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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碳排放冶 校园建设的综合效果分析

———以特里尔应用科技大学贝肯费尔德校区为例
王摇 军1 ,高摇 帅2 ,刘汉儒3 ,刘摇 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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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德国特里尔应用科技大学通过开发各种可再生能源技术,在贝肯菲尔德校区建设“ 零碳排放冶 校园,实
现了电能与热能供应的二氧化碳“ 零排放冶 。 该文系统分析了“ 零碳排放冶 校园的主要做法及其效果,提出了中国
发展低碳经济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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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09 年 12 月 7 -18 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

了如画的风景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先进的低碳

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与会各国就通过发展

理念与能源供给的二氧化碳“ 零排放冶 设计使该校

低碳经济,解决当前面临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实现经

区的低碳建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该校区“ 零碳排

济可持续发展达成了基本共识。 所谓低碳经济,是

放冶 设计框架见图 1。

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
新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减少煤炭、石油等
高碳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从而形成一种经
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形态。
德国在节能环保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里
尔应用科技大学的“ 零碳排放冶 校区通过采用太阳
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和资源回收利用等技术,
减少了校园内化石能源的消耗,具有明显的低碳经
济特征,其经验做法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和开发利
用可再生能源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1摇 零碳排放校园概况
德国特里尔应用科技大学位于德国莱茵兰-法
尔茨州特里尔市。 该校的国际物质流专业在国际上

图 1摇 贝肯菲尔德 “ 零碳排放冶 校区的设计框架图

建设“ 零排放冶 校区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
1. 1摇 间接利用生物质能

该校区与威立雅垃圾处理厂和 OIE 热电联产

具有很高 的 声 誉。 该 校 贝 肯 费 尔 德 校 区 ( Birken鄄

厂相邻。 该校区每年产生有机废物 800 吨,威立雅

占地 10 公顷,是德国第一个二氧化碳“ 零排放冶 生

有机废物可以产沼气 100 立方米左右,出售给 OIE

feld) 是 1996 年在一个废弃的美军基地上改建而成,
态校园,目前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生态环保教育基
地和科研基地之一。
零排放理论的应用不仅使贝肯费尔德校区保持

垃圾处理厂每年可以处理有机废物 1. 8 万吨,每吨
公司发电和供热,沼渣沼液则用于制造有机肥。 威
立雅垃圾处理厂可以将该校区产生的有机废物全部
处理。 OIE 热电联产厂以废木屑、沼气为燃料,年发
电能力 6伊10 7 千瓦时,产热能力 1. 8伊10 7 千瓦时,根

收稿日期:2010-07-23

据德国《 可再生能源法》 的规定,该厂产生的电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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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产能规模可以完全满足该校区用能需求( 电能
1伊10 6 千瓦时,热能 3. 7 伊10 6 千瓦时) ,客观上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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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校区直接使用化石能源,实现了该校区电能与

