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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类型分类基本概念

• 　清洁能源：气、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海洋能

• 　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油页岩等

• 　可再生能源：水能、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生物质、地热
能

• 　常规（传统）能源：煤炭、水能、石油、天然气、核能

• 　新能源：风能、太阳能、页岩气等

• 　分布式能源：建在用户端能源供应方式，可以独立运行，也
可并网运行



各种能源发电 在电力负荷调度区域中的位置



能源发电转换效率

• 　发电煤耗：生产一度电所消耗的标煤量

• 　反映一次能源转换效率，是节能降耗重要监测指标

• 　影响因素：能源类型及其质量、转换（发电）技术、发电机
组技术水平（容量、压力、温度）、发电负荷、管理水平

• 　2011年底，全国火电（含气电、油电等）平均发电煤耗为：
308克/千瓦时

• 　发电厂用电率：发电厂生产一度电所消耗的电量（%）

• 　2013年5月全国平均发电生产厂用电率5.1%,其中水电0.5%、
火电5.9% 

• 　发电厂供电煤耗：发电厂上网供应一度电所消耗的标煤量

• 　2013年5月份全国电厂平均供电煤耗319克/千瓦时



能源发电转换效率



能源发电转换效率
• 输电线路损失率：输电线路损失电量/线路输入端电量（供电量－售电量

/供电量）

• 　2011年，全年平均输电线损率6.52% 



发电设备利用率

• 监测指标－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发电机组一年平均发电小时数

• 理论上，全年发电利用小时可以达到87600小时

　2011年，全国6000千瓦以上机组发电平均利用小时4730小时



中国电力工业总量指标位居世界第一

　电网规模以及发电量、消费量规模在2011年已经是世界第一
　发电装机接近世界第一，水电装机、风电装机规模世界第一
　2013年6月底，发电装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也达到世界第一
　中国发电装机增速最快时期是厂网分开改革后3-4年，并主要是依靠火电增

长，解决了全国范围内缺电问题，目前总规模年增速与电力消费需求相适
应，但新增装机结构尚存在问题



•• 全国发电设备容量全国发电设备容量11.4511.45亿亿千瓦，比千瓦，比上年上年增长增长7.8%7.8%

•• 水电水电2.492.49亿亿千瓦，同比增长千瓦，同比增长6.7%6.7%，约占总容量的，约占总容量的21.77%21.77%

•• 火电火电8.198.19亿亿千瓦，同比增长千瓦，同比增长6.6%6.6%，约占总容量的，约占总容量的71.59%71.59%

•• 核电核电12571257万千瓦，万千瓦，同比增长同比增长5.5%5.5%，约占总容量的，约占总容量的1.1%1.1%

•• 风电风电62376237万千瓦，同比增长万千瓦，同比增长32.1%32.1%，约占总容量的，约占总容量的5.45% 5.45% 

发电设备装机情况（截止到发电设备装机情况（截止到20122012年底）年底）



新能源发电装机较快增长

• 水电进入大规模投产期
• 　风电进入理性稳步发展阶段
• 　太阳能发电（主要是光伏发电）投产进入快

速增长阶段



全国电力消费发展轨迹

• 目前，正处于
我国工业化中
后期向完成工
业化阶段发
展，经济发展
动力在逐步转
化、经济结构
在逐步调整、
产值能耗在逐
步下降，这些
将带来电力消
费增长在波动
中总体成回落
趋势



2012年电力消费特征
　
• 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比重占全国用电量比重32%左右

• 　加上电力工业，五大行业用电比重48%左右

• 　第三产业、居民用电增速年均持续在11%左右



截止2012年底全国发电结构

• 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3.6亿千瓦时、比重为31.78%；

• 　发电量为1.19万亿千瓦时、比重为23.82% 

• 　火电中

• 　煤电（含煤矸石）装机、发电量比重分别是92.56%、94%，

• 　煤电占全国总装机、总发电量比重分别是66.21%、73.88%，同比
回落1、4.5个百分点



部分国家2010年发电装机分类结构

一个国家能源结构没有最好，只有最安全可靠合理 一个国家的发电装机结构
取决于本国安全、可靠、持续的能源资源 长期以来我国装机以煤电为主，是
实现国家能源可持续安全供应的基本保障，暂时无法改变



