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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章 

清洁技术 
珍妮 F.雅各布斯1                                                      

17.1 前言 

因为其商界有活力并具有开拓性，华盛顿州已确立自身成为全美 适合做生

意的地方之一。华盛顿州在再生能源和节约能源方面的态度也在全美遥遥领先。

尽管华盛顿州没有丰富的矿物燃料，但是它拥有大量的可再生资源。哥伦比亚河

和斯内克河是很好的水力发电资源。州内的众多森林提供了木材和木质生物量。

华盛顿州东部是风电场的绝佳场地，南部有巨大的地热资源。华盛顿州也正在开

发运输的新形式和混合驱动汽车。 

华盛顿州基础广泛的政策措施以清洁能源技术和清洁能源产品为中心。这将

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继续促进该州的商业发展。 

非水力发电可再生能源现在大约占华盛顿州总发电的 3%。华盛顿主要生产

风能，其风电能力在 2008 年全美排名第五。华盛顿也大量生产来自木材和木材

废料的能源，大约占美国生产的 3%。本章将就华盛顿州开发的一些可再生资源

和一些财政奖励措施进行阐述。这些财政奖励措施都是用来支持和鼓励在华盛顿

商界和工程的投资。  

17.2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标准 

17.2．1 华盛顿州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标准 

包括华盛顿州在内，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州都执行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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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标准（RPS） 是针对当地的能源供应商所做出的要求，即指

定数量的电源必须来自可再生资源。华盛顿在 2006 年将其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标

准设为到 2020 年达到 15%；换句话说，就是到 2020 年，华盛顿的电力供应商

必须使其 15%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资源。小的公用事业部门（少于 2 万 5 千个顾

客的）都不在此项要求之内。 

在 2020 年之前，华盛顿州的电力供应商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前的电力必须

有 3%来自可再生资源，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前的电力必须有 9%来自可再生资

源。另外，所有受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标准规限的公用事业部门必须于 2010 年 1

月 1 日前提出成本效益好、可靠和可行的能源节约政策，并开始实施这些政策。

在 2020 年前，每两年要进行一次合规性和更新审查。不合规的罚款是每瓦兆时

50 美元，罚款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华盛顿州的公用事业部门会尽 大的努力达到

他们的节能目标。 

为了满足华盛顿州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标准的要求，一些州公用事业部门针对

可再生能源发电机，提出了更多标准长期固价电能购买协议，这为本州能源项目

的发展营造了良好地经济环境。另外，华盛顿州允许公用事业部门通过购买可再

生能源信用（“RECs”）从整体或部分上来满足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标准的要求。

可再生能源信用是一种证明，它代表由可再生能源所发的一定数量的千瓦小时

电。这些电量可能与实际发电量实行捆绑式或非捆绑式销售。日益增长的局部可

再生能源信用贸易市场更刺激了清洁能源的发展。 

17.2.2 技术认证 

以下可再生资源符合华盛顿州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标准的要求，本章对其他符

合华盛顿州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标准的技术不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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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能和潮汐能 

＊风能 

＊地热能 

＊太阳能（光电能和热能） 

＊生物柴油 

＊生物量（包括厌氧分解） 

17.3 水力发电 

17.3.1 华盛顿州的水力发电 

在那些拥有很好水资源的州里，水力发电是一种既便宜又清洁的可再生能

源。在美国，华盛顿州是主要的水利发电州。华盛顿的水力发电厂提供全州 75%

的电。这既便宜，又不会因空气污染排放物或废弃副产品而造成环境污染。 重

要的是，在发电过程中所用过的水还可以重复利用于其他的地方。 

该州 10 个 大的发电厂中有八个主要利用哥伦比亚河和斯内克河来发电。

该州以有 30 个以上的水坝而自豪，包括全国 大的水利发电厂：位于哥伦比亚

河的 7079 兆瓦特的大古力水坝水电设备。华盛顿是加拿大电力网和美国市场（如

加利福尼亚）的主要水电出口商。 

17.3.2 水电能源的市场驱动力 

由于环境冲击和担心鱼类的大量灭亡，美国大多数地方水电力的发展不可能

会增加。然而，由于水电力的使用如此固守在华盛顿州，其能源价格又如此合理，

以至于华盛顿州可以期待这一丰富的资源的进一步发展。 

17.3.3 潮汐能 

潮汐能，有时也叫潮汐能源，是一种水力发电。其可以将潮汐的能量转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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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或其它形式的有用能量。尽管其还未广泛使用于华盛顿州，潮汐能很有可能

