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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将增长

50%，其中太阳能光伏发电将占60%。

去年，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出现近二十

年来的首次停滞。国际能源署警告称，新增装机

容量仍远低于实现全球可持续能源目标所需的水

平。

光伏推动可再生能源
新增装机容量大幅反弹

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预计在2019年

将以四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在2018年经历将近

二十年来的首次停滞之后，新增装机容量将增长

12%。新一轮的增长主要受光伏发电的推动，主

要归功于光伏在欧盟迅速扩张，印度市场需求更

为强劲，以及越南装机大量增长。陆上风电的增

长提速，也为这一反弹提供了支持，特别是在美

国、欧盟和中国。

在光伏的带动下，2019至2024年间可再生能

源发电装机容量增幅达50%。由于政策改善和竞

争力增强，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比去年高

出14%。这意味着12亿千瓦的增长量，相当于美

国目前的总装机容量。其中，光伏发电占预期增

长量的近60%，陆上风电占四分之一。受欧盟竞

价机制以及中国和美国市场不断扩张影响，海上

风电将贡献4%的增长量，预计到2024年装机容量

将增长两倍。生物能发电装机容量增幅与海上风

电增长相当，其中以中国、印度和欧盟的增长最

为迅猛。水电增速缓慢，但仍然占可再生能源发

电总装机容量增幅的十分之一。

与去年的报告相比，由于成本下降以及政

策更加有效，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部署

的预测显著上调。 到2024年，公用事业级应用

和分布式应用的光伏发电成本将进一步下降15%

至35%。最近的竞价结果显示，在越来越多的国

家，公用事业级光伏电站的平准化发电成本将先

于预期达到或低于新建化石燃料电厂的水平。而

且，竞争和成本下降还共同推动了陆上和海上风

电装机容量的增长。

欧盟和美国占预测上调幅度的一半。之所

以对欧盟市场发展持更加乐观的态度，是因为其

成员国为了满足可再生能源目标，增加了可再生

能源计划招标量，并加快了分布式光伏增长。美

国的风电和光伏发电开发人员正急于在联邦税收

优惠到期之前完成项目，同时，企业购电协议

（PPAs）和州级政策也为增长做出了贡献。我们

对中国到2024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增长

预测高于去年，原因在于其光伏和陆上风电系统

消纳情况改善、弃风弃光率降低且竞争力增强。 

主要受光伏发电的带动，印度到2024年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将翻番。但是，配电公司运营

其他   

生物能发电   

海上风电  

水电   

陆上风电  

太阳能光伏

 0             1              2              3              4              5              6            7            8 
                                                                                                                     （亿千瓦）

2019-2024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按不同发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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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务健康状况、土地征用、电网改造和融资方

面的持续挑战阻碍其更快发展。由于不断延迟实

施已发布的政策、投资风险高且电网基础设施薄

弱，导致增长受阻，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我们唯一

下调预期的地区。

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长仍需大幅提速，才能

满足长期可持续能源目标。如果各国政府能够解

决加快部署所面临的三大挑战：政策和监管不确

定性、众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高投资风险以及一些

国家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系统消纳问题，就有

可能实现这一增长。解决这几方面的挑战是我们

做出加速发展情景预测的基础，该预测认为到

2024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增幅将超过

60%，达到40亿千瓦，规模达到目前全球煤电装

机容量的两倍。年部署量将增长至2.8亿千瓦，比

目前高出60%，与长期可持续能源目标一致。

分布式光伏占据中心地位

家用、商业建筑用以及工业用分布式光伏系

统发展即将腾飞，将带来电力系统重大变革。消

费者自发电能力快速提高，对全球的供电商和政

策制定者而言，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到2024

年，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将增长一倍以上，

达到5.3亿千瓦，这一增幅与陆上风力发电增长相

当或等于光伏总量近一半。

预计提早至2021年，中国将贡献全球分布

式光伏增长量的近半数，并在光伏装机容量上超

越欧盟，成为世界光伏领域的领导者。不过，由

于欧盟经济吸引力增强、政策环境改善，2019至

2024年间，欧盟分布式光伏将仍然大幅增长。

日本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市场，但印度和韩国已崛

起，成为亚洲装机容量增长的推动力量。主要受

美国的带动，与2013至2018年间相同，北美2019

到2024年间分布式光伏将增长一倍。

与传统观点相反，分布式光伏增长主要集中

在工商业应用，而非家用领域。工商业应用几乎

占到至2024年新增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的四分之

三，其经济效果整体优于家用。这是由于规模经

济导致每千瓦投资成本下降，以及供求通常能够

更好地协调一致，从而促进更多的“自发自用”

