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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德堡能够实现零碳目标

Peter M. Clausen (彼得·柯劳森) 先生致前言

2029年的松德堡: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地区

松德堡地区碳排放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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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供热是一项具有回报价值的投资

新绿色产业

 

政府作为先锋

整个松德堡地区的气候行动

不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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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路线图 ” 是一个战略性研究项目的成果，该研究项目历时一年，涉及80位全

国及地区的能源专家。在2029年总体规划中，专家们为愿景的实现制订了最佳的方

案 。”2010-2015年路线图” 是以如何将2015年的碳排放量比2007年降低25%

为主线的行动计划。

相关信息 :

1. 周边环海的松德堡地区位于丹麦南部，它与德国边境接壤，人口数为77,000，面积500平方公里,就

面积而言是丹麦排名第16的行政地区。松德堡政府共有7700名员工，相当于整个地区人口的10%。近

几年，松德堡已发展成为一个以节能技术、区域供热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光伏发电和氢系统)为重点的

清洁技术区域。

2. 丹佛斯是丹麦最大的工业集团之一，是全球节能环保领域中领先的企业, 年销售额40亿美元，在全球

各地共有2.3万名员工。作为一家全球性集团，丹佛斯在世界各地共有70多家工厂以及115个销售公司

和办事处。丹佛斯为多个行业研发和生产机械及电子元件，是全球行业领袖之一。丹佛斯集团由五个事

业部组成：丹佛斯制冷与空调控制部、丹佛斯区域能源部、丹佛斯供热解决方案部、丹佛斯电力电子部

以及丹佛斯商用压缩机部。

3. 彼得·柯劳森（Peter M. Clausen）是丹佛斯公司创始人梅茨·柯劳森（Mads Clausen）之子。

2009年他辞去丹佛斯高级副总裁职务，担任碧藤与梅茨·柯劳森基金会、梅茨·柯劳森基金会、以及

零碳项目基金会董事长，并兼任丹佛斯公司与丹佛斯大世界公司的董事。

4. 北欧联合银行拥有约1400家分支机构，34000名员工和1100万客户，居北欧银行业首位。北欧联

合银行本着金融业绩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理念，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 2010年北欧联合银行成为

碳信息披露项目（CDP）的北欧区合作伙伴，CDP是世界上首家提供全球气候变化报告的非营利性机

构。



前言：松德堡能够实现零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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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德堡地区将不迟于2029年成为一个零碳的发展地

区。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大幅度提高可持续能源的

使用能效及可再生能源在地区能源供应中的应用。

我们将创造一个具有活力新能源系统的示范地区。

实现这些目标之后，松德堡地区将获得巨大的发展

并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

松德堡地区将成为以可持续气候解决方案面对气候

变化的先锋。同时，由于该地区处于应对新挑战的

前沿，地区内企业的实力将随之得到增强。

我们周围的世界将在今后的几年中发生很多变化。 

鉴于气候的变化，我们将看到气候解决方案会得到

越来越多的政策关注， 对居民和企业的规范要求及

法规也会更加严格。显而易见，碳排放税和能源价

格也将会由此增加。

松德堡地区是全球社会及相关能源体系的一部分，

因此作为零碳项目董事会的我们认为，寻求可在世

界范围内应用的气候解决方案是我们的责任。

今后，当地企业可以将解决方案介绍给丹麦其他地

区、以至其他国家作为参考。

过去的一年中，80位丹麦的知名能源专家及地区内行

业专家、企业界和能源供应公司联手制做了一份显示

地区内碳排放情况的特殊报告，并针对减排制订了最

有效的方案。

目标的实现需要来自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其中一些举

措将是需要大规模投资且具挑战性的大项目。我们的

成功要依靠最好的企业、政府、国家性政策法规以及

财政支持；除此以外, 我们还要在普通家庭的日常生

活和企业运转中应用聪明有效的气候解决方案。

  

