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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启动，旨在支持和

落实《关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宣布的各项活动。

2019 年 4 月 9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八次中国 - 欧盟能

源对话上，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先生与欧盟气候行动和能

源专员米格尔 - 阿里亚斯·卡尼特（Miguel Arias Cañete）共同

出席并签署了《关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正在出席

第 21 次欧盟 - 中国领导人峰会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欧盟委

员会主席让 - 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欧洲议

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启动实施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被明确写入了此

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联合公报。

ECECP 平台的总体目标是：

“加强中欧能源合作。与欧盟的能源联盟战略、欧洲人

人享有清洁能源倡议、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

欧盟的全球战略保持一致，通过加强合作，将有助于提高欧

盟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为推动全球能源向清洁方

向转型，以及建立可持续、可靠和安全的能源体系的共同愿

景做出贡献。”

ECECP 平台由 ICF 国际咨询公司、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

究所以及中节能咨询公司组成的联合执行机构共同实施。



   ECECP 
信息简报
2019



4

CONTENT

寄语

1 ECECP 2019 年度精彩回顾

2 简讯

11 欧委会公布欧洲绿色协议，

     描绘经济脱碳路线图

12 中国 - 希腊能源合作前景广阔

12 全国首个电力现货市场

     交易品种试运行

13 五省市宣布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

     用户直接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

13 国家电网公司拟严控电网投资，

     向泛在物联网方向倾斜



3 政策动态

16 平价时代，中国光伏政策及市场将如何变化？

20 中国将从 2020 年起取消煤电联动机制

4 市场观察

24 海上风电：亚洲清洁能源新风口？

27 中国国内天然气市场化进程加速

5 科技

32 被忽略的未来：退役风机何去何从？

36 到 2030 年，七种突破性电池技术将具有成本竞争力

41 十种碳补集利用方法的比较分析

47 IEA《氢能未来》报告精粹摘要

6 数据与事实

53 中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更新

54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

56 欧盟清洁能源转型的政策和市场设计

7 活动预告



6



1

尊敬的各位朋友，

欢迎阅读中欧能源合作平台 ECECP 通讯的首期圣诞节双期特

刊。

ECECP 平台自 2019 年 5 月正式启动至今，已经过去了 7 个

月的时间，一切工作都紧张有序。而值此圣诞节及辞旧迎新之际，

也正是一个反思沉淀和感恩的时间。

借此机会，我谨代表 ECECP 对欧盟驻华代表团、欧盟委员会

能源司和中国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在我们今年第一个年度工作

计划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和耐心指导表示衷心感谢。

谨此我们也向各位与会专家表示感谢，感谢他们花费大量时

间和精力为我们带来如此内容丰富的精彩演讲，当然也感谢研讨

会的各位与会者给予我们的持续支持，感谢你们所提出的众多建

设性意见，与我们分享你们的宝贵想法。

ECECP 团队也在壮大。有四名初级研究学者今年新加入到我

们的团队，为我们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将为 ECECP 平台带来更

多关于中欧能源的新闻报道和分析。

最后给大家一个小的提示，ECECP 将于 2020 年 1 月 8 日在

天伦王朝酒店举办“欧盟推广和整合可再生能源的经验”研讨会，

近期我们将会把会议细节呈送给大家。

同时，ECECP 项目团队在此也祝您圣诞快乐，新年愉快。

Flora Kan

执行主任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 E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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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能源合作平台 (ECECP) 启动会
 5 月 15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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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ECP 精彩回顾 ECECP 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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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和整合中国可再生能源：
挑战和机会研讨会
7 月 3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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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ECP 精彩回顾

欧盟与中国节能市场融资研讨会
9 月 19-20 日，河北秦皇岛

 ECECP 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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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市场及监管机制研讨会
9 月 25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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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ECP 精彩回顾

清洁能源转型与欧盟统一
和高效电力市场的作用研讨会
10 月 29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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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欧委会公布欧洲绿色协议，描绘经济脱碳路线图

欧盟委员会于 12 月 10 日提出了《欧洲绿色协议》，旨在通过将气候和环境挑战转化

为所有政策领域的共同机遇，确保能源转型的公正和包容，以实现欧盟经济可持续发展。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会上表示：“《欧

洲绿色协议》是我们新的增长战略，旨在实现回报大于索取的增长方式。它展示了我们的

生活和工作方式、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使商业更具有创新活

力 ......”。

 “为实现《欧洲绿色协议》，有必要将清洁能源供应政策融入到跨越经济、工业、生

产和消费、大规模基础设施、运输、食品和农业、建筑、税收和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来重

新考虑……”。

 “进一步对能源系统进行脱碳，对于实现 2030 年和 2050 年的气候目标至关重要。

经济部门的能源生产和使用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的 75% 以上，所以必须优先考虑能源效率

问题。必须发展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电力部门，同时以迅速淘汰煤炭和采用脱碳

天然气作为补充。与此同时，欧盟的能源供应必须对消费者和企业而言是安全且负担得起的。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欧洲能源市场内部充分整合、互联和数字化，同时尊重技术中

立……”。

 “可再生能源未来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成员国之间区域合作的基础上，增加海上风电

生产至关重要。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其他跨部门可持续解决方案的智能集成将有助于

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脱碳……”。

“ 加强跨境和区域合作，将有助于以可负担的价格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益处……”。

“ 到 2030 年，欧盟工业领域需要有‘气候和资源领跑者’，在关键工业领域开发出

的一些突破性技术投入到首批商业应用项目。应优先发展的领域包括清洁氢能、燃料电池

和其他替代燃料、能源储存、碳捕集、储存和利用……”。

“为了应对能源效率和可负担性的双重挑战，欧盟和成员国应该对公共和私人建筑进

行‘改造’。虽然提高改造率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通过改造可以降低能源费用，并可以

减少能源贫困。同时还可以提振建筑业，给中小企业和当地的就业提供机会……”。

“欧盟将继续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和实施雄心勃勃的环境、气候和能源政策。它

将发展成为一种更强有力的‘绿色外交’，让更多的人承担起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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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希腊能源合作前景广阔

11 月 10-12 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希腊进行为期 3 天的正式访问期间，希腊

和中国代表团在雅典签署了 16 项协议，涉及能源、农业、旅游和港口等领域。

近年来，中希企业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成为新亮点，特别是在风电和电网建设领域。

2016 年 5 月，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成功购得希腊国家电网运营商（ADMIE）24% 的股权。

在此次出访期间，两家企业再次就克里特岛联网项目股权投资意向签署了协议，旨在进一步

深化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此外，中希两国领导人见证希腊 MINOS 50MW 光热发电项目签约。根据协议，这一

位于希腊克里特岛东南部的 MINOS 50MW 光热发电项目将由英国 Nur Energie 公司开

发，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公司（葛洲坝国际公司）与浙江中控太阳能技术有限公司

（中控太阳能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本项目的 EPC 承包商，希腊当地 PRENECON 公司

将参与项目施工建设，中国工商银行将为本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各方合作建设这一光热发电

项目，为中、希、英三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提供了示范。

MINOS 50MW 光热发电项目将是希腊建设的第一个光热发电项目，已获得欧盟

NER 300 计划支持。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提供相当于当地电力需求 10% 的高品质清洁电力，

对大幅提高当地清洁能源比例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首个电力现货市场交易品种试运行

近日，南方区域电力现货市场首个交易品种——区域调频辅助服务市场的技术系统 ( 简

称“区域调频系统”) 投入试运行，标志着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作向前迈出坚实的一步，有

利于进一步提升南方电网全网调频资源优化配置水平。

区域调频系统由南方电网公司组织建设。区域调频系统在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南方区域

多省区平滑接入、主网与云南异步电网多现场出清等特点，在出清算法上支持全网调频资源

满足地理分布的安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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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市宣布全面放开
经营性电力用户直接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

国家电网公司拟严控电网投资，
向泛在物联网方向倾斜

近日，继河北南网、陕西等省份之后，冀北、重庆和新疆也宣布全面

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不再受电量、电压、行业门槛

限制。中小用户可自行参与电力直接交易，也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后参加

电力市场化交易。有专家指出，小型光伏分布式发电项目或从中受益。近

两年，中国发用电放开节奏加快，市场化交易电量比例显著提升。

随着第二轮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的启动，电网企业对明年的电网投资

保持谨慎。近日，国家电网公司的《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电网投资的通知》（以

下简称“826 号文”）引发行业关注，该文件指出国网公司明确提出需要

严格控制电网投资，主动适应输配电价改革和降价预期，提升公司经营绩效。

在政策调整的关键期，电网企业也在积极节流，推进业务转型。事实上，

近几年国家电网公司在电力物联网方面的投资获得更多倾斜，正大力推进

相关领域的创新和商业实践。此前，国网已开始尝试综合能源服务平台建设，

今年又在泛在电力物联网方面举措频繁，并于今年十月发布了《泛在电力

物联网白皮书 2019》。

更多信息详见以下链接：
http://www.sgcc.com.cn/html/sgcc_main_en/col2017112406/2019-10/31/20191031164726309404014_1.shtml

http://www.sgcc.com.cn/html/sgcc_main_en/col2017112406/2019-10/31/20191031164726309404014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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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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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时代，
中国光伏政策及市场将如何变化？

