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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远景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当前面临

的现状，从而做出更有利、更有韧性和更

有可能带来变革的决策。三种未来都是

有可能的，但只有一种是真正理想的。

这个最理想的远景就是“天空1.5”（Sky 

1.5）。该远景是假设世界实现了《巴黎协

定》的艰巨目标，即，本世纪将较工业化

前水平的全球变暖控制在1.5℃。  

本·范伯登（Ben van Beurden）
壳牌首席执行官

本概述报告将讲述三种遥远的远景 ：“浪花”

（Waves）、 “孤岛”（Islands）和“天空1.5”（Sky 

1.5）。访问www.shell.com/transformationscenarios可

查阅完整报告。

这三种远景都是迈向未来的可能路径，既有吸引力，

也有挑战性。但在这三种远景中，只有“天空1.5”远景

的能源去碳化速度和时间足够快，能达成在本世纪末

将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全球变暖控制在1.5°C的目标。

“天空1.5”远景充分汲取了在之前的能源转型中总结的

经验教训。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影响能源体系的政

策与制度转变速度相对缓慢，而如今必须加快转型步

伐，这一过程势必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它需要采取切

实的行动，来加快清洁技术的大规模部署，激励新的

行为习惯和投资抉择，并消除排放。要想加快行动步

伐，不仅需要全新范围内的协作，也需要智慧的政策

和敢为人先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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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源需求会增长。

 Q 美好的生活体验和高质量的生活需要充足的能源

来保障。 

 Q 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产生的能

源需求将无法通过提高能效来满足。

 Q 要维持一个健康的地球，能源系统必须不再主要依

赖于化石燃料，而是更多地使用可持续的能源资源

来实现净零排放。3

2. 能源系统定会转型，而转型速度是关键。

 Q 要在去碳化的同时满足所有能源需求，需要通过可再

生能源发电来加速经济活动的电气化进程，但仍允许

电气化难度大的行业继续使用液体和气体燃料；与此

同时，随着最终使用技术的发展，这些燃料将从传统

的化石燃料逐步地过渡到低碳和零碳能源。

 Q 这种能源转型已成必然，只是不同地方、不同行业的

转型步伐不尽相同而已。

 Q 目前所做的影响经济、能源系统和环境形态的社会

政治抉择，对未来的几十年都有重大影响。做出这些

抉择可能是能源转型中最具挑战性的一环。

3. 转型有代价更有回报。

 Q 要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必然需要付出实际行动和

切实代价，给经济和环境都能带来益处。

 Q 能源转型所需要的这些总体社会投资成本预计是可

控的。

 Q 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危机，可以为转变传统模

式、采用能更加适应未来的迫切需要的新模式提供

契机。

4. 必须加快行动速度才有可能达成气候目标。

 Q 按照当前的进度不可能达成《巴黎协定》目标。

 Q 如果沿着已知的路径充分加快前进速度，则实现

这些气候目标即便极具挑战性，但在技术上仍是

可能的。

 Q 要想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巴黎协定》目标，需要三个

根本性的因素来帮助加快行动步伐：政策、行业与政

府的协调配合；智慧的政策规则和激励举措；以及敢

为人先的领导者。

不是强者生存，

也不是智者生存，

而是适者生存。

改编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能源转型远景：四条结论 



复苏、韧性和转型
新冠肺炎大流行酝酿出了许多重要转折机遇，给几乎所有社会和

经济体都带来了改变。它暴露出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脆弱点和短

板，但也促进了政策制度和行为习惯的改变，为未来开辟了新的

可能性。

在人们的脑海中会出现不同的复苏目标：经济实力的复苏、安全

感的复苏和幸福感的复苏。这些不同的目标构成了本报告所讲述

的远景背后的驱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社会都将同时追求这

三个目标：物质繁荣、安全稳定、幸福安康，但在不同的实际情

况和价值体系下，这三个目标又有着不同的优先级。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注点将从短期恢复转向长期韧性，即，面对