应用和节省更多电费。

到2024年，全球家用光伏屋顶系统可能达到

约1亿个。得益于有利的政策设计和分布式光伏的

经济吸引力，许多国家将加快部署，届时家用系

统将占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容量的四分之一。2024

年，人均家用光伏装机容量前五的市场分别为澳

大利亚、比利时、美国加利福尼、荷兰和奥地

利。

成本快速降低可能带来分布式光伏井喷式增

长。在大多数国家，商业用和户用系统已经使发

电成本低于零售电价中的可变部分。预计到2024

年，家用和商用太阳能光伏的成本将进一步下降

15%到35%，使得这一技术更具经济吸引力，从

2007-12   

2013-18    

2019-24 

0                 0.5                 1                 1.5                 2                 2.5                 3                3.5                                                                                                                                           
                                                                                                                                     （亿千瓦）

    ■ 中国      ■ 欧盟      ■ 美国     ■ 日本     ■ 印度     ■ 澳大利亚     ■ 其他国家

分布式光伏增长（按国家/地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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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刺激这一技术在全球的应用。根据加速发展情

景预测，到2024年，不断改善的经济性和更加有

效的政策和监管能够推动分布式光伏全球装机容

量超过6亿千瓦，几乎是目前日本总装机容量的

两倍。但是，根据可用屋顶面积，这也只占分布

式光伏技术开发潜力的6%。因此，分布式光伏系

统不断增长的经济吸引力将带来未来几十年的大

幅增长，吸引数以亿计，甚至十亿计的私人投资

者。

分布式光伏可持续增长需要重要的政策和电

费改革。目前，一些分布式光伏政策可能产生一

些不希望出现的效果——例如统购统销和通过零

售电价补偿进行年度净计量。未加管理的增长可

能增加系统成本、对可再生能源电网消纳带来挑

战、降低分布式电网运营商的收入，从而扰乱电

力市场。需要电费改革和适当的政策，以吸引分

布式光伏投资，同时确保有足够的收入支付电网

的固定资产，并确保成本由所有消费者之间公平

承担。

供热行业受益于可再生能源发展

2019~2024年，可再生能源供热将增长五

分之一。建筑供热占全球可再生能源供热增长的

一半以上，其次是工业。在该预测期内，中国、

欧盟、印度和美国占全球可再生能源供热消费增

长的三分之二。但是，可再生能源在全球供热消

费中的份额仅有略微增长，从目前的10%增长至

2024年的12%。整体而言，可再生能源供热潜力

仍然有待大力开发，其部署与全球气候目标不一

致，需要更远大的目标、更强大的政策支持。

到2024年，预计用于供热的可再生能源电

量将增长超过40%，与用于供热的生物能增长相

当，占全球可再生能源供热消费的五分之一。这

一增长主要得益于可再生能源在总发电量中的份

额越来越大，其次是终端用能电气化程度越来越

高。从目前来看，到2024年，现代化的生物能仍

然是可再生能源供热的最大来源。预计超过三分

之二的生物能增长将主要出现在印度、中国和欧

盟的工业领域。

中国将首次引领生物燃料产量增长

预计 到2024年，生 物燃 料总产量 将增 长

25%。2018年，受巴西乙醇产量飙升推动，生

物燃料产量增长为五年来最快。总体而言，亚洲

占增长的一半。亚洲颁布了颇有雄心的生物燃料

政策，旨在强化能源安全，从而促进了农产品需

求增长和空气质量改善。除了生物燃料以外，到

2024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将为交通运输业提供

约10%的可再生能源，这部分供应主要发生在中

国，。

中国将是所有国家中生物燃料产量增幅最大

的国家。到2024年，由于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推

广10%乙醇混合燃料，同时产能投资不断加大，

中国的乙醇产量预计将增长两倍。由于2020年将

实施国家生物燃料政策（Renovabio），巴西的

增长幅度将位列第二。2024年，美国和巴西的生

物燃料产量将仍占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二。

氢化植物油（HVO）生产将加速，与生物柴

油的竞争加大。到2024年，氢化植物油产量将增

加一倍以上，占生物燃料产量增长的五分之一，

与生物柴油的贡献相当，从而使之成为目前为止

先进生物燃料的最大来源。氢化植物油可使混合

环节具有更高的灵活性，能够使用废弃原料和剩

余原料，能够产生可再生丙烷和可再生化学品等

具有更高价值的副产品。接下来的五年，欧盟和

美国受政策驱动的需求预计将刺激50亿美元投

资，用于新建氢化植物油炼油厂，其中的一部分

炼油厂将同时生产航空生物燃料。

为了实现长期气候目标，需要大幅加速可持

续生物燃料生产和消费。我们的主要预测情景表

明，到2024年，可再生能源仍然只占交通运输行

业能源需求的5%。我们的加速发展情景预测表

明，2024年有望进一步增长20%，这需要加强政

策支持以展示可持续性，刺激关键市场生物燃料

消费比例提高，以及开拓航空和海洋运输行业新

市场。同时，也需要采取金融风险防范措施，鼓

励对能够采用更广泛废弃和剩余原料但尚未十分

成熟的先进生物燃料技术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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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后，无人机将关闭螺旋桨并

