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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能效（EE）或可再生能源（RE）方案一般需要更高的前期投入（资本支出），但在

整个项目周期内，它们会带来成本节约以及运维成本的下降。除此之外，它们还将

在减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排放物等环境方面的起到积极作用，以及“能效投资带来的

多重收益[国际能源署 2014]”1。但是这些方案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促使决策

制定者认可并评估更高初始投资情况下的长期附加值？   

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LCCBA）是评估资产所有权总成本及效益的一种方法。它

考虑的是整个项目或生命周期内，购买（投资）及运营（包括必要的再次投资）的

所有可获利益及成本，直至项目周期结束、资产出售或处置为止。如果有多种不同

项目方案，它们均可满足同样的绩效要求，但这些方案的初始及运营成本却不尽相

同，在必须对它们进行比较，从中选出一种可将总成本降至最低或者节约最多净成

本的方案时，同样可应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  

在动态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中，须确定每一项收入及成本项的项目现金流（P-

CF）。将融资选择考虑在内，还可以衍生出自有资金现金流（E-CF）和债务现金流。

基于这些不同类型的现金流（CF），可衍生出经济及财务关键绩效指标（KPIs）。

经济关键绩效指标的范例包括净现值（NPV）、内部收益率（IRR）或动态投资回收

期（PBT）。财务关键绩效指标的范例包括可用于偿债的现金流（CFADS）、项目及

权益现金流的（P-CF、E-CF）的偿债备付率（DSCR）和贷款期备付率（LLCR）。  

这是一种有充分根据的方法，可为投资决策（“资本预算编制”）提供坚实的基础。

基于对经济及财务关键绩效指标与公司或机构投资指导方针之间的比较，可做出支

持或反对某个特定项目的决定或者选出成本效益最高的投资方案。 

动态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快速计算（ Quick.Calc）”和“比较

（Comparison）”将此种概念应用于能效和/或能源供应投资。“快速计算”可实

现对单个节能或能源供应项目的分析。“比较”最多可比较三个“快速计算”项

目方案的结果和关键绩效指标。  

举一个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实际应用的例子，它可以帮助确定在特定的时

间期限内，以高效通风设备替换现有通风设备是否具有成本效益。此项投资的内部

                                                      

1  微观或公司层面上的“多重收益”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陈旧技术系统的革新、维护和维修成本的下降、以及系统可靠

性和法律或监管要求合规性的提高；建筑物热舒适度的改善以及生产力及生产质量的提高。  

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举几个例子，除了环境效益，能效及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有助于本地价值创造，还会在资质及就业方面，

对未来的行业部门产生相应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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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如何（与被称为机会成本的其他投资方案相比）？或者在某些成本或价格发

展情景下，以光伏系统自行发电的生命周期成本是否比化石燃料发电更有成本竞争

力？如答案为否，那么当二氧化碳排放价格达到多高时，这两个方案之间才能实现

成本平价？不同的融资方案有怎样的影响，例如采用自有资金与债务资本的形式？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可以轻而易举给出详实的解答。

此外，它还是一种有用的评估和管理工具，可为各种应用提供指导，例如： 

a. 经济和技术项目管理及风险评估 => 例如确定敏感参数、最小或最大

门槛值。 

b. 供应商及能源服务公司（ESCos）：计算客户提案。 

c. 金融工程：自有资金与债务融资比例的影响？需要宽限期？  

d. 项目报告与决策，例如向管理委员会或项目利益相关方报告。 

e. 融资方报告、谈判以及尽职调查。 

f. 支持政策设计，例如策略设计、支持计划结构化、补贴需求计算直到

定量评定。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可应用于项目周期的各个阶段，

从最初的项目理念到详细的投资级别计算，再到运营阶段及控制，例如：  

a. 预可行性：是否有兴趣？集中关注哪些关键参数？  

=>支持策略发展。 

b. 详细规划/设计：执行哪些技术解决方案（例如以更高的资本支出投

资谋求更低的运营成本）？  

c. 运营阶段：监测哪些参数？ 

d. 管控：目标-绩效比较？ 

不论是应用于哪一领域，都一定要清楚希望使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解决哪些具

体问题。 

独立使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的先决条件是对能源管理问题有基本的认

识，包括不同物理能源单位之间的关系和换算（例如兆瓦时、吨油当量（TOE）、

功率、能源、运转小时数……）的理解以及阐释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结果也必须

要对能源经济学及投资融资有基本的认识。本手册无意也无法代替教科书以及上述

主题帮助读者自我学习。此外，操作者还必须有使用 Excel对特定电子表格执行计

算的充分经验（在此指南的帮助下）。 

应用时，还应该考虑某些进一步的方法学基础。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总是采取

投资人的视角，投资人可能是能源服务公司、企业、投资决策者或任何其他类型的

投资人。它通常是用于在项目层面上评估微观经济盈利能力，但在必要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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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塑造所谓的“外部”成本与效益（参阅“多重收益”理念）。原则上，可以执

行前瞻性（=>规划）或追溯性（=>管控）评估。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

计算参数和框架条件的选择（未提供），例如项目持续期或价格发展情景以及最低

关键绩效指标。 

用户还应该知悉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及其应用的以下限制。工具箱的主

要目的是建模分析各种能效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经济和财务特征。工具箱不验证它

们的技术可行性。用户有责任评估项目的组成部分和系统能否满足所有要求。工具

箱是尽最大努力且仅为培训目的而开发的。它不是提供支持热线服务的商业发行软

件。关于用户和保密协议以及免责声明的进一步详情，请参考第 2部分。 

总体而言，应该注意任何前瞻性经济计算，例如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都是对或

多或少未知的未来进行预报或预测。换句话说，它呈现一种未来可能的情景。因此，

用户必须了解其中的机会，但更要知悉其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最好有行之

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在此背景下，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可基于“如果未来出现

特定的发展情况，就会发生什么”的情景，帮助用户做出知情管理决策。 

手册记载了关于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快速计算”和“比较”的进一步信

息。该手册旨在配合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和 Energetic Solutions 编制、讲授的培训