作为科技知识型产业的聚集地，松德堡有潜力开发最

佳的气候解决方案。从居民、店铺业主和农业居民的

利益出发，解决方案应该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收益回

报。因此我们致力于加强不同年龄组居民对可持续发

展的认识，并跨越地域、专业和年龄界限，推广相关

知识和技能，从而为整个松德堡地区实现零碳目标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

”零碳路线图 ” 将指导我们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作

出明智的选择。董事会倡议所有人参与进来。一个着

眼于未来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全体公民、企业、教育机

构、公共事业及政府之间的互动。

我们将在今后的几年中致力于创建联络及伙伴关系，

与所有关注气候解决方案益处的人士共同将零碳目标

付诸行动。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一起行动起来！

Peter M. Clausen 

(彼得·柯劳森)

零碳项目基金会  主席



2029年的松德堡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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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9年，松德堡地区将利用可再生能源，对地区

内的能源需求实现自给自足。

同时，基于能源使用效率显著提高，能耗将比2007

年降低38%，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也将成为新兴产业

发展的主驱动力。

当我们实现这一愿景时，松德堡将成为其他地区可

持续发展和零碳未来的参考典范。2029年战略中的

三个基本点显示，松德堡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

增长应该齐头并进。

• 优化能源效率 - 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并降低居民 
 的能耗支出。

• 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 - 以当地可再生能源的利 
 用为主，并以离岸风电作为补充。

• 动态能源体系 - 能源消耗与能源生产高效互动， 
 能源价格根据能源供应量浮动。 

一个高能效社区
”零碳路线图 ” 重点关注能源/热力公司、企业、

普通居民和政府机构的大幅度能效优化，以降低能

耗38%为目标。松德堡地区将由此成为能效优化领

域的先锋。电器产品的更新换代及技术的不断改进

为我们提供了伸手可得的节能机会，我们可在此过

程中引进或大或小的明智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到2029年，松德堡地区的所有新建建筑均为零碳建

筑，即建筑本身自产自供所需的热能和电能。

目前松德堡已经建有 SIB 零碳住宅，到2029年这

样的零碳建筑将在地区内普及。 所有公共建筑设

施也应按照比现行丹麦建筑标准更高的能效标准建

成。

向零碳发展地区的转化预计会在短期内为社区和个

人带来经济效益。”2015年路线图 ”中的稍后段

落将对此给以详细说明。从长远角度来看，煤炭、

石油、天然气及碳排放配额价格的提高，将促进在

能效优化、风力发电场及零碳交通运输转换等项目

上的更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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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的可再生能源
2029年的目标是：以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对地区内

所需的热能和电能进行自给自足，并在一定程度上

辅以离岸风能，使松德堡成为零碳地区。约55%的

家庭住宅使用基于地热、生物质、沼气和太阳能的

绿色集中供热。在农村地区，利用大型沼气场将农

肥转换为能源。通过垃圾焚烧、风力发电机及太阳

能电池板为地区供应电能。农民种植的能源作物转

换为沼气或生物乙醇，并应用于非电动交通运输工

具。

示范项目将引起国际关注
2029年的松德堡将拥有可以解决气候挑战的动态

能源体系，作为示范地区展示当地如何通过能源基

础设施从传统的单向碳基能源系统向利用可再生能

源的智能型能源系统的转换。每个居民和企业都可

以根据能源价格和供应量，自行安排能源消耗。目

前松德堡地区内的所有住户和企业都装备了远程电

表，这将在2029年得到最高效的利用，从居民使用

洗衣机到企业启动生产，都可以选择在能源供应最

充足、且价格最便宜的时段进行。

政府机构及大型企业的电动车场以及率先使用

电动车的个人用户，将确保多余能量的存储和利

用。ALS岛周边的离岸风电场所产的多余电能将被

存储在松德堡地区内的一个地下能源库。



零碳目标
零碳项目的目标是：到2029年，使整个松德堡地

区在包括道路运输的所有能源使用中实现零碳。从

外部进口的能源也应是来自风电或其他可再生能源

的零碳能源。能源平衡项目不涉及产品进口所产生

的能耗/碳排放，以及农业和垃圾场直接排放的温

室气体 。

松德堡地区的碳排放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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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及电子电器用电 11%

