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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最新发展

发展概况

　 　 当前， 中国已经是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的大国。 中国每年的可再生能源

新增产能已经达到了全球新增产能的三分之一。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 可再生能

源行业的增长就已经显示出非常强劲的势头， 其中风能的年度增长率达到

２２％ ， 太阳能的年度增长率达到 １１０％ 。 ２０１５ 年以后，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

现代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消费国。 图 １ 解释了 ２０００ 年后的 １５ 年， 中国在水

电、 风能、 太阳能光电池和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领域装机容量的增长

情况。
图 １ 还关注了在促进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政策的重要性。 在上网电

价的政策颁布之后， 风能和太阳能的年度新装机容量开始了大幅度增长。
作为可再生能源市场的重要一员，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这一市场最大的国

家， 其后分别是美国、 巴西、 德国和加拿大。 中国在世界可再生能源装机容

量总和的比重已经超过四分之一， 大约达到 ５ 亿千瓦。 其中超过半数的可再

生能源是水电， 约为 ２９６ＧＷ。 在非水电装机容量领域， 装机容量最大的国

家依次是中国、 美国和德国， 紧随其后的是日本、 印度、 意大利和西班牙

（见图 ２ 和图 ３）。
２０１５ 年， 全球可再生能源和燃料的投资额达到了 ２８５９ 亿美元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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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主要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２０１７）。

图 ２　 全球和主要国家可再生能源产能

资料来源：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 （２０１６）。

不含超过 ５０ 兆瓦 （ＭＷ） 的大型水电项目）， 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了 ５％ ， 并

超过了 ２０１１ 年所创造的纪录， 即 ２７８５ 亿美元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

网， ２０１６） 。
在全部 ２８５９ 亿美元的总投资中， 中国的投资额度为 １０２９ 亿美元———同

比增长 １７％ ， 并且占据了全球投资总量的 ３６％ 。 绝大部分中国可再生能源

的投资正在进行资产融资， 其中 ５５ 亿美元均投资在小型项目上。 在大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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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全球和主要估价水电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 （２０１６）

用事业项目上的风力发电投资， 达到 ４７６ 亿美元， 而投资到太阳能的投资为

４４３ 亿美元。 近海风能在中国实现了突破， 总计有 ９ 个项目， 全部融资规模

达到 ５６ 亿美元。 中国还大力投资大型的水电项目； 全年新开工建设水电项

目规模达到 １６ＧＷ， 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大型水电项目。
总体而言， 这相当于 ２０１５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过三分之一的

份额， 并创造了 ３５０ 万个工作岗位。 不仅如此， 中国大型水电项目的就业支

撑了 ４４ 万个直接岗位， 其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在建工程项目的就业机会。

２０１６ 年的进展

基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相关信息， 在 ２０１６ 年， 中国的全国电力需

求达到了 ５９１９ ８ 万亿瓦时 （ＴＷｈ） ———比上一年增长 ５％ 。 在这其中， 第

一产业的电力需求为 １０７５ 亿千瓦时， 其增速为 ５ ３％ 。 第二产业的电力消

耗为 ４２１０８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率为 １１ ２％ 。 最后， 第三产业的电力消耗

量为 ７９６１ 亿千瓦时， 相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１０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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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全国发电产能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１２０ ６ＧＷ， 比上一年新增装机

容量少 １１ ２３ＧＷ。 ２０１６ 年， 新增火电装机容量为 ４８ ３６ＧＷ （比上一年少

１８ ４２ＧＷ）， 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为 ３４ ５９ＧＷ （相比上一年多 ２０ ７９ＧＷ），
新增水电装机容量为 １１ ７４ＧＷ （比上一年少 ２ ０１ＧＷ）， 新增风力发电装机

容量为 １８ ７３ＧＷ （比上一年少 １２ ６７ＧＷ） 以及新增核电装机容量 ７ ２ＧＷ
（比上一年少 １ ０８ＧＷ）。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年末， ６ＭＷ 以上的电厂装机容量的总和达到了 １３３２ １１ＧＷ。
联网的风电装机容量为 １４８ ６４ＧＷ， 联网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

７７ ４２ＧＷ， 联网的生物质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为 １２ １４ＧＷ。 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

量为 ５７０ ３１ＧＷ， 占到中国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３４ ７％。
２０１６ 年， 非化石能源在中国全部电力装机容量中所占的比重为 ３６ ７％ 。

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了 １５５２ ６ＴＷｈ （或者相当于 ４８０ 百万吨标准煤

当量）， 占全国发电总量的 ２５ ９％ 。 对 ６ＭＷ 及以上的电厂， 其全部非化石

能源资源发电达到了 １７６５ ８ＴＷｈ （相当于 ５５０ 百万吨标准煤当量）， 占全国

发电总量的 ２９ ５％ 。
２０１６ 年， 受电价补贴影响， 太阳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急速上升， 达到

了 ３４ ２４ＧＷ———比上年同比增长了 １２６％ 。 同一年， 太阳能光伏电站新增装

机容量达到了 ２９ ９８ＧＷ， 相比 ２０１５ 年上升了 １１８％ 。 新增分布式太阳能光

伏发电量为 ４ ２６ＧＷ， 相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了 ２００％ ； 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达到了 ７７ ４２ＧＷ， 相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了 ７９％ ， 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４ ７％ 。
２０１６ 年， 太阳能发电的弃光量①达到了 ７４ＴＷｈ， 上涨了 ５３％ ， 弃光率

达到了 １１％ ， 相比上一年下降了 ０ ３ 个百分点。
同一年， 生物质能源发电新增发电装机容量为 １ ８２１ＧＷ， 其中农林生

物质发电装机容量 ０ ７４６ＧＷ， 垃圾发电装机容量为 １ ０５７ＧＷ， 而沼气发电

装机容量为 １９ＭＷ。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年底， 生物质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总计达到 １２ １４ＧＷ， 其

中农林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６ ０５ＧＷ， 垃圾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５ ７４ＧＷ。

６０３

① 弃光量是指， 可再生能源电站如太阳能光电、 风电和水电等电站， 即使当时存在可供发电

的太阳能、 风能和水流动能， 却因电网调度的原因不能正常发电。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电

力需求较低时期， 一些电厂不得不降低他们的产出， 电网调度决定了哪些电厂应该停工或

降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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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生物质发电总量达到 ６４ ７ＴＷｈ， 上升了 ２０ １％ ， 其中林业剩余物

和农业生物质发电总量为 ３１ ６ＴＷｈ。

技术进步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 受益于政策的大力扶持和技术进步 （尤
其是风力涡轮机、 太阳能和水电方面的技术）， 这些都显著降低了这些资源

