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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各项政策不断完善，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COP26）提

出了气候目标，这将推动可再生电力增长创新高 
在太阳能光伏推动下，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有望在 2021 年再创年度纪录。今

年将有近 2.9 亿千瓦新的可再生电力投产，比 2020 年已然极为惊人的增长率还要

高 3%。2021 年，仅太阳能光伏就占所有新增可再生电力一半以上，其次是风电和

水电。  

预计未来五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加速增长，到 2026 年将占全球新增电力装机

容量的近 95%。当前商品价格创下纪录，推高了风电和太阳能光伏新装机成本，

但考虑到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以及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宣布的宏伟气候目标，

我们上调了一年前的预测。2020-2026 年，全球可再生电力产能预计将增长超过

60%，达到 48 亿千瓦以上，这相当于目前全球化石燃料和核能发电产能之和。总

体而言，中国未来五年仍将保持领先地位，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产能的 43%，

紧随其后的是欧洲、美国和印度；仅这四个市场就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产能的

80%。  

中国和欧洲联盟将超过当前目标，为更雄心勃勃的增长趋势创造条件。中国承诺

在 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据此制定新的短期目标，如到 2030年实现风电与太

阳能光伏总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我们预测中国将提前四年实现这一目标，其

背后推力包括诸多省份长期合同的制定，电网整合优化，以及陆上风电和太阳能

光伏发电相比于燃煤发电具有成本竞争力。2021-2026 年期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

增加的趋势表明，整个欧洲联盟可再生电力增速将超过目前《国家能源与气候计

划》(NECP)对 2030 年的预期。这一趋势为实现“减碳 55%”计划下最终实现更宏

伟目标的雄心提供了支撑。成员国能源项目拍卖量增加，公司签订可再生电力的

合同增多，以及消费者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越来越多，都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快速

部署。  

在印度和美国，提高竞争力、制定宏伟目标以及提供政策支持，正在推动可再生

电力创下新高。相对于现有装机容量，印度可再生电力增速已超过世界其他任何

主要市场，与 2015-2020 年相比预计新增装机容量将翻倍。在竞拍机制的推动下，

太阳能光伏有望引领潮流，推动实现政府可再生能源电力到 2030 年达到 5 亿千瓦

的宏伟目标。2021-2026 年期间，美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比前五年增加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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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后原因包括风电和太阳能光伏的经济吸引力，联邦政府更雄心勃勃的目标，

2020 年 12 月对联邦税收抵免的延长，企业购电协议市场持续增长，以及不断加大

对海上风电的支持力度。 

价格虽然上涨，但太阳能光伏仍将刷新纪录，风电将比过去五

年增长更快  
尽管商品价格飙升导致太阳能光伏制造成本上升，但预计 2021 年其新增装机容量

仍将增加 17%，从而创下近 1.6 亿千瓦的年度新纪录。仅太阳能光伏就占所有可再

生电力新增装机容量的 60%，我们的主案例显示预测期内将有近 11 亿千瓦投产，

为前五年的两倍。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集中式太阳能光伏在提高电力产能方面

成本最低，尤其是在天然气和煤炭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全球超过 60%的太阳

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仍将来自集中式太阳能项目。与此同时，中国、欧洲联盟和

印度的政策举措正在推动快速部署商用和户用光伏项目。  

到 2026 年，陆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将比 2015-2020 年平均高出近 25%。2020 年全

球陆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翻了一番，达到近 1.1 亿千瓦的非凡水平。这得益于中国

风电的加速发展，电力开发商争相在补贴结束前完成项目。虽然年均新增装机容

量未来几年不会达到 2020 年的纪录，但我们预测 2021-2026 年期间这一数字将达

7500 万千瓦。  

预计到 2026 年，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将增加两倍以上。届时，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容量预计将占全球风电市场的五分之一，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得益于欧洲和

中国以外新兴市场的快速扩张，到 2026 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将达到 2100

万千瓦，这包括预计将在美国、中国台北、韩国、越南和日本投产的大型项目。  

可调节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对于进一步整合风能和太阳能至关重要，但其增长预计

将略有放缓。在我们的预测期内，水电、生物质能、地热和太阳能热发电的扩张

仅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 11%，其阻碍因素包括相对成本较高、缺乏

政策支持以及灵活和可调节可再生能源的回报有限。  

随着全球对生物燃料的需求再次增长，其中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引领潮流，亚洲将超过欧洲 
继去年因全球运输中断而出现历史性下降后，生物燃料总需求有望在 2021 年超越