火电投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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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2年底火电装机容量为年底火电装机容量为8.198.19亿千瓦，同比增长亿千瓦，同比增长6.6%6.6%，占全国装机比，占全国装机比
重较上年回落重较上年回落0.70.7个百分点；个百分点；20122012年新增火电装机年新增火电装机50655065万千瓦（其中万千瓦（其中
燃煤机组燃煤机组46704670万千瓦、气电机组万千瓦、气电机组281281万千瓦），同比下降万千瓦），同比下降18.8%18.8%。火电。火电
建设向着大容量、环保型、清洁燃烧方向发展取得新成果：天津建设向着大容量、环保型、清洁燃烧方向发展取得新成果：天津IGCCIGCC
电站示范工程投产，这是我国首台自主知识产权的洁净煤发电机组，电站示范工程投产，这是我国首台自主知识产权的洁净煤发电机组，
对我国实现煤炭发电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我国实现煤炭发电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全年新投产单机容量全年新投产单机容量3030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含煤矸石）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含煤矸石）7979台、共台、共
43684368万千瓦，分别占新投产燃煤机组和火电机组容量的万千瓦，分别占新投产燃煤机组和火电机组容量的93.5%93.5%和和
86.2%86.2%，其中，新投产，其中，新投产6060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4141台、台、31383138万千瓦，万千瓦，
包括山东莱州电厂、广东惠来电厂、广西贺州电厂、河南沁北电厂、包括山东莱州电厂、广东惠来电厂、广西贺州电厂、河南沁北电厂、
河南密东电厂各河南密东电厂各22台及江苏谏壁电厂、广东海门电厂、江苏新海电厂、台及江苏谏壁电厂、广东海门电厂、江苏新海电厂、
湖北赤壁二期电厂、湖北汉川三期电厂各湖北赤壁二期电厂、湖北汉川三期电厂各11台、共台、共1515台百万千瓦超超台百万千瓦超超
临界机组。临界机组。现现

2012年全国火电生产能力



•• 华东区域新增发电装机华东区域新增发电装机12751275万千瓦，年底发电装机万千瓦，年底发电装机2.342.34亿千瓦，比上年增长亿千瓦，比上年增长

6.5%6.5%，其中火电，其中火电1.981.98亿千瓦。统调最高用电负荷亿千瓦。统调最高用电负荷1.771.77亿千瓦，比上年增长亿千瓦，比上年增长4.8%4.8%。。

•• 华中区域华中区域新增发电设备容量新增发电设备容量19111911万千瓦，年底发电装机万千瓦，年底发电装机2.352.35亿千瓦，比上年增长亿千瓦，比上年增长

8.8%8.8%，其中水电，其中水电1.031.03亿千瓦、电亿千瓦、电1.311.31亿千瓦。统调最高用电负荷亿千瓦。统调最高用电负荷1.311.31亿千瓦，比亿千瓦，比

上年增长上年增长6.6%6.6%。。

•• 西北区域西北区域新增发电装机新增发电装机871871万千瓦；年底发电装机万千瓦；年底发电装机1.181.18亿千瓦，比上年增长亿千瓦，比上年增长

9.8%9.8%，其中火电，其中火电77147714万千瓦、并网风电万千瓦、并网风电11951195万千瓦。统调最高用电负荷万千瓦。统调最高用电负荷52925292万千万千

瓦，比上年增长瓦，比上年增长20.1%20.1%

•• 南方区域南方区域新增发电装机新增发电装机17961796万千瓦；年底发电装机万千瓦；年底发电装机2.022.02亿千瓦，比上年增长亿千瓦，比上年增长

7.7%7.7%，其中水电，其中水电78897889万千瓦、火电万千瓦、火电1.131.13亿千瓦亿千瓦..统调最高用电负荷统调最高用电负荷1.201.20亿千瓦，亿千瓦，

比上年增长比上年增长5.7%5.7%。。

2012年全国火电生产能力



2012年全国电力生产基本情况统计表



部分国家2010年发电量分类结构



2012年各区域电网发电装机分类构成



2001-2012年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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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电力供需关系