的开发成本。

风能

风电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风机尺寸、 风机安全性和风机效率上。 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风机制造大国， 其后是欧盟 （ＥＵ） 和美国， 制造企业比较

集中。 据估计， 到 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金风公司已经超越了荷兰的维斯塔斯， 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风机制造商。 虽然中国公司在新的全球性市场上表现也很活

跃， 但金风公司 （以及其他中国公司） 最近的增长， 几乎全部来自国内

市场。
风机之所以能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 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就在于单台风

机容量的提升。 在 ２００９ 年， 全球单位风力涡轮机发电容量均值为 １５９９ 千瓦

（ｋＷ）； 在中国是 １３６０ 千瓦， 在美国是 １５００ 千瓦， 在欧洲达到了 ２ ～ ３ＭＷ。
在跟随国际风机领先制造商之后， 中国的制造商已经逐步提升了单个涡轮机

发电容量， 目前正在追赶其全球的竞争者。 一般而言， 风电厂规模的扩大和

材料价格的下降， 都可以看作风电厂成本在过去 １０ 年中显著下降的标志。
在中国， ２０１５ 年全年的新增风电装机容量为 ３０ ８ＧＷ， 而总装机容量超过了

１４５ＧＷ———这一水平要远远高于整个欧盟的装机容量之和 （２１ 世纪可再生

能源政策网，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年， 连接到国家电网的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３３ＧＷ， 并开始接受上网

电价， 其中大约 １２９ＧＷ 的装机容量被认为是接入电网。
装机容量的显著增长预期， 降低了预计的上网电价水平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但即使在中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 市场需求还是超过了预期。 市

场需求还受中国政府推动提升能源安全和降低燃煤消耗的政策所驱动， 而这

些政策又源于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问题上不断增长的努力。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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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国的风力发电量为 １８６ ３ＴＷｈ， 占到全国发电量的 ３ ３％ （在 ２０１４ 年

２ ８％的水平上进一步增长）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 ２０１６）。
在中国各省份中，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末， 内蒙古占全国风电装机总装机容

量的 １８ ７％ ， 其次是新疆 （１２ ５％ ）、 甘肃 （９ ７％ ） 和河北 （７ ９％ ）。 由

于前三个省份远离中国的人口中心， 因此， 电力传输过程中依然存在较多的

困难———这一挑战同电力需求的缓慢增长 （０ ６％ ） 一起， 导致了大幅度

的电网限电。 限电水平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８％ ， 上升到了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５％ ， 也就

相当于以 ３３ ９ＴＷｈ 的电力无法输送到电网。 不仅如此， 许多安装完毕的

风机无法得到使用， 等待着长距离电能传输的实现， 这也是一些风电企

业开始在中国东南部建立风电厂的原因。 虽然那里的平均风速更低且土

地也更加昂贵， 但风电厂更为接近需求中心能确保它们能够接入现有的

电网基础设施中。
中国的风电弃风限电， 使得中国在 ２０１５ 年损失了大约 ２７ ７ 亿美元 （相

当于 １８０ 亿元人民币）。 为了降低弃风限电率，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必

要的措施， 例如促进西北地区吸引更多高耗能企业和鼓励使用风能供暖

（额外收益就是它可以替代燃煤）。 与此同时， 新的传输通道正在建设之中，
一些新的抽水蓄能设施也在规划之中。 弃风限电的挑战在其他地区也可

见———例如， 在美国， 德克萨斯州的限电水平在新的传输线建设完工之后有

了明显的下降。 ２０１５ 年， 全球有许多项目正在规划或者在进展之中， 从而

加强和扩大传输能力以有效地将风力发电传输到需要的地方。
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新安装的风力发电机组主要使用的是单机 １ ５ ～

２ＭＷ 的涡轮机。 大型的风力涡轮机主要应用于海上风电场， 其中欧洲和美

国在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处于领先水平。 西门子、 三菱重工、 维斯塔斯和阿德

文正合作开发装机容量达到 ８ＭＷ 的风力涡轮机。 中国企业明阳公司正致力

于 ６ ５ ～ ７ＭＷ 风力涡轮机的研发。
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ＮＤＲＣ）、 工业和信息化部 （ＭＩＩ） 以及国家

能源局 （ＮＥＡ） 所宣布的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能源设备实施方案》 战略中，
未来研发的重点将是 １０ＭＷ 的海上风电涡轮机， 其高度将为 １００ ～ ２００ 米。

风力发电的一个挑战就是低风速。 在中国， ６８％的国土区域为低风速区

域， 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中东部和南部地区， 但此区域也是人口高密度地区。
低速风力涡轮机可在低于 ６ ５ｍ ／ ｓ 甚至 ５ｍ ／ ｓ 的风速下运行。 由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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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这种类型的技术， 所以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在这一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

的地位。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 开发低速涡轮机技

术已经获得了更大的关注。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的低速风电机组装机并入网的装机容量达到了

２５ ８ＧＷ， 而国家能源局已经批准了 ７４ ２５ＧＷ 的低风速装机容量。 中国首个

低速风电厂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建造于安徽省来安县， 其装机容量为 ２００ＭＷ， 平

均风速 ５ ８ｍ ／ ｓ。 这个风电厂有 １３２ 个风力涡轮机， 每一个的装机容量为

１ ５ＭＷ。 同来安县的选址一样， 中国绝大部分的低风速地区处于丘陵甚至

高山地区， 具有非常复杂的地理条件， 从而要求更为谨慎的选址设计， 以及

相比其他地区更高昂的投资规模。 与此同时， 绝大部分低速风电厂位于中国

的东南部， 从而接近于电力消费的中心。 风力涡轮机的利用率相对较高， 因此

很少存在限电的问题， 这也是低速风电厂获取利润的积极因素。 对于低速风电

厂来说， 为了产生盈利， 他们每年需要发电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小时当量。 随着风力涡

轮机的叶片越来越大， 确保这些电厂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非常重要。

图 １ 展示了 ２０１６ 年建成的凤凰山风电厂， 其平均风速不超过 ６ｍ ／ ｓ。 在

２０１６ 年， 从凤凰山风电厂发出的电量为 １ ７１６ 亿千瓦时， 风力涡轮机利用

率达到了 ９８ ７４％ ， 其间平均风速不超过 ６ｍ ／ ｓ。 这一地区容易受到严寒天气

和频繁雷暴天气的影响， 因此涡轮制造厂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技术改进。

图 １　 凤凰山风力发电厂

资料来源：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ｎｙ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１２１７５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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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时还是海上风力发电的主要国家， 其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从 ２０１５
年仅有的 ９００ＭＷ 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 ６２７ＧＷ。 在 ２０１６ 年， 中国新增海上风

