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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能源需求

优化医院能效

医院的不同领域都需要热、冷、电等
能源供应，这种不同的能源形式往往相互
交叉关联在一起。医院的能源供应主要取
决于医院的功能设置、所在地气候以及基
础设施，因此，不同的医院有着不同的能
源供应方式。医院需根据所采用的能源载
体来挑选相应的供能设备，而不同的能源
制备和供应设备又决定了相应的运行成本
和有害气体的排放。

科学研究表明，医院的平均能耗要比一
般公共建筑高出一倍以上。医院能效优化不
但可以降低医院的成本，同时也可为气候保
护作出贡献。最近几年，德国许多医院采取
了很多创新的节能措施，积累了宝贵的实用
经验。在中国，随着医疗卫生改革的不断深
入，医院节能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能源的消耗结构与使用行为密不可
分。医院能源的需求由不同的能源载体
（主要为化石性能源载体）来实现，在医
院的能源供应中，可再生能源目前还只起
到一种配角作用。
医院节能2020信息推广活动旨在向医
院介绍可行的节能措施以及技术，促进可
再生能源的使用，以降低医院能耗费用和
二氧化碳排放量。
本宣传手册是本次活动主要宣传工
具—2020医院节能信息推广活动官方网站
www.klinergie.de—的辅助宣传材料，
汇集了医院能效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和经
验，可供从事医院后勤工作的管理和专业
人员的阅读。医院节能2020信息推广活动
官方网站的信息量很大，且在不断更新，
因此本宣传册不可能涵盖官方网站的全部
信息。本宣传册挑选了其中具有长效价值
的一些基本信息，按照一定的分类和实际
案例整理成册，呈现给读者。通过本宣传
册，读者可进一步了解和获取不断更新中
的医院节能2020信息推广活动官方网站上
的其它内容。

Prof. Dr. Franz Daschner
弗朗茨•达希纳博士教授
viamedica基金会主席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受德国联邦
经济合作和发展部的委托在中国实施“公共
建筑（中小学校和医院）节能项目，该项目
的目标是：在公共建筑（中小学校和医院）
中引入创新的提高能效解决方案。项目与中
方有关部委密切合作，通过示范性措施，努
力降低医院的能耗。知识转让和经验交流在
合作项目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德国viamedica基金会在其发起倡议
的“医院节能2020——德国医院的可再生能
源和能效”宣传推广活动中，收集整理了大
量医院楼宇管理技术和能源供应技术设备优
化方面的实用信息和资料，图文并茂地介绍
了德国医院节能改造的成功案例。感谢中德
技术合作“公共建筑（中小学校和医院）节
能”项目将《德国医院中的可再生能源和能
效》翻译成中文，使中国的专业同行也能分
享这方面的信息。
愿本宣传册能在医院能效优化方面给中
国的读者带来启迪和鼓舞。

Tanja Gönner
谭雅•格纳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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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

“我十分荣幸举办本次活动，并希望viamedica基金会这一富有首创精
“我十分荣幸举办本次活动，并希望viamedica基金会
神的举措得以圆满的成功。”
这一富有首创精神的举措得以圆满的成功。”

致辞

学习德国先进技术与经验
提高中国医院的节能水平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医院的能耗是十分巨大的，医院中一
张病床的能耗相当于3个普通家庭能耗的总
和。在过去几年中，能源价格不断攀升,
能源价格提升造成的医院成本增加部分正
是我们在医保体系中所缺少的资金。令人
担忧的是，能源价格在今后几年还会继续
保持增长的势头。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就是说不断的
节约能源，尽可能多的利用可再生能源,
已成为医院所面临的主要课题。viamedica
基金会倡议发起的“医院节能2020-德国医
院中的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活动为此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南。本宣传册详尽地
叙述了医院中可挖掘的节能潜力，并列举
了德国医院通过节能改造和利用可再生能
源实现节能减排的成功案例，为医院的节
能减排工作提供了实用的参考指导意见。

鲁道夫•克约斯特斯 博士
德国医院协会主席

医院建筑节能是中国建筑节能发展路
线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医院用能种类多
强度大，属于能耗较高的民用建筑。中国
医院的建筑大多是我国开展建筑节能工作
之前建成的，未采取节能措施。为了提高
医疗水平，人们往往重视新型医疗设备的
引进，而忽视了能源的消耗及其成本。
中德两国政府合作开展的“公共建筑
（中小学校和医院）节能”项目，是中德
在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取得成功后的一
个延续项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卫生
部和教育部实施。项目在中国选取了五个
示范城市，开展了医院能效调查分析、工
程示范、国际考察与交流研讨、支持编写
相关标准等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德国医院的可再生能源和能效》宣
传册深入简出地介绍了德国医院节能降耗
的成功经验。感谢德国viamedica基金会允
许项目将宣传册译成中文，供中国医院参
考借鉴。希望国内有关医院建筑节能工作
者和有关方面藉此提高对医院建筑节能的
重视，共同推进医院节能的发展。
韩爱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司长
中德“公共建筑（中小学校和医院）节能”
项目指导委员会

关于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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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能源费用方面拥有巨大的节约潜力。”

医院节能

2020

德国医院中的能源效率

活动背景
近年来，各种医疗改革举措所带来的
一系列变化使医院之间的相互竞争越来越
激烈，再加上迅速上涨的能源价格和人工
费用，医院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早在
2008年6月，德国城市协会(DST)就预测德
国医院的财政状况“令人堪忧”，这种状
况将对患者就医和医院职工的工作条件带
来负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就如何缓解
这一状况以及如何削减成本进行多方面的
思考。
虽然相关调查显示，医院运行成本
的最大节约潜力在于人工费用，能源费用
约占医院总费用的3%和后勤材料总费用的
10%,从百分比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从绝
对值看，能源费用的节约潜力却不可小
视，在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今天尤其如
此。一家拥有600张床位的医院2008年的平
均能源费用高达100万欧元。
德国2100家医院的年均支出约为600亿
欧元（来源：联邦统计局）,其中能耗费用
约为15亿欧元（来源：BFE能源和环境研究
所）,每张床位年均电耗6000千瓦时，热耗
29000千瓦时，其中热能消耗相当于两栋较
新的单体家庭住宅。据此推算，德国所有
医院平均每年的能耗支出约为50万欧元。
根据医院的建筑年代、规模大小，这些医
院尚有40%的电力和32%热能的节约潜力，
节能潜力当然也与医院现有技术设备的状
况有关，德国医院的部分技术设备急需更
新换代。

这意味着，要降低成本，保障和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就必须采取相关的节能措
施。合理地使用能源也能为减轻环境负担
以及保护有限资源作出重要贡献。
为了促进医院节能工作，由环境奖得
主弗朗茨•达希纳博士教授于2002年创办的
致力于健康医疗的viamedica基金会策划了
医院节能—2020宣传推广活动。本宣传册
从医院节能潜力、如何经济有效地挖掘节
能潜力、节能改造技术、可再生能源在医
院的利用、资金筹措和节能措施的实施等
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简明扼要的实用信息。
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大大缩短了节能改
造的投资回收期，仅在过去几年中，节能
改造的投资回收期就缩短了20%。

目标
医院节能—2020宣传活动的目标是：
向医院中负责技术和后勤工作的决策者和
参与者以及医务人员全面集中地介绍以下
几方面内容：
通过以下措施降低运营费用
1. 通过相应的节能措施实现节能目标
2. 通过技术创新，特别是可再生能源
应用，提高能源装备和生产的效率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降低资源消耗

6

医院中的能源需求

“节能措施的制定必须从经济和环保两方面进行考量。”

医院能源技术设备的选用取决于所使
用能源载体，各类能源种类又根据医院的
不同用途以及基础设施，通过极其复杂的
能源网络交织在一起。由于各个医院的规
模以及专业性质都不尽相同，这里介绍的
措施和建议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医院，医
院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调整。
医院的能源需求不仅仅取决于它的规
模和专业性质，同时也取决于医院的建筑
物现状、采用的能源载体、接诊人次、医
疗技术装备、技术设备的运行和维保等框
架条件。因此，调查计算医院的热能单耗
和电力单耗（一般以建筑面积和床位为单
位）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工作。

2006年至2008年，费劳恩霍夫环境、
安全、能源科技研究院（UMSICHT）基于在
20家医院进行的系统性能效调查，制定出
了医院能效对标值，为医院提供了能效比
对的基础。医院可以通过与该基准的比对
来了解自身的能耗情况，如果发现自己的
能耗大大高于同类医院的平均值，就可进
一步寻找问题的症结，采取积极的节能措
施。
节能措施的制定必须从经济和环保两
方面进行考量，同时又要能够满足医院在
能源供给方面的需求。除了技术设备和建
筑物围护方面的措施外，组织管理优化和
使用者用能行为的改善也能带来可观的节
能效果。
德国政府通过相关的建筑立法要求建
筑业主满足建筑节能要求，相关标准的法
律依据是联邦《节约能源法》（EnEG）。
《节能条例》（EnEV）是上述法律的一个
组成部分，其中详细规定了建筑物或建筑
项目实现低能耗运营的建筑技术标准和要
求。除此之外，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和实现
气候保护目标方面，联邦政府也制定了相
应的法律法规。
更多信息请见：
www.erneuerbare-energien.de
www.bmu.de

能源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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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节能改造，每年可节约30%至40%的能源费用。”

节能条例（EnEV）中的最重要新规
之一是要求对所有既有建筑实行能源护照
审计制度。节能条例把建筑分为两类，一
类为非居住建筑（其中包括医院），另一
类为居住建筑（其中包括养老院和护士宿
舍）。不同类型的建筑需出具不同的能源
护照。
能源需求护照及能源消耗护照
节能条例规定，相关单位可以根据计
算出来的能源需求（能源需求护照）或者
依据过去几年中实际发生的能源消耗（能
源消耗护照）来出具能源护照。
出具能源护照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
是通过能源护照这种手段，对建筑物进行
系统的能耗分析，从而发现问题，采取提
高能效的措施。
能源需求护照
能源需求护照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出
具能源护照时需作必要说明和计算，并进
行认真的核实，为相关建筑物提出经济可
行的改进能源特性的具体建议。
根据建筑物状况以及建成年份，一家
300至400张床位的医院要获得一份能源需
求护照，需要几周至几个月时间来准备收
集所需数据，大约要花费一万欧元。
然而，如果医院进行节能改造，根据
建筑物的不同状况，每年则可节约30%至
40%的能源费用。