成为未来发电的形式。较之风能和太阳能而言，潮汐能更加指日可待。西北国家

海洋可再生资源中心正在研究方案和工具来评价与潮汐能发展相关的物理和生

物条件，并监测与其发展相关的环境变化。 

17.3.4 水电能源的奖励措施 

联邦政府、华盛顿州、个别公用事业部门和地方政府均为投资水电力的有资

格的人士提供奖励。非联邦奖励措施高度个性化，其取决于工程的位置。关于联

邦减税优惠，请参见 17 章 8 节。 

17.4 华盛顿州风能的发展 

17.4.1 华盛顿州的风能设施 

在 2009 年初，美国风能协会和业内专家预测，美国的风能设施水平将比

2008 年减少 50%。预测减少风能设施量的原因有很多：即，正在进行的信用危

机，持续的全球衰退，缺少税收抵免合伙人以及消费者使用能源的减少。然而，

出乎专家意料的是，2009 年对于美国风能产业来说是破纪录的一年，在这一年

里风能产出了 1 万兆瓦(“MW”)。华盛顿有全国几乎 20%的风能设施，并以 1980

兆瓦风能设施位居全国第四（前三名是德克萨斯州、爱荷华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该州东部地区有着丰富的风资源，风能成本年年降低，加之优惠的州政策，华盛

顿州会继续成为使用这一绿色能源的领导者。 

风力产业有大涡轮机（每个涡轮机可以发 600 到 1500 千瓦(“kW”)的电）和

小涡轮机之分（每个涡轮机 大发电量为 10 千瓦）。 

大的风力涡轮机多被安装在 10 到 100 兆瓦的风力田，并以低于 1000 美元/

千瓦的低价向输电网提供能量。大涡轮机通常都安装在遥远的乡村地区，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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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平均速度要达到大约 13 英里/时。小风力涡轮机是为可靠而设计的，其要求

风的速度只需达到 9 英里/时。 

17.4.2 风能的市场驱动力 

新风能项目的经济发展机会很多。收购土地让每年租赁收入可达到 2500 美

元/兆瓦-4000 美元/兆瓦之间。每安装 100 兆瓦，每年的地方财产税收入就有 1

百万美元。每安装 1 兆瓦就能创造 1 到 2 个建筑工作，一旦项目建成投产，每

安装的 50 到 100 兆瓦就将创造 2 到 5 个永久性的新工作。 

17.4.3 风能的奖励措施 

联邦政府、华盛顿州、个别公用事业部门和地方政府均为投资风能的有资格

人士提供奖励。由华盛顿州、个别公用事业部门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奖励措施高度

个性化，本章对此不做讨论。关于联邦减税优惠，请参见 18 章 8 节。 

现在，华盛顿州已经免除了所有应用于可再生资源项目的机器与设备的州销

售税和使用税。华盛顿州立法机构正考虑一项提案，即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以

后将 100%的免税减为免 75%，并限制在州内售电的风力项目的免税。 

17.5 地热能 

17.5.1 华盛顿州的地热能 

将地热能作为可再生资源的发展在华盛顿州有很多机会。地热能是一种稳定

的可再生的资源，其可以被开发成为直接的能量来源。华盛顿州与其邻州——俄

勒冈州、爱达荷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一起处于“热区”边缘。根据地质学，

有猜测认为华盛顿州可能会跻身美国地热生产州前十。 

华盛顿州南部的哥伦比亚河流域和东部的卡斯卡德山有大量的低温（例如

212 华氏温度/100 华氏温度）地热井，他们可以直接为房屋提供持续加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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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德山本身是有丰富火山活动的山脉，它有很好的低温到高温（例如，高于

