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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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本刊所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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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ECP 旗舰项目：ENTSO-E 中国电网规划模型展示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的分析与建议

可再生能源有望加快工业领域脱碳进程

电池未来挑战：快充、V2G、续航、二次利用

电力新时代需要现代化的收费方式

欧洲新氢能战略：迷题待解

《中国电力供应安全的经济分析与保障路径研究》
 报告精粹提要

数据与事实：
中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2020 年 1-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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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读者：

时光飞逝，中欧能源杂志 2020 年秋季刊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一直致力于促进欧盟和中国

能源领域的交流合作。

2020 年 6 月，ECECP 出版了三份重量级报告：《中欧能源系统整合间歇性可再

生能源：政策考量》、《支持中欧可再生能源发电建设：政策考量》、《中欧电力市

场和电力系统：更好地整合清洁能源资源》。这些报告是按照《关于落实 2019 年中

欧能源合作联合声明》中宣布的活动编制而成。

就在不久前，2020 年 9 月 17 日，ECECP 促成了邀请欧盟委员会能源总司内部

能源市场理事会电力和天然气批发市场部门总监 Florian Ermacora 博士在中国电机工

程学会 (CSEE) 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委员会、电力市场专业委员会联合年会暨国家电

力交易机构联盟电力市场高峰论坛上就“欧洲电力市场设计”主题发表演讲。近 300

名与会人员现场聆听了 Ermacora 博士的主旨发言。

会议还采用了视频直播的方式，有超过 5800 人在线观看了 Ermacora 博士的精

彩演讲。

此次活动的演讲嘉宾均为来自中国电力行业的知名专家，包括来自中国国家电

网、国家电力调度中心、区域电力交易中心的高层代表，以及来自中国一流大学的教

授和学者。

ECECP 很荣幸能在这次欧盟与中国电力市场行业的重要交流活动中发挥作用。

ECECP 项目团队与杭州会议主办方的技术团队进行对接，并成功融合了来自北京的

中文同声传译服务。Ermacora 博士在布鲁塞尔与会议室进行现场连线，而直播协调

则是在香港进行的。这真是一场连接全球的盛会。

衷心希望您喜欢 ECECP 团队在本期中欧能源杂志为您准备的文章。

Flora Kan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 执行主任

http://www.ececp.eu/en/integrating-renewables-cn/
http://www.ececp.eu/en/integrating-renewables-cn/
http://www.ececp.eu/en/promoting-renewables-cn/
http://www.ececp.eu/en/electricity-market-eu-china-cn/
http://www.ececp.eu/en/electricity-market-eu-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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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ian Ermacora 博士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发表“欧洲电力市场设计”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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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0 余人在线观看了 Florian Ermacora 博士的精彩演讲。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对于促成此类中欧能源领域的重要国际

交流活动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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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ECP 旗舰项目：
ENTSO-E 中国电网规划模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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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 20多年里，欧盟通过

了一系列的一揽子立法计划，在电

力部门引入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

最后一个是 2018 年通过的“人人享

有清洁能源”计划。正如佛罗伦萨

法规学院院长 Jean-Michel Glachant

教授在为中欧能源合作平台落实联

合公报报告中撰写的序言中所指出

的那样：“中国和欧盟有很多共同

之处，有很多挑战可以共同商讨，

也有很多做法可以分享，特别是在

电力领域。例如，中国在可再生能

源发电投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同

时也是全球领先的光伏电池板制造

大国；而欧盟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

量上增长迅速，是风机的主要产地。”

在此背景下，中国电力市场和

电网规划方法正在进一步发展，欧

洲输电系统运营商联盟的电网规划

方法对于中国而言既为相关又极富

参考价值，可以证明先进的成本效

益分析方法 (CBA) 的执行效果。在

规划一个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大型

系统时，中国国家级电网规划的制

定者和 ENTSO-E 的任务是相似的。

该项目是中欧能源合作平台

(ECECP) 的一部分，总体目标是为

中国电网顶层规划的现代化提供支

持。该项目将借鉴中国和欧洲现有

的情景和建模框架，重点是电网规

划过程中的市场建模和成本效益分

析，并将展示电网规划与电力市场

改革之间的关键联系。该项目旨在

提供 ENTSO-E 方法论的实际经验以

供借鉴，而不是为中国制定一份输

电规划。

一个有欧盟和中国组成的联合

小组负责该项目的实施。欧方团队

由 EA Energy Analysis 的 Peter Borre 

Eriksen 领导，中方的合作伙伴是中

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CNREC)、

国网能源研究所 (SGERI) 和中国

电力企业联合会 (CEC)，他们将把

ENTSO-e 的方法独立应用到其自身

的电网规划分析内部模型中。通过

这一项目，中方合作伙伴将对欧盟

如何实施电网规划、未来电力市场

改革将如何影响中国电网规划以及

ENTSOs 电网规划方法将如何支持

中国电网发展等问题有更深刻和细

致的了解。

该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启动，

并将于 2021 年夏季完成。由于新

冠疫情的原因，项目启动研讨会于

2020 年 3月 17 日至 19 日以网络在

线会议的形式举行。来自欧盟和中

国电力行业的知名专家学者已同意

为该项目提供指导，就项目范围、

设计和交付计划提出反馈意见，并

将为确保项目聚焦正确的挑战提供

帮助和建议。

已经确认的指导小组成

员包括欧洲电力企业联合会

（EURELECTRIC）秘书长 Kristian 

Ruby、中国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

会能源研究所的 Kaare Sandholt、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执行理事长杨

昆先生的高级顾问雷晓蒙、AFRY 

Consulting 中国管理顾问 Christian 

Romig，以及 ENTSO-e 前首席执行

官、Statnett 副总裁 Bente Hagem 女

士。

我们计划在 2021 年夏季举办一

个大型的公开活动来分享此项目的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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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ENTSO-E
电网规划方法概述

ENTSO-E 采用综合、协调的

输电网络规划方法，包括数据共

享、场景开发、市场建模和电网稳

定性建模协调、综合成本效益分析

(CBA)、利益相关者参与等，其目的

是确保系统稳定，保证电力供应，

并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整合更多的可

再生能源。

总的来说，ENTSO-E 方法确保

了泛欧洲电网规划为了保障公共利

益而进行优化，并解决了不同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关系。ENTSO-E 方法

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从输电网规划的

角度认识到市场将决定电网的使用。

ENTSO-E 方法中的主要过程是场景

构建、筛选和综合成本效益分析。

【作者：Flora Kan，中欧能源合作平台执行主任

 Peter Borre Eriksen，EA Energy Analysis 项目主管

Lars Bregnbaek， EA Energy Analysis 首席建模专家 

/ 译：赤洁乔】



8

中欧能源杂志

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和国民经济中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欧能源合作

平台特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CEC）

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撰写了此篇文章，

与我们分享其对中国新公布的《煤炭法》

修订草案的出台背景、特点及其背后所

传递的信号的深刻解读。王志轩教授是

中国电力节能环保领域资深专家，是国

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在电力节

能减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燃煤电厂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等方面曾参与多项

立法、政策和标准的制订工作。ECECP

在此对王志轩副理事长及中电联的专业

态度和大力支持表示诚挚感谢！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的分析与建议

    王志轩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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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煤炭法的修订情况、定位及对本次修订背景的认识

起草形成的。

根据我国《立法法》及相关程

序规定，法案正式颁布前还需根据

公开征求意见对内容进行进一步修

改完善，然后经过有关程序上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经过

委员长会议决定或经专门委员会审

议通过后正式作为议案，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之后，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

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再由委员长

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

通过。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由国

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可见，

“煤炭法修订草案”到正式形成法

律还要经过必要的程序，还有进一

步修改完善的空间。

在能源法律建设方面，我国已

有《煤炭法》、《电力法》、《节

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石

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核安全法》

等单行法律，但作为基础性、综合

性的《能源法》虽然研究制定了数

十年至今没有出台。造成能源立法

中缺少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对各

单行法之间协调和指导。

另外，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均与能源生产和

消费活动密切相关，从我国已经出

台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

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节

约能能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

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来看，煤炭

开发利用活动受到这些法律的直接

规范。但是，与此类似的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法律仍然缺项，有关低碳

发展的要求是通过国家战略、方针、

政策来指导和规范。这些情况也说

明了《煤炭法》本身有它明确的立

法目的和应用范围，并不是一部对

煤炭活动包罗万象的法律。

从立法目的看，“煤炭法修订

草案”提出，是“为了合理开发利

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

经营及相关活动，促进和保障煤炭

行业高质量发展”。适用的范围包

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煤

炭生产、经营及相关活动”。

2、对本次修订背景的认识

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修订说

明和个人的体会，本次修订背景主

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

断深入，煤炭行业管理体制、产业

组织、市场结构等发生很大变化，

尤其是长期以来以审批为特征的政

府管理模式通过“放管服”的改革，

减少了很多前置审批事项，但事中、

事后监管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不

配套。二是煤炭工业在发展改革中

创造了许多新经验、新模式，也出

现了不少新问题，生产关系已经不

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三是党的

十九大提出了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

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1、修订情况及立法定位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