电装机容量占全球份额的 ２６ ７％ 。 也是在 ２０１６ 年， 中国已经超越了荷兰成

为世界上的海上风力发电第三大国， 排在英国 （ ５ ５１６ＧＷ） 和德国

（３ ３ＧＷ） 之后。
由于有超过 １８０００ 公里的海岸线， 中国具有进一步开发海上风电的潜

力， 而且将远远超过当前估计的 ７５０ＧＷ 的水平。 江苏、 福建和广东具有最

大的海上风电开发潜力。 ２００６ 年， 中国的第一座海上风力发电厂， 东发电

厂， 就是在浙江省发展起来的。
海上风电厂的开发目前正在稳步推进并有望在未来加速发展。 中国海上

风电的装机容量有望在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３０ＧＷ。 到 ２０２０ 年， 上海、 江苏、 浙

江、 山东和福建等省份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有望达到 ２５ ８ＧＷ， 而辽宁、 河

北、 广东、 广西和海南等省份规划， 到 ２０２０ 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９ ２ＧＷ。 这就意味着到 ２０２０ 年， 全部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超过 ３５ＧＷ。
单个海上风力涡轮机的装机容量， 已经从 ２ＭＷ 上升到 ４ＭＷ、 ５ＭＷ 甚

至更高的水平。 ２０１５ 年， 在安装的风力涡轮机中， 装机容量超过 ２ ５ＭＷ 的

涡轮机占 １８ ４８％ ， 超过 ３ＭＷ 的涡轮机占 １７ ７４％ ， 超过 ４ＭＷ 的涡轮机占

３４ ６９％ 。 ２０１７ 年， 绝大部分海上涡轮机装机容量为 ４ＭＷ ～ ６ＭＷ。 海上涡

轮机必须耐腐蚀且能稳定运行， 尤其在高风速环境下———这些因素都必须纳

入设计考虑。 这就要求， 工程建模和分析工具能够降低海上设施成本， 以及

设计经过优化的下一代大型风力涡轮机， 以适应海上的运行环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中国全部海上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为 ５６５ＭＷ， 到 ２０１５ 年，

这一水平已经上升到大约 ９００ＭＷ。 然而， 这一水平要低于早期目标的五分

之一 （见图 ２）。 中国海上风力发电的发展慢于预期， 主要是由于国内风机

制造商缺乏经验。 结果是开发者必须使用外国产品， 其中西门子是中国海上

风力发电涡轮机的最大供应商。 其他限制因素还包括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海上

风力发电存在的相关风险， 这就降低了企业的积极性。
另外一个降低成本和扩大风力发电规模的关键因素， 就是提升风电厂的

就地工程安装能力。 中国企业现在已经是世界上风力发电机组工程安装的领

跑者， 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
风力发电成本普遍随着时间发生改变。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 风力发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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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海上风力发电装机容量的规划和已安装的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２０１７）。

大约下降了 ３５％ 。 ２０１６ 年， 陆上风力发电的平均成本约为 ７０００ 元 ／ ｋＷ。 例

如， 对于中国南方的低速风力发电厂， 风机成本大约在 ４０００ 元 ／ ｋＷ， 安装

成本为 ４０００ ～ ４５００ 元 ／ ｋＷ。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 中国建设风力发电场的投资成本已经是世界上最低的，

为 １０５０ 美元 ／ ｋＷ， 日本为 ２５００ 美元 ／ ｋＷ， 在美国和欧洲达到了 １６００ 美元 ／

ｋＷ。 在一些风力条件较好和化石能源成本相对较高的地区， 风电成本已经

完全可以与新型燃煤火电的成本相匹敌， 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 智利、 墨西

哥、 新西兰、 土耳其和南非。

风力发电的成本包括风机的成本、 基座与安装成本、 入网成本和运行成

本。 例如， 对于中国南方的一个低速风电场来说， 风力涡轮机的成本是

４０００ 元 ／ ｋＷ， 安装成本是 ４０００ ～ ４５００ 元 ／ ｋＷ， 运行成本是 １２０ ～ １３０ 元 ／

ｋＷ， 劳动力成本是 ３０ 元 ／ ｋＷ， 其他材料成本是 ７０ 元 ／ ｋＷ。 这样一个风电

场， 通过设定贴现率 ８％ ， 其平均发电成本为 ０ ５１ ～ ０ ５４ 元每千瓦时， 这

一成本要低于补贴电价水平， 电厂经营才是有利润的。 然而， 在中国北方，

建造成本比较低， 由于限电的原因， 发电时间会更低。 如果投资成本是

７５００ 元 ／ ｋＷ， 平均发电成本为 ０ ５７ 元 ／ ｋＷｈ， 这就要高于当地的补贴电价，

从而意味着当地的发电厂要盈利就更加困难。

风力发电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主要集中在降低全部成本和增加电能输出

上， 例如： （１） 改善风机的运行和降低生产成本； （２） 改善风力涡轮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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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设计和降低安装成本； （３） 增加风机叶片直径，从而提升风机效率；
（４） 增强风机的可靠性； （５） 降低运行和维护成本。 材料成本也存在一些

下降的潜力， 从而降低涡轮机的成本。 改善风力预测同样会增强可靠性， 从

而降低风力发电的成本。
未来风力发电的发展主要包括： 增加单位涡轮机的输电容量， 提高风力

利用和转换的效率， 提升部件质量和改善输送效率， 提高涡轮机对不同环境

的适应性。

太阳能

技术进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利用和太阳能热能利用国家， 有超过

４００ 家光伏企业。 太阳能热水器也得到了广泛的利用，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年末，
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 ２９０ＧＷ， 约占全球太阳能热能装机总容量的 ７０％ 。
２０１６ 年， 中国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３４ ５９ＧＷ， 入网的太阳能发电

装机总容量为 ７７ ４２ＧＷ。
中国政府已经在不断提高太阳能装机容量目标， 以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解决严重的污染问题和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在 ２０１５ 年， 中国新增太

阳能光伏装机容量达到了 １５ ２ＧＷ， 全部装机容量接近 ４４ＧＷ， 约占全球太

阳能发电总量的 １９％ ， 超越了长期的领跑者德国从而成为世界上太阳能光

伏发电容量最大的国家。 新疆 （２ １ＧＷ）、 内蒙古 （１ ９ＧＷ） 和江苏 （１ ７ＧＷ）
等省份是该年占据市场份额最大的几个省份， 但是这些装机容量的绝大部分