变化和不确定性时的生存、适应和成长能力。当前的危机可为进

行在变革韧性（通过深度地转变来更好地顺应新环境的能力）上

更与众不同的深度变革提供机会窗口，这种变革是以实验、创新

和远见为主要特色的。

要变革全球的能源体系，需要许多不同类型的组织都能面向未

来，支持创建学习和实验的氛围，建立透明、包容、普遍接受和

负责任的合作和治理制度与体系。

远景总结
能源转型远景（“浪花”、“孤岛”和“天空1.5”）探讨的是应对2020

年危机的不同的初期复苏举措，以及这些应对举措又将如何发展

成为迈向整个2020年代及更远的未来的路径。通过量化和比较每

个社会做出的选择对能源和环境的不同影响，“远景能源格局：图

解式研究”部分将更深入地揭示远景对于能源系统的意义。

“浪花”远景 —— 起步晚但速度快的去碳化路径 
对于“浪花”远景，应对由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2020危机的初

期举措是修复经济，即把财富放在首位。自我利益在很大程度上

都与经济挂钩，而韧性是根据经济实力来判断的。经济复苏速度

很快，但代价是一波波的疫情反复来袭。能源和化石燃料的消耗

及温室气体排放激增，但再大的浪花终究也会被汹涌的暗流所瓦

解。表面上的经济成功掩盖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场景：加剧不平

等，加剧社会不满，加剧劳工动荡。公众也开始对频发的极端天

气事件产生反应。对从公共卫生到社会福利再到气候变化等结构

性问题的忽视，将被认为是造成社会和环境压力的原因。从能源

的角度来看，因为社会和政治层面对于气候变化的激烈抵抗，化

石燃料的使用量将在政策的驱动下迅速减少。全球煤炭和石油的

使用量将在2030年代达到峰值，而天然气的使用量也将在不久之

后达到峰值。这条去碳化路径的行进速度快，但起步时间晚，无

法达成《巴黎协定》提出的全球社会在2100年左右实现能源系统

净零排放的目标。世界必须面对的是一个气温长期高企的未来，

即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2.3°C左右——这是一条起步晚但速

度快的去碳化路径。

“孤岛”远景  ——  起步晚且速度慢的去碳化路径 
在“孤岛”远景中，政府和社会决定首先关注自身安全，民族主义

大回潮将危及战后地缘政治秩序。这当中有一种将韧性理解为自

主和自给自足的孤岛心态。这种专注于内部的复苏举措能取得的

成效参差不齐。有些国家能收获相对不错的成果，而还有些国家

则因政策不得力而万分艰难。国际贸易和合作中摩擦不断，导致

全球经济增长开始停滞不前，应对气候挑战所需的全球协作也会

受到阻碍。《巴黎协定》气候联盟将解体。专注于本国短期经济

成效的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依赖于廉价的化石能源，

而全球的碳排放只能缓慢减少。极端天气事件最终会造成很大的

破坏和苦难，但造成这个后果的原因大多被归咎于其它国家，而

不是本国的政治。虽然按照正常进度进行的设备和基础设施更新

换代，以及清洁技术部署，也能不断取得进步，且最终也能在

2100年以后实现净零排放，但却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巴黎协

定》目标。按照“孤岛”远景中的转型模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

量将导致2100年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平均温升达到2.5°C左右，且

气温还会缓慢上升——这是一条起步晚且速度慢的去碳化路径。

“天空1.5”远景  
  ——  立即起步且速度快的去碳化路径

在“天空1.5”远景中，应对2020危机的初期举措是专注于应对疫情

和对公众福祉的相关挑战，即把健康放在首位。在国际医学界和

科学界为开发疫苗而进行的协作和健康竞争树立起成功的范例之

后，全世界都会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合作对于解决更广泛的挑战的

价值。从能源的角度来看，人们将从成功的绿色政策和投资中学

习经验教训，而它们可以支持经济的稳步复苏和碳排放的不断减

少。美国、中国及亚洲和欧洲其他以技术为导向的经济体，将把

开发和部署清洁技术作为一个旨在提高本国工业与技术竞争力的

经济目标。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快速而深入的电气化时代，经济

增长将被可再生能源所主导。全球对煤炭和石油的需求将在2020

年代达到峰值，对天然气的需求将在2030年代达到峰值。在电气

化难度较大的经济领域，生物燃料和氢燃料将帮助液体和气体燃

料逐步地去碳化。主要经济体将在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的目标。就全球而言，全世界都在朝着实现《巴黎协定》的艰巨