法》（以下简称《煤炭法》）最初

由原国家煤炭工业部主持起草，于

1996 年 8 月 29 日经第八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 21 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1996 年 12 月 1日正式实施。《煤

炭法》的出台，为煤炭生产经营活

动确定了法律规范，为开发利用和

保护煤炭资源、维护煤炭企业和矿

工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煤炭法》在本次修订前曾先

后进行过四次修订，并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颁布。2009 年 8 月 27 日是

第一次修订，是对其中部分条款用

语方面的修改。2011 年 4月 22 日

是第二次修订，是对第 44条关于煤

炭企业职工保险的相关规定作了修

改。2013 年6月29日是第三次修订，

是取消了煤炭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经

营许可证。2016 年 11 月 7日是第

四次修订，删除了有关开办煤矿企

业必须具备的条件及相关审批流程

的规定。本次修订是第五次修订。

根据“煤炭法修订草案”公告，本

次征求意见稿是由国家发改委、国

家能源局组织牵头，根据国家发改

委 2020 年立法计划，在财政部、自

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

部、水利部、卫生健康部委、应急部、

铁路局、煤炭安监局以及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等部门共同参与下，经过

大量调研和征求有关专家学者的意

见与建议后，经过反复研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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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体系要求。四是生态文明建设

和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对煤炭发展提

出更为严峻的挑战。五是在可再生

能源快速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压力

《煤炭法》与“煤炭法修订草案”主要差别比较表

目录 现行《煤炭法》 修订草案 修订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总则

（13 条）
同名

（17 条）

增加了高质量发展、完善有偿使用制度、安全高效方针、人才培养等内容。增加了结构优化（优
化产业结构、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淘汰落后等）、清洁高效与综合利用、建立及完善煤炭市场、
国家统筹煤炭供储销体系、建设保障煤炭安全稳定供应，以及协会组织作用的条文。取消了有关
煤炭矿务局条文。

第二章

煤炭生产开发
规划

与煤矿建设
（8）

煤炭规划
与煤矿建设

（7）

删除了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的矿产资源规划内容所涵盖煤炭资源勘查规划；删除了煤炭
生产开发规划。国家对煤炭产能实施宏观调控，实行煤矿新增产能与退出产能置换制度；规范了
中央政府煤炭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煤炭发展规划编制中的要求；规范煤炭发展规划与矿区总体
规划、煤炭产业政策相协调的要求。

第三章
煤炭生产与煤
矿安全（19）

同名
（19）

进一步扩大、细划了有关煤炭标准体系建设要求；强化了煤炭产品质量的标准建设和管理要求；
完善了安全监察、安全责任制、安全生产等内容。

第四章
煤炭经营
（9）

煤炭市场
与煤炭经营

（11）

新增煤炭市场建设、价格机制等条文，提出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层次分明、功能齐全、竞争有
序的煤炭市场体系和多层次煤炭交易体系。提出建立由市场决定煤炭价格的机制、市场主体要依
法经营、公平竞争的要求、信用建设；提出统筹供销体系，优化煤炭进出口贸易，限制劣煤进口，
建立储备体系等。

第五章
煤矿矿区保护

（5）
同名
(5)

基本未改。

第六章 无
煤炭资源利用和
生态环境保护

（8）

相关内容更加系统化，并强化了资源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增加了鼓励发展煤电联营、
开采深加工一体化，鼓励资源化利用煤矸石等固体废物、残存资源和地下空间等；鼓励煤层气勘
查开发利用、水资源利用、绿色开采、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生态修复、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建立商品煤标准，提高终端供煤质量，减少散炭分散使用，加强民用燃煤清洁化等。

第七章
（原第六章）

监督检查
（4）

同名
（6）

细化了监督监察的内容、要求。增加了建立监督检察信息系统、煤炭统计制度、信用体系建设等
内容。 

第八章
法律责任
（10）

同名
（14）

进行了相应调整。

第九章
(原第八章 )

附则
（1）

同名
（2）

增加与其他法规衔接规定。

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国际国内对中

国煤炭在经济社会、能源中的作用、

定位、发展的认识产生较大分歧，

影响到煤电规划、煤矿建设及煤炭

安全生产、供应等活动。这五个方

面的变化都呼唤着对《煤炭法》要

进行修订。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及对主要影响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将现行的《煤炭法》与“煤炭法修订草案”的主要不同列于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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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述的内容及表可以看出，

“煤炭法修订草案”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本次修订是系统、全面修

订，而不是“点”修订。相对于前

4次的个别文字和条文修订，本次

修订后共形成9章89条。包括总则、

煤炭规划与煤矿建设、煤炭生产与

煤矿安全、煤炭市场与煤炭经营、

煤矿矿区保护、煤炭资源综合利用

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责任、附则等。

比现行《煤炭法》增加1章和20条，

且对原有条文的很多内容进行了修

订。从大的方面看，修订后增加的

内容可大致概括为吸纳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成果，强化了规划标准、煤

炭市场建设、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

设、煤炭综合利用、清洁生产和生

态保护等重大方面。同时，取消过

时条款，并相应修订了法律责任等。

二是在立法目的中明确了高质

量发展的理念。1996 年《煤炭法》

出台时正值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对

煤炭需求较为旺盛的时期，立法目

的是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

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活动，

促进和保障煤炭行业的发展”。此

次修订在第一条的立法目的中增加

了为了促进和保障煤炭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内容。法中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与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经济高质

量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且将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贯穿在各章条之中。

三是更加重视发挥市场对配置

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了煤炭市

场化交易及价格机制建设。从第四

章的标题看，将“煤炭经营”改为

“煤炭市场与煤炭经营”。新增了

煤炭市场建设、价格机制等条文；

提出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层次分

明、功能齐全、竞争有序的煤炭市

场体系和多层次煤炭交易体系。提

出建立由市场决定煤炭价格的机制、

市场主体要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

要求；提出统筹供销体系，优化煤

炭进出口贸易，限制劣煤进口，建

立储备体系等内容。

四是显著增加了生态环保方面

的内容。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

总量的比重长期维持在 70% 以上，

随着能源生产革命和消费革命的推

进，近年来煤炭消费比重持续下降，

2018 年、2019 年分别为 59%、

57.7%，但煤炭消费总量仍处于高位，

煤炭仍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的基础能源。煤炭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必须走

清洁高效利用的绿色发展之路。此

次修订，专门新增了“煤炭资源综

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一章，并

丰富了多项内容，如鼓励资源化利

用煤矸石等固体废物、残存资源和

地下空间等；鼓励煤层气勘查开发

利用、开展生态修复、采煤沉陷区

综合治理；减少散炭分散使用加强

民用燃煤清洁化等（见表）。

 煤炭法的修订从立法目的看是

为了“促进和保障煤炭行业高质量

发展”，但由于煤炭行业对国民经

济发展、区域发展、人民生活密切

相关，与煤炭产业链上的各相关行

业、企业密切相关，且会传导到相

关行业。如，电力行业用煤占煤炭

消费量及中国煤炭产量的50%以上，

也是煤炭进口量最大的行业，煤炭

法的修订对电力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是必然的，不仅直接影响到煤电发

展而且通过电力系统的传导作用，

进而影响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最

终传导到电力用户。

从宏观上看，煤炭法的修订有

利于提高煤炭行业自身的安全、清

洁、高效发发展，有利于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有利于显著改善煤炭开

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利于

提高资源节约水平，有利于推进和

规范煤炭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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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显性”影响从修订背景、

目的、内容和上述对本次法律修订

的特点分析上已非常明显，不再赘

述。但是有一些“隐性”影响有必

要做进一步分析。

一是对煤炭开发成本及流通成

本变化对经济社会和其他产业的影

响分析。一方面，从推进市场化看，

煤炭行业是国家较早推进市场化的

行业，市场红利也较释放。从市场

手段看本次修订稿的主要内容看更

重要的是规范市场行为，进一步释

放市场红利的空间有限，同时也存

在着增加交易成本的可能性。从加

强安全、环保、资源节约的要求，

尤其是弥补长期以来煤炭开发中的

环境和生态欠账看，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环境效益，但同时也提高了

煤炭生产成本（同等条件下比较），

最终要传导到终端用户，造成全社

会用煤（煤电）成本提高。从环境

经济学的观点看，控制污染所增加

的成本就是要将环境影响的外部性

内部化，成本提高是合理的。同时，

由于煤炭成本的提高会增加可再生

能源的竞争力，反过来会抑制煤炭

的需求，有利于能源转型。另一方面，

全社会用能成本提高又受着经济社

会发展的制约和其他行业（如电力

行业）市场化发展的制约，前者体

现在社会承受力上，后者体现在成

本是否能顺畅传导上。这就需要加

强煤炭法与其他法律或者政策的协

调。

二是对煤炭用户的生产及经济

活动影响分析。虽然《煤炭法》的

适用范围是“从事煤炭生产、经营

及相关活动”，但不能简单地理解

为“煤炭行业”，煤炭用户如煤电

力行业必受其约束。如第六十六条：

“煤炭生产、加工、储运、销售、进口、

使用企业均应当制定必要的煤炭质

量保证制度，建立商品煤质量档案”。

从法律修订草案看，由国家、煤炭

行业和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煤炭标

准和相规定及技术规范等，都会对

煤炭的使用和交易行为产生影响。

由于“标准”是一个集合概念，不

仅包括了强制性要求的标准，也包

括推荐性标准或者供企业选择的技

术指南等，如第六十七条：“煤炭

企业和用户应当依法执行能耗和环

保标准”中的 “能耗和环保标准”

