会失去税务优惠。也

就是说，他们可能根据《可再生能源法》获得了

10000 欧元的入网收入，但另一方面却必须缴纳

200 万欧元的税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就

放弃了光伏发电。

听众向福格勒女士的提问：我的问题是：如

果由于运营光伏设备属于商业活动而不能由公益

性住宅公司来进行的话，那么您是否觉得可以由

大型的光伏设备运营公司来做？

福格勒：可以的，一些住宅公司正在考虑向

外出租屋面。但是前提是他们乐意承担第三方在

屋面上安装光伏设备所带来的所有风险，虽然每

平米的租金只有 1 欧元。这需要制定非常详尽的

合同，明确风险和责任。但目前人们也在考虑这

种做法。

3. 文物保护

福格勒：文物保护机构非常重视维护原有状

态，比如外饰面必须保留，可是这样一来就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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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外保温了。在柏林这很成问题。那里有很多

受保护的战后现代风格的文物建筑，其实大家根

本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不能对这些建筑进行外保温

改造。同样，给文物建筑安装塑钢窗也是非常困

难的。一方面我们能够理解文物保护者的苦衷，

另一方面，其实现在的塑钢窗在窗框和外观上并

不比木窗差多少。我这里说的并不是城堡或某些

优秀建筑，而是大量需要翻新以便继续使用的建

筑。

展望

戴默尔：谢谢大家的积极发言。根据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的研究，全球建筑领域 CO2 减排的

潜力为 18 亿吨，因此在这个方面采取措施是很

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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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能源供应技术

• 光伏建筑一体化

• 太阳能采暖 — 新旧建筑的供热

• 太阳能空调 — 技术和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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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欧洲的能源需求中有 40 % 来自于建筑行业

[1]。  其中 80% 是建筑物运行能耗，另外 20%
为建筑物建造和拆除产生的能耗 [2]。

提高能源效率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是

巨大的。只有将建筑物围护结构的大部分都被用

来获得能源，才可能达到很高的可再生能源利用

率。这不仅适用于光伏，也同样适用于太阳能热

利用。尤其是办公建筑领域，存在很大的改进需

求，但此类建筑物从建筑拓扑学上看非常不利（屋

面面积小，外立面却很大），所以只能采用外立

面一体化构件。 

光伏行业的现状

近几年光伏行业的发展势头良好，许多光伏

生产厂商的业绩都有 30% 到 40% 的增长。目前

太阳能产业链的各个层面都在努力降低成本，目

的是尽快实现“Grid Parity”，即光伏电价与常

规电价等价。例如低纯度、但价格便宜很多的硅

材料生产晶体硅电池给太阳能电池制造行业带来

了新的发展前景 [3]。同样，人们还在努力降低

只有几毫米厚的薄膜太阳能电池（a-Si、CdTe、
CIS、CIGS ）的造价，并延长使用寿命。

光伏建筑一体化

提尔曼 •E•库恩（Tilmann 
E. Kuhn）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

系统研究所 tilmann.
kuhn@ ise.fraunhofer.de

伊洛娜 • 埃森施密特

（Ilona Eisenschmid） 
德国 Scheuten Solar 有
限责任公司

地址：Scheuten-Solar
大街 2 号

45881 Gelsenkirchen 
ilona.eisenschmid@ 
scheutensolar.de

希尔克－基尔斯腾 •
博瑟

（Silke-Kirsten Bosse）

 Sulfurcell 太阳能技术

有限公司

德泪亚斯兴施

（Andreas Hinsch）弗

劳恩霍夫 ISE 研究所

andreas.hinsch@ ise.
fraunhofer.de 德国 西班牙 意大利 法国

图 1
2013 年前重要欧洲市

场的光伏建筑一体化项

目的装机功率预测

资料来源： Sulfurcell 有限

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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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的功能一体化和审美一体化

今后，像感光染料太阳能电池或有机太阳

能电池之类的太阳能电池备选方案的生产成本有

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其余系统技术目前占总成本

的三分之一，其中主要是逆变器，但也包括各种

支架系统和固定系统，这方面的成本自 2002 年

以来降低了 50% 以上。成本降低的趋势在未来

几年内还会继续，这得益于逆变器的使用寿命更

长、价格更低且效率更高。随着太阳能电池和逆

变器的成本降低，光伏模块其它组件成本的重要

性就提高了 — 如玻璃盖板。如果光伏模块可以

代替建筑围护结构功能的话，那么可无需采用常

规的建筑构件。由于人们对建筑物的审美要求不

断提高，未来建筑物的功能和审美一体化也会越

来越重要。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尤其能够满足外

立面和屋面一体化的特殊要求（散射光、遮阳、

高温、审美要求高、太阳能电池模块单位造价低），

而结晶硅太阳能电池则在长期稳固性方面占有优

势。

在居住或商用建筑的设计规划阶段，建筑设

计师、规划师和承建单位就应该相互沟通信息，

加强协调合作，力求满足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应

用方面的特殊要求。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设计出适

当的固定结构，同时还要满足不同的功能，如感

观、间接照明、隔音、保温和空调。

建筑一体化市场的预期

市场研究机构 EuPD认为，到 2013年，德国、

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光伏设备装机功率可以

达到约 600MW。其中，215 MW来自于德国市场，

之后是意大利和法国。个别国家政府政策和资助

法规方面的改变会对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的数量

和规模产生巨大影响。

图 2
盖尔森基兴

（Gelsenkirchen）一家

食品市场所采用的光

伏模块

图片来源： Scheuten 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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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下面的例子将不仅介绍技术特性，同时还会

考察如果运用在其它项目上，每 kWp 的造价会

有多高。

1  带玻璃罩 / 玻璃光伏模块的遮阳与遮雨装置

图 2 所示为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一

家食品市场的入口顶棚，其中间区域所铺设的太

阳能电池较少，以使顶棚下面得到均衡的阳光照

射。为了降低成本，这里仅采用了两种太阳能

电池铺设方法，而非一种连续的铺设密度。与屋

面上设有光伏设备的玻璃屋面相比，前者的每

kWp 成本增加了 19%，因为此处采用了双玻模

块的建筑一体化设备。.

2  阿尔斯特一家医院的外立面（比利时）

图 3 所示为阿尔斯特（Aalst，比利时）一家

新建医院的外立面，它有意将光伏建筑一体化技

术用做建筑美学和艺术创新的元素。人们试图通

过光伏幕墙来生动展现医院的先进性和现代性，

而经济因素则退居次要地位。相对于常规的隔热

玻璃幕墙外加屋面光伏设备，这种一体化光伏模

块的每 kWp 成本只增加了 27%。同样，对于外

立面上的其它设计细节（如天然石料），投资回

收期也并非首要的考虑因素。236 块太阳能电池

组被安装进一个约 20x38 米的“眼睛”状的巨大

的隔热玻璃幕墙中，倾斜角度约 45 度，而太阳

能电池还可起到遮阳的作用。为了实现室内配光，

幕墙上半部所安装的太阳能模块更为密集。

图 3
阿尔斯特（Aalst）
一面在建的

光伏幕墙

图片来源： Scheuten Solar

图 4
Juwi 企业中心的南外

立面，安装有 184 块光

伏模块，功率为 10KW 

图片来源： Sulfurcell GmbH

图 5
Heuchemer 有限责任公

司暨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的外立面上安装了

189 块光伏模块，发电

功率为 10KW 

图片来源： Sulfurcell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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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位于柏林阿德勒霍

夫（Adlershof）的

Ferdinand- Braun 高频

技术研究所的光伏外

墙可以起到遮挡视线

的作用，它是用 732 块

薄膜电池组成的，总

功率为 39kW。

图片来源： Sulfurcell GmbH

图 7
法国一栋住房的屋面

两侧都安装了嵌入屋

面的光伏设备，安装

单位 Cythelia 公司。

图片来源： Sulfurcell GmbH

由于外立面的形状不同，因此模块的尺寸也

不尽相同，如梯形、三角形的模块。虽然这一方

面提高了设计费用，但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光伏

设备来满足不同寻常的设计构想。光伏幕墙的功

率约为 46 kWp ，采用 IPE 550 支架支撑，光伏

模块先拼装成标准幕墙型材，然后再用螺丝固定

在纵向两侧的屋面上。

Tilmann E. Kuhn • 光伏建筑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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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用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外立面和屋面一体化

a) 光伏装置作为设计元素和遮挡视线装置

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匀质表面使它可以用于建

筑物围护结构的装饰，从而产生稳重、高雅及未

来主义风格的效果（图 6）。同时灵活的结构方

式也丰富了它的用途。

b)  屋面内置式光伏装置可以随意用于修补

如果利用瑞士公司开发的 SOLRIF® 固定系

统，Sulfurcell 开发的屋面内置式光伏设备既可以

铺满整个屋面（图 7），也可以替代屋面上的部

分砖瓦层（图 8）。每个模块只需 2 到 3 个固定

钩，这些构件就可以迅速而便捷地组装成防水屋

面（图 9）。

结论

安装光伏建筑一体化设备的主旨已不再是

实现最大发电量，而是实现各种建筑技术功能的

完美结合。目前，人们已经在实践中运用了多种

多样的技术和设计理念。

只要政府和企业界能够提供足够多关于融

资、实施、并网、效率、收益和使用的相关信

息，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市场潜力就可以充分发挥

出来。

但是，光伏模块物理性能的多元化应用还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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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嵌入屋面的光伏设备

很适合这栋乡间小屋的

朴实风格，项目实施单

位为 IBC Solar。

图片来源： Sulfurcell GmbH

图 9
如铺设屋面砖瓦一样，

铺设光伏模块采用了

SOLRIF® 固定系统。

图片来源： Sulfurcell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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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需求

目前，无论是太阳能饮用水加热设备技术，

还是兼有热水及辅助采暖功能的混合型设备技

术，在单户房屋领域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但大

型混合设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如在系统

方案、太阳能设备与常规供暖系统的一体化以及

系统调节方面。此外，大型混合设备在夏季的停

机时间较长，因为夏季日照最强，设备只需满足

饮用水加热需求即可。同时还需采取措施，有效

避免传热介质大量蒸发而造成的损失。由于太阳

能供给和建筑物采暖热需求之间存在时间差，需

要研究新型的蓄热方法，从而高效地储存太阳得

热。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太阳能热泵系统，这种技

术在近几年里越来越受到重视。

2.  大型太阳能混合设备

基于保护气候的目的，推广用于辅助热水

制备和室内供暖的大型太阳能混合设备（集热器

面积大于 100 平方米的设备）已经刻不容缓。

由联邦环境部资助的“大型太阳热能混合设备系

统研究”项目已经成功完成，Zfs 合理利用能源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斯图加特太阳能和供暖技术

所（SWT）、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和

ISFH（Hameln太阳能研究所）都参与了项目研究。

( 详细信息请见 http://solarkombi-anlagen-xl.info).

2.1  对大型混合设备的分析和评估

在联合项目的实施过程中，Zfs 和 SWT 对

六套既有设备进行了测量和模拟计算，确定了设

备和设备技术方案的优缺点 [3]。结果显示，大

型混合设备在设计规划方面还存在不确定性，许

多设备的水力平衡效果很差，结构常常过于复杂。

而不必要的复杂结构往往会提高成本和系统故障

的危险。尤其是常规供暖系统和太阳能供暖系统

的协调问题还没有解决，譬如日益流行的部分负

荷运行会对锅炉效率产生哪些影响。

2.2  停机状态的控制

许多太阳能设备由于设计尺寸的原因，在夏

季会出现热量过剩的状况，尤其是用于辅助供暖

的太阳能设备。当蓄热器蓄满时，太阳能热泵会

被关闭，致使曝晒于日光下的集热器不断升温。

当吸收的太阳热量不断增加时，液态载体就会蒸

发。随着集热器和集热器循环系统内部液体的流

动，高温蒸汽会扩散到很远的地方，使温度敏感

部件（如膜式膨胀箱和太阳能循环泵）提前老化

和破损；在一定情况下，液体本身也会受到严重

的热力载荷。

在联合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弗劳恩霍夫太阳

能系统研究所和 ISFH 还研发了用以监控停机状

态运行的措施 [4] [5]。此外，通过对单体集热器、

实验用集热器组和真实设备的全面实验，大大改

进了对设备停机状态下各种流程的认识。研究发

现，要想确保设备在停机状态下不会产生危险，

最好是对集热器和集热器组间的内外接线进行优

化改进。此外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调节措施或加

装散热器也可以保护温度敏感部件免受损坏。

太阳能采暖 — 新旧建筑的供热

约恩 • 绍伦博士

（Dr. Jörn Scheuren） 
Hameln 太阳能研究所

（ISFH ）

j.scheuren@isfh.de

马蒂亚斯 • 隆美尔

（Matthias Romme）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

统研究所

matthias.rommel@ ise.
fraunhofer.de

哈拉特 • 德吕克

（Harald Drück）
热力学和热技术研究

所（ITW）

Pfaffenwaldring 6
70550 Stuttgart
drueck@itw.uni-
stuttgart.de

埃尔克 • 施特莱歇

（Elke Streicher）
热力学和热技术研究

所（ITW）

Pfaffenwaldring 6
70550 Stuttgart
streicher@
itw.uni-stuttgart.de

沃尔夫冈 • 绍尔科普夫

（Wolfgang Schölkopf）
巴伐利亚应用能源研

究中心（ZAE Bayern）

schoelkopf@ muc.zae-
bayern.de

安德雷亚斯 • 豪尔博士

（Dr. Andreas Hauer） 巴
伐利亚应用能源研究所

（ZAEBayern ） hauer@
muc.zae-bayern.de

Jörn Scheuren • 太阳能采暖

册子.indd   73 2010-9-27   下午 3:11:59



78

FVEE Themen2008

2.3  使用幕墙一体化集热器

对太阳能供热份额很高的系统，将集热器集

成到外立面上会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集

热器所处位置的太阳辐射四季变化会更加符合采

暖负荷的四季变化过程，与将集热器安装在屋面

上相比，前者可以大大减少停机时间。

如果集热器还能额外承担围护结构的功能，

那么就可以做到一举两得，从而大幅降低成本。

此外，当集热器组合在幕墙中而又没有隔热措施

（背通风）时，那么全年平均下来可以有效降低

围护结构的散热损失，因为吸热装置即使是在日

照较弱、集热器不能工作的冬季，也可以利用周

边环境温度增温。另外，集热器还可以用于装饰

外立面，尤其适用于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早在 2002年，Hameln太阳能研究所（ISFH）