目标迈进，即，温升暂时地超出1.5°C，到本世纪末将较工业化

前水平的全球平均温升限制在1.5°C——这是一条能立即起步且

速度快的去碳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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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如今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需要变革的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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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壳牌分析，麻省理工学院的全球变革联合研究项目

图2：三种远景的去碳化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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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壳牌分析，麻省理工学院的全球变革联合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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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系统将通过向电气化和低碳燃料转型来实现去碳化

1. 世界的能源效率将提高很多，但能源消耗仍将增长

7

结构性改革和效率提高将使全

球经济增速达到能源需求增

速的2-3倍

电气化和燃料的去碳化将助力全球能

源系统实现转型

1000

100

10
2000 2020 2040 2060 2080 2100

世界趋势

GDP

人口数量

能源需求

能源/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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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远景范围来自壳牌对联合国人口司（2019）、美国谘商会（GDP）和国际能源署（2020）的世界能源平
衡报告（链接）提供的数据进行的分析，保留所有权利。

1200

能效没有提升时的能源需求

固体燃料

生物质
煤炭

气体燃料

氢燃料和生物气
天然气

液体燃料
生物燃料
石油

电力
可再生
不可再生

1000

800

600

400

200

0
2000 2020 2040 2060 21002080

能源使用量（“天空1.5”远景）

EJ/年（最终能源）

资料来源：壳牌对国际能源署（2020）的世界能源平衡报告（链接）提供的数据进行的分析，保留所有权利。

因此，石油需求将在未来二十年达

到峰值，然后因为被电力和生物燃

料取代而逐步下降

资料来源：壳牌对国际能源署（2020）的世界能源平衡报告（链接）提供的数据进行的分析，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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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排放能得到控制，关键是何时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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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1.5”的目标更远大，一般

可比另外两种远景提前10-20

年实现阶段性去碳化目标

阶段性去碳化目标

煤炭消费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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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 1.5

2014

2025

2034

2035

2061

2029

2043

2030

2046

2082

2095

2046

2058

浪花

2031

2037

2043

2046

2080

2031

2053

2042

2059

2057

2066

2064

2098

孤岛

2028

2037

2046

2066

>2100

2035

2068

2068

2086

>2100

>2100

2078

>>2100

资料来源：壳牌分析

按照“天空1.5”远景，总二氧化碳排

放到2050年代末就能达到净零排

放，但按照“浪花”和“孤岛”远景，

要到2100年或更晚才能达到净零

排放

全球变暖的影响是巨大的。气温有

可能在21世纪60年代停止上升，但

也有可能继续上升，直到本世纪末

甚至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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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壳牌对全球碳计划组织（2020）和国际能源署（2020）的世界能源平衡报告（链接）提供的数据进行的
分析，保留所有权利。

资料来源：壳牌分析，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2020）（气温历史，HadCRUT5），麻省理工学院的全球变革联合
研究项目（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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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想达成气候目标，除了需要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生物燃料和氢燃料，还必须采取基于自然和技术的脱碳
策略

9

不同远景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量是

不同的，但它对于实现去碳化目标

至关重要

需要生物燃料来支持液体燃料去

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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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壳牌对国际能源署（2020）的世界能源平衡报告（链接）提供的数据进行的分析，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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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壳牌对国际能源署（2020）的世界能源平衡报告（链接）提供的数据进行的分析，保留所有权利。

取决于政策支持、配合及时机，氢

燃料到2040年以后可能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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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的碳排放捕获对于完成

《巴黎协定》目标至关重要，但

不同远景的碳排放捕获情况是

不同的

通过碳捕集与埋存（CCS）来消

除二氧化碳排放对于达成《巴黎协

定》目标至关重要；但产品制造仍

然需要碳，这部分碳不会造成碳

排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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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壳牌分析，全球碳计划组织（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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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方面仍需继续投资

三种远景在未来的石油消费轨

迹上有很大不同，但必须继续

投资以补偿潜在的产能下降

天然气需求在2020年代会

保持稳定，但之后会增加不

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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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壳牌对Rystad Energy提供的数据进行的分析。