就过于宽泛。“标准”是“双刃剑”，

用好会发挥引领性作用，但用不好

在政府管理改革中国家取消的大量

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会通

过实施一些不合理“标准”，又重

新给企业套上枷锁，或者可能产生

新的行业或地方垄断行为，甚至产

生与立法目的相悖的后果。

三是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分

析。煤炭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

用和在能源中的地位在煤炭法修订

草案和修订说明中已经充分体现，

从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看，中国能

源发展煤炭仍然担当主力角色。但

也无容讳言，煤炭是高碳化石能源，

低碳发展的核心就是要逐步减少煤

炭的使用。总体看，本次煤炭法修

订的原则和主要内容都是有利于促

进煤炭应对气候变化活动的。从煤

炭发展规划到煤电联营建设、煤矿

建设、煤炭洗选加工建设、运输通

道建设等都是投资巨大的项目，具

有几十年的投资锁定效应。修订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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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第二十二条关于对煤炭的宏观调控和产能置换也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对煤炭总量的控制。尽管修订草案显著强加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但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法律规定相对偏

弱。如前所述，《煤炭法》虽然不是应对气候变化法，但是

正因为我国还没有出台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很多低碳

发展的要求是通过国家战略、规划、方针、政策体现的，如

果能够将一些要求在《煤炭法》中体现，则对于低碳发展和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是有推进作用的，且有利于煤炭企业为能

源转型及早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三、建议

一是在煤炭法修订内容中，充分体现发挥市场机制的同

时，要完善国家对重要煤炭用户价格大幅度波动的情况进行

调控和监管的内容，以及完善严厉打击对煤炭供应和价格垄

断行为的内容，保障能源供应的整体安全性。

二是建议对条文中有关标准化、标准制订、标准管理和

使用等内容进行梳理，对草案中有关标准的内容要明确概念、

准确表述及合设定。国家《标准化法》已经明确，强制性标

准是国家标准（但国家标准并不都是强制性），而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为推荐性。本次“煤炭法修订草案”中

多处提出由行业或者地方制定标准进行管理，会产生将一般

的推荐性标准通过《煤炭法》而变成强制性要求的后果。

三是进一步强化低碳发展要求内容。如在草案条文中

的“国家对煤炭产能实施宏观调控，实行煤矿新增产能与退

出产能置换制度”修改为“国家根据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要求

对……制度”。这样修改完全符合十九大报告要求。

四是在重点或者敏感地区应限制散烧煤（可以是型煤）

的使用，而不仅只是鼓励和支持减少散煤的使用。

（以上评论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

位的意见）

【作者：王志轩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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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的脱碳进展甚微，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并非依靠简单的技术就

可以实现。能效和碳捕集一直是人们优先考虑的技术选项。但是能效提升有其

局限性，而碳捕集的成本又太高。其次，政府不希望本国工业因减排推高成本

而丧失竞争力。IRENA 的 Dolf Gielen 和 Paul Durrant 认为，依靠可再生能源

技术可以有效推进工业领域脱碳进程，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利用好

可再生能源能够有望实现工业减排目标的 25-60%。在本文中，作者总结了其对

化学和石油化工、钢铁、水泥和混凝土等工业领域的研究。包括“循环经济”

战略在内的政策和流程，以及扩大尚未普及的成熟新技术的应用（例如氢直接

还原制铁技术）也将有助于促进工业节能减排。能效和 CCS 技术仍然不可或缺。

要想解决成本竞争力下降的问题，需要制定全球工业部门的协定或对关税进行

调整来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中国工业产能占全球工业商品制造业的

一半，因此与中国的合作也将变得至关重要。

可再生能源有望
加快工业领域脱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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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危机使得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下降。但

请先不要急于自满，在未来的几十

年中，我们仍将需要逐年大幅减排，

以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

这一目标凸显了制造业减排的

重要性，因为这些相关行业约占全

球能源与工业生产领域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四分之一。工业领域的减排

方案已经被研究了许多年，但低碳

解决方案的部署依旧不足，当前仅

应用于少数几个示范项目。

各国政府行动迟缓

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是，这些

工业领域的减排没有“捷径”可走，

因此，人们便将减排的注意力集中

在其他领域：例如，发电领域利用

可再生能源替代燃煤发电相较来说

更直接、更便宜。

第二个原因是碳泄漏和丧失竞

争力的威胁使得各国政府不愿采用

较为激进的监管框架，尤其是对于

钢铁制造、化工、石化和水泥制造

等能源和碳密集型行业。

新举措

然而，当人们认识到只有当工

业领域排放也大幅减少时，才有可

能真正实现净零排放，这已经开始

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式。例如：20国

集团正在合力研究新的工业减排解

决方案；为应对气候变化，瑞典和

印度正在主导一项旨在促进工业转

型知识共享的多国行动倡议；世界

经济论坛和能源转型委员会通过其

“可完成的使命平台”，继续与私

营部门加强合作；国际可再生能源

署（IRENA）则已受其成员委托，

探索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解决方

案在工业中的作用。

5 类机遇（和挑战）

目前可供使用的现成的解决方

案十分有限，但仍有许多颇具潜力

的方法有望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促进能效提升和循环经济（减

少能源需求）；

▲利用可再生能源满足电力需

求，并用可再生电力替代燃料（电

气化）；

▲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其他间接

电气化的形式利用电解水制绿色氢

能；

▲直接利用可再生能源和生物

质作为原料；

▲部署碳捕集和封存以及碳捕

集和利用技术（CCS 和 CCU）。

这些方法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带

来了一些特殊的挑战和机遇。例如，

一种迄今为止尚未探索过的战略是

将工业生产转移到更容易获得低成

本清洁能源的地区。

对于能源密集型商品和材料，

一种较为独特的处理方式是利用循

环经济理念：可以将碳储存在产品

中，提高材料的使用效率，回收废

料或用于能量回收，并且可以使用

替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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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战方面，工业能源系统往

往是高度集成化的，因此不容易被

取代。例如，由于热电联产已得到

广泛应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则可

能需要改变供热方式。

可再生能源的作用未充分释放

迄今为止，这些工业领域更多

关注的是能效方面的提升以及 CCS

技术，原因在于提高能效所带来的

经济效益以及现有工厂部署 CCS 的

能力，都是企业特别感兴趣的焦点。

但是，能效提升的潜力有限，并且

迄今为止在 CCS 部署方面的进展也

依旧缓慢。

与此同时，新的经济可行的解

决方案正在涌现，特别是在可再生

能源方面。IRENA 即将出版的一项

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在减少工业

领域碳排放方面可以起到 25-60%

的作用（如图所示），直接和间接

电气化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将发挥

核心作用。然而目前可再生能源的

这种潜力尚未得到行业规划者和政

策制定者的充分认可。

化工和石化领域的

可再生解决方案

氨、甲醇和塑料材料行业是该

领域耗能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全

球目前大约有 200 家合成氨厂和

200-300 个蒸汽裂解设施在运，几

乎所有这些工厂都在使用化石燃料。

淘汰化石燃料需要将能源和原

料替换为绿色氢能和生物质，但循

环经济在石化领域的运用也值得特

别关注。此外还需要抑制需求的增

长，例如对于食品包装行业和互联

网经济浪潮下的快递业。到目前为

止，这些领域的回收利用进展有限，

但是类似热解的新技术未来或将拥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生物质作为唯一的可再生碳形

式，也是该领域的一种可行选择，

但目前只有不到 5% 的石化产品是

由生物质来源的碳生产的。这一比

重需要大幅增长，虽然在技术上是

可行的，但由于目前成本过于高昂，

且缺乏促进转型的激励措施，使其

增长受到了阻碍。

绿氢正开始成为一种选择，越

来越多的国家发布了雄心勃勃的氢

能战略，如 7月 8日欧盟发布的氢

Figure 1: Global emission mitig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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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战略，并且宣布启动一系列的大