许多业内人士在谈到中国太阳能行业的发展时，经常形象的将其比喻成坐过山车，特别是

最近几年。自 2013 年以来，中国光伏行业迎来了连续 4 年的迅猛增长，并在 2017 年完成了

5306 万千瓦的新增装机容量，占当年全球新增装机总量的 54.7%。自此巅峰之后，中国光伏

行业在制造端和应用端一直处在全球第一大市场的地位。然而 2018 年政府出台的 531 新政，

改变了光伏行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也给火热的中国光伏市场泼来一盆冷水，导致新增装机量骤降，

而鉴于中国市场的庞大体量，全球光伏市场为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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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装机下滑，发电量持续增长

据官方的最新数据，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

中国光伏累计装机容量已达到 1.92 亿千瓦，而

今年前十个月光伏新增装机 1761 万千瓦，仅

为去年同期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光伏新增

装机在经历了 2017 创纪录的一年之后，将连

续两年大幅下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分布式光伏的

新增装机规模今年首次超过集中式光伏，达到

973 万千瓦，其中民用屋顶光伏项目增长最快，

占分布式新增装机的 43%。而大规模的集中式

光伏电站今年新增装机仅为 788 万千瓦，且下

降幅度较大，仅占全部新增装机容量的 45%。

光伏新增装机容量的大幅下降，特别是集

中式光伏，侧面反映出光伏投资在今年更为严格

的新政策计划下也在降温。由于政府正计划逐步

取消电价补贴，转而采用市场化的导向机制，使

开发商们收到了不小打击。

然而，“虽然今年光伏发电装机增速放缓，

但仍然是新增量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国家发改

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璟丽在出席近期举行的

一场光伏行业峰会上回顾了过去 10 个月国内光

伏市场表现，指出装机不足放缓的原因之一是竞

价项目采用了新机制，有关的新政策出台较晚，

导致项目的建设时间不足，前期和准备工作不

够。此外，中国光伏产业协会（CPIA）秘书长

王勃华指出，一些地方政府未能妥善解决的光伏

项目土地问题，也给新光伏项目的开工建设带来

了不必要的障碍。

而在发电侧，中国光伏协会的统计数据显

示，2019 年中国光伏发电量显著提升，截至第

三季度末光伏累计发电量达到 1715 亿千瓦时，

几乎与 2018 年全年的发电量相当，这也从侧

面反应出光伏发电的并网消纳情况得到了明显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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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政策设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过去，中国光伏行业的快速发展更多依赖政府

补贴，这和许多其他国家曾经的做法一样，因为当

一个行业还不成熟的时候确实需要各类的支持以促

进其生长。由于当时技术水平相对有限，光伏发电

的成本远高于传统火电，使得光伏发电并不具备经

济性优势。然而，随着可再生能源平准化发电成本

的快速下降，光伏发电在经济性上的竞争力明显提

升，情况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据时璟丽介绍，十三五期间，为适应不断变化

的市场需求，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

并引入了一些重要的政策措施，引导光伏市场以一

种更为理性的方式向前发展，包括出台可再生能源

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以竞价方式逐步取代固定电

价补贴，以及绿色证书制度等，其目的是要逐步削

减补贴，引入更多市场化机制，促进并网消纳以及

市场的良性竞争。

“十三五”期间，中国光伏政策调整的三个最

重要的特征或趋势是：加速电网平价、促进并网消纳、

以及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三者相互交织相

互促进，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光伏行业的健康、有序

发展，也说明中国光伏政策正在朝着促进行业高质

量发展的方向演变，而不只是追求装机规模。

2018 年，中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能

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

说明的通知》，提出加快光伏发电补贴退坡，降低

补贴强度，同时鼓励地方出台竞争性招标办法配置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在补贴退坡和招标机制的双

重刺激下，中国光伏发电价格进一步下降，几乎接

近平价上网水平。今年早些时候，中央政府宣布了

首批 1478 万千瓦的光伏平价上网项目，这些项目

将在项目审批、电网配套建设和并网支持等诸多方

面享受优先权利，以加快电网平价项目的建设规模。

指标的确立标志着光伏平价上网时代正式启动。通

过平价与补贴的双轨制给市场一定的缓冲时间。

此外，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一直在坚定地

采取有效措施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并网消纳，并减

少弃光弃电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也就是中国版

的配额制，明确规定各省可再生电力最低消纳责任

十三五规划期间

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导向

来源：ECECP 中国可再生能源主题讨论会
时璟丽演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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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新政策明确消纳责任权重的落实责任由各省

级能源主管部门承担，确定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将

协同承担消纳责任，并借助市场杠杆，对各类市场

主体履行消纳责任监督和协调，强调履行消纳责任

将成为包括电网公司、售电公司、电力终端用户在

内的市场主体的共同义务。消纳保障机制出台以后

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末，中

国光伏发电的弃光率降至 1.9%，弃电量也同比下

降了 7.5 亿千瓦时，形成了弃光率弃光量双降的局

面。

在 光 伏 发 电 市 场 价 格 机 制 的 设 计 方 面， 自

2019 年起，中央政府将光伏发电的基准价格机制

调整为指导价机制，并且要求所有新批复的光伏发

电项目都将通过竞价来配置。随着平价光伏项目的

推进，中国也采取措施，尝试和鼓励光伏产业参与

电力市场化交易，包括最近出台的一项新举措，将

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直接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

这对分布式光伏来说显然是利好举措。

未来将如何变化？

中国光伏产业即将步入平价上网全面铺开的关

键转型期，后补贴时代中国的光伏政策和行业发展

未来又将呈现怎样的局面 ?

在不断变化的行业发展格局中，技术进步和成

本下降正在发挥“市场化”的力量，代替补贴这种“强

制性”的力量，推动光伏产业发挥自身特点自然地

增长。

中国有句古话叫“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话

很适用于当前的光伏产业，也就是说，相比于在支

持政策的庇护下成长，光伏行业要想发展壮大，在

发电领域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一方面必须要持续

依靠技术进步，不断降低产业链的生产成本，另一

方面还需要更深层的融入电力市场，与其他电源展

开公平竞争，同时也应为能源领域肩负起更多的责

任。

12 月晚些时候，政府部门将下发关于 2020

年光伏发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征求意见稿。官方

消息透露，2020 年中国的光伏政策大框架已经基

本拟定，将延续 2019 年的总体思路和框架，目前

只差敲定 2020 年光伏发电指导价格。此前有媒体

报道称，补贴项目将只针对户用和扶贫项目，其中

户用光伏补贴预算或为 5 亿元人民币，电网平价项

目仍将获得优先推进。预计国家能源局将于 12 月

底出台正式文件，向公众公布明年的政策规划。

在经历了过去两年的低迷之后，预计在下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太阳能行业将有望回暖，新政

策或将刺激直到 2025 年的市场需求增长，且增长

方式也将更为合理。许多专家和业内人士都认为，

到十四五结束时，太阳能将成为新增电源中最便宜

的发电方式，价格优势将有助于推动行业进一步增

长。而另一个普遍共识是，在后补贴时代，随着光

伏将越来越多的融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中国的光伏

市场将变得更加壮大，也更加充满活力。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时璟丽断言，从 2021 年到

2025 年的十四五规划期间，既是可再生能源进入

后补贴的时代，也是可再生能源更多从应用模式、

商业模式、体制机制上直接融入电力系统时期，更

是为其后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打下重要基础

的关键阶段，她还表示，“光伏 +”或将成为重要

的新业态之一，在“十四五”期间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新能源部副主任王霁雪

对此也持相同态度，他在出席 2019 年中国光伏行

业年度大会时表示，进入“十四五”后，未来光伏

政策在设计时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来看待这一行业

的发展，光伏产业发展计划的制定要更多的考虑全

社会、全产业之间的沟通和衔接。随着光伏发电的

成本优势正在不断显现，现在更需要“跳出光伏来

看光伏，在某些层面更需要跳出能源行业来看光伏。”

