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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气候中立网络的目标

以气候中立为重点的能源效率网络（EEN）概念，正在追求以下目标：

 促进协同实施气候保护措施和能源效率的活动

 加强公司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学习

 为企业创造一个价值主张，陪伴他们走上碳中和的道路

气候中立网络将建立在能源效率网络的方法上，但在主题和结构上与今天对公司

的要求和关于部门耦合选择的措施相一致，如：为拥有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电网

提供灵活性的需求侧管理。

图 1:  气候中立网络的目标和方法

资料来源：I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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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需要气候中立网络

为了成功延续参与者实施措施的目标绑定与高动力的商业网络想法，有必要对原

有的能源效率网络方法进行调整。

 单纯关注能源效率措施和能源审计是不够的。能源效率网络是建立公司内

能源效率和运营能源管理及其结构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预先定义的系统

已经不适合今天关于主题和方法结构的要求了。在工业和商业领域的许多

公司已经很长时间参与到更有效地利用能源的工作中去了。企业们已经理

解了能源效率。几乎没有一家公司还没有进行过能源审计。

 注重更快的实施和容易准入。企业中的相关人员面临着巨大的成本、时间

和创新压力。能源效率网络的传统方法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前 6-12 个月只

用于数据收集和目标设定，接下来三年时间可以实施一些措施，同时这些

措施可以被记录并用来监测网络是否成功。然而，开始时的数据收集和对

网络是否成功的监测都没有给能源效率网络中的公司带来直接的附加价值，

并导致了提供相关数据的延迟。通过将范围扩大到温室气体排放平衡，数

据收集和监测带来了沟通方面的价值主张，例如，通过计算和营销碳足迹。

 气候中立性是一个与市场定位高度相关的话题。能源效率和气候保护越来

越被认为是商业基础的战略措施。通过能源效率措施直接节约成本不再是

参与交流形式的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向气候中和转变的推动下，许

多公司为自己设定了未来 10 到 20 年的气候保护目标（直到气候中和）。

越来越多的时候，面向终端客户的大公司要求其原始设备制造商报告碳足

迹，并试图与他们达成减少温室气体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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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标群体

公司的规模和能源节约的相关性

气候中立网络的原始概念侧重于高能耗的大公司。不过，气候中立网络也是一个

适用于中小型公司的概念。对这些公司来说，它可能比传统的能源效率网络带来

更多的附加值，因为如果公司不是能源密集型产业，能源成本和能源效率起着从

属的作用。气候保护措施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公司的能源消耗，而且取决于公司

在多大程度上由于内部或外部原因必须处理气候保护问题。在这方面，参与网络

可能反而被认为是气候中立主题的培训、建立关系网络和自我营销，而参与能源

效率网络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节省能源成本。因此，一个公司的员工人数或其收入

是适当选择气候中立网络目标群体的更好的指标，而不是总体能源消耗。

参与公司的地理上的接近性

网络的原始概念是将公司聚集在一个网络内，这些公司的位置在物理上彼此接近，

最多旅行时间为 1 至 2 小时。然而，根据行业和商业活动的不同，气候中立网络

可以像在线网络一样，在没有实体会议或者组织很少的实体会议的情况下，组织

起来。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很多经验。特别是如果参与者

是来自服务或 IT 行业的公司，重点是减少分类 3 的排放（见图 3）和实施组织措

施。就工业生产而言，地理上的接近使其能够组织定期的现场考察，这已被证明

对能源效率措施的实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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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和程序

气候中立网络概念的程序与能源效率网络概念相似。然而，它没有进行能源审计，

而是在开始时为了每个公司达到温室气体平衡而提供各自的碳足迹。第一次网络

会议涉及到网络的目标设定以及主题的确定。预计每年将举行两次实地考察的现

场会议和四次网络研讨会。在网络会议和深入的在线研讨会期间，专家们也会提

供意见。因此，参与的公司在第一年就已经获得了附加价值，不仅是网络内的交

流，还有专家的意见。这样一来，在参与网络一年后，他们将能够起草气候中和

战略。虽然能源效率网络概念中的监测没有被参与公司视为附加价值，但它是气

候中立网络的一个核心要素。与只关注能源节约的能源效率网络相反，气候中和

网络是为了实现温室气体的减少，并将其传达给客户和公众。

图 2:  气候中立网络的程序

资料来源：I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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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温室气体排放分类和措施