型项目，例如投资 50亿美元在沙特

阿拉伯建造一座年产量 120 万吨的

绿色氢气合成氨生产设施，计划于

2025 年投产。

钢铁行业的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

在全球的不到 200 个钢铁生产

站点中，就有大约 300-400 座高炉

运行。它们使用的能源几乎都是源

于化石燃料，并且还使用大量化石

燃料作为还原剂。然而，如果使用

绿色氢能，生产工艺便可以由高炉

冶炼向直接还原（DRI）转型，这样

便可以淘汰煤炭和焦炭的使用。利

用化石燃料产生的氢进行 DRI 生产

对于该行业来说目前已经是一种成

熟工艺，因此从使用天然气转向使

用氢的 DRI 生产将是一个相对容易

且风险较低的过程。低成本的绿色

氢能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此外，作为对这种生产方式的补充，

一种在经济上较有吸引力的策略是

在靠近矿区（如澳大利亚和巴西）

的地方进行 DRI 制铁，并继续在靠

近消费者的现有厂址生产钢铁。

水泥和混凝土行业

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

全球水泥产量已从 1990 年的

1.2Gt增长到2019年的4.1 Gt。当下，

全球约有 6000 座水泥窑在运，且需

求仍在不断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

国家。

减少该领域排放尤其具有挑战

性，因为其生产过程中的排放，特

别是与熟料（水泥的关键成分）生

产有关的排放占排放总量的一半以

上。

通过增加废物和生物燃料的使

用可以实现部分减排目标，唯一受

限的是当地燃料的可及性。通过替

代原料和更有效地使用水泥和混凝

土，也有望帮助减少熟料产量。然而，

这种方法往往需要调整建筑和施工

标准，此过程尚需时日。

以上这些方案可能会奏效，但

在这一领域碳捕集和封存（CCS）

技术仍是实现超低排放的关键。将

CCS 与 BECCS（生物能 CCS）技术

结合使用，可以使水泥窑生产达到

净零排放甚至负排放。

促进产业转型的政策框架

想要逐步推动基于可再生能源

的广泛而持续的过渡转型需要一系

列政策措施相辅助，即需要一个全

面综合的政策框架来协调各种方法。

这一框架的一些关键组成部分如下

表所示：

1. 共同规划：
制定共同的长期行动计划

• 在使用可再生能源与循环经济模式上达成共识
• 明确各行业短期、中期、长期减排目标
• 为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解决方案的开发和传播制定共享技术路线图

2. 立即行动：
为未来十年的关键紧急
行动提供支持

• 为创造“绿色”工业材料和产品的早期需求提供政策支持
• 投资能够为产业赋能的基础设施
• 支持各种示范项目
• 为早期扩大规模化发展调动资金
• 促进跨领域的协同行动方案
• 促进工业领域的全球碳价或行业替代性方案

3. 共同行动：
促进共同学习与合作

• 促进科技领域合作方式
• 实现研发阶段优先事项和研发进度的信息共享
• 在技术、法规和标准及社会包容性上建立共享最佳实践的商业样板机制
• 鼓励并行发展以减少碳排放，支持公平竞争
• 在各行业建立起带头作用的公共和私营部门“自愿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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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的启示

欧洲可以主导工业领域脱碳。

欧盟最近推出的氢能战略是一个强

有力的开端，但光靠这一点依然是

不够的。在其他领域也需要制定类

似的长远愿景和支持手段，例如：

创造对“绿色”工业产品的需求；

支持其他解决方案，如生物材料；

以及确保打造全面的循环经济。

要想确保欧洲的生产具有竞争

力，同时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无论是全球各行业的协同配合还是

关税的调整都必不可少。在一个群

雄割据愈演愈烈的世界里，这两点

都不容易实现。绿色商品指令，与

欧洲处理汽车排放问题的方法类似，

若能辅以强有力的认证制度，可以

支持早期投资且有助于解决竞争力

问题。

欧洲的规模不足以独自实现转

型，但可以倡导多边行动并以身作

则。与中国的合作将尤为重要，因

为中国约占全球工业商品制造业规

模的一半。

接下来该怎么做？

以合理且经济可行的方式在全

球多个工业领域实现深度脱碳是一

项巨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们正

就此达成共识，再加上低成本可再

生能源的供应增加，以及一整套规

模虽小但却在不断完善的解决方案，

都充分表明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但前提是现在就应该开始采取正确

的行动。

今年 4月，IRENA 发布了其遵

守巴黎承诺的最新年度路线图报告，

即《全球可再生能源展望：2050 年

能源转型》。这份报告还探讨了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还需要采取哪

些进一步措施。为了扩大新兴可再

生能源解决方案在工业和交通运输

领域的应用潜力，9月份，IRENA

将发布其《利用可再生能源达到净

零排放》的报告，并将在 10月 5日

至 8日举行的 IRENA 虚拟创新周上

讨论扩大其应用范围所需采取的行

动。

【作者：Dolf Gielen 、Paul Durrant / 译：赤洁乔】

本文由 Energy Post 及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授权转载。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0/Sep/Reaching-Zero-with-Renewables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0/Sep/Reaching-Zero-with-Renewables
https://energypost.eu/little-progress-decarbonising-industry-renewables-can-be-the-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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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未来挑战：

快充、V2G、续航、
        二次利用

重工业的脱碳进展甚微，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并非依靠简单的技术就可以实现。能效和碳捕集一直是人们优先考

虑的技术选项。但是能效提升有其局限性，而碳捕集的成本又太高。其次，政府不希望本国工业因减排推高成本而丧失竞争力。

IRENA 的 Dolf Gielen 和 Paul Durrant 认为，依靠可再生能源技术可以有效推进工业领域脱碳进程，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应

有的重视。利用好可再生能源能够有望实现工业减排目标的 25-60%。在本文中，作者总结了其对化学和石油化工、钢铁、

水泥和混凝土等工业领域的研究。包括“循环经济”战略在内的政策和流程，以及扩大尚未普及的成熟新技术的应用（例

如氢直接还原制铁技术）也将有助于促进工业节能减排。能效和 CCS 技术仍然不可或缺。要想解决成本竞争力下降的问题，

需要制定全球工业部门的协定或对关税进行调整来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中国工业产能占全球工业商品制造业的

一半，因此与中国的合作也将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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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过去几年锂离子电池制造

厂产能的巨大提升以及其推动进一

步扩展的近期承诺，电池储能成本

持续大幅下降。

成本下降以及性能提升将催生

新的电池应用场景，进而将极大地

加速能源转型。

对于许多投资者、政策制定者

和系统规划者而言，除价格外最受

关注的性能特征通常是诸如能源密

度或安全性之类的指标。然而，在

未来五年里，旨在解决电池性能衰

退（循环寿命）方面的改进可能更

为成功的关键。这不仅是为了提高

电动汽车的普及率，还将有利于开

辟车辆到电网服务、电池二次利用

（指不再适合为车辆提供动力的电

池）、电能长期存储等新的应用领域。

这些应用领域可能会极大地改

变电池行业的经济状况，并在尚未

涉足的价值链上开拓新的机遇。换

句话说，这些领域有望成为加速向

清洁能源系统转型的“破局者”。

不同锂离子电池特点各异

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锂离子电

池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电化学储能装

置。正如落基山研究所发布的《突

破性电池报告》中所述的那样，锂

离子电池的类型繁多，且每种都有

不同的特性和背后的权衡考量。各

国政府、研究机构和制造商们都在

电池研发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以

追求性能更好且更为经济的的电池

（多为锂离子电池）。

续航“百万英里”的超级电池

最近，特斯拉声称其开发出一

种锂离子电池化学剂的说法引起了

业界的广泛关注，该化学剂可使电

池的使用寿命延长至百万英里，这

表明电池性能衰减问题得到了显著

改善。虽然其最明显的进步是能够

依靠一组电池行驶百万英里（这对

于无人驾驶出租车非常有用），但

是提高电动汽车电池的使用寿命对

于扩展电气化用例而言还有许多其

他重要意义。

锂离子电池产能（GWh）

不同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特性分析

中国                               欧洲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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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性能衰减的原因

锂离子电池的性能衰减归因于

以下几个因素：时间、循环次数、

循环深度和温度。对于那些能量

密度进行了优化（例如使用 NMC

或 NCA 阴极化学物质）的锂离子

电池，在常规完全放电（放电深度

100％）的情况下通常循环寿命较短。

目前另一种最常见的锂离子化学物

质是磷酸铁锂（LFP），其质量较大、

能量密度较低（对于轻型车辆不大

合适），但循环寿命更长。

延长使用寿命带来新机遇

高能量密度锂离子化学电池循

环寿命的显著改善将成为向实现电

动汽车快速充电、V2G 服务以及更

长时间电能存储目标迈出的重要一

步（包括电池的二次利用）。然而，

这些改进也带来了相应的挑战：

快速充电

快速充电是未来电动出行的关

键一环，但是至关重要的是，电动

汽车必须能够提供与目前相当甚至

功能更完善且更便捷的交通运输方

式。但是，某些类型的锂离子电池

在快速充放电时的性能衰减速率非

常高。改善阴极和电解质可减轻电

池性能的衰减程度并延长使用寿命，

这将有助于减少快速充电的负面影

响。

车辆到电网（V2G）

电动车辆可以在电网平衡中发

挥作用，这个想法既令人兴奋，但

同时又充满挑战。日产和菲亚特公

司都参与了 V2G 模型的试点测试。

同样，动力电池性能会随着充放电

循环而衰减。电池质保商不希望降

低这些电池资产的移动能力以换取

电网的少量补偿。

如果不能改善电动汽车电池

的循环寿命和使用寿命，那么激励

V2G 充电技术所需的充电电价就很

可能会过高。要想使其能够提供这

种平衡能力，或将需要对不同类型

的储能进行投资或额外投资。例如，

将本地储能设施与快速充电基础设

施进行配对，便可产生这样的效果，

同时还可以降低快速充电带来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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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高峰的影响。除非动力电池的性

