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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近年来，能源转型的框架条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过

去这几年里，德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可再生能源

法》（EEG 2017）、《热电联产法案》（KWKG）和《能

源经济法案》（EnWG）的发布，提升了能源转型对于所

有参与方的可计划性以及成本效益。

《可再生能源法》中引入了招标制度来决定大型太阳能

项目（大于750千瓦）、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和生物质项

目的补贴额度，这标志着可再生能源方案的补贴模式发

生了广泛和根本的系统性变化。从新政策的实施能得到

的经验和结论，尤其是补贴措施是否能达到《可再生能

源法》的发展目标和气候保护目标，还需要进一步的观

察和评估，以便今后提出相关行动建议。

目前为止，德国已经积攒了一些成功的招标经验。为公

民合作社所设置的特殊条款逐渐变成了正常情况1，这可

能会对2019年和2020年陆上风电建设目标以及2020年国

家气候保护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

《地面光伏电站招标条例》（FFAV）试点阶段四个招标

项目的建成投产率很高，平均可达到95％。通过现行

的市场溢价政策2，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进入了电力

市场。由可再生能源附加费造成的成本上升趋势有所缓

解，同样，特殊补偿规定框架内，终端消费者所享受的

优惠也有所限制。

本报告将总结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以及近年来重

要的发展情况。报告一方面使用了德国联邦网络管理

局3或德国联邦环境署4可再生能源统计工作组（AGEE－

Stat）的现有信息。另一方面，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BMWi）委托相关机构实施了一系列的项目，这些项目

旨在对本报告所涉及的数据内容进行连续监测，以便更

全面地制定本报告。上述项目的成果除了会在本报告中

进行总结，另有中期报告作为本报告的补充，将发布于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可再生能源专题平台上。

更多信息：

www.bmwi.de

www.erneuerbare-energien.de

1 译者注：公民能源项目投标无须提交批文申请。
2 译者注：在市场溢价模式下，发电企业并不获得固定补贴，而是获得平均市场价格基础上的市场溢价（参考价和平均市场价格
的差额）补贴。
3 https://www.bundesnetzagentur.de
4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fault/files/medien/376/publikationen/180315_uba_hg_eeinzahlen_2018_bf.pdf

https://www.bundesnetzagentur.de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fault/files/medien/376/publikationen/180315_uba_hg_eeinzahlen_2018_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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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国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现状和发展情况

2017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占总用电量的比例达36.2%。这

是迄今为止涨幅最大的一年。这一快速发展的原因一方

面在于陆上和海上风电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于相较

前一年更好的风力条件。

2017年的风电总装机容量净增加8.3吉瓦，其中：

• 约5吉瓦为陆上风电

• 约1.3吉瓦为海上风电

• 约1.7吉瓦为太阳能光电

• 约25兆瓦为生物质能发电

新建的水力发电和地热发电项目规模在兆瓦范围内，因

此可忽略不计。

2017年可再生能源的总发电量为218太瓦时，明显超过

2016年的发电量（189.7太瓦时）。

太阳能

2017年年底，德国太阳能电站总装机容量为42.5吉

瓦。2015年新建装机约1.1吉瓦，2016年为1.5吉

瓦，2017年为1.7吉瓦。太阳能装机从2011年起呈现下降

的趋势，但2016和2017年开始回升。尽管如此，《可再

生能源法》中设定的2.5吉瓦年新增装机目标已经连续四

年没有达成。

2017年，太阳能发电量达到约40太瓦时（2016年：38太

瓦时）。

太阳能发电量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的18.3％（占总用

电量的6.6%）。

图1：年新增装机（兆瓦），太阳能

信息来源：弗劳恩霍夫能源经济与能源系统技术研究所（Fraunhofer 

IEE），环保、能源与交通研究所（IKEM），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

究所（Fraunhofer ISI），2018年：《可再生能源法》经验报告准备

和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汇总报告

将新增装机按照不同的电站规模分类进行分析，则可以

明显看出招标机制的前瞻性和引导性：

2015年7月和8月，新建的电站主要为500到1000千瓦的地

面电站，这主要是因为9月引入试点招标机制后，这些电

站将不再获得固定电价补贴。2015年12月主要新建的是

100到500千瓦的电站，因为从2016年1月1日起，100千瓦

以上的项目必须将电力直接销售，开发商为了规避这一

义务因此导致了这部分电站装机较多。

按照新版《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从2017年1月1日

起，750千瓦以上的电站必须参与招标，因此2016年年

底，750千瓦以上的屋顶电站增量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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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风电

截止到2017年年底，陆上风电的总装机容量约为50吉

瓦。

每年的新增装机为：

• 2015年3.8吉瓦

• 2016年4.4吉瓦

• 2017年5.5吉瓦

2017年新增风电设备1775台，略超出2014年的1766台，

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单台设备装机容量有所提高。

2015年共关闭了179兆瓦老旧风电场，2016年280兆

瓦，2017年429兆瓦。年实际新增装机已经远远超过了

2014年《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年新增净装机2500兆瓦

以及2017年《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年新增总装机2800

兆瓦5。在2016年和2017年，由于装机量远超规模，因此

每季度的上网电价下调幅度由先前规定的0.4%提高到了

1.2%。

图2：从2010年开始陆上风电年装机增量（兆瓦）

信息来源：弗劳恩霍夫能源经济与能源系统技术研究所（Fraunhofer 

IEE），环保、能源与交通研究所（IKEM），弗劳恩霍夫系统技术与创

新研究所（Fraunhofer ISI）, 2018年：《可再生能源法》经验报告准

备和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汇总报告

2017年和2016年年底装机容量增长以及风力情况明显优

于2016年，导致2017年陆上风电的发电量有所增长，达

到了89太瓦时（2016年：约为68太瓦时）。

2017年陆上风电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的40.7％（占用

电总量的14.7%）。

5 译者注：年新增净装机量 = 年新增总装机 – 关停电厂的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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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 

