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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集团的“碳达峰”。华电集团加快新

能源资产重组步伐，以发挥新能源资产

集约化运作和发展优势。

作为联结电力生产和消费的重要

枢纽平台，电网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

新变局，也将迎接千载难逢的新机遇。

因此，电网应有所作为，以应战变局、

迎接机遇。

四大变局
“ 碳 达 峰 、 碳 中 和 ” 目 标 的 提

出，让电网发展面临四大变局。

从能源供给看，多元清洁的能源

供应体系建设再提速，发电结构加速变

迁。

当前，我国基本形成了煤、油、

气、电、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轮

驱动的能源生产体系，但煤炭仍是保

障能源供应的基础能源，尤其在电力

领域，煤电仍是我国主体电源。据统

计，尽管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比2012年已降低10.8%，但在2019年仍

高达57.7%。在电力领域，2019年年底

煤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51.7%，燃煤发电量占比仍高达62.2%。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我

国将采用优先发展非化石能源、清洁高

效开发利用化石能源、加强能源储运调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上宣布了“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并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

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新举措，彰显了大

国担当，为我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指

明了发展方向。

为 落 实 “ 碳 达 峰 、 碳 中 和 ” 目

标，党中央、国务院加快行动，统筹部

署相关工作。各大能源电力央企充分发

挥示范与引领作用，第一时间全力投身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召开专题会议系统研究制定“碳

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提出到2023年将率先在国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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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体系建设等系列举措，进一步加快建

设多元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在今后一

段时间尤其是“十四五”期间，清洁能

源特别是新能源将呈现倍速增长趋势，

煤电“去产能、提标准、转功能”进程

也将进一步加速。

对于电网，并网电源结构比例、

发电机组功能定位、电力系统运行机

理等将呈现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到

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

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其中，

国家电网经营区范围内的风电、太阳能

发电总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10亿千瓦

以上。

从能源消费看，高效智慧的能源

消费模式将集中涌现，能源消费方式面

临快速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发展过程中

长期依赖的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

致了资源和能源消耗总量持续走高，污

染物和碳排放成倍增长。据统计，我

国2019年能源消费总量约为48.6亿吨标

准煤，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

29%。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我

国将通过实行能耗双控制度、提升重点

领域能效水平、推动终端用能清洁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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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组合拳”，加速推进能源消费低

碳化转型。在此背景下，电能替代成为

必然趋势，并呈现出力度更大、范围更

广的发展态势，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占

比将持续提升。

据国网能源研究院预测，终端电

气化率将在2035年和2060年分别有望

达到45%和70%。对于电网，加速演进

的能源低碳消费转型，势必将带来电动

汽车、港口岸电、新型储能、需求侧响

应、微电网等多元化、互动式新型用电

设备的规模化接入。数据中心、5G等

多类能源消费密度较高的新型基础设施

的定制化、智慧化、高标准化用电需求

也会集中涌现。

从能源技术看，数字化技术深度

渗透，颠覆性技术加速突破，科技创新

成为影响未来发展的关键变量。

长久以来，我国持续推进能源科

技创新，能源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尤其

是在清洁低碳技术领域集中力量突破了

一批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和关键装备。

全面掌握了特高压输变电技术，自主研

发第三代核电技术，拥有超超临界煤电

机组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建立了完备

的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

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加速演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