就在联邦经济部资助的一个项目中研究了带保温

构件的集热器如何与建筑物外立面实现一体化的

问题 [6] ( 图 1，左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

究所目前正在研究一种外立面集热器，除了具有

普通集热器的功能外，它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太阳

角度进行遮阳 ( 图 1，右 )，是一种多功能的外

立面构件。

图 1
左：ISFH 办公楼上安装

有一体化集热器的一面

实验幕墙

照片提供： ISFH

右：一个带遮阳功能半

透明太阳能集热器的合

成照片 

图片来源： Fraunhofer ISE

3.  新型蓄热方案

对太阳能供热份额很高的建筑而言，要想提

高太阳能的利用效率，一个关键的研发步骤便是

新型蓄热装置 [1]。下面几点简要概括了新型蓄

热装置的研究成果： 

3.1  创新型热水箱

虽然热水箱的的发展水平已经相对较高了，

但新型热水箱仍然可以为太阳能供热份额很高的

建筑提供很大的发展潜力。主要在以下方面存在

降低成本的可能性：

•  使用价格低廉的材料

•   模块化建筑方式

•  降低热量损失

•  改善吸热和放热水平

•  更好地将调节技术融入到供暖系统之中

•  热水箱使用相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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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既有建筑改造，还是新建建筑，要

想实现大容量热水箱的建筑一体化都是比较困难

的。在既有建筑中，大门和楼梯间往往给大型容

器的搬运造成困难。这时可以采用模块化的蓄热

方案，或是可以在建筑物旁边安装地下热水箱。

3.2  长效蓄热器

长效蓄热器可以在夏季储存热量，然后在冬

季使用。由于蓄热器尺寸越大、蓄热器的单位体

积热损失就越小，因此长效蓄热器大多用来为住

宅区的区域供热管网供热。此类蓄热器的尺寸一

般为 1000 至 10000 m3 之间，主要是各示范项目

正处于研发状态的蓄热器。而大型蓄热器如何通

过系统技术连接到用户众多的区域供热管网，以

及如何达到低回水温度，这些方面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

目前一个使用季节性蓄热器的太阳能区域

供热管网的例子是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旁边的

“Am Ackermannbogen”新建小区 [2]。该系统有

三组大型集热器（2760 m2）、一台季节性地下

蓄热器（6000 m3）和一个由集中供热驱动的吸

收式热泵。该系统在 2007 年春季投入运行，设

计目标是实现 50% 的太阳能保证率，弥补供暖、

饮用水的热需求和管网热损失。投入使用后，两

年里，巴伐利亚应用能源研究中心（ZAE）对这

个项目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科学监控。 

3.3  相变材料蓄热（PCM）

人们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研究用相变材料来

蓄存潜在的热量了。目前有几种材料已经进入市

场，并应用于不同的商业用途。

除了潜热蓄热的能源密度很高之外，相变过

程的温度变化对于技术应用也很有吸引力。和蓄

热载体水不同的，由于相变材料的热传导能力较

低，产生了投资成本高和热量传递难的问题，这

是相变材料的弱点。

3.4  物理 — 化学蓄热器

物理—化学蓄能技术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

种机制：吸附、吸收和化学反应。不管哪种机制，

蓄热载体都是通过放热反应来释放出蓄热载体中

的热量。通过输入太阳能热工装置产生的热量 
— 其温度水平通常要高于放热所产生的温度 —，

蓄热载体再次吸收热量，这是两个相反的反应步

骤。

物理 — 化学蓄能技术的特点是单位体积的

能源密度很高：另外，这种方式可以保持很长蓄

能时间而没有能量损失。但是从目前正在研究的

蓄热材料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市场成熟的程度。

4.  太阳能辅助热泵系统

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太阳能采暖方案是太阳

能热泵系统，这种系统在近年来得到了不少关注。

集成了太阳能集热器之后，可以提高常规热泵系

统的季节性能系数，从而节约用电 [7], [8], [9]。

带空气换热器的

混合型集热器

暖气

热水

复合蓄热器

热泵

潜热

蓄热器

图 2
SOLAERA 热泵系统

（左）和带空气换热

器的混合型集热器

（右）示意图

图表： IS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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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玻璃管集热器

热 泵

地
热
管

Unverglaster

放热运行

串联运行

吸热运行

4.1  SOLAERA 方案

一 个 例 子 便 是 Consolar 公 司 开 发 的

SOLAERA 方案，ITW 和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

研究所参与了这个方案的研发工作 [8]。这个系

统由一个新式混合型集热器、一个卤水 / 水源热

泵、一个冰水蓄热器和一个多层蓄热器组成。

这个由 Consolar 公司研发、由德国联邦环

境基金会支持的系统的特别之处在于完全放弃使

用地热管。带空气换热器的混合型集热器除使用

太阳辐射热之外，还使用环境热量作为热源，所

以为热泵提供低温热（图 2）。

4.2  无面盖金属屋面集热器

另一个系统方案是由 Hameln 太阳能研究所

（ISFH）在实施德国联邦环境基金会的一个项

图 3
使用非玻璃管集热器的

热泵系统方案

图表来源： ISFH

图 4
不同长度的地热管和不

同面积的集热器的年做

功系数。红色点表示常

规热泵系统

图表来源：ISFH

热
泵
的
年
做
功
系
数

地热管长度（m）

目过程中研发的，该项目已于 2008 年圆满结束

[9]。他们与 Rheinzink 公司合作，对采用地热管

和非玻璃管太阳能集热器的热泵系统进行了测

量，并利用 Transsolar 软件进行模拟计算。图 3
介绍了这个简单、耐用的系统方案。.

常规的热泵系统是利用土壤作为热源，通过

不断抽取热量，土壤温度会不断下降，在采暖期

内，热源温度会降低到 0 ℃或更低。

使用太阳能集热器会使情况发生改变，即运

行温度可能经常低于（或略高于）环境温度。通

过良好的对流热传导，尤其是非玻璃管集热器的

运行效率很高。集热器不但是热泵，同时也是地

热管的热源，后者的温度会因此升高。

这种太阳能热泵系统在单户房屋上的模拟实

验结果表明，相对于常规系统，它可以改善季节

性能系数，或在季节性能系数相同的情况下可以

缩短地热管长度（图 4）。另外，规划的可靠性

也提高了很多。从常规系统的设计点（图中的红

点）来看，如果设计边界条件存在不可靠性（热

负荷、土壤的导热率等），那么在不利的情况下，

会导致季节性能系数“下滑”，从而使土壤温度

急剧降低。而带集热器的系统的季节性能系数走

势平缓，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太阳能满足全部需求

在联邦环境部资助的后续项目中，ISFH 正

在研究热泵与无玻璃光伏集热器模块耦合技术，

使其既能提供低温热，又能供电。这些热量与地

源热都可作为热泵的热源，可以确保建筑的供热

需求。光伏集热器通过两种渠道向热泵提供能源，

一方面为热源提侧供热能，另一方面间接给压缩

机供电。通过光伏模块的制冷功能，还可以提高

发电量。项目的目的就是让公众认识到，通过这

种一体化系统，可以用太阳能满足建筑物的全部

采暖和饮用水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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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物的空气调节工作包括以下方面：

•  降低进气温度

•  调节进气湿度

•  将室内温度调节至舒适范围

全世界的建筑空调市场增长都很快，原因有

很多，如日益增长的需求、对室内气候要求的提

高、气候温暖地区的工业化、建筑物内部热源的

增多（安装电脑、电气设备）、当前建筑物围护

结构越来越多地采用玻璃幕墙等。除此之外，中

纬度地区夏季极端气温越来越高，也就增大了对

空调的需求。

由于目前 90% 以上的建筑空调设备均采用

电能驱动，因此，日益增长的空调需求不仅提高

了一次能源需求，同时也造成了夏季不断出现用

电需求峰值，而用电峰值决定了最大电功率消耗

量有多高，尤其在南部国家。

图 1 所示为 2001 年到 2006 年全球范围内

空调装机功率的增长情况 [1]，从中可以看到装

机功率翻了一番，从约 130GW 发展到 260GW
以上，大约每年增长 15%。不断增长的用电需

求已经成为传统供电网络的瓶颈，同时提高了电

网瘫痪的风险。

与常规的电驱动式空调相比，太阳能建筑

空调系统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更佳选择，因为太阳

能的供给与建筑物的空调需求在时间上基本相

符，因此无需储存大量能源。

原则上，我们必须将其分为太阳能发电（光

伏设备、太阳能热电厂）和太阳能供热（热驱动

空调）两种途径（图 2）。

太阳能空调 — 技术和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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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热器

开放式吸附

制冷系统

吸收式

制冷机

射汽式

制冷机
压缩制冷机 半导体制冷

太阳能热电站
太阳能电池

太阳辐射
太阳能供热 太阳能发电

本文只分析太阳能热驱动的空调方式，因为

这种方式比较简单，只需在系统的热侧和（或）

冷侧安装蓄热器即可，与电驱动空调相比，它可

以给电网至少减轻一个数量级的电力负荷。由于

热供给和热需求是基本一致的，所以系统主要采

用小型的、可经常充热、放热的蓄热器。因为循

环频率很高，因此即便使用价格昂贵、但储热能

力强的蓄热器，也是具有经济效益的。

将来，太阳能发电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而现在由于经济性原因，应用还不算多。如果能

够更多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 如太阳能热电

厂，那么电驱动空调会成为更佳选择，因为如今

这种技术已可以实现太阳辐射的高效转化，通过

设备技术提供大量能源。在阳光充足的国家，太

阳能热电厂所发的电量可以并网，因其供给特性，

可以均衡地满足上述需求。

对于分散用途，光伏发电机和小型压缩制冷

机更加适合，前提是光伏发电机的造价再降低一

些。从能效的角度看，现在的压缩制冷机已经成

为热驱动空调的有力竞争对手。

太阳能制冷和空调技术

现在，太阳能热驱动工艺有很多，但迄今为

止真正用在整栋建筑或建筑部分上的空调装置只

有中央式太阳热力装置，因为几乎不需要为单个

房间安装空调设备。

根据所采用的热动力工艺和制冷剂，太阳能

热驱动工艺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技术。一种是封

闭式工艺，使用冷水作为驱动介质。另一种是开

放式吸着工艺，暴露在大气中，产生相应温度和

特定湿度的冷空气。所谓吸着，是指制冷剂（如

水）积聚在另一种物质上。如果积聚在一种液体

上，就叫吸收，如果积聚发生在某种多孔的固体

上，就叫吸附。在两种情况下，溶剂都会变成一

种可逆性或强或弱的合成物，在加入热量之后可

以再次分离。

1. 闭式制冷机

采用闭式制冷剂循环工艺的制冷机的水温

一般会被降到 6 到 12 ℃，然后用来调节室温。

有三种重要的技术：

•  吸收式制冷机

•  吸附制冷机

•  射汽式制冷机

吸收和吸附式制冷机都将制冷剂和吸附剂同

时使用，目的是为了达到制冷剂凝集热量的效果。

射汽式制冷机技术利用的是机械原理，即采

用热驱动方式，只需一种物质。重要机械组件是

图 2
太阳能空调系统路径图

图表提供： ZAE Bayern/ 

Hoch3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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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压缩机。这个压缩机在驱动介质的帮助下将

制冷剂蒸汽从蒸发器的压力等级压缩到冷凝器的

压力等级。在 BINE 信息手册“利用太阳和热量

的空调” [2] 中详细地介绍了这种工艺。

对房间进行空气调节时，所需的冷水温度

是根据制冷负荷是显性负荷（降温）还是隐性负

荷（除湿）所决定的。隐性负荷时，需将气温降

到 10 至 12 ℃的露点以下。由于这个温度低于预

定的进风温度，为了保证舒适度，还必须将气温

再提高到 20 至 22 ℃ 。分散式空调器可以自行

降低室内湿度。如想对空气进行高效除湿，冷水

温度需达到 6 到 9 ℃ 。如果制冷机仅用于显性

制冷和（或）表面制冷，那么冷水温度需要达到

15 –18 ℃。表面制冷是指像冷顶板、地面制冷或

墙面一体化冷却管路（毯状毛细管网）等技术，

这种冷却装置可以降低房间围护结构所释放出的

温度，从而降低室内空气温度。如果制冷负荷不

高的话，还可以使用建筑构件制冷或楼板埋管制

冷技术，二者均利用了大块建筑构件的高蓄热能

力，以便降低制冷设备的峰值负荷。

图 3 所示为吸收式制冷机。这种设备使用

溴化锂和水两种物质，如今已成为市场上普遍采

用的大型设备制冷技术。其中蒸发器的压力约

10 mbar，冷凝器的压力约 90 mbar 。蒸发器中

的制冷剂 — 水在 4– 7 ℃时蒸发，蒸发所需热量

来自于外部制冷循环，由此产生可用于其它工艺

的冷量。制冷剂蒸汽在吸收器中被浓缩后的溴化

锂 — 水溶液所吸收，在吸收过程中，溶解产生

的热量通过冷却塔被排放到大气中。利用少量能

量，由溶液泵将液态溶液在发生器内加压到 90 
mbar。由太阳能产生的 70 – 95℃的驱动热将发

生器内的制冷剂蒸汽从溴化锂 — 水溶剂中驱赶

出去。同样通过冷却塔使制冷剂在冷凝器里液化。

然后，制冷剂在通过节流降压后，在发生器里再

次被蒸发。发生器里获得的浓缩溶液通过溶液热

传导装置被送回到吸收器里。现在，最大功率等

级为 10 MW 的大型吸收式制冷机已经得到广泛

应用，因为这种机器比压缩制冷机更具经济性，

并且可以利用小型热电联供装置或集中供热所产

生的废热来驱动。 

制冷效率系数或性能系数（COP）是指所

产生的冷量与所投入的热量之比。决定这个效率

系数的关键因素是吸收式制冷机的二次冷却温度

和可用冷量应达到的温度。通常而言，可用冷量

的温度越高，二次冷却的温度越低，设备的性能

系数就越高。

图 3
使用溴化锂和水的一

级吸收制冷设备的简

化工艺循环流程图 
log(p)-1/T 

图片来源： Fraunhofer 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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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放式工艺