根据《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可分为三个分类（见图 3）。能

源效率网络的原始概念以及能源审计主要关注与公司现场活动直接相关的措施

（分类1）以及使用的能源载体的排放（分类2）。而气候中立网络考虑了所有的

上游和下游活动，并使公司能够起草战略和实施措施以减少所有三个分类的排放。

图 3:气候中立网络的范围

来源：https://ghgprotocol.org/

分类 1 分类 2 分类 3 

燃料燃烧

公司车辆 

不易收集的排放

购买的电力、热能和蒸汽 购买的货物和服务

商务旅行

员工通勤

废物处理

已售产品的使用

运输和分配（上游和下游）

投资

租赁的资产和特许权

考虑到气候中立网络的范围较广，更多的主题需要由专家投入来解决，以使公司

能够确定和实施具体措施。根据参与公司的温室气体平衡的结果和分类的相关性，

可以来确定主要议题。除了能源效率措施外，它还涉及需求侧管理、现场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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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生产和电力购买协议、资源效率、企业流动性管理和资产及采购货物的气候

中立性采购等领域的措施。

图 4:主题和措施

资料来源：IREES 

5.1 需求侧管理

考虑到电力市场的可再生能源份额较高，从整个系统的角度来看，需求侧管理措

施也很重要。目前，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经达到 40%以上（见 图 5），

2030 年的目标是 65%，但 2021 年 12 月的联盟协议设想为 80%，这考虑到电动

汽车、热泵和氢气生产对电力的更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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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德国 2021 年按能源载体划分的电力生产

资料来源：AG Energiebilanzen 20211

需求侧管理包括根据电力市场的要求控制能源消耗、生产和自有电力生产单位的

措施，同时不对公司的流程造成不利影响。考虑到气候中立网络的目标，这些措

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能源效率措施以及现场能源转换器的结构和运行优化相结

合。这样的策略在 Win4Climate2项目中被印证，该项目为参与的工业公司生成了

数字孪生和优化模型，以得出一个包含能效措施、电力和热能储存投资、可再生

能源装置和需求侧管理控制单元的双赢系统。（见图 6）

1https://ag-energiebilanzen.de/wp-content/uploads/2021/03/AGEB_Infografik_02_2021_Stromerzeugung_2021.pdf 

2 Win4Climate - Heat transition in Industry 2019 – 2022。https://win4climat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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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能源效率和需求侧管理措施的综合战略概念

资料来源：IREES 和应用科学大学/Win4Climate 项目 2

为了计算公司层面的温室气体减排量，需要及时提供小时级别的电力温室气体排

放系数。此外，实时的能源价格是实施需求侧管理措施（如储能器、控制单元以

及需求侧管理生产策略）的经济激励的前提条件。 图 7 显示，如果电力公司提供

基于前日市场价格的实时价格，通过需求侧管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信号已

经相当明显。分析表明，每小时的电力市场价格与每小时实际发电量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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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17 年德国电力生产的前日市场价格和每小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分析

资料来源：Win4Climate 项目，Fleschutz 和 Bull（2019）3。

需求侧管理措施节省的温室气体排放可以在公司碳足迹的分类 3 下分配。

3Fleschutz, M. and Bull, D. (2019).Ökologische und ökonomische Chancen industrieller Lastflexibilisierung. Vortrag im 
Rahmen der Veranstaltung Brennpunkt on Tour am 23.September 2019 von Fokus Ener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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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现气候中和

气候中立网络的概念将使公司在公司内部实施能源效率和气候保护措施。因此，

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应尽可能地在公司内部实施。通过温室气体证书进行抵消只

能作为最后一步，并且只适用于不能在公司范围内减少的剩余排放量。根据 PAS 

2060 标准，图8显示了可在气候中和网络中应用的实现气候中和的步骤，以记录

和验证实现气候中和的情况。

图 8:根据 PAS 2060 标准，实现气候中立的步骤

资料来源：IREES（基于 BS PAS 2060:2014-04-30）4

4 英国标准协会.BS PAS 2060:2014-04-30 - Specification for the demonstration of carbon neutrality. 
https://www.beuth.de/de/norm/bs-pas-2060/20791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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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需求侧管理为重点的部分措施案例研究