远离国家的主要人口中心。 不过， 东部和中部地区有六个省份在 ２０１５ 年的

太阳能光伏容量超过 １ＧＷ。 大型太阳能光伏电厂占全部太阳能装机容量的

８６％ ， 其余的安装在分布式屋顶系统和其他小型装置上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

源政策网， ２０１６）。
为了支持太阳能发电，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相继引进了太阳能光伏补

贴。 “金太阳” 工程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实施， 在各个项目的基础上为太阳能光

伏装置的安装提供资本补贴， 直至 ２０１１ 年。 非并网安装的太阳能装置可以

获得 ７０％的资金补贴， 而并网安装的太阳能装置可以获得 ５０％的资金补贴。
不过， 合格的并网装置必须具有 ３００ 千瓦或更大的容量。 当然， 这一工程还

对项目有所限定， 从而限制了系统装机容量总数； 在一系列条件下， 每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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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安装权限都限制在了 ２０ＭＷ 以内。
时至今日， 金太阳工程下已经开发了将近 ３００ 个项目， 全部装机容量达

到 ６４０ＭＷ， 近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 作为该工程的一部分， 财政部与住

建部为并网的太阳能光伏装置提供 １５ 元 ／ Ｗ （２ ２０ 美元 ／ Ｗ） 的补贴， 为实

现建筑一体化的光伏热电装置提供 ２０ 元 ／ Ｗ （２ ９ 美元 ／ Ｗ） 的补贴。 符

合条件的装置必须达到 ５０ 千瓦或者更大容量， 以及必须使用达到最低效

率水平的太阳能光伏板 （单晶片的效率至少为 １６％ ， 多晶片的效率至少

１４％ 以及非晶光伏达到 ６％ ）。 在 ２０１０ 年， 并网 ＰＶ 的补贴水平已经下降

至 １２ 元 ／ Ｗ （１ ９ 美元 ／ Ｗ）， 建筑一体化光伏发电的补贴下降至 １７ 元 ／ Ｗ
（２ ５ 美元 ／ Ｗ）。

与风电产业的早期发展情况相似， 政府在 ２００９ 年启动了一项太阳能光

伏发电项目的竞标计划。 这一计划在竞标的基础上， 为太阳能光伏发电创造

了新的基准电价 （所谓的核定价格）。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２００９ 年在甘肃省

敦煌地区的两个 １０ＭＷ 项目的竞标过程。 竞标价格从 ０ ６９ 元 ／ ｋＷｈ （０ １０
美元 ／ ｋＷｈ） 开始， 最终得到的核定价格是 １ ０９ 元 ／ ｋＷｈ （０ １６ 美元 ／
ｋＷｈ）。 另一个核定价格是 １ １５ 元 ／ ｋＷｈ （０ １７ 美元 ／ ｋＷｈ）， 涉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在宁夏竞标的 ４ 个项目， 装机容量为 ４０ＭＷ。

最后， 省级层面也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给予优惠电价， 如浙江和江苏

省的一些项目。 在浙江省， ２００９ 年上网补贴电价设定为 ０ ７ 元 ／ ｋＷｈ （０ １０
美元 ／ ｋＷｈ）， 加上该省平均煤炭发电价格为 ０ ４６ 元 ／ ｋＷｈ （０ ０７ 美元 ／
ｋＷｈ）， 从而产生的总电价为 １ １６ 元 ／ ｋＷｈ （０ １７ 美元 ／ ｋＷｈ）。 江苏省设定

的上网电价要显著高于浙江省， 同时还依据技术类型设定了一系列的上网电

价： 陆基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２ １ 元 ／ ｋＷｈ （０ ３１ 美元 ／ ｋＷｈ）， 屋顶光伏系统

的电价为 ３ ７ 元 ／ ｋＷｈ （０ ５４ 美元 ／ ｋＷｈ）， 建筑一体化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４ ３ 元 ／ ｋＷｈ （０ ６３ 美元 ／ ｋＷｈ） （所有价格都是 ２００９ 年价格水平）。 江苏省

同时还预定将逐步降低上网电价水平： ２０１０ 年， 陆基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１ ７
元 ／ ｋＷｈ， 屋顶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３ 元 ／ ｋＷｈ （０ ５４ 美元 ／ ｋＷｈ）， 建筑一体化

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３ ５ 元 ／ ｋＷｈ （０ ６３ 美元 ／ ｋＷｈ）。 一直到 ２０１１ 年， 陆基光

伏系统的电价为 １ ４ 元 ／ ｋＷｈ， 屋顶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２ ４ 元 ／ ｋＷｈ， 建筑一

体化光伏系统的电价为 ２ ９ 元 ／ ｋＷｈ。
然而， 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容量的快速发展对电网接纳造成了问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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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弃光限电开始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 在甘肃省 （全年限电

３１％ ）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全年限电 ２６％ ） 尤其高， 全国的限电均值为

１２％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末， 电网容量不足就成为新建电厂的显著障碍， 而且

由于补贴到位的延迟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质量问题， 投资者已经对光伏发电越

来越慎重。 为了解决这些与弃光限电有关的挑战， 中国政府已经要求太阳能

发电量大的省份， 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的传输， 建设具有更强的输电能力的

电厂以及吸引更多能源密集型企业增加当地能源消费量。 面对这些传输和限

电的挑战， ２０１５ 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量依然达到 ２ＴＷｈ———相比 ２０１４ 年

增长 ５７％ 。 中国企业也纷纷走出国境， 特别是到巴基斯坦。 在那里， 中国在该

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中就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
在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刺激计划下， 中国的许多太阳能产品制造商经历着

利润率低、 产能过剩和庞大的债务等问题。 例如， 天威公司就在 ２０１５ 年对

一笔国内债券的利息支出违约后破产， 同时， 英利公司在 ２０１７ 年请求政府

的救助， 以及在 ２０１６ 年， 汉能公司开始接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

会的调查。 普遍而言， 电力生产上的限制和补贴支付的滞后， 迫使开发厂商

们中止这些项目并停止进一步地开发。
在中国的五年规划尤其是 “十二五” 产业发展规划中， 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已经成为特别关注的七类经济问题之一， 这些经济问题还包括贷款和税

收优惠。 结果就是， 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制造产业———从廉价太

阳能光电板起步， 发展为在很多方面的全球市场价格领导者。 然而另一个结

果是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产能过剩。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的新型太阳能电