开放式工艺结合了吸着式空气除湿和蒸发

制冷两种技术。德语国家称这种方式为吸着式空

调方式（SGK），即英语中的“除湿与蒸发制冷

(DEC)”。在开放式工艺中，制冷剂水直接与大

气接触，暴露在环境压力下。开放式吸收工艺直

接用于首要目的是为房间提供新风的通风设备。

开放式吸收技术需要热量驱动，旨在调节新风的

温度和湿度，同时为房间提供新风。这样，它的

功能就不仅限于单纯制冷，所以人们很难将其与

产生冷水的封闭式吸收式制冷机进行比较。

目前最重要的开放式吸收式制冷机都使用吸

收转轮（除湿转轮 desiccant wheels）来作为空气除

湿的核心部件。当外部温、湿度条件不同时，需

采用不同的规格类型（分类：湿热、干热、中温等）。

此外，在中欧地区气候条件下使用一种循环蒸发

制冷标准工艺，利用所排废气的特性来对进气进

行间接制冷。图 4 所示即为这种工艺 [3]：

1 → 2 首先，对室外空气进行除湿，在这个

过程中，通过释放的吸着热量和乏气侧的传热得

到加热；

2→3 在热回收装置中，进气与乏气逆向对流，

预先冷却；

排出气体

进气

除湿器 热量回收器

出气

制冷负荷

进气

辅 助
热 量

加湿器

3→ 4 向空气喷水，直接产生蒸发冷却效果，

空气湿度增加，温度下降；

4 → 5 只有在冬季才需要通过热传导装置对

空气进行加热；

6 由风机送进室内的新风在室内热负荷（显

性、隐性的）的影响下升温、变湿；

7 → 8 在绝热加湿装置中对排出的乏气进行

加湿、冷却；

8→9 在热回收装置中，乏气与进气逆向对流，

温度升高；

9 → 10 利用从外部输入的热量，已经预热的

空气再被加热到循环利用温度（约 60– 80 ℃）；

10 → 11 再生空气将除湿转轮中吸收剂里来

自进气的水分吸收出来。

通常而言，大型吸收转轮每小时可以转动 8
至 12 次，所需能耗可以忽略不计。

从能效角度看，有利的一点是上述设备在夏

季可以用于空调制冷，在冬季则可以用于热量回

收甚至湿气回收。这样不但可以节约能源，而且

图 4
太阳能辅助吸收空调设

备流程图

图片来源：Fraunhofer 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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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来调节室内气候。其它工艺

则采用了液态吸收剂或创新型固体吸收剂。相关

工艺细节和简要介绍可以在 BINE 信息手册中找

到 [2]。

系统选择

什么样的设备技术应该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才能更好地利用太阳能来调节室内气候，这要根

据具体的边界条件才能确定。重要的因素有：

•  气候和气象条件

•  制冷负荷类型（隐性、显性、内部或通风

制冷）

•  用户需求

•  中央机械通风技术

•   围护结构性能

利用最后两个因素，可确定有无必要安装进

风、排风装置。

表 1 给出了市场上常见的空调设备的功率系

数。从中可以看到，当采用 150–180℃ 的高热值

热量时，可使用制冷效率系数大于 1 的二级溴化

锂设备，而采用溴化锂和水的吸收式制冷机只需

较低的温度即可达到不错的效能系数。

压缩设备也通过制冷功率系数来表示性能，

同样也是所产生冷量与所耗电功率之比。压缩机

的效能系数能达到 3 至 5，但需要消耗电能，而

在之前的电能生产过程中，会有大量能量转化损

失。为了将两种技术进行比较，必须从一次能源

角度来考虑。

由于太阳能供给具有波动性，太阳能空调设

备往往不能满足全部的空调需求，因此需要辅助

热源（如燃气炉）来确保满足全部空调需求。对

于太阳能制冷设备，太阳能制冷份额是重要的系

统特性参数。

如果要将热驱动式系统与使用电驱动压缩制

冷机进行制冷的系统进行比较的话，就必须换算

成一次能耗。这样，电能生产过程中的能量转化

损失也会被考虑进来。图 5 中对这两种系统进行

了比较。在由红变绿的区域内，发电效率 eta由0.33
提高到 0.50，而压缩制冷设备的性能系数也由 3
增加到 5。

从图中可以看出，和低发电效率（(eta = 0.33）
和低效能系数（3）的压缩设备相比，一级吸收制

冷设备只有在太阳能制冷份额大于 0.30 时，其一

次能源需求才较低。而当发电效率较低（eta = 0.50）
而制冷效率系数较高（COP = 5）时，太阳能制冷

吸收剂

工质

级数

驱动温度

制冷效率系数(COP)

可提供功率范围

溴化锂(LiBr)

水

1级 

60 - 90 ˚C

0,6- 0,8

7,5 kW至
5 MW

水

氨水

1级 

80 – 120 ˚C

0,3 – 0,7

视大型设备用
户的需求而定

硅胶

水

1级

60 – 90 ˚C

0,4 – 0,6

5 – 500 kW

2级 

160 – 180 ˚C

1,0 – 1,3

某些种类< 50 kW
最高可达数 MW

工艺 吸收式制冷机 吸附式制冷机表 1
市场上常见的闭式吸着

制冷机的功率数据

份额甚至至少要达到 0.75 才能节约一次能源。

与之不同的是，二级吸收制冷设备在发电效

率较低的情况下也总是能够节省一次能源，优于

太阳能制冷份额高于 0.50、发电效率非常高和制

冷机性能优良的技术组合。

2006 年，欧洲安装了将近 100 台太阳能集热

器用作太阳能空调系统，其中大多数是在德国和

西班牙，总装机制冷功率接近 10MW，安装的集

热器面积约 20000m2。

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设备使用了吸收式制冷

机，其它设备有用吸附式制冷机的，也有用开放

式吸收制冷的。国际能源署（IEA）通过一个国际

研究项目，制定出一套针对不同用途选择适当设

备的简化方法。全部相关文件和应用实例可以在

国际能源署 项目网站上找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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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计算

所有设备的集热器平均单位功率面积大约是

2.9 m²/kW。热驱动式制冷机的参考值是 3 – 3.5 
m²/kW 。开放式工艺通常以空气体积作为参数，

每 1000m³/h 装机空气流量的合理面积应为 8 – 
10 m²。这些仅为大体的参考值，具体设计还应

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设备规格。设计规格通常取

决于制冷负荷的分配比例（内部负荷、外部负荷），

以及是否采用太阳能装置来满足建筑物部分供暖

需求。因此在具体案例中，集热器面积可能会比

上述标准值大一倍。

采暖 / 制冷设备举例：位于加尔兴（Garching）
的巴伐利亚应用能源研究中心（ZAE）于 2007 年

开始一项现场试验，安装了一台制冷功率为 10kW
的一级溴化锂设备，并运行至今 [5]。该设备在夏

季为研究所大楼提供部分制冷，在采暖期则辅助

供暖。采用吊顶制冷，制冷面积约为 500 m²，采

暖面积约为 1500m²。实验室区域的采暖系统进水

温度为 50 ℃（辐射式散热器），办公室区域的

进水温度为 34 ℃（顶板采暖）。集热器面积共

有 56 m² ，安装在建筑物的平屋顶上。

2007/08 年度，制冷和采暖运行期的太阳能

保证率达到了 35% 左右。需指出的是，安装这套

设备主要目的本不在于太阳能保证率，而在于对

溴化锂制冷设备和一种新型干式二次冷却工艺进

行测试。在这种二次冷却系统进行制冷的 10 个

小时里，只有部分二次冷却能量通过干燥制冷

剂被释放到外部环境中，而在运行期间，大部分

需二次冷却的热量被储存在了一个约 2m³ 的大

型 CaCl2•6H2O 潜热蓄热器中，在剩余的 14 个小

时里（多为晚上），这些热量被释放到大气。这

种二次冷却工艺不需要冷水，简化了系统结构，

也不再像湿式二次冷却设备那样需要大量维护。

在 25–35℃时，潜热蓄热器的主动蓄热能力为 60 
kWh/m³，不仅可以在夏季辅助制冷，也可以在冬

季作为供暖缓冲蓄热器。二次冷却循环系统的蓄

热器虽然需要额外投资，但可以多次循环使用。

具体的功率数据和运行数据可以在 [6] 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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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吸收式制冷机和压缩制

冷机的一次能耗比较。

表中的 COP 是指压缩制

冷机的制冷效率系数 
( 使用了表 1中溴化锂

设备的 COP 值 )
eta = 发电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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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分散式发电机的数量不断

增加，为电网输送着越来越多的电能。这就要求

将来像常规发电厂那样，通过通讯网络来对分散

式发电进行控制，以利于网络运行。同时，负荷

管理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风力发电机和光伏

发电机的波动性很大，不像常规发电厂那样易于

控制。因此，在未来的电网运行过程中，通过技

术手段搭建起用户与分散式发电机之间的通讯网

络将是不可或缺的。

信息与通信技术推动能效提高

由于大多数的电力负荷设备和分散式发电机

都安装在楼宇内，所以除了楼宇间的通讯外，还有

一个关键点，这便是位于楼宇自动化系统（局域网）

之上的控制中心（广域网）（图 1）。此外，楼宇

自动化系统还可以与新型电表相结合，为小型用

户及时提供耗电量和相应的电费信息。如果这些

信息运用得当，将有助于提高能效。如今随着信

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市场上出现了新的楼宇自

动化解决方案，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潜力。

楼宇自动化

过去由于成本原因，在欧洲，楼宇自动化的

应用局限于大型工业建筑及少量高档居住建筑，

在家庭和小型企业领域的应用还很少。但是信息

技术的新发展带来了很多低成本的技术方案，使

这样的局面有所改观。从控制一栋建筑物内的单

台设备方面来看，现在主要采用的是楼宇自动化

总线系统如，EIB/KNX [1] 和  LON [2]。但与电脑

和电话网络相比，这种系统迄今为止在家庭中用

的还很少。虽然市场上的某些系统也利用无线电

或旧电路作为通讯渠道，但主要还是需要单独铺

设电缆的总线系统。这就提高了其在既有建筑中

应用的成本和难度。此类系统通常也被用于电灯

开关和照明设备的接线。但是，如果在设置系统

的过程中出现基本性错误，会严重限制建筑物的

利用度，因此必须要由专业企业来进行设置。不

过这就提高了成本，而由此产生的高级功能对于

大多数私人家庭来说并不能带来实际的附加价值。

更为现实的做法是使用比较简单的通讯方

式，这样即使失灵或设置不当，设备仍可以应急

运行数日，并且楼宇住户可以自己完成设置，现

在所有的私人电脑网络都采用这种模式。

电力交易所
网络传输
运营商

广域网

双向能源

管理接口 双向能源

管理接口

双向能源

管理接口

双向能源

管理接口

光伏发电
楼宇自动化

热电联产家庭设备

网络连接运营商能源交易商

图 1 
通讯结构

图片来源： I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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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无线电标准，尤其是无线通讯技术

Z-Wave[3] 和开放式无线网络 ZigBee，使家用电

器的短程连接（10 – 100 米）成为可能 [4]，这

有助于大幅降低楼宇自动化系统的造价。从技术

角度看，自动选路功能非常重要，它可以确保即

使在发送器和接收器之间没有直接无线连接的情

况下，数据也可以在网络内部的各个节点间自由

传输，迅速到达目的地，在这个过程中，节点充

当了桥梁的角色。数码电路技术的目的也是利用

现有电路进行通讯 [5] 降低楼宇自动化的成本。

智能测量

根据欧盟 2008 年颁布的关于开放测量市场

的法律，自 2010 年 1 月起，新建建筑必须安装

电表，以反映各类入网用户的实际用电量和实际

使用时间 [6][7]。这项要求只有采用智能电表实

现远程度表功能才是经济的。该法还规定，到

2010 年底，能源供应公司必须实行能够激励节

能和控制能耗的终端用户收费标准，或者采用分

时计价制度，后者有望很快能够得到实施。因此，

即便是从计量收费的角度来看，也有必要通过智

能测量来记录负荷变化曲线。

目前，能源供应商正在建筑物中测试相应的

智能测量仪器。来自奥地利的测试结果显示 [8]：
如果智能测量技术能够具有多种功能（“复合式

通讯”MUC：水、电、煤气计量），并拥有传

统的楼宇自动化功能，其经济性将大大提高。因

此，智能测量技术为楼宇网络化提供了很好的解

决方案。

从智能测量 — 智能电表 — 角度看，我们

可以将通讯分为初级、二级和三级通讯：

•  初级通讯是指电表系统内部的“户内” 
通讯。

•  二级通讯是指将数据传送到楼宇自动化系统。

•  三级通讯用于向测量运行商传输。

MUC 标准化委员会确定了开放式的通讯标

准，能够实现与生产厂家无关的多功能测量 [9]。 
到 2009 年，会出现适合现场测量的与 MUC 相

匹配的网关装置（允许采用不同协议的网络相互

交流）和计量表。由于可以现场读取测量数据，

这样将其安装在建筑物内的耗能设施上之后，人

们就可以根据时段电价来设置家用电器的运行时

间。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开发了一种能

够实现上述功能的系统，采用了 EWE 盒技术（图

2）。这个系统不仅拥有智能测量功能，还特别

增加了一套反馈系统，使用户可以了解自己的能

耗、费用及由此产生的排放。

能源管理

正如开始时所提到的，为了管理分散式发

电机和负荷，需要更多地运用楼宇自动化系统。

但在进行管理时，需要特别注意低压输电线路的

用户通常不会对自己的用电需求进行分时规划，

因为由此产生的管理成本要高于所节省的些许电

费。此外，利用统计方法能够比个性规划更好的

预测众多用户的共性用能行为。对于此类客户群

体，必须继续保留这种可能性。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关键是要继续给用户更

多能量消费方面的自由，同时建立一套支持能源

供应体系运行的激励机制。为此可以施行浮动费

率制，用户可以灵活决定不同时段的用电量和入

网电量，使之成为一种经济激励措施，鼓励用户

根据能源供应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用能行为。通

过这种统计结果告知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用户灵活性，同时也可以确保能源供应的整体稳

定性。这符合“依据集中和分散信息进行分散式

决策”的原则。

图 2
EWE 盒，以 IP 为基础

的带有反馈体系的智

能测量系统

图片来源： Fraunhofer 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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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关键的一点，大多数用户不愿为能

量管理付出太多的精力。所以有必要实现计量、

监控和开关流程的自动化，而这就需要采用合适

的楼宇自动化系统。

为此，ISET 研发了双向能源管理接口

（BEMI）方案，并通过实验室构建和模拟进行

了成功测试（图 3）[10]。实验室测试结果表明，

在实施浮动电价的情况下，典型的家用电器可根

据用户要求实现自动开关，不仅成本低廉，同时

还不妨碍其自身功能。方案中使用了一套基于

WLAN 和 ZigBee 的简单系统。 

能效

除了能源管理，低压电网也有很大的节能潜

力 — 这不仅指用电领域，也包括采用化石燃料

的室内采暖用热。单单是通过改变用户用能行为，

就可实现节能潜力 6.4%，如果再加上节能技术

措施，则可以达到 30% 左右 [11]。

 但是，大部分私人用户对自己的能耗量和

能源费用知之甚少，这就阻碍了节能潜力的发

挥。随着欧盟颁布关于节能、能源服务和智能测

量的指令，私人用户将更多、更细化地了解自己

的能耗情况。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很多情况下，

私人用户没有能力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在这方

面，通过将楼宇自动化系统与智能测量技术结合

起来，可以利用适当的反馈系统，帮助用户确定

和更好地认识节能潜力。

智能测量的对象首先是能耗量和用户的用

能行为。智能测量可以使私人用户及时获得有关

能耗量和费用的信息，因而可以作为促进能效提

高的一个重要手段 [12]。

还有其它一些楼宇自动化方案也可以提高

能效：譬如，人离开房屋后，照明设施或其它电

器（如电视机）自动关闭，或者夜间自动关闭待

机电耗高的电器。但是因安装自动化系统而增加

的能耗不应高于由此所节约的能耗。这条标准应

该在技术方案设计之初就予以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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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欧盟国家终端能耗的 40% 左右来自建筑领

