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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世界煤炭生产消费格局正在发生演变：在履行

“巴黎协定”要求和推进“能源转型”的双重背景下，西方

发达经济体正在通过增加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在发电结构中

的占比，逐步实现低碳化；与此相反，亚洲新兴经济体近年

来经济发展迅猛，煤炭作为可获得性高且廉价的能源，在其

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日益提高。总体看，世界煤炭生产和消费

格局继续东移。 

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使天然气相较煤炭更有竞争性，

此外，近年美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加速，风能、太阳能也挤压

了煤电在发电结构中的份额。上述原因叠加的结果是，电力

部门煤炭消费下降，2016年美国煤炭产量出现明显下滑。此

后在出口的带动下，美国的煤炭产量在2017年出现了一个

“小阳春”，但好景不长，2018年煤炭产量再次回落。 

欧洲国家的“去煤”趋势更明显。德国作为“能源转型

（Energie Wende）”的提出者，一直扮演着能源转型“领

头兵”的角色——从开始“弃核”，之后提出2038年前“煤

炭/煤电逐步退出（Coal Phase-out）”的政策目标，德国

为低碳转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2018年，德国退出了最后一

个硬煤（hard coal）煤矿，国内的褐煤产量也在逐渐下滑。

2018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228.7太瓦时，同比增加

5.6%；而煤炭发电量则同比下降11%。英国则大力发展天然

气和海上风电，并在2015年关闭了本土最后一处煤矿。 

与之相对应的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如印度、越南等。这些

国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工业化程度持续提高，这些增长都

成为带动煤炭消费的重要因素。 

作为全世界最具发展潜力之一的经济体，印度过去几年

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两个方向同时发力。从生产侧看，

印度第一大煤炭生产商，即印度国家煤炭公司（Coal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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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CIL）近年来煤炭产量快速飙升，2018年已接近

5.7亿吨，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商，该企业曾提出

2020财年10亿吨煤炭产量目标。CIL只是印度煤炭生产的一

个缩影，未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印度煤炭消

费需求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越南近年则利用“后发优势”，凭借廉价的劳动力、

稳定的政府政策、规模较大的本地市场吸引住了外国资本，

在全球制造业分工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因为制造业的发

展，越南的煤炭消费大幅增长，从煤炭净出口国转变成为净

进口国，消费缺口也在持续扩大。 

中 国 也 是 全 球 煤 炭 格 局 改 变 的 一 股 重 要 力 量 。

2017～2018年，伴随着中国煤炭消费需求上扬，优质产能逐

步释放，中国的煤炭产量逐渐回升，受此影响世界煤炭产量

也开始回升。 

动力煤：经济回暖助推消费增长 
由于动力煤在世界煤炭产量中的占比约为75%，因而世

界煤炭产量主要受动力煤产量变化的影响。在经过近几年来

的产量低谷后，2017年，全球动力煤产量开始回升，当年同

比增速达到4.9%。尽管2018年产量增幅有所收窄，但依旧保

持增长态势，产量达到59.8亿吨。 

从下游消费来看，亚洲经济体驱动全球动力煤消费。其

中，中国的电力消费增速在2015年触底后逐渐反弹，带动了

上游动力煤的消费。在生产方面，中国国内动力煤产量连续

3年增长。 

同样，受益于中国动力煤需求反弹、动力煤进口政策放

宽以及印尼国内煤炭产能释放，2016～2018年印尼煤炭产

量出现快速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8.8%，产量从2016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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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亿吨跃增至2018年的5.5亿吨。 

在亚洲，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

加快，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建设持续升温，动力煤需求上

扬，2018年印度动力煤消费占比已经约占全球动力煤消费总

量的14.2%，相较2015年增加了1.5%；而越南在全球动力煤

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则从2016年的9.0%增至10.4%，或许在不

远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越南将取代波兰成为世界第十大

动力煤消费国。 

韩国除2017年三季度经济增幅较大外，整体经济发展

较为平稳，从能源生产侧看，韩国现任政府明确提出“核电

逐步退出”的政策，宣布未来将停止建设更多的核电站，且

近年来该国核电反应堆故障频发，部分发电份额被煤电所替

代，因此2015～2018年韩国动力煤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 

而日本虽然由于2011年福岛核事故而导致近年来转向煤

电作为替代，但从2017起伴随着核电的重启，动力煤的需求

再次回落，日本在世界动力煤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

2.5%降至目前的2.3%。 

 

炼焦煤：钢铁走势影响产量变动 
2015～2017年，世界炼焦煤产量呈小幅下滑态势，这

与世界钢铁产量变化基本吻合。 

    2016年，中国钢铁行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打

“地条钢”，粗钢产量显著下滑，与此对应世界炼焦煤产量

也出现了相应回落的情况。 

世界炼焦煤产量到2018年才出现正增长（+2%），为

10.3亿吨。从消费侧看，这主要归因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回

暖，新开工面积保持高增速，钢铁消费攀升。此外，印度的

基建与地产行业发展旺盛，也拉动了炼焦煤的需求。 

从消费侧看，中国仍是炼焦煤最大的消费市场，尽管

2018年炼焦煤进口出现回落，但对优质炼焦煤的需求一直处

于较高水平。 

生产侧看，蒙古的炼焦煤出口量不断攀升，从2015年的

1300万吨增至2018年的2600万吨，实现翻番。由于2012年

蒙古国出台法律限制外国投资，导致大量外资撤资，特别是

中国企业的撤资，导致支柱产业采矿业持续低迷，2015年蒙

古国经济几近崩盘，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为扭转颓势，蒙古

国先后修订《投资法》和《矿产法》，放宽外资限制，矿业

成为该国扭转危机“创汇”的主要手段，此外，近年来蒙古

国优质炼焦煤矿投产，支撑了蒙古对外出口的增量。 

在其他几个主要炼焦煤生产国中，从2016年开始，俄

世界煤炭生产结构 世界动力煤产量及同比情况 单位：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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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粗钢产量          同比 中国粗钢产量          同比

罗斯经济触底反弹，化石能源出口仍是其支柱性产业，近年

来该国炼焦煤的出口量一直维持着上升的趋势，从2015年的

1900万吨增至2018年2600万吨，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2.6%。 

澳大利亚在炼焦煤生产方面，产量增量存在瓶颈，同时

面临铁路工人罢工风险，此外俄罗斯的增量进而取代了澳大

利亚出口的部分市场，澳大利亚炼焦煤出口量逐步回落。 

美国的煤炭出口主要以炼焦煤为主，虽然煤炭出口中炼

焦煤占比有所下滑，但炼焦煤总量保持上升趋势，这也减缓

了美国煤炭产量下降的速度。2015～2018年美国炼焦煤的年

复合增长率达到10.2%。

（作者供职于能研智库）

世界粗钢产量及同比情况

蒙古炼焦煤出口量及同比情况 俄罗斯炼焦煤出口量及同比情况

中国粗钢产量及同比情况单位：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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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钢铁协会、能研智库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能研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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