以八字形飞行。这样，通过拉动连

接到无人机的电缆会产生机械能。

然后，发电机将能量转换为电能以

供使用。

与 传 统 的 风 力 涡 轮 机 相 比 ，

机 载 风 能 系 统 具 有 明 显 的 竞 争 优

势，例如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设备

占用空间。在部署时，机载风能系

统似乎也更方便，因为它们不必永

久被固定在地面上（即可以从基地

车 辆 上 发 射 无 人 机 ） 。 但 是 ， 将

“被束缚的翅膀”这一概念付诸实

践时，存在不少相当棘手的挑战。

TwingTec的无人机被设计的运行高

度是120至500米，而500米处的风

力大约是120米处的八倍。因此，无

人机必须具有足够的敏捷性和耐用

性，才能使其悬停在中等风和强风

之间，并且始终与地面的发电机捆

绑在一起。

Tw i n g Te c 首 席 执 行 官 R o l f 

Luchsinger表示，最大的挑战不是

驾驶无人机，而是自主发射和降落

无人机。为了成为风力涡轮机的可

行替代方案，他们公司正在开发的

“风筝发电站”也需要在运行过程

中实现无人值守。

TwingTec已经开发了几种机

载风能系统模型。即将推出的旗舰

产品TT100的原型于2017年首次推

出。翼展15米，TT100从已变成移

动发电机的运输集装箱顶部被发射

升空。无人机可以升至300米来利

用强风。达到该高度后，它会高速

上下滑动，拉动电缆并产生能量。

当电缆延伸到最大长度时，无人驾

驶飞机缓慢下降并降落在集装箱顶

部。随后重复不涉及任何人工操作

的整个过程。TT100的最大发电容

量为100千瓦，能够满足60个单户家

庭的电力需求。

TwingTec还正在开发具有小

型无人机的解决方案。但是，该公

司的工程师有一段时间无法使其按

比例缩小的模型自动降落。终于在

2018年获得了突破性发展，即翼展

仅为3米的全自动模型T28。T28已

经完成了一次现场测试，在空中盘

旋了30分钟后安全着陆。在成功试

用T28的激励下，Luchsinger的团队

正在研究下一代T29型号，该型号可

作为基于实用程序的解决方案。T29

不仅可以自行起飞和降落，而且其

10千瓦发电机还可以直接向电网供

电。T29的试用定于今年11月进行。

此外，TwingTec正在考虑开发

一种海上机载风能系统解决方案，

其中涉及从浮动平台发射捕获风能

的无人机。Luchsinger指出，海上环

境的优势（如大量的空置空间和强

风）适用于风力涡轮机及其公司的

“风筝发电站”。

但是，Luchsinger指出，由于

公 共 安 全 问 题 ， 机 载 风 能 技 术 可

能 不 会 部 署 在 人 口 稠 密 的 地 区 。 

TwingTec的解决方案将使更多的偏

远和离网社区（包括村庄、采矿城

镇和岛屿定居点）受益。这些地方

可以通过采用机载风能系统减少对

柴油发电机的依赖，从而减少空气

污染和碳排放，同时节省燃料运输

成本。

展望未来，TwingTec在追求其

解决方案的商业化方面必须克服许

多障碍。公司首先必须进一步改善

并保证其设备的安全性，尤其是自

动驾驶无人机要足够耐用，能在大

风中飞行，并且必须足够智能以免

出现地面或空中碰撞。

【集邦新能源网站10月16日撰

文】一家瑞士公司提出的超前概念

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即需要在

陆地或海上安装具有巨大叶片的高

大风力发电机才能捕获风能发电。

TwingTec是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

术实验室（Empa）的子公司，已开

发出一种机载风能系统，其工作原

理类似于放风筝。该系统的核心部

分是与飞机形状类似的无人机，且

在其两个宽大的机翼中均嵌入了垂

直螺旋桨。该团队使用滑轮和电缆

系统将无人机进一步固定在移动发

电机上。它能在高达500米的高空中

顺利运行，充分利用随高度上升的

风能。

开 发 机 载 风 能 系 统 背 后 的 动

力是希望克服建造巨型水平轴风力

涡轮机的高昂成本和技术挑战。因

此，他们的设计放弃了用于捕获风

能的塔架结构和偏航结构以及用于

发电的滑环。以TwingTec为例，该

公司的概念是使用由电缆控制的滑

翔机和无人机来捕获风能。这个创

意也被称为“被束缚的翅膀”，与

放风筝非常相似。首先，无人驾驶

飞机升空并达到其工作高度。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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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迅速崛起为能源超级大国