供暖 32%

产品制造  30%

交通运输  27%

根据对整个地区能源消耗的综合分析，松德堡地区

2007年每个居民的平均碳排放量为8.8吨。尚未

被利用但潜力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将可以取代如今化

石燃料提供的82％的能源。与此同时，有必要依

靠市民、企业、政府机构和农民之间的紧密合作共

同优化能源使用效率。

松德堡地区碳排放状况分析显示，要实现零碳目

标，需要依靠整个地区的积极参与。根据当前的能

源供应和能源消耗，松德堡地区每年的碳排放量为

674,022吨（2007年基数）。这相当于每个公民

每年排碳8.8吨。

解析碳排放源
通过广泛的分析，我们了解了松德堡地区碳排放量

的所有来源。2007年所耗能源的82％ 来自化石

燃料，10％来自可再生能源，从地区外部进口的

电能占8％。

此页的图表显示，按照能耗的分类，建筑物供暖

和热水供应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碳排放量的 32

％来自热源的生产，11％来自照明及电器产品所

耗能源，30％来自制造业，其余的27％来自交通

运输业。

根据能耗用途, 每个居民年均8.8吨的碳排放来自:



农业 8％
私营贸易和服务业 6％

公共事业 7％

工业企业 27％          

交通运输 27％

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针对碳排放的分析表明，要实现零碳目标，需要依

靠松德堡地区全体居民的积极参与。

此页的图表显示，目前工业企业的碳排放量占全地

区的27％；家庭住宅的能源消耗占25％；农业8％；

私营贸易和服务业6％；公共事业占7 ％。(2007年

基数)

其余27％的碳排放来自汽车以及其他以汽油和柴油

为燃料的车辆。这部分碳排放是一个共同的重大挑

战。

松德堡地区的能源潜力
按照专家们的意见，松德堡地区零碳目标的实现应

从以下方面着力推动：

• 当地沼气、生物质及地热能源的巨大潜力

• 优化企业能源使用效率及余热利用的巨大潜力

• 来自企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 政府及私营企业与零碳项目密切合作，大力推广   

 最佳应用方案

• 专注于所有教育层面对能源和气候的学习，此启

发新的解决方案，并培养具有最佳技能的专业建

筑人员和顾问。

7

家庭住宅 25％

松德堡地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影响
显著降低能耗之后，松德堡地区将会影响到欧洲政

界。政府将降低在欧盟国家调节能源生产的二氧化

碳排放配额，由此导致碳配额价格上调，从而使人

们更倾向于进行能源优化并使用可再生能源，而非

继续使用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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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路线图

2015年，”零碳松德堡 ”目标应取得了初步显著

成效。居民和企业积极参与，再加上企业与公用事

业公司密切合作，碳排放量将比2007年降低25%。

以该目标为出发点，为在短期内最大可能降低碳排

放，专家们制订了重要举措。 

到2015年应实现以下目标:

• 为了实现绿色能源供应，最先采取的重要措施在

  于开发利用地热能源、沼气场、太阳能及风力发电

• 建筑物供暖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减半

• 把贸易、服务业及家庭住宅的照明和电器用电的  

  碳排放减少28%

• 工业企业降低能耗5%，砖厂以沼气作为能源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依靠相关知识、强大的驱

动力和有技能的人才。因此零碳项目将以下举措作

为工作重点:

“松德堡地区将把计划实施到底
没有什么魔幻之术可以变出一个零碳地区。松德堡
地区显然有潜力依靠强有力的公私伙伴关系和广泛
的合作达到目标。地区内的企业拥有必要的知识并
保持领先地位，我们作为这个领域的顾问，将获益
于至关重要的专业知识和技术“Hans-Martin Friis Moeller