到2017年底为止，德国海上风电场的总装机容量为5387

兆瓦，其中有4695兆瓦在北海，还有692兆瓦在波罗的

海。

• 装机容量增长最快的一年是2015年，全年新增装机

1.8吉瓦。

• 2016年新增装机870兆瓦。

• 2017年新增装机约1200兆瓦，其中有845兆瓦位于北

海，350兆瓦在波罗的海。

2014年和2017年的《可再生能源法》设定了2020年的海

上风电装机目标为6.5吉瓦（7.7吉瓦送出能力）的目

标，2030年的目标则设定为15吉瓦。如果所有项目能成

功执行，那么2020年会超额完成任务，装机容量可能超

过7.5吉瓦，7.7吉瓦的送出能力仍能满足需求。由于海

上风电项目的建设期较长，因此现在通过招标模式只

能控制2021年以后投产的风电项目的总装机规模。由于

保护现有项目以及项目建成率的不确定性，因此计划在

2014年《可再生能源法》所规定的2020年装机量（6.5吉

瓦）的基础上再增加1.2吉瓦补贴规模，达到7.7吉瓦。

超过6.5吉瓦以上的部分（1.2吉瓦）将从至2030年的招

标量中减去。

2020年之后，将完全通过招标来实现新增装机。在过渡

期间，即2017年和2018年，德国已经进行了两轮海上风

电招标，招标装机容量为3100兆瓦。北海一号和二号地

区、波罗的海范围内成熟的项目可以参加这两轮招标。

这些风电场将在2021年到2025年期间投入运行（参见第

5章的海上风电部分）。2020年后德国也将通过招标控制

年装机增量：2021年至2022年每年新建500兆瓦，2023

年至2025年每年700兆瓦。其中从2021年到2025年波罗

的海每年的新增装机最少为500兆瓦。从2026年开始，

计划年新增装机700到900兆瓦。招标采取全国集中管控

模式，也就是说，投标方将竞争国家初步勘测过的特定

区域内的海上风电项目。根据目前项目的审批和建设情

况，2020年的年发电量预计将达到约30太瓦时，到2030

年每年发电量预计将达到约57太瓦时。

近几年装机量的增长和有利的风力条件使得海上风电呈

现出迅猛的增长趋势。海上风电发电量达到约18太瓦

时，相较前一年增长了46％（2016年：12.3太瓦时）。

2017年海上风电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的8％（占总用电

量的3%）。

图3：2010年起海上风电年新增装机（兆瓦）

2017年的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的总发电量约为107太

瓦时（前一年约为80太瓦时）。这几乎相当于可再

生能源总发电量的一半，在2017年德国总用电量占

比为17.7%。

信息来源：弗劳恩霍夫能源经济与能源系统技术研究所（Fraunhofer 

IEE），环保、能源与交通研究所（IKEM），弗劳恩霍夫系统技术与创

新研究所（Fraunhofer ISI）, 2018年：《可再生能源法》经验报告准

备和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汇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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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

2017年年底，德国生物质项目总装机容量约为7.6吉

瓦。2017年沼气和生物天然气项目的装机增量为260兆

瓦。其中28兆瓦为新建项目，还有232兆瓦为对现有项目

的扩容。

图4：生物固体燃料和沼气/生物天然气设备年新增装机   

（兆瓦）

2017年，没有新增的以固体生物质为原料的生物质气化

项目。《可再生能源法》中设定的100兆瓦新增装机量并

没有实现（实际新增装机28兆瓦）。

• 2014年（8到12月），共建设44个新项目，装机容量

为43兆瓦。

• 2015年共建设145个新项目，装机容量为33兆瓦。

• 2016年共建设249个新项目，装机容量为31兆瓦。

• 2017年共建设155个新项目，装机容量为28兆瓦。

2017年生物质能的发电量（包括污水和垃圾填埋气以及

城市生活垃圾中的可再生部分）为51.4太瓦时（2016

年：50.9太瓦时）。其中的沼气（包括生物天然气）占

比最大，发电量为32.5太瓦时。

生物质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的23.6％（占总用电量的

8.5%）。

生物固体燃料 沼气和生物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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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发电

2017年底，德国水电总装机容量约为5.5吉瓦，共有7320

台水力发电设备，包括7个利用天然水流的抽水蓄能电

站。从2014年8月到2017年底，获得《可再生能源法》补

贴的水电项目装机容量增加了35兆瓦。这相当于总装机

容量增加了近1％。

• 2014年下半年增加了约2.9兆瓦，

• 2015年增加了10.7兆瓦，

• 2016年增加了14.5兆瓦，

• 2017年增加了7.5兆瓦。

图5：2010年起水力发电年装机增量：兆瓦（净值，新投

入运营、重新投产并可以发电的设备）

信息来源：弗劳恩霍夫能源经济与能源系统技术研究所（Fraunhofer 

IEE），环保、能源与交通研究所（IKEM），弗劳恩霍夫系统技术与创

新研究所（Fraunhofer ISI）, 2018年：《可再生能源法》经验报告准

备和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汇总报告

这部分新增装机中约35％为新安装或重新投产的设备，

剩下的约65％为通过现代化改造后的现有设备装机容量

的提升。2014年8月到2017年底总共有875台设备进行了

现代化改造，141台为新建或重新投产的设备。

2016年水电发电量约为20太瓦时，比上一年（约21太瓦

时）略低。

水电占总用电量的3.4%。虽然总装机容量基本保持不

变，但水电的年发电量受到气候（降雨量、径流等）的

影响很大（2011到2017年期间的变化范围在17.5太瓦时

到22.5太瓦时）。

地热能

地热能在可再生能源的新增装机和发电量方面起到的作

用均有限。2017年年底，德国地热能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37.5吉瓦。发电量约为155吉瓦时。目前有一个项目处