域。仅通过建筑物的优化运行和管理，就可以达

到 5 – 30% 的节能效果。所需的节能措施投资成

本并不是很高，尤其是既有公共建筑领域。要发

挥这些节能潜力，需要采取系统化的措施与手段，

如连续运行监测、故障报警和判别以及优化。在

美国这也叫做连续调试。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ISE）所采

用的方式规定了一套统一的最小数据组，可以高

频率地（高于每小时一次）记录多栋示范建筑的

相关数据，他们研发出标准化的分析手段，用来

监控和改善建筑物的运行。这些实用性很强的方

法很适合高度自动化的系统。

效率监控不足

现在，人们往往没有对建筑物的技术设备进

行连续的运行效率监测，或根本就没有监测。日

常维护通常只能确保技术设备的基本功能。经常

只有在用户投诉的情况下，运行人员才会调节建

筑物的运行状况。

新建建筑的能效状况也往往未被监测。这导

致建筑物运行人员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到建筑物

的最佳能效水平和经济合理性，原因是建筑物自

动化系统没有反馈任何相关信息。 

在实际工作中，记录不完整和资源有限（预

算、人力、能力）也会成为实现高效运行的障碍。

大多数的业主都认为系统的、连续的监测会产生

高额成本，因而会选择放弃收集监测数据，这就

阻碍了建筑物运行效率的优化。

此外，目前还缺少成本低廉、兼顾现实性限

制因素的建筑物运行分析和优化方法。

建筑物投入使用方面的经验

对许多采用了创新节能技术的新建建筑进

行科学调查之后发现，建筑物在启用后，尤其是

在第一年，需要进行深入而广泛的运行维护。

在一些研究项目范围内，对这类新建建筑安

装了一系列的运行监测系统。在按德国通常做法

进行建筑物移交和验收后，监测系统会科学地记

录建筑物的运行状况。研究发现，这些建筑物远

远达不到高效运行的标准。后来借助安装的监测

系统，人们从能效角度对建筑物进行了优化 [1]。

建筑物的启用、运行管理和监控 

迪克 • 雅科布

（Dirk Jac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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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标杆 安装监控 运行优化 运行优化

持续运行分析

图 1
连续运行分析的四个

主要步骤

图表来源：: Fraunhofer 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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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列入研究项目的建筑物而言，其楼

宇自动化一般采用“测量值读取系统”。但是这

种系统运行往往不够理想，因为有时重要的测量

值和数据可能未被记录和 / 或输出或处理。为了

高效、低成本地运行建筑物，必须加大力度推行

建筑物运行监测和优化的标准化，从而使资质相

对较低的人员也能够有可能进行运行优化。

当前的优化运行研究工作

ModBen 是由联邦经济和技术部资助的一个

旨在研究非居住建筑运行分析模式的科研项目。

这种分析模式与一体化能源管理相结合，可以确

保建筑物的长期高效运行。

ModBen 项目的目标是：

•  研究用于分析和优化建筑物运行能效的系

统和实用性工具。

•  阐述非居住建筑高能效运行持续监测的意

义。

•  展示与《建筑节能法规》（EnEV, DIN 
V18599）可能接点。

通过研究，人们希望开发一套普遍适用的标

准化持续运行分析系统来实现上述目标（图 1）。

同时检查并确认原有故障报警和优化方法是否足

够标准化、可靠耐用及易于操作。部分方法需要

调整，同时还要开发新的方法（比如图 3）。

这套系统目前正在六栋安装有测量数值采集

装置的示范楼（商用建筑）上进行实验，它采用

从上到下的方式，即从最高统计层面（如总能耗）

来监测和研究一栋建筑。这样就可以在投入较少

的情况下，尽可能精确地确定主要故障。该过程

一共分为四个步骤（见图 1）：

第一步：进行“对标”（图 1），将建筑能

耗值变化情况与参考值做比较，不过前提是需得

到这些数值。由此就可确定哪些建筑物具有巨大

的节能潜力和需求。

第二步：在这些建筑物中安装监控系统（图

2）。为了尽可能降低成本，应按标准规定检测

以下数据：

•  总消耗（采暖、制冷、能源载体、水）

•  气候条件（室外温度和湿度、总辐射）

•  室内气候（温度、湿度、具有代表性的测

量点）

•  系统数值（送、回水温度、大型通风设备

的进风温度和湿度）。

燃
气

消
耗
量

/

时
间

图 2
确定使用和运行时间、

检查气候补偿调节策

略的标准化图表

Gas Strom Wasser

图表来源： Fraunhofer 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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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每小时读数一次（但通常为 5 到 10 分

钟一次）。示范建筑物的数据测量成本为 15000
欧元至 25000 欧元。

第三步：安装了监控系统之后，就要开始真

正的优化运行（图 1）。首先要处理数据，如检查、

汇总、求平均值、筛选、分组，然后根据处理过

后的数据绘制出标准图表。图表不仅会按照常规

的时间顺序绘制（图 2 下），也会采用地毯式分

布图来确定使用时间、运行时间和时间关系，或

利用分散式分布图来确定气候影响规律，或运用

箱式分布图。借助这些图表，人们会很容易发现

一些常见的错误，如运行时间是否得当，或者采

暖与制冷是否同时进行。现场运行人员也可以从

这种可视管理方法中受益，这种方法远远优于常

规的楼宇一体化系统模式。 

这种新的可视管理方法可以在电脑屏幕上表

现为互动式一体化图表，按照相应时间顺序同时

表现燃气、电、水的消耗量。它还是互动式的，

也就是说，当电脑鼠标指向某一个测量点时，其

他图表也会显示这个点（用淡红色着重号或大圈

突出表示）；周末数据为蓝色，工作日数据为红色。

图 2 中的图表是一个采用多种分析图表的实例。

在此基础上，人们研发出自动运算程序来进

行运行监控，利用统计学方法来发现错误数值。

如果一个测试值与参考值相比有三个以上的误

差，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个值是错的。参考数值是

在典型天数（如工作日、周末）统计结果的基础

上，利用线性函数模型得出的。图 3 所示为上述

运算手段在格罗斯波斯纳（Großpösna）示范建

筑上的应用情况，从中可看到耗电量和燃气消耗

量的数值有误。

如果利用标准分析方法发现某些领域出现

问题的话，接下来就要针对不同系统，确定问题

出在哪里，比如进行短时测量或者优化系统调节

策略等，为此必须要有快速建筑物模拟软件。

作为试点，人们优化了格罗斯波斯纳示范楼

的散热器和供暖循环泵的运行时间。优化后，上

班时间前 1 小时开始供暖，下班前 1.5 小时停暖，

预计可由此节省一次能源 9%。由于这个程序应

尽可能实现自动化，所以关键一点就是要输入统

一的、可重复利用的既有建筑数据（如建筑物的

几何结构、墙体结构）。在这方面还有许多研发

工作要做。

根据建筑物的模拟结果，还要对故障和优化

方式的影响进行量化预测。目前的主要难点在于，

要研发出能够与设计和认证工具相结合的简单且

实际的方法。

第四步：为了保持改善后的运行状况，需要

对建筑物运行进行继续监控（图 2）。

图 3
格罗斯波斯纳

（Großpösna）示范项

目在圣诞节期间监测

到的异常数值

图表来源： Fraunhofer ISE

测量时间序列
拟合时间序列 
工作日

周末
节假日
异常值

燃
气
消
耗
平
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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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建筑物启用和科研项目方面所获得的经

验表明，建筑物在优化运行方面还存在很大的节

能潜力，但如想经济合理地开发这些潜力，目前

还缺乏标准化的手段和适当的工具。在 ModBen
项目的框架下，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

（ISE）开发出一套优化运行体系，并利用示范

建筑进行了实验。一些初步措施和步骤已经成功

地通过了实验，并得到好评：

•  数据采集

•  数据处理

•  数据可视化

•  错误识别

•  调节优化范例

该程序不仅可以在德国使用，也可以在许多

其它工业国家应用，但需注意各国不同的气候、

法律、文化和建筑历史等边界条件，然后在此基

础上对程序做相应的调整。

参考文献

[1] 赫尔科尔（Herkel）：“节能办公室和车间 — 
监控项目成果”，2008 年柏林 FVS 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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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市场力量

Schmid: Disch 先生，您是著名的太阳能设计

师，半个弗赖堡市以及周围乡镇的太阳能工程都

归功于您。我想请您展望一下未来，介绍一下未

来的趋势。

Disch: 我们必须在气候和人类生活环境被破

环的地方将投入的资本取出，将其转移到可可再

生能源和节能体系中去。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有

这个能力和可能性。我们大家不管怎样都要建立

一套养老基金，为了保险起见，可以把这种基金

投入到风能、太阳能或环保基金里。消费者可以

自己决定把他们钱投入到哪个银行，到哪里购买

电。消费者不仅能自己更换服务提供者，也能为

其行为做广告。

我本人严格做到了这一点，在过去十五年里，

我没有造过低能耗或者被动房，而是全部建造了

产能房。最晚从 2001 年开始，这些行为从经济

角度来看是合算的。我们建成了一整个产能房小

区，而且可以扩大到一个城区甚至整个城市。

系统的操作便利性

听众提问（Monika Ganseforth，德国交通俱

乐部）：有一个问题想问 Disch 先生：太阳能建

筑还有没有先天不足？舒适性怎样？用户、租户

和房东会使用太阳能技术吗？太阳能在技术上要

求很高，你们是否按照智力水平来选择用户？

Disch: 我们不能也不愿意挑选用户。我们的

做法是尽可能使得房屋结构简单。我们还编写了

一本用户手册，其中专门介绍怎样使用房屋和设

备。问题在于设备的调节装置。在第一批房屋当

中，使用的是造价昂贵、操作复杂的调节设备。

我们在此之后虽然简化了调节设备，但这些设备

常人依然很难理解。

我们在住户中做了一项调查来了解住户对设

备的满意程度。令人高兴的是，住户不仅满意居

住环境，而且对此甚至有一些兴奋。 我们非常

注重健康的居住环境。特别令我高兴的是收到一

份反馈，一个住户告诉我在搬进新居十四天后他

的哮喘病好了。医生告诉他这与房屋有关。这样

的反馈是正面的。但我们并不满足取得的成绩，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太阳能房屋必须如

同一部电话机一样容易操作。

融入整体方案中

Bosse: 在我的长期工作中，我一再发现人们

使用太阳能技术的意愿很大。有很多研究报告称

百分之六十的德国人有意为太阳能建房多花钱。

根据我的估计，有必要使得操作系统和安装更加

简便。系统的配合要无障碍。不可能一个厂商只

生产模块，而另一家厂商生产逆变器。 部件要

互相配合。但迄今为止，各个部件都太复杂。我

认为厂家有义务将太阳能建筑部件做成标准件。

听众提问（Astrid Schneider，建筑师）：在

过去五年当中我们看到光伏发电工业的发展脱离

了建筑一体化的方向。他们更多的是生产造价便

宜的大型设备、房顶装置和地面装置。所以生产

出来的产品有时并不适合在任何形式的建筑中安

装。我给 Bosse 女士提出的问题：怎样才能使工

业界主动的去开发适合用于建筑外围护结构的太

阳能组件？

Bosse: 太阳能应用有两个方向：与建筑一体

化和适合安装在屋顶的太阳能集能板。集能板已

经得到很好的应用，因为其配件（包括安装系统、

逆变器和电缆）操作简单。而与建筑一体化则有

许多东西要注意，比如顶棚玻璃的批准程序和关

于幕墙的种种规定。起码在目前的德国，建筑一

体化看起来是很困难的。我们最近与我们的英国

合伙人聊天，他们竟然不知道顶棚玻璃是什么东

西，虽然他们在建筑幕墙安装方面取得巨大的成

功。Sulfurcell 也仅仅生产单个部件，然后与配件

提供商一起配合安装。我承认，在这个方面还不

顺利。瑞士人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我们要为消

费者制造出方便的设备。

听众提问（Andreas Gries, 北威州能源暑）：

我们负责整个北威州五十个太阳能小区项目的协

调工作。我认为太阳能建筑主导规划是一个关键。

首先必须要创造条件以正确的方式主动和被动利

用太阳能。根据我们的经验，必须要走进社区，

公开讨论会：怎样提高用太阳能技术
筑屋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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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社区具备这种条件。我想，从费用的观点来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里的建筑的使用寿命