*天然气含相关和不相关的气体

资料来源：壳牌对Rystad Energy提供的数据进行的分析。



壳牌远景 

能源转型

12



要想拥有美好的生活和健康的地球，能源系统必须转型。但我们

的世界还未开始采取必要的行动。

实现这一愿景所需采取的实际行动可以总结为：

 Q 大规模地部署更清洁的技术；

 Q 转变行为及投资选择；以及

 Q 消除可能累积在大气中的排放。

加快行动步伐的因素 
除了市场力量的自然或连续演变，还有三个重要因素可以帮助加

快行动速度以实现清洁技术的大规模部署：配合一致、智慧的政

策和敢为人先的领导者。

1. 政策、行业与政府的协调配合
所有部门都采取同样的三种推进方式：

1. 通过做出更节能高效的选择来提高能源生产率；

2. 做出改变以促进低碳能源产品的使用；以及

3. 消除或封存无法避免的排放。

当不同的行动主体面对的是同样的压力时，更容易形成统一战

线。气候压力会带来社会压力，进而导致政治压力、商业压力乃

至投资者压力，最终就能形成联盟。 

2.  政策框架和激励
要想系统地解决阻碍变革的因素及关键主体之间缺乏协调的问

题——尤其是在电气化难度较高因而难以减排的行业中，必须

有政策的支持。这需要行业针对性的政策保持协调一致，需要这

些政策能先创造市场和创造对低碳能源产品的需求，以及提供有

时限的财政支持来让这些产品实现商业化和上市。针对去碳化目

标，及用于监测和确保实现这些目标的进度的程序，制定明确和

确定的长期政策与法律法规，有助于鼓励进行所需的大笔前期资

本投资。实现气候中和需要满足下列条件的政策框架： 

 Q 全面，覆盖全经济体；

 Q 行业内部和之间保持一致；以及

 Q 长期具有可信性和可预测性。

3. 敢为人先的领导者
要想成功地建立跨越国界的联盟，需要政府、企业、城市和民间

团体在前面带头，以带动更多人加入进来。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气候目标应会不同，实现净零排放

目标的速度和进度也会不同，但这两种国家都需要有敢为人先的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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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层面的转型成本是可控的，

不会阻碍能源转型的进度。可能

阻碍转型进度的是成本的分配。



结论：危机即机遇

全球社会可能需要根据自身

的韧性做好迎接任意一种远

景的准备，但谁也不能做一

个被动的旁观者。

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给全球经济和气候变化都带来了严重影响，也使得对

变革韧性的需求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当前这场危机为唤起全世界需要在

更广泛的战线上协同加快行动的紧迫感提供了契机。

因为减轻日益加剧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对几乎每个人都有

益处，所以“天空1.5”远景中描述的发展路径很可能符合大多数人的

利益。每个人都能做出选择——全球社会可以更广泛地追求变革韧

性，对世界将面临哪种发展路径施加影响。为实现《巴黎协定》的

艰巨目标所需要的转型速度虽然极具挑战性，但只要能果断地加快

行动，它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历史经验证明，危机能促

使人们行动起来。为了地球未来的健康，全球社会必须从现在就开

始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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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壳牌能源远景并非是对未来的预测或预期。壳牌能源远景（包括