能源消耗护照
出具能源消耗护照需根据前几年有据
可查的能源消耗数据，然后进行气候修正
计算。由于只能得到少量的建筑物信息，
能源消耗护照只能给出一个粗浅改进建
议。
一般来说，一家300至400张床位的医
院不需要花太长的时间就能收集提供过去
几年能耗数据，最低的能源消耗护照费用
约为1000欧元。
新建建筑或者规模较大的改造建
筑——特别是外墙改造（详见节能条例
EnEV）必须出具能源需求护照。
出具能源护照的期限：
非居住类建筑（特别是医院）:2009年7月1日
1965年以前建成的居住类建筑:2008年7月1日
1965年以后建成的居住类建筑:2009年1月1日
出具能源护照的机构
下述网页提供了按照邮政编码搜寻有
资质开具能源护照机构的功能，此外，该
网页还提供关于“能源护照”和“节能条
例（EnEV）”的详细信息。
www.dena-energieausweis.de
www.thema-enev.de
更多信息请见：
北威州医院协会
Kaiserswerther Straße 282, 40474 Düsseldorf
www.kgnw.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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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

“从长远角度来看, 能源管理是降低成本的前提条件。”

当前,质量管理（QM）和环境管理
（UM）在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中几乎都
已成为标准，但是能源管理（EM）尚不多
见，尽管能源管理中有些部分是与上述两
项相重合的,但是大部分医院仍然没有单独
引进能源管理系统。
所以，应将现有的结构进行系统化整
合，使其能根据不同类型医院的不同要求
作出相应的调整。因为放眼未来，只有通
过企业式的能源管理才能改善医院用能情
况，同时降低运行成本。要想取得理想的
结果，医院领导应像重视质量管理和环境
管理一样重视医院的能源管理，负责制定
出医院的能源策略（能源方案），并认真
督促落实能源监控方面的各项措施。

医院能源管理的目标
必须制定一份全面的能源管理方案，
优化能源供给（采购、配送及生产制备）
和能源使用（技术设备、组织管理结构、
使用者用能行为），这样才能实现下述目
标：
提高医院流程的透明度，以便查找确认
存在的问题和优化潜力
降低环境负担（节约资源、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优化能源问题上的内部协调过程
提高自身适应能源政策变化的能力
提高能源消耗和能源需求发展趋势及与
此有关的改进措施和相关投资的透明度

“提高医院的能效能够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为气候
保护作出贡献。”
Tanja Gönner
谭雅•格纳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董事会主席

能源管理

能源管理的组成部分：
能源监控和能源方案
能源监控作为能源管理的基石，意味
着定期对能源消耗和能源费用进行记录、
评估和调控。能源监控一方面为能源计划
和目标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
也可协调能源流的配送和能源流的控制。
现状调查
现状调查（即初步分析）应大致反映
出医院最近几年的能源需求、能源费用及
其发展趋势。现状调查包括能源的制备、
输配和应用；能源数据的采集；薄弱环节
和优化潜力的确定等内容。现状调查应计
算并列出医院各个耗能单位（或设备）在
总能耗中所占的比重。
详细分析
为了获得不同的能耗数据，计算并
确认出最大的节能潜力，须对主要能耗单
位（或设备）进行详细分析。最好是分三
级进行：医院总能耗、科室能耗、设备能
耗。这样就能得出医院目前的能效状况，
发现薄弱环节和问题症结，了解能耗变化
趋势，确定优化潜力，将能源成本分解到
某个具体单位（或设备）。
数据采集
能源监控不应只是暂时的，而应该成
为医院运营过程中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
能源监控的基础是不间断地进行数据采
集，虽然这意味着必须投资购买必要的测
量仪器，但对于节约潜力的调查来说是必
不可少的。长期来看，数据采集要实现自
动化，以减少人工费用和人工录入可能导
致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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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的实施
实施能源管理要经过三个阶段：
准备阶段：汇总所有重要信息，制定出
一个能源策略或能源政策，确定具体的
目标。
引入阶段：对采集到的能耗数据进行详
细分析，借助对标数据（比如费劳恩霍
夫环境、安全、能源科技研究院（UMSICHT）或者行业能源方案数据（如北威
州医院能源署）制定评估标准。
执行阶段：持续监测能耗，核查并调
整评估标准；设置一个内部能源咨询岗
位，负责所有项目（投资、新建建筑、
过程优化等）的咨询；引入节能项目，
并作出文档记录。
贯彻落实能源管理，必须要有投资
和组织两方面的措施加以保障。聘请外部
的能源专家来给内部的相关负责人员出谋
划策，内外专家一起来共同解决错综复杂
的能源问题已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
法。
建立在能源监控数据基础上
的能源方案重点:
可用能源制备和生产的优化，比如通
过更换老设备或采用余热回收技术
技术设备工艺和运行组织管理优化
降低能耗
节能潜力的挖掘措施，例如建筑围
护、采暖、通风、空调、照明以及使
用者行为等方面的措施
资金运作模式和投资回报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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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实际案例

可采取的措施:
更新楼宇控制系统，包含峰值负载管理
使用带自动数据采集系统的楼宇控制系
统，每月进行能耗分析
制定技术设备优化运行的内部规程(根
据需求开启设备，夜间降低通风设备功
率等级，为特定功能区设定最高温度

值)
选择高效的设备和系统，（比如将旧的
供热循环泵更换成高效变频泵；用尺寸
合适的风冷冷水机组替换原有的制冷设
备）
编写年度能源报告

案例医院:不莱梅哈芬莱肯海德医院
自2007年以来，医院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每年降低了2600吨，相当于每年减
排25%。每年的能耗费用因此降低了至少
76.7万欧元。原有楼宇控制系统的更新以
及能源管理中采用的带自动数据采集和分
析的峰值负荷管理系统，为这一成果的取
得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楼宇控制系统更新所需的资金通过合
同能源管理筹措，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提供
方保证节能25.6%，合同期为12年，项目
总投资为620万欧元。
更多信息请见：
www.energiesparendes-krankenhaus.de

合作企业实用案例
1. 贝格(BERG)能源监制系统实现现代的能
源管理
不断上升的能源费用要求企业必须尽
快出台相应措施，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能源费用需要引起所有医院的足够重视，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透明度，也就是让
所有员工对医院所有区域的能耗、所有能
2. WISAG能源管理：保证降低成本、设备
现代化和气候保护
有的放矢地对楼宇技术设备的进行
升级更新是系统化能源管理体系一个中心
任务。随着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节能措
施的经济效益得以不断显现。当前，制热
或照明方面的改造投资在十年内就能够回
收。仅在几年前，相应的投资回收期要长
一倍。高昂的能源价格促进了可再生能源

源载体，以及能源费用都有一个清晰的了
解。贝格（BERG）能源监控系统公司可为
此提供基于网络技术的数据测量和记录的
能源管理系统。
更多信息请见：
www.berg-energie.de
www.klinergie.de

（比如使用木屑）的应用和建筑围护保温
措施的推广。多年来，WISAG能源管理公
司（原ABB楼宇技术公司）同客户紧密合
作，通过一系列长期合作项目，实现了持
续节能的目标。到目前为止，WISAG能源
管理公司已为全德200多座规模较大的建
筑物进行了能源优化。
更多信息请见：
www.wisag.de | www.klinergie.de

电力供应——电力购买

11

“基于高昂的电费, 应充分发掘供电方面的所有优化潜力。”

尽管电力消耗只占医院总能耗的20%左
右，但高昂的电价却使医院的电力费用占
到了总能源费用的50%。鉴于高昂的电价，
应充分发掘供电方面的所有优化潜力，以
降低能源费用。
外部供电
在考虑降低电费成本时，首先应对购
电条件作一个认真的分析。自从电力市场
自由化以来，医院可以从任意一家电力供
应商那里购买电力。医院可在众多的供应
商里挑选一个能以最低价格提供理想产品
的供应商。电力需求量较大的医院还可与
电力供应商谈判，为一些特殊的应用领域
商定特别电价。医院可充分利用电力市场
上的激烈竞争，实行招标购电，为自己确
定一个物美价廉的供应商。

绿色电力
在选择电力供应商时，不应仅仅将
价格作为唯一的决定因素，医院可通过购
买绿色电力，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和热电联
产机组的发展做出贡献。环境保护协会推
荐使用那些并非由电力巨头提供的绿色电
力，主要是出于气候保护以及拒绝使用核
能的考虑。从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促进公平
竞争的角度来看，也推荐医院采用由规模
较小的电力公司提供的电力，大多数绿色
电力供应商都较小，绿色电力的价格有时
可能比各地区电力巨头提供的传统电力价
格更低。

“只要想一想，每张病床每年要消耗掉6,000千瓦
时的电能和29,000千瓦时的热能，并且仅在德国就
有50万张病床，那么“医院节能——2020宣传活
动”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Klaus Töpfer
克劳斯•特普弗
成立于2009年的德波茨坦气候变化、地球系统以及可持
续发展研究院的创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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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供应——节电

节电
避免峰值负荷
电力成本由实际电耗费用和电力容量
价格两部分组成,高峰值负荷会导致能源
成本的大幅增涨,因此,避免产生极端峰值
负荷是降低电力成本的有效手段。所有高
耗能设备(如通风驱动设备和制冷机等)都
应在用电高峰时段内调低功率或者完全关
闭。可以根据用电日负荷曲线或通过负荷
管理系统来进行自动调峰，负荷管理系统
可确保一定时间内的耗电量不会超出限定
的范围。用电负荷管理就是在特定时段内
调控用电的最大值，在达到用电最大值时
调低相关设备的做功功率或者关闭相关设
备，这就要求对削峰填谷作系统的技术考
虑。负荷管理系统本身对能源需求并不产
生影响，只是降低能耗费用的一种技术手
段。
用电时间分析
通过年负荷曲线和日负荷曲线分析可
确定导致负荷峰值的部门和设备，找到“
耗电大户”。通过对每月电耗的分析，即
可得出年度负荷曲线，而要得出日负荷曲
线则要安装必要的测量仪器。通过有针对
性的薄弱环节分析，可为后续措施提供具
体提示和结论。比如通过对照明用电需求
的特定分析，能够找出在建筑内部和外部
照明系统中使用更加节能的灯具的措施。