要达到一百多年，如果我们能用太阳能建筑主导

规划及早地创造将这些前提条件，那么就可以保

证今后几十年都能获益。令人高兴的是目前多特

蒙德市已经初步这样做了。规划部门对建设地块

的太阳能潜力做了调查。但这不意味着会变成愚

蠢的棋盘式的城市格局。这里主要是优化，确保

我们能在几十年期间充分挖掘到太阳能的潜力。

建筑师作为传播者的作用

Reyelts: 在寻求整体解决方案的时候，建筑

师的能力受到关注。采取这种方法，人们不禁要

问，如果是砖墙，太阳能安装在南墙面上是不是

要比其它花费昂贵的方法带来的好处更大呢？人

们可以考虑这一点，恰当地应用太阳能技术。建

筑要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只有这样才能在正确

的地方正确地使用太阳能技术。这样太阳能技术

建筑一体化才能实现。

听众提问（Robert Dehmel, 柏林应用技术大

学）：我本人是建筑师，也是培养未来建筑师

的教师。对我来说，接受程度一直是一个重要的

话题。作为传播者，建筑师起着关键的作用。一

个建筑师说某个部件不适合其设计整体规划，而

建筑公司坚持一定要把这个部件设计到建筑当中

去。我每年与美国建筑师办一个夏季班。在那里

我们也有一个接受的问题。虽然能安装太阳能集

能板，但是要安装在没有人能看见的地方。

Reyelts：将来的建筑外观会发生巨大的变

化，与此相适应的是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美学，一

种效率美学。我认为太阳能建筑是一种整体方案。

那种认为建筑就是要由“技术设备供应”的想法

是工业化和化石能源时代的产物。如果我们深究

太阳能建筑的本质的话，那么我可以说，全面的

高能效建筑是我们的未来。这里的高能效意味着

吸纳各种形式的太阳能。

降低成本

Bosse: 我代表一家制造太阳能薄膜电池的厂

家。我们的目标是以尽可能低的价格生产各个部

件，以便能达到太阳能制能价格与电网价格持平，

并且能让人人用得起太阳能。

听众提问（Robert Dehmel, 柏林应用技术大

学）：节能不是无本之木。我需要多少能源在手

才能节能？也就是通过能源偿还期的分析来估计

太阳能利用的效果。

Disch: 我想就能源偿还期或叫折旧期的问题

说几句。我根本不是这样算帐的。我可以拿目前

的能源价格证明，节能措施立刻就能有回报。我

口袋里的钱马上会增加。当然这里有融资成本，

但它要比能源成本低。对于太阳能设备同样如此。

从运行的第一天起，我就有回报。

听众提问（da Silva, 罗伯特 • 博世有限责任

公司科研部）：对于我们来说，在建筑物上组合

可可再生能源系统技术的动机值得思考，它不是

出于对经济性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预期，而

是以提高空间使用质量为目的。我们期待它应该

是一个有助于控制质量和复杂性并有助于缩短工

期和工期可控性的杠杆。我到目前为止有关这方

面的事情听到很少，我很想知道这是否只是住房

产业化公司的话题或者也是一个科研的题目。

Disch: 这也是我们希望与社区探讨的一个话

题。有可能在工厂内预制房屋模块（我们称之为

Powerbox），这样我们就有很高的质量和达到很

高的功能保险系数。这样的话就不用站在工地旁

查看线路连接是否正确，而是在工厂预制的模块

大约一个小时运到现场，第二个小时就可以把下

一个模块安装在第一模块之上了。整个加工都在

车间内完成，工地上只是组装而已。

科研和科研资助

Schmid: 我想许多太阳能屋顶设备（也就是

光伏发电系统）并没有与屋顶一体化的原因在于

没有安排专门的科研项目。我认为在这个方面必

须有所作为。我请来自德国环境部可可再生能源

研究和开发处的 Bruchmann 先生对此讲几句。

Bruchmann: 关于基础研究资金太多，应用技

术研究资金投入太少的问题：工业部门恰恰希望

我们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扶持力度。这清楚地表明

工业界有能力并愿意在他们的业务范围内投入资

金开展应用研究、开发和示范。我们的理念基于

能源研究项目，即以扶持为主的一个有约束力的

方针。我们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比如我们有大

约一亿欧元的经费，申请金额是预算的三倍，也

就是三亿欧元。此时就要有选择谁能获得资助，

谁得不到资助。

Schmid：我看需要两条腿走路。工业部门在

二十五年或三十年前曾经说过，他们不需要太阳

能应用研究，他们自己能行。事后证明这是完全

专家论坛 : 怎样提高用太阳能筑屋的意愿？

册子.indd   95 2010-9-27   下午 3:12:03



100

FVEE Themen2008

错误的。研究工作应该涵盖方方面面，才能使太

阳能系统得到发展。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反正每

三年要在 Glottertal 进行光伏发电战略会晤，工

业界和研究领域的人士都将应邀参加。我相信将

来也应该邀请建筑师来参加。这点恐怕很重要。

听众提问（Astrid Schneider, 建筑师）：针对

太阳能研究联盟说，我认为大部份太阳能研究经

费用于了基础研究领域，包括太阳能薄膜电池、

太阳能电池效率或生产工艺。而建筑师、小型建

筑公司和手工作坊却没有得到任何资助。你们讲

的应用研究在太阳能研究中没有得到体现。

Bruchmann：对我们来说，使用太阳能建房

和使用可再生能源首先是为了保证能源供应安

全，也包括舒适性保障。德国联邦环境部有两套

资金资助项目，一个由可再生能源和研究促进处

掌管，另一个是能源研究项目。后一个主要资助

下列领域中的技术研发：光伏发电、风能、太阳

能制热和地热。项目经费大约有 1.03 亿欧元，

其中大约 1000 万欧元用于太阳能制热。目的在

于通过技术研发来长期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市场激励项目 ( 或者称之为“可再生能源使

用资助和措施方针”) 鼓励在可再生能源使用领

域的投资，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制热领域的投资。

资助研究的目的在于确保技术和质量保持高

水平，以便保持并扩大这项技术的接受程度和意

愿。资助研究的重点在于提高设计和安装人员的

客户服务水平。这是我们目前研究资助的重点。

优化太阳能技术今后的重点在于与建筑体进行更

好的、牢靠的组合，也就是要深入到热能或能源

消耗的薄弱环节，以优化居住舒适度。

Schölkopf：我想强调 Bruchmann 先生所说

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资助计划。

我们看到可再生能源法发挥了作用，而在太阳能

制热方面还有巨大的缺陷和改进的地方。

Schmid：在供电方面有可再生能源法，这部

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曾经讨论过在太阳能

制热方面是否也引进这样一部法律。我想肯定有

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政治意愿再往前迈一

步。我坚信，只要有政治意愿，我们就会取得与

发电相同的成功。

听众提问（Astrid Schneider，建筑师）：

Bruchmann 先生，在资助和定价政策方面要做什

么事情，才能改善太阳能技术与建筑的一体化水

平？令人遗憾的是可再生能源修正法删除了给予

幕墙太阳能的五欧分补贴。为什么政府和政治家

不说这个补贴是必须要保留的？

Schmid：在此期间，我们的邻国不仅为幕墙

太阳能，而且为屋顶太阳能提供补贴。

Bruchmann: 根据可再生能源修正法的规定，

议会今后可以开启一个法定程序来决定是否对发

电成本做出补贴。政治目标依然是降低发电成本。 
在修订过程中，我们不是通过在办公室拍脑门，

而是在与太阳能系统生产厂商进行深入磋商后，

提出了新的上网电价定价机制。工业界明确同意，

正如实际的适应曲线反映的那样降低发电成本是

可行的，而且也可以在市场上贯彻的。光伏发电

在量上的增长必须与系统质量的提高和价格下降

协调发展。这是可再生能源法在未来四年修订目

标。

Disch: 屋顶玻璃也可以是应用研究的一个例

子。我们做过试验，组件破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情：组件会掉下来，会砸伤人。如果我们要安装

屋顶玻璃，就必须其下面安装安装复合玻璃，这

提高了造价和整体的重量。我想有办法来降低造

价。也许已经有人正在为此进行攻关。在瑞士和

西班牙，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这样我们可以在

屋顶安装半透明的太阳能组件，比如装在屋顶伸

出部份。但是根据德国法规却不允许这样做。如

果想要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我们必须要通过实

施项目来激励人们。这些项目就是太阳能展示项

目或示范项目。

我们投入应用领域更多的资金并不意味着

必须是科研经费。我们毕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

家之一。我们要筹集资金，投入到这些项目中去。

这是投资，而不是花钱，投资是有回报的。

示范项目证明了可行性

听众提问（严尼科教授，德国联邦环境基

金会管理委员会和柏林自由大学）：Disch 先生，

你的“产能建筑普及到每个社区”的美好行动有

什么结果？

Disch: 在这项宣传活动中，我给德国的每一

位市长写了信，附上一张折页，说明产能建筑是

可行的。德国大约有一万名市长，其中有约 200
名市长回了信，有 60 名市长专门到弗莱堡参观

太阳能小区和太阳能船，并表示了他们的兴趣。

举一个例子，科尼施菲尔德的市长同意将该市建

设成为一个太阳能城市。我们为一个新的开发区

规划了一个新的住宅小区。在建筑法规中，我们

在热能利用方面规定把被动房作为设计标准，同

专家论坛 : 怎样提高用太阳能筑屋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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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规定屋顶必须安装太阳能装置。小区完全实现

了可再生能源利用，我们宣传的理念在这里得到

实施。

总结

Schmid: 关键是要整体推进。我们认识到高

能效和太阳能建筑的复杂性，认识到还有许多不

足和缺陷。用最确切的语言表达的话，太阳能建

筑还是一座工地，还有许多活要干。

我认为目前最大的不足不在于是否选择了

正确的技术，因为我们已经开发了非常好的技术，

最大的不足还是在于对参与建设和使用人群的宣

传工作，这些人群包括建筑师、安装人员、设计

人员和每天与这些装置生活在一起的用户。在今

后几年中，参与研究协会的各个单位也将协助大

家消除这些不足。

专家论坛 : 怎样提高用太阳能筑屋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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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示范和实施

• 居住建筑 — 实践中的新技术、能源获取和能源效率

• 节能办公楼和节能厂房 — 监控项目的结果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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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当今天人们谈及未来的居住方式时，除了要

解决社会文化、人口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的

居住建筑的能源效率和能源供应的问题也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

我们充分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和化

石类能源终有一天会枯竭，这需要世界各国转变

思维。既然认识到能源的百分之五十都是消耗在

建筑领域，那么就要在建筑业和建筑设计中走出

新路来。必须要在规划和培训当中纳入可持续转

变的思维模式，同时将其植入到公众的意识当中。

节能建筑还没有自己的建筑语言

建筑物与其周围环境在多方面存在相互交

流的关系：气候、景观、地形、建筑环境、交通

和基础设施都能对一座建筑产生影响。这些因素

决定了建筑的背景和能源供应结构。在欧洲，建

筑物一般处于一个由多种能源供应和能源处理系

统形成的网络之中。不过如今的最新技术允许采

用自给自足的建筑方式，不需要从外部供应能源。

目前，德国每年只有大约百分之一的既有建

筑会被拆除重建。新建节能建筑由于增长数量很

少，因此不会迅速降低建筑总能耗或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

如果说前几年节能建筑还可被称为稀有现

象的话，那么现在它正逐步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然而，虽然有对节能居住和办公建筑的需求，但

还缺乏一种明确的建筑设计语言。建筑节能还没

有成为建筑设计中一个专门类别，这种方法还没

有变成建筑设计的强制标准。

只有当建筑节能措施能为用户带来高度舒

适性的时候，高效节能的目标才可能得以实现。

而为了达到高度的舒适性，就需要对建筑物进行

智能化的规划。在使用期内，建筑物能源需求的

高低取决于墙体和建筑物围护结构构造、气候边

界条件、所用的系统技术以及用户对舒适性的要

求和使用行为。其中，建筑设计参数与能源需求

和能源服务有直接的关系。

建筑物外立面是能源转换器

建筑物外立面是能源流的转换器，因此在设

计外立面时，必须要考虑到室内不同的能源需求

和外部影响因素。而根据这些能源需求和影响，

我们就能了解可以如何利用外立面。

如果在设计过程中考虑这些影响因素，就必

然会对一栋建筑物的整体能源需求和能源获取产

生影响。比如，不透明面积和透明面积之间的比

例会对一栋建筑物的能量平衡产生很大的影响。

只要充分利用 g 值和 U 值之间的关系，即便是

透明区域也会有许多节能潜力，目前，德国工业

标准 DIN 18599 用表格的方式列出了建筑物的

日照得热量及相应的制冷需求。此外也可以采用

自适应组件来影响得热量，比如外立面上的百叶

窗既可以遮阳、防眩，也可以挡风。

一种产品是否能在市场上适销对路，不在于

它是否具有独特的和出色的材料性能，而是在于

针对某种用途而言，各种特性能否巧妙地组合起

来并相得益彰，以及是否能够发挥不同功效。

对外立面的特定要求会唤起人们运用某种技

术的愿望。比如，只有可调式通风设备才能从排

风中回收热量，这样就能降低对自然通风的需求，

但同时也绝不能忽视使用者的需求。

这种与技术相结合的设计方式通常会将建筑

物设备技术和建筑物明确区分开来，由于二者的

使用寿命不一样，这种做法不失为是一种好办法。

这样既要从整体上考虑每个细节的可持续性，又

要考虑分项技术所使用的材料效果问题。这两个

方面都要通过建筑设计来决定。

产能房屋 — 太阳能十项全能

2007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 2007 太阳能十项全

能房屋设计草案基于三项基本原则：

•  确保竞赛作品（2007 年华盛顿）的灵活

用途，

居住建筑 — 实践中的新技术、能源
获取和能源效率

伊萨贝尔 • 舍费尔

（Isabell Schäfer）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建筑系

El-Lisstzky-Strasse 1
64287 Darmstadt
ischaefer@eetu-
darmstad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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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赛后使用，

•  可以据此制定一套能源整体方案。

这三项原则使得整个建筑设计显得简洁和静穆。

1. 基础平面图依据分层原则分成不同的区

域，这些区域呈现出切片洋葱的形状，围绕着一

个“内核”，各分区的温度调节状况各不相同，

可根据不同季节来分别阐释平面图。

2. 该建筑内部布局的特点是非常灵活多变。

流动型的空间内部有一个中心区域，里面是厨房

和洗浴间。通过智能型的折叠和推拉系统，能够

扩展厨房和洗浴间。

3. 室内装修风格简洁，另一个重要元素是双

层地板。在双层地板内不仅集合了技术部件，而

且还集合了各种家具，如起居室中的家具和床铺

可以折叠放进地板下，从而使房间具备多种用途。

从这栋房屋上我们可以看到，美观和居住舒

适度完全能与高效节能融为一体。基础平面图符

合竞赛规定的大约 74 平米地面面积。房屋可以

被分割成三个同样大小、可移动搬运的房间模块。

如果一个整体系统要想做到优化和创新，要想实

现建筑部件和楼宇技术的一体化，并充分利用整

体的协同效果，那么关键一点就是：每个子系统

都必须从整体角度合理地进行组合。

太阳能十项全能房屋的被动节能措施

该建筑采用了整体式的一体化规划方式，早

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到了各类重要的能源参数：

•  基础平面图按不同温度进行分区

•  建筑体紧凑，优化了围护结构

•  围护结构（真空保温板，U 值 < 0.1 W/
m²K）和窗户（三层至四层玻璃，U 值 = 0.5 和 0.3 
W/m²K）的保温做得非常好

•  南立面的窗墙比很大，易于获得被动太阳

能得热，并配有主动式遮阳系统

•  使用相变材料（PCM）作为轻质建筑结

构的蓄热介质

•  夜间通过自然通风来冷却蓄热介质

•  通过光伏组件来辅助夜间被动冷却系统

•  利用建筑物北面的透明结构，最大限度地

利用日光

主动能源供应系统

只有当被动式系统无法达到室内所需的舒

适度时，才可以利用主动式系统作为补充：

•  用光伏设备来获取能源

•  用太阳能集热器来制备热水

•  用一台可逆式热泵来制冷和供热

•  带热回收功能的风机

•  节能型家电和照明灯具（比如发光二极管）

图 1
2007 年十项全能房屋

照片来源：达姆施塔特工

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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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欧洲建筑能效指令颁布之后，非居住

