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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章        执行摘要

I. 执行摘要 
一场伟大的变革正在发生。一股分散化潮流正在席卷全球并改变我们的生

活、工作和娱乐方式。资源和人员组织正在从集中式系统向集成式网络迈

进，包括分布式元件和集中式元件。这种趋势在整个社会和全球经济中盛

行。电信、计算机、零售以及娱乐行业均已向分散化迈进。今天，我们的

高等教育、医疗保健和能源也正处于分散化的初始阶段。分散化运动能实

现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并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通过推动并使用“分布式能源”技术，电力系统正在经历分散化潮流。自

从托马斯爱迪生于 1882 年建立第一座电厂以来，今天越来越多地使用分

布式能源技术，以在使用点或附近提供电气和机械能源。采用

分布式能源技术可以创建一个分散的能源系统，通过分布式发

电机满足整个网络中的就地能源需求。

分布式能源技术组合包括柴油和燃气往复式发动机、燃气轮机、

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小型风机。虽然没有标准定义，但

是分布式能源技术的输出功率小于 100MW，一般小于 50MW，这是配电

系统能在配电电压下容纳的极限。分布式能源灵活性高且适于许多应用领

域，包括电力、机械能源和推进系统。分布式能源技术可独立工作或在集

成式网络内一起工作，以满足大型和小型能源用户的需求。

推动更广泛的分散化运动的相同力量也正在推动分布式能源的兴起：相比

十年前，分布式能源技术使用更广泛，体积更小巧，效率更高且成本更低。

但是分布式能源系统自身的能力也促进了分布式能源的兴起，它不受大投

资项目及输电和配电（T&D）线路开发的约束。因为分布式能源产品体积

较小，因此他们的资本要求更低，与大型电厂相比较而言，它们的运营速

度更快且风险更小。另外，也可逐步增加分布式能源系统，以满足不断增

长的能源需求。而且，“天然气时代”正在推动部分分布式能源技术的发

展，即随着非常规天然气产量的增加，更广泛使用天然气以及扩大陆地和

海上天然气网络的时代。更丰富的天然气给燃气分布式能源系统创造了机

会。虚拟管路 - 指将天然气从管端转移到偏远用户处的一种技术 - 的兴起

使得能扩大天然气时代并使燃气分布式能源技术更普遍。 

“相比十年前，分布式能

源技术使用更广泛，体积

更小巧，效率更高且成本

更低。”

lenovo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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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 终结果就是分布式能源投资和装机容量增加，这种情况将在

未来十年继续。2012 年，分布式能源技术的投资达到 $1500 亿，包括在

全球电气、电力、机械传动和推进应用领域的燃气轮机、往复式发动机和

太阳能光伏产品。大约订购并安装了 142GW 分布式能源容量。

同年，GE 预计会产生 218GW 集中能源容量的订单。这意味着

分布式能源容量增加量占全球总容量增加量的 39%。 

到 2020 年，分布式能源将发挥更大作用。GE 估计每年的分

布式能源容量增加量将从 2012 年的 142GW 增加到 2020 年的

200GW，增量达 58GW，表示平均年增长率达 4.4%。在此期间，

分布式能源技术的投资将从 $1500 亿增加到 $2060 亿。作为一

个参考点，在这同一期间，全球耗电量将从 20.8 TWh 上升到

26.9 TWh，年平均增长率达 3.3%。因此，在 2020 年年末，分布式能源容

量增加量将会以比全球电力需求快将近 40% 的速度增长。

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扩散将使全球各个国家、行业以及人民受益，因为这种

能源技术的使用对人类和经济发展很关键。研究表明不断增加的用电量与

收入、教育和健康有着积极关联。1 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如

中国、印度和巴西尤其如此；而且这些国家也是分布式能源需求 大的地方。

分布式能源容量增加量分布式能源容量增加量包括功率输出

小于 100MW 的燃气轮机、往复式发

动机和太阳能光伏项目。集中能源容

量增加量包括大于 100MW 的所有电

厂。注意，能源应用领域使用了分布

式能源增加量的 60%。其中的 1/3 是

备用发电机。



© 2014 通用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版权所有人的同意，不得复制或分发本资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7

第 I 章        执行摘要

图 1. 分布式能源的增长

全球分布式能源装机容量和投资呈上升趋势。到 2020 年，分布式能源技术的年投资将达 $2060 亿。分布式能

源应用将占全球容量增加量的 42%。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通用电气，全球柴油和燃气轮机协会，欧洲光伏行业协会。

这些趋势告诉我们分布式能源的再次崛起是一个变革性事件，它会给未来带来积极影响。在 GE，我们为自己

在实现分布式能源潜力方面扮演的角色而感到自豪，并有机会开启新的能源时代，正如托马斯爱迪生于 1882

年创建世界上第一座电厂时一样。 新的变革已开始，未来会越来越好。

 2020年
200 GW
$2060亿USD
占容量增加量的42%

 2012年
142 GW
$1500亿USD
占容量增加量的39%

 2000年
47 GW
$300亿USD
占容量增加量的21%

2000

2012

2020



德国罗森海姆的市政公用设施依靠颜巴赫J920 FleXtra热电联产电厂供电，向市民提供高效热能和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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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分布式能源的变革
一场伟大的变革正在发生。一股分散化潮流正在席卷全球并改变我们的生