更换大型厨房中的高耗能设备
用天然气替换大型厨房中使用的电能
可以降低很多能源成本。购置能烧燃气的
先进厨房设备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收回投
资成本，因为采用燃气烹饪可大大降低一
次能源的消耗，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在燃
气厨具投入使用前，要认真检查原有的厨
房通风设备是否能满足采用燃气厨具后对
新增通风量的要求。
更换低效率的设备，调整需求
在其它措施中，首先就是要将陈旧的
高耗能设备更换成高效的先进设备。比如
超大设计的电机可以换成效率更高的节能
电机。采用新型高效的变频电机可降低泵
（比如热力循环泵）的电耗，泵的转速调
节特别重要，因为泵的转速一般是按照满
负荷要求来设计的，但实际运行中，泵很
少长时间满负荷运行。安装变频技术后，
泵的节电效果可高达50%。泵的转速得到
合理调节后，还可减少相应通风设备的电
耗。
使用者行为
使用者的用能行为——也就是使用者
如何有意识的使用能源这个经济商品——
也是影响能耗的重要因素。如果能调动起
工作人员对节能潜力的敏感度和积极性，
并且使他们长期坚持改善自身的用能行
为，那么即使不作任何投资，也能够节省
可观能源费用。

电力供应——电力生产

电力生产
小型热电联产机组
医院不但需要电力，而且也需要热
力，所以特别适合采用热电联产技术。根
据以往经验，病床在200张以上的医院使用
小型热电联产机组的经济性特别高，4-8年
即可收回投资资本。热电联产就是在生产
电力的同时还可生产热力，在不需要热力
的季节或热力有富余的情况下，还可用余
热来制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热、电、冷
三联供技术。
在传统的化石燃料发电厂中，有60%以
上的能源以蒸汽形式从冷却塔排空，这些
热能被白白地浪费掉。热电联产技术能够
将这些余热用于房间采暖或者热水制备。
在余热温度极高的情况下还可用于制备蒸
汽。
热电联产系统能明显改善能源使用情
况，一次能源的使用率能达到80%至90%。
因此，与电、热分制的技术相比，热电联
产技术可节省40%的能源。
生产出的电力能直接使用或并入当地
电网。如热电联产机组使用化石燃料，设
备运营者可根据热电联产法（KWKG）申请
相应的上网补贴。不过产出的电能应尽量
自己使用，因为上网补贴通常来说都要小
于自己使用所节省下来的费用。根据可再
生能源法（EEG）的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
上网可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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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不同的框架条件来选择热电联
产机组的最佳日运行时间。根据不同的能
耗结构，可采用以电定产或以热定产的方
式来设计和运行热电联产机组，以电定产
就是根据电力需求来运行机组，以热定产
就是根据热力需求来运行机组。为了尽可
能多地节约能源成本，医院应尽量选择以
电定产的运行方式，至少是在电费较高的
时段应优先考虑满足用电需求。在夏季无
采暖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用产生的余热进
行吸收式制冷。
小型热电联产机组的主要组成部分是
传统的内燃机，也就是驱动发电机发电的
柴油发动机或燃气发动机。小型热电机组
占地面积小，生产出来的电力和热能可方
便地接入现有的配电网和热力管道系统中
去。
光伏装置
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环境又
无任何破坏作用，因此不管是从经济还是
生态因素来看，它都是一种理想的能源。
经过多年大规模地投入使用，太阳能技术
已经日趋成熟，特别适合作为医院中能源
供给的辅助手段。更多关于光伏技术的信
息请见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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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供应——实际案例

可采取的措施
审核购电条件，必要时更换电力供应商
引进自动用电负荷管理系统
优化设备运行方式（设定室内最高温
度，根据需求调控通风设备并设置关闭
时间，为泵和风机安装变频器，合理调
节转速和风量）
使用带自动开关程序的高效照明设备（
声控装置，电子镇流器，高效灯管，降

低建筑物中某些区域的照明强度）
将一些能耗较高的工作进行外包（比如
洗衣房）
将大型厨房中的电力烹饪改为燃气
用高效的新设备替换陈旧设备
对相关使用者进行培训
采用热电联产技术
安装光伏设备

案例医院—康斯坦茨医院
该院的一栋17层高的建筑分两期进行
了节能改造，改造后每年能节省12万欧元
的能源费用。通过一系列技术改造措施，
该楼的楼宇设施和供能系统及外围护均达
到了最新环保标准：每年减少1661吨二氧
化碳的排放。

积达440平方米的光伏电站，剩余电能输
入公共电网中。
更多信息请见：
www.energiesparendes-krankenhaus.de

引入热电联产机组是最重要的技术改
造措施。电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被用
于医院的热力供应。热电联产机组的设计
功率为1280千瓦热，835千瓦电，总效率
为75%，远远超过了传统发电机组约35%的
效率。吸收式制冷机和压缩式制冷机的功
率均为400千瓦。该院还安装了两个总面

合作企业实用案例
1. 弗莱堡GWE公司为路德维希堡医院提供
热电联产机组
多年来，热电联产技术一直受到医院
青睐，因为它既能够生产出价格低廉的能
源，又能促进环境保护。早在1996
年，GWE就在路德维希堡医院安装了第一
台热电联产机组，此后，热电联产机组的
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夏天进行了大规模
更新改造。安装设备时，对供热管网做了
2. 布德鲁斯公司的小型热电联产机组
热电联产机组的总效率可达到90%以
上，其中1/3为电能，2/3为热能。与大型
发电厂发电和用锅炉制热的形式相比，热
电联产机组可节约38%左右的一次能源，
也就是说，传统的能源生产方式要比现代

相应的调整，冬季效率可达到96%以上。
增加吸收制冷机后，机组在夏季也能保持
稳定运行。
路德维希堡-比提希海姆医院联盟通
过这种高效能源生产得到了双倍的收益，
一方面是降低了能源费用，另一方面还争
取到了能源供应商在项目上的投资。
更多信息请见：
www.gweenergie.de|www.klinergie.de

的热电联产机组多消耗62%的一次能源。
除此之外，热电联产还能够减少34%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为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

更多信息请见：
www.buderus.de | www.klinergie.de

热力供应——室内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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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热过程中的节能潜力开发可带来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德国的医院中，供热能耗占总能
耗的比例高达70%至80%。因此，在当前能
源价格飞涨、高能效设备迭出的情况下，
挖掘供热领域的节能潜力具有十分重要的
经济价值。医院中的热需求主要由室内采
暖、热水以及蒸汽需求组成，以上三项都
有巨大的节能潜力。首先要调查和调整影
响热能消耗主要因素。除了使用者行为以
外，最重要的就是供热方式、设备的使用
年限和现状、设备的维保和运行。一般来
说，在改造条件较为理想的情况下，最多
可节约50%的燃料。

室内供暖
德国的大多数医院都是通过燃油或燃
气热水锅炉或蒸汽锅炉来给室内供暖，正
是这种传统的供暖方式有着诸多的弊端。
很多情况下，整个供热系统在初建或
在后来的改造中被超大设计，形成“大马
拉小车”的情况，导致了过高的设备运行
和备用成本。通过更新制热设备以及根据
实际热需求调整设备运行功率，就可取得
可观的节能效果，有的情况下，不花大钱
投资也能取得很好的节能效果。优化工作
的第一步是要对现有的设备作全面认真的
调查，通过合理的调控手段和维修更新措
施使供暖设备达到最佳状态。例如，许多
供暖设备就是因为供暖数据设置不合理而

导致不必要的过高温度，造成了热能的过
度流失。如采用燃油锅炉，只要定期清洁
加热面，也能取得相应的节能效果。
温度较高的采暖锅炉可加装烟气余热
回收装置，烟气余热可用来制备其他能源
（比如制备热水或预热锅炉补水），通过
烟气余热回收，可节省25%左右的燃料。总
的来说，用低温锅炉或者冷凝锅炉来替换
陈旧老化且往往是超大设计的采暖锅炉是
很有益处的。
热力分配
室内供暖通过热分配网来控制，热力
分配网的调控系统应能满足不同区域对温
度及流量的不同要求。不同时段的热需求
各不相同，这对热力分配网的水力和热力
调控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避免不
必要的制备损失，应根据各耗热区域的热
需求准确地设置运行参数。除此之外，定
期检查热网管道的状态，对热网管道作充
分的保温也可大大减少热损失。
热能消耗
避免过度供热及关小或关闭不需采暖
的建筑物中暖气也能节约能源。医院中各
个房间的温度以及整体的温度水平往往过
高，平均温度每降低一度，就能节约5%至
8%的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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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供应——室内供热

热水

降下来。此外还可以安装烟气热交换器，
进行余热回收利用，以减少能源的损耗。
根据蒸汽消耗结构，也可以用分散的蒸汽
供应方式来代替大型的蒸汽锅炉，比如在
某些特定区域可使用小型的快速蒸汽发生
器，这样可避免蒸汽管网和锅炉待机所带
来的热损失。

用太阳能制备热水
利用太阳能设备，即太阳能集热器制
备热水是一种高效节能的方法。根据医院
全年热需求高的特点，可以长期使用太阳
能集热器，这样做的经济收益十分显著。
夏季月份里，太阳能甚至可以100%满足所
有生活热水需求。而一年中平均有50%至
65%的生活热水可以由太阳能来提供。太
阳幅射较低时，则可以通过热存储器来弥
补。质量良好的光热装置的使用寿命约为
20年，根据当前的能源价格，几年内就能
收回投资成本。此外，使用太阳能设备还
能够大大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热回收

