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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唯一在 2020 年燃煤发电量显著增长的 G20 国家。

中国

中国电力需求的增长远超新增清洁电力的供应能力， 推动煤电发电量持续扩张

“向低碳电力系统转型是中国争取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必要组成部分。让中国 
电力需求增长更具可持续性也是促进这一转型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应提高用电 
效率，进一步促进“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并不断深化电价改革。”  

Ember 高级电力政策分析师

杨木易

“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足以满足额外的电力需求，对于电力需求增长较高的国家 
来说，例如中国，这的确是不小的挑战。他们需要推出更加激进的可再生能源发展 
计划和能效政策。在不进一步建设新的燃煤发电厂的基础上，他们还可以在淘汰 
现有煤电产能前，通过更好的利用这些产能，来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例如， 
在经过适当技术改进后，一部分现有燃煤电厂可向电网提供快速响应能力，这不仅 
可以提高电网的可靠性，还有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国际能源转型学会理事长

施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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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ansion of renewable generation (821 
TWh) in China, though impressive, could not 
meet its significant electricity demand growth.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ufficiency of electricity 
supply, coal also had to rise, supplying 39% of 
China’s electricity demand growth (734 TWh out 
of 1,884 TWh).

China was the only G20 country to see large 
increase in coal generation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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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coal generation rose by 
1.7% in 2020, while it fell or 
remained flat in all other G20 
countries

Globally, coal generation had its biggest fall on 
record, leaving China with an increasing share of 
global coal generation: up from 44% in 2015 to 
53% in 2020.

Between 2015 and 2020, 
electricity demand grew by over 
1,880 TWh in China

This is greater than India’s total electricity 
generated in 2020. The country’s electricity 
demand per capita is now higher tha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taly.

Key Findings

Flag Banner

Key Findings - 4 section version

Increased electricity demand outpaced new clean electricity, leading to coal rise

China’s strong growth of 
electricity demand has 
necessitated the expansion of 
both renewable and non-
renewable generation

Wind and solar now supply 
almost a tenth of China’s 
electricity, in line with the 
world average

Compared with other G20 countries, China has 
made average progress on transitioning to a 
low-carbon electricity future since 2015, with 
wind and solar gaining a 6% market share from 
coal. More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other G20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achieved over 
10% market share gains for wind and solar. In 
addition, because of the rapid growth in 
electricity demand, although coal’s share fell 
relatively in China, absolute coal generation 
continued to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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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2020 年燃煤发电量在中国同比增长 
1.7％，而在其他大多数 G20 国家 
则有所下降。

中国强劲的电力需求增长超出了 
其新增可再生电力的供应能力， 
推动煤电发电量持续扩张。

在 2015 年到 2020 年间，中国的 
电力需求增长了大约 1,880 TWh。

在 2020 年风电和光伏发电占中国 
总发电量的十分之一，与世界平均 
水平相当。

全球燃煤发电量在 2020 年创有史以来最大降幅，
同比下降 4%。与此同时，燃煤发电在中国却 
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使其在全球燃煤发电中的 
占比不断扩大，从 2015 年的 44％，增长到 
2020 年的 53％。

中国可再生电力发展迅速，在 2015 年到 2020 年
间发电量增长 821 TWh。但这并不足以满足中国 
巨大的电力增长需求，为了确保电力供应充足， 
煤电发电量也增长达 734TWh，满足了中国在
2015 年和 2020 年间增长电力需求的 39%。

这甚至超过了印度 2020 年的全国总发电量。 
强劲的电力需求增长使中国人均电力需求 
超过了英国和意大利。

在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在 2015 年以来只从煤电 
获得了 6% 的发电份额，与其他 G20 国家相比，
电源结构向低碳电力调整转型的速度相对较慢。
在德国和英国，风能和太阳能同时期从煤电获得
的发电份额超过了 10%。此外，由于电力需求 
快速增长，中国煤电虽然发电占比持续下降， 
但绝对发电量仍在不断增长。

占总发电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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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实现 100％清洁电力

逐步淘汰煤炭发电方面取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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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全球

中国

所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在总发电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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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电力转型： 2015-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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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lectricity transition in the spotlight: 201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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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所占份额达到 10%， 与全球平均水平持平

风能和太阳能不断替代煤炭， 在发电 
能源构成中占比稳步上升

电力需求高速增长迫使煤电发电量 
增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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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以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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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到 2020 年间，中国的可再生能
源发电取得巨大增长，特别是风电 和光伏 
发电。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从 2015 年
的 1,392 TWh 增长到 2020 年的 2,213 TWh，
增长了 821 TWh，其中超过 60% (+503 TWh)

来 自 风 能 和 太 阳 能。 风 能 和 太 阳 能 增 长
量 相当于 韩 国 2020 年 的 总 发电 量。 同 一 
时 期，水电 和生物质发电也实现了大幅 度 
增长，水电增长了 243 TWh，生物质发电增
长了 76 TWh。

除可再生能源 外，中国的不可再生能源 发
电量也有显著增长，其中近 70％的增长量 
来自于 燃 煤 发电。这一增长 使中国在全 球 
煤炭发电量中的占比从 2015 年的 44% 增长
到 53%。

在 2015 年至 2020 年间，中国电力清洁度
相对而不是绝对提高。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
发电比例从 2015 年的 4％增加到 2020 年的
10％。同期，煤电比例减少了 7％，这表明

可再生能源正在取代总发电量中燃煤发电的
份额。但是，以绝对值计算，自 2015 年以来，
所有发电量都在增长，尽管风能和太阳能发
电的增长速度（每年 45％）远超煤电的增长
速度（每年 4％）。