能源与其他学科、领域间相互渗透将更为

广泛，也将呈现出多点突破和群发性突破

态势。尤其是以“大云物移智链”为代表

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化手段与能源

电力技术深度融合，“互联网+”智慧能

源、区块链、综合能源服务等一大批能源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将蓬勃兴起。同

时，大规模储能、电动汽车、氢能、核聚

变发电、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

新兴技术可能会对未来电力系统产生颠覆

性影响，或将对原有技术优势产生“归零

效应”。

从能源体制看，电力市场改革蹄

疾步稳，碳市场建设稳步推进，能源市

场化提速成为必然趋势。

电力市场方面，我国电力体制改

革加速推进，已在发电侧和售电侧同时

引入竞争，基本构建了多买方、多卖方

电力市场竞争格局，形成了由市场决定

电价的机制，能够基本以价格信号引导

资源有效开发和合理利用。2020年，

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市场化交易电

量占比约50%。碳市场方面，我国早在

2011年就在北京、天津、上海等7省市

开展碳交易试点，2017年启动全国碳

市场建设。近日，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

约周期已启动，发电企业率先纳入，预

计在年内开展交易。

全国碳市场与电力市场在总体的

建设思路、促进清洁能源发展和减排目

标上具有一致性的关系，且都对电力企

业具有深远影响，两者必将进一步发挥

相互促进的关系，系统性、同步化加速

推进。

五项升级
面对能源电力发展新格局，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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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促进行业和

社会碳减排的枢纽平台，应围绕能源供

给清洁化、能源消费电气化、能源利用

高效化、能源体制市场化，加快坚强智

能电网建设，推动传统电网向能源互联

网升级，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贡献重要力量。

一是加快电网建设与升级，提高

系统安全保障和资源配置能力。

建设坚强智能电网，推进各级电

网协调发展，满足清洁能源大规模并

网，以及各类集中式、分散式和分布式

电源便捷接入需求，保障清洁能源并网

和消纳。加强输电通道建设，提高跨省

区输电能力，实现清洁能源在全国范围

内优化配置。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和高比例电力电子设备的新一代电力

系统，推动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

二是全力推动清洁能源发展，促

进能源供给多元化、清洁化。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加

快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大力促进清洁

能源发展，尤其是风电、太阳能等新能

源，推动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体系。持

续提升系统调节能力，加快建设调峰调

频电源，推动煤电灵活性改造，推广应

用大规模储能装置。优化清洁能源调度

方式，促进源网荷储协同互动，充分挖

掘需求侧响应潜力，引导各类市场主体

参与需求响应。

三是推进电能替代和综合能源服

务，促进能源消费电气化高效化。

顺 应 电 气 化 发 展 趋 势 ， 推 进 工

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电能替代，

实施以电代煤、以电代油，加快提升乡

村电气化水平。加速推进“综合能源服

务”等商业模式创新，构建以电为中心

的综合能源服务平台，实现能源供需数

据有效贯通和各类用能设备智能管控，

促进冷、热、气、电等多能互补和协调

控制。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构建差异

化服务模式，创新综合能源服务业务业

态，让发电企业、电网公司、售电公司

等多元化市场主体有效汇聚。

四是加强电力科技创新，推进电

网技术升级和数字化转型。

加大对“双高”“双峰”电力系

统的稳定机理和运行特性所涉及的基础

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优先解决好电网

如何适应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以及

如何适应海量分布式新型用能设备双向

交互的问题。同时，更大力度助推节能

低碳技术、重大技术装备的研究与攻关

力度。此外，充分借助“大云物移智

链”等数字化技术为传统电网赋能，加

快推进电网向具有更高智能化和互动化

水平、更强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能力的

能源互联网升级。

五是加快电力市场建设，利用市

场机制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

加快全国电力市场建设，深化省

级电力现货市场建设，促进清洁能源参

与现货交易；完善清洁能源参与省间市

场机制，通过风火打捆外送交易、发电

权交易、新能源优先替代等多种交易方

式，扩大交易规模。构建新能源与需求

侧、储能、电动汽车充电、蓄冷式空

调、蓄热式电采暖等市场化交易机制，

进一步拓宽新能源消纳空间。随着市场

建设发展，不断完善辅助服务市场机制

及容量成本回收机制，保障高比例清洁

能源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作者均供职于国网能源研究院）

扎实推进“互联网+”充电设施建

设，推动构建智慧能源系统，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用能需求。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着眼建设全国

统一的电力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和

完善电力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和

辅助服务市场相衔接的电力市场体

系，加快推进跨省跨区辅助服务市

场建设，进一步推动电力交易机构

独立规范运行和增量配电试点项目

落地。

启动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

扎实推进“互联网+”充电设施建

设，推动构建智慧能源系统，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用能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