产业使得世界价格下降了将近 ８０％———即使在竞争激烈的高科技领域， 这

也是一项令人震惊的成就。
中国的环境特别适合于发展先进的太阳能产业， 其中有 ７０％ 的最适宜

地区集中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省份。 据估计， 每年中国国土的太阳能等价于

４ ９ 万亿吨标准煤。 不仅如此， 中国还有很大的沙漠地带适宜建设光热太阳

能 （ＣＳＰ） 电站。 中国具有 ２６４ 万平方公里的干旱荒漠区和丰富的太阳能资

源。 仅新疆一地， 就有 １１１ 百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区。
较为突出的项目包括青海省德令哈太阳能热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该工程

将会使用亮源能源公司的成熟太阳能塔式技术， 为超过 ４５ 万户居民提供清

洁、 可靠的太阳能电力。 德令哈项目有六个 １３５ＭＷ 的聚光太阳能塔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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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加上一期工程的两个 １３５ＭＷ 太阳能电站以及超过 ３ ５ 小时的热能储备。
与此同时， 中国还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 这个发电厂还被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了卫星图像。 同样在青海省， 这个电厂的规模达到了

惊人的约 ８５０ＭＷ。 根据陆地卫星 ８ 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所拍摄的图像显示， 在

此地区安装的四百万个太阳能电池板， 其覆盖面积相当于一个澳门那么大。
德令哈光伏电场， 已经超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卡穆迪太阳能发电工

程，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 中国目前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一

个更大的太阳能发电装置， 其发电功率达到了 ２ＧＷ。
在中国， 太阳能光热发电装置 （ＣＳＰ） 的商业应用仍处于早期阶段。 这

种技术采用常规发电类似技术， 有助于降低新技术开发的风险。 中国已经为

太阳能光热技术的发展设定了宏伟的目标， 尽管起步速度较慢， 但它仍然是

光热能应用的一个尤其令人振奋的领域， 特别是在中国对能源结构的多样化

和碳减排的强力承诺条件下。
太阳能热电厂以熔盐为媒介转换太阳能， 通过提供更高的温度和更稳定

的媒介改善了发电系统效率。 原有的 ＣＳＰ 系统则使用油或者水作为媒介，
但是油不能到达很高的温度， 水又容易变为蒸汽， 所以这种介质必须装在高

压环境下。 中国首个熔盐太阳能发电厂已经开始并网输电。 天津滨海的太阳

能光热电力有限公司表示， 他们在中国西北甘肃省阿克塞投资的 ５０ＭＷ 熔

盐太阳能项目， 就是一项太阳能热利用技术成熟的商业开发的示范工程。 该

公司将使用这种技术于 ２０１８ 年进行大规模投产， 计划生产年输电 ２００ＭＷ 的

太阳能发电设备。 阿克塞电厂也是中国能源局 ２０１６ 年所列在建的 ２０ 个示范

性太阳能热电厂之一， 并作为政府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点对象。
“十二五” 规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 要求， 到 ２０１５ 年， 完成聚光太阳能装置

装机容量 １ＧＷ， 到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３ＧＷ。 规划和在建中的电厂， 包括以下 １２ 项。
１ １ＭＷ 八达岭试点项目———由电器工程研究所 （ ＩＥＥ） 与中国科学院

（ＣＡＳ） 开展合作。
２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国电新疆公司合作的 １２ＭＷ （短

期） ／ ３００ＭＷ （长期） 项目。
３ 华能西藏公司承建的西藏 ５０ＭＷ 项目。
４ 天威新能源公司承建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１００ＭＷ 项目。
５ 中国华电集团承建的 ５０ＭＷ 项目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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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国电能源承建的格尔木 １００ＭＷ 项目。
７ 北京控股技术有限公司承建的宁夏 １００ＭＷ 项目。
８ 中航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１００ＭＷ 项目 （待定）。
９ 广东康达公司承建的 １００ＭＷ 项目 （待定）。
１０ 天津国家经贸委承建的甘肃 １００ＭＷ 项目。
１１ 莱昂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承建的青海 １０００ＭＷ 项目。
１２ 山东蓬莱电力和太阳能发电公司承建的陕西 ２００ＭＷ 项目。
根据计划， 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 （ＣＳＰ） 发电装机容量在 ２０２０ 年年底

将达到 ５ＧＷ， 这比 ２０１５ 年全球 ＣＳＰ 装机容量还要多。 青海德令哈的 ５０ＭＷ
项目已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底正式开工建设。 这套设施将是全国首个商业化 ＣＳＰ 电

厂， 计划在 ２０１８ 年投入使用。 其他总计 ７００ＭＷ 的相关设施正处于不同的建

设阶段之中， 虽然全部竣工的时间表仍不明朗。
太阳能的另一项利用就是太阳能热水器。 中国在全球的太阳能热水

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其在全世界的份额超过了 ７０％ 。 早在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市场， 全部太阳能热能装机容

量为 ３０ ４５ＧＷｔｈ （安装面板总面积为 ４３５０ 万平方米） ———比新增装机容

量排名第 ２ 的土耳其的 ２１ 倍还多。 ２０１７ 年末， 中国运行中的累计装机容

量估计将达到 ３０９ ４ＧＷｔｈ， 占全世界份额的 ７１％ 。 中国市场连续两年收

缩———在 ２０１４ 年下降 １８％ 以后， ２０１５ 年继续下降 １７％ ， 这是由建筑业

的放缓所致。
太阳能水加热装置使用了多项技术， 例如真空管、 太阳能导热管、 平板

集热器和太阳能缸等。 真空管继续在 ２０１５ 年主导中国市场， 占全部新增产

能的 ８７％ ； 然而， 平板集热器依然广受欢迎， 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屋顶与立

面的一体化应用中。 太阳能导热管， 是最先进但也最昂贵的技术。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太阳能热系统在住宅以及旅游与公共部门中的应用， 占到了新增集热装

置安装量的 ６１％ 。
制造商与成本下降

２００８ 年以来，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国， 并在 ２０１１ 年

以后， 按年产量计算， 中国已经生产了世界上光伏发电系统的绝大部分。 根

据行业预测， ２０１７ 年年底中国将有足够的产能， 可在一年之内生产 ５１ＧＷ
的光伏发电装置。 ２０１６ 年， 中国的国内需求大约在 ３４ＧＷ———这个产能

６１３



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技术进步

（５１ＧＷ） 比 ２０１０ 年全球光伏产量 ２４ＧＷ 的 ２ 倍还要多。
光伏产业主要以几个大型制造商为主， 其中包括正泰集团、 晶澳太阳能

控股、 金牛能源、 尚德电力、 英利、 中电光伏和韩华太阳能。 一些制造商正

面临着大规模债务的挑战。
１０ 年中， 中国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成本急剧下降， 从 ５０ 元 ／ Ｗ 下降到 ４

