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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ft Blue solar car © Nuon / Jorrit Lousberg领先行业

　　荷兰政府确定了九个经济发展尤为强劲的行业。在这

些行业里，政府、公司和科研机构通力合作以促进其发展

壮大。这些行业在中国同样取得了快速发展，为中荷两国

在贸易及经济合作领域提供了互利机遇。这些“领先行业”

包括： 

• 农业和食品  

• 园艺  

• 水利 

• 生命科学和健康 

• 化学工业 

• 创意产业 

• 高科技产业  

• 能源 

• 物流

　　在这本手册里您将看到更多有关荷兰能源的信息。

荷兰的能源行业

　　荷兰是一个相对较小但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经济体系非常开放。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荷兰经济亦不容小觑；进

出口贸易是荷兰经济的基本支柱。荷兰政府连同其商业发展和研究领导已确定了其具备突出能力的 9 个行业。在所有组成

部分中，能源行业属于这些行业之一。本手册简要介绍了荷兰在能源行业的优势和对外的商业机会。

　　即使荷兰的地下没有大量石油或煤矿储藏，荷兰拥有领先的石油化工行业；跨国性的 , 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石化港口，

和位于鹿特丹的、服务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炼油厂，以及最洁净、最高效的燃煤设施之一。上述成就可归功于“金四角”

的合作，包括：公司、知识机构、政府和消费者，四方共同致力于发现新的解决方案； 而他们都同一信念：互相协助，缺

一不可，共同创新。上述理念尤其在发电和节能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当我们谈到能源时，作为荷兰能源公司的代表之一，壳牌一定会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我们很自豪我们拥有像壳牌这

样的大型国际公司，同时，我们也为我们对周围上下游有益的生态系统、以及我们在可持续能源和创新方面的市场领导地

位感到自豪。

　　放眼世界，能源及能源行业正在改变，荷兰的能源及能源行业也不例外。如朝可持续能源转型和正在进行的国际化发

展过程不断提出新挑战：荷兰政府如何向能源行业提供有效支持？从而在这个国际转型中充分利用并抓住新的经济机会。

我们的愿景为：到 2020 年，荷兰能源行业更强、更具竞争力和创新力 - 在 2020 年和 2050 年抓住从市场发展中涌现的和

来自完成欧盟目标的国际机遇。

　　荷兰在海上风力能源、火力发电厂生物质混合燃烧、垃圾填埋气利用和结合冷热存储使用热泵方面拥有领先的专业知识。

拥有位于欧洲中心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围绕鹿特丹港口的物流、石油化工和工业中心地位，荷兰旨在成为欧洲的生物

燃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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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行业 -能源：
助力新型经济的发展

　　自 2013 年以来，383 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组织开

始投资顶级行业能源，几乎一半的组织为中小企业。顶级

行业能源计划由七个知识和创新顶级联盟（TKI）组成，

其为商界、研究机构和政府提供了一个论坛共同致力于可

持续增长。

• 海上风力

• 燃气 

• 智能电网转变

• 节能绿色的城市建设

• 太阳能 

• 生物经济

• ISPT（可持续的工艺技术）

　　“我们在'智慧创新'方面出类拔萃。举例来说，我们在远海为风车公园奠基，我们安装用于生产最先进的太阳能板的机器，

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市场的领导者。同时，我们在智能电网及其安装方面拥有强大的技术。除此以外，我们擅于将发散

可持续能源连成一个单独的网络。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确保智能电网的智能性并减少太多或太少的容量问题。另一个很

好的创新是智能电表的升级版，可精确地告诉你公司或家里消耗的能量。该 ' 智能操作员 ' 使人们在能源消耗方面做出真正

意识的 / 可持续的选择 - 是美好的、易于达到的方法，让人们在能源节约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另一个吸引人的概念为能源岛。

我们拥有富余的风能、水能和太阳能，因此积极主动的采纳者希望生产并存储不同形式可持续能源。通过将能量存储在一

个岛上的大湖内，我们可更好地利用可持续能源。当然，这也是荷兰拥有的优势之一。准确地说，我们肩并肩，通力合作，

就能够整合分散的能源。我们有各种组织的支持和动力去共同努力，从中创造真正的利润”。

（Manon Janssen：Ecofys 的高级团队执行总裁 & 总经理）

People on Thialf, the largest deepwater construction vessel  
© Heerema Marine Contractors Nederland B.V.