7.1 引入需求侧管理的生产计划

德国水泥行业拥有 21 家公司和 53 家工

厂（VdZ 2022），占工业能源消耗的

3.4%。作为一个能源密集型产业，向气

候中和的转变是困难的，需要政策支

持。然而，需求侧管理措施的潜力很

大，已经可以减少企业的碳足迹，并为

电力部门提供灵活性。大多数工厂生产

渣块，如果有相关的价格信号，就为进

行生产转移提供了很大潜力。由于工厂

之间有类似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单位，工

厂和公司的气候中立网络提供了建立概

念和传播已实施的需求侧管理措施经验

的可能性。此外，负荷转移可以由气候

网络在能源市场上联合销售。

资料来源：VdZ (2022)5

带渣块生产的水泥厂的典型生产过程如图 9 所示。为了实现需求侧管理，现有的水泥筒

仓作为产品储存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水泥厂的案例研究中，考虑到不同磨机和水

泥类型的兼容性、启动成本和修订时间，对生产过程进行了优化，目的是使电力成本最

小化，从而使具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最小化（Bohlayer 等人，20206；Fleschutz 等人，

20177）。

5 VdZ(2022). Cement plants in Germany.https://mitglieder.vdz-
online.de/zementindustrie/branchenueberblick/zementwerke-in-deutschland/

6Bohlayer, Markus & Fleschutz, Markus & Braun, Marco & Zöttl, Gregor.(2020). Energy-intense production-inventory 
planning with participation in sequential energy markets.Applied Energy.258.113954.10.1016/j.apenergy.2019.113954.  

7Fleschutz, Markus & Bohlayer, Markus & Bürger, Adrian & Braun, M. (2017). Electricity Cost Reduction Potential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using Real Time Pricing in a Production Planning Proble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9213821_Electricity_Cost_Reduction_Potential_of_Industrial_Processes_us
ing_Real_Time_Pricing_in_a_Production_Planning_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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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水泥工业的生产过程与熟料生产

资料来源：IRES 和应用科学大学/Win4Climate 项目 2

模拟结果显示，采用实时电价和能源优化的生产计划，在一周内通过转移生产，可以实

现大量的电力成本节约。图 10 中显示了基于前一天市场价格的使用时间电价和实时电价

之间的生产规划差异。

图 10:模拟引入需求侧管理的生产计划的情况

资料来源：Fleschutz 等（2017）和 Bohlayer 等（2020）

7.2 分类 1 和分类 2 排放的气候中立性

图 11 显示了在 Win4Climate 项目中为一家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公司进行的能源系统优化的

结果。该公司已经进行了能源效率措施，以减少电力、工艺加热和冷却需求。其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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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变现场能源供应系统来减少所有分类 1 和 2 的排放。基于现有能源系统的数字孪

生，已经产出一个温室气体零排放的优化能源系统。公司能源结构由此产生的变化以黄

色虚线标示在图 11 中。该概念投资于电池和热存储，用热泵利用压缩空气的废热，安装

电力加热装置，以及用电动蒸汽发生器取代现有的燃气蒸汽锅炉。热电联产装置的剩余

气体消耗由生物甲烷取代。公司的目标是通过这个概念，到 2030 年将所有分类 1 和 2 的

排放减少到零。与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相比，这将导致总体上节省 3431 吨二氧化碳当

量。

图 11:对一家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公司进行气候中立概念的案例研究

资源来源：Win4Climate 项目的案例研究结果8

案例研究的结果显示了电力在替代化石燃料方面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安装热泵和蓄热装

置对电力的有效和灵活使用。作为进一步的需求侧管理措施，叉车的智能装载也被考虑

在所产生的气候中和概念中。

8 IREES 和卡尔斯鲁厄应用科学大学.Results within the project Win4Climate – Heat transition in industry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Climate Initiative (not published yet). https://win4climate.de/ 案例研究的结果已由 Steinbach (2021) Heat 
transition in Heat transition in industry through waste heat utilisation and demand side management. German Japanese 
expert workshop on industrial excess heat.https://www.ecos.eu/de/veranstaltungen/details/abwaermenutzun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