作者：赤洁乔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



ECECP信息简报

20

中国
将从 2020 年起
取消煤电联动机制

中国煤电的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一直是业界关注焦点，关乎着整个

能源行业的稳定大局。

然而，在“去产能”和高煤价的双重压力下，火电企业近来的日子

并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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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正在向更清洁绿色的

方向转型，但毫无疑问的是煤电仍是中国电力供应

的主要来源，在短期内煤电的主体地位难以撼动。

据中电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煤电装机

容量达到 1008.35GW，占装机结构的 53.1%，但

煤电占比自 2012 年以来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降

低了 12.7 个百分点。而在另一面，逐步萎缩的煤电

市场为中国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增长

腾出了充足的市场空间，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

屡屡取得另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也正是政策所

向，大势所趋。

除了被可再生能源侵蚀的市场，在政府煤炭去

产能要求以及动力煤价居高不下的双重压力下，近

些年火电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煤电的严峻局面

燃煤发电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门好生意。造成

这种局面的一个主要的深层原因在于煤价与电价之

间的政策性矛盾。煤电目前主要的收益来源仍是通

过向电网售卖电量。由于燃料煤的价格占据着燃煤

电厂发电成本的绝大部分，一般超过 70%，因此假

设煤价不变的条件下，上网电量越高、电价越高则

电厂的收入就越高。

然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电煤价格已经完全

市场化，随市场上的供求变化正常上下波动，而煤

电厂的上网电价却始终由政府管制。一方面由于燃

料煤的价格已经连续多年处于高位，自 2016 年起

持续上涨，而另一方面煤电上网电价却没有做过多

的调整，且售电侧的电价受政府政策影响有进一步

下降的趋势，旨在为工商业企业减轻用能成本以释

放经济活力，在此情况下，煤电企业的经营状况十

分堪忧。

燃料煤成本和上网电价的倒挂，还只是煤电企

业遇到的麻烦中的一个。近年来，随着风电、光伏

等可再生能源的兴起，煤电厂一方面需要让出发电

小时，为规模逐渐扩大的可再生能源提供消纳空间，

另一方面需要为适应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提供系

统调峰。这虽然是清洁能源转型的必经之痛，但却

是燃煤发电企业不可承受之重。

这带来的后果，就是煤电厂不得不减产，发电

小时数持续走低。2018 年，6000 千瓦及以上煤电

机组利用小时在 4300 小时左右，离煤电机组设计

值 5500 小时相差极大。这使得煤电企业面临的困

境雪上加霜。

电价不能覆盖发电成本，发电小时数又达不到

设计值，煤电厂又怎能不普遍亏损。

国资委文件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五

大发电集团煤电厂资产共计 474 户，装机规模 5.2

亿千瓦，亏损企业占到 54.2%，平均资产负债率

88.6%。

长期的亏损已经影响到煤电厂的持续稳定运

营。不能健康运行的煤电企业，也无法为系统提供

更多的调峰资源。因此，鉴于燃煤发电在中国当前

的电力系统中的重要作用，煤电行业所深陷的重重

困境必须得到解决。

取消煤电联动，推进市场化改革

事实上，主管部门也已经开始重视煤电机组的

经营困境。国家发展改革委 10 月 24 日公布《关于

2010-2018 年煤电装机容量及占比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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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明确从2020年1月1日起，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将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

+ 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

指导意见表明，基准价按各地现行燃煤发电标

杆上网电价确定，浮动价格由发电企业、售电公司、

电力用户等通过协商或竞价确定，范围为上浮不超

过 10%、下浮不超过 15%。

尽管发改委明确 2020 年暂不上浮上网电价，

以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但电价的上下浮

动空间，给了煤电机组通过价格疏导电煤成本压力

的可能。

“十四五”期间，新增煤电机组定位调节型电

源，为可再生能源调峰，或为系统做备用容量，相

关利益分配机制的建立尤为关键。

中国自 2004 年首次引入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并进行了两次修订和完善，确定了煤电价格联动调

整因素。长期以来，煤炭发电企业依靠这一机制来

缓解煤炭价格上涨的压力。但历次煤电联动却没有

严格执行，煤电厂无法将上涨的成本通过电价传导

出去。

回顾煤电价格联动政策走过的历史，是一个不

断致力于解决“市场煤”与“计划电”之间矛盾的

曲折历程。事实上，自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

受降电价总体要求制约，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基本已

经陷入停滞状态。当前燃煤发电市场化交易电价明

显低于标杆上网电价，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本已失去

了执行的电量基础和价格基础。取消煤电价格联动

是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过程之必然。

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将对价格的调整权力

由政府归还于市场，打破了以往政府主导协调的煤、

电之困，发电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从成本侧向成本

和持续稳定收入双侧延展。

煤电联动机制取消后，盈利稳定性成为煤电企

业关注的关键问题，寻求纵向和横向资产重组的需

要将更为迫切。煤电联营以及增加可再生能源资产

或许会成为煤电企业更有利的选择，以更好的应对

市场变化和向清洁能源的转型。

作为中国最大电力供应主体，也是最经济的发

电形式之一，煤电承担着保证能源供应安全和为系

统调峰、保证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双重责任。但这

些价值却得不到相匹配的回报，煤电厂得不到合理

收益，无法健康运行，进而也威胁到了能源供应和

电力系统的安全。

针对煤电行业当前面临的复杂局面，中国需要

采取更多市场化的手段来探索煤电的合理受益模式，

并辩证地重新审视煤电自身的价值以及其在电力系

统中的合理地位，以更好的推进清洁能源转型。

作者：赤洁乔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

2017 和 2018 年火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比较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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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 : 
亚洲清洁能源新风口？

与太阳能和陆地风能一样，海上风能的成本也在大幅降低。尽管价格略贵，但纵观整个欧洲，海上风电

正朝着每兆瓦时 60 美元的平价迈进。中国、美国等地区的海上风电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下跌。因此，全球海上

风电的装机容量在三年内几近翻番，从 2015 年 12 月的 1200 万千瓦增至 2018 年底的 2300 万千瓦。能源经

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在其简报中指出，“海上风电已为成为全球能源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做好准备，

欧洲的主要开发商致力于降低亚太地区的海上风电成本”。文中进一步解释了降低海上风电成本的举措主要包

括改进涡轮机技术、减少外部效应、创新融资模式、提升国际投资的规模和热度。简报还提到中国目前正在大

幅提升国内海上风电的装机容量，增加生产，改善技术。因此，IEEFA 预测称，中国和欧洲的公司将成为全

球海上风电市场的主导力量——丹麦奥斯特能源公司（Ørsted）、德国莱茵集团（RWE）、瑞典瀑布电力公司

（Vattenfall）、英国南苏格兰电力公司（SSE）、西班牙伊比德罗拉电力公司（Iberdrola）、挪威国家石油

公司（Equinor ）—全球海上风力发电容量在过去三年中几乎翻了一倍，是继太阳能和陆上风能之后第三大清

洁能源投资热点领域，发展步伐，扩大竞争优势，世界各国都争相使用价格低、可持续的国内可再生能源来取

代高排放、重污染的进口化石燃料，而海上风电清洁能源投资清单中位列第三。

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

究所在上周发布的最新简报中

提到，海上风电已准备好成为

全球能源结构的关键组成部

分，而欧洲主要开发商致力于

降低亚太地区的海上风电成

本。简报还特别强调了海上风

能具备与太阳能和陆上风能同

等的优势。



25

市场观察

成本骤降

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

主任，亦是这份简报的联合作者

蒂姆 • 巴克利（Tim Buckley）

表示，“在过去十年中，与太阳

能和陆上风能一样，海上风电的

项目执行成本也大幅下降。”

 “这得益于涡轮机技术的

改进，对减少外部效应的认知，

融资模式的创新，国际投资规模

和热度的提升，以及从其他行业

（比如海运服务）学到的经验。”

 “全球海上风电的装机容量

在三年内几近翻番，从 2015 年

12 月的 1200 万千瓦增至 2018

年底的 2300 万千瓦。”

每兆瓦时 60 美元的陆上风电价

格将很快席卷欧洲

近日，在欧洲举行的海上风

电价格竞拍成了头条新闻，原因

是竞拍价格竟低于每兆瓦时 100

欧元的常规价格。目前欧洲风电

行业的目标是将海上风能与陆上

风能的价格拉平，后者的价格是

每兆瓦时低于 60 美元，而英国

曾在 2019 年 9 月创下海上风电

每兆瓦时44美元的历史最低价。



26

ECECP信息简报

亚洲前景，中国主导

中 国 在 2018 年 全 球 海 上 风 电 装 机

容量排行榜上位居榜首，年新增装机 180

万千瓦，而前任冠军英国和德国的海上风电

容量分别为 130 万千瓦和 90 万千瓦。此

外，中国已经开始在风机制造和技术领域建

立起了巨大的内部产能，同时创造了众多就

业岗位。

巴克利认为，“中国海上风电的快速

发展意味着，未来十年内中国或将成为海上

风电强国。”