Organic Photovoltaics on flexible substrates © Holst Centre Electric Racing Car Eindhoven University © Provincie Noord-Brab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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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和气候
　　荷兰有一个大胆的愿景：到 2050 年，国家将会形成

一个可持续的、可靠的和可负担的能源系统，该系统中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半，并且 40% 的电能将从可持续来

源中提取。剩余的 60% 的电能将来自于燃气、核燃料和

使用碳收集及储存（CCS）技术的现代燃煤发电厂。到

2020 年，达到增加 20% 的可持续能源使用率的目标。政

府在能源效率、可持续能源和二氧化碳的减少方面投入了

数十亿欧元。创新和公私合作是荷兰的主要方法：政府、

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在绿色材料、可持续建筑、可持续交通、

产业链效率、可持续的电力、新型燃气和温室能源方面通

力合作。　　

能源效率

　　由于荷兰工业和政府就能源效率问题形成自愿协议的常年传统，荷兰在能源效率方面经验丰富。这使得荷兰工业成

为世界上最节能高效的工业之一。荷兰在可再生能源的研究方面拥有极佳的国际声誉，其在太阳能领域，拥有如 FOM 和

ECN 等研究所及多所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代表队分别在 2001、2003、2005、2007、2013、2014 和 2015 年获得每

两年举行一次的世界太阳能车挑战赛的优胜。

生物能源

　　荷兰所有可持续能源的四分之三都来自于生物质能

源。植物物质是电能、热能和气体的生产源。但是在这之前，

荷兰利用植物物质生产山墙部分、洗脸盆或屋顶。

　　拥有位于欧洲中心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围绕鹿特

丹港口的物流、石油化工和工业中心地位，荷兰旨在成为

进口、生产和出口生物柴油和生物乙醇的欧洲中心。鹿特

丹的生产容量将在未来几年内激增至 150 万吨，占欧盟生

物乙醇的 10%，生物柴油的 25%。

　　以下为使用生物质能源的几种方法。方法之一是将其

添加至已有的燃煤发电厂，这是一种将“新”“旧”技术

相结合的有意思的方法。同时，荷兰公司在将农业废物加

工成生物燃料的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签署《荷兰可持续增长能源协议》（2013）的各方就

