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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国情咨文关注可再生能源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过往的国情咨文（SOTU）中提出了将美国转变成更多

依靠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国家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他要求联邦政府，包括

武装力量在实地用电或电网用电中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然而，在今年的国情咨文

中他并没有提及任何太阳能或风能方面的新的重大项目，仅仅呼吁继续支持可再生能

源，以从行业支持者方面得到肯定。 
    奥巴马还指出天然气对美国经济和节能减排方面巨大的贡献。但他也承认其局限

性，将其视为过渡型能源。“我们不仅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蓬勃发展，我们也正在成

为全球太阳能方面的领先者”他说。“每四分钟就有一户家庭或企业使用太阳能，将

每个太阳能板安装到位的工人，他的工作是不可取代的。让我们用更明智的税收政策

来继续保持这种进步，化石燃料行业不再需要每年 40 亿美元的补助，因此我们可以将

更多的资金投资于未来能源”。 
   “我们的能源政策以创造就业机会及建设一个更清洁、更安全的地球为目的，”奥

巴马说，“在过去八年里，美国的碳污染总排放量减少程度高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

不过，他认为，美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应对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因此他说，政府

正在与州，公共事业及其他组织来合作以控制碳污染。“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变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情，他可能会面临非常艰难的抉择，”奥巴马说。 
   “总统说的是正确的，至少在目前，美国在风能和太阳能等再生资源及能源效率方

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可再生能源政策主任格林（Nathanael Greene）
说，“多亏了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上对推进可再生能源方面做的努力，美

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奥巴马的报告得到了太阳能产业的赞扬。“奥巴马总统继续展示他对太阳能强大

坚定的支持，”太阳能产业协会主席罗纳·雷希（Rhone Resch）说，“太阳能是美国

发展 快的可再生能源，向美国经济注入数百亿美元，尽管已经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

展，但我们相信 好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他说。 
    雷希同时还呼吁太阳能协会采取行动。“对总统领导方式表达感谢的 佳方式是

去证明他是正确的，”雷希说。（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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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美国总统承认美国太阳能行业的力量，”太阳能基金会执行董

事兼主席安德里亚·卢克（Ansrea Luecke）说，“我们 2013 年的国家太阳能普查报告

显示，去年美国太阳能行业增长了近 20%”，普查还显示，该行业在美国雇佣了近十四

万三千人。“总统正确的指出了太阳能在国家经济复苏中是一个亮点，我们期待着一个

同样强大的 2014，”她补充道。但也有警告称，美国在过度地依赖天然气。例如，信

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高级分析师马太·斯特普（Mattew Stepp）就指出了奥巴马政府

在能源政策方面的不足。“不幸的是，总统的报告也强调了美国能源和气候策略的不足：

以天然气为主导的方法和环境保护局的规定不是长期的解决方案，天然气因为比燃煤发

电更清洁，使其在向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获、生物燃料和电动汽车的过渡过程中必

不可少。碳排放限制加速了向天然气的转变，消费者选择清洁能源是因为它更具有经济

意义，而不是仅仅是由于政府的要求。目前仅有碳排放限制还是不够的。 
摘自： 
http://buyersguide.renewableenergyworld.com/solarreviews/blog/obamas-state-of-the-union-a
ddress-stays-the-course-on-renewables.html 

风能供应了欧洲 8%的用电 
    2014年欧盟风能并网累积容量达129GW(10亿瓦特)，满足了欧洲近8%的用电需求，

这也相当于比利时（Belgium）、荷兰（Netherlands）、希腊（Greece）以及爱尔兰（Ireland）
多国的年均总耗电量。根据欧洲联合研究中心（JRC，JOINT RESEARCH CENTRE）报

告，到 2020 年时，惊人的工业增长将使欧洲增加至少 12%的电力需求，但由于可再生

能源可承载 20%的电力配额，这将大大促进欧洲能源和气候目标的实现。 
2014 年欧洲联合研究中心风能现状报告聚焦于欧盟，展现了其风能部门的技术、

市场以及经济情况。风能作为可再生能源，其全球累积发电容量由 3GW 增加到了

370GW，见证了这过去二十年 为广泛与成功的能源部署。根据去年记录（2014 年），

全球风力发电年度总装机 52.8GW，较 2013 年增加了 48%，而较 2012 年记录的 45.2GW
增加了 17%。凭借着 23.2GW 的新增装机以及 44%的市场占据额，中国风电明显地超越

