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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能源效率提升路径分析
陈　冲

（上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200233）

摘　要　气候变化显著已经成为目前全球各国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减少 CO2的排放量是各国的共同任务，

各国也只有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从自然发展角度出发积极开发绿色低碳绿色能源，以此来减少 CO2排放量，保证

能源的供应安全，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的。绿色能源是我国所提倡绿色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技术职称，通过开

发绿色能源，解决目前绿色能源发展问题能够有效提升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对此，本文就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能

源效率的提升进行研究探讨，希望可以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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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发展角度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各国所使用到的现代资源也会逐日在增加，资源掠夺

日益严峻会逐渐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破坏。

因此各国相关部门都十分重视资源使用方式这一问题，

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对资源的消耗 [1]。既往我

国采取的是资源粗放式开发使用模式，因此对废弃物

并没有进行充分的二次利用，导致我国大量的自然资

源受到损害，加速了我国生态危机的发展。对此我国

必须要促进绿色能源开发与发展，加速传统能源技术

向绿色能源的转型与升级。

1 绿色能源分析

1.1 绿色能源的内涵

所谓绿色能源，是相对于传统不可再生能源来说

的，绿色能源是一种非常规能源，一切可再生且含量

丰富无污染的替代性能源都有可能性成为绿色能源。

目前世界各国对绿色能源的分类十分广泛，除了常见

的太阳能、潮汐能、风能、海水温差能、生物能之外，

还包括波浪能、蓄力、泥炭、木材等 [2]。

1.2 绿色能源分类

对绿色能源开发利用的技术就是绿色能源，目前

全球对绿色能源的分类主要可划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无排放技术，我国这类技术主要是被应

用于发电方面，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光伏发电技术、水

力发电技术以及风力发电技术等。这些绿色能源都是

通过将传统煤油发电技术进行转化从而转变为清洁无

排放发展模式。

第二类技术是低排放技术，相较于第一类技术而

言，低排放技术主要是通过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

降到最低来实现节约能源。目前常见的低排放技术有

电力联合生产以及秸秆热能燃烧技术。

1.3 绿色能源特征

发展绿色能源的目的是目前全球的化石能源消耗

危机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绿色能源在社会生产中的各

个领域都有所涉及，其主要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一是环保特征，这一特征主要是针对传统高碳排

放来说的，传统能源技术在使用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

二氧化碳以及细微颗粒从而导致空气污染问题。绿色

能源的出现则可以有效避免出现这种现象，不仅可以

有效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可以有效治理社会发

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问题 [3]。

二是可持续发展特征，相较于传统能源技术来说，

绿色能源可以解决能源即将枯竭这一严峻问题，通过

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绿色能源，可以有效提升能源的

使用效率以及规模，降低能源使用成本。绿色能源与

可再生能源一样，都可以长期使用且清洁无害，能够

促进社会，促进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2 绿色能源开发技术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公众生态消费意识淡薄

当前我国相关部门大力提倡社会各级要生态平衡、

协调发展，绿色能源作为不可再生能源的替代物，其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存在于民族消费意识

模式之下。可以说人们的消费意识水平决定了绿色能

源的发展，这也是绿色能源是否能够得到市场认可的

关键。现代发展过程中，所有人都不可能完全规避技术，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11期 (中 )总第 513期科技博览