环境/水及能源部门主管    

Grontmij I Carl Bro

将农村地区供暖的碳排放量减半

邀请地区热力公司 (SYD ENERGI)、能源公司 

(DONG ENERGY)、丹佛斯公司 (Danfoss)及当

地的专业安装行业一起进行宣传活动，从而激励农

村地区的居民改用热泵取暖，代替现有的电炉、油

炉及燃气炉。政府的财政支持也应该包括在内。

绿色集中供热
大力推动以可再生能源为集中供热提供热源，并在

城市地区最大限度的扩展集中供热在家庭住宅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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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能效优化
零碳项目将通过”零碳商业 ”和  ”零碳企业 ”两

个职业培训项目，帮助工商业企业加强对能源效率

优化的重视，获取新知识并推广成功范例。

建筑的节能改造
建筑的节能改造具有巨大的潜能。松德堡地区政府

已决定所有新建建筑应按照低能耗标准1级修建，同

时着手对政府部门自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培训并

涉及当地专业施工及咨询人员为私人家庭用户提供

最佳的节能方案。

风力发电
新建四个大型陆地风电机组，以使风电容量翻

番。 21个现有的风电机组应根据陈旧程度进行更

换。向地方和国家的投资者提供有关新的海上风电

场的信息和投资机会，该风电场将可以为松德堡地

区提供零碳电力。这些海上风电机组可以建在ALS

岛以南的沿海地区。

电动汽车的地面测试
零碳项目将邀请ChooseEV公司、Better Place公

司及其他有合作意向的公司将松德堡作为其试点地

区之一，政府将增加公共事业部门使用电动汽车的

数量。

学习
让各年龄段的居民都加强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这一

点非常重要。有关气候的学习应融入从幼儿园到博

士的所有教育层面。

两个大型沼气场
生物质和沼气将成为松德堡地区2029年首要的能源

来源。农业在这方面是一个关键的合作伙伴。两个

沼气场分别在2013和2015年建成。



Gråsten

绿色供热有益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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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德堡地区在2015年前将致力于供热领域的大幅度改

进。集中供热网络应在城市区扩展，并增加能源生产中

的可再生能源比例。在农村地区应该以热泵或生物质供

暖系统替代现有的电炉、石油和天然气燃烧器。2015

年的目标是减排25％，以上这些举措加起来，将为实

现这一目标贡献一半以上的力量。

”零碳路线图 ” 背后的专家们将供热转型作为2015

年前工作的重点。截止2007年，地区内使用集中供热

的建筑物只有34％。用稻草和木头取暖的建筑占 4％，

装有热泵的建筑占1％。

这一目标的实现要依靠地区内热力公司和政府之间强有

力的伙伴关系：

• 建立一个传输管线，以连接地区内现有的全部集中供

  热管网

• 沿传输管线建立新的区域供热管网

• 城市地区内，那些目前使用天然气或油炉取暖的建

  筑，其中50％应在2015年之前改用集中供热

绿色集中供热
现有集中供热的热源生产主要来源于垃圾焚烧及化石燃

料。但目前已有多家热力公司已开始着手向绿色供热转

换。目前，地区内已建成两个太阳能热站。

• 其中一个面积为 6000 平方米，年供热能2736兆

  瓦时

• 2009年建成的另一个太阳能热站为10000平方米

与此同时，当地的热力公司还着眼于利用更多可再

生能源的可能性:

• 2011年在松德堡地区内建一个热容量为29兆瓦 

  的地热能源站

• 2013年沼气场项目，沼气场依靠养殖业牲畜粪 

  肥。

• 2015年沼气场项目

松德堡地区热力公司已经可以向本地区提供

绿色供热。

“借助于2011年已建成的地热发电厂、太阳
能热站以及生物质设施，我们可以提供绿色集中供
暖。这对气候大有益处。对社会综合效益的分析
表明，集中供热网络的扩容是明智的。我们由此相
信，这对企业本身也是明智之举 。我们即将完成最