了新增总装机为 13.05GW 的欧盟各成员国。尽管如此，欧盟风电累积装机仍处于领先

地位，其海陆 129GW 的风能装机，实现了欧洲六个国家-丹麦（Denmark）、葡萄牙

（Portugal）、爱尔兰（Ireland）、西班牙（Spain）、罗马尼亚（Romania）以及德国（Germany）
- 10%-40%的用电源于风力发电。2014 年，欧洲风轮机制造商占领了除中国以外近 78%
的全球市场。在一个高度竞争而风轮机价格又一直下降的环境下，成本管理水平的提高

以及材料成本的削减，使得风轮机制造商得以改善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风能发电成本仍

在呈现着下降趋势，而其中工程造价的缩减更是功不可没。 

摘自: http://phys.org/news/2015-07-energy-europe-electric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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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在美国清洁能源规划中地位提升 
    在被反对者严厉抨击近一年之后，奥巴马本周发布的 终碳排放计划更大程度的推

动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风能和太阳能是清洁能源计划的核心，美国首次规定从电厂中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该规定不仅使可再生能源成为该计划三个主要板块之一，而且创造了特别的激励措

施，促进社区更快的建设可再生能源。 
    在经过数百次的会议讨论和递交到环保局的 430 万亿条公开评论之后，该规则的修

订版终于在一年之后公布。它要求国家做出规划，到 2030 年，电厂减少碳污染 8.7 亿

吨，或比 2005 年排放水平低 32%。 
   “我们收到的有价值的反馈意味着 终的能源计划更加雄心勃勃，同时也更具可操

作性，所以国家可以以对社区、企业和公共事业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制定计划以实现

其目标。”环境保护局局长吉娜·麦卡锡（Gina McCarthy）说。 
    麦卡锡说，多年来美国环境保护局意识到清洁能源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比预期的要

快。根据机构调查，与 2009 年相比，国家风能使用量增加了三倍，太阳能使用量增加

了 20 倍，太阳能产业对就业的增加高于其他经济领域十倍。 
    该计划旨在使可再生能源增长的更快。 
   “通常，每当有一个市场信号，无论这个信号是来自于消费者还是政府还是环保局，

市场都会对其作出反应。清洁能源计划应当也是如此。”先进能源经济政策和政府事务

高级副总裁马尔科姆·伍尔夫（Malcolm Woolf）说。 
    除了要削减碳排放，该计划还预计将其他电厂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

与 2005 年对比分别削减 90%和 72%。 
细节：BSER 
    在创建 终的计划时，美国环境保护局依靠三个构建模块或 好的减排体系。第一

是考虑发电厂热效率，第二是改用天然气，第三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草案还包括减排体系的能源效率，但美国环境保护局将其比重降低，因为它试图使

该计划能够应对法律上的挑战。 
    在计算碳排放要求上，环保局将去年规则中提出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这是因为

新数据显示“清洁能源的可用性比预计更显著”美国环境保护局说。 
    该机构认为需要更充足的可再生能源供应以达到“削减清洁能源技术成本及降低成

本预算”的目的。 
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 
    在天然气发电和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中，业内观察者认为该计划似乎偏向于可再

生能源。（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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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三版）真正困扰我的一件事是，该计划在多大程度上试图推动可再生能源

并减少对天然气的依赖，”在华盛顿特区的保罗·古特曼（Paul Gutemann）说。“天然气

与环保人士的关系有爱有恨，近年来天然气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因为其对经济的贡献及能

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例如，计划包括过去建议草案所没有的激励机制。名为“清洁能源激励计划”（CEIP），
这一新的计划对早期投资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州进行奖励，尤其是对那些低收入的

州。在 2020 或 2021 年减少碳排放的州可以得到奖励。 
    前环保局职员雅各·霍林格(Jacob Hollinger)指出，国家可以选择参加或不参加 CEIP，
它是一个自愿的组织。 
   “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里，国家将选择设计方案。这是可再生能源开发人员在规划过