课程使用。因此，该手册的目标读者是使用该手册作为参考的此类课程的参与者。

该手册并不是一份独立的文件。要充分理解工具箱的用法和功能，就必须参与此类

课程。这也适用于培训师培训理念。还有更加全面的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

（“详细计算（Detailed.Calc）”），但这并非该许可协议及用户手册的一部分。  

该手册的结构如下：章节 2是“用户和保密协议、责任免除”，再之后概述了对生

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文件处理的信息技术要求和说明。章节 4提供了“基于

Excel 进行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计算的一般指引与提示”，之后是“快速计算”

和“比较”工具箱的详细操作手册，它将以一个节能项目为例进行讲解。该手册的

结尾是一份简短的词汇表以及供读者记笔记的地方。 

结合培训课程使用该手册，应该能够让专家将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实际应用于自

己的项目中。它应该能够针对投资决策提出有理有据的建议，帮助公司和机构节约

大笔资金，为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投资创造其他“多重收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

它有助于缓解沉重的环境负担。  

我们祝您在使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进行计算、执行项目的过程中一切顺利！如

果有任何问题或评论，请随时联系我们： 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或

neng.yang@gi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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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许可证：用户和保密协议、责任免除 

以下条款与条件适用于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的任何应用： 

1. Excel 计算工具箱是尽最大努力且仅为培训目的而开发的。它不是提供支持

电话热线的商业发行软件。 

2. 对任何信息或计算结果，培训课程的组织者或者工具的开发者扬·W·布莱

尔先生——Energetic Solutions 概不承担任何责任。通过专业验证，检查

计算结果可信度和正确性的责任完全由用户自行承担。 

3. 保密协议（NDA）：可免费使用工具对贵公司自己的项目进行计算。不得转

授第三方，不论是部分或全部，亦不论是收费或免费；亦不得将任何工具箱

或此手册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4. 使用工具，即代表用户接受此责任免除、用户和保密协议（NDA）。如果用

户不接受，则“快速计算”项目文件无法打开。 

当前许可协议（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负担经费）将于 2021 年 5 月 23 日到期。 在

许可证到期前的最后 90 天内，“快速计算”将出现一个信息框展示此信息。许可

证到期后，将无法继续使用工具箱，项目文件将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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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技术要求和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文件处理说

明 

3.1 计算机系统要求和 Excel 设置 

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快速计算”和“比较”要求： 

• 基于 Windows的计算机，装有 Windows 7或 Windows 10 操作系统 

• 替代方案：基于 Apple/Mac 的计算机，装有 system OS-X或 macOS操

作系统 

• 至少 50MB可用硬盘空间 

• “Explorer”或“Finder”等文件管理器 

• 计算机上本地安装 Office/Excel 2016 或 Office/Excel 2019  

根据经验，之前版本的 Office/Excel 亦可兼容——请在计算机上尝试

使用最新可用版本。 

• @Excel：将计算选项设置为“除数据表外，自动”以加快计算机运行。 

3.2 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文件结构概览 

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快速计算”和“比较”是基于一组四个 Excel模板

文件： 

图 1：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文件结构概览 

• 最多可分析三个项目的三份相同的项目文件，例如将三个投资方案与

基准案例进行比较。举个例子，基准案例可以是钢厂现有的一个通风设备，

最多可有三个通风设备速度控制改造的投资方案。  

• 这 三 个 模 板 文 件 被 命 名 为  [QuickCalc_Project1.xlsm] 、

[QuickCalc_Project2.xlsm]和[QuickCalc_Project3.xlsm]。 

• 一个模板文件比较三个项目的结果。该模板文件被命名为

[QuickCalc_Comparison.xlsx]。 

• 三个项目文件通过下表所示的文件名链接到结果比较文件。 

敬请遵从章节 3.3 中提供的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文件处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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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一提：所有“快速计算”项目文件都可以独立地用于单个项目的生命周期成本

效益分析（无需“比较”），亦可方便地保存到任何地方。 

3.3 如何处理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文件 
3.3.1 保存原始工具箱模板 

千万不要操作或更改原始工具箱文件夹。这样才能确保在处理未来项目时，总能有

原始的工具箱作为模板。 

一定要把原始工具箱文件夹复制到新建的项目文件夹内。给复制过来的文件夹重

新命名，但千万不要更改原始工具箱内四个文件的名称。 

3.3.2 通用的文件处理框架 

以下为使用工具箱四个 Excel文件的一般原则： 

• 进行任何项目比较时，三个项目文件和“比较”文件必须储存在同一

文件夹内。 

• 复制或移动文件时，所有文件名必须保持不变。 

3.3.3 打开工具箱 

打开“比较”文件： 

• 即便 3 个“快速计算”项目文件均未打开，也可以打开“比较”文件。 

• 此种情况下，Excel 会在打开“比较”文件时，询问是否应[更新]或

[不更新]已链接但未打开的项目文件中的数据。 

• [ 更 新 ] 数 据 时 ， Excel 将 读 取 未 打 开 的 项 目 文 件

“QuickCalc_Project 1、2、3”中的数据内容，写入“比较”文件。 

• 如果数据[不更新]，Excel 打开的“比较”文件是其最近一次保存时

包含的有效项目数据。 

• 但是，在打开“比较”文件时，Excel 不可能同时自动打开项目文件

“Quickcalc’_Project 1、2、3”。 

打开“Quickcalc’_Project”文件： 

• 每一项目文件都可以单独打开，即便是在未打开其他项目文件或“比

较”文件的情况下。 

• 打开项目文件时，必须输入密码。培训时，必须提供密码。 

• 在下一个对话框里，必须激活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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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必须按下 [OK]键确认“责任免除和用户协议”，否则