理系统的压力,降低了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动力

热能供应的二氧化碳“ 零排放冶 。

消耗,同时实现了雨水资源综合利用的最大化。

1. 2摇 充分利用太阳能

1. 6摇 强化校区的生态建设

太阳能板,在春秋季节用于加热循环水,大楼玻璃幕

统内种植具有去污能力强、成活率高、生长周期长且

墙采用透明热阻( TWD) 材料可以在保证太阳光照

具观赏性的水生植物,以用于污水的处理,既解决了

射时,减少热量散失。 在主要墙体外加装了热绝缘

污水的处理问题,也美化了校园生态环境,处理后的

器件,使其成为太阳能热源墙体,既减少了热损耗,

污水还可以作为校区内景观和绿化用水;此外,该校

同时也有助于转化太阳辐射能为热能。 光伏发电被

区还十分注重建筑的整体规划布局,尽可能留出更

认为是最有前途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之一,该校

多的空间进行绿化,特别是建筑物顶部的绿化。 通

区大规模安装了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包括建筑物

过采取以上措施,不仅美化了校区环境,而且扩大了

表面光伏发电设施 370. 75 平方米,智能太阳跟踪发

绿地面积,充分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来吸收二氧化

该校区内所有建筑的屋顶和南侧墙体均安装了

校区内建有生活污水人工湿地处理系统,该系

电装置 38 平方米和校区主控装置 456 平方米。 各

碳,形成碳汇林,从而有效推动了“ 零碳排放冶 校区

主要建筑物也建设了太阳光导入系统,以减少普通

的建设。

电灯的使用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电能和热能的输

2摇 “ 零碳排放冶 校区的效果分析

入。
1. 3摇 注重建筑通风节能

该校区通过一系列低碳环保措施和可再生能源

该校区的各主要建筑物充分利用地表与地下的

工程的实施,不仅实现了能源供给的二氧化碳“ 零

温度差,建设了先进的通风系统,以尽可能减少其它

排放冶 ,保障了环境安全,而且成功实现了低碳与节

能源使用。 通过实测,该校区的地下 3 米深处的温
度常年保持在 6益 ~ 10益 ,利用这一温差,校区内建

能减排的同步发展。

首先,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

设了 3. 75 米深的长埋地下供气管道,对空气进行预

物质基础,开发可再生能源是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

冷或预热,使到达建筑物内的新鲜空气最高调节幅

的重要一环,也是低碳能源的发展趋势。 该校区建

度可以达到 6益 ,同时,校区内还建设了地热和废热

设中,大量使用可再生能源,广泛采用太阳能光伏发

利用装置,以有效调节室内温度。

电、地热、生物质能源等可再生能源,消耗了大量有

1. 4摇 实现自动化系统控制

机废物,在电能和热能供应上,避免了化石能源的直

米宽的两层办公楼,通过建设自动化控制系统进行

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的转换。

该校区的中央办公区是一座 100 米长、20 ~ 30

接使用,实现了二氧化碳“ 零排放冶 与可再生能源由

系统优化控制,只有在室内人多,空气中二氧化碳达

其次,该校区建设中,采用了太阳光导入系统、

到一定浓度时,室内的传感器才会向中央控制系统

智能优化控制系统和雨水回收利用等技术,有效整

发出指令,启动通风系统,并通过二氧化碳传感器控

合了各种资源,节约了资源和能源使用量,客观上减

制窗户的开启幅度,调节二氧化碳浓度,最大限度节

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 其做法符合低碳经济的低能

约电能的使用;同时该系统还可以自动协调自然光

耗、低污染、低排放理念,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方

摄入和人工照明强度,以保障室内采光效果,避免不

式,也是应对当前资源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必要的电能浪费。

该校区通过采取各种节能措施,提高了用能效率,在

1. 5摇 充分回收利用雨水

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了学校的绿色发展。

平方米屋顶建立了雨水收集系统,并通过导管集中

和参与。 学校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宣传低碳环保理

收集、净化后,储存在地下储水池中,用于冲厕、清

念,宣传“ 零碳排放冶 校园建设的意义及公众在创建

洗、浇灌植物和作为吸附式制冷系统的散热剂;未被

过程中的作用,及时通报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集中收集的雨水则被引入各建筑物间刻意保留的渗

采取的新措施和利用的新技术,并积极开展国际交

水沟,渗入地下,从而不仅减缓了排水系统和污水处

流传播低碳理念。 这些做法不仅能够使公众更加了

该校区的雨水利用设计也独具匠心,在约 2 000

此外,该校区建设过程中,非常注重公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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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零碳排放冶 的建设方法和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感

短缺、生态环境保护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最佳途径,是

性认识,同时传播了低碳思想,调动了公众的参与积

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

极性,引导公众养成低碳消费意识。

约的传统发展模式的新型发展方式。 因此,中国的

“ 零碳排放冶 校区的率先提出和建设不但满足

高校校园建设,商场、写字楼改造及生态工业园区建

了基础教学设施的需求,而且最大限度保护了生态

设等方面要注重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利用,降低经济

环境,从物质流分析的角度来看,该校区的物质流入

发展的碳强度。

端和输出 端 是 平 衡 的, 完 全 实 现 了 校 区 二 氧 化 碳

3. 2摇 应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零排放冶 的承诺。 此外,该校区开展的“ 零碳排放冶

贝肯菲尔德校区的主要能源供应上,实现了可

综合实践及其效果成功地推广了低碳理念,并在低

再生能源由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的转变,避免了化

碳技术方面占据了领先优势,从而吸引了大批来自

石能源的 使 用, 实 现 了 校 园 供 电 供 热 的 二 氧 化 碳

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留学生,通过建设“ 零碳排放冶 校

“ 零排放冶 ,奠定了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优势地位。 目

区,在实现校区现代化的同时,也取得了明显的环境

前国内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还比较低,应通过科技创

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和技术进步,积极开发低成本利用太阳能、风能、

3摇 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几点借鉴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制定促进可再生能源
发展的政策法规和规划;加大国家投资扶持力度,引