终部署。“Steffen Moe

松德堡地区热力公司 首席执行官  



Broager

Høruphav
Sønderborg

Guderup

Nordborg

Augusten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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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泵的优势
以热泵取代油炉取暖可为一户普通家庭每月节

省约 140欧元的取暖费。热泵的总安装费用约

为12,000欧元。对此政府已拨出专款给愿以热

泵取代现有的油炉的30000户住宅，每户获得

2,500欧元的资助 。

供热改造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在2015年前，为了将3400户城市住宅和6200

户农村住宅与集中供热网络连接起来，从而实现

向热泵和无化石燃料供暖的转换，我们需要大量

的专业施工及咨询人员。这将取决于市区集中供

热管网扩建项目的最终定案，还取决于热泵供应

商在农村地区进行卓有成效的宣传销售工作。

松德堡地区最大的企业之一， 力纳克公司 (LINAK)

已经开始与南方能源公司 (SYD ENERGI) 及零碳

项目合作为企业制订计划，使它们在未来几年内可

以利用可再生能源100％满足企业自身能源需求。

“我们在注重企业效益的同时，愿意为实现零
碳松德堡的愿景作出自己的努力。我们对沼气项目
很感兴趣，因为我们还可以由此支持地区内的农

户。“Bent Jensen

力纳克公司拥有者及首席执行官 

热泵是适用于农村地区的解决方案
目前在农村地区，约有12500所房屋建筑使用油

炉、天然气燃烧炉及电暖气取暖。我们的目标是在

2015年前将这些建筑的一半转换为无化石能源供

暖。

在没有集中供热管网的地区，热泵是最佳的气候友

好供暖技术。更换应通过热泵供应商的定向宣传活

动并由村庄和土地所有者协会共同购买，由此可以

降低热泵的购买和安装价格 。



新绿色产业

“我们所有的员工都为在一年内减低碳排放
15% 的项目作出了一份努力。员工们非常积极
热情，提出了很多好建议。我们让员工仔细寻找
处于待机状态的电器产品，大家从中得到很多乐

趣。“Susanne Schou

Helsam 公司 副经理
零碳公司之一

“我们在很大程度是通过行之有效的全球气候变
化解决方案来实现业务拓展的，由此，智能照明控
制系统作为一种快速有效的节能方式，成为关注的

焦点。“Per Eggen

Servodan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公司 ) 市场部经理
零碳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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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松德堡

制订气候战略 

 项目实施

参与/宣传
 项目跟踪

 碳排放分析

 碳信息披露项目

参与该项目的企业将得到相关的市场营销资料，以

及关于碳排放分析、制订气候战略和员工参与等方

面的培训和咨询。迄今已有20家企业接受了该项目

的培训。这个项目是由零碳项目组、Enervision

（能源咨询公司）和EUC-Syd（职业培训学院）

共同发起的。 所有其他企业也可以通过公布企业针

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相对措施的气候承诺而成为零碳

大使。

零碳项目组一直致力于地区内企业的参与。新绿色
产业将创造气候解决方案，并确定新的发展机遇。
目前许多企业已经通过能效优化进一步增加了企业
效益。

零碳项目的愿景目标是，区内企业在2015年前降低

能耗5％，与此同时开始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能源的使

用。 2007年松德堡地区内234家工业企业的碳排

放量占整个地区的27％。这些企业具有的高效益能

效优化潜力可为企业在短期内实现投资回报。

学习机会
对于区内的很多企业来说，在日常运作的同时加大

对优化能效的关注可以算是一个挑战。因此零碳项

目组向企业提供学习机会以及与其他企业间的知识

共享。地区的所有企业都可以制订以在一年内降低

排碳10％为目标的气候变化战略而成为零碳企业。

go ZERO
零碳行动



优化能源使用效率
现为零碳企业之一的DFT-印刷品公司，正在对生产

用电进行大力度的能源效率改进。该公司用在节能

措施上的投入共计400,000 欧元，这将为企业带来

每年节电2,490,000千瓦时的效益。

企业所有人Mogens Hordum Sorensen介绍， 

“我们投资了热回收设备，以此用发动机产生的热

空气加热外来的新鲜空气。“

预计这套设备会将企业的碳排放量降低4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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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技术在松德堡地区的发展
迄今为止，地区内已有29家应用清洁技术的公