“Quickcalc”不会打开。 

• 您可以开始输入或更改现有的输入数据。 

“比较”文件中的改变： 

• 要对“比较”文件进行任何修改并保存，就必须在对“比较”文件进

行任何修改之前打开三个项目文件。 

• 如果在未先打开三个项目文件的情况下，对“比较”文件进行了任何

修改并保存，“比较”文件中会创建“隐藏”链接。 

• 在把“比较”文件和三个项目文件保存到一个新的文件夹之后，这些

“隐藏”链接就会生效。 

• 打开该等含有“隐藏”链接的“比较”文件，Excel 会读取实际（复

制）项目文件夹中的三个项目文件以及（原始）源项目文件夹中的三个项目

文件的内容。 

• 为纠正这种情况 

- 必须从项目文件夹中删除含有“隐藏”链接的实际项目的“比较”文件。 

- 必须把新的“比较”文件从原始工具箱文件夹中复制到实际项目的项目文

件夹。 

3.3.4 文件的复制/移动 

通常情况下，复制/移动文件，就必须完成： 

• 运营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复制模板文件到存储器/文件夹。 

• 备份和恢复程序：复制实际文件内容到存储器/文件夹。 

• 与其他项目的比较：复制/移动一个项目的文件到工作存储器/文件夹

或者复制/移动一个项目的备份文件到存储器/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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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要点 如何处理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文件 

✓ @Excel：将计算选项设置为“除数据表外，自动” 

✓ 请记住：一定要复制原始工具箱文件夹并以新项目的名称保存，但切莫修改工具箱文件夹内 4 个文件的名称。 

✓ 项目文件和比较文件必须储存在同一文件夹中以进行比较。 

✓ 可单独使用“快速计算”项目文件进行。 

✓ 黄色单元格也可作为核对表，在填写黄色表格时可考虑以下问题： 

- 我是否考虑这个变量？ 

- 这个变量是否与我的项目相关？ 

=> 当您断定变量与您的项目无关时，填写 0 作为输入数据。 

✓ 用户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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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 Excel 进行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计算的一般指引与

提示（“要诀和技巧”） 

如引言中所述，使用“快速计算”的先决条件就是在 Excel应用方面，有扎实的基

本知识，且有一定在特定计算表中执行计算的经验。  

以下一般指引、单元格彩色编码以及基于 Excel的计算工具的具体“要诀和技巧”

将帮助您使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 

4.1 一般操作指引 

还请参考章节 3 中的具体内容。 

1. 提示：一定要复制原始工具箱文件夹到新的项目文件夹（以始终保持原始

工具箱文件的可用性）。 

2. 命名项目：选择一个有意义的文件名称，包括日期、版本、发送至...，例如

PV40kW_YYMMDD_no-feed-in_to-Mark 

3. 将 Excel 计算选项设置为“除数据表外，自动”，以减少 Excel 的计算时间 

4. 在培训过程中，应输入打开“快速计算”文件的密码 

4.2 输入数据、结果和评论的彩色编码；受保护的单元格 

1. 录入必要输入数据的单元格以黄色标示。  

2. 可选输入数据单元格以绿色标示。  

3. 所有其他单元格都予以锁定，不得更改（以避免任何非计划内的修改、报错

或误用）。 

4. 计算结果以加粗红色字体显示。 

5. 评论以蓝色字体提供（通常位于输入单元格的右侧）。  

4.3 Excel“要诀与技巧” 

1. 把 Excel 当作您的计算器：建议输入用于在单元格（使用单元格作为计算

器，而非进行单独计算）或评论中自行计算的公式。这样可以减少错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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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计算的可追溯性（单元格中的类型化计算将发挥文件证据的作用，可帮

助您记起得到特定输入值的过程）。  

2. 使用黄色单元格作为核对表，在填写黄色表格时可考虑以下问题：  

- 我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变量？  

- 这是否与我的项目相关？  

=>如果不适用于您的项目，输入 0 作为输入数据，证明您已经考虑过这一变

量。 

3. 绿色 Excel 单元格包含默认输入值，通常有链接的公式（例如融资日期与项

目日期相同）：  

如果您覆写了默认值，自动链接随即丢失。  

（不用担心：所有其他单元格和公式都受保护）。  

=>对于新项目，从原始工具文件中复制 

=>如果您想要保留一个链接，您可以将绿色单元格中的整个公式乘以 0，加

入您的输入值。  

提示：将绿色单元格改成黄色 

4. 使用“快速计算”电子表格侧边和底部的绿色方框进行自我计算、注释和评

论。“快速计算”和“比较”文件也包含出于自我计算或文件证据目的的空白表

格。 

4.4 可信度检查和质量保证 

1. “快速计算”的结构要求在工作表上方区域进行数据输入，之后显示自动计

算的结果（以图形和表格形式）。输入与输出区域彼此相连便于验证输入数

据和计算结果。  

2. 重要提醒：输入数据时，自动生成的图表对检查输入数据的可信度非常有

帮助。  

=>检查每一输入区域后面的图表，验证可信度！ 

4.5 其他/税费： 

1. 所有数据输入和评估都必须以含税或不含税（不可混合）形式执行。建议执

行不含税计算，因为加税是基于整个公司的业绩，而不是单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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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要点  

✓ 将 Excel 计算选项设置为“除数据表外，自动”  

✓ 使用 Excel 作为您的计算器，以减少错误，提高计算的可追溯性单元格中的类型化计算将发挥记录文件的作用，可帮助您

回忆得到特定输入值的过程。 

✓ 输入数据时，自动生成的图表对检查输入数据的可信度非常有帮助。  

=>检查每一输入区域后面的图表，验证可信度！ 

✓ 用户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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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快速计算”和“比较”的操作手册使用一个节能项目为示例 

此章节是“快速计算”和“比较”工具箱的逐步操作手册。在章节 5.1中，提供了

准备输入数据的注意事项。章节 0根据 Excel工作表的顺序，提供了数据输入的逐

步（或在 Excel 中，逐一单元格）指导。每一数据输入区域都以相关区域的截图进

行了展示。截图之后是相关输入数据的简要解释，提及 Excel 工作表中的相应单元

格。章节 h和 0 提供了分别使用“快速计算”和“比较”计算自动得出的结果概览。 

5.1 输入数据准备注意事项 
5.1.1 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所需输入数据概览 