在燃煤电站共气化和共燃生物质生产 25PJ 可再生能源达

成协议，从而在 2020 年和 2023 年达成可再生能源目标

（分别为 14% 和 16%）。荷兰政府希望通过《SDE- 方案》

中的共气化和共燃生物质实现上述目标。SDE+（鼓励可

持续能源生产）方案是荷兰政府的运营授权。

Storing and distributing excess heat © Lex de Lang / AEB

Electric Car Sharing © Gemeente Amsterdam



海上风能

　　在风能源方面，荷兰为世界领先的研究国家之一。荷

兰能源研究中心、风力涡轮机材料和结构知识中心、代尔

夫特理工大学、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格罗宁根大学、代尔

夫特三角洲研究中心、荷兰皇家海洋研究所、荷兰海洋资

源和生态系统研究所、荷兰海事研究所及荷兰国家航空航

天实验室均推动及促进制造商、项目开发人员、业主、经

营者、投资者、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发展风能。

　　2013 年，荷兰政府与能源市场中的各方签署了《能

源协议》。作为《能源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风能

路线图》概述了海上风力发电能力将如何从目前的 1,000 

MW 提高至 2023 年的 4,500 MW。

　　协议中指定了五个海上风力电场区域用于发展新的风

力电场。为建立上述风力电场，我们提供了修建风力电场

津贴、许可证、场址数据以及与滕特公司电力网络连接。

最近，通过一个创新的投标过程，荷兰已将建设和运营的

新的大型海上风力电场项目外包，从而达到了目前最低的

能源提供价格（7.27 欧分 /kWh，不包括电网连接所需的

1,4 欧分 /kWh）。

建造和运营 Borssele 海上风力电场

项目的成本比预计价格低于大约 27

亿欧元。另外，该 700 MW 风力电场

将产生比预计多 22.5% 的电能。

太阳能

　　荷兰的高度创新太阳能项目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太

阳能光伏系统及应用、晶片基硅和薄膜光伏技术。目前有

超过 100 家公司和研究机构共同致力于将太阳能系统与建

筑环境、基础设施和电网集成为一体。

　　在跨越太阳能光伏行业边界方面，荷兰已有所成就。

著名的研究机构，如荷兰能源研究中心、荷兰国家应用科

学院、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埃因霍温理工大学、乌特勒支

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和奈梅亨大学均因获得了多项国际专

利而享有盛誉。高知识水平同样源于国家和国际合作，如

与太阳能应用中心和研发联盟，与欧洲、亚洲和美国的重

要的研发机构合作。跨国公司（如飞利浦公司和阿斯麦）

为专注于太阳能光伏行业但仍然保持其与半导体行业联系

的先锋企业。

　　对于光伏生产设备，荷兰拥有世界领先的制造商，如

Eurotron、Smit Ovens、Tempress、Rimas、Lamers 

HTS、MECO、Roth &Rau、ASM International 和

VDL Flow。上述制造商不仅提供了世界先进的太阳能光

伏电池板及设备，同时与研发机构紧密合作共同开发新产

品。荷兰拥有基本上光伏系统的每一个组件的代表制造

商。组件包括，如，逆变器和小型逆变器、功率优化器和

存储系统、安装系统、监控系统和太阳辐射测量仪器。

tkisolarenergy.nl/en; topsectorenergie.nl/English

Nuna6 solar car © Nuon Solar Team / DSM

Thanet Offshore Wind Farm © Vattenfall Wind Power Ltd. / Royal Hask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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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到再生能源

　　AEB 为世界上单一地点最大的再生能源公司。该公司

包括焚烧发电厂（AEC）、废物燃烧发电厂（HRC）、危

险废物仓库和阿姆斯特丹废物暂存点。为了创造一个清洁

的环境，每天有 400 人在 AEB 工作。AEB 一年处理 140

万吨废物，其中 99% 再生为原材料和能源。来自焚烧残

余废物的热量可为 320000 户家庭供电并通过集中供热网

为越来越多的家庭和企业供暖。国际方面，AEB 提供从咨

询到运营和合作设计的多样服务。AEB 阿姆斯特丹高收益

废物处理厂使用的技术拥有世界上现有的加工厂中最高的

废物率，至少高于其他加工厂 30%。达到高收益的同时，

通过使用 AEB 专门开发的烟气处理系统，其有害物质的排

放率也是最低的。

2016 年，AEB 的高效废物燃烧发电厂

（WFPP）技术荣获了蓝天奖。

　　该奖项是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深圳

可持续发展国际技术推广中心（ITPC）联合发起的。

在空置的气田中存储二氧化碳

　　来自荷兰国家应用科学院的研究员 Earl Goetheer 说：" 为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使用下列所有选项，包括：节能、

提高效率、使用可再生能源、但也需要捕集和存储二氧化碳。可在现有的大型排放点，如发电厂，捕集二氧化碳。捕集的

二氧化碳可永久地存储在如空置的气田中。荷兰国家应用科学院已开发了新的捕集方法，可节约 20% 以上的成本。TNO

正在马斯夫拉克特运营一个试验电厂，证实二氧化氮捕集方法对捕集烟气的可行性。www.tno.nl

典范案例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产生更少的废物 
　　NPSP 公司的基地位于哈勒姆，生物质能源行业里是