300 华氏温度/150 摄氏温度）地热资源。三个区域已经被鉴定为很有可能发展

地热能。 

 华盛顿州现在正在评价从高温地热资源提取大约 300 兆瓦的应用。通常情

况下，地热厂几乎尽其全力经营。300 兆瓦的地热能转换成的电力，足够为 26.5

万个普通家庭供电一年。 

 全华盛顿州有 34 个地热温泉，其中的几个已经被开发成度假村和温泉浴

场，它们每年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地热能现在正被一些高校和一个西雅图

动物园使用。 

地热能利用地下的（大部分地）恒温来让楼房变热或冷却。地下管道将热量

运送至一个泵或交换器，其可以将热量分布到楼房内。它是 有效的技术之一，

尽管预付费高，但是预算节省费用是传统加热和冷却系统的 25%到 70%。在可

再生资源中，地热所用的土地 少，其制造出的二氧化碳要比天然气少。其技术

也成熟，已经成功的用于内华达州。 

 

17.5.2 地热能的市场驱动力 

由于地热能在华盛顿州尚未广泛使用，几乎没有公用事业部门为地热装置提

供奖励措施，但由于其可能带来数以百计在线瓦兆时，对地热能的兴趣（和发展

机会）正在增长。在开发商和投资者知道其巨大的潜力之前，这是投资地热能的

佳时机。 

 

17.5.3 地热能的奖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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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热项目的联邦减税优惠，请参见 18 章 8 节。现在，华盛顿州已经免

除了所有应用于可再生资源项目的机器与设备的州销售税和使用税。华盛顿州立

法机构正考虑一项提案，即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以后消除地热项目的免税。 

 

17.6 太阳能 

17.6.1 太阳能 

大众印象中的华盛顿州是世界“ 灰”地区之一，与此相反的是，华盛顿州享

有相当多的阳光，尤其是在日光延长了的夏天那几个月。年同比，华盛顿州所接

受的阳光是德克萨斯州的 70%。由于其对太阳能发电持进取的态度，西雅图已

经被选为国家的“阳光美国”城市。 

太阳电气工业在美国内外正经历着极速发展的时期。自 1999 年引入净计量

电价制度，华盛顿州已经历了太阳电气装置惊人的发展。其已成为投资者、安装

者、太阳能电池板和硅净化器制造商的家园。由于更多的住宅区和商业区正在探

寻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来运用远距离的太阳能电池板，华盛顿州社区太阳能装置

也正在增多。 

太阳能光电板（太阳电技术）为传统发电方式提供了极佳的替代方式。它们

将光直接转换成电，在此期间，不需要运动机件，不会产生噪音或污染。太阳能

电池板是由地球上第二大丰富原料——沙子制成的。现在，基于晶体硅片的太阳

能电池占全球太阳能电池的 90%以上。许多专家预言，单晶硅和多晶体硅太阳

能电池有可能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继续控制这一产业。 

 

17.6.2 太阳能的市场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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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是无限的资源，其可以用于网上发电（代替煤、天然气和核能），也

可用于离线型电力应用（比如说遥远的住宅用户）或为家用电子产品供电。太阳

能在价格上正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其不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一旦安装好，

太阳能系统就可以运行 30 年或 30 年以上，期间几乎不需要维修或监管。人们

正通过模块效能、储存或后备系统方面的快速进步来处理太阳的挑战，即太阳能

电池微弱的输出和其间歇性的本质。  

17.6.3 “净计量电价”政策 

华盛顿州在 1999 年引进了“净计量电价”政策。简单地说，“净计量电价”是指，

如果企业或私房有连接到电网的太阳能系统，电力公司必须以市价支付私房屋主

或企业主为电网供电的费用。只要符合州和各安全技术组织的安全规范和标准，

任何太阳能系统都可以连接到输电网。 

17.6.4 奖励措施 

 除了 18 章 8 节所说的联邦减税优惠，华盛顿州有遍及全州的产品奖励政策，

即电力公司付与联网光电系统拥有者所供应电量的费用。如果系统使用由华盛顿

州制造的换流器和模块，奖励的基本利率将会增加。另外，大多数公用事业部门

也为安装太阳能系统者提供他们自己的经济奖励措施，任何一个社区太阳能项目

的参与者都有资格获得奖励。公用事业部门还为安装太阳能系统提供贷款和部分

退款,城市和地方政府也为安装太阳能系统提供贷款和部分退款。 

现在华盛顿州已经免除了所有应用于可再生资源项目的机器与设备的州销

售税和使用税。华盛顿州立法机构正考虑一项提案，即取消太阳能项目的免税。 

17.7 华盛顿州的生物能 

17.7.1 生物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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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州每天在石油燃料上花 2500 万美元，这些石油燃料大多数进口外国