节能潜力
加强需求侧管理也能为节约热能做出
贡献。这方面的措施有：安装流量控制器
和感应式水龙头；使用节水型设备；把直
流冷却改为循环冷却。

可以回收利用的余热有：
风冷压缩机和制冷机排出的的余热
热水锅炉和蒸汽锅炉的烟气余热
烘干机、大型厨房或者计算机房废气中
的余热

在许多情况下，用小型分散式设备代
替大型集中设备供热设备也是一种有效的
措施，比如可以用独立的直流式加热器给
淋浴提供热水，这样，在夏季就可完全关
闭大型的热水锅炉。

余热回收利用的工艺技术有：
热交换器：通过热交换器，将余热直接
或间接（经由中间媒介）转移到其它需
要热量的环节。运用这种技术的前提条
件是两种介质之间要有一定的温差。应
尽量直接或就近利用余热，比如室内废
气中的余热可用来预热室内新风。
热存储器：如果所产生的余热不能被即
时利用的话，可以采用热存储器来存储
热能。
热泵：若两种介质之间的温差较小，或
余热的温度较低，则可以依靠热泵凭借
机械能来提高余热温度。

蒸汽
在许多医院中，直到今天都还在使
用蒸汽锅炉来制备蒸汽作为采暖介质。制
备蒸汽的过程中会造成很高的能量转换
损失，所以应尽量直接用热水作为采暖介
质。在许多情况下，现有的蒸汽锅炉往往
太大，因为过去几年中，医院已把部分业
务外包了（如洗衣房等）。
如同室内供暖一样，只要能够按照需
求调整运行参数，蒸汽制备方面也大有节
能潜力可挖。首先要对蒸汽的需求量做一
个准确的分析（比如通过安装一个价格合
适的冷凝水计量器）。要查清楚什么地方
需要蒸汽；需要多少压力；需要多少蒸汽
量。有了实际需求量数据后，就可实行按
需提供蒸汽。在许多情况下，有的蒸汽管
网是可以关闭的，蒸汽的压力也完全可以

很多地方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热量，
而这些热量往往被直接排空。其实这些余
热都蕴藏着巨大的节能潜力。如能巧妙地
连接不同的生产工艺，利用余热，可大大
降低一次能源的消耗。

热力供应——实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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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取的措施
将陈旧的锅炉更换高效锅炉（低温锅炉
或者冷凝锅炉）
安装热电联产机组
安装光热设备
用分散型小设备制备生活热水，调整热
水存储容量
采用变频泵
在下述系统中安装热回收装置

- 通风系统
- 锅炉尾气, 预热锅炉补给水
- 利用废水余热预热生活用水
流量调节
使用变频器
对管道和热存储器进行保温处理
调低平均室温
利用地热

案例医院：门兴格拉德巴赫天主教医院
该院的能耗自1996年来已降低了40%,
相当于每年减排1600吨二氧化碳。这首先
得益于医院在供热协议框架内对供暖设备
进行的彻底更新改造。
1965年安装的两台老锅炉的功率分别
为2300和2400千瓦，两台新锅炉的功率各
为1750千瓦时。新锅炉的功率完全是按照
医院的实际需求而定的，在确定锅炉功率
时为医院日后的扩建留出了余地。
此外还安装了烟气锅炉气热交换器，

关闭了原有的蒸汽锅炉。
更多信息请见：
www.energiesparendes-krankenhaus.de

合作企业实用案例
1. Badenova热力公司制热设备在维特瑙
AOK医院的使用
维特瑙AOK医院供热锅炉安装在地下
室的供热中心，负责为医院室内采暖、通
风、生活热水和游泳池提供热源。
这所医院在扩建过程中新建了一座住
2. 布德鲁斯公司热电联产机组为马尔堡教
区医院供热

院楼、一个理疗中心以及一个厨房。在扩
建的过程中，燃油锅炉改造为燃气锅炉,
并将整个院区与badenova公司的天然气网
管接连接在一起。
更多信息请见：
www.badenova-waermeplus.de
www.klinergie.de

暖。

2008年为该院提供的供热设备是当时
布德鲁斯最大的热力工程之一，对工程设
计者是一个巨大挑战。
该热力工程为院区11栋不同功能的建
筑物提供热源，两个热力中心负责楼宇的
室内采暖和热水供应，两台热电联产机组
为医院提供部分电力，发电余热用于采

更多信息请见：
www.buderus.de | www.klinergi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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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通风和空调

“室内通风和制冷设备要满足很高的标准。”

通风
医院对暖通设备配置及功率有很高
的要求。医院要严格遵守相关标准，把室
内空气污染的风险降到最低点。不但要避
免细菌的产生，而且还要通过通风设备把
尘埃、麻醉气体以及各种气味控制在最低
点，特别是在手术室、重症监护室、产房
以及婴儿室等区域更需严加把关。
通过对相关设备的精细调控和精心
保养维修就能取得可喜的节能效果。安装
热回收装置，还能进一步优化通风和空调
设备的用能，减少30%至50%的能耗。与通
风设备相连的空调设备也有优化的空间。
把室内温度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及减少不必
要的空气置换次数也能取得很好的节能效
果。

制冷
即使在德国的气候条件之下，医院的
许多区域也需要制冷，特别是在手术室和
重症监护室。近年来，病房和办公室的制
冷需求也越来越大，使得用于制冷和空调
能耗大幅增加。目前医院制冷电耗已占总
电耗的14%，相当于5.8%的一次能源。因
此，医院制冷方面的节能潜力很大。除了
使用现代的制冷设备之外，优化现有设备
的安装位置、运行方式和调控方式也能极

大地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
减少运营费用。
制冷机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即利用
蒸发冷（蒸发制冷），当一种液体（如冷
却介质）蒸发时就会产生蒸发冷气。
传统空调：
传统的制冷机（压缩式制冷机）是通
过电力驱动的。由于使用备受争议的制冷
剂（氟里昂）以及运行过程中会排放出的
二氧化碳，这种制冷技术越来越多地受到
质疑。
电压缩制冷和热力制冷的经济和生态性能
比较
当前使用最多的是电压缩制冷机和热
力制冷机，两者的区别在于驱动方式。电
压缩制冷机由电力驱动，而热力制冷机可
以用余热、太阳能装置或者热电联产机组
产生的热能来驱动。此外，与电压缩制冷
机相比，热力制冷机具有使用寿命长和运
行费用低等优点，如能利用余热制冷，运
行费用最多可比压缩制冷低70%。在二氧化
碳排放方面，热力制冷也比电压缩制冷更
胜一筹。
一般来说，热力制冷机的初始投资要
高于电压缩制冷机，但因其耗能较低，较
高的初期投资在较短时间内就可收回。

制冷——通风和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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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冷却：
自然冷却是一种不用机械设备的制冷
技术。这种创新且节能性很好的制冷技术
充分利用地理条件来冷却新风，使水与温
度较低的地下土壤接触后冷却建筑物，可
在地板、天花板和墙面中安装冷水管辐射
制冷，因此，自然冷却常常也被和地热联
系在一起。自然冷却蕴藏着极大的潜能，
将来它或许能替代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用电
力驱动的制冷设备，但目前这种技术还运
用得比较少。
太阳能制冷：
太阳能制冷即意味着借助太阳能为建
筑物和室内环境降温。与传统的压缩式制
冷机相反，太阳能制冷可免去从热力学角
度看不太有利的先产电再制冷的过程。目
前有不同的方法可将光热用于建筑物温度
调节。所有方法的第一步都是通过集热器
将太阳辐射能转化为热能，然后再通过热
力工艺用这些热能制备冷却水，或制备成
冷却新风直接送入建筑物。利用太阳能制
冷的最大好处是，制冷需求最大的季节，
正好也是太阳辐射最强的季节。太阳能光
热设备还可用于生活热水制备以及暖气供
应。

吸附式制冷机和吸附式温度调节
热力驱动的吸收和吸附制冷技术的基
础是吸附的热力化学过程。在由吸收/吸附
作用形成的低压下，注入系统内的水在6摄
氏度时就会蒸发，蒸发冷却提供了冷水。
吸收式制冷机制冷的过程大致如下：
溶剂中制冷剂（水）在低温时被第二种物
质（溴化锂或者氨）吸收，在高温时则被
蒸发释放。
与传统空调技术制冷和通风相互分离
不同，吸收式空调技术将新风作为冷媒载
体，从室外引入的新风流经整个冷却循环
后成为冷介质排出。吸收式技术的一个优
点是避免了先发电再制冷的过程。和电能
相反，热量或者吸水物质可在损耗很小的
情况下得以存储。
近几年来，吸收式制冷技术以其经济
效益和节能优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太阳能制冷能够明显降低能耗费用，
也就是说很快就能够收回较高的投资额。
使用太阳能制冷的前提条件是足够的太阳
的照度。如能借用已有的生物质能热电联
产设备或者已有的光热采暖设备来进行光
热制冷，就可获得很廉价的热能，在这些
情况下，光热制冷设备在经济上就可与压
缩式制冷机相抗衡。

“鉴于许多所医院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
医疗卫生领域必须抓住机遇，通过实行节能措施
和使用可再生能源来降低成本。”
Michael Müller
米歇尔•穆勒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国务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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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实际实例

可采取的措施
更换陈旧老化的空调机
优化供暖和制冷系统的水力平衡
为空调和通风设备安装流量调节器
使用热回收装置
采用带通风功能的空调设备
优化设备安装位置

使用热力和太阳能制冷设备
用余热、太阳能或者热电联产机组热能
作为热力制冷机的驱动能源
使用自然冷却技术
独立分布的吸收制冷机
安装中央制冷系统

案例医院：波恩莱茵医院
这所医院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的方式建
成了一个包括热电冷三联供机组在内的高
效能源供应中心。能源供应中心由两台
2.5兆瓦的热水锅炉、两台2.0兆瓦的蒸汽
锅炉、两个各为347千瓦电和520千瓦热的
热电联产机组及一台1.0兆瓦的吸收式制
冷机组成。改造后，该院用于采暖、蒸汽
和电力供应的年一次能源消耗比改造前降
低了约34%。
更多信息请见：
www.energiesparendes-krankenhaus.de