元 ／ Ｗ， 系统成本从 ６０ 元 ／ Ｗ 下降到了 ７ 元 ／ Ｗ， 降幅超过了 ８５％。 随着投资成

本的下降， 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也降低了 ７６％， 从而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成本降低的主要动力， 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规模

的扩大。 快速增长的市场容量， 在提升产量的同时还降低了生产成本。 技术

创新不仅为制造商创造了更有效率的产品， 而且还带来了更高的发电效率。

水力发电

概述

在中国， 水力仍是目前最廉价的发电资源， 水电也是成本效率最高和最

为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形式。 这就使得开发者在安装水力发电装置时， 不需要

较高的上网电价。 水电还受益于其灵活性， 因为在过去的某些时期， 发电厂

可以迅速调整产出对变动的能源需求做出反应。
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６ 年年末， 中国的水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了 １０３ ４８ＧＷ，

同比增长了 ８ １％ 。 在这些新增装机容量中， 新增大型水电设施容量总计

８０ ７６ＧＷ， 新增小型水电 １６ ６ＧＷ 以及新增抽水蓄能容量 ６ １２ＧＷ。 水电的

全部产能达到了 ３１９ ５４ＧＷ， 占全球装机容量总数的 ２７％ 。 在这些全部装机

容量中， 大型水电为 ２２１ ５１ＧＷ， 小型水电为 ７５ＧＷ， 抽水蓄能水电

２３ ０３ＧＷ。 中国的水电发电量为 １１０００ 亿千瓦时， 占全国电力产出的

１９ ４％ ， 占全部非化石燃料电力产出的 ７３ ７％ 。 全世界最大的 １０ 座水电站

中， 中国就占了 ５ 座。 全球所有装机容量在 ７００ＭＷ 以上的水电机组， 有一

半由中国三峡集团运营。
不仅如此， 中国目前仍有许多水电项目正在建设之中 （见表 １）。 ２０１５

年， 新开工项目的装机容量为 ２０ ９ＧＷ， 这也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尽管从生产和上网电价的角度看， 水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可再生能源形

式， 但它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其中包括： 能够长期开发的时间、 相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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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在建的水电项目

类型 河流 ／ 电网 发电站

常规水电

金沙江 乌东德、梨园、苏洼龙、阿海站、鲁地拉、龙开口、观音岩

雅砻江 两河口、杨房沟

大渡河 双江口、猴子岩、黄金坪、安谷、枕头坝、沙坪二级电站

黄河 刘家峡（扩建工程）、黄丰

其他河流 马马崖、丰满（重建）、小漩、立洲、卡基娃、多布

抽水蓄能电站

华北电网 枫林、文登、沂蒙

华东电网 绩溪、金寨、川龙山

华中电网 天池、蟠龙

东北电网 敦化、荒沟

南方电网 琼中、深圳、梅州、阳江

　 　 资料来源：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２０１７）。

安置和环境问题， 以及获取潜在可开发场地的难度越来越大。 这些因素

预示着中国在 ２０２０ 年以后的水电投资规模将会开始下降。 大型水电安装所

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后果， 是另一项挑战。 为了建设三峡大坝， 有超过 １５０ 万

人被异地安置。 移民已经成为水电开发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并将使得这个部门

的未来发展更为复杂。
在国际上， 主要的水电设备供应商包括通用 （美国）、 安德里茨水电

（奥地利） 和福伊特水电 （德国）， 每个供应商大致具有相同的市场份额。
它们一起占全球水电设备行业的一半。 其他著名的制造商包括： 哈尔滨

（中国）、 东方 （中国） 和电力设备 （俄罗斯）。
中国水电开发的放缓和市场的饱和， 正刺激着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提

升水电项目的参与程度。 它们的参与既有建设方面又有运营方面， 尤其关注

非洲、 南亚和南美洲市场。 ２０１６ 年初， 中国的三峡集团收购了巴西的两家

发电厂， 成为该国第二大的私营电力企业。
根据中国公布 “十三五” 规划中的水电发展部分， ２０２０ 年水电总装机容量

目标是 ３８０ＧＷ， 其中 ３４０ＧＷ 是常规水电项目， 而 ４０ＧＷ 是抽水蓄能项目。 每年

水电发电量将达到 １２５０ＴＷｈ， 在全部非化石燃料发电量中的比重超过 ５０％。
中国全部可开发的水电资源为 ６６０ＧＷ， 年发电量大约为 ３０００ＴＷｈ。 但

是这些资源分布极不均衡， 其中 ７０％的水电资源分布在中国的西南地区。
在技术发展层面，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水电开发的领导者， 从规划、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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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建设到设备制造、 运营和维护。
近些年来， 水电的主要技术成就包括： 在复杂地质条件下建设高 ３００ 米

的拱坝， 在沙砾土上建设一座超高的心墙堆石坝， 建设一座 ３５ 米宽的地下

水电站厂房、 开凿深层地下水多重引水隧道等。 ８００ＭＷ 的弗兰西斯式水电

涡轮机和水头达 ５００ 米的 ３５０ＭＷ 抽水蓄能水电机组， 都可以在中国进行制

造。 近几年建成的包括： 世界上最高的混凝土双曲拱坝 （锦屏一级水电

站）、 深埋隧道水电站 （锦屏二级水电站）、 世界第三大水电站 （溪洛渡水

电站） 和一座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水电站 （大岗山水电站）。
新公布的中国水电开发计划， 主要集中在发展电网和水电系统， 这是由

全国水电资源分布不均所决定的。 根据目前的规划， 最终将会有超过

１００ＧＷ 的水电从全国西部地区输送到东部地区。
然而， 中国的水电部门将面临许多的挑战。 环境问题越来越多地获得了

公众的关注， 从而使得新项目的执行越来越困难。 要将人口迁移出水电项目

开发区域， 会越来越困难。 因此， 新水电项目就向偏远地区和经济发展程度

较低的地区转移。 在这些地区， 水电被视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一种手段， 而较

低的人口密度也降低了移民成本。

生物质

生物质能源， 指的是来自农业残余和废弃物、 林业产品和废弃物， 以及来

自畜牧业和城市垃圾的生物乙醇、 生物柴油和沼气等的能源。 中国具有巨大的

生物质能源发展潜力。 长期以来， 政府一直推动着传统生物质能源的利用， 包

括农村地区的秸秆和薪柴的发电。 几十年来， 农村的能源政策一直支持着高效

生物质炉、 生物质加热床和生物沼气池的利用。 现代生物质能利用政策开始于

２００５ 年。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中国的生物质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５ ５ＧＷ， 固