活、工作和娱乐方式。资源和人员组织正在从集中式系统向集成式网络迈

进，包括分布式元件和集中式元件。世界正在经历分散化过程，这个过程

会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 

技术创新是这种巨大潮流后的推动力。计算能力和电信技术的提高使得机

器智能和联网能缩小分散人群和机器之间的地理划分。技术正在改进设备

并使设备体积更小巧，连接人群、地方和事物之间的空间。分散化过程正

在创造对体积更小、自定义和更有能力的连接产品和服务的新

需求。

用于开发工业机器的方法、材料和设备的稳步改进可生产出更

可靠、更高效和更灵活的机器。今天的喷气式发动机、电厂和

机车比以前的产品更高效、成低更低且体积更小。数十年的累积学习取得

了成果，可以通过更经济的方式部署分布式设备网络，以代替集中式机器。

人员和流程也准备分散。IT 革命和后来互联网的兴起 - 其自身也是分布式

网络 - 使得组织分散成为可能，这样就能离客户更近并更迅速地对当地条

件作出反应。这会在平面组织内分散劳动力。利用 IT 和电信技术与全球同

事和客户协同工作时，劳动力会更熟练。

“世界正在经历分散化过

程，这个过程会影响生活

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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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世界中的分布式能源

通过部署并使用分布式能源技术，电力系统正在经历一场分散化潮流。托

马斯爱迪生于 1882 年建立第一座电厂时初次建立了分布

式能源技术，今天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技术，从而能在使

用点或附近提供电气和机械能源。采用分布式能源技术可

以创建一个分散的能源系统，通过分布式发电机满足整个

网络中的就地能源需求。这与集中电厂形成鲜明对比，集

中电厂可通过输电线路从单个集中位置向整个电网供电。

分布式能源技术的当前套件包括天然气和柴油驱动的往复

式发动机、燃气轮机、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风机。

分布式能源技术的输出功率小于 100MW。分布式能源技

术非常灵活，适于不同应用领域，包括电力、机械能源和

推进系统。根据具体用户要求配置和定制这些技术，包括

电力、热量、蒸汽、推进或机械能源。

分布式能源技术用途广泛且有各种配置。例如，它们可用

作海上移动装置或电气应用领域的固定设备。分布式能源

系统可在封闭状态下发电，或产生热电联产（CHP）。这

些系统用于提供连续、不间断的峰值电源或甚至备用电源。

分布式能源系统可与电网连接或离网。某些分布式能源系

统会向电网发送回多余的电力，而其他系统则专门用于现

场能源要求。 

推动更广泛分散化活动的相同力量也正在驱动分布式发电的兴起：相比十

年前，分布式能源技术使用更广泛，体积更小巧，效率更高且成本更低。

什么是分布式能源？什么是分布式能源？

分布式能源是指在使用点或附近发电。

这包括可提供电力和机械能源的技术，

这些技术能提供使液体（如油）和物

体（如船和火车）移动的扭矩力。分

布式能源技术可是固定式（一般指电

气应用）或移动式（海上和机车应用）。

可用马力（hp）或发电容量（kW 或

MW）来测量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潜在输

出。虽然没有标准定义，分布式能源

系统的输出功率一般小于 100MW。

在电气应用中，分布式能源系统与集

中电站形成鲜明对比，集中电站可从

一个集中位置供电，这个位置通常远

离用户。集中电站的电能通过输电线

路和配电线路传送给 终用户。集中

能源系统不提供机械能源，它们始终

是固定式和陆基式能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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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布式能源的应用

分布式能源技术用途广泛且配置多种多样。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通用电气。

但是分布式能源系统本身的能力也促进了分布式能源的兴起，它不受大投资项目及输电和配电（T&D）线路开

发的约束。因为分布式能源产品体积较小，因此他们的资本要求更低，与大型电厂相比较而言，它们的运营速

度更快且风险更小。此外，也可逐步增加分布式能源系统，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移动性

固定式 移动式

并网 离网

基本负载 备用

柴油 天然气 + 其他

能源负荷

电网整合

燃料类型



© 2014 通用电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版权所有人的同意，不得复制或分发本资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12