程中需要考虑的，”他说。 
    他还指出，美国环保局还发布了拟议的联邦模型规则。规则规定将不创造自己合规

计划的州踢出局，即那些可能反对能源计划的州。可再生能源社区现在有机会加入联邦

计划，重要的是，这些州已经暗示他们可能抵制规则，霍林格说。 
    环保局还改变了合规的时间，以给各州更多的时间来遵守。草案呼吁州计划在 终

规则发布后的 13 个月内存档，同时碳减排从 2020 年开始。为了给各州更大的灵活性，

如果申请延期的话， 终规则将截止日期设定为 2018 年 9 月 6 日，否则，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6 日。 
行业反应 
    可再生能源和环保主义者对这项规划大加赞赏。“太阳能是清洁能源计划下 明智

合理的选择。太阳能在全部 50 个州均有应用，具有零碳排放的特点，比其它技术创造更

多的就业计划，其低成本和快速性的特点，同时可提高电网可靠性。”太阳能产业协会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纳·雷希（Rhone Resch）说。 
    美国风能协会表示，风力发电仅能提供新规定下大部分地区电能的需要。“低成本

的风能使 2014 年碳排放减少了 5%，而且我们能够做到的更多。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更加

多样化、更加可靠、更加清洁的能源结构，同时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将钱放在消

费者的口袋里。”美国风能协会首席执行官汤姆·基尔南（Tom Kierman）说。 
    与此同时，365 个私人企业和投资者在给州长的信中对这一计划表示支持。该写信

运动由可持续性倡议团体塞雷斯组织，由通用磨坊、玛尔斯、雀巢、斯台普斯、联合利

华和 VF 公司等工业巨头参与。法律专家说，清洁能源计划无疑将在法庭上受到挑战。

被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法院是否会“保持”该计划或解决诉讼后让其继续前进。 
    摘自： 
http://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articles/2015/08/renewable-energy-gains-greater-oppo
rtunity-in-us-clean-power-pl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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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仍在探索能源存储 
    目前，法国电力公司 EDF（法国电力，Electricité de France)）正在其概念电网实验

室（Concept Grid Lab）中对先进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在电网频率调节中的应用进行测试

评估。EDF 的概念电网实验室位于巴黎南部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的莱斯雷纳蒂

亚尔斯（Les Renardières）研发基地，实验室是一个在线配电网，用以支持、辅助设计以

及测试前沿和尖端的智能电网技术。 
    EDF 将花大约一年时间对 1 兆瓦的锂离子智能蓄电系统进行测试，测试其维持在实

验室测试电网频率水平的能力。阿尔斯通（Alstom）和帅德福（Saft）公司为这个系统提

供了支持，但协议的财务条款尚未披露。 
    在研发实验室，EDF 能将储能系统控制在极端条件下进行测试。例如，电网频率峰

值和谷值适当超出商业电力网的范围，Saft 市场和业务发展经理米歇尔·里贝特（Michael 
Lippert）在接受采访时说到。 
    采用智能锂离子电池储能方案控制电网频率水平在所需范围，“这很具有创新性和

前瞻性”，在法国或是更普遍地说是在欧洲，这也是很重要的应用。里贝特指出。 
更快，更智能，更精确 
    根据传统办法，普通电厂会维持 5%左右的备用发电容量。在法国，多数情况下通过

核能或燃煤实现-“为使电力供需平衡，保持电网稳定，避免限电和停电，频率调节是必

须的。”里贝特解释说。 
    “一般来说，与普通发电厂的备用容量相比，智能电池储能系统对电网频率峰值和

谷值的响应要快的多，它可在几毫秒内做出响应，”里贝特解释到。除了更快的响应以

及在频率上升、下降时段可出力外，Alstom-Saft 提出的方案还能更精确、更高效地维持

电网频率，他说到。在法国，诸如 EDF 这样的电力公司是有义务维持电网中电流频率的。 
“这同美国的市场模式稍有区别。”里贝特指出。Saft 公司在 2012 年发布了首个名为

“Intensium Max”的集装箱式实用智能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此后，公司已在世界各地

安装这类系统约达 80 兆瓦。 
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及应用 

即便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世界其他偏远地区，Saft 公司的锂离子电池储能技术也在

正常运行着，这些地区包括阿拉斯加（Alaska）、玻利维亚（Bolivia）以及北极圈以北的

加拿大偏远地区。这项技术也被用在一些岛屿国家，包括日本和丹麦（Denmark）与芬兰

（Finland）之间的法国群岛。公司目前正向法国一些领属地进军，例如印度洋的留尼汪

岛（Réunion）和法属的加勒比海岛屿，里贝特说。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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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五版）更广泛的，美国和美洲国家成为了 Saft 公司 为重要的市场，里贝特介