能得到极大提升，否则仅电动汽车

本身不可能具备维持分布式电网平

衡或局部弹性的潜力。

更长的电能存储时间

绝大多数的并网电池项目都是

为了应对短期存储事件，但是随着

电池成本的下降，此类项目的平均

电能存储时间已从 2015 年的 1.5 小

时增加到目前的 2.2 小时。更多的

能量存储会增加项目成本，除此之

外，锂离子电池储能项目开发人员

通常还会过度建设所需容量的 10％

至 30％。这种额外的容量建设有助

于减少电池完全放电的次数，同时

提高电池的性能。

此外，电能存储时间更长的储

能设施在可能的情况下通常会优先

提供短时间的储能服务，包括辅助

服务或短期能量转移（例如 15 分

钟）。电池开发商和资产所有者对

这些短期市场的偏爱会影响电池为

电网弹性提供服务的收益。

使用寿命更长且性能更佳的电

池将不再需要拥有那么多的缓冲容

量，也不必担心电池性能衰减的成

本。因此，长时间能量存储项目将

能够更加充分利用其全部的装机容

量，从而显著提高电池项目的经济

性。系统规划者、监管者和投资者

在设计和选择系统时应考虑这些属

性。

电池二次利用助力长期储存

LFP 锂离子已经具有相对较长

的循环寿命，是许多电网级储能项

目的合理选择。但是，根据组件材

料成本，LFP 的最终价格底限预计

为 60 美元 /kWh。对于可再生能源

普及率较高地区所需的长期季节性

存储而言有些过于昂贵。寒冷地区

尤其如此，这些地区冬季通常面临

用电需求高峰，而可用资源相对有

限，有时冬季持续时间很长。

Form Energy 一直在利用其专有

的创新技术解决这一问题，该技术

的目标资本成本低于 10美元 / 千瓦

时。最近，该公司与大河能源公司

签订了一个存储时间 150 小时的储

能示范项目协议，这是能源转型道

路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

锂离子电池的二次利用可能是

长期存储的另一种经济解决方案，

因为其较低的成本可以满足长期能

源存储的必要要求。这将需要对锂

离子电池的生态系统进行扩展，包

括电池的收集、测试、回收和处理。

由于电池健康状况的差异以及

循环寿命和安全性的急剧下降，当

前锂离子电池可能很难通过大规模

二次利用而获利。截至目前，回收

再利用的锂离子电池主要用于电信

塔的弹性应用，但一些公司正在测

试其他的应用领域。随着长期储能

市场的成熟，有必要提高电池的寿

命，为动力电池在其他场景的二次

应用提供信心，以便利用其剩余能

量满足用例的其余价值。此外，锂

离子电池市场若能就减少化学物质

选择达成一致，并且在制造商之间

建立共享的标准，也将大大有助于

锂离子电池二次利用市场追踪和解

决上述问题。

展望未来

电网的前瞻性愿景包括快速充

电、车辆到电网功能以及包括二次

利用电池的长时间储能。延长动力

电池的使用寿命将大大加速这些新

兴用例的涌现。投资者、系统规划

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拟定激励和投资

储能解决方案时应考虑循环寿命对

未来用例的影响。这应包括建立一

个日益标准化的强大电池供应链，

以及监控和比较二次利用电池的剩

余寿命。

【作者：Madeline Tyson / 译：赤洁乔】

本文首发于 RMI，

由 Energy Post 授权转载。

https://rmi.org/a-million-mile-battery-for-more-than-just-electric-vehicles/
https://energypost.eu/batteries-next-challenges-fast-charging-vehicle-to-grid-long-duration-second-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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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新时代
需要现代化的收费方式

风能、太阳能、储能等现代新技术与化石燃料相比，在成本和运行特性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应当

改变目前客户分担这些成本的方式——为不同类别的客户设置不同的费率。睿博能源智库（RAP）的 Jim 

Lazar 和 Mark LeBel 通过其《新时代的电力成本分配》综合手册解释了不同电费设置的缘由及方法。他们

描述了如何连结目前使用的全套技术（从智能电表、电网到分布式发电），以使有效的成本分配变得更加

容易。随着以小时计算的数据的可及性，使得一些在过去不可行的方法如今得以实现。例如，有了这些丰

富的数据支持意味着不同种类的能源在不同的时段可以拥有不同的定价。客户可以通过分时用能或安装储

能设备来为自己和电网提供帮助，从而获得奖励。此外本文还有关于输电、配电和电力市场的更多信息。

作者将其描述为“精心编排的芭蕾舞剧”。通过监测技术，监管机构需要做的就只是“指导舞者如何参与

舞蹈”。而得到的回报则是更高的、尚未实现的效率以及更公平的收费方式。

中欧能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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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Electric Cost Allocation for a New Era” / RAP

对于任何关注电力行业目前正

在发生巨大变化的观察者来说，当

前按客户等级来衡量提供电力服务

成本的方式亟待改变，这是显而易

见的。

RAP 于 2020 年初发布的《新

时代的电力成本分配》手册为嵌入

式和边际成本研究的准备工作提供

了详细指导。它还为如何使用当今

更有效的数据提供了指导，以确保

这些研究能反映不断变化的技术、

成本和用电模式。

这项任务主要落在了准备进行

这些研究的公用事业公司技术分析

人员以及具体费率案例中的负责分

析的人员身上。但是，公用事业监

管机构肩负着制定政策的重任，且

需要对新问题进行富有远见和严谨

的分析。

当今的技术在成本

和运行特性上千差万别

今天，我们拥有风能、太阳能

和储能等资源，以不同的方式提供

能源和容量，其成本和运行特性也

与化石能源有很大不同。我们正在

重新部署最初用于连接偏远煤炭和

核电等基荷发电厂的输电线路，以

为可变可再生资源提供支持，并促

进旨在降低能源成本的市场化交易。

在曾经需要远距离发电和输电

的地方，我们现在拥有更智能的配

电网络和分布式能源，可提供现代

化的能源、储能和电网服务。所有

这些都表明现在到了需要对成本分

配进行改革的时候了。

现代成本分配

现代成本分配研究必须要做许

多过去几年可能未曾考虑到的事情，

包括：

▲对不同类型的发电厂进行单

独处理，例如基荷电厂、中间负荷

电厂、峰值电厂以及不可调度的可

变可再生能源发电厂。

▲认识到输电设施的多重用途：

连接基本负载单元，连接远程基本

负载和可变电源，以及从附近最便

宜的市场购买能源以促进市场交易。

▲确定配电系统组件的功能特

性，不再仅仅是将客户连接到集中

式电网，还可以促进需求响应、能效、

消费时间塑造和分布式能源资源整

合，以便服务所有客户。

▲认识到在各个功能领域都能

获益的各种成本，包括各种需求侧

资源和高级计量。

更好的数据

现代成本研究需要更好的数据，

并且需要成本分析师更多地关注细

节。虽然美国联邦法律自 2005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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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设定了 PURPA 标准，将使用时间