14

绿色能源的发展与市场使用密切相关，因此只有在满

足社会生产需求以及生活需求后，绿色能源发展才能

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不仅技术开发者需要具备高素

质水平，而且技术的使用者也需要有一定的循环经济

发展意识 [4]。比如现代绿色能源汽车的使用前提是具备

较高质量的能源电池以及充电设备，而要满足绿色能

源汽车的使用，消费者就必须要增加紧急投入，并能

够意识到使用绿色能源有利于促进今后的生态发展。

再比如可降解燃烧吸管和塑料袋，想要推广使用就必

须要求企业花费更多的资金去替代原有的不可降解塑

料。但由于所花费成本较高，因此影响了这些绿色能

源在消费者购买时的选择。大部分消费者虽然也关注

环境和生态发展，但实际上在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时候

还是会优先考虑其价格。

2.2 绿色能源研发壁垒难以攻克

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能源技术自

身所出现的绿色问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

有生产活动都是带有目的性和方向性的，而影响所有

生产活动最终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内在动力。在国家大

力提倡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时候，主要是强调需要

提升绿色能源水平来支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但绿

色能源从研发、回收以及再利用这些过程中是否完全

符合绿色低碳理念，这就要求技术研发人员需要大胆

进行创新和设计了，只有设计人员能够有计划、有突

破地进行设计，才能够发挥出绿色能源的真正效果 [5]。

但从目前绿色能源的研发情况来看，大部分技术都主

要是处于一个构想以及探索阶段，无论是对太阳能还

是对潮汐能、热能的利用效率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如果不能够有充分的清洁能源作为石油、煤等不可再

生能源的替代品，那么就难以有效解决目前全球资源

严重短缺这一问题，也难以从根本上去缓解生态环境

问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绿色能源开发技术水

平上距离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距离，虽然目前

我国已经拥有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但核心技术我们仍

然没有攻克。比如我国所采用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制造

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差了几十年的发展。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绿色能源的创新能力不足，

自主创新突破主要依靠社会各企业，但发展创新新技

术短期之内会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收益，因此很多企业

对此的积极性并不高。而全球大部分发达国家在绿色

能源上占尽优势，其可以同低价产品来迅速占领市场，

而我国很多企业为了眼前的经济收益放弃了长远发展，

导致绿色能源研发迟迟难以攻克壁垒。

2.3 绿色能源专业技术人才缺乏

人才是绿色能源发展中的重要部分，随着科学的

不断发展和进步，知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逐

渐凸显。绿色能源本身就是一项集技术创新、应用推

广以及投融资增殖的综合知识体现，因此社会各企业

十分渴望拥有具备这些专业知识的人才。但我国目前

专门从事科研的专业技术人才比例相较于欧美发达国

家来说较少，即使在发展国家行列中也只属于中等水

平。除此之外，我国人才管理体制也缺乏一定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大部分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还是更看重管

理人员，轻视技术人员以及科研人员，导致大部分科

研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影响其职业

升级发展。

3 双碳目标下绿色能源效率提升路径

3.1 提升社会群众的循环经济理念

若想改变群众对绿色能源的支持就需要改变其消

费观念，意识观念是一个人在对待事物认知程度的总

体表现，其与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以及生活阅历密切相

关。因此不同的人对待一件事物的认知是存在区别的。

当我们无法改变人们价格优先的消费意向时，就需要

在材料和技术上下功夫，争取研发出更平价且更符合

消费者意愿的价值产品，这样才能够有效提高消费者

对绿色能源产品的消费热情。随着目前我国大力提倡

生态文明发展以及五大发展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群众对绿色低碳绿色能源产品的认知也会逐渐提高，

主要绿色能源产品在价格以及价值上做出提升，那么

就势必会被社会群众所接受 [6]。

目前我国广大社会群众的环保意识还有待增强，

其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认知仍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大部

分人的环保意识还是比较淡薄的，这也是我国绿色能

源开发内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很多生产企业还是主

要以追求利益为主，因此必须要大力向社会各界宣传

循环经济理念，让所有社会企业以及社会群众能够提

高自身的环境、能源以及技术创新意识。让社会各界

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理念，并由此树立正确

的生态消费意识，摒弃之前不良的消费习惯，重视保

护环境这项任务，以此来提高绿色能源产品及服务在

市场上的发展空间 [7]。

3.2 增强绿色能源创新的能力

首先需要培育绿色能源创新主体，绿色能源的使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11期 (中 )总第 513期 科技博览