体成型燃料的利用达每年 １００ 万吨， 沼气利用量 １９０ 亿立方米； 利用非粮食原料

生产的乙醇燃料达到 ２００ 万吨， 生物柴油达到 ２０ 万吨 （国务院， ２０１１）。
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 中国就一直将生物质能源的利用列入其五年规划之中。

在 “九五” 规划中， 开发用于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水和城市垃圾的高效厌氧

技术， 就被列为一项重点科技项目。 在 “十五” 规划期间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 就已经引入了农业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规划。 自 “十一五” 规划之

后， 每个五年规划都包含了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特别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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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印发的 “十二五” 规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 指出， 在此期间， 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方案就是对这一来源获得的产出进一步开发。 依照规划， 到 ２０１５
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 ８０％， 秸秆能源化利用率达到 １３％。 ２０１２ 年印发的可再

生能源发展和生物质能发展的 “十二五” 规划明确要求，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生

物质能的利用率将超过 ５０００ 万吨标准煤当量。 当生物质能发电总装机容量

达到 １３ＧＷ 以及相关的年度发电量增长到 ７８ＴＷｈ 时， 每年的生物质能供给

将增加到 ２２０ 亿立方米， 固体成型燃料将会达到 １０００ 万吨， 生物质液体燃

料达到 ５００ 万吨。 生物质能发展计划的 “十三五” 规划正在进行中。
一方面， 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为热能资源的替代提供了潜力， 从而

更好地保护了环境。 另一方面， 它目前的开发和利用成本还远远不能与那些

传统的能源来源相竞争。 为此，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减轻企业

和用户的成本负担， 并直接对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补贴。 主要的措施

包括： 在前端对生物质能生产链开发的激励， 在市场末端对生物质能销售和

使用的激励， 以及促进整个行业发展的间接激励措施。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生物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 １０ ３ＧＷ， 比上一年增长了

０ ８ＧＷ。 相比 ２０１４ 年， 发电量增长了 １６％ ， 大约达到了 ４８ ３ＴＷｈ。 “十二

五” 规划设定的目标是， 在 ２０１５ 年总装机容量达到 １３ＧＷ， 但是生物能发

电的真实装机容量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制约这一进展的因素包括原材料价格

偏高、 项目的协调性差以及技术层面操作困难等原因。
作为世界上第三大生物乙醇制造国， ２０１５ 年中国生产生物乙醇量为 ２８

亿升———下降了 １４％ 。 这一年中国增加了生物乙醇的进口但没有增加新的

产能， 部分原因是暂停了以玉米为原料的乙醇生产。 亚洲的另一个主要生产

国， 泰国， 其乙醇产量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１ 亿升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 亿升， 上升

了 １０％ 。 中国生物柴油产量预计显著增长———估计增长了 ２４％———２０１５ 年

的产量达到 ３ ５ 亿升 （２１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 ２０１６）。
在 “十三五” 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基础上， ２０２０ 年生物质能发电的

总装机容量目标将达到 ３０ＧＷ； 固体成型燃料的年利用率将达到 ５０００ 万吨， 沼

气 ４４０ 亿立方米， 非粮食原料制造的生物乙醇 １０００ 万吨， 生物柴油 ２００ 万吨。

其他可再生能源

世界上直接使用地热发电容量最大的国家， 分别是中国 （６ １ＧＷ）、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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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 （２ ９ＧＷ）、 日本 （２ １ＧＷ）、 冰岛 （２ＧＷ）、 印度 （１ＧＷ）、 匈牙利

（０ ９ＧＷ）、 意大利 （０ ８ＧＷ） 和美国 （０ ６ＧＷ）。 同装机容量相一致， 中

国是世界上使用地热发电的电量最多的国家 （２０ ６ＴＷｈ）。
中国同时也在开发海洋能源技术———潮汐能与波浪能。 在 ２０１５ 年， 海洋能

源总装机容量为 １０ ７ＭＷ， 其中包括一些在开发中的项目。 江厦潮汐能电站于

２０１５ 年升级， 装机容量从 ３ ９ＭＷ 上升到 ４ １ＭＷ。 在所有新开发的项目中， 其中

一个是 １００ＫＷ 的瑞鹰波浪能转换器， 它开发于 ２０１５ 年。 迄今为止， 中国的经验

就是本国目前的潮汐能利用技术相比波浪能利用技术显著降低了成本， 但是所

有这些能源利用都受到技术不成熟、 缺乏经验和配套基础设施等的限制。

政策发展

在中国， 开发新型、 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是中国培育新兴产业的关键战略举措，
它对于整个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它也被看作是国家环境保护行动的一部分，
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过努力， 中国目前一次能源消费中非化石能

源的份额已经上升到了１１ ４％， 并且规划到２０３０ 年年底占一次能源的２０％。
在全球性能源危机、 区域性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可再生能源

利用技术的发展， 对替代化石燃料和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来说， 具有非常重

要的实践意义和长期效应。 中国的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

题， 环境约束不断强化， 节能减排的形势也越发严峻。 在这个背景下， 政府

将调整中国能源结构和开发替代性的绿色、 清洁、 低碳可再生能源放在优先

发展的位置。 生物质能———有着丰富的资源和稳定的供给———可以在数量上

大幅度地替代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 它还可以显著地降低污染和实现二氧化

碳的接近零排放。 于是， 近些年来， 中国的各级政府更加关注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 并为这一行业的发展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政策的基本框架包括了 《可再生能源法》 《可再生

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以及每个 “五年” 规划， 从而通过建立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激励机制， 吸引更多的厂商和消费者参与到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中来。

法律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颁布于 ２００５ 年， 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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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施行。 这是中国第一部能源法， 从而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可再生能源的重

视程度。
《可再生能源法》 于 ２００９ 年年底修正， 新版修正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

开始施行。 该修正案设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这个基金通过电网额外收

费的形式征集， 从而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目标体系

中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就是将可再生能源在全

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７ ２％提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 ， ２０２０ 年计划

为 １６％ ， ２０３０ 年为 ２０％ 。 该计划将风力发电看作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来源，
并设定了风力发电中长期发展目标 （见表 ２）。