【集邦新能源网站10月24日撰文】中

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正从零迅速崛起为佼佼

者。在25年的时间里，中国从几乎没有太阳

能组件到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

中国拥有众多规模惊人的太阳能发电

场，腾格里沙漠拥有庞大的太阳能设施，这

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发电设施。

中国也是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国，占

世界总投资的45%。可观的投资可以在可再

生能源供应链的各个阶段创造就业机会。正

如曾任世界银行集团高级副行长、现任新加

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的Vinod Thomas等专家

所言，中国已经证明，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

经济增长可以相辅相成。

据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估计，到2024

年，中国的光伏直流累计装机容量将达3.7亿

千瓦，是同期美国预期累积装机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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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可再生能源可以改变电力关系

可再生能源对地缘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

布的最新报告《新世界：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称，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先国家

将在其所在地区的地缘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相对地

位的因素很多。拥有能源资源和市场可以极大地提升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实力，因

为这个国家可以在国内保护其最重要的国家资源之一。这种能力也使他们有相当

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以影响其他国家。

中国在清洁能源竞赛中已跃居榜首，从能源转型中获益良多。它可以保护其

在国内的关键资源，并变得更加能源自给自足。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

源的支持下，中国能够应对化石燃料供应中断和价格波动等不利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拥护绿色能源，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中国作为

全球能源大国在可再生能源制造、创新和部署方面的地位将转化为海外的重要影

响力。

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能源研究中心主任Overland教授表示，中国在太阳能行业的崛起，增强了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东南亚国家不仅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太

阳能组件，而且在项目的工程、融资和建设方面也依赖中国。

东南亚对中国的能源依赖有利于中国的贸易平衡及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然而，由于东南亚根深蒂固的反华情绪，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可能不会在该地

区完全受到欢迎。

东南亚并非唯一受益于中国光伏产业的地区。日本松下电器也与中国钧石能源公司合作，进一步开发异质结光伏技术。该学者还认为，不应排除中欧合作

的可能性，因为双方都采取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

现在，中国在清洁能源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然而，根据Overland教授的说法，它是否能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作为创新引擎的科学家们。很多中国科

学家对在美国工作毫无顾虑，但是，在中国工作的美国科学家却并非如此。因此，科学家们对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信心将决定他们选择居住的

国家，并进一步决定国家的成功和科学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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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矿产能源部与国家电网签署
巴西美丽山输电二期项目运行许可

【国家电网公司网站10月25日消息】2019年10月25日下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和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共同见证下，巴西矿产能源部部长阿尔布开克与中国国家电

网公司董事长寇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签署巴西美丽山水电特高压直流送出二期项目

运行许可，标志着该项目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2017年9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与巴西总统的见证下，巴西矿产能源部向国家电网公

司颁发该项目开工许可。美丽山二期项目工程总投资约96亿雷亚尔，输电线路总长度约

2539公里，是目前世界上输送距离最长的±800千伏特高压输电工程，国家电网公司拥

有该项目30年特许经营权。该项目于巴西当地时间10月16日提前完成了全部建设和调

试工作。

美丽山二期项目是巴西第二大水电站美丽山水电站的送出工程，是巴西电网南北互

联互通的主通道，连同美丽山一期项目一起将巴西北部亚马孙流域清洁水电输送到东南

部负荷中心。该项目是国家电网公司服务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在海外成功落地生

效的重大项目。项目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本地化运作，实现了中巴互

利双赢、共同发展。整个项目周期为巴西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和税收，造福当地人民。

同时，该项目是我国在境外第一个独立投资建设运营的特高压工程，实现了中国特高

压“投资、建设、运营”和“技术、标准、装备”两个一体化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协同

“走出去”，带动我国近50亿元人民币的特高压换流变压器、换流阀和控制保护等国产

高端电工装备出口。

中国能建中标缅甸仰光
阿弄燃机联合循环独立
发电厂项目

【中国电建集团公司网站10月23日消息】近

日，中国能建安徽电建一公司中标缅甸仰光阿弄燃

机联合循环独立发电厂项目。

本项目是缅甸发电企业招标的重大LNG发电项

目，由国际投资方IPP。项目位于缅甸仰光省首府仰

光市中心核心区国际码头港，装机容量为183兆瓦，

建成后可有效解决仰光民众对于快速增长的电力需

求，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安徽电建一公司负责由国内拆除一台9E级燃

气轮机、余热锅炉、后置蒸汽轮机机组联合循环电

站，转运至缅甸快速完成建安及同步建设配套公用

辅助系统等任务。项目计划于2020年6月实现单循环

发电，7月底完成联合循环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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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实时新闻网站10月29日消息】

