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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碳达峰、碳中和概念界定出发，指出中国要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是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
太阳能发电应成为未来中国重要的电源之一，就此对我国光伏发电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中国
光伏发电发展模式和前景，提出中国光伏发电未来将成为主体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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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key to achieving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in China is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energy, and solar power generation shoul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power sources in China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n China, and points out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prospect of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in China. It is proposed that China’s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will become the
main energ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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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现“双碳”目标急需能源转型
碳达峰通常指某个地区或行业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之后逐步回落进入持续下降的
过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碳中和则是指某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人为活动直接和间
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通过植树造林、农业和碳移除等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即通过碳汇，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等方式抵消全部的二氧化碳，实现正负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IPCC 特别报告《全
球变暖 1.5℃》给出的碳中和定义为：当一个组织在一年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通过二氧化碳去除技术应用达
到平衡，就是碳中和或净零二氧化碳排放。碳达峰与碳中和紧密相连，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达峰
时间和峰值高低直接影响碳中和实现的时长和难度；后者是对前者的约束条件，要求达峰行动方案必须
在实现碳中和的引领下制定。通常的“碳中和”目标只与 CO2 有关，“净零排放”目标则包括所有温室
气体，而“气候中性”目标则考虑其他地球物理效应的影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基于 IPCC 对碳中和
的定义，对中国 2060 年碳中和目标准确的理解应是争取在 2060 年前实现 CO2 中和，而不是所有温室气
体的中和。
据国家统计局 2020 年数据，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全年 49.8 亿吨标准煤，比 2019 年增长 2.2%。其中，
煤炭消费量增长 0.6%，原油消费量增长 3.3%，天然气消费量增长 7.2%。数据显示 2020 年，尽管中国煤
炭在一次能源消费量中占比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但仍然高达 56.8%，中国化石能源消费仍以较大的幅度
在增长。当前，中国碳排放占全球比重达 28.8% (年排放总量全球第一，但人均碳排量居全球第 49 位，
不到美国人均碳排量的 50%)，主要由于能源消费结构不同，中国以化石能源为主，欧美国家的煤炭消费
仅占 11%和 12%。
中国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85%，占据二氧化碳总排放和全部温
室气体排放的绝对主体位置，能源系统减排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起着决定性作用[1]。随着科技的进
步，尽管中国度电二氧化碳排放持续下降，2019 年约为 577 g/(kW·h)，为 2010 年排放水平的 76.7%，但
中国电力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 1990~2020 年间，由 6 亿吨上升至约 45 亿吨，发电企业多达 2162 家，
电力二氧化碳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重由 25%升高至 40%多，占比逐年上升。从中远期来看，能源消
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比要持续下降，能源系统相较于其他排放环节要实现更高程度的减排，为其他
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争取更多空间，助力碳中和愿景实现。有鉴于此，要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首先需要改变的是能源产业格局，必须加快向绿色低碳能源转型的步伐。要实现 2060 年碳中和的
目标，就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比重，因此，能源格局的重构必然是大势所趋[2]。站
在当前的时点看，要加快减少碳排放，就要加快发展目前正处于生命周期成长期的新能源行业，使新能
源替代成为我国中长期减少碳排放的第一驱动力。太阳能是已知宇宙当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之
一，人类测量出太阳照射到地球 40 分钟左右，便足以提供地球上的人类一年所需要的能量，并且太阳能
发出的电力干净、低碳，太阳能发电碳排放量是化石能源发电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是真正的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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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所以太阳能发电是应用广泛，前景光明的理想能源。中国绿色发展的关键是能源的绿色低碳发展，
太阳能发电应成为未来中国重要的电源之一，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强劲引擎[3]。在《世界能源展望》
报告中，国际能源署表示，由于价格下降，太阳能发电比新的火电和天然气发电厂发电更便宜，太阳能
有望成为“新电力之王”。国际能源署认为，太阳能装机容量将继续打破纪录，并预计到 2022 年，每年
装机容量都将超过 160 吉瓦。这比 2019 年疫情前的安装量几乎高出 50%。
“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为我国加快推动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变革、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