第 II 章          分布式能源的变革

而且，“天然气时代”正在推动部分分布式能源技术的发展，即般随着非

常规天然气产量的增加，更广泛使用天然气以及扩大陆地和海上天然气网

络的时代。更丰富的天然气给燃气分布式能源系统创造了机会。虚拟管路 -

指将天然气从管端转移到偏远用户处的一种技术 - 的兴起使得能扩大天然

气时代并使燃气分布式能源技术更普遍。

要明确这一点，虽然今天分布式能源技术日益强大，但是

这种趋势并不代表集中电站的终结。各种各样的力量，如

与日俱增的城市化和持续的规模经济，正在为许多地方的

集中电站创造持续的需求。因此，分布式能源就在集中式

发电开发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这是一个集中电站与不断增长的分布式能源

技术共存的新时代。在这个新兴的环境中，集中电站和分布式能源系统将

会加速整合，以提供集中电站或分布式能源系统不能单独提供的服务。

分布式能源的历史

分布式能源技术并不是新技术。20 世纪初开发大型电厂前，均在使用点

或附近提供所有能源要求，包括供热、冷却、照明、机械能源和电力。技

术进步、规模经济以及支持集中能源的监管框架使得大型电厂不断增长。

第一座电厂是托马斯爱迪生的珍珠街电站，于 1882年开始在纽约市供电。

爱迪生在珍珠街电站的往复式发动机是蒸汽式发动机，是 James Watt 于

100 年前开发的用于机械传动的一种技术。直到珍珠街电站后才发明内燃

机。珍珠街电站使用一种直流分布式能源系统，为附近客户服务，它与托

马斯爱迪生的公司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建立的所有早期电厂相似。通用电

气于 1892 年由爱迪生通用电气和托马斯 - 休斯敦电气公司合并成立。

“集中电站和分布式能源

系统将会加速整合，以提供

集中电站或分布式能源系

统不能单独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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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分布式能源的历史

托马斯爱迪生的第一座电厂是一台小型往复式发动机。分布式能源在 21

世纪再次兴起。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通用电气。

1900
分布式能源电厂占全球发电
量增加量的100%。

1882
托马斯爱迪生的珍
珠街电站分布式电
厂开始在纽约市
供电。

1893
Rudolf Diesel开发
出第一台柴油发
动机。

2010
GE的航改型产品组合包括功
率输出为18-100MW的涡轮
机，热效率超过40%。

1900–1950
GE于1901年将第一台蒸汽轮机投入运
行。到1902年，GE可提供的额定容量
达500、1500和5000kW。到1913年，
美国 大的发电机输出功率达35MW。
到1922年，开始建造175MW电厂。

1950–1960s
1957年，颜巴赫开始生产燃气发
动机。1959年，GE引进第一台航
改型燃气轮机，它是从GE的J79和
C6飞机发动机衍生出来的。

1994–2012
颜巴赫开始关注超高效率发
动机。 新的燃气内燃机的
输出功率高达9.5MW，发电
效率达48.7%，且CHP综合效
率超过90%。

1950
分布式能源技术在全球发电
量增加量中所占比例小于
10%。分布式能源限于备用
发机机组和运输应用领域。

2010
分布式能源技术占全球发电
量增加量的36%。

分布式
能源的兴起分布式能源时代

1880 1900 1920 1950 1970 1990 2010

集中能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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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大型电厂和通过高压输电线路向偏远客户分配电气输出之前，需要进

一步发展交流电技术。

珍珠街电站由 6 台往复式发动机组成，每台发动机与一台 12kW 发电机连

接，以产生 72kW 总容量。珍珠街电站后，单个电厂产生的电量快速增长。

Charles Curtis 的蒸汽轮机加快了更大规模电厂的发展速度。Curtis 先生于

1896 年向 GE 管理层提出蒸汽轮机驱动发动机这一概念。到 1897 年，他

指导了 GE 蒸汽轮机的发展。

集中电厂运动始于 1891 年初，此时 George Westinghouse 在科罗拉多州

的 Telluride 组装了第一个交流系统。交流系统允许长距离输电。随着规模

经济的不断增长，开发了规模更大的电厂。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更低生产

成本。到 1922 年，开始建造 175 MW 电厂。集中电站能源时代继续发展，

而分布式能源技术是为提供备用电源和偏远电源而专门设计的。 

能源系统的三个演化阶段

作为集中电站模式的核心部分，蒸汽轮机经历了高度创新。1903 年 -1907

年之间，GE 独自获得了 49 项与蒸汽轮机相关的专利。其中的 14 项专利

提高了蒸汽轮机的性能。这些技术创新在 20 世纪末巩固了集中电厂运动

的成果。

但是技术变化是不断发生的。今天，技术进步已经允许开发新型分布式能

源技术，这些技术能与集中电厂的成本和性能相媲美，但是设备套件的规

模要小得多。同样重要的是，今天的分布式能源技术使得能在现场或偏远

地区实现控制和定制化。所以分布式能源技术可在由分布式发电厂和集中

电厂组成的更广泛的综合能源系统环境内同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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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能源系统的三个演化阶段

分布式能源的重新崛起代表能源系统的第三个演化阶段。21 世纪的能源

系统将采用集中和分布式发电相结合的方式。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通用电气。

全球能源系统划分为下述三个时代：传统分布式能源时代（1890–1910），

集中能源时代（1910–2000）和综合能源系统时代（2000– 现在）。不像

以前的时代，分布式能源系统或集中能源系统占主导地位，今天的综合能

源系统时代的特点是组合了集中电站和能单独运行或在日渐综合的能源网

络内能一起工作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分布式能源技术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

能源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技术能串联工作，以便提供集中电站或分布式

技术不能单独提供的服务。

1880–1910

第1阶段

传统的分布式能源

小型分布式电厂通过DC电源

线向当地客户供电。

1910–2000

第2阶段

集中电站

规模经济推动越来越大的电厂，

电厂发电量 终超过1GW。

2000+

第3阶段

综合能源系统时代

分布式能源的兴起正在将全球

的电网转变成综合能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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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革命