下方列表概述了执行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所需的输入数据。列表区分了不同项目

所需的输入参数：1.所有项目类型；2.仅针对能效或节能项目；3.仅针对能源供应

项目。 

1. 所有项目类型： 

▪ 项目进度计划：开始时间、持续期和施工时间，格式为[年；月]（参考章
节 5.3.1）。 

▪ 措施/投资的项目周期成本（参考章节 5.3.3）：  

资本支出，单位[选择的货币]，例如单位[人民币]， 

可变和固定运营成本，单位[选择的货币/年]，例如单位[人民币/年]。 

▪ 融资（参考章节 5.3.4）：  

补贴（如适用），单位[选择的货币]，例如单位[人民币]，  

债务融资比例，单位[%]，  

债务名义利率，单位[%/年]，以及任何其他债务融资成本，单位[总债务融

资比例的%]， 

期望自有资金回报率，单位[%/年]。 

2. 能效或节能项目（参考章节 5.3.2）。 

▪ 现有状态数据：  

- 能源，单位[兆瓦时/年]和能源价格，单位[选择的货币/兆瓦时]，  

• 可选：功率需求，单位[千瓦/年]和功率需求成本（如容量电费），单位

[选择的货币/（千瓦×年）]， 

• 可选：维护成本（或者现有状态中的任何其他附加成本项），单位[选择

的货币/年]，利润单位[人民币/年]， 

- 年度价格上涨因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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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效措施及相关节约  

- 节约，单位：[相对现有状态项目]%（节约也可以采用其他单位，例如可
能是[兆瓦时/年]，但必须把它们转换成[%]）（参考章节 5.3.2）。 

3. （可再生）能源供应项目： 

▪ 热能（例如可能为热水、蒸汽或压缩空气）销售：  

- 能源，单位[兆瓦时/年]和能源价格，单位[选择的货币/兆瓦时]，  
• 可选：功率销售，单位[千瓦/年]和功率价格，单位[选择的货币/（千瓦

×年）]， 

- 年度价格上涨因素，单位[%]。 

▪ 电力销售：  

- 电力，单位[兆瓦时/年]和电力价格，单位[选择的货币/兆瓦时]，  

可选：功率销售，单位[千瓦/年]和功率价格，单位[选择的货币/（千瓦×

年）]， 

• 可选：电力入网，单位[兆瓦时/年]和入网电价，单位[选择的货币/兆瓦

时]，  
- 年度价格上涨因素，单位[%]。 

▪ 供应设备的技术性能数据：   

- 锅炉：热量输出容量，单位[千瓦]和年效率，单位[%]； 

- 热电联产：电热输出容量，单位[千瓦电]和[千瓦热]，电力年效率ηel，单

位[%]和热量年效率ηth，单位[%]，每年的满负荷运行小时数[小时数/年]； 

- 光伏、水力或风能：电力峰值负荷发电容量，单位[千瓦峰值]和年发电量-

峰值负荷容量比，单位[千瓦时/千瓦峰值]， 

- 太阳热能：安装集热器面积，单位[平方米]和  

- 每平方米集热器面积的年度系统产量，单位[千瓦时/（平方米×年）]2， 

- 所有系统的内部电负荷（总损耗），单位[兆瓦时/年]。 

▪ 燃料采购成本：  

- 燃料成本（例如生物质、天然气），单位[选择的货币/兆瓦时]，  

- 可选：容量费用成本，单位[选择的货币/（千瓦×年）]， 
- 年度价格上涨因素，单位[%]。 

5.1.2 “快速计算”和“比较”中的语言、货币和单位 

                                                      

2  另一个数据输入选择是，热能峰值负荷发电容量，单位[千瓦峰值]和年发热量-峰值负荷容量比，单位[千瓦时/千瓦峰值]

（类似于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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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工具箱可以五种不同语言（德语、英语、汉语、法语和克罗地亚语3）展示。

如何选择语言，请参考章节 5.3.1。  

目前，有十二种可用货币4，但货币的选择不能触发自动转换功能。如何选择货币，

请参考章节 5.3.1。 

所有物理单位都采用公制单位，无法修改。这些单位总是标注在收入单元格旁边，

必须严格遵守。 

5.1.3 输入数据的来源 

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的所有输入数据必须通过外部来源提供，例如能源账单、技

术研究、供应商报价或之前的项目。一般来说，由项目工程师（或类似人员）负责

准备数据。很多情况下，技术数据来源于能源审计，而经济和财务数据则由能源会

计和财务部门提供。 

必须基于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所期望的详细程度和精确性，准备数据来源。在进

行预可行性分析时，可基于之前的项目、制造数据、指示性报价或者成本预测完成

数据输入。进行投资级别的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以及为管理委员会或金融机构提

供“银行可接受的”报告时，数据输入必须以投资级别的审计、供应商针对具体项

目发出的实盘或者可签约供应合同作为支持。 

在签订能源审计合同时，建议在审计职权范围中明确说明所要求的结果和详细程度。

就此方面，建议以章节 5.1.1中的“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所需输入数据概览”作

为核对表。 

5.2 案例研究——通风设备改造 

示例项目是关于钢厂的节能措施（通风设备改造）。出于节能目的，钢厂改进了通

风设备的变频改造。在将频率调节器的液压频率调节更换为永磁离合器以后，耗电

量大幅缩减。此外，因不再需要液压油，噪音和维护成本也下降了。 

                                                      

3 发送请求至 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请求可增加额外的语言  

4 发送请求至 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请求可增加额外的货币 

mailto: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mailto: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mailto: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mailto: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mailto: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mailto: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mailto: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 

 

 

 

© Energetic Solutions – 扬·W·布莱尔（Jan W. Bleyl）。发送请求：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20/42 

 

图 2：案例研究：输入数据表 

在之后章节 0-0 中，提到此示例的所有文本将以绿色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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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快速计算”数据输入 