本报告中讲述的远景）并非壳牌的战略或业务计划。在制定公司

战略时，我们会将远景作为需要考虑的众多变数之一。毕竟，每

个社会能否达成它的去碳化目标不是壳牌能够控制的。虽然我们

打算在去碳化道路上与社会同步前进，但只有政府能创造成功的

条件。“天空1.5”远景在来自壳牌“天空”远景的数据基础上，进行

了重要的更新。

第一，“天空1.5”远景采用了最新的建模方法来分析疫情的影响和

复苏情况，以与“天空1.5”远景描述保持一致。

第二，它将这一预测融入到现有的“天空”远景（2018）能源系统

数据（截止到2030年左右）中。

第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广泛规模化发展被带入到核心远景

中，使得能从广泛的新型规模化发展模式中受益。

【2018年，为完成在本世纪末将较工业化前水平的温升控制在

1.5°C的目标所需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作为对“天空”远景

的敏感度进行分析的。在IPCC的关于全球变暖1.5°C的专题报告

（SR15）中也回顾和包含了这一分析。】第四，此次首次介绍

了壳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模式，以及与“天空1.5”远景描述和

需求相一致的展望。第五，“天空1.5”远景结合了来自不同渠道的、

2020年之前的最新历史数据和估计数据，尤其是国际能源署在

能源方面的广泛统计数据。和“天空”远景一样，该远景是假设社

会能够达成《巴黎协定》的1.5°C气候目标。它植根于如今艰难

但又现实的发展现状，从中探索出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方式来实

现这个目标。在考虑如今面临的现实情境以及做出改变的实际时

间表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设计达成这个目标的路径。当然，达

成该目标可以选择的潜在路径有很多。虽然在维持全球经济增长

的情况下，还要达成《巴黎协定》目标及“天空1.5”远景中描述的

未来，是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但如今仍是一条技术上可行的路

径。但我们认为这一机会窗口正在快速关闭中。

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直接和间接投资的公司为独立的实体。在本报

告中，为了方便起见，有时使用“壳牌”、“壳牌集团”、及“荷兰皇

家壳牌”等词，它们一般是指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及其子公司。同

样，“我们”、“我们的”一般也用于指代荷兰皇家壳牌及其子公司

或者为公司工作的人。这些措辞也用于简单区别某家特定公司。

本报告中所用的“子公司”、“壳牌子公司”和“壳牌公司”是指荷兰皇

家壳牌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实体。壳牌拥有联合控制权的实体和非

法人业务一般分别称为“合资公司”和“联合运营业务”。壳牌拥有

重大影响力但既无控制权也无联合控制权的实体称之为“关联公

司” 。为了方便起见，“壳牌股权”用于表示壳牌在一家实体或非

法人联合组织中持有的、除开所有第三方股权之后的直接和/或

间接所有者权益。

本报告包含关于荷兰皇家壳牌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运营结果和

各项业务的前瞻性陈述 (其含义见美国1995年证券诉讼改革法案

规定)。除历史事实之外，所有其他陈述均是或可能被视为前瞻

性陈述。前瞻性陈述是指，基于管理层的当前预期和假定，而做

出的关于未来预期的陈述，其中包含已知和未知风险及不确定因

素，可能导致实际结果、业绩或事件与前瞻性陈述中明示或默示

的情况大相径庭。前瞻性陈述包括但不限于，有关荷兰皇家壳牌

有限公司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的陈述以及表达管理层的预期、信

心、估计、预测、计划和假设的陈述。这些前瞻性陈述是指使用

诸如“预期”、“相信”、“可能”、“估计”、“希望”、“打算”、“可以”、

“计划”、“目标”、“展望”、“也许”、“预计”、“将”、“试图”、“目的”、

“风险”、“应当”以及类似词语或表述的陈述。荷兰皇家壳牌有限

公司未来的运营可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其运营结果与本

报告中的前瞻性陈述差别迥异。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原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波动；

（b）壳牌集团产品的需求变化；

（c）货币汇率波动；

（d）钻探和生产结果；

（e）储量估计；

（f）市场损失和行业竞争；

（g）环境风险和自然风险；

（h）查明合适的潜在收购财产和目标以及成功谈判并完成交易

的相关风险；

（i） 在发展中国家和受到国际制裁的国家从事业务的风险；

（j） 立法、财政和法规方面的发展，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法规

性措施；

（k）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市场条件；

（l）  政治风险、项目延期或提前、审批和成本估算；

（m）传染病所造成影响的相关风险，例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爆发；以及

（n）贸易条件变化。

本声明不保证未来的股息支付将匹配或超过以前的股息支付。本

声明中包含或提及的警示陈述明确限制了本报告所包括的全部前

瞻性陈述。读者不应不适当地依赖于前瞻性陈述。关于其他可能

影响未来业绩的因素，请参见皇家荷兰壳牌 20-F（截止到 2019

年12月31日，可登录 www.shell.com/investor 上打开 或 www.sec.

gov 下载），读者就此同样应给予考虑。所有前瞻性陈述仅应截

至本报告发布之日（2021年2月25日）有效。荷兰皇家壳牌有限

公司及旗下任何子公司均无义务公开更新或修改任何前瞻性陈述

以反映新信息、未来事件或其他信息。由于上述风险，结果可能

严重偏离本报告的前瞻性陈述中明示、默示或隐含的情况。

在本报告中，我们可能使用了SEC准则严格禁止在向SEC提交的

文件中使用的词语。敦促投资者仔细考虑我们在表20-F、文件编

号 1-32575（可登录SEC网站 www.sec.gov 下载）中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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