绍到。在美国，Saft 的实用级 Intensium Max 系统已经安装在了加利福尼亚、夏威夷以

及阿拉斯加州。说到电网的应用，可再生能源的结合成了欧洲的焦点。除了 EDF 公司

装置外，在尼斯（Nice）Saft 公司的 Intensium Max 锂离子电池储能已经与太阳能光电

相结合并入电网，Intensium Max 在 Venteea 风电场还与风能发电相结合。Venteea 位于

法国东部的奥布河（Aube），其安装的 2MW/1.3MWh 智能锂离子储能系统在法国目前

是 大的。智能锂离子电池储能也是微电网设施的一部分，现在正处于上升发展阶段，

里贝特提到。目前涌现了许多辅助电网服务，例如电网调频以及时削峰智能电网应用，

而且这些服务还在增加，他补充到。除了这些市场和应用，Saft 公司正在为机动车辆-
电动车（Evs）-以及通讯服务提供智能锂离子能源存储方案。公司也提供普通住宅规模

的智能锂离子储能系统-Intensium Home 系统，该系统在德国很受欢迎。Saft 公司下一步

将缩小系统在普通住宅和商业规模应用之间的差别。 
    摘自： 
http://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articles/2015/07/france-continues-exploring-energy-st
orage.html 
 

电、水和气候纽带关系的脆弱性和机遇 

    近期一项研究揭示了电力、水和气候之间关键的纽带关系，该研究着重强调与资源

之间的联系；水资源脆弱性增加的前景和气候变化下的电力生产；以及旨在减少脆弱性

和增加弹性的能源和水资源综合政策管理措施的机遇。本文将阐述这项研究发现的几个

主要的主题，并从科学和公共领域重点阐述对这一工作的领会。研究的基础是认识到水

资源将因全球变暖发生实质性变化，全球变暖是由于化石能源的碳排放导致的。同时，

化石燃料发电、核能发电和一些可再生能源技术（生物质能、地热和集中式太阳能）发

电通常都是高耗水的发电方式。现在及未来能源方式的选择将不仅对全球气候产生重大

影响，还会对目前严重依赖于它们的供应和能源系统的弹性产生重大影响。 
摘自：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10/8/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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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加存储价值如何？ 
州际可再生能源理事会（Interstate Renewable Energy Council，IREC）和清洁

能源研究所（Clean Power Research，CPR）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尝试量化能源存储

电度值。 

 
    对于美国供电企业以及他们的客户来说，与“民用电表计费”结合的能源存储加到

太阳能光伏发电部署其真正总价值如何？这是一个困扰着夏威夷（Hawaii）以及其他美

国各州投资商们的大问题，他们需要将大量增长的太阳能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整合到电网

中。 
    在由州际可再生能源理事会委托(Interstate Renewable Energy Council ，IREC)，清

洁能源研究所（Clean Power Research ，CPR）发布的一份报告里给出了一种新的估值

方法，方法提供了电力企业、电网运营商和管理者找到问题答案的方式。以夏威夷电力

市场为基础，IREC-CPR 的报告“夏威夷太阳能+存储：一种估值方法”，填补了电力

企业分析工具箱对这方面进行处理的空白，IREC 和 CPR 在接受采访中说到。 
    采用估值模型粗略分析表明，增加夏威夷太阳能设备的电池蓄量大概每度电能收入

10 美分。这些净容量增加的收益源于用户和纳税人。包括太阳能和存储损耗在内每度

电7美分的成本，都由调配这些混合系统的用电户所支付，CPR的本·诺斯里（Ben Norris）
解释到。 
    尽管这些数据针对的是夏威夷，IREC-CPR 的估值模型却能用于确定其他各州或其

他地区太阳能加上储能装置的价值，他补充说到。 
有助于用电户对太阳能加存储进行估值的方法 
    夏威夷计划到 2045 年时全部采用再生能源供电，其电力市场 近也成了新闻热点。