建筑的能效方案日益受到关注。从 1998年开始，

德国联邦经济与技术部实施了两项资助计划，一

个是“能效优化建筑”（EnBau），另一个是“旧

房节能改造”(EnSan)，并对非居住建筑开展了

为期两年的测量评估活动，目的在于展示各种非

居住建筑能源方案的优缺点。所有示范建筑的目

的是：在提高工作场所整体质量的同时降低能耗。

节能办公楼和厂房 — 监控项目的结
果和经验

能耗和工作场所质量

如果考察办公楼的年经营成本，那么员工工

资会占主要部分，而直接能源成本在大多数情况

下远远低于百分之一 [1]。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能源成本往往在附加成本中占大头，被称作“第

二项租金”。如果一栋全空调的建筑物运行五十

年，那么所累积的能源成本会占到办公楼投资成

本的一半左右。鉴于员工的重要性，因此优化办

公条件是建筑设计的重点。优良的办公条件有助

于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从长期的观

点来看，只有那些使用质量高的办公楼才能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上获得稳定的回报，而只有能同时

改善使用质量的节能措施才能取得成功。

塞巴斯蒂安 • 赫克尔

（Sebastian Her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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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弗劳恩霍夫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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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 n . k a i s e r @ i b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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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能源 热能

一二次能源 电能
办公楼

高技术配置的技术服务公司 到700

现有技术

既有建筑

200-300

300-400

一次能源消耗

图 1
节能建筑资助计划

（EnBau）各项调查的结

果与其它既有办公建

筑能耗值的对比 [1]。

来源：弗劳恩霍夫

太阳能系统研究所 / 荷兰

能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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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左图）位于德国卡塞

尔的环保建筑中心

（中图）荷兰能源研究

中心 31 号楼的光伏一

体化外立面 
（右图）荷兰能源研

究中心 42 号楼的光伏

温室

图片来源：弗劳恩霍夫

太阳能供能系统研究所 /

荷兰能源研究中心到 1995 年，德国的既有建筑中有近四分之

一属于非居住建筑。在居住建筑中，92% 的热

能被用于室内采暖和热水制备，而办公楼则以电

耗为主。对电耗影响最大的是照明、通风、空调

和办公设备等建筑物技术装备的规模和能效水平

[1] [2]，图 1。

供能方案 — 用低品位能源系统
（Low-Ex）制冷和太阳能供能

对于办公楼的能源方案而言，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要在夏季以高效节能的方式为办公室创造舒

适的室内环境。为了避免主动制冷，应在设计阶

段就采用有效的遮阳装置，提高日光利用率，使

用自动照明设备，选用适当的办公电器（比如使

用平板显示器），从而降低太阳能热负荷和室内

热负荷。剩余的热负荷可以通过通风或混凝土构

件内部的冷水管排出室外。如果夜晚室外温度足

够低的话，那么可以用晚间的冷空气来为室内降

温。土壤或地下水也可以作为特别有效地被用于

降温。

在示范建筑中应用到了以下技术：

•  夜间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

•  地热交换器（在土壤中埋设管道加热或冷

却空气）

•  楼板埋管系统，与地下探针组合

•  地下水冷却技术，带注水井

上述技术早已应用到建筑施工当中，相关成

本（包括投资和运行成本）也极具竞争力，同时

在正确设计和运行的情况下，能够保证适宜的室

内气候，无需启动空调设备。

但是，如果必须要对室内温度提出特别高的

要求或排出大量热负荷的话，那么这种低品位能

源利用方案会在利用夜间冷空气方面遇到限制。

所以要在设计阶段就确定并重视被动制冷技术在

使用要求不断变化时的局限性。下面介绍三个项

目：位于德国卡塞尔的环保理念建筑中心和位于

荷兰海牙的能源研究中心（ECN）的两栋办公楼。

环保理念建筑中心

位于卡塞尔的这栋办公楼净面积为 1347 平

米，集多项技术于一体：安装了高厚度保温层，

楼体采用太阳能优化技术，同时使用了节能设备

技术。通风设备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节，楼

内配有分区独立供暖和制冷系统，照明设备可按

太阳照射角度进行调节，从而远远超出了资助计

划所要求的技术水平 [5]。过去四年中，人们对

该楼的终端能耗进行了测量，供暖、制冷、通风

和照明加在一起的平均终端能耗仅为 39.4kWh/
(m²a)，相当一次能源消耗 48.4kWh/(m²a)。

该办公楼的一大特色是：能在夏季用地板中

的循环水管道为办公室降温。当可以通过其它措

施来限制室内外制冷负荷时，就特别适合采用这

种地板制冷方法 。此外，通过采用外置式遮阳

装置和节电型办公电器，这种方案可以随时创造

舒适的室内气候。该楼的通风方案为：在冬季采

用机械通风，在夏季采用窗户通风。此方案在整

个测试期间被证明是成功的。由于使用了挥发性

有机物（VOC）传感器及调速风机，设备电耗

大大降低。

能源研究中心（ECN）办公楼

能源研究中心的 31 号办公楼建于 1963 年，

并在 1996 至 1998 年期间在能源研究中心和

BEAR 建筑师的主持下进行了修缮。该楼南面有

一个外立面，过度受热问题十分严重。 在修缮

过程中，人们安装了内置光伏组建的固定遮阳装

置，并在屋面上安装了光伏设备。热负荷由此大

大降低，无需安装制冷设备。遮阳装置中的太阳

能电池比例也得到了优化，足以保证办公室有足

够的日光。 事先利用测量技术对外立面的功能

进行了验证，并认证了模拟结果的可靠性 [6] [7].。

能源研究中心 42 号办公楼一期工程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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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子.indd   103 2010-9-27   下午 3:12:04



108

FVEE Themen2008

使用者满意度

使用者满意度

使用者满意度

亚琛

乌尔姆

室外平均温度

图 3
德国乌尔姆的 Energon
能源公司大楼（绿色）

和亚琛的 BOB能源咨询

公司大楼（红色）的供

暖舒适度。图中所示为

员工在岗期间（八点至

十八点）的室内温度平

均测量值与不断变化的

室外平均气温的关系

（以 ISSO 74 指令为标

准）。依据舒适度评分

标准，有百分之六十五

的使用者对室内温度一

直很满意。以上数据均

取自 2005 年。

资料来源：乌尔姆大学

和科隆大学  

图片来源：弗劳恩霍夫

太阳能研究所 / 荷兰能源

研究中心

2000 年（第二期和第三期正在筹建）。该建筑

也是由 BEAR 建筑师设计，当时是荷兰全国最节

能的建筑。该楼有一间温室，玻璃上集成了光伏

元件，同时还可防止太阳过度照射。由于该地距

离北海仅有五百米，因此利用夜间冷风可以进行

有效的被动制冷（该地夏季的室外温度很少超过

摄氏16度）。这样，该楼完全不需要机械通风设备。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只要建筑物设计合理，同时

具有较高的能效水平，室内环境就可以很舒适。

监控结果：夏季温度变化和单位
能耗

在夏季温度变化方面，建筑物被动制冷方案

必须以室外高温时的办公室室内温度为基础，并

针对各种旨在确保夏季室内温度适宜的方案，对

多年来的室温测量结果进行分析。

2002 年的夏季非常典型，我们以此为例，

对于利用夜间通风进行被动制冷的建筑物，其办

公室的最高温度为摄氏 27 至 28 度。而 2003 年

的夏季特别炎热（比如弗莱堡市有二十三天的日

均温度高于摄氏 26 度），无论是有空调的办公

楼，还是靠夜间通风被动制冷的建筑物，都面临

挑战。事实表明，只有部分建筑物能满足 DIN 
EN 15251:2007-08 标准的舒适度规定。其主要原

因是被动制冷对使用者的行为（遮阳和开窗）十

分敏感 [1,4]。而那些采用与地热管、地下水或

土壤相连的地板作为吸热部件的建筑物，即使在

天气炎热时，也能显示出良好的降温性能，请见

图 3 [4]。在这方面，要尤其注意吸热部件 / 热源

在不同季节应保持能量平衡，确保吸热部件的温

度水平不会发生长期变化。

能源优化建筑计划（ENOB）目前共资助了

51 座建筑，其中 24 座为既有建筑（EnSan- 既有

建筑改造），23 座为新建建筑（EnBau- 节能建

筑）。图 4 以图形方式总结了新建建筑的项目成

果以及 2008 年的年测量数据。一次能源系数和

发电盈余量以 DIN 18599 标准为基础，当地的

光伏发电量未在此图中标列 [8]。

令人欣喜的是，受资助的绝大部分建筑物

都达到了能源参数目标值，而且在热需求量很低

的情况下，单位能耗非常低。一些建筑物由于采

用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和供热技术，已经非常接近

一次能源平衡的目标（“零能耗建筑”）。

结论

如果能依据统一的一次能源能耗目标值，

对办公建筑进行设计、施工和评估，那么会在这

个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是崭新的工作领域中

产生长期可靠的结果。有关整个示范项目的详细

信息请登陆网页 www.enbau.info 和 enob.info. 有
关项目数据请登录 www.enob.ise.fraunhof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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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电能

电能

办公

生产

教育

仅采暖通风和照明的能源能耗

图 4
终端能源系数 （上）

以及由此导出的一次

能源单位能耗（下）。

一次能源系数以德国

工业标准 DIN18599 为

依据 [8]。单位能耗为

建筑物所有供热、通

风、制冷和照明技术

系统的单位能耗。

数据来源：各所受托

测量的高校。

图片来源：弗劳恩霍夫

太阳能研究所 / 荷兰能源

研究中心

非电能

电能

仅采暖通风和照明的一次能源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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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政策和可持续性

• 挖掘既有建筑节能潜力的措施和手段 — 至 2030 年
的政策方案

• 能效城市 — 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竞赛项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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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能源和气
候综合项目

德国希望通过能源和气候综合项目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到 2020 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40%。为了从政策角度落实 Meseberg 对于建筑

领域的决议，规定自 2009 年起除了根据建筑节

能法规（EnEV）的规定将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

一次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大约 30% 外，还要开始

实行可再生能源供热法。根据这项法规，可再

生能源在新建建筑的热能需求中的份额至少要

占 10%。而既有建筑则应该通过更多的市场激励

项目来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德国复兴信贷银

行的建筑节能改造减排 CO2 的项目在现有的水

平上至少应执行到 2011 年。可再生能源在供热

中的比例要从 2007 年的 6.6% 提高至 2020 年的

40%。

下面调查的中心目的是评估建筑物能源和

气候综合项目措施的效果。在方案（执行期限为

2030 年）这部分介绍了节能量的预期。接下来展

望了德国联邦政府规定的措施之外的一些措施。

边界条件

为了进行分析，假定从 2006 年至 2030 年

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实际增长约 1.7%。能源原料

价格按照科隆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的研究（2006
年）和 Markewitz、Mathes 等的预测（2008 年）

[1,2] 计算。人口和家庭数变化情况的计算援引了

下列出版物 [3,4,5] 的数字。居住面积从 2006 年

的 30.6 亿平方米增长到 2030 年 34.5 亿平方米。

对于建筑物围护结构，以数学平均值五十年

作为全修缮的计算依据。Hansen 和 Kleemann 曾

于 2005 年对既有建筑围护结构改造进行过调查

[6]，结论为改造量不够。这项研究采用了“潜力

挖掘率”的指标，给出了实际节能量和最大可能

节能量的比值。实际改造实现的“潜力挖掘率”

为 32%。在方案分析时允许通过额外的减排措施

来改善潜力挖掘率。这样算起来，自 2013 年起

潜力挖掘率可以达到 65%。

Hansen 和 Kleemann [6] 发现新建建筑的实

际能耗比按建筑节能法规给出的标准计算方法得

出的计算结果要高大约 31%。之所以一部分新建

建筑的能耗比理论标准能耗高，是由于建筑物的

性能偏离了设计值，或者是由于改变用途和使用

者的行为所致。

情景定义

对分析中采用的三种情景做如下定义：

•  在固定的参考情景中，没有对建筑物外围

护结构和采暖系统进行改造。只考虑既有建筑的

拆除和重建。这种情况作为其它情景节能量计算

的参考标准。

•  而所谓的趋势情景则给出了目前的节能

改造会取得的效果。正在进行和决定要进行的减

排措施将会继续进行。资金支持在 2030 年前都

会维持目前的水平。根据 Hansen 和 Kleemann[6]
的估计，业主的节能改造的潜力挖掘率为 32%，

而在趋势情景下，考虑到能源证书的作用，到

2030 年潜力挖掘率会上升至 42%。

•  在减排情景下，气候保护活动得到加强，

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挖掘节能潜力，在热能生产中

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有望得到显著提高。

分析采用的模型

在计算建筑领域未来用于热能制备的能耗

时采用了 iKARUS 室内供热模式，Hansen 开发

的节能改造动态模型作为补充 [7]。该模型依据

建筑类型和采暖类型计算采暖热能需求、燃料需

求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利用涵盖了所有相关建筑

物年代和体量以及采暖和热水制备系统的基本情

况调查结果，可以勾画出德国全部的既有居住建

筑的现状。

趋势情景的能耗

趋势情景（图 1）显示，如果到 2030 年继

续实施节能措施和项目，采暖和热水制备能有多

挖掘既有建筑节能潜力的措施和手段 
— 至 2030 年的政策方案

Patrick Hansen
Jülich 研究中心

p.hansen@fz-juelich.de

Jürgen-Friedrich Hake
Jülich 研究中心

jfh@fz-juelic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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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节能潜力。根据这个情景的计算，从 2008
年至 2020 年（2030 年）节能潜力在 7%（15%）。

