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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and power are the power sourc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energy and
power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stained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an
advanced resource planning method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which mainly aims at saving power, power
demand side management can not only ease the power shortage and lift power efficiency, but als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power demand side management, this paper studies innovative measures for power demand
side management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wer demand and supply.
Keywords: Power Demand Side Management; Easing the Power Supply and Demand;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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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能源与电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

重要。电力需求侧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以节约电力为主要目的的资源规划方法和管理技术,不仅对
缓解电力短缺、提高用电效率和提高效益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能够促进经济、资源和
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系统阐述了国内外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现状的基础上，从电力供需
缓解的角度研究推行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创新性对策。
关键词：电力需求侧管理；电力供需缓解；对策

1. 引言

或缺的重要资源。电力需求侧管理是节约电力资源、

能源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在多种形式

提高用电效率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有效实现电力资源

的二次能源中，电能以清洁、高效和易于远距离运送

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在以化石能源为主要电力来

等优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现代化生活中不可

源的当今世界，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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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地节约电力，减少排放，因此，无论国家或地

力供需情况紧张或缓解，通常对电力需求方的节电行

区的电力供需之间关系紧张与否，都必须坚持推行电

为都不会产生影响，因为节电带来的效益总是存在

力需求侧管理。换言之，电力需求侧管理不仅是解决

的；而电力供需情况是紧张状态还是缓解状态，对于

电力供需矛盾、缓解电力紧缺情况下的一个重要途

供应侧电力公司的影响(态度和行动)可就大相径庭

径，更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远之计。

了：

2. 电力需求侧管理
2.1. 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概念

当电力供不应求的状况持续状态一段时间后，它
的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就渐渐地明朗
起来，作为供应方的电力公司迫于来自各方面(民众、

电力需求侧管理(Demand side Management)，简称

企事业和政府等)的压力，就会去积极努力主动地推行

DSM，是指通过提高终端用电效率和优化用电方式，

电力需求侧管理，甚至主动上门十分卖力地提供节电

在完成同样用电功能的条件下减少电量消耗和电力

技术服务和价廉物美的节电设施，这对于缓解电力供

需求，以达到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实现低成

需矛还是相当奏效的，再者，电力公司可也不愿意戴

本电力服务所进行的用电管理活动。具体而言，是由

上阻碍经济发展的大帽子。

作为供应测的电力(电网)公司，采取经济和行政手段

然而，当电力供需平衡或供大于求形成买方市场

激励用户(电力需求侧)，同时采用各种有效的技术措

时，电力公司在思想上和态度上对于电力需求侧管理

施改变用户的需求方式，从而减少对用电量的需求，

可就要本能地排斥了：手握大量电力资源的卖方当然

达到节约电力的目的。

希望多卖出电力而获取更大的效益，电力需求侧管理

2.2. 电力需求侧管理的运营特点

是帮助用户少买自己的产品，这不利于用自己的买卖
使得电力公司对于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是相当不情

1) 电力需求侧管理非常强调电力供需双方的通

愿的。政府当然会继续对电力公司的需求侧管理持续

力合作。电力需求侧管理要求电力公司与电力用户之

施压，政府需要考虑社会效益，2001 年由国家经济贸

间建立起长期的合作机制并达到默契配合状态：供电

易委员会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出台的《节约用电管

方提供节电技术资源与用电管理等资源，而用电方则

理办法》、2010 年由发改委、电监会等六部委联合印

调动本身具有的各种资源以全力配合电力公司的电

发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也一直追在电力公司的

力需求侧管理工作，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共同节约电力

后面进行敦促。然而，我国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资源的目的。

的特色，表面上的、怠慢性地继续实施电力需求侧管

2) 电力需求侧管理非常强调在提高用电效率的

理有可能引起政府的不满，但却绝对不会触犯法律，

基础上取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对于用电方而言，拿出

因为那只是“办法”而不是“法”，怠慢法律的事不

各种资源全力配合电力公司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如

能做，怠慢政令的事倒是有着商榷的余地，毕竟我们

果得不到显著的经济效益，就不会产生长期合作的积

的政府对于政令不畅的情况还是比较宽容的。

极性；反之，对于供电方电力公司而言，尽最大努力
帮助用户节约电力的活动不但无利可图，反而给自己

4. 国内外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实施情况

带来负面效益，则因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积极性下

4.1. 国内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实施情况

降也会变得不具有可持续性。
3) 电力需求侧管理还非常强调基于用户利益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电力需求侧管理(DSM)被