于钻探阶段。2017年4月，一个项目成功完成钻探。一

个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项目在筹备前期展开了对外

宣传，以便公民了解该项目，但仍旧缺乏支持，导致该

项目目前没有进展。过去几年中，每年平均完成一个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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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可再生能源的应用避免化石燃料造成的污
染物排放以及节约化石燃料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是实现德国气候保护目标的根本

举措。2017年德国温室气体的减排量为1.8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根据德国联邦环境署的计算，电力领域的减排

量占了其中的四分之三（1.18亿吨），热力领域的减排

量为34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通过使用生物燃料，交通

领域减排了7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可再生能源的排放决

算表，使用可再生能源统计工作组（AGEE－Stat）的数

据，版本02／2018，2017年的暂时数据）。

图6列出了通过将可再生能源用于电力、热力和交通领域

而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情况。减排量的增加主要取

决于《可再生能源法》中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补贴。也

正因此，已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07年的约4700万

吨增长到2017年的约1.2亿吨。

年份
通过《可再生能源
法》补贴的发电量

不在《可再生能源法》
补贴范围内的发电量

热力领域的终端能源
消耗

交通领域的终端能
源消耗

合计

单位：1000吨二氧化碳当量

2007 47,032 19,383 24,619 8,518 99,552
2008 47,223 18,524 24,326 6,760 96,833
2009 50,005 17,033 27,340 5,991 100,369
2010 54,075 18,824 33,355 6,530 112,784
2011 72,073 17,862 32,867 6,460 129,262
2012 71,634 19,593 33,351 6,979 131,557
2013 75,660 20,567 33,457 6,423 136,107
2014 82,226 19,498 31,369 6,694 139,787
2015 99,177 19,510 32,582 6,297 157,566
2016 98,909 20,388 34,114 6,912 160,323
2017 118,187 19,645 33,770 7,008 178,610

年份 水力发电 陆上风电 海上风电 太阳能 生物质能 地热能 合计

单位：1000吨二氧化碳当量

2007 17,707 30,460 0 1,809 16,440 0 66,416
2008 16,013 29,088 0 2,969 17,666 10 65,746
2009 15,301 28,724 28 4,502 18,470 11 67,036
2010 16,742 27,835 128 7,988 20,189 16 72,898
2011 14,709 38,209 431 13,903 22,670 12 89,934
2012 16,862 34,139 497 16,387 23,328 14 91,227
2013 17,428 34,688 622 19,086 24,358 44 96,226
2014 14,790 38,029 993 22,113 25,745 54 101,724
2015 14,325 48,243 5,591 23,773 26,680 75 118,687
2016 15,508 45,115 8,283 23,387 26,905 99 119,297
2017 14,952 59,130 12,111 24,491 27,060 87 137,831

图6：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而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图6：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而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信息来源：根据2018年德国联邦环境署的自行绘图

信息来源：根据2018年德国联邦环境署的自行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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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7所示，此处（陆上）风电（减排量增加约3000万

吨）、太阳能（减排2400万吨）以及生物质能（从1600

万吨增加至2700万吨）的减排效果最为显著。同一时间

段内，热力领域温室气体减排量从2400万吨提高至约

3400万吨。可再生能源补贴规定实施后，热力领域约一

半的新增减排量（约600万吨）源自生物质热电联产设备

产生的热能。

对可再生能源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计算建立在净值的基

础上，即可再生能源的排放量减去由其替代的化石能源

或核能的排放量。燃料的生产和制备以及设备的生产和

运营（不包含拆卸设备）等上游工艺链也被考虑在内。

化石燃料的节约

图8显示了2017年在电力、热力和交通领域利用可再生

能源而节约的化石燃料。近几年里燃料节约量持续上

升。由于德国使用的化石燃料，即非可再生的能源，比

如矿物油、天然气和硬煤很大一部分依靠进口，化石燃

料的节约也直接导致德国能源进口减少。作为一个自然

资源匮乏的国家，2017年德国有98％的石油和93％的天

然气依靠进口。根据原产国不同，能源进口也可能带来

风险，包括总量风险（由于灾害或者战争使得某一国家

无法供应）和价格风险（意外涨价）。可再生能源可以

降低德国对这类进口的依赖性，以提高能源供应的安全

性。

褐煤 硬煤 天然气 矿物油／燃料油 柴油 汽油 合计

一次能源（十亿千瓦时）

电力 306.5 146.0 452.5

热力 11.3 12.4 58.3 46.1 0.6 128.7

交通 0.4 16.3 8.0 24.8

总计 11.3 319.0 204.7 46.1 16.9 8.0 606.0
一次能源(千万亿焦耳)

总计 40.8 1,148.2 737.0 165.8 60.9 28.9 2,181.8

相当于： 340万吨 4250万吨 209.48亿立方米 46.4亿升 16.99亿升 9.82亿升

图8：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而节约的一次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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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再生能源的市场整合
 

自从引入直销机制以来，市场溢价和其他直售手段促进

了可再生能源进入电力市场，也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并

网。除此之外，针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平衡组责任范围

也趋于完备。获得直接上网电价补贴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也包括损失补贴的形式）目前占比很低。虽然2016年