成本分配的分析包含其中，但在 15

年几乎所有成本研究中却继续被忽

视。幸运的是，现在美国已经有超

过一半的电力用户使用了现代智能

电表和相关的数据采集系统，可以

轻松地提供所需粒度的数据来支持

分时分析。

这样一来，公用事业部门就可

以每小时测量一次单个用户和某个

等级用户的负载，以便做出各种潜

在的分析改进。例如，可以将基本

负载的资源成本适当地分配到每个

小时，而将其他发电成本根据时间

变化相应的分配给用于提供服务的

适当时段。

奖励用电行为的

客户等级费率设计

现代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还面临

着能源系统转型的更多挑战，包括

逐步引入改进后的客户分类和费率

设计。成本分配研究，尤其是这些

研究中的基础分析，将成为这些重

要改革的核心部分。

最终的结果应确定和形成一系

列的客户类别、成本分配和最终费

率，以及可以适当地奖励当前可用

成本最小化的行为类型。用户应该

能够灵活地调整负载以适应最便宜

时段，且当他们这样做时，应该能

够减少自身消费及其所在用户等级

的消费成本。这包括：

▲用户转移负载，比如将诸如

空间供暖和制冷、水加热、电动汽

车充电、工业生产需求以及最终智

能设备的负载转移到洗衣、照明和

数据处理。

▲用户安装现场储能设备，并

由公用事业公司控制，使其可以在

为用户服务之外还可以提供电网服

务。

▲随时间变化的周期成本计入

时变定价，带来消费行为的变化。

▲通过利用集中式和分布式资

源的网络，节省发电、输电和配电

成本，并逐渐成为一场“精心编排

的芭蕾舞剧”，这其中有高效的市场、

数据传输和消费行为的参与。

监管机构需要适时启用监测技术

实现这些目标并不容易，这需

要智能系统、智能系统运营商和智

能的监管机构。尽管帮助实现所有

这些功能的技术唾手可得，但若没

有监管机构的大力引导，利用现代

数据、设计现代研究和实施智能变

革的技术手段可能难以大展身手。

监管机构还需要保持监督者的

角色，从而能够确保以公开、协作

和建设性的方式完成数据的收集、

分析，进行成本模型设计、呈现研

究结果以及汇总有关类别定义和成

本分配的改进建议。这样既可以实

现净收益的最大化，又可以公平地

分享这些收益。

【作者：Jim Lazar、Mark LeBel

/ 译：赤洁乔】

本文由 Energy Post 和 RAP

授权转载。

居民 商业 工业

高级计量设备 52.2% 50.0% 44.5%

自动抄表系统 29.5% 26.5% 28.0%

老式系统 18.3% 23.5% 27.5%

表：电表类型以及其相应的用户占比（2017）

https://energypost.eu/the-new-era-of-electricity-needs-modern-ways-to-charge-customers/
https://www.raponline.org/blog/in-a-time-of-transition-regulators-can-drive-cutting-edge-cost-allocation-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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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氢能战略：

迷题待解

在欧洲净零排放计划中，氢能正逐渐走向舞台中心。7 月，欧盟理事会公布了新的氢能战略，

该战略列出了实现氢能发展潜力的应做之事。然而，正如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 Gökçe Mete 和

蒂尔堡法律、技术和社会研究所的 Leonie Reins 所解释的那样，目前的监管架构并不是为氢能和电

力多元化转换技术而设计的。因此，新战略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诸多问题有待解答。在本文中，作者

就这些问题一一做了总结，并且指出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包括所有权拆分、第三

方准入、输配价格、原产地担保、动态市场监管和监管沙盒。这是为了确保关于氢能的三项最紧迫

挑战能够得以顺利解决，即：基础设施，运输和市场运作。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将会在拟于 2021

年进行修订的 TEN-E、REDII 和天然气市场规则中得到解答。展望未来，作者们得出结论，不应

让所有的气体都符合同样的规定，而是应该在欧盟层面引入特殊针对氢能的一揽子监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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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净零碳排放经济目标的

过程中，氢能技术将日益占据中心

位置。然而，欧洲在监管和立法方

面仍然存在一些阻碍实现氢经济的

绊脚石。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新

氢能战略，旨在解决这些遗留问题。

新氢能战略

尽管价格颇高，但是许多化石

燃料和能源公司都将氢燃料业务的

发展视作是诱人的经济机遇。业界

曾多次呼吁欧盟政策制定者采取必

要的法规、框架和政策以启动氢能

源经济、促进其顺利运行，新氢能

战略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坚实的第

一步。

在本文中，笔者讨论了新氢能

战略的核心要素，细致的列出了将

氢能融入综合能源系统的机遇和所

需措施。具体来说，氢能作为一种

新的能源载体，人们质疑它的崛起

是否会改变现有的内部能源市场结

构，包括市场参与者的作用以及欧

盟内部的市场原则，比如所有权拆

分，第三方准入和电价。

近日公布的新氢能战略是对同

时提出并公布的《能源系统整合战

略》的补充内容，后者从欧盟层面

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和立法措施，旨

在将能源系统逐步打造成一个有机

整体，涉及多种能源载体、基础设

施和消费领域，包括开发新的氢能

生态系统。

新氢能战略为未来几年氢能发

展设定了主要的行动路线图，为了

建立并保障氢能市场能够正常运行，

战略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设想：

基础设施、运输和市场。

技术

氢能是一种能源载体而非能源

资源，它可以释放或储存大量能源。

目前，化石燃料制氢仍是主流，比

如天然气。而电能有时也被用来制

氢，不管是来自电网或是可再生资

源的电力，如生物质能、地热能、

太阳能或风能。

新氢能战略中涉及氢能的形式

包括电解制氢、可再生氢能 ( 即清

洁氢 )、化石燃料制氢、结合 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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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化石燃料制氢、低碳氢能以

及氢合成燃料。该战略优先考虑利

用可再生电力制氢，因为这是最环

保的解决方案。然而，其它形式的

低碳氢也会发挥过渡作用，预计将

逐步替代现有的化石燃料制氢模式，

启动氢规模经济。

如何建设统一的氢能内部市场？

《新氢能战略》和《能源系统

整合战略》都强调了急需“为打造

一个有流动性且运转良好的氢能市

场”制定有利的监管框架，以降低

成本，并提高用于制氢的风能和太

阳能发电量。然而，这两项战略并

没有对所期望的市场结构和价格构

成予以详细说明。

例如，不同市场主体的作用、

第三方准入、价格变动方向和价格

构成等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答。

所有权拆分

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措施，欧

盟成员国的一些天然气输、配系统

运营商 (TSO 和 DSO) 已经开始尝试

少量整合绿色氢能，并且他们的联

盟机构也已经预见到输气系统运营

商将在氢能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

在欧洲的某些地区，确实可以

利用现有的天然气管网来输送氢能，

或是对现有的天然气管道进行改造，

或者通过专用管道。天然气网络的

运行由输气系统运营商负责，他们

在氢能价值链中的角色可能与所有

权拆分的原则不一致，因为该原则

禁止输气系统运营商从事能源的生

产和贸易活动。

虽然制氢可被认为是能源转化

过程，但这仍然是一项经济活动。

当储存的氢能用于二次发电时，氢

能的存储便可视为能源供应。新战

略并未涉及这一问题，但它指出，

到 2030 年，新建的氢能专用设施的

作用将受到限制，而基础设施发展

的重点是将现有基础设施用于跨境

运输。

第三方准入

新的氢能战略虽然没有涉及过

多细节，但却规定了需要制定非歧

视性的第三方准入 (TPA) 规则，以

减少市场准入的过度负担，现在提

出明确要求，将避免沉没投资和事

后干预的成本。今年早些时候，欧

洲能源监管合作机构 (ACER) 和欧

盟能源监管委员会 (CEER) 强调，对

于专用的氢气管道项目，贸易促进

权可能不利于这些项目的经济可行

性，在市场启动之前，可以考虑实

行限时的豁免措施。而对于那些向

工业领域提供氢气 ( 近乎于消费行

为 ) 的管道项目，将不受 TPA 规则

限制。

输配价格

建立氢能市场需要考虑的另一

个问题是确定分配和传输价格。天

然气指令的范围并不包括氢能。一

种观点认为，由于氢气和生物甲烷

的混合气体将使用与天然气相同的

管道系统，因此可以采用相同的收

费方法以及容量分配和平衡规则。

然而，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应该

参照《可再生电力指令》(REDII) 来

解决这些问题，该指令已经涵盖了

沼气和生物甲烷，或是需要制定一

套专门适用于氢能的一揽子指令。

新氢能战略并没有特殊提到这个问

题，相反，它指出，“必须确保氢

能与其他能源载体得到平等的对待，

旨在不扭曲不同能源载体的相对价

格。”

原产地担保

新氢能战略考虑到需要建立原

产地担保体系，旨在向终端用户提

供绿色氢能的原产地信息，而供应

证书能够解决其是否符合政策目标

的问题，这是关乎信息透明、消费

者赋能、欧洲内部贸易和促进氢能

消费的关键举措，有助于拉动氢能

市场、改善氢能的商业前景。

原产地担保计划未来发展方向

的主要问题在于：是否需要为氢能

本身和绿色氢能分别派发证书，或

是应该基于地理位置派发证书 ( 例

如，在北海使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的

氢能 )。这个话题处在市场创建和监

管的交叉领域，因为它还涉及到平

衡、预订和要求原产地担保。

根据新氢能战略 , 欧盟委员会

将很快基于氢能在整个生产周期的

温室气体表现，推出低碳阈值 /标准，

以推广制氢设施，相当于为氢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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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设定一套与现有排放交易体