此章节提供数据输入的逐步指导。快速提示：输入数据、结果和评论的彩色编码如

下： 

▪ 录入必要输入数据的单元格以黄色标示。  

▪ 可选输入数据单元格以绿色标示。  

▪ 所有其他单元格都已被锁定，不得更改（以避免任何非计划内的修改、故障

或误用）。 

▪ 计算结果以加粗红色字体显示。 

▪ 评论以蓝色字体提供（通常位于输入单元格的右侧）。  

5.3.1 项目名称以及期限；货币和语言的选择 

图 3：数据输入区域：项目名称以及期限；货币和语言的选择（截屏） 

a. 单元格 D7：输入有意义的项目名称（类似文件名，参考章节 4中的注

意事项） 

b. 单元格 D9:E10：输入项目开始和结束日期（会计期限的开始和结

束）。自动计算总项目期限，在单元格 F10 中展示。推荐使用项目年限（例如

1-5），但也可使用年份（例如 2020-2025）。 

c. 开始日期总是对应于当月的第一天，结束日期对应于当月的最后一天。

例如，一个运营期为 2015年 1月到 2017年 12月的项目，其精确的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1日到 2017年 12月 31日。 

d. 单元格 D11:E11：输入能源供应或节能现金流的开始时间（通常在项

目试运行之后）。自动计算施工时间，在单元格 F11中展示。 

e. 单元格 D15：货币选择的下拉菜单（目前有十二种可选货币 4）。货币

的选择不能触发汇率自动转换功能。  

f. 单元格 H15：语言选择的下拉菜单（目前有德语、英语、汉语、法语

和克罗地亚语种可选 3）。  

5.3.2 节能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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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计算公式的简要提示： 

✓ 计算节约量时，总是使用以下基本节约公式：  

节约量=基准线成本-实际成本（改造后）。  

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内计算一年的节约量。对于基准线消耗
量及改造后消耗量，一定要会使用相同的报告期持续时间。 

✓ 计算节约量%时，用计算出的节约量除以基准线。  

（节约量%=节约量/基准线） 

任何减少最终能耗的能效技术都可以带来节约，例如 LED照明、高效电动车、通风

设备或压缩空气系统、屋顶光伏发电系统等。 

 

图 4：数据输入区域：基准线和节约量（截图） 

基准线区域输入数据和结果（单元格 B19:E34）： 

a. 单元格 D21：用户名称或区域（仅用作文件记录目的）。 

b. 单元格 D23：能源消耗量基准线，单位[兆瓦时]。如果您的数据采用

的是其他单位，一定要转换成兆瓦时。转换应该在单元格内备有文件证据

（“把 Excel 作为您的计算器”，参考 4）。  

基本来说，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分析中可使用任何类型的能源载体（例如电、

化石燃料还有水）以及能源单位，前提是在整个计算过程中始终保持一致。 

c. 单元格 D24：平均能源成本，单位[选择的货币/兆瓦时]。 

d. 单元格 D26：峰值功率需求，单位[千瓦]，如适用。  

e. 单元格 D26：平均峰值功率需求成本，单位[选择的货币/（千瓦峰值×

年）]，如适用（取决于能源载体现有或可能的未来定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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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例中，功率需求（容量电费）的成本为 0。  

f. 单元格 D29：基准值中额外成本项（其他成本）的选择，例如维护成

本。输入[成本项的数量或数字/年]，例如 12个月度维护周期。 

在示例中，每年有一个额外成本项。 

g. 单元格 D30：基准值中额外成本项的成本，单位[选择的货币/成本项

的数量或数字]，例如月度维护周期的成本。 

在示例中，此位置包括 2 个项目：1.日常维护成本（2,500 千瓦×180 人民币/

（千瓦×年）+2.液压油成本（50,000 人民币/年）=500,000 人民币/年。  

注：一般来说，也可以在章节 5.3.3 中说明维护成本。 
h. 单元格 D32：命名基准能源载体的平均每年价格上升因素，单位

[%/a]。价格上升因素也可能是负数。 

i. 结果单元格 D34：=>基准值总额，单位[选择的货币/年]。 

节约区域输入数据和结果（单元格 G19:J34）： 

a. 单元格 I21：节能措施的命名（仅用作于文件记录目的）。 

b. 单元格 I23：输入能源基准值的节约量%（单元格 D23×D24） 

c. 结果单元格 I24：=>节能的年度货币节约量，单位[选择的货币/年]。  

使用结果核对计算结果的可信度。 

d. 单元格 I26：输入功率需求的节约量%（单元格 D26×D27） 

e. 结果单元格 D27：=>功率需求减少量的年度货币节约量，单位[选择

的货币/年]。 

f. 单元格 I29：输入基准值中额外成本项（其他成本）的节约量%（单

元格 D29×D30） 

g. 结果单元格 I30：=>功率需求减少量的年度货币节约量，单位[选择

的货币/年]。 

h. 单元格 I32：如果一定比例的节约值流入另一方，例如包含分享节约

量协议的能源服务公司合同，此处可以调整成投资方的分享比例（单位[%]）。

默认值是 100%（绿色单元格）。 

i. 结果单元格 I34：=>节能措施的年度货币节约量总额，单位[选择的

货币/年]。  

 

比较单元格 I24、I27 和 I30，评估每一节约现金流与单元格 I34 中的总额的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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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项目周期成本：资本支出、年度运营成本、其他成本和收入 