近期兴起的高度灵活、高效、对环境敏感且在经济上有吸引力的分布式能

源技术是今天分布式能源兴起背后的来源之一。它是上半个世纪以来渐进

的技术发展带来的结果。 

已组合分布式能源技术范围内的渐进式技术改进，以改变分布式能源与集

中电厂相比的经济吸引力。这些渐进式改进的累积效应对全球能源系统有

着革命性的影响。 

航改型燃气轮机的兴起是创新的标志，它推动了分布式能源系统近期的兴

起。专注于喷气式发动机十多年后，GE 于 1959 年为水翼船引进了第一台

航改型燃气轮机 CF6。CF6 是从 GE J79 和 C6 喷气式发动机

衍生而来的。

自从于 1959 年引进航改型产品线后，GE 逐渐完善技术，以

提高性能和灵活性。1985 年，GE 的航改型 CF6 产品线的

大功率输出达 35MW。今天，CF6 的后代产品可提供 60MW

功率输出，效率高于 40% 且可靠性接近 97%。现在，GE 的航改型产品是

世界上工业能源领域的领先技术。已生产了 3600 多台涡轮机，记录了超

过 1 亿工作小时。

往复式发动机遵循的路径和航改型产品相同。自从 19 世纪末以来，往复

式发动机已实现商业化。20 世纪第一个十年大型集中电厂兴起后，往复

式发动机主要用在汽车行业并在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期间用作备用电源和

远程电源。但是，过去 50 年的渐进式创新产生的结果是已在众多应用领

域开发灵活、高性能且低排放的燃气和柴油发动机，包括电力、海洋和机

械传动。

GE 的瓦克夏和颜巴赫发动机就是渐进式创新的很好实例。颜巴赫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 1487 年由 Jakob Fugger 创建的一个冶炼厂。1774 年安装了

一个高炉。到 1842 年，冶炼厂生产鼓风机、切削和钻孔工具、中间轴和

大型磨机。1947 年，生产线增加了柴油发动机。增加柴油发动机不久后，

颜巴赫开始生产燃气发动机。第一台燃气发动机于 1957 年遗留在奥地利

Jenbach 的工厂里。

“经过 50 年的不断创新，

分布式能源现在是世界各地

许多应用领域的一种高效且

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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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引进 6 系列燃气发动机，有 12 缸和 16 缸两种。十年后引进了电

气输出为 2.8MW 的 20 缸发动机。20 缸 6 系列发动机是第一台高速燃气

发动机，且在 3MW 输出范围内体积 小。自从那个时候起，这种发动机

系列就不断持续改进，包括创造 F 型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可用于多种环境

条件。

2007 年，颜巴赫引进了世界上第一台 24 缸燃气发动机。2010 年，颜巴

赫引进了 J920 FleXtra 燃气发动机，它是 GE 10MW 功率范围内的第一台

燃气发动机，和世界上第一台配备两级涡轮增压装置的燃气发动机颜巴赫

J624 燃气发动机。

GE 对发动机技术的持续创新产生了成本效益，这种成本效益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增加。现在，这些进步已累积到一个点，GE 发动机现在是全球

并网和离网应用的高性价比解决方案。分布式能源技术的确已经越过这个

门槛并进入具有竞争力的新时代。分布式能源技术的新竞争力已转变了决

策者的演算方法，在评估新能源需求时，决策者现在必须权衡集中能源和

分布式能源技术的效益和成本。经过 50 年的持续创新后，分布式能源现

在已是世界各地众多应用领域的一种高效且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为了维持燃料网络，管道通过分布式能源涡轮机和发动机将天然气随着现场发电一起运输，包括瓦克夏燃气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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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分布式能源的驱动力
除了提高分布式能源技术性能和成本的技术创新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力量

推动分布式能源的变革。这些驱动力包括：1）天然气管网的增加；2）抑

制输电网络建设的约束条件；3）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正在兴起的工业互联网；

以及 4）自然灾害的上升。每种驱动力在全球分布式能源发展和加速分散

化趋势方面均扮演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天然气时代

正如 近一篇 GE 报告中所讨论的，天然气随时准备占据世界能源需求的

更大份额 3。第一个商业化天然气使用发生在英国。大约在 1785 年，英国

使用了用煤生产的天然气，并将它用于灯塔和路灯。1816 年，马里兰州

的巴尔的摩使用了这种类型的天然气，因此成为美国第一座使用天然气点

亮街道路灯的城市 4。今天需要改变的是这种独特资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

的作用。天然气从区域性和边缘燃料转变为全球能源版图的焦点，因为它

能赶上并与煤和石油竞争，并能补充风能和其他再生能源。

天然气增长正在加速，部分原因是因为随着天然气管网在全球的扩大，支

持供需之间联系的网络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天然气管

网的增长有利于创建更大网络密度，更大灵活性并改善经济。因此，世界

现在进入了天然气时代。

分布式能源在能源系统中的作用与其在燃料分配及输电和配电（T&D）网

络中的位置密不可分。需要燃料来运行分布式能源技术。这也意味着为了

将分布式能源视为特殊应用中的一个选择，加燃料网络必须可供使用，以

提供原料。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柴油燃料供应网使柴油发动机成为移动

和静止离网能源应用的技术选择。

柴油燃料供应网 - 基本上是卡车和道路系统 - 由完善的技术组成且不需要

大笔针对燃料的资金投资。这些因素继续使得柴油发动机在世界各地分布

式能源应用领域成为 有吸引力的选择。

但是，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技术将成为兴起的天然气时代的 突出受益者。

在很多地方，鉴于传统柴油供应系统的当前可用性再加上天然气供应基础

设施的兴起和预期可用性，鼓励了双燃料分布式能源技术的采用。双燃料

分布式能源系统能采用柴油、天然气或这些燃料的混合物工作。双燃料技

术可向业主提供通过如今 好的可用燃料工作的能力，而且随着越来越多

地使用双燃料技术，也具备过渡到天然气的能力。

而且，利用国内天然气来源产生分布式能源还可提供其他好处。利用闲置

天然气可稳定国内电价，提高往来帐户平衡，创造本地就业机会并向偏远

地区送电。分布式能源和天然气时代的兴起对富国强民来说的确是一个强

大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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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面临的问题