础上的能源服务。电力公司必须树立优质能源服务观

介绍到我国，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界都非常关注

点，在帮助用户节省电费支出的前提下，还要保证用

它的应用前景和对其应采取的对策；1998 年成立了国

户能够长期持续不间断地获取稳定的电力资源。

家电力公司 DSM 指导中心，对我国 DSM 的理论研究

3. 电力供需关系与电力需求侧管理
实际上，在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过程中，无论电
24

和概念普及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国家电力公
司把 DSM 列入了 2001 年开始实施的《国家电力公司
一流供电企业考核标准(试行)》的一项考核内容。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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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电网公司出台了《关于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

过多地干涉项目运作而降低效率。3) 委托第三方管理

的实施办法》，使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更加具体化，

模式，以佛蒙特州为代表的 3~5 个州采取这种方法。

更具有可操作性。我国推行电力需求侧管理主要体现

佛蒙特州能源投资公司(VEIC)竞标获得能效项目的

在两大环节上：采用差别电价政策以移峰填谷，推广

管理权，承包全州的能效项目服务。这种模式的优点

[1]

和激励使用节电产品以节约电力 。

4.2. 国外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实施情况
为了应对两次世界能源危机以及日益严重的环
境压力，国外发达国家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
研究和推广电力需求侧管理(DSM)，并采取法律和经
济等手段实施节约用电和移峰填谷措施，在减少和减
缓电力建设投资、控制电价上升幅度、减少电力用户
电费开支、降低能源消耗、改善环境质量等方方面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
德国政府推行电力需求侧管理的主要特点是在
供、需双方同时实施有效政策。首先，通过制订相应
的政策、法规来支持电力供应部门实施需求侧管理工
作。州政府的能源管理部门对电力公司的需求侧管理
措施进行审定认可后，电力企业用于需求侧管理措施
的投资可列入企业生产成本，使企业从税收优惠中获
得补偿，提高企业推行需求侧管理措施的积极性；其
次，为了鼓励民众节约用电，州政府定期与地方电台
联系，通过大奖赛的形式推选出本地区节电最好的家

是管理方的职责和目的与州政府的节能目标紧密结
合，管理高效；缺点是不利于吸引多个实施主体参加，
对于大面积推广实施有着一定的难度[3]。

5. 我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5.1. 对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意义缺乏深刻的认识
电力作为一种清洁的二次能源，在社会和经济发
展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由于当前全球的电力来
源还是主要依靠化石能源，基于其生态非友好性和不
可再生性，无论是电力紧缺还是电力过剩时期，都应
该从长远利益上考量节约电力能源的重大意义，坚持
做好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然而，我国的电力需求侧
管理是在缺电的形势下引进的，多年以来，由于国家
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所以宣传工作和具
体政策措施也就不到位，广大民众和很多部门都还没
有认识到电力需求侧管理在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的民众甚至不知道有“电
力需求侧管理(DSM)”这个词。因此，我国目前开展

庭，给予适当的奖励，并将这些家庭使用的电器品牌

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比较好的省市，往往都是电力最

和种类公布于众，以鼓励大家使用节能和节电产品[2]。

为紧缺的地区。实际上，我们仅仅将 DSM 作为一种

美国以州为单位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各州

解决眼前电力供需矛盾的手段，这样一来，一旦电力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1) 电力公司管理

供需形势开始缓解，则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就失去了

模式。典型的代表是加利福尼亚州。由加州公用事业

驱动力而被束置高阁。例如，“北极星电力网”新闻

委员会来监督管理电力公司，进行项目的审查和批

中心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发表的文章“我国电力需

准，由四个主要的电力公司负责实施全州的能效项

求侧管理的现状与策略”中，给出的第一个对策就是

目。显而易见，这种模式的优点是电力公司的员工具

“加强电力建设，增加电力供应”。电力需求侧管理

有很强的技术能力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还有着成熟的

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以节约下来的电力资源来减

服务网络渠道，有利于开展电力需求侧工作；而缺点

少电厂的投资建设，以减缓电力供应压力，而“北极

则是电力公司不愿意因实施能效项目而降低售电量。

星电力网”这样一个电力领域的专业网站却对电力需

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州采取了将电力公司的收益与售

求侧管理的认识模糊到这种程度，足见我们对于电力

电量脱钩，直接规定电力公司的利润为固定的投资回

需求侧管理的意义和功能的认识远远没有到位，面对

报率，与售电量无关；另外，还允许电力公司从能效

这种可笑又可气的情况，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好好地

工作中获取更多的收益。2) 现有政府管理模式。典型

重视起来，认认真真地先从根子上解决认识问题吧。

代表是纽约州。这种模式管理的优点是由政府部门统
筹规划全州的能效项目，可以产生较大的规模效益，
而缺点则是政府部门缺乏专业人才，行政决策可能会
Open Access