简报同时指出，随着亚洲各国纷纷逐

步淘汰核能，同时不断减少对进口煤炭发电

的依赖，海上风电将在这些新兴市场加速发

展，前景大好。

至于欧洲…

印度、越南和菲律宾等南亚和东南亚

的新兴经济体，也应逐步采取行动，规划新

的投资，而欧洲和北亚的发达经济体则应在

海上风电学习曲线和建立供应链方面发挥

头雁作用。

简报得出结论，认为海上风能正在逐

渐成为亚洲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选择。

“尽管亚洲各国政府还在为海上风电行业的

先行者提供补贴，以帮助他们站稳脚跟，但

我们看到，海上发电竞拍价格仅在一年内就

下跌了许多，”巴克利表示，“我们预计这

一趋势将持续下去，很快海上风电项目也将

进入无补贴时代。”

           本文由 Energy Post 和 IEEFA 授权转载。

                                                                    王婧 / 译

https://energypost.eu/offshore-wind-a-new-source-of-clean-energy-for-asia/
http://ieefa.org/ieefa-update-offshore-wind-emerging-as-viable-new-source-of-clean-energy-in-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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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天然气市场化进程加速

中国的天然气行业正在驶

入新纪元。当政府鼓励实施煤

改气后，中国天然气市场的需

求迎来了井喷式的高速增长。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为全球

天然气需求贡献了 750 亿立方

米的增量，相当于欧洲第二大

市场整个英国的天然气市场容

量。

中国天然气产量尽管在稳

步上升，但仍不能满足本国如

此巨大的市场需求，因而天然

气进口量也大幅增长。

Sylvie Cornot-Gandolphe 在 IFRI Centre for Energy & Climate 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对蓝天的需求：国内

天然气市场的惊人变革》，他认为中国实施煤改气的雄心正在强有力的推动国内天然气市场的重大变革。到

2030 年，为实现天然气需求翻番，同时避免重蹈 2017-2018 年的“冬季气荒”，国内下游的天然气市场改革

将被赋予更多自由化。除气候变化，空气污染是另一个主要因素。在本文中，作者解释了充分的市场竞争将会

更好的反映成本，分析了市场的主要瓶颈，即天然气由于缺乏投资动因，储运系统不发达。上游和中游供应市

场也逐步放开。由此带来的价格下行压力，从长远来看将会提振天然气的需求，但是在市场充分自由化之前还

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虽然天然气在国内能源组合中的份额会翻倍，预计在 2030 年达到 15%，但还是落后于煤

炭和石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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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空气污染，应对气候变化

天然气需求激增的背后成因

一方面有政策推动的因素，另一

方面为治理空气污染，在工业和

建筑业加快实施煤改气也是关键

因素。气候变化治理虽然不是直

接因素，但是煤改气还是对减排

起到了促进作用。长远来看，在

应对空气污染和治理气候变化方

面，天然气将在中国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这也为中国天然气需

求的乐观前景奠定了基础。

为 了 建 立 清 洁、 低 碳、 安

全、 有 效 的 能 源 体 系， 中 国 政

府把天然气列为继煤炭和石油

之后的第三大能源供给，力争在

2020 年使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结

构占比达到 10%，2030 年达到

15%，而在 2018 年这个数字仅

为 7.8%。

2030 年天然气需求量

或将翻倍

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已经进入

一个黄金时代，预计需求有望从

2018 年的 2800 亿立方米提高

到 2030 年的 6000 亿立方米。

中国将会引领全球天然气市场需

求增长，到 2025 年将会成为世

界第二大天然气市场。只要国内

天然气产量能够进一步提升，有



29

市场观察

充足的储运能力作为保障，并且将对进口的依赖性

控制在政策制定者可接受的范围内，那么中国天然

气的市场需求前景依旧很乐观。

运输、存储和投资

中国天然气的季节性需求是行业面临的一大

挑战。尽管提高了产量和进口量，在 2017 年至

2018 年的冬天还是遭遇了严重的“气荒”问题。

这也暴露出了天然气市场瓶颈：储运系统不完善，

缺乏必要的投资动机。天然气危机并没有使煤改气

政策脱轨，政府通过制定严格的规划改变了煤改气

的实施速度和方式，即将天然气的普及政策由强制

“煤改气”转为“宜气则气，以气定改”。

天然气短缺可以通过采取有效的短期措施，来

缓和冬季供求失衡，加快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和改善天然气的供应安全。展望未来，更强的存储

能力和管网协调能力将会保障天然气冬季供应，并

解决中国 LNG 进口的季节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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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下游市场

更具自由化和竞争性

天然气短缺同时也是加强市

场改革的催化剂，从而提高市场

竞争力，确保供应安全。下游市

场已经开始自由化，全面的市场

竞争也已开始出现。中国的政策

制定者为居民用户制定了新的天

然气价格，以解决用户之间的交

叉补贴问题，同时这也能更好的

反应采购成本，鼓励天然气在交

易中心交易。

上游和中游供给需要更多竞争

上游和中游部分的竞争力仍

然很低。天然气需求的激增加快

了体制改革，目前即将成立（12

月 9 日已经成立）的国家管网公

司是独立于油气运输系统外的运

营商。此举将会加快实现第三方

利用油气管网，允许更多企业进

入市场，促进竞争。

因此，这将会加快天然气供

应的增长，为上游供应商带来更

多潜在机会，同时也有可能对天

然气价格产生下行压力，让终端

用户也可以承受，进一步刺激天

然气需求。但是，在完全实现市

场自由化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国有石油公司在天然气供

应链中仍将起到主导作用。

 本文由 Energy Post 和 IFRI Centre for   
                   Energy & Climate授权转载。
                                                刘敬 / 译

%2520https://energypost.eu/the-rapid-liberalisation-of-chinas-domestic-gas-market/%0D
%2520https://energypost.eu/the-rapid-liberalisation-of-chinas-domestic-gas-market/%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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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未来：

退役风机何去何从？

翻新还是回收？如何处理即将退役的风电机组

将是摆在所有风电场运营商面前的棘手难题。然而，

即使风机得到了较好的维护，运行寿命得以延长，

但不可避免的到最后依然会被拆除。事实上风电机

组的退役也是其整个生命周期的重要一环。

风电行业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惊人高速发展后已

日趋成熟，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快将会看到那些

曾经见证了最初风电繁荣的数以万计的风电机组步

入暮年，走向其生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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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风机不可避免的终局

风电机组的退役问题是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现

实问题，但由于我们都在专注于积极推动向清洁能

源的转型，追求风电装机的增长，风机退役的问题

反而很少受到业界关注。

目前，全球范围内风电装机机组数量正以每年

10-15% 的速度增长，每年有超过 2 万台风机被安

装在世界各个角落。据世界风能理事会的数据显示，

虽然各国市场在此起彼伏的发生变化，全球风电年

新增装机自 2014 年以来一直保持在 50GW 的较高

水平，2018 年更是达到了 51.3GW。中国和欧洲

是全球风电最大的两个市场，2018 年中国风电新

增装机容量达到 22GW，而欧洲则为 11.7GW，

二者共占全球当年新增装机容量的 65%。

通常，风电机组的一般寿命为 20 到 30 年，

一旦达到服役年限，风机所消耗的电能可能比它所

发的电能还要多。对于运营商来说，这就面临着一

个棘手的选择：是对这些老旧的风机进行翻新延寿，

还是对其彻底拆除作报废处理，其代价也相当大。

拆除报废一台风电机组的花费据估计高达 20 万美

元。

欧洲的风电行业起步较早，最早安装的一批风

电机组寿命要更短一些。据欧洲复合材料协会的数

据统计，未来几年欧洲范围内将有近 1.2 万台风机

达到使用寿命面临退役。中国的风电行业虽然还相

对比较年轻，但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第

一大市场，已投运的风电机组超过 12.4 万台。即

便相对年轻，最老的一批风机也已经到了退役的年

龄，虽然目前风机的老化退役并不是当前行业面临

的主要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趋势正愈加明朗。

回收：给风机一个体面的后期关怀

那么，退役的风机最后都去了哪里呢？

鉴于风电机组的庞大数量和硕大的块头，这似

乎是很容易让人想到的一个问题。事实上，业界目

前对退役风机的处理似乎并没有太多选择，从经济

性的角度考虑，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回收再利用。

风机的绝大部分组成部件，包括塔架、齿轮箱、

发动机零件等，都较易于回收，回收像铜、钢铁之

类的有价值的材料一般能够覆盖风机退役的部分成

本，这对风电场业主方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补偿。

但是对于风电叶片的回收来说，情况就大不一

2018 年中国和欧洲的风电装机容量

                                                                 
                                                                          来源：中国风能协会                                                                                                   来源：欧洲风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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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了，并且更加复杂。风机的叶片一般能够占到整

