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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哈佛中国项目隶属于哈佛大学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项目获得中国能源基金会、施家慈善基金会、宁夏彦宝慈善基金
会、哈佛全球研究所、校长办公室以及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基金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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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P 团队获得哈佛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基金奖

哈佛教师及学生正积极培养
及发展他们的兴趣及专业

知识，以应对现今最热门的议
题——全球变暖。在七轮气候
变化解决方案基金奖(CCSF)评选
后，九支研究团队将分享 100 万
美元奖金，发展关键技术及知
识、拓展新思路、并创造能在哈
佛及全球应用的气候解决方案。
 
  “追求更可持续的未来，意味着
需要在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挑
战中增进前沿领域研究”。哈佛
大学校长拉里·巴考 (Larry Bacow) 
说， “今年的资助项目结合了整
个大学中众多研究人员和学者的
优势，我期待看到他们引领未来
几年的世界走向。”

Emerita Drew Faust 校长于 2014 年设
立该基金，旨在通过支持一系列

研究和政策倡议来降低气候变化
风险。

哈佛中国项目获奖：使用原位观
测确定北京地区的甲烷来源
 
城市中的人类活动是影响气候的
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的主
要来源。城市地区排放量占地球
温室气体总量的 70%，精准定位
排放来源对于制定行之有效且经
济可行的管理措施至关重要。该

项目在哈佛中国项目研究助理宋
少杰和哈佛大学约翰·保尔森工程
与应用科学学院大气化学方向高
级研究员 J. William Munger 的指导
下，将通过大气监测（见 HCP 大
气研究站的图像，左）评估北京
地区的甲烷来源，当地政府政策
规定集中供暖和建筑锅炉燃料从
煤炭转为天然气。该项目是哈佛
中国项目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
合作项目，旨在确定煤改气政策
是达到了预期的温室气体减排效
果还是在无意中创造了新的温室
气体来源。 目前仍缺乏中国第二
大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相关信息，
这项工作将为团队的未来研究做
好准备，进而制定有效且经济的
缓解方案。

作者：Erin Tighe，可持续发展办
公室

RESEARCH AWARD J. William Munger，大气化学高
级研究员

宋少洁 ，哈佛中国项目研究
助理

新的清洁氢能研究获奖

近年来，清洁氢能在未来能源转
型和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逐
步得到认可。宁夏彦宝慈善基金
会最近给予哈佛中国项目一项资
助，用于研究清洁氢能的应用前
景，其中特别关注利用可再生能
源电解水生产的“绿色”氢能在中

国能源和工业部门应用以及进行
出口的前景。该项目团队由哈佛
大学、清华大学和其他中国大学
研究人员合作组成，在中国2060
年碳中和目标框架下，开发综合
能源系统优化模型，评估区域及
全国范围内的清洁氢能的生产、

储存、运输和消费方式。同时，
该项研究将聚焦氢基脱碳技术在
一些“难以减排”部门的应用及经
济前景。研究结果将同时发表在
同行评审研究杂志及相关决策报
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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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R SPOTLIGHT: Yingying Lu

为了在2060 年实现二氧化碳净零
排放的目标，中国——这个世界
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于 7 
月中旬启动了第一个电力行业的
国家排放交易计划 (ETS) 。

中国碳市场并非像世界上大多数
碳市场 那样，是一个总量控制与
交易的系统。因为没有对二氧化
碳排放总量设置上限，所以更准
确地理解是，中国碳市场是一种
可交易的绩效标准。

在该系统下，政府建立可买卖的
排放配额来激励企业降低碳排放
强度。提高了低效率、高排放量
生产商的成本，也对高效、低排
放的生产商做出奖励。该系统以
发放免费配额的方式实现对生产
商的补贴，通过配额交易将整个
行业的减排成本降至最低。

现在，来自哈佛大学、清华大学
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经济学家
探索了中国碳市场试点在减少电
力部门排放方面的有效性。自 
2013 年以来，七个省市相继被国
家列为试点，为国家减排计划奠
定实证基础。

他们发表在《公共经济学杂志》
上的研究通过使用公司层面的证
据表明，虽然试点地区发电厂的
煤炭使用量下降并且煤炭使用从
效率较低的工厂转向效率较高的
工厂，但这不太可能是由碳价上
涨等市场激励所导致的。