15

用不仅意味着需要摒弃老旧技术，还意味着需要淘汰

高能耗以及重污染技术。除了相关部门以及环境组织

机构需要大力发展推进绿色能源之外，还需要充分发

挥出社会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作用。将企业塑

造成为发展绿色能源创新的主体，企业管理人员需要

积极更新自身经营意识并逐步转变企业的经营重心，

以环保节能低碳持续发展为企业发展目标。而相关部

门需要在市场中大力支持研发环保产品的企业。让社

会各企业可以充分意识到牺牲环境得到的经济收益一

定不会长久且也不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只有坚持淘

汰落后技术，提高绿色能源创新能力，才能够促进企

业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需要加强绿色能源的自主创新能力，就目

前我国绿色能源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大部分零配件

都能够实现国产化，但核心技术仍然需要依赖于欧美

等发达国家。而我国绿色能源创新能力不足主要体现

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上面，为了发展绿色能源，将大

量的资金投入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及人才方面，

在学习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的能力较差，核心领域实

力不强 [8]。因此需要鼓励社会各企业注重对内部绿色能

源创新的研发，并以此为基点完成以整条产业的创新

产品，带动国内其他新兴企业发展。根据我国目前的

地理优势作为绿色能源的开发点，比如太阳光伏能源、

风电能源等，将重点放在研发关键核心技术上面，以

此不断积累核心生产经验，在行业中占领优势。

最后是需要提高对绿色能源创新成功的产权保护

工作，保护绿色能源创新成功的知识产权就是对社会

企业利益的保护，企业向依靠自身创新成功来提高企

业经济收益需要依赖政府的支持。在全球绿色能源市

场中，谁能够研发出有利于人民的产品和服务就能够

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因此，我国需要向国外发达国家

借鉴经验，从绿色能源战略发展的角度去制定合理的

专利制度，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营造更好的竞争环境，

以此来提高社会企业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创新的积极性。

3.3 加强创新资金投入，培育绿色能源创新

人才

任何技术以及人才的培养及研究都离不开资金的

支持，因此社会各企业需要加大创新资金投入，促进

企业生产结构合理化，打造严谨的科研队伍，以此提

高自身绿色能源水平。社会各界都需要充分意识到技

术人才培养工作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关键：

首先需要从大学开始就制定好科技创新人才的培

养计划，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并制定具体的实施标准及

方向，确保人才在培养过程中的含金量。

其次是需要设立有效的人才培养基金，专门用于

研发。保证每一位高技术人才的生活条件，只有其没

有任何生活压力之后才能全身心投入技术创新研发工

作之中。

最后是需要促进社会人才良性流动循环，不断总

结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积极进行总结、

反思、改进。

4 结语

虽然目前全球绿色能源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但从目前我国绿色能源的研发创新上来看，我国不仅

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在发展中国家行列里也

仅有中等水平，不仅存在技术层面的问题，在人才和

创新方面都严重不足。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我国需要将重点放在突破技术以及创新层面，大力培

养相关技术人才，补全目前我国绿色能源所存在的短

板，以此提高绿色能源在行业之中的核心竞争能力，

促进绿色能源效率的提升，以此获得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　苗芳 .加速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建设助
力东北绿色能源低碳发展 [J].智慧中国 ,2022(07):32-33.
[2]　时希杰 .全面把握绿色低碳发展机遇 为碳达峰碳
中和贡献基建力量 [J].节能与环保 ,2022(06):30-31.
[3]　刘根甫 .集聚海洋资源 点燃“蓝色引擎” 培植江
苏沿海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 [J].江苏政协 ,2022 
(05):21-22.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的意见 [J].财会学习 ,2022(14):3-4.
[5]　魏甲明 ,陈宋璇 ,李晓艳 ,等 .基于钪资源的固体
氧化物燃料电池产业发展现状及建议 [J].中国有色冶金 , 
2022,51(02):1-9.
[6]　杜雯秦 ,郭淑娟 .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能源效率提
升路径研究 [J].管理现代化 ,2021,41(06):96-99.
[7]　姚小剑 ,杨光磊 ,高丛 .绿色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绿
色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J].科技管理研究 ,2016,36(22): 
248-254.
[8]　周超 .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省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
究 [J].生产力研究 ,2012(06):125-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