中国快 速增长的电力需求推高了可再生和 
不 可 再生 能 源 的 发电 量。自 2015 年以 来， 
中国电力需求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7%。 
在 2020 年，即使受疫情影响，中国电力需
求增长有所减缓，但依旧增长了4％。中国
电力总需求在 2020 年达到 7,612 TWh，相比
2015 年 的 5,728 TWh， 增长了 1,884 TWh，
在 2015 年到 2020 年间中国增长的电力需
求 甚 至 超 过了印度 2020 年 全 国 的电 力总 
需求。虽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也在快速增长，
达到了 821 TWh，但这并不足以满足迅速增
长的电力需求，为了确保总体电力供应充足， 
中国还是不可避免的更多地依赖不可再生能
源发电，包括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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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加了 169 TWh。其中，98 TWh (+16%) 来自风能和 
太阳能，71 TWh (+5%) 来自其他可再生能源。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不可 
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却没有降低。相反，煤炭、天然气和核能等不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分别增
长了 77 TWh (+2%)、33 TWh (+9%) 和 18 TWh (+5%)。这归结于中国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 
去年电 力需求 增长了近 300 TWh (+4%)， 大 于 澳 大 利 亚 (251 TWh)、 南非 (223 TWh) 和 
土耳其 (292 TWh) 等国家的全国总发电量。新冠疫情只减缓了中国电力需求的增速，但并未
能降低电力需求，这或许是因为疫情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复苏。

2020 年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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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为 9.5%。这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9.4%)，
但 远低于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较高的 G20 国家，例如，德国 (33％ ) 和英国 (29％ )。尽管 
如此，若只看绝对值，那么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在 G20 国家中还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其 2020 年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在 2020 年达到 728 TWh，约占全球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的
30%。此外，自 2015 年以来，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增长了 3 倍以上 (224%) ；而德国，
英国，和美国同时期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的增长率则分别为 56％，81％，和 104％。

中国与 G20 国家的电力转型比较 

2020 年中国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量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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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以来只有 5 个 G20 国家的煤电发电量出现了增长，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即使受新冠 
疫情影响，去年中国的煤电发电量仍增长了 2%，而在其他大多数 G20 国家都出现了下降。

2020 年 G20 国家中仅中国燃煤发电量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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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源结构中，煤炭仍占主导地位。在 2020 年，煤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例达到了 60% 

以上。其他同样依赖煤炭发电的 G20 国家有南非 (86％ )、印度 (71％ )、印度尼西亚 (60％ )

和澳大利亚 (54％ )。

煤炭在中国电源结构中仍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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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以来，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从煤电获取的发电份额达到了 6%。尽管如此，相比
其他 G20 国家，中国在从煤炭向清洁能源转型的速度相对较慢。德国和英国等国家的转型 
速度则要快得多，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占比自 2015 年以来增长超过了 10%。

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紧跟世界步伐， 不断占据煤电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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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10 年中，中国人均电力需求增长超过了 70%，在 G20 国家中，这个增长率是非常高的。
在 2020 年，中国人均电力需求超过了意大利和英国，而在过去 10 年中，这两国的人均电力
需求实现了大幅下降（意大利为 12％，英国为 25％）。即使如此，中国的人均电力需求仍远低
于其他高收入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几年中仍有可能会保持较快的电力需求增长，因此，
在低碳电力转型过程中，中国的步伐尤为艰难。

中国人均电力需求已超意大利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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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 10 年内，煤电排放的二氧化碳必须下
降 80% 才能实现将全球暖化维持在 1.5 度以
下的目标。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煤电发电国，
在 2020 年煤电 发电 量占到 全 世界 的 一 半 
以 上。在此背景下，中国必须 要保证在未
来十年中煤电发电量有大幅下降，才能实现
限制全球暖化的目标。但本文的数据显示， 
在 2015 年到 2020 年间，中国快 速增长的
电力需求推动了所有包括煤电在内的电源发
电量的持续增长。因此，在中国的低碳电力
转型过程中，让电力需求增长变得更具可持
续性也就变得尤为关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本文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 大力改善各经济部门的用电效率。例如，
针对电器和用电设备，可以施行更严格的
最低能效标准，扩大现行的能效法规范围，
囊括更多的部门。

 » 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能耗
少的服务业和高科技部门。这些措施可让
中国的电力需求增长变得更具可持续性。
此外，这些措施也符合中国当前的宏观 
经济政策重点，即通过创新、产业结构 
调整和淘汰效率底下的落后产能来促进 
经济增长。

 » 进一步推动电价改革，使电价更好的反应 
发电成本，并逐步取消电价交叉补贴，以期 
更好地激励电力用户节省能源。

 » 通 过不断 深化国际 合 作，中国能学习到
其他 国 家 在 提 高 用 电 效 率 方 面 的 先 进 
经验。中国可通各种地区和国际合作机制
来推动在能效提高领域的国际合作，例如， 
G20 能源效率领导计划 (EELP)、中欧能
源对话和亚太经合组织能源效率与节能 
专家组。

让电力需求增长更具可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
但与此同时，中国也要及时有序地淘汰煤电
产能，并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为此，
中国政策决策者或许可考虑停建造新的燃煤
电厂。这不仅能避免煤电发电量进一步上升，
还能防止资产搁浅，因为大部分现有煤电厂
的年平均运营时间在逐年不断减少，存在产
能利用率不断变低的问题。此外，为了进一
步吸引可再生能源投资，政策决策者可考虑向
投资者进一步释放“正确”的价格信号，此外 
还可以考虑通过采取加强电网建设，提高电
力系统灵活性（例如，建造更多储电设置）等
措施，来促进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不断发展。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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