在经济发达的北美和和欧洲，能源系统很发达。但是，输配电的进一步增

长常受到一系列障碍的限制，包括漫长复杂的规划过程和当地对输电线路

选址的阻力。这为分布式能源作为新输配电发展的替代品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很多不发达或不存在输配电网络的新兴经济体，如果没有输配电基础设

施，则分布式能源为满足主要能源要求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途径。

在美国，输配电网络是国家资本 密集型的产业之一。根据爱迪生电气协

会（EEI）于 2012 年作出的决定，电力公用事业在发电、输电和配电系统

的投资达 $905 亿，其中仅输电方面的投资就达 $200 亿。5 相比其他资产，

输电投资风险更大，且需要漫长的交付周期，以规划过程和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情况。

输电挑战不仅限于美国。欧洲输电系统也面临限制和约束。在欧洲很多地

区都有更多输电容量的需求，但是投资却有困难，并面临公众的反对和复

杂的监管。很多输电项目被延期或取消。6

2006 年，欧洲输电系统运营商协会指出“在某些国家，过去 10 年没有建

好一条超过 5km 的架空电源线路。”尽管输电投资发展非常缓慢，但是

输电需求却日益增长。7 国际能源机构（IEA）预计到 2030 年，欧洲在输

电投资方面的需求是 $1870 亿。8 关于这点，尽管集中电厂有成本优势，

但分布式能源技术对进一步扩大输配电网络来说正成为一项越来越可行的

选择。

在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输电挑战并不集中在扩大现有基础设施，而

是为满足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而开发全新的输配电系统。分布式能源可为

没有输配电网络的偏远地区供电。 

在印度，非常缺乏输配电基础设施。分布式能源可提供可靠电源，尤其是

在农村地区，以改善基本社会需求。分布式能源在平衡并稳定 21 世纪劳

动力方面发挥着间接但至关重要的作用。分布式能源技术可在

不受到输配电系统限制的情况下提供快速扩大电力生产的方

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分布式能源意味着能迅速生产并输

送更多电力，以满足重要的生活需要。

与输电和配电相关的另一个挑战是偷电。可通过篡改收费表或

非法连接实现偷电，集中电厂向偏远客户输电时偷电现象 严重。通过使

用位于终端用户处或附近的分布式能源技术可避免或大大减少偷电。在世

界各地，偷电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对此我们只能估计，无法直接测量。

简单的估计方法是检查输配电损失。根据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

2011 年，全球的平均电力损失达 12.5%。9 发展中国家如印度（21.1%）

和巴西（16.5%）的损失率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分布式能源是减少偷

电并降低电力损失率的一项战略。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分布式能源意味着能迅速

生产并输送更多电力，以

满足重要的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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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波

数字波是指广泛地渗入商业和我们生活社会结构中的信息技术硬件、软件

和通信技术。从我们的购物方式到我们获得新闻的方式以及我们的业务运

营方式，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均因为数字波而得到增强。

现在，数字波在世界各地采用分布式能源技术方面正在扮演催化剂的作用。

数字波对分布式能源兴起的影响会随着时间而增加，因为每个趋势会获得

附加动力。

当前嵌入分布式能源技术中的数字控制系统允许操作员远程优化操作并以

十年前不可能的方式将成本降到 低。硬件和软件变得更加复杂，可通过

智能手机控制分布式能源系统。

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即将到来的互联网和工业机器的密切结合可将孤立

的分布式能源技术转换成具备扩展能力的遥控和同步化虚拟电厂。

未来的工业互联网驱动的分布式能源控制系统会具备超过今天系统的扩展

能力。系统可提供操作决策支持，如怎样运行、启动、停机和定电价。这

会产生更好的投资决策，从而产生更好的投资经济回报。附加能力允许分

布式能源操作员自己安装软件升级并消除停机的风险和成本。

除了能加强控制并优化分布式能源技术外，工业互联网还可采取在系统层

向分布式能源技术进一步增加价值的方式协调分布式能源系统。这种扩展

能力会进一步向支持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方向发展。 

虚拟电厂（VPP）是一组分布式能源技术，这些技术聚合在一起并通过由

工业互联网供电的中央控制系统一致操作。集中控制和操作允许在峰值需

求期间通过并网电厂向输电网统一输电的方式扩展个别分布式能源装置的

能力。一个虚拟电厂可替代一个大型电厂。而且，个别分布式能源装置对

电力需求波动的反应更灵活更迅速。虚拟电厂也有能力协调

分布式能源系统操作和电力需求相关的选择，如需求响应和

其他负载转移方法。

今天的分布式能源数字控制系统已允许操作员远程监控电厂

运行的所有方面。这种能力增强了分布式能源的价值主张，

而且是分布式能源兴起背后的一部分驱动力。但是，这仅是冰山一角。未

来的控制系统将向扩展的能力范围打开大门，从而进一步增强分布式能源

的吸引力。虚拟电厂允许一组分布式能源系统以协调方式运行，以加速所

有分布式能源系统的优化。虚拟电厂通过供电和协调需求选择的方式充当

大型集中电厂的虚拟补充。数字波和工业互联网一起将分布式能源推向一

个新高度。

“未来的控制系统将向扩

展的能力范围打开大门，

从而进一步增强分布式能

源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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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力 10