图 5：数据输入区域：项目周期成本：资本支出、年度运营成本、其他成本和收入
（截图） 

资本支出输入数据和结果（单元格 D86:D98）： 

a. 结果单元格 D89：=>总投资成本，单位[选择的货币]。 

b. 单元格 D91:D98：输入个别投资项目，单位[选择的货币]，例如硬件、

规划、安装、试运行、咨询服务费或其他成本，以记录最重要的资本支出位置。

可以覆写单元格 C91:C98中的命名。 

运营支出输入数据和结果（单元格 G86:J98）： 

a. 结果单元格 I89：=>总运营支出，单位[选择的货币/年]。 

b. 单元格 I91:I94：输入个别投资项目，单位[选择的货币/年]，例如

管理费、维护+修理、保险和其他成本。可以覆写单元格 C91:C94中的命名。 

在示例中，已经在单元格 I29 中说明了维护成本（=79.4%），从基准维护成本

中扣除其余成本（差异成本法，详细计算参考下文）。 

节约量 = 维护成本的差异（公式：节约量 = 基准线成本-实际成本（改造

后）  
基准维护成本（180 人民币/（千瓦×年）×2,500 千瓦+50,000=500,000 元

/年）  

- 实际维护成本（改造后）（70 人民币/（千瓦×年）×1,450 千瓦

=103.250 人民币/年））  

= 维护成本净节约量（396,750 人民币/年）  

 

c. 单元格 J91：命名运营成本的平均每年价格上升因素，单位[%/a]。  

价格上升因素也可能是负数。 

输入数据项目期限内的其他成本和收益（单元格 B101:J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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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元格 E104:I104：输入项目周期内任何特定年份的任何其他成本或

收入，单位[选择的货币/年]，例如第 3年交换节能措施特定部件的特别维护成本，

或者在光伏系统的第 10年更换逆变器（资产的资本结构调整）。  

注：所有成本都必须输入负值。 

其他收入的来源可能包括二氧化碳许可证的出售，或者项目期限结束时的设备

残值或其预测销售等。 

如果是更长的项目周期，根据项目周期的年限，自动展示额外年份的单元格。  

5.3.4 融资：补助、负债和自有资金 

图 6：融资：补助、负债和自有资金（截图） 

a. 单元格 E124:G124：项目年 1-3的补助，单位[选择的货币]。 

b. 结果单元格 E125：总投资中的补贴融资占比，单位[%]。 

c. 行 128和 142：贷款一，含以下输入参数和结果：  

o 单元格 E128：总投资中的贷款占比，单位[%]（投资、规划和

试运行的总额……） 

o 单元格 F128：名义年利率，单位[%] 

o 单元格 G128：银行收费（贴水），以在贷款中占的百分比列

示=>该占比并不付出，例如，如果 100,000 人民币的贷款贴水为 1%，那

么银行只支出 99,000人民币，剩下的 1,000人民币留作银行收费。 

o 单元格 I128：年归还本金和利息次数在 1到 12之间。 

o 结果单元格 H128：实际利率,单位[%]（f（本金付款的次数和

银行收费）） 

o 结果单元格 D128：贷款金额，单位[选择的货币]。 

o 单元格 E142:F142：借款日期（默认值是项目开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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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单元格 G142:H142：首笔本金归还的日期（默认值为项目开始

日期）=>宽限期选项。 

o 单元格 I142:J142：末笔本金归还的日期（默认值为项目结束

日期）=>更短贷款周期选项。 

如果您更改了默认值，记得将各个单元格重新改成黄色。 

d. 行 129:132 和 142:146：可选的进一步贷款类似于贷款一。前四笔贷

款还款金额固定，利息占比下降。贷款五（年金贷款）有名义上的固定比率抵

押，所以贷款期限内利息和本金的还款比例会发生变化。 

e. 结果单元格 D134：总贷款金额，单位[选择的货币]。 

f. 单元格 F136：自有资金的期望收益率，单位[%] 

g. 结果单元格 D136:E136：自有资金金额，单位[选择的货币]和自有资

金占比，单位[%] 

h. 结果单元格 F138：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单位[%]=>用于项目

现金流的折现=> 参考单元格 E202 

这里总结了“快速计算”的数据输入区域。在手册的以下部分，将描述生命周期成

本效益分析的结果。 

5.4 “快速计算”工具结果 
5.4.1 结果区域介绍 

自动生成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快速计算”的以下结果，并以四种不同呈现方式

展示：  

1.净现金流图（5.4.2），  

2.结果和关键绩效指标的总结表（5.4.3），  

3.融资图（5.4.4），和  

4.各个现金流的表格（5.4.5）。  

如果项目期限更长，根据项目期限的年限，在现金流图表中自动展示额外的年份。 

在分析和解释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结果时，始终应记得章节 0引言中描述的方法、

定义、各种应用及其限制。 

基于长期经验，复制某几种或所有四种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呈现方式，在向决策

制定者做简要的管理报告时，会更加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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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投资、补助、净现金流和利润图表  

第一种结果呈现方式以项目周期的函数的形式，展示了总投资、补助、净项目现金

流、净自有资金现金流、净外债现金流和利润（年度利润和累积利润）。以柱状图

展现年度净现金流，以线条展现累积现金流。项目现金流、自有资金现金流、外债

现金流和年度利润分别以灰色、蓝色、浅蓝色和绿色长条柱和线条展示。  

图表左上角的文本框总结了项目现金流和自有资金现金流的经济关键绩效指标。 

 

图 7：投资、补助、净现金流和利润（年度和累积）图（截图） 

第一个负方向长条柱代表总投资的首笔支出（资本支出）（210 万人民币）。对于

补助，这些将在资本支出长条柱上方以正方向现金流的形式展示，但在此示例中，

不存在任何补助（0元）。  

在右侧，展示三年项目持续期内的年度和累积现金流和利润。正向累积项目现金流

表示项目产生了净盈余。其贴现净现值为正数（贴现净现值=524 万人民币），内

部收益率非常高（内部收益率=624%）。  

同样的，累积自有资金现金流表明自有资金投资会对自有资金投资人产生净盈余

（净现值=504 万人民币；因为没有任何负现金流，所以在此示例中，无法计算内

部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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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基本信息是：在三年内，在支付了包括债务清偿（本金偿还和利息）在内的