司，这些公司关注绿色能源的生产、智能化能源

管理以及清洁技术解决方案的应用生产。除此以

外还有4家咨询公司和23家安装公司。丹佛斯公

司、松德堡地区政府和南日德兰半岛发展委员会

与南丹麦行政区政府及南丹麦发展论坛一道，倡

议创造一个高能效企业集群，打造世界一流的能

效优化解决方案。

RÅDGIVENDE INGENIØRER A/S

“我们必须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使用，因为气候问
题已经极为严重。使用绿色动力和能源优化的电力
系统将成为未来能源供给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但总
要有带头人迈出第一步。与丹佛斯公司、松德堡政
府和地区内的其他公司一道，我们将开发出最好的
最明智的能源解决方案。零碳项目将因此成为我们

的绿色议程的核心部分。“ 

Niels Duedahl

首席执行官
SYD ENERGI (地区热力公司) 

“我们拥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可以用较小
的投资带来良好的节能效果。气候和能效优化技术
的推广将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对此丹佛斯公司已
经准备就绪。当我们对产品和技术的发展进行投资
时，能源效率是一个首要考虑的关键，在能效优化

方面我们是世界领先的知识技术中心之一。“Kim Fausing

Danfoss ( 丹佛斯公司 )   首席运营官



政府作为先锋

“迄今为止实施的所有举措都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一些坏习惯。至今已有几个

部门设法降低了20％的能源消耗 “Inge Olsen, 

松德堡政府科技与环境部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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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区内最大的用人单位，松德堡政府以其雄心

勃勃的气候战略成为整个地区的榜样和带头人 ，同

时也是零碳项目主要的合作伙伴。政府部门的碳排

放量占整个地区的5％。

政府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取决因素。 2008年，市议

会通过了一项能源政策，为松德堡地区和政府本身

制订了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

能源效率显著改进
市议会首先着手于政府部门的建筑和新建筑建设的

要求。市政府已拨出1150万欧元资金，用于改进

210座政府部门建筑的能源等级。通过对碳排放

量、节能潜力及所需资金进行评估, 为每座建筑评定

能源等级。对于可在10至20年内实现投资回报的能

效优化项目，应在三年内付诸实施。

2008年中旬，松德堡政府根据建筑规范LE1发布了

新的地方性建筑法规。LE1将是2015年开始实施的

国家建筑规范。2009年，政府出资修建了一所学校

和一所幼儿园，并扩建了一座体育场馆，所有项目

均按照高能源等级建成。

员工的参与
松德堡政府作为一个拥有7700雇员的用人单位，

发挥着与众不同的作用。每个员工都参与了节能行

动。政府服务部门的全部管理人员都接受了气候变

化培训，所有市政机构也全部接受了能源顾问的审

查。政府机构的5000多个灯泡被同时更换。这项节

能举措每年可节省55,000欧元的电费支出，并实现

碳减排150吨。2009年，政府员工积极参加了气候

宣传活动”goZERO-零碳行动”，整个地区参加了

丹麦国家电视台的一项全国性能源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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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德堡做为电动汽车的试点地区
松德堡政府非常重视以电动汽车取代现有的市政