因为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向我们的城市提供电能、天然气和

水的基础设施网络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但是它们也易受到各种自然灾害

的侵害。2012 年共发生了 905 次自然灾害，包括地震、强暴风雨、龙卷风、

干旱和洪水，1.06 亿人口受到影响到并造成大约 $1600 亿的经济损失。大

西洋里形成的“桑迪”飓风在破坏性方面仅次于“卡特里娜”飓风。预计

“桑迪”造成的与暴风雨相关的损坏达 $650 亿，并导致 850 万人断电数周，

而且中断了燃料供给、运输、通信和其他主要系统。11 

使能源系统更好地适应自然灾害对保护客户并大大减少停电的严重性、人

类痛苦和经济成本非常关键。提高能源系统恢复力的两种方法是支持基础

设施和提供快速恢复。分布式能源技术非常适合提供这两项服务，面对越

来越多的自然灾害，这成为提高恢复力的 合适的技术。

当自然灾害发生且发电资产受到影响时，实现能源恢复的 快方法是利用

成组移动拖车式分布式能源技术。这种解决方案使用经过验证的技术，易

于连接并为电网提供电力。例如，福岛地震损坏了输电线路并影响几座集

中电厂后，就使用了拖车式燃气轮机恢复电力并防止停电。这些情况下使

用天然气往复式发动机或燃气轮机有更多优势。天然气驱动的移动式分布

式能源技术可与现有天然气管道系统连接，以避免任何自然灾害发生时产

生的柴油燃料供应问题。

需要加强能源系统并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提高恢复能力时，分布式能源技术

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在这样一个自然灾害越来越多的环境中，分

布式能源技术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Houweling’s Tomatoes正在经营美国的第一个CHP温室项目，这个项目配备了两台由GE生产的颜巴赫J624两级燃气内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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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分布 式能源的前景
在过去十年中，分布式能源一直呈上升趋势。2000 年，全球对分布式能

源装置的投资达 $300 亿，而且分布式能源容量每年以 47GW 的速度增加。

集中电厂的发电容量每年以 180GW 的速度增加。这意味着分布式能源在

全球发电增加量中的比重达 21%。分布式能源在电力、机械传动和推进领

域初始投资和增量建设的更广泛市场中扮演了一个合适角色。

快进到 2012 年。分布式能源在全球发电容量增加量中所占比例几乎翻番，

从 21% 上升到 39%。对分布式能源的投资增长了五倍，即从 $300 亿增加

到 $1500 亿，而且分布式能源发电容量的年增加量也从每年 47GW 上升到

142GW，增量达 300%。

分布式能源的增长趋势有望继续。到 2020 年，分布式能源将发挥更大作

用。GE 预计分布式能源发电容量增加量将从 2012 年的每年 142GW 增加

到 2020 年的每年 200GW。每年增量达 58GW，这意味着平均年增长率为

4.4%。对分布式能源技术的投资也将从 $1500 亿上升到 $2050 亿。

2012 年到 2020 年间，集中电厂的发电容量也会增加。GE 预计集中发电

容量增加量将从 2012 年的 218GW 增长到 2020 年的 272GW。每年增量达

54GW，这意味着平均年增长率为 2.8%。在此期间，分布式能源占全球发

电量增加量的比例将会从 2012 年的 39% 上升到 2020 年的 42%。

作为一个参考点，在这同一期间，全球耗电量将从 20.8 TWh 上升到 26.9 

TWh。这表示年平均增长率达 3.3%。因此，在 2020 年年末，分布式能源

发电容量增加量将会以比全球能源需求快 40% 的速度增长。

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一点，分布式能源的持续上涨可能不会遵循年同比基础

上的稳定路径。相反，分布式能源将像潮汐一样上涨 - 随着其潜在驱动力

的增强和减弱而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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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分布式能源的增长

全球分布式能源装置和投资呈上涨趋势。到 2020 年，分布式能源发电容量的年投资将达 $2060 亿，与 2012

年的投资额 $1500 亿相比呈上升趋势。到 2020 年，分布式能源应用将占全球发电容量增加量的 42%，与 2012

年的 39% 相比呈上升趋势。

2000 2012 2020 2012–2020 期间的平均增长率（%）

集中电厂年增加量（GW/ 年） 180 218 272 2.8%

分布式能源年增加量（GW/ 年） 47 142 200 4.4%

分布式能源在年增加总量中比例（%） 21% 39% 42%

分布式能源投资（10 亿美元） $30 $150 $205 4.0%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通用电气。