• 　用电大省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

• 　发电大省主要在东部消费大省、中西部资源省份

• 　发电量占用电量比重大于100%的省份，就是电力输出省份，
主要分布在中部、西部地区



分省发电量结构

水电大省：四川、湖北、云南、广西、福建、青海、湖南、贵州



• 判断指标 完成工业化时

• 指标参考值 2012年时

• 指标值

• 人均发电装机容量 1.1千瓦左右 0.784千瓦

• 人均用电量 5000千瓦时左右 3843千瓦时

• 人均生活用电量 900千瓦时左右 419千瓦时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
近10-20年内中国电力发展规模依然很大





年电力建设



我国提高能源供应能力趋势

　2030 年以前，五大基地加东中部核电开发带新增一次能源供应量可达16亿吨
标准煤以上，占全国新增能源供应量的90%以上，成为国内新增能源供应的主要
支撑。
　五大能源基地到2030年新增能源产量12.9亿吨标准煤，占全国新增能源产量的
74%。



十二五能源电力发展任务
• 　积极有序发展水电
• 　全面推进金沙江中下游、澜沧江中下游、雅砻江、大渡河、黄河上游、雅鲁藏

布江中游水电基地建设，
• 　有序启动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怒江水电基地建设，
• 　优化开发闽浙赣、东北、湘西水电基地，
• 　基本建成长江上游、南盘江红水河、乌江水电基地。
• 　统筹考虑中小流域的开发与保护，科学论证、因地制宜积极开发小水电，合理

布局抽水蓄能电站。
• 　“十二五”时期，开工建设常规水电1.2亿千瓦、抽水蓄能电站4000万千瓦。到

2015年，全国常规水电、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分别达到2.6亿千瓦和3000万千瓦



十二五能源电力发展任务
• 西藏、四川、云南三省区的水电资源主要集中在金沙江、雅砻江、大渡

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主要河流上，金沙江、雅砻江、大渡
河、澜沧江、怒江五江干流目前规划开发容量超过2亿千瓦，占全国60%
左右 (发展瓶颈是造成地区电源结构不合理，丰枯季节调节难度加大

• 电价偏低、移民成本加大 )



十二五能源电力发展任务
• 安全高效发展核电

• 　“十二五”时期只安排沿海厂址；提高技术准入门槛，新建机组必须符合三代
安全标准。

• 　同步完善核燃料供应体系，满足核电长远发展需要。

• 　利用有限时间、依托有限项目完成装备自主化任务，全面提升我国装备制造
业水平。加快建设现代核电产业体系，打造核电强国。

• 　到2015年，运行核电装机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规模1800万千瓦2020年规划
核电装机规模达到7000万千瓦。



　加快发展风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坚持集中与分散开发利用并举，以风能、
太阳能、生物质能利用为重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优化风电开发布局，有序推进华北、东北和西北等资源丰富地区风电建

设，加快风能资源的分散开发利用。协调配套电网与风电开发建设，合理布
局储能设施，建立保障风电并网运行的电力调度体系。积极开展海上风电项
目示范，促进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
　加快太阳能多元化利用，大力推广与建筑结合的光伏发电，提高分布式利

用规模，立足就地消纳建设大型光伏电站，积极开展太阳能热发电示范。加
快发展建筑一体化太阳能应用，鼓励太阳能发电、采暖和制冷、太阳能中高
温工业应用。
　有序开发生物质能，以非粮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为重点，加快发展生物液
体燃料。
　到2015年，风能发电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达到
2100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规模达到1300万千瓦，其中城市生活垃圾发
电装机容量达到300万千瓦。

十二五能源电力发展任务



　风电开发要实现大中小、分散与集中、陆地与海上开发相结合
　重点在“三北”(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规划和建设大型和特大型风电
场，结合地区特点，实现与煤电等电源打捆外送。
　发展海上风电坚持海洋规划先行，避免出现与陆上风电发展类似问题。
　同步开展风电开发、消纳市场和送电方案等研究，促进风电科学发展