针对100到500千瓦项目所采取的调低直售门槛的政策遭

遇了不小的挑战，然而在2017年，100千瓦以上项目的新

增装机量又有所提升，这一部分项目在损失补贴的占比

也有所下降。

一些在2015年12月31日以后投入运营或将要投入运营

的、符合《可再生能源法》补贴前提且发电量在100千瓦

以上的项目，其发电量一般可以通过直接售电获得（市

场溢价）补贴。装机容量不高于100千瓦的项目仍旧可以

获得固定上网电价补贴。其它可再生能源电量同样能够

以特殊直售方式出售，但不能申请《可再生能源法》补

贴。特殊情况下，装机容量高于100千瓦的项目能够连续

三个月或者一年中至多六个月获得损失补贴。拿到补贴

或参与特殊直售的项目经过应承担平衡组范围内的相应

责任。 

享受（市场溢价）补贴和参与特殊直售的项目的市场份

额（截止到2017年12月）超过了63％。

享受（市场溢价）补贴和特殊直售的总电量自2012年开

始不断上涨。这一方面由于必须参与直售的项目界限值

的逐步降低，另一方面则由于原先通过固定上网电价模

式补贴的项目（非直售）转为直售。不同部门售出的电

量各不相同，2012年到2017年，总直售电量已增长至

142000吉瓦时。这相当于2017年《可再生能源法》框架

下销售电量的75％（约188000吉瓦时）。

图9：2014年至2017年通过补贴和其他直售方式销售的总

电量，单位：吉瓦时

2014 2015 2016 2017

水力发电 3,214 2,903 3,280 3,700
填埋气
体／污泥
处理气
体／沼气

1,022 906 1,038 1,200

生物质能 25,499 29,475 31,197 31,500
地热能 45 53 157 180
陆上风电 48,978 64,242 62,045 80,400
海上风电 1,299 8,140 12,092 17,400
太阳能 5,453 6,560 7,791 8,300
总计 85,510 112,279 117,600 142,680

信息来源：自行绘制，弗劳恩霍夫能源经济与能源系统技术研究所 

（Fraunhofer IEE），环保、能源与交通研究所（IKEM），弗劳恩霍夫

系统技术与创新研究所（Fraunhofer ISI），《可再生能源法》经验报

告准备和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汇总报告， 2018年

享受补贴的直售项目中，项目装机容量也相应增长，在

2017年12月总装机容量达到68099兆瓦。其中，陆上风

电的总装机容量为46630兆瓦，占比最高。其次为太阳能

（9779兆瓦）和生物质（5456兆瓦）。

根据初步估测，2017年风电几乎全部进行了直售，生物

质发电的直售占比约74％，（《可再生能源法》所统计

的）水电约50％，其他能源为70％－90％，而太阳能发

电目前直售的比例仅超过20％。太阳能的直售电量大部

分来自装机超过1000千瓦的项目。其中，约5700兆瓦的

太阳能装机容量属于2到10兆瓦级别的项目，占直售太阳

能装机容量约60％；1兆瓦以下类别的项目装机容量为

1400兆瓦，占比约15％；100到500千瓦级别的项目占比

很小，2015年至2016年期间几乎没有这一级别的新增装

机，但是2017年的增长速度开始提升。

市场溢价补贴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必须让发电设备实现远

程控制。这条规定的发布，不仅提升了发电设备的远程

控制水平，也改善了设备对当前发电情况的数据搜集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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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售的经济效益从售电公司看来特别体现在电力平衡的

补偿成本上，该成本受到预测精准度和设备远程控制能

力的影响，后者又随天气、用电情况和交易电价变化而

变化。针对可控沼气发电项目，可视实际情况设计运营

计划，并优化项目在负电价风险下的应变能力。此外，

通过签订合同可以影响项目管理费用和（与地点相关

的）电价水平。自从引入直售以来，售电方变得更加多

元化，目前已呈现初步的行业整合趋势。较大的售电公

司约有20家，业务额已达到吉瓦级。

在电量无法（通过直售企业）实现直售的情况下，可以

在限定时间段内申请损失补贴。由于损失补贴与直接售

电所获得的电价补贴相比金额较少，吸引力不强，因此

申请者数量总体来说很少。

2017年12月，有5个风电和87个太阳能项目（总装机容量

37兆瓦）获得了损失补贴。2016年，拿到损失补贴的项

目中，陆上风电占比最高，占受到损失补贴装机量的67

％。而2017年上半年，太阳能占比最高，为66％（项目

平均装机20兆瓦）。100兆瓦到500兆瓦装机级别的项目

是拿到损失补贴的项目中中最常见的类型。

2017年《可再生能源法》第51条关于负电价的规定针

对的是2016年1月1日起投入运营的、500千瓦以上的项

目。对于风电项目来说，这一条款仅适用于3兆瓦以上

的项目。一旦连续6个小时出现负电价情况，按照2017

年《可再生能源法》第51条，这些项目可以申请损失补

贴。2017年该情况所涉及的装机容量约为9200兆瓦。这

些项目获得的损失补贴的收入预计可占到年收入的2％到

3％。

《可再生能源法》第51条中所涉及的负电价时长在2016

年为55小时（总共97小时），2017年上升到88小时（总

共146小时）。

增加的33小时（近60％）主要因为2016年的风力资源匮

乏，从而发电量较小，导致了更多的负电价时段。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小时
数

小于6个
小时

47 27 70 42 58

6个小时
及以上

17 37 56 55 88

小时总数 64 64 126 97 146

时间
段

小于6个
小时

19 11 24 20 19

6个小时
及以上

2 5 7 7 8

图10：近年来出现负电价的小时数和时间段

信息来源：自行绘制，弗劳恩霍夫能源经济与能源系统技术研究所 

（Fraunhofer IEE），环保、能源与交通研究所（IKEM），弗劳恩霍夫

系统技术与创新研究所（Fraunhofer ISI），《可再生能源法》经验报

告准备和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汇总报告2018年

虽然新建装机增长较快，但出现负电价的小时数并没有

随之增长，这主要是由于整个系统的灵活性逐渐提升，

主要体现在传统发电厂的最小出力不断降低上。通过

2017年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负电价不仅受到风力情况的

影响，而且也受到太阳能情况的影响。该情况目前在全

年各个时间段都可能会出现，通常表现为在夜间、周末

以及节假日电力需求下降时。

2017年通过特殊直售方式出售的电量主要来自于水力发

电。另外也有一些太阳能和风电，但是规模非常有限。

参与特殊直售的装机容量仍旧很低，2017年远远低于200

兆瓦。通过特殊直售方式销售的电力总量2017年为700吉

瓦时，项目装机容量一般介于250千瓦到2兆瓦之间。

通过输电系统运营商（TSO）销售且获得上网电价补贴

的电量从2015年的49564吉瓦时降至2016年的43880吉瓦

时。2017年的风力条件很好，且小型太阳能项目的数量

有所提高，因此，上述获得上网电价补贴的电量增长至

了45334吉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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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前为止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补贴金额的经验