合作企业实用案例
1. 弗莱堡大学附属医院实验楼利用太阳能
制冷
弗莱堡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幢实验楼于
1999年安装了一台太阳能空调设备。两台
通风设备（额定流量为10550立方米/小时
和6350立方米/小时）为550平方米的实验
室提供了新风，在冬夏两季为室内提供所
需的暖气和冷气。

水经冷却盘管直接用于风冷。
在太阳照射不足，集热器热水温度过
低无法驱动制冷机时，医院市政热力管网
可为其补充加温。

真空管太阳能集热器安装在实验楼屋
顶，集热器制备的热水在冬季用来预热新
风，夏季则为一台制冷功率为70千瓦的吸
收式制冷机提供动力。制冷机生产的冷却

2. 弗莱堡大学附属医院热力液态吸附空调
这台示范设备自2006年夏天投入使
用，为一栋面积为700平方米的建筑物调
节温度。由Menerga设备有限公司提供的
液态吸附设备采用液体吸附空气除湿工
艺，在额定功率为12500立方米/小时的情
况下，它的制冷功率可达到90千瓦。脱湿

所需热动力由医院供热管网中约80摄氏度
的低温热提供。这样一来，在不安装较大
盐溶剂存储器的情况下，也能保证设备的
持续运行。
更多信息请见：
www.ise.fraunhofer.de
www.klinergie.de

德国环境和自然保护联合会“节能医院”标志

标准二：医院的能耗值需与德国工程师
协会(VDI)3807号标准第2页表4中所列同别
类医院编制床位能耗平均值（见下页——
译者注）进行比较，过去五年中医院实际
单位床位热耗和电耗与德国工程师协会标
准相比百分比差别之和须为负数。

简介
“节能医院”标志是2001年由柏林
环境和自然保护联合会柏林分会与联合会
能源工作小组共同发起的一项表彰标志，
旨在表彰那些在节能减排方面作出杰出贡
献的医院，为其他医院和单位树立学习榜
样。
医院是很适合的节能减排示范对象，
因为一方面它完全向公众敞开；另一方面
它的能耗相对较高，这种特定的条件为向
公众宣传节能减排意义及相关技术提供了
极佳的平台。

表彰
环境和自然保护联合会在获奖医院举
行的表彰仪式上向医院颁发“节能医院”
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五年，已获得证书的
医院，必须能证明在过去的五年中继续
取得明显的节能降耗成效才能再次获得证
书。
医院越来越多地将“节能医院”表
彰证书视为一种质量表彰，证明他们是面
向未来且富于责任感的卫生医疗机构，是
对他们超出医疗本身以外的人道主义精神
的肯定和褒奖。在争创“节能医院”的同
时，医院也为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竖起了一
面旗帜。

标准
获得“节能医院”表彰证书的重要前
提是的医院在一定时间内的节能量。
“节能医院”证书共设四项标准，医
院至少要满足其中两项标准方能被授予“
节能医院”证书。
标准一：通过实施各种相互协调的技改措
施，过去五年中通过能耗计算出来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必须降低25%。

标准三：查验审核医院的能耗数据。热耗
和电耗中必须有一项满足德国工程师协会
3807号标准第2页表4中规定的目标值，另
一项不得高于3807号标准规定的平均值。
标准四：申请医院需证明已建立了能源管
理制度。审核时不但要看技术设备的运行
管理和数据监控情况，而且还要检查医院
节能措施的落实情况。
医院技术和财务领导应密切配合各项
标准的审核，环境和自然保护联合会委派
一名外部专家负责审核，审核专家与当地
能源署密切合作。考核的主要依据是医院
的年度能耗数据。目前，德国已有30多家
医院达到了这些高标准，被授予了“节能
医院”证书。

网络
环境和自然保护联合会通过在线通讯
报道致力于气候保护以及减少医院能耗的
各类活动。
网络联系当然也包括不同机构之间的
交流，如医院技术协会、医院健康促进协
会网、院长生态工作小组、医院协会、相
关政治联合会以及各级能源署。
环境和自然保护联合会每年都会举办
一个报告会，邀请上述团体以及医院负责
人和工作人员参加。这种网络沟通活动为
医院的节能减排注入了新动力。
联系我们：
Annegret Dickhoff
柏林环境和自然保护联合会
“节能医院”项目主任
地址：Crellestraße 35,10827 Berlin
电话：030-78 79 00 21 | 传真：030-78 79 00 28
电邮：dickhoff@bund-berlin.de
www.energiesparendes-krankenhau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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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保温

“外保温措施不但可减少能源损耗，而且还可提升建筑物的价值。”

随着人们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提高和能
源价格的不断攀升，建筑物外保温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重视，建筑物外保温已在法律
上作出了规定。虽然所有建筑外保温措施
都需要较高的投入，但从长远来看在许多
情况下这些措施都是经济可行的。在决定
是否实施保温措施时，也应将建筑物改造
后的升值因素考虑进去。
在我们所处的纬度地区，采暖、通风
和空调所需能耗费用占到了整个医院能耗
费用的40%至60%。建筑物的能源消耗与外
围护热损和得热紧密相关，热损和得热多
取决于外围护的热传导，通过不同的外围
护保温措施都能够减少建筑物的热损失。

除了建筑围护保温以外，还需注意
最大限度地利用太阳得热，通过南向墙面
开放式的设计和透明保温层可实现这一目
标。
编制床位
年热能单耗

编制床位
年电力单耗

医院床位数

目标值
(kWh)

平均值
(kWh)

目标值
(kWh)

平均值
(kWh)

250以下

14,200

19,800

2,600

4,650

251-450

14,600

20,100

3,550

5,350

451-650

18,000

28,100

3,900

5,450

651-1,000

18,200

30,000

3,200

7,600

1,000以上

23,200

37,200

3,950

9,950

德国工程师协会3807号标准中有关医院能耗的规定

“德国2100家医院可避免6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
放，减排对于医院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财政节
流。”
Dr.Fritz Brickwedde
弗莱茨•布莱克韦德博士
德国联邦环境基金会秘书长

外保温——实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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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取的措施
使用隔热玻璃或者保温玻璃
对屋顶进行隔热处理（比如铺设砂砾或
者绿化）

给外墙安装高效的薄抹灰保温隔热系
统，即穿上“热外套”（新建建筑和改
造措施均适用）

案例医院：
恩茨县医院有限公司下属穆拉克医院
穆拉克医院是恩茨县医院有限公司下
属的三家医院之一。这是一所年接诊8000
多名住院患者的常规医院。这所医院进行
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除了电力和热力
制备领域的改造、安装了800平方米的太
阳能光伏装置外，主要还进行了保温隔热
处理。具体措施有：

用12厘米厚的岩棉保温板对外墙作保温
改造
将五层楼中的100扇铝合金窗户改为高
能效的塑钢窗户
对屋面进行改造，安装16厘米厚的保温
层，上面用不锈钢卷材覆盖，屋面部分
铺上砾石，部分进行了绿化。
更多信息请见：
www.energiesparendes-krankenhaus.de

巴登杜海姆路易斯医院
用绝缘性能更好的窗户代替原有窗户
为主楼做保温处理及更新屋面覆盖物
主楼的所有外表面，包括屋面都于2006
年接受了翻新和保温处理。

巴登杜海姆路易斯医院是一所精神病
专科医院，拥有180张病床。同2004年相
比，该院成功地减少了350吨二氧化碳排
放，几乎等于每年降低50%的排放量，年
耗能量从155千瓦时/平方米降到了约70千
瓦时/平方米，其能耗值达到低能耗私人
住宅的标准。

更多信息请见：
www.energiesparendes-krankenhaus.de

改造前

改造后

合作企业应用实例
普福尔茨海市立医院
为了达到现代的标准能耗值, 该院在
没有影响拥有500张床位住院楼正常运行
的情况下对1943年至1945年建成的主要建
筑进行了保温和加层改造。普福尔茨海姆
市的彼得.W.施密特建筑师事务所在保留
建筑物原有风格的情况下为主要建筑的外
立面安装了申得欧保温隔热系统。
更多信息请见：www.st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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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照明优化具有相当大的节能潜力。”

照明对医院的电费和患者及医务人员
的身体状况有着很大的影响。采用现代智
能的照明方案能够大大降低能源需求，改
善照明功能，提高患者和医务人员的认可
度和舒适度。
照明设备的能效和质量同多种因素相
关，想要取得最佳效果，就得统筹考虑这
些因素。理想的照明效果在特定情况下还
可能对诊断、诊疗或者治愈过程以及住院
时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灯具的选择
应根据照明装置的构造、发光率和光
谱等因素选择符合用途的灯具。欧盟委员
会于2008年作出决议，逐步停止使用低效
率灯具，其中包括传统的白炽灯泡，要求
采用节电可高达80%且使用寿命更长的卤素
灯或紧凑型荧光灯替代老式灯泡。荧光灯
是一种效率高、使用寿命长的现代照明灯
具，鉴于其良好的得光率和色还原性能，
三基色荧光灯尤为值得推荐。最新型的照
明装置可适应白天的光色和光谱，这有利
于人工照明时人体内部时钟的协调一致
性，进而对人的昼夜节奏和睡眠产生积极
影响。
镇流器
除了灯具结构和发光率以外，选用合
适的镇流器也能节省下大量的电能。用效
率较高的电子镇流器取代传统镇流器后，

不仅能够降低整体电耗，而且还能够提升
照明舒适度和照明质量。带电子镇流器的
T5型荧光灯要比带传统镇流器的T8型荧光
灯节省约30%的电耗。
光的导控
合理的灯光导向和反射能提高照明舒
适度和照明效率。
许多情况下，灯光反射格栅很容易就
可以加装。通过优化光的照射角度，可以
减少高达30%-50%的灯管。此外，墙体和天
花板表面的间接照明也可使等光更加柔和
均匀，提高照明的舒适度。墙面和天花板
的间接照明可通过近距离的直接或间接灯
具照明搭配来实现。
照明需求调节
根据照明需求来调节人工照明是另一
种节能方式。可根据时间、日光强度和室
内是否有人来调节照明需求。通过安装根
据日光照射强度来控制的开关能够调整人
工照明强度，安装灯具定时开关装置、声
控感应器、日光感应器能使照明灯具根据
实际需要开关。这些措施所带来的节电量
可高达70%。此外，还应充分利用照明灯的
色温变化，在保证医务人员能正常工作的
情况下，使病人在白天保持精神饱满，在
夜间得到放松。