到2030年，全球水电市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可能将达2.4%。

数据和分析公司GlobalData预计，到目

前为止，水电装机容量将从2018年底的1.24

亿千瓦增至2030年的1.65亿千瓦以上。

目前，全球超过18%的发电量来自水力

发电厂，截止2018年底，中国、美国、巴

西、加拿大、俄罗斯、印度、日本、挪威、

土耳其和法国的总装机占其中的近70%。

GlobalData电力业务负责人Ankit Mathur

表示，中国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在2030年

之前，中国将继续保持其作为领先国家的垄

断地位。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有22个以

上百万千瓦级项目投产。

中国的三峡水电项目以惊人的225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在顶级水利工程中保持

着无可匹敌的领先地位。

全球
2030年全球水电市场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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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实

时新闻网站10

月27日消息】

乌兹别克斯坦

已承诺通过公

私 合 作 模 式

（PPPs）开发

高达90万千瓦

的太阳能发电

项目。

该国已与世界银行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署了一项发展可再

生能源的授权书，以实现其到2030年达到500万千瓦太阳能装机容量的目

标。

乌兹别克斯坦将启动两项装机容量最大为20万千瓦太阳能PPP项目招

标，然后对剩余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太阳能项目进行另一轮招标。

本月早些时候，该国宣布了首个10万千瓦太阳能PPP项目的中标者，

该项目实现了2.7美元/千瓦时的竞争性电价。

投资与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兼世界银行集团副行长Shukhrat Vafaev表示，

首个太阳能PPP已为我国的太阳能价格设定了基准。我们相信，在国际金融

公司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在未来几轮招标中再现这一成功，并再次吸引高

质量的私营企业来开发和资助这些项目。

【Techxplore网站10月21日消息】印度官员10月21日表示，

印度继续实施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在其阳光充足且多风的西部边

境建设一系列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减少该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深陷经济放缓泥潭的印度政府在过去三年中将支出增加了两

倍，作为其削减石油和煤炭使用努力的一部分。

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长Anand Kumar对法新社表示，

该国正在研究土地的可行性，并已确定古吉拉特邦装机容量为

3000万千瓦和拉贾斯坦邦装机容量为2500万千瓦的项目。

Anand Kumar称，政府已将重点放在贫瘠的沙漠地区，以避

免使用农业用地，并补充道，阳光充足、多风的地区非常适合使

用可再生能源设施。

他表示，这些项目将在获得国防部批准并进行土地可行性研

究后大约18个月开始动工。

印度目前23%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和风能。

印度电力和可再生能源部长R.K. Singh今年7月对议会表示，

印度的装机容量已超8000万千瓦，按照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承

诺，印度未来3年有望达到1.75亿千瓦装机。

与此同时，随着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收

购印度公司的股份，这个南亚国家对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的

投资继续增长。

亚洲
乌兹别克斯坦承诺招标9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项目 印度将在巴基斯坦边境建设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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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经济时报10月25日