随着2017年《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和实施，大型太阳

能项目（大于750千瓦）、陆上和海上风电项目以及生

物质发电项目转而使用招标制。这是自2000年《可再生

能源法》问世后，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上迄今为止最

重大和影响最深远的变革。在制定招标方案的过程中，

联邦政府考虑了不同的市场条件和针对不同能源种类的

技术要求。招标方案的提出也是学术界、管理界和政界

长期探讨和努力的成果。2014年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

法》首先将太阳能地面电站作为招标试点对象（共开展

了六次招标试点，招标时间为2015年4月至2016年12月，

招标规则在地面电站招标条例（FFAV）中得以明确）。

因此在所有技术中，太阳能领域积累了最丰富的招标经

验。

太阳能

到目前为止，每一轮的招标竞争都非常激烈，并且投标

量显著高于招标总量。其结果是，平均中标价格由2015

年4月第一轮招标的9.17欧分/千瓦时降至2018年2月招

标中的4.33欧分/千瓦时，降幅超过50%。最低中标价格

在2018年2月只有3.86欧分/千瓦时，在2017年2月还能达

到6欧分/千瓦时，2015年4月则是8.48欧分/千瓦时。到

2017年6月，中标项目的装机容量基本保持不变，仅在

5.3兆瓦到6.3兆瓦之间小幅波动。在2017年10月，中标

项目的平均装机容量达到11.1兆瓦。在这轮招标中，装

机容量10兆瓦以上的项目首次被允许参与竞标。

2015年到2017年的9轮招标项目中，有近36％的中标项目

的装机达到10兆瓦。另外最常出现的项目规模为2到4兆

瓦，这一规模级别项目的中标数量超过33％（按照装机

容量计算则只有20％）。

1兆瓦以下项目在最初9轮招标中只有两项中标。共有三

个安装在屋顶和隔音墙的太阳能项目参与投标，但都未

中标。

对于参与2015年全年和2016年首轮招标（共四轮）的项

目而言，其两年的项目期已到。到目前为止，仅有太阳

能项目进行了项目建成投产率的统计，结果显示其发展

趋势良好。从装机容量上看，第二和第三轮招标的项目

建成投产率约为90％，第一轮和第四轮则约为99％，因

此平均项目建成投产率约为95％。除了组件价格持续下

降外，中标的太阳能项目可以更换项目地点这一措施也

对项目建成投产率的提高产生了积极作用。一个对竞标

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后续几轮招标的项目建成投产率会

有所下降。

目前中标的地区主要包括巴伐利亚州、勃兰登堡州、梅

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萨克森–安哈特州。勃兰登堡州

的中标装机容量占总装机的约25％，梅克伦堡–前波莫

瑞州和巴伐利亚州各为22％，萨克森–安哈特州则是10

％6。与2014年和2015年的固定电价补贴时期相比，上述

四个联邦州的光伏项目装机占比都有所增长，而其他联

邦州——除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从3％提高至

5.6％）——的占比都有所下降。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并

不在于光照条件，而是在于可用的土地资源量。德国东

部相较于其他地区明显拥有更大的“转化用地”7，其中

一些被划为了建设用地。而其他地区的情况是：44％的

中标装机容量在交通道路侧道上，40％在农业和绿化用

地，在转化用地的占比只有约15％。而在东部联邦州的

情况却截然不同：转化用地和其他建筑设施的中标装机

容量占比为74％，交通道路侧道和农业用地的比例却只

有约22％。

6 译者注：四个联邦州均位于德国东部地区
7 译者注：“转化用地”主要包括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军事和工商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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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联邦州的立法机关批准针对土地开发的条款之后，