照明——实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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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的措施
将现有的灯具替换成能效更高的灯具，
比如卤素灯或者节能灯（最多可节省80%）
安装电子镇流器
按需求开启或关闭，比如通过日光导向
型开关

优化光导和反射装置
通过定时器、声控感应器优化灯具开关
时间
新建建筑可考虑利用自然光（可通过南
北朝向及采光屋顶实现）
有策略的照明设计

案例医院：博舍医院
这所1999年建成的医院在设计阶段就
特别注意让自然光充盈整个建筑物，以减
少电耗。
建筑物中的天井不仅改善了室内舒适
度，而且使建筑物内部的房间也能够享受
自然光线。
同时，荧光灯都装配了节能的电子镇
流器。

合作企业实用案例
1. 欧司朗公司提供的有生物功效的照明设
备改善了病人的情绪
柏林魏维安特斯医院在照明方面另辟
蹊径，使治疗抑郁病患者的成功率持续攀
升。在照明方案中，医院在病房和病人休
息区采用了较高的照度，在光线中增加了
蓝基色比重，使部分病人的平均住院时间
缩短了3天。这一照明方案在专业媒体上
也得到了报道。

2. 欧司朗彩色灯光可以协助诊断及诊疗
马可格洛尼根的骨科医院利用灯光调
控的新技术为患者和工作人员减轻压力。
该院把彩色灯光作为室内灯光的补充，通
过彩色灯光为患者和医务人员创造了轻松
的氛围，为诊断和诊疗提供了特殊的灯
光。
更多信息请见：
www.klinergie.de | www.osram.de

更多信息请见：
www.energiesparendes-krankenhau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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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用能行为

“纠正错误的用能行为可以唤起人们对节能的热情。”

除了运用科技手段来降低医院的能耗
以外，相关人员的用能行为对医院的节能
降耗也至关重要。典型的不当用能行为都
将导致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如房间温度和
生活热水的温度设置过高或控制系统的误
操作）。
无论是医院领导还是相关医护人员，
都应接受相关的用能行为教育和培训。节
能不能仅靠宣传教育，只有当医院建立起
了节能减排的奖惩制度后，才能真正取
得好的节能效果。重要的是，节能知识的
普及以及节能意识的培养是一种长期的坚
持，不能只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稍加时
日，就回到过去的老样子。

用能行为的改善
避免“待机模式”空载损耗
下班后关闭打印机和扫描仪
关闭不必要的照明设备
用保温壶来保温咖啡，避免用电炉来
保温咖啡
使用复印机和打印机时打开节电模式
多走楼梯以减少电梯的使用
安装自动关闭门禁
照明设备安装声控或运动传感器

增加额外的奖励对于提高院内人员的
节能意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可以在
年末对达到节能目标的部门或项目进行嘉
奖，并将嘉奖结果公布。这样一项规定除
了激发员工的节能意识还能加强人事方面
的管理力度。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
奖励机制可以在技术人员以及院内医护人
员间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专业技术人员
应当告知全体员工，节能意识的提高将会
带来何种成果。并且需及时公布能耗的相
关数据，这就要求医院定时整理出实际能
耗数据，以便与原先设计的目标值进行比
对。要想取得实际消耗数据，就必须安装
必要的电表、水表、燃气表等计量装置。

实际案例：柏林哈维海尔医院
该医院有291张病床，通过节能伙
伴合作关系和购买经认证的绿色电能，
各项用能数据均符合“节能医院”标
准。除了技术措施以外，该院的一名负
责节能的女医生还定期提供医院节能行
为培训，这种培训交流每年都会进行，
覆盖食堂、病房等其他所有科室。
更多信息请见：
www.energiesparendes-krankenhaus.de

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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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市场中的作用与日俱增。”

可再生能源的作用与日俱增
从中期来看，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市场
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长期来看，
可再生能源将取代化石燃料。在经济前景
不太乐观的年代，经济和生态似乎是一个
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实际上生态能源的使
用正好可在经济上优化能源的供应，特别
是当生产和供给能达到优化配置时更是这
样。能源的就地生产对能源供应安全也是
一种贡献，因为这样可摆脱对越来越紧张
的化石燃料的依赖。结合能源的有效利
用，使用可再生能源眼下就可达到减低成
本、保护环境的效果。与面临枯竭危险的
化石燃料不同，生物能源（生物质和能源
植物）、地热能源、太阳能、蒸发冷、水
力发电和风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来源：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 (BMU)

光伏和风力发电设备、太阳能集热装
置和沼气设施等应用技术现已发展成熟，
地热能源的利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根据
联邦环境部的初步统计，2008年德国总能
源供给中有10%源自可再生能源，其中约
15%的电力消耗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可再生
能源对热能消耗的贡献率为7.5%。
由于国家的鼓励和扶持政策，太阳能
技术已成为一项在经济上也十分诱人的技
术。一台2009年投入运行的光伏设备，在
20年的运行时间中可获得7%的年投资回报
率。而一台光热系统则能在5-10年间收回
投资成本。（资料来源：德国太阳能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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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技术

“面积较大的医院建筑屋顶适合安装光伏设备。”

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环保方面，太
阳能一直被视为是一种理想的能源载体。
如今，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和大量的实际
应用，太阳能技术已相当成熟，特别适合
作为医院能源供应中的的补充能源。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是一种通过太阳
能电池将太阳能直接转成电能的技术。一
般来讲，在目前电价的情况下，光伏发电
尚不具备商业竞争力。随着世界范围内能
源资源的日益紧缺、太阳能电池产量的增
加和生产成本的不断下降，太阳能光伏设
备的建造成本将大幅降低。
经济效益
目前，针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税收政策
正在广泛征集意见中，光伏发电可减少二
氧化碳的排放，因此从经济角度来讲，光
伏发电也有着积极的意义。除此之外，相
关立法还为光伏发电上网规定了保障性上
网电价。根据2004年8月1日实施的《可再

生能源法》的规定，2008年安装的光伏设
备根据其所在地理位置和发电量的不同，
在20年的运行期内可获得35.49-46.75欧
分/kWh的电价。医院可以从这项规定中直
接受益。如果光伏发电设备安装在医院建
筑物上，就可享受最低43.99欧分/kWh的电
价。2009年投入运行的光伏设备，在运行
良好的情况下，在未来的20年中可获得7%
的年投资回报率。（资料来源：德国太阳
能协会）
效率
以大部分光伏设备的发电效率为
12%-18%来计算，1kWp额定功率约需8-10
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板，年发电量在7001000kWh。太阳能电池板也可安装在医院建
筑的的立面上，光伏设备的发电量与安装
位置和医院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德
国南部地区的由于有较多的光照，所以其
发电量也相对较大。

“在能效方面，我们必须尽快实施可行的措施。
在能源生产方面，我们再不能继续忽视可再生能
源的作用了。”
Georg Salvamoser
乔治‧萨瓦莫斯
德国太阳能产业联盟主席

光伏技术——实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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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取的措施
在屋顶安装光伏发电设备

在合适的建筑立面安装光伏发电设备,
在发电的同时还可起遮阳作用

案例医院
恩茨县医院有限公司的穆拉克医院
在医院建筑的南立面安装了800平方
米的90kW光伏发电设备，发电量相当于20
个家庭的正常用电量。12块太阳能逆变器
将发出的电能送入电网。南向安装的光伏
板起到了为病房遮阳的作用。安装在屋面
的220平方米光伏设备装机容量为26kW，
由穆拉克市政公用局运行管理。上述各
项措施均在医院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分步实
施，没有影响医院的正常业务。

安装在南立面上的光伏设备总投资58
万，发电上网后每年可带来4万欧元的收
入。
更多信息请见：
www.energiesparendes-krankenhaus.de

弗莱堡大学医学院
弗莱堡大学医学院的屋顶上安装了
950平方米的光伏发电设备，对传统的电
源起到了补充作用。该设备每年可发电
约100,000kWh，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4
吨。弗莱堡大学医学院的屋顶上的太阳能
发电设备不但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也是
一个向公众宣传推广可再生能源的成功案
例。

合作企业实用案例
1. 利用太阳能的现代建筑
太阳能板并不是只能安装在屋顶上
的，人们可以按照不同需求以不同形式安
装在不同地方。右图中的建筑正好诠释了
这一点。图中所展示的是位于奥地利录得
施中心广场上的新型生态建筑。Sunway公
司作为总承包商负责整个光伏设备的设
计、安装和技术服务。
该光伏设备面积为350平方米，由120
块透明太阳能电池板组成，这些高效的太
阳能电池板全部由Sunway公司生产，年发
电量高达16,000kWh。

这项目的优点是：国家担保的上网价
格保证了可观的回报收入；为建筑注入新
意并丰富其使用功能；为公众遮阳遮雨；
宣传环保理念。
更多信息请见：
www.sunways.de | www.klinergi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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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技术

“根据不同季节, 太阳能光热可作为传统制热方式的补充。”

光热技术是一种将太阳辐射能转换成
可利用的热能的技术。与光电技术不同，
光热技术是将太阳能集热器中的媒介（比
如水）加热的技术。
最常见的太阳能集热器是扁平板太阳
能集热器。这种集热器的主要特点是以一
定的倾斜角度平铺在朝阳的方向，所以这
种集热器都安装在屋顶。太阳光均匀地照
射在集热器表面，热媒一般为水和丙二醇
的混合物，通过加入40%的丙二醇可以使抗
冻达到-23°C，并且在其凝结成固体时体
积不会增加（冻融风化），同时沸点也随
之增高，根据压力的不同，能达到150°C
或是更高。但是如果温度过高的话，集热
器就会停止工作，所以其工作温度一般为
80°C。
一个6平方米太阳能集热器每年约能提
供2100千瓦时热能。如果面积再大的话，
在全年来看其利用率反而会降低，因为在
夏季对热能的需求会降低，而此时集热器
却会产生更多的热能。所以大型的太阳能
集热器只适合于日照较少的时候。集热器
产生的热能可以通过循环泵以及热交换机
为热循环以及热水的制备提供能量。在中
欧地区，太阳能集热板在春季及秋季产热
量极低，而在冬季几乎没有产出。所以，
这种设备大多只能作为常规设备的补充。