机制造成本的 20% 以及机身重量的 30% 以上，但

由于其本身是由高科技的复合材料制成，通常很难

再还原分解成原始的组成材料，因此回收价值较小。

随着风机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风机叶片的尺

寸被做得越来越大，以捕获更多的风能，这似乎是

近几年的大趋势。很明显，报废叶片的回收处理将

是整个风机回收问题的关键和最主要的挑战。

风机叶片的制造每年要耗费 55 万吨的叶片材

料，通常是由玻璃纤维或者碳纤维以及环氧树脂等

热固性复合材料组成。这些材料由于其重量轻、结

实、抗冲击性强等特点成为制造叶片的首选。然而，

其最主要的缺点在于不能重塑，并且这些材料的最

终处理未来几年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沉重的环境负担。

据估计，每台风机大约需要用到 4 吨左右的复

合材料。因此，要回收那些报废掉的风机叶片就意

味着有成千上万吨难以降解的环氧树脂材料亟待处

理，这对生态环境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些

热固性材料很难回收，并且在有些情况下也不具有

经济可行性。目前，报废的叶片大多被送到了垃圾

填埋场，或是切割成小块作为煤的替代燃料进行发

电，或者简单的露天堆放。这些处理方法从生态和

经济性的角度考虑显然都不是理想选择。如果不妥

善处理，垃圾填埋场被废旧的叶片材料填满将只是

时间问题。

创新型复合材料：赋予废旧叶片新的生命

但是，如果这些叶片材料可以实现回收，并且

用于制造新的叶片呢？那将必然是另一种局面。

目前，风机叶片复合材料有些被尝试回收用作

水泥厂的协同处理，其中的玻璃纤维和填充物材料

可以部分替代水泥的原材料，而有机物部分可以用

来替代煤作为燃料。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机械回收、溶剂和高温分

解的替代技术也在开发当中，这些将对风机叶片的

回收带来更多的选择。

要解决叶片的回收难题，一家名为 Ark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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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洲企业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方案。该公司是一

家创新型材料提供商，研制出了一种名为 Elium®

的液态热塑性树脂，能够为叶片制造商提供可回收

的叶片材料。

据 Arkema 公 司 Elium® 产 品 的 开 发 经 理

Guillaume Clédat 介绍，Elium® 树脂所具备的

一些特性使其成为风机叶片复合材料的绝佳选择，

不仅具有更高的抗冲击性，有利于提高风机性能，

还具有可回收性，更利于保护环境。

Elium®树脂由于具有热塑性和流动性的特点，

因此在制造叶片时无需更换原热固性材料叶片的生

产模具，并且由于其在环境温度下即可成型，无需

对模具进行加热，因此更加节能。有些情况下甚至

可以利用其热塑性对一些部件进行熔接组装，从而

大大节省了生产时间和制造成本。Arkema 公司用

其制造的一个 13 米长的原型叶片已经显示出 20%

的成本节省效果。

此 外，Arkema 公 司 还 计 划 对 其 用 Elium®

树脂制造的一个 25 米的原型叶片进行材料分解，

以演示其可回收性和重塑性特征。Guillaume 解

释称，整个回收过程将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将叶

片分割成小块，第二步将这些小块研磨成颗粒，第

三步加热研磨颗粒以将其分解成 Elium® 树脂和玻

璃纤维。“我们将着手开发一套有竞争力的树脂高

效回收过程，争取将其还原到与原始树脂同等的重

量，”Guillaume 说到。    

风电行业是可再生能源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一直处复合材料应用的最前沿，追求环境的可

持续性。推动风电行业向前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够持

续发挥风机带来的清洁效益，不管它们是在运转还

是已经退役。希望未来有更多类似 Arkema 所提出

的诸多环境友好型风机回收解决方案能够在市场中

应用并且得到鼓励，为了我们更清洁的未来。

【作者：赤洁乔 / 材料提供：Arkema 公司】

https://www.arkema.com.cn/cn/%3F_ga%3D2.24564287.427629254.1576490978-212790651.157475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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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0 年
七种突破性电池技术将具有成本竞争力

平价电池技术时代的到来

比专家们先前预计可能的要快。

得益于大规模的投资、快速的

性能改进和不断下降的价格，

突破性电池技术有望在 2030

年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并颠覆能源系统。

仅在 2019 年上半年，投

资者就向电池技术企业投入了

超过 14 亿美元，使全球能源转

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

实现。来自制造业的大约 1500

亿美元加上之前的以及计划到

2023 年的投资，正在为可再生

能源和电动汽车（EVs）铺平

道路，彻底改变我们的能源系

统，并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根据洛基山研究所（RMI）的一份报告，快速的性能改进、不断下跌的价格以及大规模的投
资正使我们的储能和运输加速迈向一个化石燃料被电池全面削弱的时代。Charlie Bloch、James 
Newcomb、Samhita Shiledar 和 Madeline Tyson 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对 7 种电池技术进行了预测：
包括当前热门的锂离子以及锂金属、锂硫、锌、高温、液流和大功率电池技术。该报告的作者们表示，
这些技术结合起来，将影响整个市场，从几乎所有类型的电动交通到长时段的电网存储。但他们最
后警告称，仅凭这些技术的成本下降仍不足以达到气候目标。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建设基础设施，
并在世界各地创造市场，从电动汽车快速充电到可再生能源电网。而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监管
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像电池技术一样迅速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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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3 年，资本成本将减少一半以上

RMI 的最新报告《突破性电池：为清洁电气化时

代提供动力》显示，随着对电动汽车、并网储能和其

他新兴应用需求的增加，为突破性电池领域的进一步

投资和研究创造了积极的反馈循环，成本和性能的改

善很快超过了预期，为其大规模普及创造了条件。现在，

分析师预计，从 2018 年到 2023 年，新电池制造的

资本成本将下降一半以上。

这一势头正在打开新的市场，推动锂离子（Li-ion）

和其他电池技术跨越传统技术的竞争门槛，发展速度超

过预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尽管锂离子电池仍然是领

先的电池技术，但接近商业化的替代电池技术将是加

速和扩展气候决定性解决方案的关键。例如，锂离子

的替代品可能更适合于诸如长期储能、重型卡车运输、

航空和电动汽车快速充电基础设施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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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金属、锂硫、锌、高温、液流、大功率电池技术

目前，其他六类电池技术在 2025 年前实现商业化生产的潜力巨大。（在报告中，

RMI 列出了每一种产品的商业化途径，并对早期进入大众市场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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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将比化石燃料储存 /

运输系统更具优势

我们有充分地理由相信，

未来电池技术及其应用将更加多

元化。先进的电池技术有能力在

短期内超越许多化石燃料能源系

统，并能帮助我们按时或提前实

现雄心勃勃的碳减排目标。这些

技术在多个市场领域都有发展机

会，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环境和经

济效益。

只靠成本下降

不足以达成气候目标

目前的投资，加上成本和

性能的改善，使电池行业走上了

快速成功的道路，但继续保持领

导地位仍将是发挥其潜力的关

键。投资者、监管者、政策制定

者和其他能源行业的参与者可以

通过采取打造电池生态系统的方

法来支持对新兴技术的投资和对新电池应用的需求，从而使自身始终保持

在变革的前沿。

以系统为基础来合作开发电池市场的方法将是实现经济和气候相关目

标的关键。RMI 的报告概述了电动交通和电网存储市场实现平稳过渡应主

要考虑的因素，并提出建议。通过开展合作，支持突破性的电池技术取得

成功，能源行业的领导者们可以加速推进向有弹性、清洁和负担得起的能

源系统的转型，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机会。

突破性的电池技术可能会大大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比许多市场参与

者意识到的要快得多。你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本文由 Energy Post 和 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授权转载。
                                                                                                                        孙迪 / 译

https://energypost.eu/the-7-battery-technologies-that-can-be-cost-competitive-by-2030-for-evs-to-gr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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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种碳补集
利用方法的比较分析

我们是否可以将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的主

要原因）转化为有价值的原料？这一问题首次出现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出现的石油危机使人们寻