先进的蓄电池和能源存储方案为夏威夷实现该目标的同时降低电力成本、提高电网效

率、增强电网可靠性和弹性迎来了希望。 
    先进的能源存储和太阳能系统属于颠覆性的技术，其实际性能及成本和效益情况都

未曾有广泛传播的记录。IREC-CPR 的估值模型步入了第一代估值方法之路，这一代方

法让电力企业、电网运营商和管理者们能对“民用电表计费”太阳能加储能装置的总成

本、效益以及价值进行定量评估。 
    正因为如此，IREC and CPR 的新估值方法为电力工业提供了一项他们大体都缺少

的重要工具，IREC's 的项目管理主任萨拉·鲍尔温·奥克（Sara Baldwin Auck）说到。

“我们希望研发一种方法，有助于电力企业、电网运营商和管理者以及他们的用户能更

好地整合那些分布式光伏发电而不影响电网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她解释到。合作双方

表示，高效的分布式净计量光伏发电以及美国 贵的电价使得夏威夷拥有了 IREC 和
CPR 研发模型的理想市场和电网。（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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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七版）鲍尔温·奥克和 CPR 的本·诺斯里指出，评估分布式太阳能系统

和电网的成本、效益、投资收益率及其影响的模型方法推广很快，目前被太阳能光伏和

其他电力业内人士所广泛采用。此外，包括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NREL） 近报道的一项研究在内，目前有各种研究采用模型对是否

考虑光伏发电下的民用电表计费储能系统进行了成本和效益评估。 
    为了给 IREC 研发出评估模型，CPR 团队从这类研究中做了大量吸收。更具体地说，

CPR 参考了普杜大学以及太阳城和特斯拉（SolarCity and Tesla）使用的模型。这些模型

和研究 初采纳的都是用电户的观点。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研究更多倾向于特定区域

的经济研究，较之 IREC 和 CPR 设计的估值方法其推广应用能力更弱，CPR 软件服务

组董事杰夫·雷斯勒（Jeff Ressler）说到。 
    根据诺里斯所说，研究工作更大的一项成果是确定了用电户该安装多大的储能容量

以及“这些存储的电能如何被取出而送入电网”。 

 

太阳能加储能系统的效益 

诺里斯总结了分布式民用电表计费太阳能加储能系统能带给电力企业、电网运营商

和管理者们主要的三项福利： 

• 极快与高效的电能调度足以满足早高峰电能需求。 
• 缩减了燃料消耗和相关支出； 
• 输电线路损失减小，同时设施建设花费更少； 

此外，调配这些系统带来更为广泛的社会持续性发展效益也应考虑进去，诺里斯提

到。（下转第九版） 

第八版                                                          八月专刊 

 
 
 
 
 
 
 
 
 
 
 
 
 
 
 
 
 
 
 
 
 
 
 
 
 
 
  
 
 
 
 
 
 
    



 

 9

    （上接第八版）诺里斯还说，分布式太阳能加储能系统的价值可能会差别较大，这

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费率结构以及储能容量蓄满排空和定价规则等。例如，在采用按

需量收费而不是分时定价的服务领域，总的成本和效益会有所差别，他说到。 
那就是说，诸如 CPR 为 IREC 开发的这类估值模型，对于那些想牢牢把握这种即将

投产的民用电表计费太阳能加储能混合系统成本与效益的电力企业和业内人士来说很

是重要。而且反过来，如果夏威夷和美国其他各州想向那种大部分依赖于清洁可再生能

源的混合能源模式转变的话，这类估值模型对于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摘自： 
http://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articles/2015/06/what-is-the-value-of-solar-energy-st
orage.html  

 

实现经济环境和安全的 终平衡的日本长期能源计划 

    什么是 3E+S？它既不是一个数学问题也不是一个化学方程。它是日本经济、贸易

和工业部在 6 月 1 日审核公布的 新的能源计划。该草案旨在到 2030 年建立一个优化

的能源结构。 
    三个 E 是能源安全、经济效率和环境的首字母，S 是安全的首字母。安全对能源计

划来说至关重要，2011 年毁灭性的海啸和地震袭击了日本东北部地区，导致发生了继世

界上 严重的核灾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之后的核泄漏事件。自此之后，日本的发电

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核电站的担心使日本关闭了 54 个核反应堆，这些核反应堆提供了全国 30%的电