为了确保热能的供应,尤其是对能源
消耗大户的热能供给，人们开始建造集太
阳能集热器、生物质热力站和备用或调峰
电站于一身的大型供能中心，把生产出来
的热能储存在中央蓄热器中，供热能消耗
大户使用（如医院或居民小区）。供能中
心按照太阳能集热器在夏季能完全满足用
户热能需求来设计，也就是说，夏季不需
生物质热力站和常规热能制备设施提供热
能。
抛物面槽式太阳能集热器是太阳能集
热器中另一种常见的装置，它将太阳光聚
集在槽底的吸热管上，热能输送介质一般
为热油或蒸汽。这种集热器的工作温度可
达200°C-500°C，大多用于太阳能发电
站，其产生的蒸汽可通过传统蒸汽轮机来
发电。

光热技术——实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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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取的措施
安装太阳能光热装置
- 实现热水的制备
- 通过空气预热和水温提升方式来制备
生活用水和供暖
- 对病房洗浴室或医院游泳池新风加热

通过热回收装置回收外排热废水中的余
热，用来为生活热水加温
将光热设备作为屋面保护层

案例医院：法兰肯豪森联邦职员保险公司的康复医院
该院650平方米的太阳能集热装置为
医院的供暖、热水制备和游泳池加温提供
辅助热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建筑的
南侧，太阳能集热板取代了传统材料覆盖
了整个屋顶。作为“光热2000”计划的一
个大型项目，该项目得到了联邦环境、自
然保护和核安全部的资助。该设备能提供
医院热水制备所需的40%能源，同时还可
为医院采暖提供30%的辅助热源，为病房
新风预热和水疗池提供热源。

更多信息请见：
www.energiesparendes-krankenhaus.de

合作企业实用案例
1.“光热2000plus”发展计划框架内的大
型太阳能集热器
在1993年启动的“光热2000”和后来
的“光热2000plus”促进计划项目的推动
下，到2007年为止，德国先后建造了70座
2. 罗伊特林根住宅小区太阳能项目
位于罗伊德林根的“丝绸之乡”住宅
小区由6栋住宅楼和60套住宅组成。在这
个现代化小区中，安装在屋顶的光热装置
醒目耀眼。项目开发商在建设之初就已将
布德鲁斯公司环境友好型的采暖理念融入
到工程中，充分挖掘开发了建筑在室内采
暖方面的节约潜力。

用来制备生活热水的大型太阳能装置，这
些装置的集热面积都在100平方米以上。
奥芬堡大学的NET研究小组对德国南
部的相关项目进行了科研型跟踪。
更多信息请见：
www.klinergie.de

45°C，这样即使时在过渡季节也可将所
获得的光热引入采暖系统，而采暖系统主
热源由两台额定使用效率高达108%的冷凝
锅炉提供，由太阳能集热装置和冷凝锅炉
生产的热能加热两个6000升多层储水罐中
的水，经过加温的热水被输送到温度相同
的储水隔层中，这样一来就可避免冷、热
水混合所造成的能量损失，同时高温消毒
也避免了军团菌的产生。
更多信息请见：www.buderus.de

在6栋楼的屋顶安装了72块共170平方
米的太阳能集热板，用来制备饮用热水，
并为室内采暖提供辅助热源。表层玻璃和
吸收器之间填充的惰性气体可避免晨雾的
生成。集热板的光传导率高达97%，几乎
可将太阳辐射能全部转换成热能。
散热器或地暖的入口温度分别为5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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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

“地下储存的热量既可用于制热也可用于制冷。”

地热是存储在地壳内部的热能，这种
热能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可以通
过较为简单的方式进行提取。我们所居住
的地球有超过99%的部分温度高于1000摄氏
度，热流从地球的内部源源不断的涌向地
球表面并供释放能量。离地表越深的地方
温度越高，每向下100米，温度就会平均
升高约3°C。岩石离地表越深，温度也会
越高，同样，岩石周围的水温也会越高。
在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喷涌而出的热
泉。专家们估计，每天从地壳内部未经任
何利用经过地表向宇宙辐射的热能要比全
球能源总需求高出2.5倍。
事实上，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在地
球任何地方利用地热。土壤是一个巨大的
蓄热器，而地下水则是能量的源泉。土壤
和地下水中隐藏的能量都可为冬季采暖和
夏季制冷提供能源。
经过多年不懈的研究，人们已掌握了
长期并且经济地使用地热的技术。
技术工艺
利用浅层地热可把土壤作为蓄热器。
地面热探头可以深入到地下100米处，此深
度下温度常年保持在8-12°C，利用这一温
度在冬季可通过热泵进行采暖，在夏季则
可制冷。
另一种方法是把地下储水层作为热

源，通过提取井把地下水运至热泵，经过
能量置换后的水再回灌至地下储水层。在
夏季，也可用这种方法来制冷。
地热在德国的应用
德国所处的纬度很少有浅层地下热
水层，所以地热的应用在德国还不是很普
遍，因为只有在水蒸汽资源的温度高于100
摄氏度并且有足够的数量时，利用地热发
电的方法才是经济可行的。德国的大部分
区域只有在几千米深的地下才能找到数量
较大且热量较高的地下水层。几千米的深
度钻孔成本很高，而且如果没有配套的市
政热网，地热利用就不会受到地方政府的
青睐。
“干热岩法”地热开发给我们开发利
用地热开辟了另一种技术途径。所谓的干
热岩法就是向地下4000-5000米深处打孔，
这一深度的岩石温度可达200-300°C。此
时若向孔内注水，水接触高温岩石后就会
被加热并且汽化，水蒸汽可通过另一个钻
孔涌出地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回路，地
面的地热电站就可利用这个地热回路来发
电。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就可以不再依赖
于地下自然形成的热水资源，不受地域限
制的使用地热能。通过相应的热交换技
术，用100-150°C的水蒸汽就也可发电，
对于一般性加热来说，在地下几米深的地
方装上所谓的“地热传感系统”就够了。

地热——实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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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医院
吕恩医院集团库克斯港医院
吕恩医院集团为库克斯港医院250张
病床的住院楼安装了浅层地热装置，为
6000平方米的住院楼提供热源。
吕恩医院集团米尔滕贝格社区医院
吕恩医院集团还为米尔腾贝格社区医
院安装了浅层地热供热和制冷装置。6个
80米深的地热探头在夏天可为450平方米
入口大厅减少30kW的热负荷，从而降低了
制冷的电耗。
吕恩医院公司哈默尔堡社区医院
在哈默尔堡社区医院同样也采用了地
热技术。通过一根埋在地下长约40米的水
泥管将室外风引入地下室的通风中心，为
地下室、诊疗中心及医院前厅提供新风。
利用土壤与外部空气间的温差，在冬
季可将室外新风提高2-3°C，在夏季则会
相应地降低室外新风的温度。这样，不通
过机械就能对室外风作预调处理。
更多信息请见：
www.rhoen-klinikum-ag.com
www.geothermie.de

由于“干热岩法”在地热利用方面的
突破和热交换器技术的创新，德国许多地
方的地热资源得以开发利用。最新的调查
研究表明，上莱茵河河谷、上巴伐利亚、
阿尔卑斯山脉北侧山麓地区、施瓦本地
区、艾弗尔山地区，北威州部分地区、梅
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整个德国北部的低洼
地区的地热资源都有着较好的开发利用前
景。
虽然化石燃料目前还具有一定的价
格优势，但其储量有限，石油时代也会由
于过多的二氧化碳排放而终结。从长远来
看，诸如地热一类的可再生能源在解决环
境问题上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据壳牌公
司的估计，可再生能源占世界能源供给的
份额到2050年将高达30%。世界上大部分能
源资源储藏在政治较为动荡的地区，那些
地区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地热资源的开
发利用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激励措施
开发利用浅层地热可大大降低能源成
本，但如没有联邦和州政府的资助和扶持
就很难推广地热利用技术，因为钻探、地
热网和地热电站的建设投入成本较大。地
热开发利用项目可享受低息贷款还是可享
受政府补贴，可在以下单位咨询：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可提供相应的项
目开发低息贷款。
详细信息请见：www.kfw-foerderbank.de

联邦经济与出口管制局可提供资助资
金。
详细信息请见：www.bafa.de
许多地方能源提供商也提供相应的鼓
励措施。
详细信息请见：www.bin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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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

“在生物质中存储的太阳能可以用来发电、供热或生产动力燃料。”

根据专家测算，生物质能可满足目前
德国5-10%的一次能源需求。与瑞典和奥地
利相比，德国生物质能的利用率还相对较
低。
未来几年德国生物质能的利用率将有
显著的提高，国家对于生物质能发电设备
的财政资助和2004年7月实施的可再生能源
法的修订，对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起到了
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对石油和天燃气征收
的生态税的情况下，生物质能在不远的将
来就会具有良好的竞争力。

热。使用最广的生物质是木材，除此之外
还有谷类作物和中国芒等植物。

生物质的产生
生物质是一种储存在植物中的太阳
能，这种能量通过光合作用转换成生化能
量。大气和水中的二氧化碳转换成碳水化
合物——生物质的基本组成成分。能量储
存在分子的化学键中，植物在燃烧时，会
以热能的形式释放能量。

