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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能源局发布《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6 年 12 月 16 日，能源局发布了《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
规划多次重点提及光热发电，并首次明确 500 万千瓦的光热发电目标。
在业内人士看来，“十三五”将是光热发展的关键时期，基本任务是产业升
级、降本增效，实现不依赖于国家补贴的市场化自我持续发展之路。
据机构预计，“十三五”时期，光热发电产业对国内经济产值的贡献将突破
6000 亿元，并同时带动高端制造、新材料等产业的发展。不过，光热发电产业
化目前仍面临资源不足、初始投资成本居高不下以及运营经验缺乏等诸多挑战。
链接：http://zfxxgk.nea.gov.cn/auto87/201612/t20161216_2358.htm
（来源：国家能源局网站）

政策法规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政策调整
据中国经济网 2016 年 12 月 31 日消息，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联合发布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补贴政策。
调整政策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4 部委明确了以下具体措施：一是调整完善补贴标准。全面提高新能源汽车
产品技术要求，结合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情况，从整车能耗、续驶里程、电池性
能、安全要求等方面提高财政补贴准入门槛；建立以提高动力电池技术水平为核
心、以电池容量大小为主要测算依据的新能源客车补贴体系；细化新能源货车和
专用车补贴方案，补贴标准按电池电量分档累退；设置中央和地方补贴上限，引
导企业不断提高产业化水平、降低生产成本。
二是落实推广应用主体责任。地方政府是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责任主体，
应结合本地实际，科学制定新能源汽车推广方案，加大对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的支持力度，加快城市公交、出租、环卫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更新更换，
强化财政资金管理，建立健全地方监管平台，加强对企业监督检查。
三是严厉打击骗补。对违规谋补骗补的企业，协助企业谋补骗补的政府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管理制度不健全、审核把关不严、核查工作组织不力、存在
企业骗补行为的地区，有关部门将依规处罚。
（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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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中能万源推续航超 500 公里的新能源汽车 无需充电桩
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16 年 12 月 30 日消息，由中能东道集团公司、中能万
源(北京)汽车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主办的中新能源汽车项目说明会上，该集
团负责人表示，在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技术上取得突破，其生产的“U 能”新能
源汽车续航超 500 公里，不仅可以用“380V”充电桩充电，还能用“220V”的民
用电充电，并且无需使用专用充电站或充电桩。
中能东道集团负责人介绍，该公司生产的“U 能”新能源汽车续航超 500 公
里，突破了续航里程短、电池体积大的技术瓶颈。该产品不仅摆脱了对传统燃用
油的依赖，而且在节能环保上显示优势和效益。
据介绍，U 能”电动汽车不仅可以用“380V”充电桩充电，还能用“220V”
的民用电充电，并且无需使用专用充电站或充电桩。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充电时
间的长短，采用充电桩充电只需要 30-40 分钟，用民用电充电需要 6-8 小时。
该集团负责人表示，中能东道仍在继续尝试将动力技术应用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进而缩短该行业的革命周期。
目前，中能万源已在全国建立了 200 余家运营中心。据介绍，该集团将建立
5 家动力总成生产基地及 5 家整车生产基地，新能源汽车一期产能将达 50 万台。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国内第一架有人驾驶燃料电池飞机成功首飞
2016 年 12 月 27 日，中科院大连化物所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研究团队研制
的 20kW 燃料电池系统为动力电源的国内第一架有人驾驶燃料电池试验机在东北
某机场成功首飞，标志着我国航空用燃料电池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继美、
德之后第三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
研究团队 2014 年研发 20kW 以氢气为燃料的航空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技
术。经过两年多的攻关，突破了轻量化、高效水热管理、高安全可靠系统集成等
多项关键技术，研制的电源系统通过了全部地面联试和环境适应性、高速滑跑测
试等考核。此次飞行中，燃料电池系统输出性能、安全性、可靠性和环境适应性
等全部达到了技术要求。
此前，该团队先后研制了 10kW 级Ⅰ型、Ⅱ型、Ⅲ型航空用质子交换膜燃料
电池电源系统，填补了我国该技术领域的空白。其中，Ⅰ型系统 2009 年 11 月应
用于我国首艘燃料电池动力飞艇“致远一号”，Ⅱ型系统 2012 年 7 月应用于我
国首架燃料电池无人机“雷鸟号”，Ⅲ型系统 2014 年 9 月作为某飞艇的尾推动
力通过了高海拔环境适应性测试。本次有人驾驶飞行进一步验证了所研制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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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电源系统不仅安全可靠性高，而且在-20℃低温环境下表现出优良的存放、
启动和运行性能。
燃料电池是一种高效、环境友好的发电装置，是新能源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
可广泛用于动力电源、分布式电站、移动电源等。以燃料电池为动力电源的航空
器因低噪声、零污染和长时间续航等显著优势，成为近年来国际上新能源飞行器
的研发热点。
（来源：科学网）