相比一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行业

（例如钢铁行业），这一结果凸
显了在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例
如电力行业）实施碳交易所面临
的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行
业，电力行业是减排的重点”，
哈佛中国项目研究员及本研究共
同作者Mun S. Ho 解释道， “电力
部门通常受到严格的监管，这可
能会限制基于市场的排放控制政
策的有效性。”

  

“我们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着
手探索碳市场试点是否会导致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或总排放量的降
低”，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本文共同作者曹静说。

该微观层面的数据库涵盖了中国
几乎所有的电厂，数量总计超过
10000家（包括非常小的电厂）。
该数据库使得作者能够对碳市场
及非碳市场的电厂进行比较。

新的国家碳排放交易体系涵盖
近2200 家大型燃煤和天然气发电
厂，每年排放进近40 亿吨二氧化

碳。

尽管研究表明，碳市场试点并未
提高所涉及燃煤电厂的煤炭效率
（每千瓦时的煤克数），但作者
确实发现相关单位的电力输出和
煤炭消耗量显著下降。

   “在这样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
中，碳市场的运作方式与不受监
管的市场化行业不同”，哈佛中
国项目的马榕解释道。在一些国
家的现货市场中，发电商会竞标
出售电力，但在中国没有此现
象。 “电价受到监管，由于排放
配额的成本相对于煤炭成本和受
监管的电价而言都非常小，因此
每个电厂的发电量变化很可能是
由政府调度决定，而不是受利润
最大化的驱使。”

另外，清华大学的滕飞在其合作
的一篇文章中也发现，没有证据
表明中国的碳市场试点会导致碳
排放转向其他区域，这可能是由
于电力部门的严格监管所导致
的。同时，该研究也发现碳市场
试点地区的非燃煤电厂产量显著
增加，弥补了减少的燃煤电厂产
量。

作者：Kellie Nault 和 Chris Nielsen
 
论文引用： Jing Cao, Mun S. Ho, Rong 
Ma, and Fei Teng. 2021. “When carbon emis-
sion trading meets a regulated industry: Evidence 
from the electricity sector of China.” Journal for 
Public Economics, 200, August, 104470.

研究亮点 

哈佛中国项目经济学家利用企业层面数据探索中国碳市场试点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有效性

  “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碳排放行业，电力行业
是减排的重点 。电力
部门通常受到严格的监
管，这可能会限制基于
市场的排放控制政策的
有效性。”

J. William Munger，大气化学高
级研究员

新的清洁氢能研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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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再生能源从水中生产
氢气可能是实现零碳未来

的关键。但长期以来，过于昂贵
的工业层级应用让人望而生畏。

现今，哈佛中国项目的研究人员
提出具有成本优势的替代方案：
利用风能生产氢气以代替
中国以煤为主的制氢系统。

该研究最近发表在《可再生能
源》杂志上。

“这项研究为绿色氢气生产的
可持续性和可负担性提供了证
据，”该研究的资深作者、吉尔
伯特·巴特勒环境研究教授迈克
尔·麦克尔罗伊说， “我们的研究
结果可为调整可再生能源补贴作
必要参考。政策制定者可以为氢
能投资提供特别支持，以加速氢
能大规模发展并降低与可再生能

源投资相关的财务风险。”
为了计算中国绿色氢能的实际成
本，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综合的
电力-氢-排放框架，并分析了中
国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真实数据。
该框架实现了高分辨率风力资源
评估、电力系统运行、每小时氢
气生产进行模拟的整合。该研究
基于实际电力需求、同化风速数
据、电力系统运行以及不同电解
制氢技术的差异研究了绿色氢气
生产在经济及技术上的可行性。

研究人员发现，在 50 吉瓦的风电
投资方案中（弃风率为8.1%），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所有工业氢气
需求都可以通过风电制氢满足，
其成本仅为 1.52 美元/公斤。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认为，使
用风电生产氢气可以为该地区目
前以煤为主的氢气生产系统提供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替代方案，同
时有助于减少弃风和二氧化碳排
放”，哈佛中国项目访问学者、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蔺海洋说道。

“在中国的分析与经验同样适用
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和丹
麦）。这些国家的公众目前对绿
色氢能有着巨大的支持”，麦克
尔罗伊说。

参考文献：Haiyang Lin, Qiuwei Wu, 
Xinyu Chen, Xi Yang, Xinyang Guo, Jia-
jun Lv, Tianguang Lu, Shaojie Song, and 
Michael B. McElroy. 2021.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feasibility of using pow-
er-to-hydrogen technology under higher 
wind penetration in China.” Renewable 
Energy, 173, 569-580.