长期以来,由于意识缺乏和技术及管理手段的

导鼓励企业投资并利用可再生能源,提高可再生能

滞后,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能耗指标一直居高不下,

源的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其在能源结构中所占比

相应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也一直呈加重趋势。 中国

例。

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2008 年能源消耗量达到

3. 3摇 应推动建筑节能促进低碳排放

29. 1 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

贝肯菲尔德校区采用先进的建筑通风、系统优

13. 6% 。 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

化控制和雨水回收利用等技术,提高了能源利用效

的关键阶段,能源消费总量仍将呈继续增加态势,并

率,减少了资源与能源使用量,对城市低碳建筑和绿

且存在着不利于降低碳强度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

色建筑的发展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 目前,中国节

构,环境污染压力日益增大,温室气体排放量呈不断

能减排面临的形式仍十分严峻,尤其是随着建筑总

上升趋势,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合理调整产业

量的不断攀升和居住舒适度的提升,建筑能耗呈急

结构,促使经济向低碳转型,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

剧上扬趋势。 据报道,建筑能耗约占全社会总能耗

框架中比例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德国

的 30% ~ 50% , 建筑节能的关键是提高能源 利 用

特里尔应用科技大学“ 零碳排放冶 校园建设对于中

率,通过规划节能设计、墙体节能设计、屋面节能技

国高校的生态化校区建设、商场写字楼改造、可再生

术、暖通空调系统节能、控制窗墙比、提高门窗气密

能源应用、建筑节能及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等具有明

性、推广应用新型墙体材料或复合墙体等。 合理选

显借鉴作用。

择冷热源系统及采暖、通风与空调系统,加强对空调

3. 1摇 应重视开发应用低碳技术

系统的节能控制,注重建筑物能量的回收等也是有

低碳技术是贝肯菲尔德校区建设优先考虑的课

效促进建筑节能减排的有效措施。 此外,应加强太

题,在校区规划建设阶段所制定的目标就很明确:应

阳能技术与建筑集成技术的攻关,使太阳能采暖和

用所有可以利用的环保技术,力求建成能耗最低、能

热水器真正纳入建筑设计标准和规范中,推广太阳

效最高的校园。 该校区排放的有机废物全部送往威

能与建筑一体化应用。

立雅垃圾处置场进行生物发酵,以生产的沼气供给

3. 4摇 应加快低碳技术的科技成果应用

OIE 热电联产厂用于发电和供热,其最显著特点就

贝肯菲尔德校区建设中,十分注重低碳新技术

是将有机废物这个“ 放错地方的资源冶 真正还原于

的应用,在已经进行了太阳能光伏发电、地热、生物

其本来面目,作为一种资源替代传统化石燃料的使

质能源技术和太阳光导入系统、智能优化控制系统

用,从而促进了低碳技术的发展。 低碳被认为是继

和雨水回收利用等低碳技术成果应用尝试后,目前

工业化和信息化后一次新的科技革命,是解决能源

正在研究污水深度处理及分级利用等水资源循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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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以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 零排放冶 。 科

国来说,个人能源浪费和碳排放数量看似微小,一旦

手段之一,与“ 转方式、调结构冶 、促进新一轮的经济

随着全球资源、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低

技攻关及其成果的应用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最有效

乘以庞大的人口基数,就是巨大的压力。

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应强化“ 政、产、学、研、金冶 的

碳经济、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

纽带联系及相关体系建设,将科技成果转化做实,以

视,正确处理资源、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世界

典型带动行业发展;将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产业优

各国面对的共同课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发

势,从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展问题,德国在低碳经济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所拥有

3. 5摇 应积极引导鼓励公众参与

的领先技术和实践案例对促进中国低碳经济和可再

贝肯菲尔德校区建设中的公众参与实践表明,

生能源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应更好地借鉴

公众的理解和参与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一项重要内

德国等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好

容。 推进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意

经验、好做法,以进一步推动中国低碳技术与可再生

味着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和企业的产业实践,更重要

能源行业的发展。

的是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和低碳意识,引导和鼓励
公众反思传统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减少比阔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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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Zero-carbon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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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Zero-carbon emission campus built in Birkenfeld Campus of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Trier is

using various renewable energy techniques such as electric power and thermal energy supply. The main methods to

build Zero-carbon Emission Campus and its effects are elucidated in the paper. And the authors also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es to develop low-carbon economy and renewable ener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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