2019年。在主案例中，到 2026年，全球生物燃料年需求量将增长 28%，达到 1860

亿升。美国在体积增长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疫情

导致下降后的反弹。在预测期内，亚洲生物燃料产量占新增产量的近 30%，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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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将超过欧洲。这要归功于各国强有力的政策举措、不断增长的液体燃料需

求以及出口导向型生产方式。最近印度推出的乙醇政策以及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

亚制定的生物柴油混合目标，是亚洲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到 2026 年，印度将成为

全球第三大乙醇需求市场。 

可再生热能获得了一定政策推动力，但市场份额不会显著增加 
自 2020 年初以来，可再生热能直接或间接得益于多项政策发展、主要是欧洲的政

策发展的推出。根据现行政策，可再生热能消耗（不包括生物质的传统用途）预

计将在 2021-2026年期间增长四分之一。预计其在全球热能消耗中的占比将从 2020

年的 11%上升到 2026 年的 13%。化石燃料将继续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大部分热能

需求，导致预测期内与热能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5%。  

可再生热能缺乏政策和财政激励措施，阻碍了其更快增长。在全球范围内，超过

三分之一的热能消耗未获得任何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财政激励，超过一半不受任何

与可再生能源有关的监管措施的约束。供热市场的分散性和供热需求的地方性特

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家政策覆盖面有限。鉴于此，有必要与地方行为体进一

步加强合作。 

商品和能源价格高企带来了重大不确定性 
商品、能源和运输价格不断上涨，增加了全球太阳能光伏组件、风力涡轮机和生

物燃料的生产和运输成本。自 2020 年初以来，太阳能级多晶硅价格上涨 4 倍多，

钢价上涨了 50%，铝价上涨了 80%，铜价上涨了 60%，运费上涨了 6 倍。与 2019

年的商品价格相比，我们估计集中式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投资成本将增加 25%。

此外，在美国、印度和欧盟等主要市场，限制性贸易措施进一步刺激太阳能光伏

组件和风力涡轮机价格上涨。 

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约 1亿千瓦的合同装机容量可能会被推迟。设备制造商、

安装商和开发商的成本以不同方式增长，一些行业比其他行业受到的影响更为严

重。规模较小的公司由于资金有限，风险敞口更大。太阳能光伏和风力发电厂的

较高价格对赢得竞拍并且期待设备价格持续下降的开发商而言构成特别挑战。若

2022 年之前大宗商品价格始终高企，太阳能三年削减成本和风电五年削减成本将

不可能实现。由于成本增加，投资需增加 1000 亿美元以上才能达到相同的装机容

量。这相当于将目前全球每年对可再生电力装机容量的投资增加约三分之一。  

不过，天然气和煤炭价格上扬推高了风电与太阳能光伏的竞争力。对于企业而言，

可将价格固定的可再生能源合同，用作对冲化石燃料能源现货价格上涨的一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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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对于政府来说，电价上涨并未给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带来更高补贴，因为约 90%

的风电和光伏项目都订有长期固定价格采购协议。  

随着主要市场政策的变化，不断上涨的价格将使 2021 年生物燃料增长放缓逾 3 个

百分点。与 2019年新冠疫情危机之前的平均价格相比，截止 2021年 10月，美国、

欧洲、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生物燃料价格上涨了 70%至 150%，具体涨幅因市场和

燃料种类而异。作为回应，阿根廷、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巴西政府降低混合

要求，从而减少了需求。我们估计，与要求维持不变或按计划调高的情景相比，

这么做可使 2021 年的需求减少 50 亿升。  

得益于合理政策的扶持，可再生能源支出的复苏可能会释放巨

大的私人资本浪潮  
包括电力、热能、生物燃料和沼气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仅占政府清洁能源经济复苏

支出的 11%。可再生能源预计将获得 420亿美元，其中太阳能光伏和海上风电将占

首位。不过，可再生能源公共支出的增加有望撬动 4000 亿美元以上的总投资。如

果扶持政策和监管框架应用得当，预测期内还将部署近 4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以太阳能和风能为主），相当于中东地区的全部装机容量。不过，私营部门的