可负担的绿氢之路：风电制氢的成本在中国具有竞争力

研究亮点

风能对于减少化石燃料对应排放
和减轻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至关
重要。近期，科学家们发现气候
变化可能使风能成为不太可靠的
能源。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由
于气温升高，海陆温度梯度减
弱，使得历史上多风的地区风力
减弱（如中国的内蒙古）。

但未来风能发电会下降到何等程
度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诺
通过可再生能源实现脱碳，这个
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近期，哈佛大学研究人员以中国
和印度为例，评估了由气候变化
所导致的陆海风电潜在变化。他

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量减少不会影响印度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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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虽然未来中国和印度的风
电潜力都会下降，但下降幅度很
小——中国只有大约 1% 的变化，
印度只有 2% 的变化。

研究人员发现，预计潜力下降地区
的风电昼夜和季节性变化较小，这
实际上使风电并网更为容易。

 该研究发表在《环境研究快报》
上。 

“总体而言，未来中国和印度的风
电潜力仍然巨大，气候变化不应成
为其利用障碍，”地球与行星科学
系研究生、该论文的作者彼得·谢
尔曼说道。 

研究团队以历史和未来排放为情
景，使用高分辨率气候模型来确定
区域气候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风
电增长。 

“我们的研究对未来的电力系统规
划具有重要意义”，哈佛大学约翰·
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环境
研究吉尔伯特·巴特勒教授、该论
文的资深作者迈克尔·麦克尔罗伊
说， “虽然风力可能会有所下降，
但不足以影响风电整合和扩张，风
电必须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发挥重
要作用。” 

研究人员下一步目标是将这项研究
工作扩展到其他地区（包括欧洲和
美国），例如，美国德克萨斯州就
面临着多方面的电网问题。 

该团队还将探索这些地区太阳能的
潜在变化。因为空气质量会直接影
响太阳辐射，这些地区对排放的变
化可能更为敏感。 

参考文献：Peter Sherman, Shaojie Song, 
Xinyu Chen, and Michael B. McElroy. 2021. 
“Projected changes in wind power potential 
over China and India in high resolution 
climate model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6, 3. 

哈佛大学约翰·保尔森工程与应用
科学学院 Leah Burrows 

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得线
上会议成为日常。这

些线上会议也使得哈佛中国
项目的学者及合作者有机会
更好地展示其研究成果。

春季线上项目由哈佛中国
项目学者、华中科技大学能

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教授
杨晴拉开帷
幕。她就生
物质炭的规
模化生产前
景的演讲吸
引了 100 多名
与会者。生

物质炭是一种在缺氧情况
下通过生物质热解生产的
木炭。作为一种负碳选择，
其有助于实现中国的脱碳目
标，同时为空气质量和土壤
质量提供额外的环境效益。
杨晴作为哈佛中国项目的访
问学者，与其他项目的合著

者在《自然
通讯》上发
表了该项研
究。
之后，清华
大学气候变
化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李政做了重要报
告。作为能源系统分析、
性能建模以及电厂模拟和优
化方面的专家，李政为中国
电力行业探索了各种脱碳
途径。他介绍了中国的低碳
战略、讨论了四种脱碳情
景，研究结果提升了中国实
现现有2030 目标和《巴黎协
定》1.5°C 目标的信心。他强
调，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增
长有利于推进区域和跨国电
网建设。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与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副教授滕飞作
了本期最后报
告。滕飞研究
了分步淘汰燃
煤电厂与搁浅
资产之间的关
系。滕飞分析
了从煤电转向
其他能源所
带来的经济影
响。

通过订阅邮件或访问网站 
www.chinaproject.harvard.edu，
加入哈佛中国项目以了解更
多活动。

2021 年春季线上活动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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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一群来自哈佛中国项
目的本科生结合各种不同的视角
分析了人类面对的气候挑战。 这
七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与 哈
佛中国项目的研究人员就包括零
碳能源方案选择、甲烷来源、中
国的电力改革等各种主题进行了

研究合作。今年秋天，这些暑期
项目参与者将继续作为哈佛中国
项目的研究人员，与他们的指导
教师撰写同行评议论文。 下面，
他们用自己的话分享了暑期工作
内容。哈佛职业服务办公室对这
些项目提供了资助。