求替代稀缺石油的材料。

这种想法在气候问题引发的循环经济思想浪潮

中重新浮出水面，解决方案倾向于碳捕集技术。但

是大家对二氧化碳利用的看法并不一致。

理解欠佳意味着策略欠佳

新方法在不断涌现。关于“避免 CO2”、“去

除 CO2”或“减少 CO2 排放”这些概念很容易混淆，

并且公司和政府在不掌握大局的情况下就开始投资

各种候选技术。

从新的能源角度考虑，我们着手确定二氧化碳

的利用量、二氧化碳消除和减少排放量之间的关系

以及此类技术是否能够盈利或是否具有扩展性。

作为一个团队，我们代表经济学家、工程师、

化学家、土壤科学家和气候建模者，考虑了有关二

氧化碳利用的各种观点。迄今为止，我们的研究是

有关二氧化碳不同使用方式的相对规模和成本的最

全面的研究。

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碳捕集、封存和利用（CCUS）技术。为此，本文研究了 10 种方法，

并且预估了到 2050 年每种方法将从大气中吸收多少二氧化碳以及每吨成本。两位作者分别是牛

津大学的 Ella Adlen 和 Cameron Hepburn，他们的论述范围涵盖工业（例如 CO2-EOR、合成燃料）

到生物（例如林业、土壤碳固存）。他们说，到现在有六种可能具有成本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技

术，即二氧化碳化学品、混凝土建材、CO2-EOR、林业、土壤固碳和生物炭；四个技术还有待发展，

即二氧化碳燃料、微藻、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强化风化。这很重要，因为每项技术愈发成熟

之后才有整个行业的未来。作者指出，他们的成本可能被高估了，要预测未来几十年的技术突破

并非易事。但是，某些方法的可扩展性，捕获的持久性以及未来能源组合的清洁度方面也存在很

大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需要被快速解决，因为没有成功的碳捕集、封存和利用技术就不会

实现成功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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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二氧化碳利用”？

从常规角度上讲，“二氧化碳利用”是一种工

业过程，即利用高于大气浓度的二氧化碳来生产具

有经济价值的产品。CO2 可以通过化学反应转化为

材料、化学品和燃料，也可以直接用于提高石油采

收率等过程中。

这个定义有其历史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二氧

化碳利用方式。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如何使

用天然碳（植物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制得的碳）作

为原料来生产有价值的产品。二氧化碳利用技术（例

如土壤碳固存）可以通过提高作物产量的能力来产

生经济价值。

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研究了 10 种特定的二

氧化碳的利用途径，且考虑了碳如何绕地球球体流

动以及最终到达何处之后得到了最佳分类方式（如

下图所示）。

二氧化碳存储方式：开放、封闭或循环

这显示了将二氧化碳存储在自然系统（例如森

林）中的“开放式”利用方式（紫色箭头），这些

自然系统可以非常快地从碳汇转变成碳源。诸如建

筑材料之类的“封闭式”利用方式（红色箭头）提

供了近乎永久的二氧化碳存储方式。最后是“循环”

利用方式（黄色箭头），例如基于 CO2 的燃料，可

在短时间内转移碳。

人类和自然世界周

围的二氧化碳存储量和净

流量（大的浅蓝色箭头），

包括 10 种已编号的潜在

利用和清除途径。彩色箭

头标记分别表示碳源或碳

汇 的 开 放 系 统（ 紫 色 箭

头）、用于永久存储的封

闭系统（红色）或仅用于

临 时 转 移 碳 的 循 环 路 径

（黄色）。

资料来源：
Hepburn 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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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气候变化 + 经济收益

上图所示的十个 CO2 利用途径都具有经济收

益且具备改善气候的潜力。

二氧化碳利用的好处可以通过两种主要方式体

现：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清除和长期储存，同时减少

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使用 CO2 来制造有价值的

产品也有可能抵消改善气候变化所投入的部分成本。

据我们估计，与全球每年 400 亿吨 CO2 的排

放量相比，乐观的话我们每年可利用超过 100 亿吨

CO2，每吨的利用成本还不足 100 美元。

上述 CO2 利用中大部分与开放和封闭方式的

中长期存储有关。但是，要实现如此高的利用率，

还需要克服一些问题和挑战。

CO2 利用技术并不意味着气候改善

此外，即使成功利用了 CO2，也不一定意味着

它将对气候有利。如果在没有适当考虑的情况下进

行操作，则与其他清除或存储二氧化碳的方法一样，

二氧化碳利用可能根本不会有助于气候改善。

可能出现的问题不仅包括直接的二氧化碳排

放，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直接和间接的土地

利用变化、其他部分的排放、泄漏量（当其他部分

的排放量随之增加时）和非永久性处理（当排放仅

被延迟而不是永久避免）。

由于这些问题，实施 CO2 利用技术是否有利

于气候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

能源：二氧化碳利用技术可能会消耗大量能源。

这种能源必须是可再生的（直接来自太阳或通过可

再生技术）。

更广泛的脱碳背景：其中某些技术仅在全球脱

碳过程的某些阶段具有缓解作用。例如，在能源和

运输系统脱碳之前，可以在短期内使用提高石油采

收率来封存二氧化碳。

规模：为了对全球 CO2 量产生显著影响，利

用途径需要具备迅速扩展的潜力。气候行动的窗口

很小，在所需时间内建立一个全新的二氧化碳利用

行业并非易事。

永久性：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将是永久去除大气

中二氧化碳或永久替代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

10 种途径及其前景

下面，我们比较了不同二氧化碳利用途径的潜

在规模和成本。总体而言，二氧化碳利用潜力有可

能实现大规模、低成本地运行，这意味着其将来有

望成为大生意。

2050 年的规模评估包含结构化评估、专家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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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和大型范围审查。我们的成本估算是盈亏平衡成

本，即已将收入考虑在内，且最后以四分位数间距

呈现结果。这意味着成本是前瞻性的，并且可能低

估了它们实现规模经济的能力。负成本意味着该流

程在当前的假设下是有利可图的。

CO2 化学品

使用催化剂并通过化学反应将 CO2 还原为其

组成成分，用来生产甲醇、尿素（用作肥料）或聚

合物（用作建筑物或汽车中的耐用产品）等产品。

在 2050 年能够利用 3 至 6 亿吨 CO2，成本为每吨

二氧化碳 -80 美元至 300 美元。

CO2 燃料

将氢气与 CO2 结合来生产包括甲醇、合成燃

料和合成气在内的碳氢化合物燃料可能会占领巨大

的市场。但是在现有的运输基础设施上成本很高。

到 2050 年，CO2 燃料每年可利用 10 至 42 亿吨

CO2，但每吨 CO2 的成本将高达 670 美元。

微藻

多年来，使用微藻高效固定 CO2，然后加工生

物质以生产燃料和高价值化学品等产品一直是研究

工作的重点。利用复杂的生产经济学计算方法，每

吨二氧化碳的成本在 230 美元至 920 美元之间，

而 2050 年的利用率为每年 2 至 9 亿吨 CO2。

混凝土建筑材料

二氧化碳可用于“固化”水泥或集料的制造。

这样便可以实现一些二氧化碳的长期储存，并有望

取代排放量大的传统水泥。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但监管环境充满挑战，我们估计 2050 年的

利用和储存潜力为 1 至 14 亿吨 CO2，目前每吨的

利用成本为 -30 至 70 美元之间。

CO2- 提高石油采收率

将 CO2 注入油井可以提高石油产量。通常，

经营者会最大限度地提高从油井中回收的石油和二

氧化碳量。但至关重要的是，进行提高石油采收率

的操作才有可能确保注入和储存的 CO2 量要比最

终成品油消耗时产生的 CO2 量多。我们估计，到

2050 年每年可以使用 1 至 18 亿吨 CO2 并以这种

方式存储，每吨 CO2 的成本在 -60 美元至 -40 美

元之间。

生物能碳捕集与封存技术 (BECCS)

在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中，经营者通过

种植树木来捕获 CO2，通过生物能源发电并隔离产

生的排放物。粗略估算一下电力收入，我们估计每

吨二氧化碳的使用成本在 60 到 160 美元之间。到

2050 年，每年大约可以使用 5 至 50 亿吨 CO2 并

以这种方式存储。这虽然低于 BECCS 先前发布的

一些估计值，但是考虑了其他可持续性目标的部署

水平。

强化风化

压碎诸如玄武岩之类的岩石并将其散布在陆地

上可能导致大气中 CO2 加速形成稳定的碳酸盐。在

农业用地上这样做可能会提高单产。但是，该途径

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尚未对此进行 2050 年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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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