才可以在农业用地和绿化用地上开发可再生能源地面电

站。到目前为止，只有巴伐利亚州（最多每年30个电

站）和巴登-符腾堡州（最多每年100兆瓦）颁布了一系

列相关的条例，引起了广泛关注。在2017年6月的招标

中，54％的中标装机容量就在上述地区。

由于缺乏在引入招标制度前对太阳能领域市场参与者结

构的相应数据，无法分析改变补贴模式对参与者结构的

影响。与公民能源项目相关的法人形式（例如民法企

业、合作社或者自然人）在264个中标案例中只占9个，

因此还不太重要。但原则上，几乎所有法人形式都允许

公民参与。项目规模750千瓦以下的情况中，很多参与者

都可以通过固定上网电价或市场溢价模式拿到补贴，建

设和运营太阳能项目并获得经济收益。

目前为止参与者对招标的兴趣浓厚，招标的的竞争水平

较高，中标价不断走低，到目前为止已经结束的前三轮

招标项目建成投产率也很高，说明招标方案的执行效果

较好，建议继续按现有方案执行下去。

陆上风电 

德国2017年首次对陆上风电项目进行招标，该年共开展

三轮招标，招标规模2800兆瓦（5月1日800兆瓦，8月1日

1000兆瓦，11月1日1000兆瓦）。2018年到目前为止已进

行两轮招标（2月1日700兆瓦，5月1日700兆瓦）。2017

年招标的主要特点在于：废标率极低，需求高，中标价

明显下降，公民能源项目投标、中标占比很高以及中标

项目大多集中在德国北部和东部。

2017年三轮招标的投标量都很高，三轮招标共有747项投

标（第一轮256，第二轮281，第三轮210）。投标总装机

介于2137兆瓦到2927兆瓦之间，超过第一轮的计划招标

量800兆瓦以及第二轮和第三轮的1000兆瓦。5％到6％的

废标率表明评标流程的设计简洁透明，从管理角度来看

不会造成市场准入障碍。2018年到目前为止的两轮招标

中，提交的投标装机容量以及投标数量与2017年比都有

所下降。2018年2月1日这一轮招标的计划招标总量为700

兆瓦，实际共有132项投标，装机总量为989兆瓦，超过

招标总量。5月1日计划招标总量为670兆瓦，实际共有

111项投标，装机总量为604兆瓦，这是第一次出现投标

装机小于招标总量的情况。这两轮招标与2017年的招标

相比，减少了公民能源投标时的优惠政策。只有一个已

经获准建设的公民风电项目参加了招标。

2017年招标的特点是：有很多投标方充分利用了2017年

《可再生能源法》第36条针对公民项目的特别招标规定

（即无需提交符合《联邦排放保护法》的相关批文，项

目建设期限不是30个月而是54个月以及特殊的价格规定

等）。在三轮招标中，这些投标方的投标量从第一轮的

71％上升到第三轮的89％，这也是投标方经过对政策初

步学习后的成果。大多数能源领域的公民投标方利用其

优势，未获得《联邦排放保护法》的相关批文就参加了

招标，只有5％的公民投标方在招标前已经拿到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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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网络管理局2017年公布的198个中标陆上风电项目

里，有185个是公民能源项目，它们相当于中标装机容量

总量的97％。根据企业关系评估调查显示，许多成功的

公民能源项目组与少数几个知名的项目公司有直接或间

接的联系，并在投标期前刚刚成立。仅一个项目开发公

司就中标65次。这种关系和公众对此的争论充分说明，

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界定公民能源项目的范围是一个很大

的难题。许多成功的投标人利用现有的政策优势，尽可

能从为公民能源项目设定的特殊规定中获利，但其实他

们实际上并不是立法者的考虑对象。原本针对公民能源

项目的特殊条款逐渐演变为常态，并造成招标过程中不

正当竞争的现象。

平均中标价从2017年第一轮招标的5.71欧分/千瓦时下降

到第二轮的4.28欧分/千瓦时，第三轮降至3.82欧分/千

瓦时。2018年的平均中标价在第一轮升高到4.72欧分/千

瓦时，在第二轮继续升高到5.73欧分/千瓦时，又回到了

2017年5月的招标水平。

2017年中标价格的下降除了由于公民能源项目不需要《

联邦排放保护法》的审批外，其建设期（54个月）比其

他项目的建设时间（30个月）长也是原因之一。这让投

标方能够将性能强大的新一代项目（2020／21年起达到

市场成熟度）的成本和发电优势体现在投标价上。

由于公民的参与，中标项目中的大部分项目处于早期规

划阶段，或者还没有决定项目规模或建成时间。虽然项

目建设时限延长了24个月，但由于招标时项目还处于规

划初期，因此项目项目是否能持续建设完成是一个不确

定因素。

根据目前的预测，2017年中标的大多数项目如果能顺利

通过审批，则能够在2021／22年建成。这可能会不利于

2019年和2020年陆上风电的扩建情况以及2020年国家气

候保护目标的实现。同时，这还可能引起产业政策路线

的转变，其对项目方、供应商和生产商的影响还未可

知。

为了更好应对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挑战，德国北部的电网

扩建地区采取了对装机容量的暂时性控制措施。根据法

律规定，电网扩建地区每年的新增装机量不能超过902

兆瓦，根据这一数值，联邦政府也为这一地区设置了每

一轮招标的中标装机上限。从2017年全年来看，电网扩

建地区的中标装机容量为706兆瓦，低于允许的最大值

902兆瓦，从每一轮招标来看，只有第一轮招标超过了限

额。在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招标中，尽管沿海地区的风力

条件较好，但电网扩建地区参与投标的项目并未都能中

标。

2017年的三轮招标中，联邦网络管理局一共收到来自12

个联邦州的投标，投标量明显集中在德国北部和中部地

区。勃兰登堡州和下萨克森州是最大赢家，两个联邦州

总共占中标容量的近50％。排在后面的有梅克伦堡–前

波莫瑞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较前一阵营仍有一段

距离。在前几轮竞标中，德国南部的联邦州成绩不佳。

巴伐利亚的中标项目只占总量的2％。而巴登 - 符腾堡

州没有项目中标。

总体来说可以确定的是，将新增装机在全德国平均分布

的目标在2017年的招标中并没有实现。虽然电网扩建地

区的中标总量低于设定的限值902兆瓦，但只有少数几个

南部的项目中标，主要中标项目显著集中在德国北部和

中部地区，其中勃兰登堡州和下萨克森州是2017年招标

的最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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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

海上风电已经于2017年4月和2018年4月进行了前两轮招

标，依据海上风电法，这两年海上风电招标仍处于所谓

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只有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技术

领先项目（符合资格的项目的总装机约为6000至7000兆

瓦）才有资格参加招标，招标总额为3100兆瓦。由于过

渡时期竞争激烈，因此价格压力较大，特别是第一轮招

标中。第一轮招标共有四个项目中标，总装机为1490兆

瓦，平均中标价格为0.44欧分/千瓦时，最高中标价是6

欧分/千瓦时，另外三个中标价格均为0欧分/千瓦时8。

这些0欧分/千瓦时的中标项目虽然不获得《可再生能源

法》的补贴，但是中标项目业主可以享受到无需缴纳并

网费用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并网费用将由用电客户

通过过网费来承担。在这一轮招标没有中标的投标方可

以继续参加2018年4月的第二轮招标。

在第二轮招标中共有6个项目中标，中标总装机为1610

兆瓦。此轮竞争没有第一轮那么激烈，因为只有在第一

轮招标中没有中标且送出条件有保障的项目才能参加此

轮招标。另外，此次招标还采用了所谓的“波罗的海配

额”，根据这一配额规定，波罗的海范围内的中标项目

的装机容量必须至少达到500兆瓦。第二轮的平均中标

价格为4.66欧分/千瓦时，最高中标价为9.83欧分/千瓦

时，另有两个中标价是0欧分/千瓦时。两轮招标的平均

中标价为2.3欧分/千瓦时。

海上风电中标项目的建设期取决于电网的建设情况，项

目大多将在2021年到2025年之间建成。项目的可行性，

特别是那些无法拿到补贴的项目的可行性，取决于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电力交易价格的长期发展趋势。如果