其中一个 重要的潜在驱动力是全球用电量的持续增长。在未来十年，上

升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口水平将继续推动用电量水平。GE 预计全

球耗电量将从 2012 年的 20.8 TWh 上升到 2020 年的 26.9 TWh。这意味着

年平均增长率为 3.3%。

考虑用电量增长的地方。如果我们按国家审视用电量增长情况，会发现在

新兴市场电力消耗增长 快。2012 年 -2020 年期间，新兴市场的平均年

增长率为 4.7%，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只有 1.0%。发展中国家的

用电量增长率较高，则是由这些经济体的能源密度增长率（如能源对经济

产出的贡献不断增长）以及更快速的电气化造成的。

2012-2020 年期间，近 90% 的用电量增长将发生在新兴市场。亚洲将是

这一增长的中心，但同时这种大规模的增长也将普遍存在于大部分发展中

国家。到 2020 年，65% 的全球用电量将位于新兴市场，与今天的 57% 相

比呈上升趋势。这些地区代表分布式能源技术的 大增长机遇。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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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用电量增长的情况

用电量增长 快的地方是亚洲、非洲和中东。这些地区受益于分布式能源克服阻碍并快速部署的能力。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国际能源机构（IEA），通用电气。

 2000

 2010

 2025

用电量（TWh） 
Consumption (TWh)
1 

2,000 

4,000 

6,000 

8,000 



可在几天内快速移动并安装的GE拖车式TM2500*航改型燃气轮机。

*表示通用电气公司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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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分布式能源的优势
小即是美

短语“小即是美”是英国经济学家 E.F. Schumacher 论文集的标题。

Schumacher 讨论了小型的适当技术与越来越大的机器相比较的优势。这

个短语非常适合描述今天分布式能源技术的核心优势。分布式能源技术可

提供大量优势，这一切是源于其小体积。这些优势使得分布式能源在今天

多种情况下成为一种适当的技术选择。

得益于体积小，分布式能源技术至少具备四个明显优势：

•  首先，它们可快速安装，一般可在几天或几周内完成，而集中电站则

需要几年才能完成安装。当有未满足的能源需求而且必须快速增加供

应时，这种快速部署特性将变得尤为适用。在发生自然灾害需要恢复

电力供应，或处于长期不可靠的能源系统的背景中，分布式能源的快

速构建特性也变得非常重要。

•  其次，由于其可扩展性，分布式能源技术对采购、构建和运营成本的

要求较低。在资金有限的地区，提供关键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电力，此时无需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大笔资金。很多发展中国家没

有可用于支持大型项目的资金。

•  第三，由于体积小巧，分布式能源技术使得能源供应商能够实现能源

供应精准地满足能源需求，并可随着需求的增加而逐渐增加供应。相

比之下，集中式电站则需要大规模资金投资，这些电站的规模常常与

所需供应水平不相符。现在渐进的分布式能源发展作为一条合适的发

展道路已被世界诸多地区所采用。 

•  第四，分布式能源技术位于需求点或其附近，这有助于进行就地控制、

操作和维护，而这些在集中电站是无法实现的。得益于此，系统所有

人和运营商能够监控并定制分布式能源解决方案，以满足其具体需求。

“小”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优势，常常能带给我们诸多有形或无形的理由

去利用分布式能源替换现有集中电站或实现其扩容。

电力和发展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要素。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会刺激更多更优质

能源服务的需求。许多国家已在能源基础设施改善和经济增长方面创造了

良性循环。但是，今天世界上仍有很多快速增长人口过着没有电的生活。

而且，在发展中国家，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分布式能源技术具备在实现

能源增长和经济发展间的良性循环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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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对分布式能源技术有着重要意义。12 如上文

所论述，输电和配电项目的发展存在巨大障碍。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均存在这种障碍。分布式能源技术可提供避免这些障碍的方法并增加发展

中国家的电力生产和输送，这将带来用电量增长，以及经

济和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

这是分布式能源扮演的角色 - 发展的催化剂 - 对于世界各地

人们的生活和商业起着 为有效和重要的作用。如此，分

布式能源为新兴国家提供一条连接工业建设和生活改善的

关键纽带。作为发展的催化剂，分布式能源对于改善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

有着 有效和 重要的作用。 

“作为发展的催化剂，分

布式能源对于改善世界各

地人们的生活有着 有效

和 重要的作用。”

图 7. 电力和发展

收入、健康和教育水平均随着用电量的增加而上升。这种增长在发展中国家更快。

信息来源：2013 年联合国发展方案人类发展报告和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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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益

在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分布式能源将为能

源发展和人类发展之间提供一条关键纽带。但是在很多发达国家，由于新

能源需求有限，因此部署分布式能源以满足新能源需求的动力也十分有限。

在这些国家 

分布式能源是提高效率和减少现有能源系统环境影响的 有效的方法。热

电联产（CHP）和废热回收是很适合分布式能源技术的两种解决方案。

CHP 系统可以有多种不同配置并采用多种技术，但是在它的核心，CHP 是

一个有效的综合能源系统，能产生电能和热量。CHP 系统获取发电过程中

产生的热量并将其输送给热应用领域，如空间加热和工业过程。通过将发

电过程中的热损失转化为有用热量，CHP 可为能源生产商和消费者以及整

个社会提供多种优势。

利用分布式 CHP 解决方案提高供电效率能提供巨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化石燃料发电的平均效率大约为 35-37%。13 由于发电过程中有废热产生，