来自新森林和现有森林的木材都

是一种经济上有价值的产品，可以潜在

地将二氧化碳存储在建筑物中，并以此

取代水泥的使用。我们估计，到 2050

年以这种方式最多可以利用 15 亿吨

CO2，每吨 CO2 的成本在 -40 美元至

10 美元之间。

土壤固碳

利用土壤固碳的土地管理技术不

仅可以将 CO2 储存在土壤中，还可以

提高农业产量。我们估计，到 2050 年

以增加产量的形式使用的 CO2 每年可

能高达 9 至 19 亿吨 CO2，每吨 CO2

的成本为 -90 至 -20 美元。

生物炭

生物炭是被“热解”的生物质：

在高温下低氧水平下燃烧的植物材料。

在农业土壤中使用生物炭有可能将农作

物的产量提高 10％，但是很难生产出

一致的产品或预测土壤反应。我们估

计 2050 年生物炭可利用 2 至 10 亿吨

CO2，每吨 CO2 的成本约为 -6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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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及费用的对比

下面的汇总图显示了每个途径可以使用二氧化碳量的估算值（每

列的宽度）以及相关的收支平衡成本（每列的高度）。

下图反映了到 2050 年将投资、采用和技术改进等考虑在内之后

的结果范围。阴影表示技术成熟度，范围从低或可变（淡阴影） 到较

高（深阴影）。星号是指二氧化碳存储的持续时间，从数天或数月（单

个星号）到几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三个星号）不等。

下图显示，到 2050 年二氧化碳利用可能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某些利用途径本身有望实现盈利。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

这些资金来改善气候。

但是，这些图表还强调了该潜力的巨大不确定性以及挖掘潜力的

潜在成本。为了成功地利用 CO2 来应对气候变化，必须解决这些不

确定性以及潜在的的挑战，其中包括能源强度和碳储存的持久性。

                                                 本文由 Energy Post 和 Carbon Brief 授权转载。
                                                                                                             孔燕 / 译

上面两个图表展示了不同途径的二氧化碳利用预估潜力和收支平衡成本。常规途径（灰色）是工业利用方法。
非常规途径（绿色）是生物利用方法。TRL 指的是技术准备水平，范围在 1 到 9 之间。SCS 为土壤固碳；EOR
为提高石油采收率；BECCS 为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DME 是二甲醚（一种二氧化碳燃料）。随着技术的进步，
这些成本和规模潜力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资料来源：Hepburn 等（2019）。

https://energypost.eu/10-carbon-capture-methods-compared-costs-scalability-permanence-clean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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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A《氢能未来》
             报告精粹摘要

应 20 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日本的要求，国际能源

署（IEA）准备了一份对氢能发展及其在未来清洁能源和工业中

可能发挥的作用的评估报告。以下是一些要点，涉及氢能风靡一

时的原因、氢能的生产方式、氢能在当前和未来潜在用途、氢能

的储存、传输和分配方式、氢能增长政策设计的重点，最后是关

于中国和欧盟氢能发展的简短说明。

点击此处，获取 IEA《氢能未来》报告全文。

        科 技

https://www.iea.org/reports/the-future-of-hyd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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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氢能 

▲ 在清洁能源未来的竞争中，氢能

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因为：

◆ 有多种低碳的生产途径

◆ 其使用不产生污染物或温室气体

排放

▲ 氢是能源载体而不是能源来源，

所以它需要初始能源作为输入来源。可持

续氢能必须确保其是由低碳能源生成。

◆ 目前几乎所有的氢都来自于化石

燃料：每年产生约 830 公吨的二氧化碳

排放。

◆ 目前生产的 70 公吨氢气中，有

76% 来自天然气，23% 来自煤炭，仅

0.7％来自可再生能源或配有碳捕获和储

存功能的化石燃料。

▲ 氢气质量轻，可储存，易反应，

单位质量的能量含量高，且可以工业化生

产。

◆ 高能量：作为一种运输燃料很有前

途。

◆ 质量轻：需要比其他燃料更多的

量；给长距离的传输和运输带来挑战。

◆ 通过提高能量密度来解决轻量化

问题的方法：压缩、液化和转化为氢燃料。

▲ 一旦可再生能源得到充分普及，

低碳氢和低碳电力就可以协同工作。

◆ 与电不同，氢不受能源供需不匹配

的影响，可以储存。

◆ 因此，它可以增强整个系统的能源

安全且不需要取代低碳电力发展。

▲ 对于依赖化石燃料的行业来说，

氢是一种新兴的低碳替代品，因为它可以

被储存、燃烧，并在与天然气、石油和煤

炭相近的化学反应中结合。

◆ 这些依赖化石燃料的工业包括：航

空、航运、钢铁生产、化学品制造、高温

工业热能、长距离运输和建筑供热。

▲ 氢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除了气候

原因外，还有很多原因。它可以：

◆ 通过减少对特定燃料的依赖来加

强能源安全。

◆ 加强偏远地区的能源供应。

◆ 减轻空气质量差造成的不良健康

后果。

为那些率先进行氢能创新应用和建

设的人提供经济机会。

（更多相关内容，详见原报告 2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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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氢方法及成本 

氢的储存、运输及分配

▲ 三 种 制 氢 方 法 包 括 蒸 汽 甲 烷 重 整

（SMR）、煤的气化和电解。

◆ 蒸汽甲烷重整（SMR）是最普遍的方法。

它的低成本和现有设施的扩展意味着它很可能

在不久的将来仍然是最流行的制氢方法。SMR

制氢厂必须使用碳捕获、利用和储存（CCUS）

来生产低碳氢气。

◆ 煤的气化是煤制氢的主要方法。其二氧

化碳排放强度是天然气的两倍。

▲ 目前大部分氢气储存在小型系统中，因

为 85% 的氢气生产是供现场使用。

◆ 不同存储系统的关键考虑因素包括：容

量需求、存储所需的时间长度和必要的释放速

度。

▲ 小型系统的首选存储方式：储存压缩或

液化氢的容器。

▲ 大型、长期系统的首选存储方式：地质

存储，包括盐穴、枯竭的天然气或石油层、含

水层。

（更多相关内容，详见原报告的第 67 页，氢气混合及其潜在挑战详见报告第 71 页。）

（关于制氢方法部分详见原报告 37 页，新兴技术详见原报告 41 页。）

◆ 随着可再生能源电价的下降，水电解有

可能产生低碳氢。这一过程利用电流将水分解

成氢和氧，但目前只占氢能产量的 1%。

◆ 甲烷分解、SMR 重新设计，以及利用

太阳能分解水等新兴技术目前处于研究的早期

阶段。

▲ 对氢生产价格影响最大的是燃料成本，

如煤和天然气。

▲ 目前正在研究探索利用现有的天然气管

道将氢气与天然气混合的可能性，以避免开发

专门适合氢气的新基础设施的高资本成本。

▲ 通过将氢气压缩和转化为液体燃料可以

规避其低能量密度带来的输送和分配挑战。

▲ 在小于 1500km 的距离之内，在有需

求的地方修建管道是当地氢气输送的最佳选择。

▲ 在 1500km 以上的距离，将氢作为氨

或液态有机氢载体（LOHC）运输更具成本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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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当前用途

▲ 纯氢用作能源载体或工业原料。目前大多

数氢的使用集中在工业应用中。最常见的用途是：

o 炼油 33%，氨 27%，甲醇 11%，钢铁 3%

▲ 氢的混合形式被称为氢基燃料和原料，包

括合成甲烷、合成液体燃料、甲醇、氨等。混合

形式的高能源密度和现有的运输、储存和配送基

础设施的使用是有利的，特别是在没有其他低碳

选择的情况下，但以目前的价格，这些转换是不

经济的。

▲ 氢能可以用来替代现有的燃料，也可以和

电一起使用。氢燃料下一步潜在推广方向：

◆ 已使用氢能，但可使用较清洁的生产方法

◆ 在还未涉足的领域中应用氢能

▲ 工业氢的使用：钢铁和高温加热行业在未

来几年低碳氢增长方面具有特别的潜力。

▲ 氢在工业应用之外的潜在用途：

◆ 海运和空运，因为这些领域可选择的低碳

燃料有限。

◆ 建筑业，将氢气混合到现有的天然气网络

中。

◆ 发电

（更多相关内容，详见原报告第 89 页，氢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以及低碳氢在未来的潜在作用详见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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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欧盟的氢能发展

促进氢能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价值链

中 国

▲ 计划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市扩大

氢能运输。武汉作为中国第一个“氢能城市”，

其目标是 :