项目到期未实现，将会按照每千瓦装机100欧元进行罚

款。两轮招标共有10个项目中标，其中有7个中标项目在

北海，分别属于项目集群1、3、4和7。其它三个项目位

于波罗的海，均位于吕根岛的东北部。其中一个项目位

于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近海地区。

8 译者注：当中标价格为0时，中标价格将永远低于上月平均电价，即项目不会拿到国家补贴（市场溢价补贴 = 中标价格 – 上月

平均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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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

2017年9月的第一轮生物质招标中，投标量未达到招标

量。这一轮的招标总量为122兆瓦，但只有24个项目符合

投标要求，其总装机只有约28兆瓦。因此所有24个项目

都中标了。

生物质招标的竞标方既包括符合《可再生能源法》标准

的新建项目，与风电和太阳能不同的是，根据《可再生

能源法》所获补贴的剩余时间不超过8年的现有项目也可

以参与竞标。现有项目一旦中标，其将获得从中标时起

10年的补贴。在生物质领域，由于第一轮招标中允许现

有项目参与竞标，同时招标上限设定的较低，导致了竞

标方不愿出价。参加第一轮招标的现有生物质项目数量

很少，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的现有项目所获得的可再生

能源补贴还有几年才到期，而且其目前所获得的固定电

价补贴比招标中的补贴更有吸引力。

竞标方少、缺少竞争也对投标和中标价格产生了影响。

此轮招标中，投标价格介于9.86欧分/千瓦时到16.9欧

分/千瓦时，招标总装机量27.55兆瓦，平均中标价格为

14.3欧分/千瓦时，几乎接近招标上限。 

新建项目的最高招标价格为14.88欧分/千瓦时，现有项

目的最高招标价格是16.9欧分/千瓦时。24个中标项目

中，有20个为现有项目，还有4个是新建项目。生物质的

下一轮招标将在2018年9月举行。

2012年《可再生能源法》中就已经为按需发电的沼气和

生物天然气项目引入了灵活溢价补贴机制。这一规定最

初涵盖了现有项目从投入运营到2014年《可再生能源

法》生效这一时段，在2014年和2017年《可再生能源

法》中也得以延续。从2014年8月起，政府为现有项目的

增容设定了1350兆瓦的补贴上限。根据德国联邦网络管

理局的项目登记数据，到2017年11月为止，3950个运营

商共为2.8吉瓦的项目申请了灵活并网溢价，占沼气和生

物天然气热电联产设备总装机容量的60％以上。这也说

明了，针对现有发电设备实行的灵活并网溢价机制得以

全面实行。目前有37％的灵活并网溢价获益者都拿到了

1350兆瓦的最高补贴。



16 I  德国可再生能源法（第97条）经验报告

陆上风电和太阳能的联合招标
 

2018年4月1日，第一轮陆上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联合招

标项目的投标日期已经截止。该招标项目以陆上风电

和太阳能联合招标条例》（GemAV）为基础，根据该条

例，2018年到2020年区间内这两种发电技术的招标总量

为每年400兆瓦。由此，两种技术进入了直接竞争的阶

段。联合招标每年举行两轮，每轮总量为200兆瓦。招

标中，原则上对于每种技术所提出的要求是一样的，例

如相同的资格预审要求。但是，某些特殊规定将不再适

用，包括关于公民能源合作社、风能参考发电量模型和

出价上限的规定。针对出价上限，《陆上风电和太阳能

联合招标条例》中做了专门规定。

此外，在《陆上风电和太阳能联合招标条例》框架下还

将在两方面做出新的尝试，这些尝试将有助于风电和太

阳能新建项目的并网。首先，《条例》在配电网方面引

入了新的政策，以便新增装机主要出现在配电网容量较

大的地区。此外，从2019年开始出价上限将根据项目所

在地区有所不同，从而使新建项目主要出现在德国中部

和南部。 

第一轮联合招标中总共有54个项目参与投标，其总装机

为395兆瓦。鉴于招标总量只有200兆瓦，因此竞争相对

比较激烈。54个项目中有36个项目（241兆瓦）为太阳能

发电项目，还有18个项目（154兆瓦）为陆上风电项目。

风电项目的投标价格介于每千瓦时5.6欧分到8.76欧分。

太阳能项目的投标价格介于每千瓦时3.96欧分到6.16欧

分。

32个中标项目的总装机为210兆瓦，全部为太阳能发电

项目，而陆上风电项目都没能中标。平均的中标价格为

4.67欧分/千瓦时，该价格刚好是2017年10月和2018年2

月两轮太阳能招标平均中标价格的中间值（2017年10月

4.91欧分/千瓦时，2018年2月4.33欧分/千瓦时）。

图11：2018年4月1日联合招标的结果

陆上风电 太阳能

项目最大装机 无限制 20兆瓦

出价上限 8.84 欧分/千瓦时 8.84 欧分/千瓦时 

投标项目数量 18 36

中标项目数量 0 32

最低出价 5.6 欧分/千瓦时 3.96 欧分/千瓦时 

最高出价 8.76欧分/千瓦时  6.16 欧分/千瓦时 

平均出价 7.23 欧分/千瓦时 4.82 欧分/千瓦时 

最低中标价 - 3.96欧分/千瓦时  

最高中标价 - 5.76 欧分/千瓦时 

平均中标价 - 4.67 欧分/千瓦时 

信息来源：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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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招标