荷兰市场上的领导者。通过与设计师和建筑师密切合作，

NPSP 制造了新的美观的基于亚麻、苎麻、黄麻和椰子纤

维增强复合应用材料。一旦其使用寿命终结，上述用于建

筑、交通和工业的应用材料均有一个共同特征，其在燃烧

的同时可生产绿色能源。通过使用自然资源和制造技术，

NPSP 正在尽一切所能缓解环境压力，从而生产出使用时

间更长、产生废物更少的产品。天然纤维制造不仅使用了

更少的能源，同时其产出的产品更为强韧并且其大多数都

比玻璃纤维更轻。用于火车和汽车使用时，可大量节约燃

油、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另外，NPSP 可供应双倍封闭的

模具产品，这样，在炭过滤器清除剩余二氧化碳时，树脂

硬化过程中的排放量比正常排放量少 95%。毫无疑问，

NPSP 供应的产品使用 100% 的清洁能源。www.npsp.nl
Research center © Brainport Eindhoven

Natural gas production at Slochteren © Energising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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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因霍温的 SoLayTec超高速 ALD 
　　作为飞利浦的前基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 (TU/e) 周

围已有一大批公司崛起，形成了拥有意想不到的，高度相

连的高技术生态系统。SoLayTec 制造、开发、提供和维

护超高速空间原子层沉积设备机器，其为用于太阳能电池

超薄 Al2O3 钝化层前景光明的技术。计划将上述原子层

沉积机器用于太阳能市场工业制造。www.solaytec.com

　　SoLayTec 在将原子层沉积应用于太阳能电池方面取

得了突破，这个成果引来了与另一个智能研究机构的密切

合作：SERIS（新加坡国立应用太阳能研究机构）。新加

坡国立应用太阳能研究机构同世界范围内的太阳能行业的

各个公司紧密合作，包括创业初期的小公司到行业巨头，

专注于发展东南亚的太阳能应用。www.seris.sg

荷兰的能源产业是就业、国民收入和出口的主要支柱。

重要方面和优势

• 荷兰位于欧洲的中心，依托鹿特丹港附近的物流、石油化工和工业中心，荷兰的目标是发展成为欧洲的生物燃

料枢纽。

• 由于荷兰工业和政府之间存在就能源效率问题达成自愿协议的长期传统，荷兰在能源效率方面有着广泛的经验。

这使得荷兰的工业成为世界上最节能高效的工业之一。

• 荷兰在很多方面的技术都遥遥领先，如海上风能、燃煤发电厂生物质的混合燃烧、生物质的预处理方法、垃圾

填埋气的使用和结合冷热存储热泵的应用等。

• 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荷兰能源研究中心的工作，荷兰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 格罗宁根能源德尔塔研究所等著名机构为全球各地的人们提供培训。除此之外，荷兰正努力建设成为环保气体

领导者。

Thialf, the largest deepwater construction vessel © Heerema Marine Contractors Nederland B.V.

Possible application transparent OLED © Holst Centre



事实与数据

荷兰天然气的分销网络在欧洲算是最密集

的，输送管道达到 12,200千米，输配

干线达到136,400千米。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分别在 2001、2003、2005、2007
和 2013 年在世界太阳能车挑战赛获胜，该挑战赛是
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太阳能车竞赛。

750 万
每年 750 万吨城市垃圾在 13 个高效
清洁废物焚化炉被处理，从灰烬中
转换为电能、热能和可再用资源。

16%
荷兰承诺实现欧盟气候目标，并设定目标，

到 2023 年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提高至

总消耗量的 16%。

20%
荷兰政府争取在 2020 年实现
将二氧化碳排放减少 20%。

10%
荷兰能源研究中心的公司已经为“环保
燃气”技术（生物质气化）申请了专利。
研究表明，到 2020 年，“环保燃气”可
以取代荷兰消耗的 10% 的天然气。

40%
荷兰希望到 2020 年能将海上风能成本降低
40％（与 2010 年相比）

6000 兆

通过使用陆地上的风力发电机，
荷兰政府希望到 2020 年至少可
以发电 6,000 兆瓦特。

（来源：荷兰企业局）

25%
荷兰的市场份额大约占欧
洲海上风电市场的 25%。

荷兰在海上工业的营业额位居第二

• 荷兰作为欧洲的主要炼油中心之一，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量供应网络端口、存储设施和管道连接，这对于陆