所有费用之后，投资人还有大量盈余。累积税前利润表明了同样的结果。 

5.4.3 结果和关键绩效指标的总结表  

结果的第二种呈现方式展示了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结果和关键绩效指标，

以表格的形式，分项目和自有资金现金流列示。 

图 8：项目和自有资金现金流的关键结果和关键绩效指标总结表（截图） 

其中展示的结果与章节 5.4.2中以表格形式展示的结果基本相同。除了之前的现金

流图以外，表格中还总结了项目持续期、自有资金和外债融资额、贴现利率、累积

项目现金流和自有资金现金流数值、收入、费用和利润（税前）。 

5.4.4 还贷、可用于还债的现金流（CFADS）和偿债备付率（DSCR）  

第三种结果呈现方式集中关注债务提供者或者金融机构（FI）的视角。很多情况

下，金融机构是（不同类型的）银行，但也可能是众筹提供者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

借入资本。 

mailto: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mailto: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mailto: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mailto: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mailto: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 

 

 

 

© Energetic Solutions – 扬·W·布莱尔（Jan W. Bleyl）。发送请求：Office@Energetic-Solutions.eu 29/42 

 

图片展示了还贷负债（本金和利息偿还）和可用于还债的现金流（扣除所有其他负

债之后）。右侧 Y轴展示了偿债备付率（DSCR）。该指南文本框中总结了关键值和

关键绩效指标。 

图 9：投资、补助、净现金流（年度和累积）图（截图） 

5.4.5 净现金流和流动性表  

最后一种结果呈现方式是表格，包含项目的年度关键现金流及其累积总额和年算数

平均值。表格的前两行指的是融资（投资和债务清偿），之后是收入（节能措施和

出售能源）和运营支出现金流。最下面的结果行展示了项目和自己资金现金流。最

后两行展示了可用于还款的现金流和偿债备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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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投资、补助、净现金流（年度和累积）图（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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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比较”工具结果 

“比较”工具在表格和图形中，自动总结最多三项“快速计算”生命周期成本效益

分析的结果，以促成比较决策，选出最合适的项目方案。  

以下章节通过示例的形式，呈现了章节 5.2中描述的通风设备案例研究中三种选择

的结果。 

5.5.1 “比较”表格 

下表总结了最多三个项目变体的关键输入参数、结果以及经济和财务关键绩效指标。 

图 11：关键结果和关键绩效指标的比较表（截图） 

首先，总结了项目持续期、投资额和自有资金和负债投资额等关键输入参数。其次，

表格比较了项目和自有资金现金流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经济结果和关键绩

效指标，例如累积现金流、净现值、内部收益率和投资回收期。第三，贷款期备付

率是项目生命周期内流动性的指标。  

“比较”表格的第二部分总结了整个项目周期内的经济结果以及累积项目现金流、

累积自有资金现金流、收入、费用和利润的年平均值。  

  

经济性预测的总结和特征值

项目期限 年

总投资 CNY 

自有资金 CNY 

借款 CNY 

累积的自有资金现金流 CNY 

贴现利率 %

净现值 CNY 

内部收益率（IRR） %

动态投资回收期 年

负贷偿债能力比率 -

累积的项目现金流 CNY 

累积的自有资金现金流 CNY 

总投资 CNY 

收入 CNY 

费用 CNY 

利润（企业经营的常规数据）（利用会计

学计算公式得出的企业税前利润）
CNY 

327,4% 1255,1%

1,3 1,1

2.640.147 880.049

5.347.353 1.782.451

5.347.353 1.782.451

2.520.000 -

7.987.500 2.662.500

882.000

- 1.638.000

5.467.500 5.347.353

7,5%

（混合利率=加权平均

资本成本WACC）

9%

（自有资金利息）

2.200.123 733.374

5.787.377

7,5%

（混合利率=加权平均

资本成本WACC）

9%

（自有资金利息）

5.234.331 5.076.387

623,7%

5.887.500

- 4,5

总计（整个项目期内） 年平均值

5.467.500 1.822.500

4.814.331 4.648.092

5.787.377 1.929.126

项目 3

项目现金流 自有资金现金流

3

2.520.000

-

1.962.500

5.787.377 1.929.126

2.100.000 -

7.987.500 2.662.500

无法计算

1,2 1,0

- 5,4

总计（整个项目期内） 年平均值

1.365.000

5.887.500

项目 1 项目 2

项目现金流 自有资金现金流

5.487.500 1.829.167

942.910 314.303

4.544.590 1.514.863

4.587.500 1.529.167

4.544.590 1.514.863

900.000 -

1,0 1,0

- 8,6

900.000

- 315.000

-

总计（整个项目期内） 年平均值

7,5%

（混合利率=加权平均

资本成本WACC）

9%

（自有资金利息）

4.138.766 4.040.975

无法计算 无法计算

585.000

4.587.500 4.544.590

项目现金流 自有资金现金流

33

2.100.000

- 73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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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比较”图 

“比较”图展示最多三个项目方案的累积项目现金流。 

图 12：累积项目现金流比较图（截图） 

所有三个项目变体在 3年项目周期内，产生 490万人民币到 600万人民币的盈余。

同样的，所有经济关键绩效指标（内部收益率、净现值和投资回收期）以及财务关

键绩效指标（贷款期备付率）都表明有非常好的业绩，如同可从“比较”表格中读

取的数据一样。这意味着可以执行这三种投资方案中的任一种（即便是资本支出高

出 20%的方案三），但最有利的选择还是方案一，前提是可以筹集到更多的前提资

本支出。项目二在第一年就产生正向的项目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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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中方专家及公司使用的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工具箱“快速计算”和“比较”的

指导手册就此结束。作者感谢您仔细阅读完本手册。 

通过快速总结，向您介绍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理念和基础知识。通过培训

及本手册，您可以在自己的项目中实际应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这样有助于您

针对投资决策，向决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出有理有据的建议。借此，您可

以帮助公司在项目生命周期内节约大笔资金，也为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投资创造其他

“多重收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它有助于缓解社会沉重的环境负担。 

再一次，我们祝愿您在进行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计算以及落实投资项目时，一切

顺利！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评论，请随时联系我们：  office@Energetic-

Solutions.eu或 yang.neng@giz.de。   

 