消息】欧盟委员会10月24日表

示，已批准英国电力容量市场计

划，旨在保障英国电力供应安

全。

该计划允许英国电力公司

获得总计约10亿英镑（13亿美

元）的资金，弥补满足短时间内

对额外发电量需求的成本，以防

供应突然中断。

英国政府表示，将能够恢复向产能供应商付款的机制，包括在停产期间

递延的近10亿英镑。

英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绝大多数的付款将在2020年1月支付给产能

供应商。

政府仍表示，计划于2020年初举行三次产能拍卖，以确保2023/24年的产

能需求。

10月，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他们预计该计划将可能在10月31日英国

预计脱离欧盟之前获得批准。

英国电力公司Drax首席执行官Will Gardiner称，自该计划暂停以来，欠有

7500万英镑产能付款的英国电力公司Drax的股价在该计划宣布后几乎没有变

化，但在路透社报道后，10月股价飙升。

英国政府此前表示，预计该计划将恢复，企业将获得追溯性付款。

【光伏杂志网站10月25日消息】葡萄牙能源部国务卿João 

Galamba在社交网站上宣布了葡萄牙政府今日发布的可再生能

源自用、能源储存和能源社区的新规则。

葡萄牙政府表示，Decreto-Lei 162/2019法规将通过为中

小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部署提供更清晰，更有利的框架，从而

改善2014年发布的自我消费指南。

政府表示，新规将于2020年1月1日生效，预计将很快刺

激自我消费项目的发展，由这一举措推动的第一批设施可能在

明年完成。

新规规定，过剩电力可以在现货市场出售，也可以通过

双边购电协议出售。这些变化还简化了住宅光伏的授权审批流

程，并将该类型装机容量上限从1.5千瓦提高至30千瓦。

这些规定还首次为能源社区提供了立法框架。在当前制度

下，仅允许光伏系统所有者为单个用电单位供电，而新规使愿

意成为产消者的房主和企业能够在集体项目中共同努力，共享

发电机组。

政府说，这项立法旨在帮助该国实现可再生能源的目标。

根据国际可再生  能源署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在阳光充足的

葡萄牙仅部署了67万千瓦的装机容量。

预计太阳能将在葡萄牙政府的新能源计划中发挥主导作

用，该计划包括到2030年80%的电力需求来自可再生能源，到

2050年使65%的经济实现电气化。

欧洲
欧盟委员会批准英国十亿英镑的电力后备计划 葡萄牙起草新规以促进屋顶太阳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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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网站10月25日消息】美国总统在匹

兹堡举行的能源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布，美国将退出

《巴黎协定》。他称这项协议是“糟糕的”“片面

的”“对美国来说是一场彻底的灾难”。

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协议将195个国家联

合起来，共同抵御气候变化，加强了确保全球气温增

幅不超过工业革命前水平2摄氏度的努力。

美国的退出在11月正式确定，退出协议将在一年

后全面生效。

特朗普对与会者表示，《巴黎协定》将是美国财

富向外国的巨大转移，而这些国家对世界上大部分的

污染负有责任。而我们现在的空气和水几十年以来都

一样干净。

特朗普声称，《巴黎协定》以无法相信的过度监

管限制关闭美国生产商，同时允许外国生产商污染环

境而不受惩罚。这些外国生产商无需做出改变。

特朗普补充道，政府将开放联邦土地和近海地

区，进一步“负责任”地生产化石燃料，勘探石油和

天然气。

美洲
特朗普确认美国退出“糟糕的”巴黎协定

【当今可

再生能源网站

1 0 月 2 2 日 消

息】欧洲投资

银行（EIB）

已同意向巴西

国有开发银行

米 纳 斯 吉 拉

斯 开 发 银 行

（BDMG）提

供1亿欧元资

金，以促进米

纳斯吉拉斯州

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项目的融资。

欧盟支持的这个项目将为市政当局和私营公司进行的环保项目最终投资成本提供

75%的资金。EIB表示，小企业也有资格申请贷款。

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当地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包括小型太阳能光伏农场和水力发电

站，其中一部分资金将用于各种能效举措。

EIB表示，这些项目的实施预计将在未来4年为当地创造约700个就业岗位。

欧洲投资银行支持巴西的小型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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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核能工程网站10月23日消息】南非政府其

公报上公布了新的长期能源计划，其中包括有关小型

核电站的新条款。这份长达100页的2019年综合资源计

划（IRP）是该国未来能源生产的官方蓝图，包括预计

电力需求、成本估算以及用于发电的能源。IRP于2011

年首次生效，并呼吁在2030年之前新增960万千瓦核电

装机容量。在2018年发布的征求公众意见的IRP更新草

案中，建议将核电容量保持在186万千瓦，即科贝格核

电站的核电容量。南非矿产资源部长Gwede Mantashe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南非目前规划并非大型核电

站，而是小型的模块化核电站。

10月17日，一名内阁表示，IRP将包括九项干预

措施，以应对未来十年的能源需求。这些干预措施包

括：

政府将以国家能够负担得起的速度和规模，开始

筹备250万千瓦级的核建设计划，因为从长远来看，这

是一个无悔的选择。

科贝格核电站将再延长20年。科贝格核电站本应

在2024年前达到其使用寿命。

政府将立即开始从私人供应商那里购买电力。

该计划还提到了国家电力公司Eskom的角色转变，

因为其发电、输电和配电业务将分离。

【全部非洲网站10月24日消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成员国收到

增加对  可再生能源供应投资的敦促，以确保可靠和稳定的电力供应，加速社会经济

发展。

加纳副总统Mahamudu Bawumia博士在2019年加纳首都阿克拉西非经共体可持

续能源论坛（ESEF）上发出呼吁，ECOWAS有必要加大能源投资，以确保到2030年

实现普遍用电。

该论坛是由西非经共体可再生能源和效率中心（ECREEE）组织的主题为“在

ECOWAS区域实现可持续能源目标”的为期三天的活动。

作为特邀嘉宾的Bawumia博士称，如果不尽快遏制低用电的挑战，有强烈迹象

表明ECOWAS成员国将无法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7（SDG7）和ECOWAS的

2020/30能源目标。

SDG 7和ECOWAS能源目标旨在确保到2030年所有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可

靠、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Bawumia博士表示，加纳将继续在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走在前列，以改善该国