地的石油供应至关重要。荷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和

石油产品贸易国之一。

• 荷兰在很多方面的技术都遥遥领先，如海上风能、燃

煤发电厂生物质的混合燃烧、生物质的预处理方法、

垃圾填埋气的使用和结合冷热存储热泵的应用等。

• 由于荷兰工业和政府之间存在就能源效率问题达成自

愿协议的长期传统，荷兰在能源效率方面有广泛的经

验。这使得荷兰的工业成为世界上最节能高效的工业

之一。

• 荷兰解决燃气需求随季节波动问题的能力无可匹敌，

为欧洲西北部提供了亟需的灵活方案。

Photo: Sanne Paul, in co-oporation with Holst Centre

Offshore oil platform © Heerema



荷兰能源行业链接：

荷兰企业局

http://english.rvo.nl

服务办事处

www.minbuza.nl/en/services

荷兰贸易

www.hollandtrade.com/business-information

荷兰外商投资局

www.nfia.nl

海上风力知识与创新的顶级联盟

www.tki-windopzee.eu

荷兰风能协会

www.nwea.nl

产业协会

www.hhwe.eu

NNOW 

www.nnow.nl

荷兰供应商协会

www.iro.nl

荷兰环保技术供应商协会

www.vlm.fme.nl

荷兰水技术合作组织

www.nwp.nl

荷兰土壤合作组织

www.nsp-soil.nl

荷兰废物处管理局

www.nwmp.nl

荷兰清洁能源组织

www.cleantechholland.nl

荷兰海上风电技术组织

www.we-at-sea.org

荷兰能源研究中心

www.ecn.nl

Trailing suction hopper dredger (TSHD) Vox Maxima © Van Oord



荷兰驻华商务代表

　　荷兰驻华外交使团代表荷兰在中国。代表机构有荷兰驻华大使馆、荷兰驻重庆、广州、香港和上海 4 家总领事馆以及 6 家荷
兰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处，它们分布在 6 个重要的二线城市：成都、大连、济南、南京、武汉和青岛。
　　荷兰政府驻华商务代表网络竭力支持所有在华经商或希望来华开展活动的荷兰公司。如果您希望与在华的荷兰公司进行商务
合作，请联系我们的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处。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s://www.niyuhelan.nl/ 联系

Oil tanks in the Port of Rotterdam © Energising the Future

www.hollandtrade.com
© 荷兰政府在中国的商务机构，2016 年

联系方式：

荷兰王国驻华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 4 号
电话：+86-10-8532 0200
电子邮件 : pek-ea@minbuza.nl

上海总领事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500 号东银中心 B 塔 10 楼
电话：+86-21-2208 7288
电子邮件 : sha-ea@minbuza.nl

广州总领事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
广州市天河路 208 号粤海天河城大厦 34 楼
电话：+86-20-3813 2200
电子邮件 : gnz-ea@minbuza.nl

香港总领事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湾仔港湾道 18 号 中环广场 30 楼 3001 室
电话：+85-852-2599 9200
电子邮件 : hon-ea@minbuza.nl 

重庆总领事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
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民权路 28 号英利国际金融中心
5404-05 室
电话：+86-23-6399 7000
电子邮件 : cho-ea@minbuza.nl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大连代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辽宁省
大连市中山区同兴街 25 号世界贸易大厦 4910 室
电话：+86-411-3986 9998
电子邮件 : nbsodalian@nbsodalian.com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济南代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2666 号
鲁能国际中心 102 室 邮编 250002
电话：+86-531-8606 5138
电子邮件 : nbsojinan@nbsojinan.com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代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苏省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 1 号 
南京绿地洲际酒店 47 层 4701 室 210008
电话：+86-25-8470 3707
电子邮件 : nbsonanjing@nbsonanjing.com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代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10 号 颐和国际 A 座 2505 室
电话：+86-532-6677 7517
电子邮件 : nbsoqingdao@nbsoqingdao.com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武汉代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湖北省
武汉市建设大道 568 号 新世界国贸大厦 1306 室
电话：+86-27-8576 6511
电子邮件 : nbsowuhan@nbsowuhan.com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成都代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川省
成都市东御街 18 号 - 百扬大厦 2204  邮编 610016
电话：+86-28-8692 3062 
电子邮件 : nbsochengdu@nbsocheng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