氢能小镇项目在浙江省台州市签约
2016 年 12 月 29 日，氢能小镇项目在浙江省台州市签约。
该项目以建设氢能应用示范与产业集聚区为目标，将台州打造成以氢能产业
带动城市发展的“氢能产业第一城”。
台州氢能小镇项目位于台州湾循环经济集聚区核心区。小镇将构筑全国首个
集“产业+资本+技术+服务”为一体的氢能源产业生态体系，同时将面向全球氢
能产业资源，以“制氢、储运与加注、转化、应用”产业链为纽带，建设氢能 7
大功能区和氢能产业园区，在技术创新、运营模式、发展业态和体制机制等方面
深入探索，为氢能源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据估算，小镇 5 年内总体投资将达到 160 亿元，有望培育一批氢能产业的龙
头企业。淳华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开发主体，多年来专业从事氢
能科技产业开发，拥有先进的氢能源技术系列产品，并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来源：科技日报）

技术前沿
《自然》杂志展望 2017 年科技前景
据科技日报 2016 年 12 月 31 日消息，时光的车轮在 2016 年科学史上留下了
深深印记。随着新年的到来，科学家们开始展望更加绚丽的未来图景。
温室气体排放或降低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称，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并在讲话中誓言
要废除奥巴马提出的有关遏制气候变化的倡议。
2017 年，如果特朗普真的在遏制气候变化方面行动不力，中国可能会在该
领域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过去 3 年保持平稳状态，很多科学
家估计，由于经济低迷及环保技术的不断涌现，2017 年温室气体排放会有所下
降。
材料科学稳步推进
廉价而纤薄的太阳能电池有望于 2017 年底“飞入寻常百姓家”。自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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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钙钛矿基太阳能电池效率节节攀升，研究者目前正努力克服材料上的主
要缺点，同时推进生产这种电池的低成本方法。
随着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实验室价值 12 亿欧元的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器启动，材料科学也将稳步推进。这台设备将使科学家们能在原子尺度对瞬间发
生的化学反应和生物、物理过程进行研究。
（来源：技术在线）

MIT 研发最轻太阳能电池：和泡沫一样几乎没有重量
据搜狐网 2016 年
12 月 31 日消息，电
池的发展升级并不遵
循摩尔定律，因此并
不是每隔两年就能把
容量加倍。
不过，来自 MIT
的研究团队已经打造
了一款“超轻”电池，
未来或许有望解决目
前面临的各种电池问
题。
这种超薄的柔性光伏电池非常轻便，甚至可以放置在肥皂泡上。
据团队介绍，在这种太阳能电池的制作过程中，电池本身、支撑基板及保护
涂层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制作方式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因为电池本身和基板粘
合在一起，可以保护电池免受灰尘或其他物质的污染。基板和外涂层使用的材料
是聚对二甲苯的普通柔性聚合物，而主要的光吸收层则采用 DBP（邻苯二甲酸二
丁酯）有机材料。
另外和普通太阳能电池制造不同的一点，在于整个制作过程都是在真空环境
中进行的，并且不需要使用任何溶剂或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在基板和电池的融合
过程中，还采用了气相沉积技术，在热力和压力的作用下使材料发生化学反应。
通过这种技术获得电池厚度只有人类头发的 1/50。
“它轻到你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无论是衬衫还是笔记本上。这种电池能
够添加到任何现有的设备中使用。”团队的研究人员之一 Vladimir Bulovi 表
示。
这种电池可以使用在织物、纸或者是任何材料上，在高空或者是太空环境中，
这种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目前这种电池还在不断试验当中，如果要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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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规模生产也需要再等待几年的试验。
（来源：搜狐网）