贡献水平将取决于支持新投资的相关政策和措施的效力。  

尽管生物燃料和沼气在推动关键行业脱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分配给它们的

政府经济复苏支出资金还不到 55 亿美元。可再生热能技术获得的公共资金也很有

限。这两个行业都将从更强有力的复苏刺激计划中大大受益。  

可再生能源实现更快增长轻而易举，但需解决持续存在的挑战 
各国政府需解决四个主要障碍，以加快可再生能源部署。对于发达经济体的风电

和太阳能光伏项目来说，许可和电网整合面临多种挑战，导致政府拍卖量低于计

划。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政策实施不连贯、电网线路不完善以及承购商财务

状况存在风险，都对投资者信心造成了打击，导致融资利率上升。各国普遍面临

的问题是，回报不足和对灵活性缺乏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此外，风电和水电项目

的社会接受度也面临挑战，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迟或取消了已规划项目。  

在我们的加速案例中，未来五年的可再生能源年新增装机容量可能比主案例高四

分之一，年均超过 3.8 亿千瓦。对于加速案例，我们假设政府能在未来 12 至 24 个

月内解决上述政策、监管和实施挑战。此外，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并最终下跌，以

及私营部门提供的负担得起的融资金额不断增多，这些都将推动可再生电力装机

容量加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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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速案例中，2021-2026 年生物燃料需求增长可能增加一倍以上。生物燃料需求

及生产量的增加，取决于制定更强有力的政策来突破成本、可持续性和技术瓶颈。

印度、欧盟、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都正在考虑或正在实施更有力的生物燃料政

策。然而与汽油或柴油相比，大多数市场的生物燃料成本相对较高，这一关键挑

战限制了政策雄心以及生物燃料相比于其他减排技术的竞争力。可持续原料供应

存在不确定性和技术限制也是重要障碍。 

可再生能源对难脱碳行业的渗透正在逐渐加强，前景一片光明 
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和生物喷气燃料制氢的政策势头催生了大量项目。已规划项

目若能实现，2021-2026年期间全球氢电解槽产能将推动额外部署 1800万千瓦的风

电和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虽然在主案例中，这仅占可再生能源预测新增装机容

量的 1%，但从长远来看如果宣布的氢电解槽产能管道全部实现，可能会额外带来

4.75 亿千瓦的风电及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相当于目前已安装可再生能源装机总

量的三分之一。 

生物喷气燃料技术蓄势待发，但需求刺激政策还未跟上脚步。我们的主案例和加

速案例显示，到 2026 年全球生物喷气燃料需求将达到 20 亿至 60 亿升。生物燃料

的成功主要取决于美国、欧洲以及中国（具有潜在性）的政策探讨。鉴于拟议的

绝对数量较低，可持续原料供应在未来五年可能不会成为制约因素。不过，提高

废弃物中原料供应的多样性，对于实现中期快速增长仍至关重要。  

可再生能源需以快于预期的速度增长，方能缩小与到 2050 年

实现净零排放的差距 
在全球范围内，根据国际能源署提出的到 2050 年净零排放情景，到 2026 年可再生电力

每年新增装机容量比主案例高出 80%。对于太阳能光伏和风电，未来五年的年均新增

装机容量需要达到主案例所预测水平的近两倍。  

对于生物燃料，年需求增长需要翻两番。为了与到 2050 年净零排放情景一致，各

国需要在 2026 年之前实施现有及已规划政策，同时加强这些政策的落实。这些政

策必须确保生物燃料的可持续生产，避免对生物多样性、淡水系统、粮食价格及

供应产生负面影响；必须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不只是刺激生物燃料需求。

为了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可再生热能需求的增长水平需达到主案例中的近三

倍。 

为促使可再生能源有助于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各国政府不仅需要解决目前的

政策和实施挑战，还需要提振对所有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宏伟目标。除了利用太阳

IE
A

. A
ll 

rig
ht

s 
re

se
rv

ed
.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model/net-zero-emissions-by-2050-scenario-nze


可再生能源 2021  执行摘要 
至 2026 年的分析和预测 

7 

能和风电的竞争优势，各国政府还必须大力加强政策重点，关注将可调节可再生

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用于建筑、工业和交通。各国政府还应考虑将更多经济复苏支

出投向可再生能源，同时出台政策法规，更好地调动私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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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在主案例中，我们预计到 2026 年全球可再生电力装机容量将增长 18 亿千瓦（60%）