哈佛任命气候与可持续
发展副教务长

暑期本科生研究助学金项目：中国及亚洲的脱
碳

 

Winter 2020

全球航运排放现状及使用替代方案推进潜在脱碳战略
Jack Walker '24

UNDERGRADUATE RESEARCH

海运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运输方
式。 由于大量远洋运输货物严重
依赖集装箱船只，加上航运业对
化石燃料的严重依赖，海洋运输
排放在应对人为气候变化的竞赛
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的研究整
理了当前和预期来自商业航运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其他空气
污染物）的规模。 此外，我在国
际、区域和特定国家层面上，研
究了旨在解决海洋废气所产生的
空气污染监管问题。

我在与导师彼得·谢尔曼合作的过
程中收益良多。他与其他哈佛中
国项目的研究人
员一道，考虑到
我的研究经历及
ROTC 背景，设
计出这个对我、
同时对哈佛中国
项目有用且有趣
的研究方案。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与煤炭产能过剩
Lisa Wang '23

我们试图了解中国煤炭产能过剩的
问题，当中包括：如果政府以统一
的方式限制排放，现有正在建设的
燃煤电厂可能无法收回投资，从而
出现财务状况不稳定等问题。我们
先通过暑假前半段时间来了解中国
为何继续建设燃煤电厂、电力市场
的运作方式、改革历史及一些未来

规范性建议。在暑
假的后半段，我
写了一篇论文总
结了我所学到的
东西，并协助 Mun 
Ho 博士进行了数
据录入。在缺乏
有效市场的背景

哈佛教授、兼经济学家 James H. 
Stock 以其在能源和环境政策方
面的专业知识而闻名。近期，他
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气候和可持续
发展的首任副教务长。斯托克曾
任职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
会。他将与全校的教职员工、学
生及学术领导层进行密切合作，
制定哈佛大学推进气候研究及其
全球影响的战略。此外，他将支
持实现哈佛大学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并将推进哈佛与其他院校现
有及可能的合作机会。 

“对于这份新工作，我一方面感到
兴奋，另一方面心怀谦卑”，作为 
Harold Hitchings Burbank 政治经济学
教授的斯托克说道，“这里有很多
机会，让我们联合起来，共同应
对气候变化。 

“哈佛大学在这项工作中发挥关键
作用。我们的教职工与学生可以
在气候变化科学、气候变化对人
类系统的影响以及社会如何成功
预防这些尚未到来的严重损害方
面取得重大进展。同时，清洁能
源过渡的过程中，认识并解决一
系列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负面行
为也是极其重要的。这需要我们
整合不同的问题及学科：科学、
绿色工程和设计、健康、商业、
公共政策及经济学等等”。

摘自哈佛公报。 图片由斯蒂芬妮·
米切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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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了解电力系统规划及可再生能源的整合，对我而
言十分有益。该助学金项目与我未来的职业抱负息息

相关，了解排放交易体系和电力系统改革之间的潜在
相互作用，于我而言十分有趣。 

中美水泥行业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分析 
Matthew Su '24

北京周边甲烷观测的初步表征 
Candice Chen '22

我通过检验北京北部和南部两个站点的甲烷数据，
以确定这些站点观测到的甲烷、二氧化碳和一氧化
碳的基本特征。我还探索了这些物质昼夜、每周

和每年的变化。在冬季，CH4:-
CO2 的比值升高，这说明冬季
天然气使用和泄漏更加明显。

我很享受在探索相关文献及数
据方面所享有的自主性。这是
我在所有研究中最独立的一
次，最令我兴奋是，如果需要

评估结果，我必须先学习很多知识、同时决定下一
步的研究方向。

这项助学金使得我学习到更多的大气科学知识。我
正考虑在研究生期间做更多与该领域相关的工作。
无论这个项目是否与我将来要做的项目相契合，我
都通过这个项目了解了一系列的研究过程及方法。
我希望在未来几年继续做研究，而这个项目毫无疑
问增加了我对研究的兴趣。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无
论是推荐查看数据的方法还是科学方法，我的导师
宋少洁和比尔·芒格对我帮助都是极大的。