力。为了弥补核电供应的损失，日本将目光转向煤炭和液化天然气（LNG）。国家对化

石燃料需求的急剧增加导致液化天然气的价格与原油进口价格的飙升。 
    从核燃料到化石燃料的转变，使日本的能源自给自足的比例下降到只有 6%，温室

气体的排放达到 2013 年所创下的 高记录。进口化石燃料成本的增加和全国上网电价

（FIT）计划使工业用户的电价提高了 30%，住宅消费者电价提高了 20%。 
新计划将改变化石燃料的影响 

3E+S 计划旨在扭转增加化石燃料消耗所带来的影响。日本特别希望能提高其自给

自足能力至灾前水平的 25%。它还希望通过控制和降低电力成本为国家产业创造竞争优

势，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水平。 
3E+S=日本 优能源结构？ 
理论上，为了实现 优的“3E+S”，国家计划通过落实彻底的能源效率措施以减

少电力消耗，可再生资源 大化，提高化石燃料发电系统的效率并减少对核能的依赖。

如果日本在国内扩展可用的可再生能源，它可以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并减少二氧化

碳的排放。（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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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九版）但是，如果日本想要降低电力成本，它需要控制高成本的可再生能

源并扩大低成本化石燃料发电。此外，振兴核电站产业是提高自给自足能力，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并降低电力成本的 优选项。日本需要将达到能源安全（自给自足），环境（减

少二氧化碳）和经济成本（电力消耗）之间的平衡，同时保持安全作为首要任务。 
    在该能源计划中，2030 年日本电力能源结构由 22%-24%的可再生能源，20%-22%
的核能，27%的液化天然气，26%的煤炭和 3%的石油组成。与 2011 年核灾难后相比，

可再生能源的份额翻了一番多，石油份额从 8%大幅减少至 3%。 
    在发电的可再生能源部分，水电占 大的份额（8.8%-9%），其次是太阳能（PV）

占到 7%，然后是生物质能占到 3.7%-4.6%。 
    该计划呼吁 大化的利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现有的核能和化石燃料。地热、水电和生

物发电，可以产生稳定的供应，将被用来替代核能。具有间歇性并随自然变化的太阳能

和风能还将部分取代化石燃料。 
    然而，该计划指出，利用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光伏（PV）和风能，将涉及财政的

限制，以及纳税人能否支持国家的 FIT 计划。2013 年，日本花费 9 万亿日元在化石燃

料和 0.5 万亿日元在 FIT 上。到 2030 年，化石燃料成本预计下降到 5.5 万亿日元并将

FIT 花费增加到约 4 万亿日元。 
    该计划还指定首先配置地热、水力发电和生物质发电，然后是太阳能和风能类间歇

性能源。在太阳能和风能中，风能优先级更高，因为它的 FIT 低于太阳能。 
    由于 FIT 预算的限制，日本将能从混合可再生能源中产生 236.6-251.5TWh 的电能。

 
    为了达到 2030 年的目标， 大的容量增加将来自于光伏——64GW（9MV 来自于

住在，55MV 来自非住在系统），其次是水电（主要是大型水电）49GW，风力发电 10GW。

公开评论探索可再生能源何去何从 
    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开放了针对 2030 年能源计划的公共评论。在计划发布的

30 天内大约 19000 条评论被开放。 
国家迅速分成两组：是寻求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还是寻求更少的可再生能源。日本开

再生能源基金会（JREF）表示，METI 将 2030 年可再生能源份额设定为 22%-24%太悲

观了。JREF 相信可再生能源可以像其他七国集团（G7）一样覆盖 45%的电力需求。JREF
建议能源计划增加可再生能源份额至少至 30%。日本律师协会联合会（JFBA）表示，

该计划不应该考虑核能的振兴和增加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统的部署，该能源系统是安全

的，并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日本贸易和产业协会（JCCI）表示，国家产业过去几年的

经历显示减少电力采购成本的目标比移除竞争劣势产业更高。它还指出国家的 FIT 政

策，支持大量的光伏产能，而不是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混合，是加息的一个原因讲给纳

税人带来进一步的财政负担。JCCI 认为，国家必须尽快停止加息。为此，国家需要限

制新的光伏产能，设置一个光伏系统规模限制并削减 FIT 对光伏产业的财政支持。 
摘自： 
http://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articles/2015/07/japans-long-term-energy-plan-s

hoots-for-ultimate-balance-in-economics-environment-and-safe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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