化石能源（如石油和天然气）的用量分别会下降

23% 和 17%，而可再生能源的用量到 2020 年和

加大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措施

在减排情景中，评估了 2030 年前加大可再

生能源利用的额外措施和手段的作用。这个情景

的重点，一方面 2009 版建筑节能法规提高了节

能要求，从 2013 年起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能效

提高 30%，另一方面则要求引入与可再生能源法

类似的热能法。这部促进法旨在将热能制备与环

保服务相分离， 从而使设备运行商能得到法定

的奖励。在情景分析中考虑一种奖励模式，使手

段的作用范围在现保持局限于大型设备。另一项

措施是鼓励使用冷凝锅炉。目前燃油和燃气锅炉

的平均更新周期为二十四年。由于目前普遍使用

的低温锅炉和采暖锅炉服役年龄已超过 18 年，

不符合最新技术的标准，效率很低，而冷凝锅炉

的效率和使用率要比它们明显高很多。所以在减

排情景中，这些锅炉的更新周期被认定为十八年。

并且假定自 2013 年起，服役年龄超过 18 年的非

低温或冷凝锅炉的采暖锅炉将被淘汰。另外，还

假定在新安装冷凝锅炉时，同时也安装太阳能设

备。效率高并且经济性强的冷凝锅炉与太阳能设

备是一个理想的组合。

通过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其份额会从

2005 年至 2030 年显著上升。燃烧固体生物燃料、

利用太阳能制热和通过热泵利用环境热都可以为

既有建筑带来一种可持续的供热方式。

为了提高实施速度和解决积压的保温改造

任务，应该放弃对陈旧建筑部分小打小闹式的修

修补补，而是推动彻底的修缮改造。只有这样才

能提高改造的数量，而且在实际工作当中这样往

往能缩短改造的工期。在改造质量方面，要注意

按照当前的节能法来做保温改造。在计算中，可

以假设由于改造质量的改善和改造工期的缩短而

实现潜力挖掘率翻番。由此，实际节能量与现行

建筑节能法规所规定的节能量之比可以从现在的

32%，从 2013 年起提高到 65%。

2030 年分别会上升至 11% 和 14%。 所以说，按

照当前所采取的措施，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不可能

达到 2020 的 14%。

图 1
至 2030 年未来情景中

的能耗结构变化情况

图表来源：Jülich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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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至 2030 年减排情景中

的能耗结构变化情况

图表来源：Jülich 研究中心

图 3
至 2030 年所有三种情

景的减排变化情况

1990-2005年的发展

缩减场景中变化趋势

未来场景中变化趋势

2001-2005中期

减排情景中的能耗

图 2 描述了减排情景中的能耗构成。根据

这个能耗构成，与 2005 年相比，化石能源的使

用量会减少 45% 强，而可再生能源在制热中的

比例到 2020（2030）年会提高到 16%（26%）。

独立供热和集中供热的比例只有小幅度的下降。

为了实现在 2030 年减排场景中的节能目标，

要重视以下因素：

•  明确至 2020 年和 2030 年的二氧化碳减排

目标；

•  根据减排目标调整措施手段，以消除不确

定性；

•  确定允诺对节能改造和可再生能源的中期

（至少五年）资助资金；

•  通过加大资助的力度来扩大对节能改造的

需求；

•  参考能源证书，引入针对新建建筑和既有

建筑的可持续建筑认证制度；

•  加快出租住宅的节能改造；

•  实施定期监控报告制度来确保实现提高可

再生能源比例、提高能效和节能减排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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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趋势情景中，与 1990 年相比，至 2020
年二氧化碳可以减少排放 1900 万吨（15%），

至 2030 年减少 3100 万吨（24%）。至 2020 年

建筑行业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提高至 14% 的目

标在这个情景中无法实现。总的来说，通过实施

减排情景中的额外的措施，相对于 1990 年，至

2020 年建筑领域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0%（与

1990 年相比），至 2030 年可减排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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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气候保护

目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节能必不可少。其中，

城市和城镇是很多必要的提高能效措施，以实现

兼顾经济、环境、社会和可持续性的能源供给的

关键。

城市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今后几十年，

由于人口的增长，价值观的转变，就业情况的变

化，人口的迁徙，休闲行为的变化，特别是技术

的飞速发展，这个变化过程会比以往更快，更加

强烈。因为这种变化的幅度和方向很难准确地把

握，所以在对城市能源供给技术体系做决策时，

必须从整体上考虑，并且保留最大限度的灵活性。

迄今为止，城镇积累的经验证明，当地的气候

保护目标并不是因为技术或者由于经济上的原因

而没有达到 — 按照目前的能源价格更不是问题。

缺乏的是对全面战略框架下最适合当地的措施的

细致了解。在制定战略时，要对能耗状况和能源供

应状况有一个整体分析，还要考虑包括居民在内

所有相关的参与方。能源供应领域的服务能对制

定创新性方案做出很大贡献，应给与高度重视。

所以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的竞赛主要关

注以下几个方面：

•  系统观念，就是说要注重城市各项功能间

的影响，能源供应和城镇的不同行动层面间的相

互影响。

•  在项目中应优先研究具有前瞻性的想法。

•  服务是系统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

要重点考虑。教研部资助的项目应该针对服务领

域创新的可能性和能源供应服务进行深入研究。

竞赛的目标

“节能城市”竞赛的目的在于帮助实现联邦

政府能源政策目标，另外还要对联邦教研部在能

源研究方面的下列战略目标做出贡献：

•  应用性强的基础研究应该为下一代能源技

术铺路；

•  应该为能源政策和气候政策战略讨论建立

一个中立和科学的信息平台；

•  应该为德国的经济实力做出贡献。

竞赛的资助宗旨为：

•  将能源需求降低一定百分率。方向为联邦

政府制定的气候保护目标（如至 2020 年二氧化

碳减排 40%）。

•  开发和实践创新战略、技术、手段以及新

型服务；

•  将 “普通”城市改建成 “节能”城市；

•  发展创新的、有远见的方法。

城市的生活空间应该是一个整体。比如下

列领域就在整体系统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居住、

就业、教育、供应、文化休闲、交通运输。

为了实现城市的能耗降低目标，要在资助

方案中着重关注能耗高的领域。

应该从能源供应和生态、社会边界条件的

角度考虑，开发和应用服务于典型的、具有前瞻

性的城市功能领域的创新型方法、方案和规划模

型。

在研究创新方法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

•  整个城镇作为完整的能源体系来分析；

•  完善能源系统的网络化；

•  要提出克服各种障碍（财政、管理制度、

法律等）的建议；

•  开发新的融资工具；

•  研究组建新型服务商；

•  从城镇的角度进行性价分析；

•  开发投资项目排序方法；

•  进行能源流和排放的平衡计算；

•  确保制定的方案的实施和对于相似城镇的

可复制性。

根据上述目标制定出了下列竞赛的评判标准：

•  城镇的整体性

•  创新性

•  预期效果

•  耐久性

节能城市 — 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
竞赛项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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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实施性和可复制性

资助期间和资助结束时要对计划实施和已经

实施的节能措施的效果和定量成果进行总结。由

于城市和城镇存在差异，在对实际状态和效果进

行定量分析并进行城镇间比较时，不规定非要采

用统一而复杂的评估系统。但是城镇有义务制定

一套严格的评估体系，包括成果指标和初始能耗，

以确保能够跟踪和评估节能型城镇的发展。

与竞赛同期的研究工作

在竞赛的同时，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也启

动了一项研究项目。该项目的宗旨为分析实施中

的障碍，制定解决手段、程序和方法，将服务研

究与其它专业能源研究领域如节能城市联系起来。

同期研究应贴近实践，有以下几个工作模块：

•  研究怎样将节能专业研究与服务研究相结合

找出节能研究和服务研究结合的新战略、新

方法，以便完成联邦政府的气候政策目标。

•  在项目执行期间为研究项目提供支持，包

括给城镇提供咨询。

首先是对选定研究项目的支持（培训），建

立跨项目的服务和工具，比如目标管理、要求管

理、预测并计算方法措施的效果。

•  为竞赛过程提供支持。

包括对项目工作和获得的认识进行系统分析，

对同期项目进行简要诊断。要提交一个划分方案、

行动层面和执行方式的指标作为讨论的基础。

•  宣传工作和成果转化。

要进行积极的媒体工作，在互联网上建立互

动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举办恰当的、能引起公众关

注的活动来支持跨项目的宣传工作和能够促进专

业研究与服务研究相结合的同期研究成果的转化。

同期研究项目的项目协调人是未来研究和

技术评估研究所（IZT）、GEF 工程股份公司、

Leimen、工业建筑产品研究所、i°b、卡尔斯鲁

厄和波鸿的能源体系和能源经济（LEE）教授。

竞赛的举办

德国联邦教研部建立了一个指导委员会来鉴

定竞赛申请和参与指导整个竞赛过程。指导委员会

有下列任务：对申请资助的项目建议进行筛选和排

名，在设计方案阶段结束时对施工项目筛选和排名，

参与培训和项目进程，参与竞赛的结果展示。

该指导委员会由节能、系统分析、城市规划、

服务研究和能源经济的专家组成。还有来自其它

联邦各部从事相关活动的同期研究专家。另外，

有来自联邦经济和技术部、联邦交通、建设和城

市发展部和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的代

表作为观察员参加该指导委员会。

竞赛分为三个阶段：

1. 提交项目建议（申请）。该阶段于 2008
年八月底结束。

2. 选出 10 个至 15 个项目建议，进一步加

工成实施方案。该阶段应于 2008 年 11 月底结束。

实施方案的制订由联邦教研部资助。

3. 2009 年底 /2010 年初选出 3 至 5 个实施

方案。被选出的项目为竞赛胜出者。根据业务管

辖权，项目的实施可以由德国联邦教研部、其它

部委或联邦各州来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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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能城市 

产能房能否承担部分能源供应任务？ 
欧培茨：我们都见过这样的宣传语：“从农

产品生产者转变成能源生产者”。那么房地产经

营者有多大机会能转变成能源供应者呢？ 

豪泽：我认为房地产经营者完全可以充分利

用这些机会，从大型住宅建筑群中获取能源，然

后将生产的大部分能源自用，使住宅或办公室变

得更具吸引力。此外，所生产的能源还可以为本

地居民的电动汽车充电，从而解决市区个人短途

交通问题。如果这能够实现，那么将是一个巨大

的成功。 

阿希里：如果我们现在能建造出产能高层建

筑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来建设产

能城市。我认为城市改造乃是大势所趋。例如，

我们可以把柏林原有的坦佩尔霍夫机场建成欧洲

第一个零排放城区。我认为，柏林的科研机构、

政府和工业企业应该抓住这次机遇。

维特福尔：弗莱堡称自己是一座“绿色”城

市，目前，有关方面正在探讨，像这样一座拥有

20 万居民的城市能否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当然，

这需要周边地区的支持。一座工业城市单靠自己

是无法实现能源子给自足的。我们需要将能源进

口和分散式能源生产结合起来。此外，我们还需

要解决冬季采暖的问题。在欧洲，太阳能制热发

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欧洲南部国家，许

多工业领域都在使用太阳热能。

豪泽：目前已经有一些产能房建成使用了。

我认为，有可能自 2020 年起，所有新建建筑都

将按相关标准建成产能房，但既有建筑还做不到。

可是，节能工作最终能否成功，关键就在于这些

既有建筑，因此我们必须从既有建筑抓起。弗劳

恩霍夫建筑物理研究所目前正在对斯图加特的一

所学校改造成“产能学校”。这个示范项目得到

了联邦经济部的支持，一所原来破旧不堪的学校

经过改造后将改头换面，成为一所产能学校。

阿希里：对于既有建筑的节能潜力，我想

补充一点：地理信息学教授博士克莱勒女士发起

了一个项目，即乘飞机飞越各个城市的上空，从

空中观察建筑物屋面南侧利用太阳能的面积有多

大。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所有经过调查的城市都

拥有足够的面积，可以至少满足 100% 的住宅能

源需求。  

研究工作

欧培茨：豪泽先生，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

开展研究工作？建筑物理和设备技术之间的关系

是怎样的？目前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否已经做到位

了？还是必须选择其它的途径？

豪泽：我认为，产能房逐步得到推广将是完全

有可能的。这既可以通过建筑物理技术措施，也可

以采用设备技术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我认为这三个

体系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过去的经验显示，三者之

间可以完美共存，而且不能舍弃其中任何一方。有

时甚至很难将某些部件或措施划归到某个领域，是

属于建筑物理，还是属于设备技术 — 有时三者之

间的界限很模糊，但并不存在相互竞争。

维特福尔：太阳能是唯 一 种来源充沛的能

源。作为 26 年前成立的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

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我当然期待，未来在能源

供应中，太阳能能够占据较大的比重。我想举下

面的例子来说明其面临的挑战有多大：

目前，德国每人平均有大约 0.1 平米太阳能

集热器面积。如果我们希望到 2050 年 — 在实现

节能 50% 的情况下 — 太阳能能满足热能需求的

50%，则每人需要 8 平米。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

现有人均面积扩大 80 倍。而在光伏领域，目前

每人平均有 0.5 平米的光伏板面积。如果我们仅

计算私人用电，同时略微注意一下节约用电的话，

那么我们每年需要 1000kWh/ 人，这意味着每人

需要 6 平米光伏板。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当然，我们还必须应对可再生能源供应波动以及

夏季 / 冬季的问题。德国没有足够的太阳能资源，

但我们有生物质和风能，未来我们将进口太阳能

电力，而不是天然气和石油。

阿希里：我个人认为必将出现零排放城市，

专业论坛：
产能屋和产能城市
— 将过剩的能源用于交通和生产

主持人

克劳斯 • 欧培茨

（Klaus Oberzig）

Scienzz 传媒公司 
oberzig@scienzz.com

参与讨论：

欧拉芙 • 阿希里

（Olaf Achilles）

szstaic 股份有限公司

achilles@systaic.com

莫妮卡 • 甘斯夫斯教授

（Prof. Monika 
Ganseforth）
德国交通俱乐部

monika.ganseforth@
gmx.de

格尔特 • 豪泽教授

（Prof. Gerd Hauser）
弗劳恩霍夫建筑物理

研究所

gerd.hauser@ ibp.
fraunhofer.de

顾德龙 • 马斯

（Gudrun Maaß）
德国联邦教育和科

研部 BMBF gudrun.
maass@ bmbf.bund.de

福尔克 • 维特福尔

教授（Prof. Volker 
Wittwer）弗劳恩霍夫

太阳能系统研究所

volker.wittwer@ ise.
fraunhofer.de

专家论坛：产能屋和产能城市 - 将过剩的能源用于交通和生产

册子.indd   114 2010-9-27   下午 3:12:07



119

FVEE Themen2008

同时我还相信必定会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和经济

增长的共存。那些最早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将拥

有竞争优势，因此研发工作至关重要。我们必须

确保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据优先地位。现

在有不少地区性的倡议活动，即所谓的 100% 倡

议。100%地区还指在当地实现能源价值链。例如，

位于慕尼黑附近的奥勃兰地区用于能源的开支为

5亿欧元。但很遗憾的是，这些能源来自其他地区，

即该地区不存在能源价值链。而全德国 2/3 的能

源依赖进口，这意味着这部分价值链也不在德国

本土。从科研角度看，这也是件棘手的事情。对

那些规划者来说，他们首先需要在地区层面制定

一套“能源总体规划”。人们必须更新思维，考

察本地区可能存在哪些机会。譬如说可以对这些

地区进行潜力分析。我希望科研工作者们能积极

投身到这些倡议活动中去，并从中获益。我们应

当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未来发展

阿希里：光伏行业称，到 2020 年，他们可

以满足欧洲市场太阳能电力需求的 12%。从技术

角度看这是可行的，但从政治上看又是另一回事

了。我个人认为，太阳能电力满足 30% 的电力

需求是非常现实的。 

甘斯夫斯：我代表德国交通俱乐部也赞同您

所提的这个目标。

豪泽：我们不应该将问题过于集中在电力方

面，也就是说，不应总是想着是否可以满足德国

居住和商用建筑总体供电需求的问题，而是必须

首先考虑如何尽可能提高这些领域的能效。如果

我们能走出这关键的一步，之后就可以转换方向，

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即便是从效率角度看，

也应该维持这样的先后顺序。我们必须从提高能

效入手，这样也许到了 2050 年，我们就可以进一

步摆脱对大型能源供应网络的依赖。但我认为更

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减少一次能源的使用。

维特福尔：您说的没错。我也同意应当尽可

能多地使用光伏设备，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节

能。要知道，在建筑内部实现节能 50% 要比在

屋顶上安装设备生产能源更加容易，成本也更低。

马斯：我同意豪泽先生对未来发展的看法。

我不认为今后 10 年城市发展有任何捷径可走。

目前的趋势依然是：人们希望居住在葱郁的绿色

之中，然后往返于家与办公室之间。现有法规甚

至支持这种做法。我认为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而转换思维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维特福尔：未来的能源供应必然是分散型的，