第 5章要点 

节约计算公式的简要提示： 

- 计算节约量时，总是使用以下基本节约公式：  

  节约量=基准线成本-实际成本（改造后）。 

- 计算节约量%时，用计算出的节约量除以基准线（节约量%=节约量/基准线）。 

✓ 能源消耗量基准线，单位[兆瓦时]。如果您的数据采用的是其他单位，一定要转换

成兆瓦时。转换应该在单元格内备有文件证据。 

✓ 复制某几种或所有四种“快速计算”呈现方式和两种“比较”图，在向决策制定

者做简要的管理报告时，会更加有理有据。 

✓ 用户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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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缩写和术语表  

此章节总结了手册中使用的缩写和首字母缩略词，也提供了术语表中使用的关键理

念的理念。 

6.1 缩写和首字母缩略词总结 

AC 空调 

BMZ 德 国 联 邦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部 （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Entwicklung）（www.BMZ.de） 

CAPEX 资本支出 

CF 现金流 

CFADS 可用于还债的现金流 

CFL 紧凑型荧光灯 

CfP 征求计划书 

CHP 热电联产 

CMVP 注册能效评估师 

D-CF 债务现金流 

DPB 动态投资回收期 

DPR 详细的项目报告 

DSM 需求侧管理 

DSCR 偿债备付率 

E-CF 自有资金现金流 

ECM 节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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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能效 

EPC 设计-采购-建造 

EPC 合同能源管理，也标注为节约能源绩效合同（ESPC）（基于绩效的能

源供应节约） 

ES 能源服务 

ESC 合同能源供应管理（基于绩效的有效能源供应） 

ESP 能源服务提供者 

ESCo 能源服务公司 

ESPC 能源服务绩效合同，参考 EPC 

EUR 欧元（€）-欧洲货币单位 

FA 财政资助 

FI 金融机构 

GHG 温室气体 

GIZ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www.giz.de） 

HVAC 供热、通风和空调 

IEA 国际能源署 

IEA DSM 国际能源署需求侧管理实施协议（www.ieadsm.org） 

IEC 合同综合能源管理 

IPMVP 国际性能测量和验证协议 

IRR 内部收益率 

KfW 德 国 复 兴 信 贷 银 行 （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Entwicklungsbank）（www.kfw.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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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I 关键绩效指标 

LCC 生命周期成本 

LCCA 生命周期成本评估 

LCCBA 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 

LLCR 贷款期备付率 

M&V 测量和验证 

MoU 谅解备忘录 

NEB 非能源收益 

NPV  净现值 

OEM  原始设备制造商 

O&m 运营与维护 

OPEX 运营支出 

PB 投资回收期 

P-CF 项目现金流 

PLC 项目生命周期 

RE 可再生能源 

RFP 征求建议书 

SWH 太阳能水暖 

TA 技术援助 

Task 16 任务 16 是国际能源署能源服务公司需求侧管理的长期能源服务公司

任务（www.ieadsm.org => 任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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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 职权范围 

WACC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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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术语表和关键理念的定义 

以下定义的来源为 Investopedia.com。  

资本支出（CapEx）是公司用于购买、升级和维护地产、建筑物、工业厂房、技术

或设备等实际资产的资金。资本支出通常是公司用于执行新项目或投资。换句话说，

资本支出是任何公司资本化的支出形式，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为投资，而不是

在利润表中列示为支出 

[来源：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c/capitalexpenditure.asp]。 

可用于还债的现金流（CFADS）是用以衡量公司用于偿付一年内到期的债务的库存

现金金额的比例。债务偿还包括所有本期利息支付和本期本金偿还。有时候，租赁

债务也是分母的一部分 

[来源：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c/cads.asp]。 

偿债备付率（DSCR）是公司资金中可用于支付本期债务的现金流的测量值。该比

率将净营业收入列为一年内到期的债务的倍数，包括利息、本金、偿债基金和租赁

付款。该比率反映的是特定收入水平下的偿债能力 

[来源：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d/dscr.asp]。 

内部收益率（IRR）：内部收益率是资本预算编制中用来预测潜在投资收益性的度

量标准。内部收益率是让特定项目所有现金流的净现值变为零的贴现率。内部收益

率的计算公式与净现值的计算公式一样 

[来源：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i/irr.asp]。 

关键绩效指标（KPIs）指的是用于测量公司总体长期绩效的一系列可量化测量值。

关键绩效指标对确定公司战略、财务和运营业绩有特别的帮助，尤其是与同一行业

其他公司的此类指标进行比较 

[来源：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k/kpi.asp]。 

贷款期备付率（LLCR）是用于预测一个公司偿债能力或者借款公司偿还未偿贷款

能力的财务比率。贷款期备付率的计算方式是用可用于偿还债务的钱款的净现值

（NPV）除以未偿债务金额。贷款期备付率与偿债备付率（DSCR）类似，但因为它

具有长期性，所以更常用于项目融资。偿债备付率针对的是单个时间点，而偿债备

付率针对的是整个贷款期 

[来源：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l/llcr.asp]。 

运营支出（OPEX）是公司正常业务运营中产生的支出，可区别为可变运营支出

（例如燃料和电力成本）和固定运营支出（例如技术运营和维护、保险、个人、

烟囱扫除或测量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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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现值（NPV）: 净现值是一段时期内现金流入的现值与现金流出的现值之间的差

额。在资本预算编制和投资规划中，净现值被用来分析预计投资或项目的盈利性

[来源：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n/npv.asp]。 

投资回收期（PB）指的是收回投资成本所需花费的时间。简而言之，投资回收期

是投资达到盈亏平衡点的时间长度 

[来源：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p/paybackperiod.asp]。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是对每一类资本均按比例加权后，计算出的公司资本

成本。所有资本来源，包括普通股、优先股、债券及任何其他长期负债，都包含在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中 

[来源：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w/wacc.asp]。  

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分析背景下，对关键理念的概念性分类，请参考章节 0引言部

分。  

可通过以下链接评估进一步的解释和背景信息：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a/和

https://www.wbdg.org/resources/life-cycle-cost-analysis-l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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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与者笔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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