以上，占全球新增电力装机容量总和的 95%。到预测期结束时，可再生电力总装

机容量预计将达 48 亿千瓦，超过全球目前煤炭、天然气和核能发电的装机容量。

与 2015-2020 年相比，未来五年所有地区的可再生能源预计都会加速增长。总体而

言，中国目前仍以 43%的全球增量领先世界，其次是欧洲、美国和印度；仅这四

个市场就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 80%。我们较去年上调了预测，仅中

国就占到上调部分的约 60%。就中国而言，去年预测结果反映出 2020 年底逐步取

消补贴，以及由此导致陆上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存在政策不确定性。 

图 1 按国家/地区分列的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 

国际能源署。版权所有。 
 

我们的加速案例显示，未来五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要比主案例高四分

之一，其中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最具增长潜力。在加速案例中，我们假设政府

能在未来 12至 24个月内解决政策、监管、融资和实施等方面的挑战。此外，大宗

商品价格企稳并最终下跌，以及私营部门提供的负担得起的融资金额不断增多，

都将推动可再生电力装机容量加速增长。根据加速案例，太阳能光伏新增装机容

量相比于 2015-2020 年将提高一倍以上，陆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提高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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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5-2026 年按国家/地区分列的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实际和预测新增装机容量 

 
 

 

在主案例中，2021-2026 年期间中国可再生电力装机容量预计将增加 85%（8 亿千

瓦），其中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电将起主导作用。在最新提出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的推动下，中国预测结果较去年上调近 70%；该目标旨在根据政府到 2060 年实现

净零排放目标加速非化石能源增长。中国设定了一个目标，到 2030 年实现非化石

能源发电占电力消耗的 40%，比之前的目标高出 5个百分点。此外，中国国家主席

还宣布到 2030年中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亿千瓦，比目前增加

两倍还多。此前，中国已超额完成“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所定可再生能源

目标。随着到 2026 年风电和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超过 12.2 亿千瓦，主案例预测中

国将在 2030 年之前实现其宣布的目标。  

集中式太阳能光伏和风电未开发潜力巨大，且极具竞争力，预计未来五年将占到

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产能的三分之二。随着 2020/2021 年上网电价和中央可再生能

源竞拍落下帷幕，中央制定的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预计将指导各省实现水电和非

水电可再生能源的年度消纳比重目标——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电力（包括核电）

消纳比重达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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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9-2026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左）和 2030 年非化石能源目标建议

（右） 

 
 

*2026 年数值根据 2030年轨迹估算得出。 
注：Acc. case = 加速案例。预测修正显示了自去年报告以来的预测变化。  
 

2020 年逐步取消陆上风电及太阳能光伏补贴后，开发商可通过三种方式获得回报：

1）以省煤电基准价格（每兆瓦时 45 美元至 60 美元不等）签订 20 年电力采购合

同；或 2)通过省级批发电力系统销售电力，并可根据新制定的可再生电力消纳责

任权重(RPS)和绿色证书体系，将获得的绿色电力证书作为溢价；或 3)省级具体技

术相关竞拍。在大多数省份，集中式陆上风电和太阳能光伏项目可按照各省煤价

签订 20 年固定价格合同，从而获得合理回报。因此，由于新设立的批发和绿色证

书市场存在流通性不确定和价格波动性，可能给项目带来更高风险，我们预计绝

大多数开发商会选择第一个方案。  

对于户用光伏发电、海上风电和太阳能热发电，补贴一直持续到 2021 年底。因此，

根据主案例，我们预测 2021 年户用光伏和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大幅增长，与去年

相比实现翻番，分别达到 1800 万千瓦和 800 万千瓦以上。随着补贴逐步取消，预

计今年过后其增长将放缓。尽管补贴期限将至，由于许多项目面临技术挑战大、

投资成本高和项目回报少等问题，预计部署太阳能热发电将受到限制。  

在加速案例中，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会比主案例高 15%（1.2 亿千瓦），这主