专家视点
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发展可再生能源离不开公共政
策的支持
据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 年 12 月 30 日消息，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
丁诺德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分布式清洁能源多能互补研讨会》上表示，世界各国
应该更加重视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加强研发、政策支持和金融服务等
各方面的工作。
据介绍，从全球清洁能源的发展情况来看，相较于传统的集中式供能，分布
式能源系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分布式能源系统的优势在于可直接面向用
户，按用户的需求就地生产并供应能量。对此，在可再生能源实践领域具有 25
年丰富经验的马丁诺德认为，清洁能源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和来自
社会各方面的协助如金融服务的完善。
他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分布式清洁能源的情况做了分析。
他认为，近年来加州分布式清洁能源的繁荣和发展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来自政府的
补贴和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持，其中包括来自联邦政府的“可再生能源投资税收减
免计划”、“自发电激励项目”（包括风力发电、余热发电、微型燃气轮机等先
进的储能系统的民间应用），以此激烈企业和家庭在电力生产和消费方面的自主
性。其中重要的政策和工具是“净计量”（net metering），可以用发电量“抵
消”用电量，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家庭和企业用户对清洁能源的支持。
另外，另一项政策来自加州公共事业委员，该委员规定了太阳能、储能、智
能逆变器的接网标准，对于分布式发电企业来说，他们会进行并网成本的分析，
这一政策可以帮助市场竞争更为有效，大家可以从市场中获取最为廉价、成本最
低的能源组合。
“在这些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到 2020 年加州可再生能源发电率预计会达到
33%。”马丁诺德表示。
另外，马丁诺德认为，加强商业模式的探讨对于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发
展具重要帮助。他介绍称，在加州有很多金融机构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融资服务，
还有一些企业可以提供相关租赁服务，这些社会资源的支持能够帮助地区更好地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快速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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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能有望成为雾霾治理新配方
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主题，一个是健康，一个是能源。当健康和能源这两个
主题发生冲突时，比如雾霾当道的眼下，我们的出路又在哪儿呢？
答案是地热。地球不仅是个热库，同时还不断地生热，地球的热量是可持续
的。其实，入地不用太深，我们就可以享有丰富的地热能源。
地热资源是来自地球内心的奉献，地心温度可以达到 5000~6000 摄氏度，能
量巨大。与化石能源不同，地热能基本上不排放污染物，也不会带来大量的二氧
化碳和温室效应；与太阳能和风能不同，地热资源是一个连续稳定的能源，它一
天 24 小时，一年 365 天都存在；除此之外，它在地下储层当中，像电池一样储
集热能量，这个特点是在能源利用中有待发挥的优势。
那么，如何利用地热缓解雾霾？关键在于大型岩溶热储。俗话说，桂林山水
甲天下，在这样的地方，地上有风景如画的岩溶地貌，地下蕴含丰富的岩溶地下
水和地下河，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实际上在华北地区，地下是有隐伏的岩溶，
就如同埋在脚底下的桂林山水，储热条件非常好，单井出水量非常大，水质也很
好，其开发利用技术已经成熟。
河北省的雄县已经实现了可持续的地热供暖，开采井、回灌井的设计有效解
决了可持续供能的问题，开采井（红色的）出来的热水送到供热站经过换热以后，
被加热的自来水送到各家各户，降温后的地热水——地热尾水再从冷水井（蓝色
的井）回灌下去，实现循环往复的利用。雄县有 30 万人口，井有 70 口左右，约
1500 米的深井，温度在 60~70 摄氏度，每年冬天 90%以上的人口享受了地热供暖。
这个地热供暖是清洁的，整个城市几乎没有烟囱。这项成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
关注，被国家能源局命名为“雄县模式”，成为国家级示范区。
程度发育好的热储，勘探开发利用的远景非常好，潜力巨大。初步估算，全
国岩溶热储的能量潜力相当于我国目前年能耗的 100 倍以上。如果把它们的分布
与雾霾分布图对比可以发现，吻合度非常高，所以开发利用地热资源可以有效替
代燃煤，缓解雾霾。
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虽然在地热直接利用方面在国际上有突出
的业绩，但相对于人们的需求和我国地热资源潜力来说，利用程度仍然很低。未
来的目标是要对地热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如果能把中深层的地热跟浅层地热结合
利用，进一步探索干热岩等更深层地热的开发利用，那么对于治理雾霾以及改革
整个能源供应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地热能被唤醒。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庞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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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美国各类发电技术碳排放精算
据国际能源网 2016 年 12 月 30 日消息，美国咨询公司 Lazard 每年评估美国
各类能源发电的全生命周期平准成本（LCOE），2016 年 12 月 15 日公布了第 10
份报告。
这份报告中包含了相对于煤电碳排放而言的各类其他能源“减排成本”。天
然气、核电、风电、太阳能都可以减排，问题是哪一种技术减排成本最低？
我们先从煤电排放说起。在美国，600 兆瓦煤电厂每千瓦投资 3000 美元，
容量因子 93%，实际出力 558 兆瓦，全周期度电成本为 6.0 美分/千瓦时，碳排
放为 920 克/千瓦时。相比煤电，同样 558 兆瓦的实际出力，其他发电技术的相
应数据及减排成本如下——
#天然气联合循环：700 兆瓦天然气电厂每千瓦投资 1006 美元，容量因子 80%，
全周期度电成本为 4.8 美分/千瓦时，碳排放为 510 克/千瓦时；相对煤电减排无
额外成本，每吨碳排放“净赚”31 美元。
#核电：620 兆瓦核电厂每千瓦投资 3000 美元，容量因子 90%，全周期度电
成本为 9.7 美分/千瓦时，碳排放不计；相对煤电减排成本 40 美元/吨。
#风电：1010 兆瓦风电每千瓦投资 1250 美元，容量因子 55%，全周期度电成
本为 3.2 美分/千瓦时，碳排放不计；相对煤电减排无额外成本，每吨碳排放“净
赚”31 美元，与天然气相当。
#屋顶光伏：3190 兆瓦屋顶光伏每千瓦投资 2000 美元，容量因子 30%，全周
期度电成本为 13.8 美分/千瓦时，碳排放不计；相对煤电减排成本 84 美元/吨。
#大型地面光伏：煤电每千瓦投资 1450 美元，全周期度电成本为 4.9 美分/
千瓦时，碳排放不计；相对煤电减排无额外成本，每吨碳排放“净赚”13 美元。
#带储能的光热发电：煤电每千瓦投资 10296 美元，容量因子 85%，全周期
度电成本为 11.9 美分/千瓦时，碳排放不计；相对煤电减排成本 63 美元/吨。
结论：在美国，以天然气联合循环、风电、大型地面光伏实现减排已经具
有经济性，无需碳价激励；而核能、屋顶光伏、光热发电减排尚需政策补贴。
（来源：国际能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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