经济性
德国采取政府以最低补贴的政策来促
进生物质发电装置的发展，小型生物质发
电装置可享受比大型生物质发电站更高的
补贴。

除了固态生物质燃料以外，还有液
态和气态生物燃料，例如甘蔗中提取的酒
精和油菜籽油和葵花籽油中提取的生物柴
油，生物沼气则是一种气态生物燃料，沼
气是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产生的一种可
燃气体，例如人畜粪便、食品加工业中产
生的有机废料和家庭厨房的有机垃圾中都
可产生沼气。
沼气的利用
沼气发电站通过生物质的燃烧来发
电，沼气热力站通过生物质的燃烧来供

生物质被人认为是一种二氧化碳中性
的燃料，因为生物质在燃烧时只排放其生
长过程中所吸纳的二氧化碳。这里没有考
虑生物质燃料在提取、制备和运输过程中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也没有考虑废旧木料
中携带的大量非二氧化碳中性的物质（如
涂料、浸渍等）在燃烧时可能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

例如，一台功率为150千瓦的设备每度
电享受11.5欧分的补贴。总功率为5兆瓦的
发电装置每度电只补贴8.5欧分，总功率超
过20兆瓦时的生物质发电站就不再享有政
府提供的补贴。可再生能源法和生物质发
电条例对相关补贴标准和发电用生物质的
要求作出了明细的规定。加工好的木颗粒
特别适应于小型生物热力装置，与重油相
比，木颗粒的能量密度较低，所以需要以
存储重油三倍的面积来存储，但木颗粒储
存不需要特殊的辅助安全设施（如滴油盆
等）和定期的密封性检查，因此在大部分
情况下可将相同能量的木颗粒储存在原有
的油罐房间内。

生物质能——实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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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医院：奥格斯堡医院
该院计划采取一系列节能措施，在
2006年的基础节省能源费用260万欧元。
其中一项主要措施是建造一座发电量为
1.5兆瓦的木屑蒸汽制备站,生产的蒸汽可
满足洗衣房、消毒供应中心以及厨房的
需求。木屑是一种价格低廉且环境友好型
的燃料，选择木屑作为燃料每年还可减少
175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蒸汽制备设备安装了燃烧器和烟气过
滤装置，以保证木屑的最佳利用，把烟气
中的粉尘过滤出去。
更多信息请见：www.klinergie.de

蒸汽制备设备基本上自动运行，木屑
燃烧产出的蒸汽可满足基本负荷，峰值需
求由两台燃气蒸汽锅炉补充。所用木屑主
要为原始材料，例如林业生产过程中剩下
的树杈等，是一种十分廉价的能源载体。

合作企业实用案例
1. 贡岑豪森县医院木屑发电厂
在贡岑豪森县医院的项目中，能源
合同管理服务方WISAG公司承诺每年节约
能源费用18万欧元，相当于原来能源费用
的30%。2008年6月完成了节能改造分析报
告，2009年6月确定改建方案。WISAG公司
为该项目投资近1100万欧元，合同承诺期
为10年，于2009年7月1日开始执行。

补充。除此之外，医院还更新中央了压力
控制系统和饮用热水制备装置。新安装的
蒸汽锅炉还为病床高温消毒中心节省了能
源。
更多信息请见：
www.wisag.de

在这个项目的框架之下，医院原有
的供暖和蒸汽供应系统被彻底的更新，其
中新建的木屑蒸汽锅炉是最重要的措施，
负责满足医院基本热负荷需求。木屑存放
在地下供热中心边上的新建储罐中。一台
新建的燃气冷凝锅炉负责峰值时段的热能
2. 普罗里格纳斯(PROLiGNIS)木屑电厂
由于能源价格的不断攀升，可再生能
源已成为化石能源载体的替代品。可再生
能源的使用不但对生态环境有着积极的作
用，从长远来看，在经济方面也占有很大
的优势。所以，热电联产的木屑热电厂，
对于大量消耗电力和蒸汽的医院来讲没有
任何投资风险。
木屑热电联产电站可为医院提供廉
价、简单和高质量的能源供应。从设计、

施工到运行的整个过程，普罗里格纳斯公
司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伙伴网络均可提供专
业的技术、良好的服务和可靠的供能保
障。能源供应投资商和政府的政策支持，
几乎可使医院无需投资坐享其成。可再生
能源法中规定的能源补贴政策，可让医院
准确地计算出能源价格和投资回报率。

更多信息请见：
www.proligni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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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激励政策

“在生物质中存储的太阳能可以用来发电、供热或生产动力燃料。”

在能源高效利用以及新能源的实施方
面，融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紧张的
资金状况往往是医院不进行现代化改造的
一个理由。
事实上，根据不同的节能项目实施对
象，节能改造措施一般可节省30%-50%的能
源成本。按一所医院的能源支出占其总支
出的10%来计算，在理想状态下，每年可节
省5%的能源支出。这部分的省下来的资金
可以用在医院的其他地方，并使医院在日
益激烈的竞争中保持相对的优势。
政策的推动以及适宜的金融工具在节
能措施的落实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很高
的节能潜力应让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的金
融专家们看到其中的商机，为节能项目制
订出信贷额度，甚至开发推出新的金融产
品。
有关下述融资方案和政府鼓励项目的
详细信息请见医院节能——2020网页。值
得注意的是，由于医院的产权较为复杂，
有些节能改造措施在享受资助和低息贷款
方面受到部分限制，这些具体问题应通过
咨询或在提交申请时加以澄清。

补贴政策
对于具有示范意义的节能改造或可再
生能源利用项目，各州、联邦政府和欧盟
均有一系列扶持补贴专题项目，各地方能
源署可提供这方面的相关信息。
贷款政策
医院的往来银行是医院节能改造项目
首选融资合作伙伴，通过初步能效分析，
可确定节能的潜力，根据节能潜力和投资
回收期，银行将为医院制定一个项目融资
计划。医院的往来银行也应是医院申请德
国复兴信贷银行节能补助资金或节能改造
项目贴（低）息贷款的推荐者。

融资——合同能源管理

合同能源管理
如缺少节能改造资金，可采取不同公
司提供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在这种情况
下，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提供方为节能改造
项目出资或提供相应的能源，作为回报，
服务提供方全额或部分获得节省下来的能
源费用。根据不同的规模，合同期一般在
5-12年。合同期满后，能源节省部分归医
院所有。合同能源管理有不同的模式，下
面作一简要介绍。
节能量承包合同
在签订节能量合同前，承包商要对建
筑物作能效分析，决定采取的措施全部由
承包商出资实现，承包商把节省的能源费
用作为自己的投资回报。合同期满后，相
关设备和能源节省部分全部归医院所有。
设备承包合同
设备承包合同（也称能源供应合同）
就是由承包商完全自负风险为医院出资建
造并运行管理能源设备。在签订长期能源
供应合同的基础上，医院将相关能源供
应转交给承包商，由承包商出资建造并运
行相关设备，相关能源设备产权属于承包
商。设备优化运行后，双方签署一份长期
的售价较为优惠的能源买卖合同。
融资承包合同
融资承包合同或设备租赁合同中，设
备的融资是承包商的责任，设备运行风险
则由另一方承担。这种合同形式适合于技
术界限清晰或独立的大型设备。融资承包
合同往往和设备管理或设备运行管理一起
打包签订。
设备运行承包合同
在设备经营承包合同中，承包商应保
证设备的正常运行，能源设备由甲方出资
购买，并归甲方所有。这种合同适合那些
专业性强，不能出现任何故障的能源设备
和领域，医院里有很多这种设备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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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或内部员工承包合同
这种合同形式适用于那些难以进行节
能改造融资的公共建筑项目。学校节能改
造方面的实例表明，这种合同方式效果很
好。
员工、市民和相关单位共同集资筹措
一笔用于节能改造的资金。通过对现状的
分析可以确定相应的节能目标，并计算出
可能的投资回报时间和回报率。弗莱堡一
所节能改造示范学校的年回报率高达6%，
项目的运行时间为8年。项目结束后，每年
节省的20-30%能源费用归学校所有。
这种承包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提高员
工和市民的节能意识，改善员工和市民的
用能行为，而且双方可共同受益。
医院节能——2020的第二个活动年将
介绍合同能源管理方面的信息，届时将出
版一个专题宣传册。
更多信息请见：www.klinergi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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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BERG)能源控制系统公司
地址：Fraunhofer Str. 22, 82152 Martinsried
电话：089 379160-0, 传真：089 379160-199
邮箱：info@berg-energie.de
网址：www.berg-energie.de
博世热能技术公司——布德鲁斯(Buderus)
地址：Sophienstrasse 30-32, 35576 Wetzlar
电话：06441 418-1612, 传真：06441 418-16 33
邮箱：natalie.tzankow@buderus.de
网址：www.buderus.de
德国联邦环境基金会(DBU)
地址：Postfach 1705, 49007 Osnabrück
An der Bornau 2, 49090 Osnabrück
电话：0541 9633-0, 传真：0541 9633-190
网址：www.dbu.de
经济供能有限公司(GWE)
地址：Munzinger Strasse 1, 79111 Freiburg
电话：0761 45273-0, 传真：0761 45273-40
邮箱：info@gweenergie.de
网址：www.gweenergie.de
普罗里格纳斯能源咨询公司(PROLiGNIS)
地址：Münchener Strasse 23, 85051 Ingolstadt
电话：0841 885619-0, 传真：0841 885619-10
邮箱：info@prolignis.de
网址：www.prolignis.de
圣-戈班依索维尔玻璃棉有限公司
地址：Bürgermeister-Grünzweig-Strasse 1, 67059 Ludwigshafen
电话：0800 5015501, 传真：0800 5016501
邮箱：dialog@isover.de
网址：www.isover.de
WISAG 能源管理公司
地址：Landgrabenstrasse 94, D-90443 Nürnberg
电话：0911 964-6639, 传真：0911 964-6820
邮箱：stephan.weinen@wisag.de
网址：www.wisag.de
2e 能源有效利用公司
地址：Kirchbergstrasse 29, 79111 Freiburg
电话：0761 8818493-0
邮箱：info@zwei-e.com
网址：www.zwei-e.com
迪索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200025 中国上海卢湾区建国中路10号8号桥2号楼2203室
电话：+86 21 6136 9165
传真：+86 21 6136 9162
网址：www.dres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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