要是因为太阳能光伏及风电部署更快速。未来五年中国现行政策和市场改革的实

施速度，对于释放更多可再生能源产能至关重要。政策从对风能、生物质能和太

阳能热发电实行固定价格的上网电价以及对太阳能光伏实施竞拍，转变为对所有

技术实行价格可变的可再生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和绿色证书计划，这给陆上风电和

光伏开发商提出了若干挑战，因为这些市场刚刚起步，价格波动较大。  

总体而言，市场参与度的不断提高预计将带来更稳定的回报；可通过反映成本的

调度模式和跨省电力交易的改善，帮助缓解当前的弃电问题。此外，加强对企业

购电协议或用电大户与开发商双边合同的监管，可能会进一步大规模释放风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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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能。户用和工商业光伏发电增量可能会高出预期 15%，这取决于政策改革

能否带来稳定回报，以及能否提供更多可负担得起的融资资金。海上风电的优势

取决于更快降低成本和解决供应链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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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燃料 

2021-2026年，全球生物燃料需求将增长 410亿升，其中中国在这一增量中占 2%。

2020 年，中国是全球第四大生物燃料消费国，但到 2026 年将会下滑至第五，印度

将位列第四。如果没有额外政策支持（如提出更高要求），生物燃料需求会随汽

油和柴油需求的增长而升高——这是因为混合比例几乎未变。不过，为帮助中国

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生物燃料需求可能会增加。根据国际能源署《中国能源

体系碳中和路线图》（国际能源署，2021 年），生物燃料可以在中国谋求到 2060
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减排发挥重要作用。  

图 4 2015-2020 年生物燃料需求增长情况、2021-2026 年主案例和加速案例 

国际能源署。版权所有。 

中国还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国国务院，2021 年）中提出，要大力推进

先进生物液体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等替代产品。在加速案例中，政府

混合要求推动生物燃料需求每年增加 93 亿升，比主案例快 15 倍，帮助到 2030 年

实现碳达峰。  

在主案例中，由于目前没有增加混合要求的计划，中国乙醇混合比例到 2026 年仍

保持在 2%左右。虽然混合要求没有变化，但随着汽油需求的增长，乙醇总需求量

将增加 4 亿升。国内乙醇供应量只能满足这一需求的 85%，其余则需进口。中国

2020 年恢复了乙醇进口，并抓住价格低点在 2021 年继续从美国进口燃料乙醇。在

主案例中，这一进口量将继续保持在类似水平，直至 2026 年。 

IE
A

. A
ll 

rig
ht

s 
re

se
rv

ed
.



可再生能源 2021  生物燃料 
至 2026 年的分析和预测 

13 

图 5 2021-2026 年中国主案例生物燃料增长情况（左）以及 2026 年和 2020 年五大生物

燃料消费国（右） 

国际能源署。版权所有。 
 

到 2026年，生物柴油和可再生柴油产量将增至 26亿。新产品上线主要目的是支持

向欧洲出口由废物（如用过的食用油）制成的低温室气体燃料。在预测期内，国

内生物柴油和可再生柴油需求将增长 27%，而混合柴油需求仍是接近于 1%，增长

背后的推动力是混合柴油小幅攀升而柴油需求量增加了 8%。  

在加速案例中，中国占全球新增生物燃料需求的 10%，到 2026 年总需求量将达到

140 亿升。按照这个增速计算，到 2026 年中国仍将是世界第四大生物燃料消费国，

仅次于美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加速案例假设中国为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提

出了更高的生物燃料混合要求。根据国际能源署的分析，按照净零排放趋势，生

物燃料可在减少排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还宣布将“大力”发展生物液体燃

料和可持续航空燃料（中国国务院，2021 年）。在这种情况下，乙醇汽油将扩大

到汽油需求的 4%，生物柴油和可再生柴油将扩大到柴油需求的 3%，可持续航空

燃料将扩大到国内航空燃料需求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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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按燃料、主案例和加速案例分列的中国生物燃料供需情况 

 
国际能源署。版权所有。 

 

2026 年，国内产量将能满足大部分（90%）需求。乙醇、生物柴油、可再生柴油

和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量都在加速增长，以满足新的需求。乙醇产量增长最快，

到 2026 年将增加一倍以上，达到 88 亿升。不过，10%的乙醇需求要通过进口才能

得到满足，与历史水平相似。与过去一样，如果乙醇进口价格比国内生产成本更

低，以及为避免与国内原料（如玉米）形成竞争，进口部分乙醇可能会让中国受

益。  

生物柴油、可再生柴油和可持续航空燃料的需求几乎完全由国内生产满足。到

2026 年，这些燃料总产量将增长 34 亿升。随着生物柴油和可再生柴油出口转向满

足国内消费，已规划产能可满足 20%的新增需求，其余 80%则通过扩大国内产能

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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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热能 