用车辆，并密切关注其运行趋势。政府部门已从

2009年开始租用电动汽车。许多市政车辆的使

用模式非常适合电动汽车行程相对较短及晚间充

电的特性。

新绿色青年
2009年8月在松德堡举办的”新绿色青年”-国

际气候变化夏令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名

年轻人。丹佛斯大世界、零碳项目公司和丹麦MS 

Action Aid联合组织了这次夏令营。新绿色青年是

气候联合体的战略合作伙伴，得到了联合国气候项

目Seal the Deal的认可。来自本次夏令营会员的

议案在同年12月召开的COP15-联合国气候变化峰

会上得以发表。松德堡政府作为此次夏令营的赞助

方之一，仍在继续支持明智气候解决方案。

此页中照片来源: Jac  Dall

政府作为一个积极的规划师
松德堡政府关注地区的多元化发展，同时继续关注

于如何制订相关计划、法规及程序以对零碳进程指

南的实施给予支持。政府还大力增加公共交通的吸

引力，与此同时，一项大规模的街道照明系统改造

也在计划中。

松德堡政府即将完成一个以气候为主题的新市政规

划的议案。规划强调，新建住宅应按照能源级别

LE1建成（尽管此项标准在2015年才会成为国家标

准）。市政规划中还为新的风电场和沼气场圈定了

建设地点。

 

除此以外，政府即将完成“松德堡供热计划“的制

订，计划以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集中供热管网在整

个地区内的扩展作为重点。上述计划的实施将保证

松德堡地区内的碳排放量稳步下降。



整个松德堡地区应战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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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在2015年碳减排25%的目标，需要依靠整

个地区的积极行动和参与。目前在普通居民、商界

和农民中都有很多活跃的带头人。好的范例应推而

广之。农民们已经准备好向本地区提供可再生能源。

目前家用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碳排放量占整个地区的

25％，因此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改造的关注

是实现碳减排的关键。

100户示范家庭
2009年，松德堡地区100户被称为零碳家庭的普通

住户将明智的气候解决方案引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截止到2010年初，这些家庭的用电量减少了30％，

水消耗减少了50％。现在这些零碳家庭所取得的经

验将被推广到松德堡地区内的所有住户。

“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成为一项运动。我们现在使
用洗衣机时选用节能洗衣程序并关闭了待机电源。
这些小的举动为我们节省了很大的能源开支。如果

整个松德堡地区都这样做，就太好了。“Pia Brammann

零碳家庭成员 

宣传活动带来知识普及和凝聚力
零碳项目组将通过会议、活动及宣传等方式，为地

区内的居民提供所需的住宅节能及具体费用方面的

咨询。宣传活动”goZERO-零碳行动”在2009年

成功地使气候变化成为许多市民中的热门话题。零

碳项目组将继续保持与当地协会组织和企业间强有

力的合作。”goZERO- 零碳行动”将继续作为有关

气候行动的宣传标题。

气候友好商铺
商业和服务业目前的碳排放量占全地区的6％。很多

商铺都有大幅度节能的潜力。地区内所有商铺都可

以用一笔很小的费用，对他们的能源消耗进行分析

规划。所有能源消耗较前一年降低10％的商铺，都

可以作为零碳商铺进行品牌宣传。

“2009年我们节省了电费支出的35％“ Merete Lund Brock

 Home 房地产, 零碳商铺之一 

在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上，商铺对消费者选择

气候友好型产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零碳乡村的发展
当地的乡村委员会已经参与了当前有效气候解决方

案的开发研究。

“借助政府的支持，我们将开发适用于乡村特有
的零碳和可持续解决方案。我们将可以净化自排的
污水，建立我们自己的风力发电机组和太阳能板，
同时利用太阳能热和森林中的木材实现可再生能源

的自供。油炉理所当然会被热泵取代“Arland Nissen

乡村委员会 主席 

农民将提供未来的绿色能源
由农业提供未来的绿色能源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泛

的兴趣。在松德堡地区生物质能是最主要的可再生

能源。但是来自农业的投入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以

及经济保障。农民们还将安装新的陆地风电机组。

“到2013年，我们将能利用50％的养殖业牲畜
粪肥，这将为本地区带来经济盈利。此外，能源作
物的种植以及在农业建筑和土地上安装光伏电池发

电都在2029年前大有发展前景。“Peder Damgaard

松德堡地区农业学校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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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民，我们对零碳松德堡的建设很有兴
趣。陆地风电是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如果有机会
我们会投资建立新的风力发电机组。对零碳的更大
关注还意味着风电机的收益能力将达到接近德国的