这一规划强调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包括风能、 水能、 生物质能、 沼气

能、 固体成型燃料和生物液体燃料等。 表 ２ 给出了依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

需求和生物能利用技术所制定的发展目标。

表 ２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份额 ７ ２％ １０％ １６％

可再生能源的年度消费量 １６０ ｍ ＴＣＥ ２７０ ｍ ＴＣＥ ５３０ ｍ ＴＣＥ

可再生能源（排除水电）在全部发电量中的比重 — １％ ３％

水电发电容量 １１７ＧＷ １８０ＧＷ ３００ＧＷ

风力发电容量 １ ２６ＧＷ ５ＧＷ ３０ＧＷ

生物资源发电容量 ２ＧＷ ５ ５ＧＷ ３０ＧＷ

年度沼气消费量 ８ｂ ｃｕ ｍ １９ｂ ｃｕ ｍ ４０ｂ ｃｕ ｍ

光电池装机容量 ７０ＭＷ ３００ＭＷ １ ８ＧＷ

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 ８０ ｂｓｑ ｍ １５０ｂｓｑ ｍ ３００ ｍｓｑ ｍ

酒精年度消费量 １ ０２ ｍ ｔ ２ ｍ ｔ １０ ｍ ｔ

　 　 注： ＴＣＥ ＝ 吨煤当量； ｍ ＝ 百万； ｂ ＝ 十亿。
资料来源：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２００７）。

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政府的强力政策支持， 中国的可

再生能源开发尤其是风能与太阳能发电领域的发展， 已经超出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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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这些目标正在被不断地修订。 表 ３ 展示了这些修订中的发展

目标。

表 ３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修正目标

年份 目标

２００９ 到 ２０２０ 年发展风力发电 ８０ＧＷ

２０１０ 到 ２０２０ 年发展风力发电 １５０ＧＷ，太阳能发电 ２０ＧＷ

２０１３ “十二五”规划：到 ２０１５ 年发展太阳能光电 ２０ＧＷ；风力发电 １５０ＧＷ

２０１３ 到 ２０１５ 年发展太阳能光电 ３５ＧＷ

２０１６ 到 ２０２０ 年发展风力发电 ２５０ＧＷ，太阳能 １００ＧＷ

　 　 资料来源： 笔者。

２００５ 年版 《可再生能源法》， 授权在政府指导价的基础上对风能发电给

予电价补贴， 这一措施涉及每年风电装机的上网竞价， 从而产生了标准定价

或核准定价， 这些价格在不同省份一般也不尽相同。
依据 《可再生能源法》 第 １４ 条， 电网企业 （国家电网） 必须与那些获

得政府批准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署上网电价协议。
早在 ２００３ 年， 上网电价就已经在中国开始应用， 以支持风能的开发。

一开始， 电价水平是通过逐个案例的竞价或谈判来确定的。 然而， 这种安排

导致了大型国有可再生能源发电站之间的激烈竞争， 它们通常会发出不足以

支撑项目真正实施的投机性竞标方案。 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有害于风能产业的

长期可持续发展。
对此，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为风力上网电价设定了基

准价格。 电价的范围在 ０ ５１ 元 ／ ｋＷｈ 到 ０ ６１ 元 ／ ｋＷｈ 之间不等， 这要取决

于风电场的地理位置， 其中按顺序包含了四类风能资源。① ２０１１ 年， 国家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将 ２０１１ 年及以后启动的全国太阳能项目的上网电价设定在

１ 元 ／ ｋＷｈ。 为了支持上网电价，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 ２００６ 年开征可再

生能源电力使用附加费， ０ ０００１ 元 ／ ｋＷｈ。 ２００９ 年， 这一附加费上涨到

０ ００４ 元 ／ ｋＷｈ， ２０１１ 年上涨到 ０ ００８ 元 ／ ｋＷｈ， 从而支持可再生能源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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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处理好风力发电的价格， ＮＤＲＣ 根据风力资源定义了四类风力发电区， 它们分别是 Ｉ 类
到 ＩＶ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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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后对上网电价补贴的需求。 尽管翻了 ８ 倍， 但是这项附加费仍然低于国际

标准： 由于全国居民用电的平均价格水平为 ０ ５２ 元 ／ ｋＷｈ， 这就意味着附加

费率相当于总电价的 １ ５％ 。 作为比较， ２０１３ 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达

到了 ０ ０５３ 欧元 ／ ｋＷｈ （０ ３４ 元人民币 ／ ｋＷｈ）， 相当于总电价的 ２０％ 。 中国

较低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附加费对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非常重要， 这是因

为它为进一步提升上网电价补贴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 ２０１７ 年的新建项目设定了

更低的电价补贴水平。 以风能为例， 按照四种风能资源排序削减上网电

价的幅度分别为 １５％ 、 １０％ 、 ９％ 和 ５％ ， 费率分别削减到０ ４０ 元 ／ ｋＷｈ、
０ ４５ 元 ／ ｋＷｈ、 ０ ４９ 元 ／ ｋＷｈ、 ０ ５７ 元 ／ ｋＷｈ。 对于太阳能， 分别对三类

太阳能资源排序①削减上网电价的幅度分别为 １９％ 、 １５％ 和 １３％ ， 费率分

别是 ０ ６５ 元 ／ ｋＷｈ、 ０ ７５ 元 ／ ｋＷｈ 和 ０ ８５ 元 ／ ｋＷｈ。 分布式太阳能电力的补

贴保持在 ０ ４２ 元 ／ ｋＷｈ。 海上风能和潮汐地带风能的上网电价也保持不变，
分别是 ０ ８５ 元 ／ ｋＷｈ 和 ０ ７５ 元 ／ ｋＷｈ。

根据国家能源局最新的一项宣布， 要求电力企业发电来源的 １５％ 以上

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 其中不包括大型水电企业。 这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的又一个信号。

可再生能源的未来发展

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 ２℃以内的目标， 以及中国自身空气质量

目标都是促进中国能源体系转型的强有力推动因素。 基于中国综合政策

评价模型建模团队的一项研究， 中国的能源转型可以支撑全球的气候变

化目标， 同时还可以改善空气质量。 图 ４ 展示了在全球升温 ２℃目标下的

一次能源需求。
到 ２０５０ 年， 可再生能源将占到中国一次能源需求总量的 ３３ ８％ 。 ２０５０

年， 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将增加到 ２８９ＧＷ， 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总量将达

到 ５７１ＴＷｈ （见图 ５ 和图 ６）。

４２３

① 类似于风能资源排序， 也存在建立在太阳能资源基础上的三类太阳能发电区域， 分别位列

第一类到第三类， 从而决定太阳能发电的基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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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在全球升温 ２℃目标下的中国一次能源需求

资料来源： Ｊｉ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图 ５　 在全球升温 ２℃情境下中国的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 Ｊｉ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图 ６　 在全球升温 ２℃情境下中国的发电量

资料来源： Ｊｉ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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