5.2. 缺乏足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
一些发达国家的电力需求侧管理成功的关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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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认识清晰、重视程度足够、真抓实干的基础上

收优惠中获得补偿”。德国的对策值得我们借鉴。然

建立了严密的法规体系，并有相应配套政策的支持。

而，我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中第二十四条规定：

而目前我国与电力需求侧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只有

“电网企业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合理的支出，可

《节约能源法》、
《节约用电管理办法》和《电力需求

计入供电成本”，与德国的对策相比，并没有提到“税

侧管理办法》等少数法律法规，并且可操作性不强。

收优惠”；再者，虽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运行

法律有强制性，而“办法”则不然，基于我国多年来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工

形成的认识(或约定俗成)，后者是要靠自觉性的。而

作”，但又让电网公司“自行开展”并“引导”用户

对于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来说，改革开

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电网公司的“主体”地位实际

放几十年，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成就，而“自觉

上并不具有强制性，只是将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投资计

性”(觉悟)这项优良传统却被渐渐弱化成为了稀缺资

入供电成本的激励当然不够，对于电网公司来说，与

源，反之，我们的广大民众中倒是还存留着一些基本

开展这项工作所付出的工作代价相比，驱动力还是太

的自觉性，
“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其

小，与其投资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还不如投资多建

实，我们还有一个弱点就是，相对而言，执法弱于立

设电厂来得比较实惠。

法，对于已经形成的法律条款我们的民众并不期待马
上就能执行，特别是经济法、行政法和环境资源保护
法等等，我们的民众也已经对等待执法培养了很好的
耐心。还是那句话，从政府层面上就要树立真正重视、

6. 电力供需矛盾缓解条件下实施电力需求
侧管理的对策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电力供需状况如何，

真抓实干的思想意识，把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提升到

作为电力需求侧管理主体的电力企业都处于被动实

关乎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的高度上来，才能

施状态，项目管理的主体积极性不高，推行了多年还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并重视执行效果。

是收效甚少的难堪局面应该是在预料之中的。中国新

5.3. 具体的管理模式与先进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闻网报道：我国 2011 年的单位 GDP 能耗是世界平均
水平的 2.2 倍，这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吗？

说到管理模式，首先要明确实施主体，我国《电

电力需求侧管理的节能效益和在我国的巨大潜力就

力需求侧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第五条，国家发

摆在眼前，而我们几乎是视而不见。我们是负责任的

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全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国务

大国，我们的电力来源主要是燃煤，我们已经成为二

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工作。县

氧化碳年排放总量世界第一，我们并没有把电力需求

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运行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侧管理工作放在应该的重要地位。

内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第七条，电网企业是

对于大面积深层次轰轰烈烈地持续开展电力需

电力需求侧管理的重要实施主体，应自行开展并引导

求侧管理，本人有几点想法叙述于此，为学术界和包

用户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为其他各方开展相关工作

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实践中各界提供参考。

[4]

提供便利条件” 。亦即，由供应方电网(电力)企业在
上一级“电力运行主管部门”的管理下担任电力需求

6.1. 首先解决认识问题

侧管理的主体。如前所述，它的优点是实施方有着很

对于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意义和重要性认识不到

强的技术能力、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成熟的服务网络渠

位，则就事论事地谈论具体行动对策就是坐而论道，

道，有利于开展电力需求侧工作；而缺点则是电力供

空谈误国。我们从上到下的政府部门和全体国民对于

应方不愿意因实施能效项目而降低售电量。对于这一

基本的节能意义的认识都还没有到位：老百姓的概念

缺点，美国的对策是“将电力公司的收益与售电量脱

是能源和电力价格不高就没有必要节约；对于长期以

钩，直接规定电力公司的利润为固定的投资回报率，

来能源的价值与价格严重背离的情况导致能源可持

与售电量无关”；德国的对策是“让电力企业用于需

续发展进展很慢，我们从上到下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也

求侧管理措施的投资列入企业生产成本，使企业从税

没有深刻的认识。由于目前的节电技术、节电设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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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电产品领先节能市场，以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管理