2020 年，中国占全球热能总需求的近 29%（56 艾焦耳），以及全球与热能相关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37%。该行业占全国热能总消耗量的 70%。生物质的传统用途

在过去十年间稳步减少，2020 年占建筑行业热能总消耗量的五分之一。2020 年，

可再生能源的现代用途满足了中国不到7%的热能需求，其在建筑领域(占行业热能

消耗的 18%)的渗透率高于工业领域（不到 3%）。  

在建筑方面，《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 年）》旨在解决生活锅炉

和热电联产主要因烧煤而引起的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该文件是过去四

年的主要政策驱动力。该规划要求提高建筑和地区电网的能源效率，鼓励使用可

再生能源（及其他低碳技术）。 

图 7 2010-2020 年中国建筑和工业领域的热能总消耗量 

国际能源署。版权所有。 
 

2021-2026 年，中国的热能消耗增量预计将占全球热能消耗增量的 30%（4.7 艾焦

耳）；随着工业活动愈加频繁，这一增长将全部来自工业。在此期间建筑领域热

能消耗预计将保持稳定，建筑物围护结构与供暖系统能源效率的提高有望抵消建

筑面积增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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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09-2026 年特定地区现代可再生热能消耗的增量 

国际能源署。版权所有。 
 

2021-2026 年，中国现代可再生热能消耗量预计将增长 36%（1.4 艾焦耳），其中

近三分之二出现在建筑行业。在预测期内，可再生热能消耗增量还不到该国热能

总消耗增量的三分之一。中国的可再生热能消耗增量占全球可再生热能消耗增量

的四分之一。到 2026年，可再生热源在中国供热中的占比预计将从 2020年的 6.9%
增至 8.7%。 

图 9 2009-2026 年中国现代可再生热能消耗增量（按来源划分） 

国际能源署。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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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在中国，过去十年间太阳热能和地热能一直在建筑对可再生热能的利用中占主导

地位，不过可再生电力预计将在 2021-2026 年间实现最大增幅。过去十年来，热能

利用电气化（通过家用电锅炉和热泵）是可再生电力供热日益增加背后的主要因

素；与此相比，可再生能源发电份额上升的溢出效应预计将在 2021-2026 年发挥最

大作用。 

继可再生电力之后，地热能有望在中国建筑可再生热能利用中占居第二位（+250
皮焦耳）。预计中国在全球建筑直接利用地热能增量中的占比将超过 70%。 

近年来，太阳能热水器面临着来自电热泵和太阳能光伏（利用屋顶空间）日益激

烈的市场竞争。此外，住房市场增速放缓，系统更换占总增量的很大一部分。国

内市场虽有收缩（2020 年减少 3%），但预计中国仍将引领建筑领域的太阳热能增

长，2021-2026 年将占到全球太阳热能消耗增量的近三分之一。  

工业 
在工业方面，2021-2026 年间，用于供热的可再生电力预计将占中国可再生热能增

量的 60%（300 皮焦耳），主要推动力是可再生能源在发电中的占比不断增加。由

于纸浆和造纸等生物质能密集型子行业的增长以及水泥子行业中更多利用废物，

生物质能有望在其余部分中占大多数（近 140 皮焦耳）。 

2020 年，在工业应用中，中国在太阳热能新增装机容量方面位居全球第一。2021-
2026 年，太阳热能在工业过程中的应用有望成为不断扩大的利基市场（到 2026 年

将增加 11 皮焦耳）。 

区域供热 
2020 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区域供热消费国，占全球总消费量的 38%，而工业是

最大的终端消费者。可再生能源在区域供热中的占比低于 1%。  

2021-2026 年，预计中国将占全球可再生区域供热消费增量的一半，其中三分之二

的增量将惠及该行业。预计到本预测期末，可再生能源供应份额将略高于 2%，部

分原因是城市垃圾和地热能的利用日益增加。  

用于区域供热的太阳热能尽管基础规模较小，但也有望获得发展。2020 年，中国

是 第 三 大 太 阳 能 区 域 供 热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市 场 ， 仅 次 于 德 国 和 丹 麦

（Solarthermalworld，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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