在这个项目中，我探索了东南亚的海上风电机遇。
我和我的导师 Peter Sherman 之所以决定这项研究，
是因为东南亚以低水深而闻名，而这将允许安装此
类涡轮机。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电力需求预期快速
增长，我们重点关注东南亚地区。为了实现《巴黎
协定》目标，东南亚必须找到无污染的发电方式。
而海上风电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确定越南南部、柬埔
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爪哇海附近地区）等地区
确实可从安装海上风力涡轮机中受益。这得益于其
高容量和低 LCOE（平准化电力成本）。

我对研究过程更加了解，学会了在 MATLAB 中编写

代码，并且撰写报告来阐释我
所做的努力。这些都是非常重
要的技能，我确信在大学毕业
时我仍将因此获益。

哈佛中国项目长期为本科生提
供暑期在中国的研究和课程机
会。 过去几年，学生们在当地
教师的指导下，在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了
暑期研究项目。 此外，该项目派出了多达 30 名学
生前往清华环境学院的国际暑期学校进行学习。在
实地考察和乡村田间项目等活动中，他们亲身体验
并了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挑战。

东南亚的海上风电机遇 
Estel Valeanu '23

我的研究项目探讨了在中国和美国的水泥行业实施 4 
种不同的碳捕集和封存 (CCS) 技术的潜在影响。该项
目通过生命周期评估及对各种子过程建模，衡量了
波特兰包括生产系统在内的水泥生产的环境影响。
通过研究发现，在所有的CCS技术中含胺促进传输矩
阵技术对排放影响最大，有可能减少近 60%的水泥
生产排放。 我打算在哈佛专攻化学，我认为未来从
事可持续/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工作会很酷！这个项

目帮助我探索了一系列有趣的
碳捕获技术、应用潜力及实施方
法，它让我看到了化学在缓解
气候变化中的应用。我的导师杨
曦教授对这个项目的指导非常关
键。她在文献审查，特别是水泥
行业和生命周期评估中，对我的
帮助极大。 

哈佛中国项目定期为中国本科生研究和短期课程组织暑期机会。 过去几年，学
生们在当地教师的指导下，在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开展了暑期研究项目。 
该项目还派出了多达 30 名学生到清华环境学院的国际暑期学校，在那里他们亲
身了解和体验了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包括实地考察和乡村田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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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Brief 中的气候“
蓝皮书”评论
根据中国气象局（CMA）的年度
《蓝皮书》，中国是全球气候变
化的“敏感”和受“重大影响”的地
区。中国气象局是政府的气象管
理和研究的领导性机构。报告
称，1951年至2020年间，中国地
表温度以每十年0.26摄氏度的速度
升温，高于全球同期平均每十年
升温0.15摄氏度的速度。报告补
充说，中国经历了“增加”的极端
天气事件，例如强降水和高温。
从中国的新华社、财新到西方的 
Carbon Brief等媒体纷纷报道了该报
告。   

IPCC AR6 一章的主要作者周天军
表示，这份蓝皮书提出了明确
的证据表明，人类影响正在导
致中国气候系统发生变化。中国
科学院的周天军教授告诉 Carbon 
Brief：“如果我们将‘蓝皮书’中评估
的关键气候变化指标与 AR6 中评
估的全球性气候变化指标进行比
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气候
变化是区域性全球变暖的表现”。
哈佛中国项目主席迈克尔·麦克尔
罗伊告诉 Carbon Brief，《蓝皮书》
提供了中国气候系统当代变化的“
重要”说明和背景。麦克尔罗伊指
出，该报告强调了对基础设施进
行“立即”投资的必要性，这至少

可以减轻部分未来损害。他补充
说：“这为中国继续减少（如果不
是扩大）其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
的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
时，这也可以促进世界其他地区
提出类似减排目标。”

DC环境电影节的放映及
讨论
一年一度的 DC 环境电影节，在
今年以线上形式举办并放映了韩
萌导演的电影《仰望繁星》。该
纪录片聚焦于距离北京约 40 公
里的廊坊。廊坊是中国空气污染
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环保局
解决污染问题面临来自北京市领
导层的巨大压力。这部观察性的
官僚戏剧突出了与全球环境危机
相似的情况：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显而易见，但如何解决？谁来接
单？