水平“
Peter Bertram

农场主及风电机业主 



我们拥有的知识和创造力对零碳目标愿景的实现至

关重要。因此，在幼儿园到博士的不同教育层面中

加入对气候变化、能源优化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

的学习，成为建设一个零碳发展地区的关键。气候

知识应被列入地区内学校的教学计划。

松德堡地区应作为未来能源挑战的前锋。因此，能

源效率的学习/技能是”零碳路线图”的重要组成部

分。计划措施如下：

• 提高全民对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识及并更广泛推

  广专业技术知识和学习

• 在专业施工人才的培训及高等职业院校的不同程

  度教育中普及明智气候解决方案的知识和技能，

  我们将由此具备有能力寻求地方性的解决方案并

  推广我们的经验

• 建设施工及待业人员的进修，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的愿景在日常应用中的实现

 

• 解决方案的研发，可持续性发展及学习应在将来

  更具效力

研发应作为重点
南丹麦大学和零碳项目公司已经与本地企业联手开

发新的太阳能电池技能。该合作项目已初获成果。

纳米纤维公司在与梅茨 • 柯劳森研究所密切合作中

开发出的新纳米技术材料将成为未来太阳能电池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材料可在数年后应用于一种透

明灵活的微型太阳能电池，在玻璃窗中应用这种材

料，可为室内照明提供电力。

专业施工人员的培训
建筑施工行业在降低能耗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专业施工人员进行培训，为

提高建筑的能源标准奠定基础

“专业施工人员的建议对居民进行住宅节能改造
非常重要。通过培训，专业施工人员将可以为用户
提供有针对性的最佳方案，并与同行合作修建气候

友好型建筑。“Hans Lehmann
EUC Syd (南方职业培训学院) 副院长

热情的孩子们和新气候解决方案
公立学校中的学生们对气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科学园地“一个是由松德堡地区政府、丹佛斯大

世界、零碳项目组及地区内几所高校共同合作的项

目，该项目涉及企业、开发研究，和从幼儿园到博

士的所有层面的教育。

“孩子们通常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并具有
独特的创新能力。他们可能会带来新的气候解决方
案。我相信，儿童和青少年的持续参与将为本地区
带来长远利益。这意味着教学应易于 学生们的理解

并避免消极影响。“Maj-Britt Hallum Bendtsen 
Dybboel 学校 教师

不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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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75%

“零碳路线图“分为7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重点。计划举措将在科技及政策成熟之时得以全面实施。

零碳项目将继续专注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和更多合作伙伴的参与。

全
方
位
不
断
提
高
能
源
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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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

• 集中供热管网的扩建与连接

• 城市供热向绿色供热的转换，农村地区向热泵、生物质及太阳能利用的

  转换

• 沼气在热电厂及工业中的利用

• 新建四座风电机组

• 电动汽车的推广使用

• 沼气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

• 光伏电站的建设

• 建立海上风电场

• 以能源作物生产运输用的生物乙醇

• 光伏电站的扩展

• 建立海上风电场

• 新技术的开发测试

实现零碳

不同阶段
碳减排目标



Bright Green Business

该愿景由Think Tank Futura Syd ( 南丹麦未来智囊团 )

在2007年提议。

碧藤与梅茨柯劳森基金会(丹佛斯公司), SYD ENGERGI 

( 地区热力公司),松德堡政府, DONG Energy ( 能源公司) 

以及Nordea Bank ( 北欧联合银行) 基金会于2007年夏天

共同组建了零碳项目组。

2007年北欧联合银行基金会的一项特殊拨款使”零碳路线

图- 2029年零碳项目总体规划”得以启动。

“零碳项目的愿景是，在2029年
前依 靠可持续发展及创造大
量新绿色就业机会，将松德堡
创建成为一个零碳地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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