十二五能源电力发展任务



发挥太阳能光伏发电适宜分散供电的优势，在偏远地
区推广使用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或建设小型光伏电站，
解决无电人口的供电问题，重点地区是西藏、青海、
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云南等省(区、市)。
　在城市的建筑物和公共设施配套安装太阳能光伏发

电装置，扩大城市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量，并为太阳能
光伏发电提供必要的市场规模，重点在北京、上海、
江苏、广东、山东等地区开展城市建筑屋顶光伏发电。
　为促进我国太阳能发电技术的发展，做好太阳能技

术的战略储备，在甘肃敦煌、青海柴达木盆地和西藏
拉萨(或阿里)建设大型并网型太阳能光伏电站示范项

目，在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等地选择荒漠、戈
壁、荒滩等空闲土地，建设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
　 “十二五”期间，重点在经济发达和西北太阳能资源
丰富地区发展太阳能电站，2015年太阳能发电规划容
量达到2000万千瓦左右。2020年太阳能发电规划容量
达到5000-8000万千瓦左右。

十二五能源电力发展任务



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快陕北、黄
陇、神东、蒙东、宁东、新疆等煤
炭基地建设，优化开发晋北、晋中、
晋东、河南、两淮和云贵煤炭基地
资源，控制冀中、鲁西煤炭基地开
发规模和强度，到“十二五”末，形
成10个亿吨级和10个5000万吨级
特大型煤炭企业，产量占全国的60
％以上。
　到“十二五”末，淘汰落后煤电机
组2000万千瓦（十一五期间淘汰
7000多万千瓦，接近1986年全国
全部装机容量）
　火电每千瓦时供电标准煤耗下降
到323克（2013年是326克）。
　“十二五”时期，全国新增煤电机
组3亿千瓦，其中热电联产7000万
千瓦

十二五能源电力发展任务



发电企业的市场定位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已经上升到中国的“国策”层面，国有发电

企业作为政府管辖下的、承担部分经济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更应
肩负起对社会及环境的责任。

- 파트너와의 협력은 전략적 자산

- Supply Chain를 활용한 경쟁 우위 확보



发电行业的市场化程度

发电行业是一个具有高度技术性和系统复杂多样性的基础设施服务行

业，发电系统的稳定运行，需要庞大的生产组织、销售组织和监管机构的
共同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电力行业开始由传统的“自
然垄断”模式开始向市场化竞争模式转轨。当前我国发电行业的市场化特

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行业相关政府监管



电煤供应链管理



1、 预算：根据年度目标利润、火电发电业务量、标准煤耗等指标，综合

核定各单位电煤采购计划（包括数量、煤种、价格）及入炉煤耗用标煤单

价等指标，并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体系。

2、 计划：年度采购计划由下而上层层编制和报批，年度采购计划分解成

“月度燃煤采购计划”，经批准后方可执行。年度和月度采购计划还要考

虑运输能力和接卸能力等因素，月度采购计划还要考虑消耗和库存水平。

3、 采购：采购计划确定后，应签订电煤采购合同。合同中要对热值、水

分、硫分、灰分等重要考核指标进行完整描述并制定考核标准，明确结算

方式及争议解决方式、违约责任等。集团各层级应该根据集中采购的要求

进行明确的分工。各层级应该规范供应商管理，对供应商选择、资质审查

条件和流程作出规定，建立供应商数据库和管理评价体系。

电煤供应链管理



4、 验收：各电厂应根据单位具体情况划定入厂燃料分界点。凡进入企业

的燃料，必须逐车、逐船进行数量和质量验收，检斤检尺率、检质率应为

100%。入厂煤结算应以煤炭买卖合同为依据，以入厂时的检斤、检质报告

为准。

5、 储存：根据季节、市场及时调节存煤量，正常储煤量一般控制在不低

于机组额定工况运行7—15天的耗用量，迎风度夏、迎风度冬或其它重要时

期可适当增加储煤量。煤场管理要按每种堆放，设规范标识牌，要有防止

存煤损失和自燃的措施，使用按照先进先出的方法。要正确核算入厂煤热

值、盘煤盈亏等指标，严格控制存煤损耗和中转运输损耗

电煤供应链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