因为太阳和风也是分散的。电力相比之下会变得

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智能化的，结合电力，我们

可以更合理地利用热能。在今后的能源供应体系

中，小型热电联产的作用将愈加重要。现在的问

题在于，小型热电联产机组在夏季也必须释放热

能。如果能将其和工业企业结合起来，那将是较

为理想的方式。这样就既能发电，又能将产生的

热能为工业或者住宅所使用；到了夏季，热能还

可以转换用于制冷，而且不需要走电制冷这段弯

路。如果我们进一步开发和完善这个方案，那么

热电联产必将占据城市能源供应的核心地位。

阿希里：我们必须设法不断重新启发自己

的头脑，不断自问是否还有更为激进的做法。我

经常会听到“到 2050 年我们会如何如何”这样

的说法，但是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我们必须

现在就尝试寻找关键的方法和手段。过去，全球

能源市场都经历了迅猛的增长。例如石油市场在

过去 100 年的增长率超过了 30%。现在，我们

也应按此增长率来发展可再生能源：去年，可再

生能源发电增长了 20%，如果今后几年每年都有

20% 的增长率，那么只需要 9 年时间，100% 的

电力将来自可再生能源。

资助计划

欧培茨：我们难道不需要更完善的资助计划

来加速城市改建的进程吗？

听众发言（瑞耶尔兹）：以前就曾经有过城

市资助计划，但遗憾的是到 1989 年就终止了，

至少西德的大城市终止了这些计划。我们有过这

样的资助计划，也的确希望对城市进行改建。

马斯：联邦教育和科研部、联邦经济和技术

部以及联邦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部都有类似的

计划。其中后者的资助计划过去称为“东部城市

改建”，现在叫做“东西部城市改建”。该计划

中有一个子项目，名为“城市节能改造”。这个

资助计划可以提供大量的改造资金，其中有部分

来自于买卖排放交易证书的收入。我认为今后几

年还会有更多资金流入其中。科特布斯工业大学

负责协调该项目的同期研究工作。

进口太阳能

阿希里：总是有个别疯狂的太阳能鼓吹者，

他们认为应该到沙漠地区获取太阳能电力，然后

再输送到德国。在我看来，这样做毫无意义。没

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这种想法。欧洲有足够多的土

地可以用于太阳能发电和生产其他可再生能源。

例如通过回收利用污水中的热能，就能为瑞士的

40%住宅供暖。有很多设想其实都可以付诸实施。

我们不需要集中式的能源供应方式！这样我们就

又回到了老话题：戴姆勒这样的汽车厂商当然希

望只需安装一块新电池即可。同样，Vattenfall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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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应商也希望能持续不断地为这个地球制造

风机；譬如说把风机设在北海中央，这样就可以

实现集中供电。但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引入分

散供应的理念。因此，我们必须反复思考我们的

科研方案以及相应的社会学体系和规划是否是与

时俱进的。

维特福尔：谈到进口太阳能：为什么不呢？

我们的能源百分之九十都是靠进口的。即便是今

后百分之七、八十的能源都能在国内生产，那

还有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是无法满足的，因为

我们在冬季没有足够的太阳能资源。而我们对能

源的需求、尤其是工业生产，是不分昼夜、不分

季节的。非洲的太阳能生产成本比我们这里便宜

50%，而且那里的太阳光辐射量是我们这里的两

倍。在电能传输方面并不存在什么技术性的问题。

所以如果不好好利用这种价格低廉的能源的话，

简直就是愚蠢。

豪泽：我只能说，维特福尔先生刚才所讲的

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经济学层面

欧培茨：阿希里先生，当我们谈及到产能城

市的前景的时候，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看，一座

城市怎样才能变成产能城市呢？贵公司也提供建

筑设计方面的服务。依您看，会形成一种新的建

筑设计理念吗？

阿希里：虽然我不是建筑设计师，但相信肯

定会出现智能建筑，并且大家已经在迪施先生所

设计的建筑上看到，目前已经有这类智能建筑建

成使用了。我们已经从房地产业获得了许多大型

工程的委托，都是想要在现有的房屋屋顶上安装

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如果太阳能发电足够便宜，

或者跟一般用电差不多价格的话，那就太令人兴

奋了。而且这并不是痴人说梦，因为我们看到，

电费上涨得是多么地快。

马斯：我们应当把这个系统作为一个相互

关联的整体来看待，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只

有在一个完整的系统里面，零能耗房屋和产能屋

才能得以实现。不过我还是觉得缺了对社会经济

学层面的考虑，例如人们的接受程度。此外还应

该考虑到人口结构发展等其他的因素。譬如舍费

尔女士在她的报告中提到了两个建筑设计初稿方

案，这两个设计我都很喜欢，但它们在一个老龄

化的社会中是没办法实现的。其中一个设计里有

许多的台阶，而另外一个方案是把起居室和卧室

安排在一个浅坑里。这根本不适合老年人居住！

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社会经济层面

的因素，而不是一味地在技术层面做文章。

二 . 把多余的能源用于交通和
生产

不再将居住和工作分开

欧培茨：如今，居住与工作之间分得太清楚

了。能不能从能效角度把居住和工作重新结合在

一起，并在产能城市中成为一个整体呢？

豪泽：现在有许多工作都是通过电脑和网络

来完成的，工作场所和住宅之间的分界线已经不

那么清晰了。但是这放在生产性领域就很难做到

了，因为生产性行业会带来噪声污染和其他的一

些干扰，周围并不适宜居住。

对交通的要求

甘斯夫斯：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我们本次会议

的主办方，因为在我们谈及能效和太阳能建筑的

同时，他们提醒我们不要忘了交通领域。有一位

交通规划领域的专家曾经说过：“当不通时才会

有交通”。建筑是交通形成的一个起因，但它们

二者却很少被共同关注。即便是我有一栋建在绿

地上的产能屋，可却不得不在住宅和单位之间往

来奔波的时候，这对我而言又有何意义呢？因此，

我们德国交通俱乐部提倡一种和谐的交通：

•  避免：缩短住宅和工作场所之间的距离，

只允许紧临公共交通网络的区域辟为建设用地，

而不是生辟一块地来搞建设。

•  转换：人们可以时而步行，时而骑自行车，

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  节能技术：汽车应该首先更节能。

•  动力能源的种类：德国交通俱乐部一直以

来始终关注着有关动力能源的大讨论。汽车产业

做了许多院外游说的工作。而人们也一直在热烈

地讨论用燃料电池来驱动汽车的话题。但是这些

燃料电池现在在哪里呢？此外，人们还在讨论生

物燃料的问题。生物燃料肯定是不错的，但有人

怀疑这也只是汽车工业的一个幌子而已。最新的

话题要数电动汽车了。可我们非常担心的是，眼

下最热衷于谈论用电问题的还是那些核能和火力

发电厂的运营商以及那些确定存在所谓“电荒”

的专家们。我认为，要谈电动汽车，首先要废除

核电，不要再新建火电厂，不要再谈所谓的电荒。

只有这些条件满足之后，才是真正可以探讨发展

电动汽车的时候。

电动汽车的发展前景

欧培茨：甘斯夫斯女士，您在刚才关于交通

政策的阐述中谈到了阶梯状的发展模式：“只有

当我们把其它相应工作都完成了，才可以谈电动

汽车”。但是我在媒体上看到，戴姆勒 / 奔驰公

司计划明年在柏林推出智能型电动汽车。而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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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了城市道路税的伦敦，街上已经有电动汽车在

跑了。以色列现在也在和雷诺开展电动汽车方面

的合作。此外还有许多其它的例子。所以说电动

汽车并不遥远。对于电动汽车这种迅猛的发展趋

势，您持什么态度呢？

甘斯夫斯：我刚才已经提到，人们需要多

方面考虑，只有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

电动汽车才能在低碳减排和提高能效上面发挥作

用。在一个整体系统中，电动汽车可以使人们把

电池作为能量缓冲器来使用。人们可以把盈余电

量充到电池里，而当用电需求增加时，再使用电

池中所储备的电能。不过这仍然还只是一个梦！

我还想回到能源这个问题上，因为人们一直

都在谈论“过剩的能源”，并认为应该把这些过

剩的能源用于电动汽车。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能源

和交通领域掀起一次深刻的变革，这样我们才能

解决全球气候问题。说到供电，我觉得：不要再

去想什么基本负荷、平均负荷和尖峰负荷，也不

要去想通过新增用电来削峰填谷。我们需要的是

“虚拟发电厂，即各种能源的分散馈入和利用。

实现这些目标以后，电动汽车才能充分发挥它的

作用。德国总共有 5000 万辆汽车，人们希望到

2020 年会有两百万辆电动汽车上路，也就是达

到汽车总量的 4%。而我们现在所展望的前景是

以电动汽车占汽车总量 50% 为前提的，到那时

我肯定已不在人世了。电动汽车领域还需要下大

力气开展科研攻关，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

施建设必须要跟上。此外电池技术也有待进一步

研发和完善；例如我们所拥有的锂资源无法满足

这么多锂电池的需要。各种电池还需要实现统一

化和规范化，便于交换，也便于适合各种规格和

类型的插头。我认为那时的汽车将完全不同于今

天的汽车。

那时再说利用“过剩电量”也就是不对的了。

因为如果要使用过剩电量，就必须要有一套管理

系统，以此确保只有在供大于求的时候才可以使

用盈余的电量，而求大于供的时候就不能用电。

可是这样的话，当冬季没有过剩电量的时候，或

者旅游季节开始时人人都想把车充足电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还需要

在物流领域加大科研力度，从而确保整个系统的

正常运转。

维特福尔：我也认为需要从长远出发，将交

通与节能环保一并进行考虑。只有当我们的电能

是可再生的时候，我们才能考虑使用电动汽车。

听众发言（施奈德女士）：我们现在真的是

到了用油高峰期了。今后，传统油源的供应量将

每年减少 3-5%。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危机性的转

折点。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留到未来解决，而是

现在就要着手，每年必须更换 5% 的汽车。现在

引入可再生能源技术绝对是意义重大和完全必要

的。而且我们现在就需要制定相应方案来应对能

源需求的增长。但这个方案并不是说在遥远的未

来我们必须要蓄存剩余电量，而是就在此时此刻，

涉及到我们现有的电网。例如，柏林周围地区风

力资源丰富。在冬季，电网 100% 电力都来自风

电。而勃兰登堡州的陆上风力发电潜能甚至还可

以翻一番，也就是说，光是风力发电量就可以是

我们所需电量的两倍。在波兰，人们甚至必须关

闭火电厂，因为德国这边的发电量太多了。另外

要提到的是，晚间用电量只有白天用电量的百分

之十，而晚间的风力却非常强劲。其实，现在我

们就拥有把盈余电量用于电动汽车的条件了！我

们不必一说到这些，仿佛就是未来或者其他什么

时候的事情。

观众发言（鲍卢斯）：您知不知道现在已经

有产能汽车和轮船了？这种车船要比现有的车船

的效率高多了。它们是在大学里研发出来的。上

世纪 20 年代，人们发明了毂轮驱动方式 — 顺便

说一下，这个专利是保时捷的 —，如今，科研

人员对这种驱动方式进行了革命性的改进，可以

使车轮工作效率达到 96%。德国有两座大学正在

研究这个课题：达姆施塔特大学和波鸿大学。推

动此类科研工作是不是更有意义？

豪泽：针对您关于汽车工业的阐述：就我所

知，汽车制造厂商们已经考虑过各种方案。他们

所设想的电动汽车采用的是混合动力系统，也就

是说绝不是单纯靠电力来行驶，而是把电能作为

混合动力的辅助模式。这种电动汽车的行驶距离

在 50 到 200 公里之间，不可能更远了。汽车行

业更多准备采用氢燃料技术。

观众发言：我是来自下奥地利州一个小县城

的农庄主。30 年前我就买了一部意大利产的电

动汽车，我在地里 90% 的农活都是靠它完成的。

它装有一块 20 平米的光电板，所发的电够它每

年行驶 1 万 5 千公里。这么大的光电板对于农业

生产来说足够了。现在，我们可以完全依赖光伏、

风力发电以及少量的生物质发电来满足农业生产

的需求。可在德国呢？我却听到了甘斯夫斯女士

这样的观点！

甘斯夫斯：如果您以为我们反对电动汽车的

话，那您就彻底误会我了。您所说的汽车跟我们

现在的汽车完全不同。而这正是我想要推动的：

首先是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其次要转换我们的代

步方式，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然后才是电动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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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而我们的汽车工业只想改进汽车加速装置、

提高最高车速和减轻汽车重量，却保留现有的汽

车类型。但这行不通，这种做法纯粹是一个幌子。

观众发言：我觉得给电动汽车的讨论热潮降

降温是件好事，或许也是很有勇气的。甘斯夫斯

女士，您说的一点也没错，德国的这些汽车制造

商只想在现有的汽车上安装电池，却没有从根本

上转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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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 Jahrestagung 2008 wurde unterstützt 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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