系 (ETS) 类似的基准，并且规范氢

能的综合术语，同时制定适用于全

欧洲的标准体系，用于认证可再生

氢能和低碳氢能，可能会建立在现

有排放交易体系的监管、申报和核

查的基础之上，相关条款可参见《可

再生电力指令》(REDII)。

旨在“设计欧盟范围内首个绿

色低碳认证体系”的 CertifHy 计划

已经开展了绿色低碳认证的试点项

目，截至目前已经颁发了 76000 多

份原产地担保证书，其中 3600 多份

已投入使用。新氢能战略认为，行

业层面开发的一些计划举措，比如

CertifHy 计划，能够为最具成本效

益的氢能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并且

能推动欧盟范围内的氢能交易。

动态市场监管

要想使氢能适用天然气目标模

型还有另一个问题：该模型明确规

定了实现有流动性且动态化的气体

市场所需的步骤，包括流动性虚拟

交易点的进出区域。正如新氢能战

略承认的那样，这样做会产生遗留

问题，原因是氢气与天然气的价格

不同，氢气交易的区域也与目前天

然气的交易区域不同，并且氢气入

口点的地理位置也各不相同，这取

决于获取可再生能源的途径是风能、

太阳能，还是生物质能，以及存储

二氧化碳和氢气设施的可及性。

此外，关于向天然气网络和存

储设施注入氢气，应当制定不同的

进出口费用结构。为了妥善解决这

些问题，《行业整合战略》特别指

出应该重新开放天然气一揽子计划，

因为目前的政策范畴过于狭窄，并

不适用于氢气。

此外，还应该立即就如何定义

绿氢和蓝氢，以及氢能的存储、运

输和贸易问题向公众征求意见。同

时，如果按照天然气一揽子计划的

相同细节内容来监管氢能，可能会

阻碍其创新式发展，原因是天然气

市场的立法旨在防止发生市场失灵

的问题，然而，目前氢能市场尚未

完全形成，因此，对《可再生电力

指令》(REDII) 进行修订也许是监管

氢能的更佳选择。

氢能战略

各类角色的作用，
比如 TSO、DSO 和
供应商。

设定传输和分配
系统价格的计算
原则。

允许氢能市场实
物可追溯性的方
法论。

分摊基础设施升
级或改造的成本。

关于氢能全球化
发展的监管条例
和具体适用的海
关规定。

原产地担保和氢
质量检测方法。

适用的技术与
安全标准。

允许发展氢混合气
体，并实现与欧洲
天然气网络之间的
互操作性。

税费及其它支持
投资的奖励措施。

在立法和行政层
面，存在阻碍氢能
整合纳入天然气网
络的潜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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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TEN-E 的修订

《TEN-E 监管条例》为如何选

择具有共同利益 (PCI) 的电力、天然

气和二氧化碳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

政策框架，这些项目可以获得连接

欧洲设施基金会 (CEF)的财政支持。

此监管条例是众多有待修订的政策

之一，其修改后将与欧洲绿色协议

和气候法规定的气候中立目标保持

一致。

就目前情况而言，《TEN-E 监

管条例》并没有体现出要将氢能和

power-to-x 技术（即把绿色电能转化

为化学能源载体的技术）整合纳入

欧盟能源体系。目前，《TEN-E 监

管条例》的修订正处于利益相关者

协商阶段（以线上研讨会的方式）。

其中的《网络发展十年计划》将于

2021 年完成修订，届时将在适用范

围和管理条例上有所调整，以实现

电力和天然气基础设施之间的跨部

门规划。然而，新版《TEN-E 监管

条例》中的新 PCI 清单要等到 2023

年才能获得批准（因为第四版的 PCI

清单是在 2019 年 10 月获得批准，

而第五版将在符合当前规定的情况

下于 2021 年获得批准）。

新氢能战略指出，要将氢能基

础设施全面纳入基础设施规划，包

括在《网络发展十年计划》的指导

下建立燃料站网络，此规定可作为

一项激励措施，以告知和鼓励私人

投资者在最佳位置投资电解槽设施。

监管沙盒

近期公布的这两项战略都没有

提供关于氢能的详细监管措施。

对新技术的监管可谓是一把双

刃剑，一方面监管措施必不可少，

因为能源具有至关重要的社会意义，

但同时监管又可能会扼杀创新。考

虑到这一点，在立法措施的具体政

策建议匮乏的情况下，欧洲能源监

管合作机构建议采用沙盒模式作为

欧盟动态且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特别是对于小型的氢能项目。

到目前为止，每个成员国实行

的沙盒监管模式各不相同，主要是

在电力部门进行探索。有了这些沙

盒，监管机构就能为创新者打开一



33

扇门，使他们能够尝试如何开发这

个项目。随后，监管机构再研究具

体的案例，并决定应豁免哪些规则，

以便在不威胁竞争性、消费者和系

统安全的情况下启动这项技术。意

大利已经在天然气行业启动磋商程

序，以实现一些跨部门整合的试点

项目 / 沙盒模式。

在欧盟层面上，沙盒模型并不

存在等效性，因此欧洲能源监管合

作机构提议在欧盟层面采用伞形模

式来监管沙盒方法。他们认为，这

将允许限时的克减条款，有利于产

生有用的信息，使国家监管当局之

间能够共享相关知识，并有助于避

免进行重复性试验。

就国家层面而言，另一个方法

是启用监管试点，由监管机构和预

先免受规则影响的管网公司进行督

秋季刊

导。国家监管当局也许能为氢能项

目（活动）或参与者（公司）提供

严格限定的豁免权，正如欧盟在商

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样（比

如《气体指令》第 36 条）。然而，

这并不能为氢能项目开发商提供所

需要的可预见性（可以说，正是目

前《天然气指令》的豁免路线将商

业决策权授予了欧盟委员会 )。

虽然氢经济得到了来自行业和

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仍然有很多

未知因素，还需要走完一些相互关

联的管理条例修订程序，这些都与

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不确定性有关。

目前的监管框架并不适用于氢能和

power-to-x 技术。在监管方面明显存

在巨大差距，这对氢经济构成了诸

多阻碍。新的氢能战略并没有直接

解决这些问题。然而，相关具体措

施可能会出现在《TEN-E监管条例》、

《可再生电力指令》(REDII) 和《天

然气体市场监管条例》修订版的内

容中。

目前需要对现有的管理条例进

行修订，以便能够促进氢气的生产、

分配和运输。尽管 ENTSOG 认为所

有气体都应该遵守相同的管理规则，

要对能源系统进行整合，应当建立

一个有着公平竞争环境的新的市场

模式，但是我们认为应在欧洲氢能

管理条例中引入氢能的一揽子计划。

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新氢能战略为氢

能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但也留

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管理问题。然

而，这对氢能部署而言可以被看作

是多层框架下的合理选择。

【作者：Gokce Mete、Leonie Reins  / 译：赤洁乔】

本文由 Energy Post、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蒂尔堡法律、技术和社会研究所授权转载。

https://energypost.eu/europes-new-hydrogen-strategy-the-questions-that-still-need-answ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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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供应安全的经济分析与保障路径研究》
 报告精粹提要

中国的高峰负荷供应不足，但基础负荷供应过剩，这其中燃煤电厂占据很大一部分比重。由袁家海教授研

究团队和绿色和平组织合作撰写的《中国电力供应安全的经济分析与保障路径研究》报告使用了 screening curve

模型，以山东省实际情况为例，在保障负荷需求的前提下，从电力资源充裕度技术经济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比

较了多种电力供应优化方案。分析表明“需求响应 + 延寿煤电”是目前较为经济合理的电力供应方式。

https://www.greenpeace.org.cn/wp-content/uploads/2020/06/%25E4%25B8%25AD%25E5%259B%25BD%25E7%2594%25B5%25E5%258A%259B%25E4%25BE%259B%25E5%25BA%2594%25E5%25AE%2589%25E5%2585%25A8%25E7%259A%2584%25E7%25BB%258F%25E6%25B5%258E%25E5%2588%2586%25E6%259E%2590%25E4%25B8%258E%25E4%25BF%259D%25E9%259A%259C%25E8%25B7%25AF%25E5%25BE%2584%25E7%25A0%2594%25E7%25A9%25B6_%25E7%2594%25B5%25E5%25AD%2590


36

中欧能源杂志

1. 中国电力供需现状与特点

▲在需求侧，峰谷差拉大。

• 2019年，全社会用电量7.2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5%。

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局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

高峰时段供应偏紧。需求结构中，第三产业和居民消费

比重不断增加，空调等温控负荷快速增加，其时段性使

得峰谷差拉大。

• 2020年，国内需求和对外出口不景气导致用电需求下降，

制造业和新基建的滞后拉低了基本负荷，而服务业、数

字经济发展、城乡居民用电量增长推高了峰值负荷，进

一步拉大了峰谷差。用电需求增长情况见报告第 1 页图

1-1, 区域电力供需见 4-5 页表 1-1。

▲在供应侧，化石能源新增装机规模下降。

• 2019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0.1 亿千瓦，同比

增长 5.8%，非化石能源达到 41.9%。2019 年新增装机容

量 10173 万千瓦，非化石能源占增量的 62.8%。电源装

机结构见 2页图 1-2，新增电源结构见 3页图 1-3。

• 清洁电力继续深化。2019 年全口径发电量 7.33 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4.7%，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3825 小时，比