我国大多数普通民众对它还相当陌生，各企事业单位

来获取较高的节能效益应该更加行之有效。要从根本

和民众懂得节电，却不知电力需求侧管理是应当首选

上转变认识问题：我们对可持续发展到底有多少诚

的一个节电高招；他们用自己的常规办法节电：节电

意？对我国能源和电力的可持续发展的诚意到底够

产品、节电常识和节电小窍门等，却本能地排拆被安

不够？

装什么“节电设施”。宣传工作一向是我们的强项，

6.2. 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激励政策和法律法规

而电力需求侧管理方面知识的宣传和科普教育却了
成弱项。通常情况下，推行一项好的经济政策是需要

“电力需求侧管理所需资金来源于电价外附加

供需双方配合起来共同努力的，而当我们的实施主体

征收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差别电价收入、其他财政

电网公司在推行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时，却常常得不

预算安排等”，这是我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中

到电力用户的响应，我们得进行足够有效持久的宣传

对于电力需求侧管理实施的激励内容。分析：电价外

工作和科普教育，让我们的用户对电力需求侧管理具

附加征收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用中的电附加原本

有了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明白了它的重要性，他们

就不多(工业用电用水的 5%~8%、公共汽车、民用自

就对 DBM 本身产生了强烈需求，这样就能以“需方

[5]

来水、煤气和电话等等的 8% )；我国实施差别电价

响应模式”来拉动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随着我国经

政策的时间比较晚，目前还在改革中；其他财政预算

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民众的综合素质也在渐渐提高，

安排之类的说法比较模糊。总而言之，激励政策力度

“电力需求侧管理”并不是很难理解的东西，政府和

小，有点勉强。至于法律法规及其作用，本文前面进

供电方用专业的技术和设施来帮助我们节约更多的

行了分析，这里不再重复。

电，也就节约了更多的电费开支，何乐而不为？发挥

执法滞后和弱于立法是我们的软肋；怠慢政令是

我们的特长，通过开展 DSM 宣传、培训、项目示范

我们的另一个软肋。几十年来形成的固疾，要挑战它

等活动，与电力用户直接交流；利用电视、报刊、广

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还是寄希望于新一届政

播等大众媒介进行宣传；开展产品展览、资料发放、

府领导班子，同时运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来全面促

现场交流等方式，提高全社会对 DSM 的认知，也让

进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降低我国的单位 GDP 能耗。

“DSM”成为人们常挂在嘴边的热词，为 DSM 的开

6.3. 灵活运用多种管理模式

展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吧。

学习美国推行电力需求侧工作的多种管理模式，

6.4.2. 选择有效有激励方式，
以节电奖励补贴贫困群体

根据不同的省、市、自治区开展不同的管理模式。我

我们可以学习德国鼓励民众节约用电的思路，奖

国是大版图多人口的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进程有着

励节约用电效果突出的用户。在我国，那些用心节电、

很大的差距，各地方政府的执政重点也存在差异，各

减少电费开支的群体，也往往是低收入群体。为了实

地区人口数量和民俗民风更是有着较大的差别。本文

现可持续发展的“代内公平”，我国政府正在下大力

认为，在目前我国以电网公司为电力需求侧管理的重

气推出各种政策和法律法规，积极行动起来提升贫困

要实施主体的基础上，不妨也在部分省份和城市试验

群体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如果我们的电力需求侧管理

推行“政府管理模式”和“委托第三方(能源服务公司)

工作实施经济手段以帮助和促进广大民众节约电力，

管理模式”，也可以试验“政府派员到电网公司的合

本文建议出台具体的奖励文件(办法)：首先，设定一

作型”管理模式。“合作型管理模式”的重点在于双

个用电最低额度(按月、季度、年度)，凡是用电量低

方共同目标和不同分工，职责范围清晰，成效共享。

于最低额度的用户，用节省电力省出来的电费额度(或

6.4. 唤起广大民众的参与
6.4.1. 做好 DSM 的宣传教育工作，让 DSM 成为民众
口耳相传的“热词”
目前，“电力需求侧管理”还是一个专业术语，
Open Access

两倍)进行奖励，这样，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就可以以节
电的方式获取一定的奖励性补贴。这个方法可以同时
实现节约能源和提高社会效益的双重效果。奖励资金
可以在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投资中拿出一部分，也
可以使用扶贫资金等；节电奖励的实施则由国务院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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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开发办公室领导下的各省、市、自治区扶贫开发办

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推上新一轮高潮，并持续推进而

公室参与和监督执行。建议先选择试点地区进行试

使之纳入我们的常规性工作中。

验，实验成熟后再进行推广；试点工作先选在城市比
较容易操作。

7. 结语
我们的国家“无条件节电”的可持续发展重要模
式需要电力需求侧工作的技术和管理等方法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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