影片结束后，伍德罗·威尔逊中心
中国环境论坛主持讨论活动。活
动由哈佛中国项目执行主任克里
斯·尼尔森、美国大学的朱迪思·
夏皮罗和威尔逊中心的詹妮弗·特
纳参加。 尼尔森强调， PM2.5 空气
污染问题，是由更复杂和不确定
的化学和运输过程造成的，但是
这一复杂的过程，非专业人员通
常意识不到。他表达了对当地官
员的理解，在被期望实现武断的
减排目标时地方官员往往是不知
所措的，因为这个区域的污染问
题基本上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控制
范围。

中国环球电视网碳中和
研讨会报道
今年 5 月，北京主办了国际碳中
和研讨会，探讨中国应对气候危
机的努力并广泛吸纳各领域的专
业知识。为实现到 2030 年达到碳
排放峰值和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的目标，中国面临着历史性的挑
战。专家们普遍认为，实现目标
的关键在于新能源。哈佛中国项
目主席迈克尔·麦克尔罗伊告诉中
国环球电视网：“低碳能源系统的
未来将取决于可再生能源规模扩
张后的作用。”

Winter 2020

新闻中的 HCP 研究人员



Peter Sherman
HCP研究员和博士生

观看快节奏的 NBA 篮球比赛
时，大多数体育迷很少停下来思
考球队的比赛策略。但比分就在
那里。

“当一名球员在场上时，我们可
以在任何给定时间跟踪他们的位
置”，地球与行星科学博士生、
哈佛中国项目研究员 Peter Sherman 
说， “这实际上与气候数据非常
相似，因为两者都强调了事物如
何随时间在空间上演变”。关注
球员的跟踪指标与Peter对科学
数据的处理方法类似，因此，两
年前他联系明尼苏达森林狼队，
实际上是很自然的事情。森林狼
接受了这个提议，这个提议很简
单——让Peter远程收集和研究比
赛数据，以提升NBA 教练和球员
的组织洞察力。

Peter对数据的兴趣远远超出了 
NBA 的范畴，例如对全球其他重
要问题的关注。他在哈佛的研
究，由吉尔伯特·巴特勒环境科
学教授兼哈佛中国项目主席的迈
克尔·麦克尔罗伊 (Michael B. McEl-
roy) 指导。 Peter 正在与 McElroy 
合作研究气候、可再生能源系统
和空气质量之间的交叉点，从区
域气候变化如何影响风力发电潜
力或污染浓度，到能源系统如何
在发展过程中最好地利用可再生
资源。他最近的一篇出版物展示
了中国和印度
（全球脱碳的关键国家，也是
Peter研究的两个重点地区）的风
速下降问题，他认为可以通过减
少风电的时间变化来帮助中印的

电力系统容纳更大份额的风电。
参见《环境研究快报》。该研究
是 SEAS 通讯的项目之一（有关
这项新研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 4 页）。

尽管新冠疫情肆虐，Peter仍旧认
为每周与其他哈佛中国项目研究
人员的会议，不仅令人愉快，而
且对研究合作很有帮助。例如，
即将发表的关于在中国使用海
上风电电解生产绿色氢能的论
文，“我对海上风力发电进行计
算”，彼得说， “然后访问研究
员蔺海洋和研究员宋少洁利用这
些信息来计算氢气产量并以具有
效益的方式供应给国内和国际市
场。”

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合作使得Peter
拿到气候变化奖学金。他特别感
谢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格兰瑟姆气
候变化研究所的前任导师 Erik van 
Sebille。Peter原本打算一边攻读联
合学士/硕士学位，一边从事空
间物理学研究，但在做完从海洋
中去除微塑料的一份实习后，他
转移了注意力。实习结束后，
该团队在《环境研究快报》上发
表了研究结果。这篇论文的成
功凸显了Peter工作的及时性和影
响力。 “它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
注，我也因此看到这项研究对现

实世界的影响，这促使我进一步
朝着环境科学的方向发展”，Peter
说道。
在意识到导师的帮助后，Peter现
在正试图帮助年轻的科学家。 “
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我得到了很
多优秀导师的祝福，因此我觉
得我也需要回馈年轻的学生，
他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机会”。在
哈佛中国项目的支持下，他一
直在指导本科生 Jonathan D'Sou-
za（ESPP，2023 届），以及来自
剑桥林奇和拉丁高中的两名高中
生，共同研究新冠的肆虐如何影
响印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现在该
研究已进行同行评审。Peter还期
待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进一步扩
大其学术研究与指导，并希望继
续通过他的数据分析来参与 NBA 
比赛。 

由凯莉·诺特 (Kellie Nault)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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