的发电结构，确保可靠的高质量能源服务，从而使所有经济部门的成本降至最低。

ECREE的执行理事Mahama Kappiah表示，目前只有不到600个清洁能源小型电

网在运行，

远低于区域内6万个清洁能源小型电网的目标。

他说，可再生能源在次区域整体电力结构中的比例为26%，低于2020年35%和

2030年48%的目标。

ECOWAS矿业和能源专员Sediko Douka表示，该论坛将帮助成员国了解它们在

各自国家和次区域促进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的进展。

非洲
南非发布期待已久的能源计划 西非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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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海上风电展望

Offshore 
Wind 
Outlook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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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offshore wind market grew nearly 30% per year between 2010 and 

2018, benefitting from rapid technology improvements and about 150 new offshore 

wind projects are in active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Europe in particular has 

fostered the technology’s development, l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nd 

Denmark, but China added more capacity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2018.

Yet today’s offshore wind market doesn’t even come close to tapping the 

full potential – with high-quality resources available in most major markets, 

offshore wind has the potential to generate more than 420 000 TWh per year 

worldwide.

Offshore wind power will expand impressively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boosting efforts to decarbonise energy systems and reduce air pollution as it 

becomes a growing part of electricity supply, according to an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report published today.

Offshore Wind Outlook 2019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global study on the 

subject to date, combining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market developments with 

a specially commissioned new geospatial analysis that maps out wind speed and 

quality alo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kilometres of coastline around the world. 

The report is an excerpt from the flagship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9,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in full on 13 November.

The IEA finds that global offshore wind capacity may increase 15-fold and 

attract around $1 trillion of cumulative investment by 2040. This is driven by 

falling costs, supportive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some remarkabl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uch as larger turbines and floating foundations. That’s just the start 

– the IEA report finds that offshore wind technology has the potential to grow far 

more strongly with stepped-up support from policy makers.

Europe has pioneered offshore wind technology, and the region is positioned 

to be the powerhouse of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oday, offshore wind capacity 

【风能和电动汽车杂志网站10月25日撰文】

2010年至2018年间，全球海上风电市场年增长近

30%，这得益于技术的迅速发展，全球约有150个新

的海上风电项目正在积极开发中。在推动技术发展方

面，欧洲表现尤为突出，其中以英国、德国和丹麦为

首。2018年中国新增产能高居全球第一。

然而，当今的海上风能市场潜力仍未充分开

发——多数主要市场都有高质量的风能资源，全球海

上风能年发电潜力达到420亿千瓦时。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在未来二十年间，海上风能发电将以令人瞩目的速度

增长，并不断提高在电力供应中所占份额，这有利于

推动能源系统脱碳同时减少空气污染。

《2019海上风能展望》是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最全

面的研究，将最新的技术和市场发展与特别委托的新

地理空间分析相结合，该项地理空间分析对世界各地

数十万公里海岸线的风速和风力质量进行了介绍。该

报告节选自《2019世界能源展望》，于11月13日全文

发布。

IEA发现，到2040年，全球海上风电能力或将增

加15倍，吸引约1万亿美元的累计投资，这是由成本

下降、政府支持性政策和一些显著技术进步（如大型

涡轮机和风电浮式基础）共同推动的，而这仅仅是一

个开始。IEA报告指出，在决策者的大力支持下，海

上风电技术的发展或将更为强劲。

欧洲在海上风电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该地区

将成为未来风电发展的动力。目前，欧盟的海上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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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容量约为2000万千瓦。根据目前的政策设定，

到2040年，这一增长将达到近1.3亿千瓦。然而，如

果欧盟实现其碳中和目标，到2040年，海上风电装

机容量将跃升至1.8亿千瓦左右，成为该地区最大的

单一电力来源。

更加雄心勃勃的愿景，即政策推动对海上风电

产生清洁氢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可能会推动欧洲海上

风电产能大幅提高。

在努力减少空气污染的推动下，中国仍将在海

上风电的长期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海上风电

场可以建在遍布中国东部和南部的主要人口中心附

近，所以这项技术在中国极具吸引力。到2025年左

右，中国风电机群或将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

到2040年，中国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从目前的400

万千瓦增加至1.1亿千瓦。为了实现全球可持续能源

目标，在政策的推动下，这一指标甚至会超过1.7亿

千瓦。

美国东北部和人口稠密的东海岸附近的需求中

心拥有良好的海上风电资源，这为帮助美国实现电

力结构多样化提供了一种途径。浮式基础将扩大利

用西海岸风能资源的可能性。

IEA 执行主管Fatih Birol博士表示：“在过去十

年里，两项重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通过大幅降低成

本改变游戏规则的能源系统发展：页岩革命和太阳

能光伏发电的兴起。海上风电在成本降低方面的潜

力与前两者势均力敌。”

Birol博士于近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与丹麦气候、

in the European Union stands at almost 20 gigawatts. Under current policy 

settings, that is set to rise to nearly 130 gigawatts by 2040. However, if the 

European Union reaches its carbon-neutrality aims, offshore wind capacity 

would jump to around 180 gigawatts by 2040 and become the region’s largest 

single source of electricity.