上年下降。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32.6%，同比提升1.7%。

发电量增长结构见 3页图 1-3。

• 电网负荷率降低、尖峰负荷短而高，将成为中国电力需

求的“新常态”。电力规划应以 95% 最大负荷为平衡条

件，剩余 5% 由需求响应、储能和新型可调度资源满足，

系统备用率也应相应下调。详见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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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四五电力供应安全保障的总体思路

3. 电力资源充裕度技术经济比较

▲各项内外部因素使得电源功能性互补变得非常重要，因此需要建立综合资源战略规划体系。

规划的重点是平衡电力安全与经济代价，和平衡电力安全与长期电力转型。规划理论详细内

容见 33-34 页附录 1。

• 平衡电力安全与经济代价。未来技术进步有希望打破“安全、经济与可持续”的传统

能源“不可能三角”。中国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电力的安全可靠，用最小的经济代价满

足发电需求。

• 平衡电力安全与长期电力转型。中国发电重心将转向非煤电，而煤电工作长期来看需

要做出巨大变革，未来重点是提高现有机组的灵活性和容量价值，结合机组自身特性

进行差异化调整，承担“基荷保供、灵活调峰、辅助备用”的功能。发电结构预测见 8

页图 2-2。

▲ Screening curve 模型以最小发电成本为目标、构建成本曲线选择最佳发电容量扩展计划，专

注于不同电源在经济性层面的功能定位，对数据的要求不高，但无法做到高度评估。本报告

根据该模型及不同电力资源特点，选择了满足不同市场尖峰负荷的最优方案。模型特点见8-9

页，实施步骤见 10页图 3-1，原理见附录 2。

▲主要电力供应资源包括机组类资源、需求响应类资源与发电侧储能资源。

• 机组类（布局见 11 页图 3-2）。主要类型包括：

* 火电、水电，占 85% 以上发电量，运行状况可控，响应能力强，发展趋势为“控

制东部、稳定中部、发展西部”；

* 风电、光伏，资源充沛、低碳清洁，中长期逐渐取代传统能源地位，主要趋势包

括西电东送、海上风电等）；

* 核电。

• 需求响应类。2017 年开始市场化管理，但面临诸多问题。需求响应参与主体包括市场

化交易用户、大工业用户、负荷集成商三类。（主要类型见 12 页图 3-3，试点实施情

况见 12 页表 3-1，市场情况详见 13 页）。

• 发电侧储能。起调峰作用，近年调频产品开始发展，加入辅助服务市场。

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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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东省案例

▲山东省是目前中国“全年富电量、短时缺电力”最为典型的代表。2019

年山东省煤电装机 1.108 亿千瓦，是全国唯一煤电装机过亿的省份。夏

季用电高峰期存在 500 万千瓦的供电缺口，直接诱因是启动快、负荷高、

时间集中的空调负荷过多。山东省电源结构见 15 页图 4-1，电力资源情

况见附录 3，负荷曲线见 16 页图 4-2。

▲本报告利用 screening curve 理论，以山东省为实际案例分析了经济合理地

保障电力供应安全的方法。模型使用的考虑 15% 备用率后的净负荷持续

时间曲线见 17 页图 4-3，各类电力资源的经济参数见 17 页表 4-1，基荷

资源持续时间和成本曲线见 19 页图 4-4，峰荷资源见 21 页图 4-5。主要

结论包括：

• 基础供电资源排序应为：外电入鲁 > 核电 > 煤电（60万千瓦及以上）

> 煤电（60 万千瓦以下）> 延寿煤电 > 气电。而实际上，省间壁垒

导致山东特高压通道利用率较低，外电入鲁只能被作为腰荷资源，

煤电机组成为主力基荷电源；由于省内小型供热机组和自备电厂大

量存在，不经济的小容量煤电机组优先于大容量煤电机组被调用。

这是山东省电力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

• 尖峰供电资源排序应为：外电入鲁>抽水蓄能>延寿煤电>需求响应。

以用户侧空调负荷为代表的需求响应有重要作用，信息化技术能使

其实现更精细化的调度。需求响应报价与可供应时长见22页图4-6，

2018 实行情况见 22 页表 4-2. 应急调峰储备电源名单见附录 4。

• 报告提出并比较了 5 种电力供应保障方案，结果表明“需求响应 +

延寿煤电”是最经济的组合。优化措施包括加强跨区输电线路利用、

加快煤电整治与改造、控制气电和储能成本、将需求响应纳入规划

等，可每年节约 234.4 亿元成本。实际电力供应结构与优化结果分

别见 24 页图 4-7、4-8、25 页图 4-9，经济性比较与成本结构见 29

页图 4-10、30 页图 4-11，实施效果见 25 页。

• 行政干预过多、定价机制不合理导致的激励扭曲是诸多问题的根源，

因此市场化改革是未来的关键。用户侧储能有望在成熟的市场体系

支持下成为优质的尖峰电力资源。详见 26-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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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主要结论：

• 中国负荷峰谷差会进一步拉大。

• 科学的电力规划是实现电力“降成本”的首要环节，新建大型

煤电机组满足尖峰负荷极其不经济，“需求响应 + 延寿煤电”

的供应方式更合理。

• 中国煤电未来发展的重心不再是装机规模增长，而是挖掘现有

机组容量价值。

▲政策建议：详见 31-33 页。

• 疫情冲击用电需求，“十四五”规划需要重新审视电力增长情况，

考虑可能出现的电力消费结构、用电负荷特性、电力资源功能

等的变化。

• 传统规划思路从电力电量平衡角度出发，能够杜绝电力缺口大

规模出现，但容易造成电力结构冗余，未来应该更多从资源经

济性角度进行规划，推动电源结构性调整。

• 跨区输电利用效率低，应当继续完善市场机制，减少省间行政

干预，打破省间输电壁垒。

• 煤电规模不宜继续扩大，而应进行功能性调整，推动大容量煤

电机组担任基荷电源、中等容量机组提供灵活性、到期机组延

寿运行、自备电厂市场化，发挥煤电的主体电源作用。

• 单一电量市场无法引领投资，公平合理的容量机制亟待建立，

以释放价格信号。短期可以实行目标容量机制，长期应建立全

市场容量机制，并根据各省不同情况制定建设方向。

【总结整理：杨欣淳】

更多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https://www.greenpeace.org.cn/wp-content/uploads/2020/06/%25E4%25B8%25AD%25E5%259B%25BD%25E7%2594%25B5%25E5%258A%259B%25E4%25BE%259B%25E5%25BA%2594%25E5%25AE%2589%25E5%2585%25A8%25E7%259A%2584%25E7%25BB%258F%25E6%25B5%258E%25E5%2588%2586%25E6%259E%2590%25E4%25B8%258E%25E4%25BF%259D%25E9%259A%259C%25E8%25B7%25AF%25E5%25BE%2584%25E7%25A0%2594%25E7%25A9%25B6_%25E7%2594%25B5%25E5%25AD%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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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本月止累计 同比变化

% ±绝对量 百分点

全国发电量 亿千瓦时 47,728 0.3
其中：水电 亿千瓦时 7,634 -2.3

火电 亿千瓦时 34,069 -0.4
核电 亿千瓦时 2,381 6.2
风电 亿千瓦时 3,028 14.2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47,676 0.5
其中 : 第一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552 9.4

第二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31,914 -0.5
其中：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31339 -0.5

第三产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7,812 -1.0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亿千瓦时 7,398 6.3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容量 万千瓦 195,608 5.6
其中：水电 万千瓦 31,910 3.5

火电 万千瓦 121,056 4.0
核电 万千瓦 4,877 3.8
风电 万千瓦 22,066 12.4

全国供电煤耗率 克 / 千瓦时 305.7 -3.6
全国供热量 万百万千焦 3,142,190 3.9
全国供热耗用原煤 万吨 182.36 4.0
全国供电量 亿千瓦时 41,493 -0.04
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 小时 2,440 -102

其中：水电 小时 2,439 -100
火电 小时 2,718 -113
核电 小时 4,881 37

风电 小时 1,417 29

全国发电累计厂用电率 % 4.6 -0.11
其中：水电 % 0.3 -0.01

火电 % 5.9 -0.06
电源工程投资完成 亿元 2，555 47.4

其中：水电 亿元 552 15.7
火电 亿元 267 -33.2
核电 亿元 202 -4.9
风电 亿元 1,329 145.4

电网基本建设工程投资完成 亿元 2,379 0.04
新增发电设备容量 万千瓦 6,712 1,025

其中：水电 万千瓦 800 539

火电 万千瓦 2,832 783

核电 万千瓦 0 -234
风电 万千瓦 1,004 -105

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容量 ( 交流 ) 万千伏安 13,190 -2,058
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线路长度 千米 20,542 1,614

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数据与事实：

中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2020 年 1-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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