资源。意识到应该缩减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华盛顿州通

过调查、奖励措施和立法为全州生物能产业播种。 

在美国，大豆和玉米是生物柴油生产中的主要原料。在太平洋西北部，农

民们正在试验种植芸苔属植物如双低油菜、油菜和芥菜。这些油菜籽像轮作庄稼

小麦和大麦那样被用在有限的范围内。芸苔属油菜籽有很高的含油量，这可以使

其成为生产生物柴油很好的原料油。 

17.7.2 厌氧分解 

厌氧分解是一种生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细菌在无氧环境中分解生物质并产

生一种气体，该气体主要由甲烷(CH4)和二氧化碳(CO2)组成，也叫做沼气。沼气

可用来产生热量和电，或被处理变成液体燃料，或用作制造其它产品的工业化学

基础。除沼气之外，厌氧消化池可以产出原料副产品流，其可以被进一步精制为

高价值的产品，如肥料。 

华盛顿州现集中于乳牛粪便的厌氧分解。该州大约有 600 个正在运营的乳

牛场，有 25 万头乳牛。乳牛可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厌氧分解帮助

控制乳牛粪便，减少乳牛场的环境影响并为奶农提供新的收入来源。 

17.7.3 生物能的奖励措施 

除了 17 章 8 节所说的联邦减税优惠，华盛顿州为鼓励该州繁荣的生物能产

业，制定了许多州奖励措施,包括以下内容：木生物质或酒精燃料制造商缴纳低

于该州商业和职业税的税金；免除厌氧消化池服务项目和设备的零售税和使用

税；免除用于原料和生产的土地和房屋的财产税；华盛顿州能源自由计划为那些

直接将农场废物、产品或沼气转化成电或燃料的工程提供经济支持。合格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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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还可以享受到其它的州奖励措施和一些公用事业部门的奖励措施。 

现在华盛顿州已经免除了所有应用于可再生资源项目的机器与设备的州销

售税和使用税。华盛顿州立法机构正考虑一项提案，即取消某些生物能项目的免

税，并将其它的生物能项目的免税减至 75%。 

 

17.8 奖励措施 

除了各种州奖励措施，华盛顿州还采用了几项针对清洁能源技术的联邦奖励

措施，包括以下将要谈到的联邦减税优惠。 

17.8.1 产品税减免 

产品税减免是一种每千瓦时的税收减免，其针对由合格能源资源所生产并由

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卖给不相关的人的电。让工程投入运营的期限已经延长至两或

三年，具体时间取决于技术。具有资格的资源名单包括所有在本章中讨论过的资

源以及其它的。税收减免的数量取决于技术，从 1.1 美分/千瓦时 到 2.1 美分/

千瓦时不等。减免的期限通常是 10 年，从设备投入使用之日算起。2009 年《美

国复苏和再投资法》允许符合联邦可再生电产品税收减免条件的纳税人享受联邦

企业能源投资税减免，或接受美国财政部的拨款，而不是对新设备接受产品税减

免。投资税减免或符合产品税收减免技术的津贴通常相当于合理费用的 30%。 

17.8.2 投资税减免 

《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允许符合投资税减免条件的纳税人减掉相当于合理

费用 30%的税，或接受美国财政部的拨款，而不是因新的设施才享受投资税减

免。在 2010 年底之前合理财产投入运营的可以得到津贴；或者，如果建设始于

2009 或 2010 年，也可以得到津贴。这个计划的详情取决于项目所使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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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也允许符合产品税收减免条件的纳税人享受投资税减免或

财政部拨款。 

17.8.3 生产税减免 

尖端能源生产税(“MTC”)为新的、扩展的或重新装备的能源生产项目投资提

供 30%减免。生产税减免中 多有 23 亿美元将会被拨给尖端能源工程，这将为

总资本约为 77 亿美元的新的可再生和尖端能源生产工程提供支持。 

 参加清洁能源工程的外国投资者可以成为几乎所有奖励措施（州的或联邦

的）的合格申请者。任何一个奖励措施都有其自身的资格要求，有兴趣的投资者

应该咨询华盛顿的律师以确定如何成为合格的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