◆ 到 2025 年将有 100 家企业参与燃料电

池的生产；到 2025 年，建成 300 个加氢站；

到 2020 年，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FCEVs) 数

量将达到 5000 辆；到 2030 年将有 100 万辆

FCEVs 上路行驶。

▲ 中国政府已经在燃料电池技术开发上投

资了 120 亿美元，目前广东正在建设一个耗资

17.7 亿美元的氢汽车工厂，预计今年投产（《亚

洲时报》2019 年版）。

欧 盟

▲ 欧盟委员会 2018 年发布的 2050 年长

期脱碳战略包括通过发展氢能减少碳排放。

▲ 建立“氢能源网络”平台，加强成员国

之间的氢能发展交流。

▲ 由 欧 洲 国 家 和 伙 伴 组 织 签 署 的《 林

茨 氢 倡 议 》(Linz Declaration " Hydrogen 

Initiative ") 鼓励在可持续氢能技术领域开展合

作。

▲ 精心规划建立氢供应链和基础设施，将

在交付周期长的行业取得积极进展，以确保实

现长远的气候目标。

▲ 展望 2030 年，四个最有机会扩大氢能

规模的价值链是：沿海产业集群、现有的天然

气基础设施、车队和氢能的第一条运输航线：

◆ 沿海产业集群：在已有氢气工业中心的

地方促进氢气增长。

◆ 天然气基础设施：通过在现有天然气基

础设施中融入部分氢能，可以增加氢能需求，

加速其增长。

◆ 车队：氢供应基础设施、加氢站和车辆

制造需要同步发展，以避免部署延误。

◆ 氢运输航线：能源贸易需要几十年才能

充分发展，因此早期的贸易刺激将有利于未来

氢能的发展。

▲ 围绕氢能整个价值链的政策设计重点在

于：

◆ 确立目标和 / 或长期政策信号

◆ 支持需求创造

◆ 降低投资风险

◆ 推动研发、战略示范项目和知识共享

◆ 统一标准，消除障碍。

（本部分的信息摘自原报告以及 2019 年《亚洲时报》文章。）

【本材料由 ICF 北京气候与能源实习生 Kristina Schagane 总结和整理】

（关于本部分详见原报告第 167 页，关于上述 5 种政策必要性的更多信息，详见第 176 页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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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据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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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0 月中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一览表

指 标 名 称 计算单位
本月 本月止累计

同比（±、%）
同比（±、%、

百分点）
全 国 发 电 量 亿千瓦时 5714 4.0 58742 3.1

     其中 : 水 亿千瓦时 1074 -4.1 10013 6.5

               火 亿千瓦时 3970 5.9 42041 1.1

               核 亿千瓦时 288 5.4 2826 19.3

               风 亿千瓦时 335 16.9 3250 9.7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5790 5.0 59232 4.4

     其中 : 第一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66 9.1 647 5.2

               第二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4008 3.4 39867 3.0

     其中 : 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3938 3.3 39142 2.8

               第三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947 14.5 9941 9.3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亿千瓦时 769 2.7 8777 5.9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容量 万千瓦 186893 5.8

     其中 : 水 电 万千瓦 30894 1.3

               火 电 万千瓦 117391 4.8

               核 电 万千瓦 4874 20.3

               风 电 万千瓦 19922 12.2

全国供电煤耗率 克 / 千瓦时 309.7 -0.5

全国线路损失率 ％ 5.28 -0.51

全国供热量 万百万千焦 349399 -0.6

全国供热耗用原煤 万吨 20160 2.6

全国供电量 亿千瓦时 52003 5.4

全国售电量 亿千瓦时 49257 5.9

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 小时 3157 -55

      其中：水电 小时 3244 162

                 火电 小时 3495 -100

                 核电 小时 6040 -159

                 风电 小时 1688 -36

全国发电累计厂用电率 % 4.7 0.004

      其中：水电 % 0.3 0.01

                 火电 % 6.0 0.02

电源工程投资完成 亿元 2065 7.6

      其中：水电 亿元 611 29.4

                 火电 亿元 415 -27.8

                 核电 亿元 236 -30.9

                 风电 亿元 708 79.4

电网基本建设工程投资完成 亿元 3415 -10.5

发电新增设备容量 万千瓦 7117 -1867

      其中：水电 万千瓦 292 -416

                 火电 万千瓦 3237 539

                 核电 万千瓦 409 -63

                 风电 万千瓦 1466 20
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 ( 交流 ) 万千伏安 18098 -1152
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线路长度 千米 25595 -5688

注 :1、以上数据来源于国家能源局、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从 2018 年 5 月开始，三次产业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修订 < 三  次产业划分规定 (2012)>
的通知》（国统设管函〔2018〕74 号）调整，为保证数据可比，同期数据根据新标准重新进行了分类。3、“电源工程投资完成”统计口径为全国主要
发电企业电源投资数据。4、本年新增火电装机统计口径包含应急调峰储备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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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体制改革

中国能源和电力政策演变

中国电力改革历程

来源：ECECP 中国电力市场专题研讨会

演讲人：国网能源研究院 马莉

来源：ECECP 中国电力市场专题研讨会

演讲人：华北电力大学 袁家海 

时期 能源经济特征 电力政策特征

1979-1991
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
加大能源建设，扩大能源供给量

火电为主、水电补充，火电以小机组为主

1992-2002
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强调可持续发展，实施节能减排政策

全力保障电力供应，72.8% 的新增机组为火电，
引进和开发大容量机组

2003-2012
经济高速增长。着力提高能效，
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火电实施“上大压小”政策，大幅提高能效标准；
可再生能源从无到有

2013- 至今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建设生态文明，严控能源消费总量，
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发展

清洁煤电高效发展；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
电力结构不断优化；实施供给侧改革



55

            数据与事实

中国电力市场建设现状

电力体制改革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ECECP 中国电力市场专题研讨会

演讲人：国网能源研究院 马莉

来源：ECECP 中国电力市场专题研讨会

演讲人：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熊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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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清洁能源转型的

政策和市场设计

新可再生能源指令

（RED II）：

可再生能源市场
及适应市场的可
再生能源 

来源：ECECP 欧盟可再生能源市场研讨会

演讲者：欧盟能源总司 Tudor Constantinescu

电力市场设计：

优先考虑哪
些问题？

来源：ECECP 欧盟可再

生能源市场研讨会

演讲者：欧盟能源总司

Tudor Constantines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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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一揽
子计划（CEP）
监管框架下的
电力市场设计

整合不同的
经济部门

来源：ECECP 欧盟可再

生能源市场研讨会

演讲者：佛罗伦萨法规学

院 Jean-Michel Glachant

来源：ECECP 欧盟可再

生能源市场研讨会

演讲者：欧盟能源总司

Tudor Constantines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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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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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ECECP 2020 年研讨会预告

欧盟促进和整合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经验
2020 年 1 月 8 日

暂定议程

时间 日程

10:00 – 10:30

欢迎辞

◆ 待定，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

◆ 待定，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

10:30 – 11:30

欧盟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的相关经验（1）

主讲人 :  欧盟能源总司代表

◆ 欧洲近年来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政策

◆ 政策制定：研究及磋商

11:30 – 12:30

欧盟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的相关经验（2）

主讲人 :  Monique Voogt, SQConsult

◆ 欧盟成员国经验 - 最佳实践

12:30 – 14:00 午餐

14:00 – 15:00

欧盟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整合的相关经验（1）

主讲人 : Roberto Lacal Arántegui，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荷兰分部可再生能源专家 

◆ 技术角度

15:00 – 16:00

欧盟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整合的相关经验（2）

主讲人 : Christian Romig，Pvory Consulting 咨询主管

◆ 对中国的启示

16:00 – 16:30 茶歇

16:30 – 17:30

中欧可再生能源投资

苏伊士环能、法国电力公司、道达尔、壳牌公司代表

◆ 投资者角度

17:30 – 18:00 总结

18:00 – 20:00 晚餐 /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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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ESIE2020  国际储能峰会暨展览会

时间：2020 年 4 月 15 日 -17 日

地点：北京亦庄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方：中关村储能产业联盟 CNESA

活动：会议、会展、创新大赛

官网：http://www.esexpo.org

2020 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展览会暨论坛

时间：2020 年 5 月 24 日 -27 日

地点：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会）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展）

主办方：19 家国际组织联合主办

类别：会议、展览

同期活动：国际储能和氢能及燃料电池工程技术大会暨展览会

官网：http://www.sne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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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国际会议
(ICRESG 2020)

时间：2020 年 4 月 9 日 -12 日

地点：中国成都

主办方：香港机械工程师学会

类别：学术研讨会

官网：http://www.icresg.org/

2020 中国 ( 上海 ) 国际风电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时间：2020 年 4 月 15 日 -17 日 

地点：上海光大会展中心

指导单位：商务部、科技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类别：会展、会议

官网：http://www.gdz-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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