源体系指明了方向。我国要构建以光伏发电为主体的新能源电力系统，实施光伏发电可再生能源替代行
动，使光伏发电装机和发电量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发电主体。

2. 光伏发电产业方兴未艾
常见太阳能发电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光–热–电转换方式，另一种是光–电直接转换方式。因目前
光–热–电发电占比非常小，通常所说太阳能发电即为光伏发电。分布式光伏发电是指一种新型的、具
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发电和能源综合利用方式，它区别于传统的集中式发电，倡导就近发电，就近并网，
就近转换，就近使用的原则。不仅能够有效提供同等规模系统发电量，同时还有效解决了电力在升压或
长途运输中的损耗问题。
中国的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在 2011 年仅为日本、美国的六成，为欧盟的 6%。从 2013 年起，中国光伏
发电快速发展，到 2017 年，中国的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就超过了整个欧盟的总和。2019 年，全球光伏发
电当年装机量为 114.9 GW，累计装机则达到了 627 GW，其中中国的装机总量则达到了 204.3 GW (1 亿
千瓦 = 100 GW)，占到了全球装机量的近三分之一。截至 2021 年 6 月底，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约为 22.6
亿千瓦，同比增长 9.5%。其中，光伏发电累计总装机容量 2.68 亿千瓦，同比增长 23.7%。2021 年 1-6 月，
全国光伏新增装机 1301 万千瓦，其中，光伏电站 536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 765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增长
较快。从新增装机布局看，装机占比较高的区域为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分别占全国新增装机的 44%、
22%和 14%。
随着国家能源局正式下发《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始试点方案的
通知》。截至 2021 年 8 月，已有河北、安徽、甘肃、浙江、山东、陕西、新疆、福建、广东、江西等
25 个省要求，整县(市)推进户用和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工作。其中，甘肃、福建文件明确推荐“一
个企业包一个县”建设模式。光伏发电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的重点工作。在 2021 年各地披露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有超过 10 个省市把发展光伏发电作为 2021 年的重点工作内容。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等机构的最新预测，到 2050 年，中国近四成的用电量将来自光伏。
而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也预测：到 2025 年，中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29.5 亿千瓦，其中光
伏装机容量达到 5.6 亿千瓦，占比近 20%；2030 年，中国发电总装机容量 38 亿千瓦，其中光伏装机容量
为 10.25 亿千瓦，占比近 27%；2050 年，中国发电总装机容量 75 亿千瓦，其中光伏装机容量为 34.5 亿
千瓦，占比 46%；2060 年，中国发电总装机容量 80 亿千瓦，其中光伏装机容量为 38 亿千瓦，占比 47.5%，
估算到时当年即可减少 CO2 排放 64 亿吨。随着“双碳”目标，光伏发电必将成为加快电力和能源清洁
转型、近期增量替代、未来存量替代的主力。

3. 加速发展光伏发电，做好“藏能于民”
碳达峰、碳中和本质上是能源生产、消费和科技革命。实现“双碳”目标，首先要树立新的能源观，
减少碳排放，要抓住“能源减碳”，能源革命是文明形态进步的基础和动力[4]。中国将用 40 年的时间大
幅度降低煤炭、石油等高碳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高以光伏发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并且太阳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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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利用有助于提升能源体系的安全性，使得低碳转型和能源保障安全并行，能源安全很重要的一点是
供需安全，能源不仅要保供，而且要有合理的增长，要以科学供给满足合理需求。要重新认识中国的能
源禀赋，中国的光伏发电资源基础十分丰厚，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是能源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太阳
能的已开发量低于技术上可开发资源量的十分之一，光伏发电未来将成为主体能源。要通过宣传、教育、
社会风尚等引领人们树立和传播光伏发电理念，引导政府、企业、家庭承担各自的生态责任，让每个人
从自身做起，自觉成为光伏发电的践行者、宣讲者，推动中国能源转型。
发展光伏发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理念引导、政策激励、市场发展、科技创新、资金投
入等要素支撑。为此，要采取一系列前瞻性、战略性、服务性的政策和措施，全力推动光伏发电加速发
展。要城乡统筹，深挖分布式光伏潜力，加大农村复合式光伏发展。打造集光伏电站建设、光伏新型技
术示范、特色种养殖、生态环保修复为一体的综合新能源发展基地，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三提升”。坚持“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推动全国加快分布式光伏进小区、进农村、进家庭。
坚持“抓大不放小”“藏能于民”原则，在全力推进集中式光伏电站建设的同时，因地制宜推动分布式
光伏发电发展。要加大农村复合式光伏发展，引领光伏发电行业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起
来。能源是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要结合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加快乡村能源变革，助推
乡村振兴发展。优先支持农村地区发展分布式太阳能，开展整县(市、区)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建设，在集
约利用土地前提下，大力推广建设“农光互补”“林光互补”“渔光互补”以及建设“盐光互补”“牧
光互补”等多模式的光伏发电项目。坚持光伏与土地利用、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协调发展，实现土地资
源最大化利用，科学推进光伏电站建设。
“双碳”目标更加清晰了中国能源革命和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也对能源低碳转型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优化能源结构、高比例发展光伏发电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根本对策之一[5]。光伏发电是一种
理想的替代能源，光伏发电的开发与利用可以有效地减轻我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极大地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光伏发电相对于风电、水电和核电的分布范围更为广泛，更利于“藏能于民”，中国光伏发
电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潜力，在“双碳”目标导向下，光伏发电在能源安全、能源革命以及能源竞争
力等方面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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