丹麦和德国在2016年第四季度互相开放了太阳能地面电

站的招标试点，这是欧洲范围内首次跨国的招标项目，

两国的太阳能项目都可以参加。在德国，联邦网络管理

局(BNetzA)开放了总量为50兆瓦的招标项目。此次招标

在德国和丹麦均引起了巨大反响：总投标额达到了297兆

瓦，超过计划招标总量的五倍。其中一半项目来自德国

（143兆瓦），另一半来自丹麦（154兆瓦）。最终，位

于丹麦的5个项目在招标中脱颖而出，平均中标价格为

5.38欧分/千瓦时。

为了实施与丹麦的招标试点，相关机构做了大量前期准

备工作。2015和2016年，德国联邦政府在一个科学界联

盟的支持之下，开展了跨国招标执行方案的具体准备工

作。德国联邦政府开放招标方案的基本原则在2016年3

月的一份重要文件中发表，以供讨论。在此文件的基础

上，《跨境可再生能源条例》（GEEV）于2016年7月得以

通过，该条例建立了跨境招标的法律依据。此文件也是

2016年夏季与丹麦签订的试点招标合作协议的重要组成

部分。由于所涉及的项目尚未在本报告编写期间完成建

造或投入运营，跨境招标的相关数据还无法统计。

于2017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年

度新增装机的5％可开放给其他欧盟成员国（每年约300

兆瓦）。其先决条件是：德国与伙伴国家已经签订了相

应的合作协议，开放跨境招标符合互惠原则，能够证明

有“实际电力进口”到德国或在德国电力市场上形成可

比效果。 

2017年夏天，德国政府对此前只适用于太阳能发电项目

的《跨境可再生能源条例》进行了修订，将条例的适用

范围扩展到陆上风电项目。

德国联邦政府力求按照2017年《可再生能源法》的规

定，开放年度总量约300兆瓦的招标项目，允许其他成员

国的项目竞标。由于丹麦仅向欧盟委员会承诺会开放一

次跨境招标，因此德国目前并没有与丹麦继续合作的计

划。德国联邦政府正在与其他成员国进行紧密会谈，以

期达成进一步的合作协议。从2017年夏天开始，德国还

与法国探讨了跨境招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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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扩建费用分摊、可再生能源附加费、特殊补偿
机制和自发自用

2014年至2017年期间，德国可再生能源附加费（EEG-Um-

lage）从6.24欧分/千瓦时增长到6.88欧分/千瓦

时，2018年又降至6.79欧分/千瓦时。这相当于2014年至

2018年期间每年平均增长约2％。与前几年相比，可再生

能源附加费快速增长的情况有所缓解。其主要原因除了

交易电价下跌和受供应商影响的电价成本下降外，居民

电价在2014年至2018年间每年仅增加约0.2％，低于通货

膨胀的增加，这也导致了可再生能源附加费的下降。

在2018年可再生能源附加费中占比最高的是太阳能，为

2.71欧分/千瓦时。排在后面的分别是生物质发电（1.83

欧分/千瓦时）、陆上风电（1.63欧分/千瓦时）和海上

风电（1.04欧分/千瓦时）。水电、地热能和气电在目前

可再生能源附加费中的占比很低，只有0.11欧分/千瓦

时。即便如此，太阳能在附加费中的占比已经从2012年

开始持续走低，这主要是因为新建电站的成本和补贴都

有大幅度下降。相比之下海上风电的比例却明显上升。

以上分析还没有将特殊补偿规定9考虑进去。特殊补偿

规定对保障德国在工业领域的地位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

献，并且符合德国的宏观经济利益。如果没有针对终端

电价的补偿规则，则需要在所有终端消费中平均分配差

异成本，附加费会变得更低。仅从计算的角度来看，这

种情况下，2016年可再生能源法附加费将变成4.89欧分/

千瓦时，而非实际的6.35欧分/千瓦时，每千瓦时可少缴

纳1.46欧分。这些数据基于静态计算，即假设同一用户

的耗电量保持不变，并且假设能源密集型行业在没有特

殊补偿规定从而要缴纳更高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的情况

下，不会通过减少电力消耗、甚至转移生产基地来应对

电力成本的增加。因此，纯静态分析只能视为特殊补偿

规定对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影响的最大程度的评估。

仔细研究特别补偿规定后可知，过去四年来，享受到这

一优惠政策的总电量和涉及企业的范围几乎保持不变。

制造业受益企业的数量从2014年的2068家略微下降至

2017年的1955家。而铁路行业的受益企业同期从72家增

长到137家。享受优惠政策的总电量2014年为108太瓦

时，2017年则为108.6太瓦时，几乎不变。据估计，企业

所节省的成本大约从2014年的50亿欧元略微增加到2016

年的51亿欧元。

据初步统计，德国自发自用的总电量在2014年到2016年

期间从43太瓦时增加到51太瓦时。2014年的《可再生能

源法》针对可再生能源附加费的缴纳义务做了新的规

定，即自发自用和外购电量应同等对待（都应缴纳可再

生能源附加）。新建的、附加的发电设施，如其不属于

《可再生能源法》中规定的特殊类型，将从2014年开始

对其自用电量征收（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

到目前为止，所涉及的项目数量很少。2014年至2017年

期间，根据2014年《可再生能源法》第61节第2款条例4

和第3款，大部分的自发自用项目和此前一样无需缴纳可

再生能源附加费。

9 特殊补偿规定：根据德国《可再生能源法》，符合特定条件的高能耗企业可以申请免除可再生能源附加费，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

的竞争力



缩略语目录

AGEE-Stat 可再生能源工作组－统计数据

BMWi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ct 欧分

EEG 可再生能源法

EnWG 能源经济法

FFAV 地面设施招标条例

KWKG 热电联产法案

GEEV 跨国可再生能源条例

GW 吉瓦

GWh 吉瓦时

kW 千瓦

kWh 千瓦时

MW 兆瓦

MWh 兆瓦时

PV 光伏发电

TWh 太瓦时

UBA 德国联邦环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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