An even more ambitious vision – in which policies drive a big increase in 

demand for clean hydrogen produced by offshore wind – could push European 

offshore wind capacity dramatically higher.

China is also set to play a major role in offshore wind’s long-term 

growth, driven by efforts to reduce air pollution. The technology is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in China because offshore wind farms can be built near the major 

population centres spread around the east and south of the country. By around 

2025, China is likely to have the largest offshore wind fleet of any country, 

overtaking the United Kingdom. China’s offshore wind capacity is set to rise 

from 4 gigawatts today to 110 gigawatts by 2040. Policies designed to meet 

global sustainable energy goals could push that even higher to above 170 

gigawat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good offshore wind resources in the northeast of 

the country and near demand centres along the densely populated east coast, 

offering a way to help diversify the country’s power mix. Floating foundations 

would exp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harnessing wind resources off the west coast.

 “In the past decade, two major area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ve 

been game-changers in the energy system by substantially driving down costs: 

the shale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solar PV,” said Dr Fatih Birol, the IEA’s 

Executive Director. “And offshore wind has the potential to join their ranks in 

terms of steep cost reduction.”

Dr Birol launched this special report today in Copenhagen, Denmark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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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place of offshore wind – alongside the Danish Minister for Climate, Energy and 

Utilities, Dan Jørgensen.

The huge promise of offshore wind is underscor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floating turbines that could be deployed further out at sea. In theory, they could 

enable offshore wind to meet the entire electricity demand of several key electricity 

markets several times over, including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Offshore wind currently provides just 0.3% of global power generation, but 

its potential is vast,” Dr Birol said. “More and more of that potential is coming 

within reach, but much work remains to be done by governments and industry for it 

to become a mainstay of clean energy transitions.”

Governments and regulators can clear the path ahead for offshore wind’s 

development by providing the long-term vision that will encourage industry and 

investors to undertake the major investments required to develop offshore wind 

projects and link them to power grids on land. That includes careful market design, 

ensuring low-cost financing and regulations that recognis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onshore grid infrastructure is essential to the efficient integration of power 

production from offshore wind.

Industry needs to continu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so that 

wind turbines keep growing in size and power capacity, which in turn delivers the 

major performance and cost reductions that enables offshore wind to become more 

competitive with gas-fired power and onshore wind.

What’s more, hug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exist for oil and gas sector 

companies to draw on their offshore expertise. An estimated 40% of the lifetime 

costs of an offshore wind project, including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have 

significant synergies with the offshore oil and gas sector. That translates into a 

market opportunity of USD 400 billion or more in Europe and China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能源和公共事业级部长Dan Jørgensen一同发表了这

份特别报告——丹麦是海上风电的发源地。

漂浮式涡轮机的开发强化了海上风电的巨大前

景，这种漂浮式涡轮机可以在海上进一步部署。从

理论上讲，这些涡轮机可以使海上风电满足包括欧

洲、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几个关键电力市场的全部电

力需求。

“目前海上风电发电量仅为全球发电量的

0.3%，但其潜力巨大，”Birol博士表示，“越来越

多的潜力触手可及，但政府和工业界仍需要更多努

力，才能使海上风电成为清洁能源转型的支柱。”

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可以通过提供长期愿景，

鼓励行业和投资者进行开发海上风电项目所需的重

大投资，并将其与陆上电网连接起来，从而为海上

风电的发展扫清道路。这包括详细的市场设计，确

保低成本融资和在政策上认识到发展陆上电网基础

设施对海上风电高效整合至关重要。

工业需要继续快速发展技术，使风力涡轮机在

规模和功率能力上持续增长，这反过来又改善主要

性能和推动成本降低，使海上风电与燃气电厂和陆

上风电相比更具有竞争力。

此外，石油与天然气行业也能从海上风电专业

知识中获取巨大商机。据估计，海上风电项目生命

周期成本的40%（包括建设和维护），与海上石油

和天然气领域有着显著的协同效应。这就意味着，

在未来二十年，欧洲和中国市场将出现4000亿美元

以上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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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前全球需求的18倍以上。

海上风电业的发展是由与北海接壤的欧洲国家推

动的，那里的优质风能资源和相对浅的海水为发展海

上风电技术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条件，有利于将这些技

术推向市场。

This is more than 18 times global electricity demand today.

The growth of the offshore wind industry has been fostered in European 

countries bordering the North Seas, where high quality wind resources and 

relatively shallow water have provided exceptionally good conditions in which to 

develop offshore wind technologies and bring them to mar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