大约 2/3 输入燃料随废热损失了。通过 CHP，所述废热可用于满足家庭、

商业、城市和城镇的供热需求。回收热量并将其投入使用，CHP 系统能实

现 90% 的总系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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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举例说明五个国家的分
布式能源潜力

中国：中国的分布式能源推动力

近期分布式能源在中国强势增长。中国政府已制定了多个政策措施，以增

加分布式能源在国家能源系统中所占比例。到 2012 年年底，中国 大的

能源公用事业机构——国家电网公司与 15600 家分布式能源电站联网，总

装机容量达 34GW。根据国务院于 2012 年 10 月批准的能源发展第 12 个

五年规划（FYP），到 2015 年，中国计划建成 1000 个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项目， 10GW 的分布式太阳能发电项目以及 100 个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应

用为主的新能源示范城市。

传统上，中国使用配备燃煤锅炉的分布式供热系统。使用天然气和沼气的

新分布式能源技术可为热电联产提供更环保的替代技术。在这个五年规划

中，中国政府表示将增加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统产生的能源量。中国政府

期望促进燃气 CHP 的应用。

截止到 2013 年 3 月 1 日，国家电网公司采取了多个具体的措施激励家庭

用户和公司使用分布式能源，以加快使用分布式能源。使用分布式能源的

家庭和公司可将剩余的电能送回电网，并由此获得收益。其前提条件是分

布式能源项目必须与 10kV 或更小的电网连接，而且分布式能源容量不能

超过 6MW。国家电网公司尚未规定现场发电机接收到的“净计量”电价。

为了进一步增强分布式能源在省级的应用，国家发改委（NDRC）发布了

临时措施，以管理分布式发电。 

除了在中国电力行业扮演分布式能源的角色外，分布式能源技术也有助于

改变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随着努力加速开发传统和非传统的天然气

资源，分布式能源技术能够提供成熟的解决方案，以满足现场能源需求，

并针对石油和天然气发展所面临的独特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如天然气放空

燃烧。

墨西哥：分布式能源和天然气机遇

墨西哥给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讲述了分布式能源的发展机遇是怎样兴起

的，以及怎样与大型天然气项目产生关系。墨西哥拥有世界第四大地下页

岩储量，其地质与美国类似。目前，已提议在这个国家修建 8800km 的新

天然气管道。大多数项目旨在将低成本美国页岩天然气作为供应源，且常

被用于在集中式发电中取代重质燃料油。作为一个附带效益，这些投资有

扩大天然气能源可用性的潜力。新管道将扩大天然气服务范围，覆盖这个

国家的 280 个城镇，也能大大降低这些社区的能源成本。同时，墨西哥国

家石油公司等国有公司正在投资资源行业并开设美国子公司（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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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美国的页岩天然气资源。这些投资旨在加速能源巨头对复杂钻井技

术的学习过程。现在墨西哥是一个天然气净进口国，而这些能源改革计划

后将使其成为拥有丰富国内天然气资源，极具竞争力的天然气供应方。

现今，商业用电电价是 $0.20/kWh。工业用电电价是 $0.12/kWh。联邦电

力委员会（CFE）是国家的唯一公共用电监管机构。但是墨西哥允许采用

各种支付结构的 CHP 和可再生能源，包括净计量电价（自产电获取收益）。

如果天然气每 MMBtu 的输送成本为 $8.00，则电费可能降至 $0.07–0.08/

kWh。美国边境的天然气进入墨西哥的成本是 $4.00/MMBtu，使得这想法

似乎是可能的。扩大低成本天然气供应应该可为商业用户和小型工业用户

创造新机遇，并为偏远地区的采矿或石油和天然气作业创造一些可能性。

埃及：解决可靠性挑战

埃及的能源系统发展正处于危急关头，并正面临战略困境。因为埃及期盼

增加供电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埃及政府正面临诸多限制，如高预

算赤字、高能源补贴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

这个国家面临的前景是必须快速增加燃料进口。同时，燃料和电力补贴一

直在支持这一国家需求。该补贴估计占 GDP 的 11.9%。燃料价格改革和燃

料可用性仍然是个问题。正在增加的燃料风险，以及新的大型集中式发电

项目所面临的延期，使得多样化的电力策略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考虑到不确定性，分布式能源可提供适当选择，以避免埃及的电力供应所

面临的不同基础设施、预算和政策挑战。尼罗河沿线地区有非常成熟的集

中式天然气网和电网。但是，埃及的大多数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或者位于沿

海地区，或者在深沙漠或深水处。开罗和南部地区的现有电网承受了很大

的发电量压力，近年来它的储备电量有时会降到 10% 以下。面对电力中

断窘境的行业期望利用天然气系统的可用空间增加发电容量，并实现多元

化，如天然气、太阳能和风能，以增加电力可靠性。 近，峰值电价一度

达到 $0.06 - $0.08/kWh，而且小型工业和商业站点的天然气价格一度达到

$2.00 to-$4.00/MMBtu。虽然，埃及同时需要集中式和分布式两种资源，

以满足国家长期的能源需求，但基于天然气的分布式能源仍是近期 具吸

引力的选择，以避免在目前价格下峰值期间用能的约束与限制。

缅甸：分布式能源岛

缅甸的人口大约与邻国泰国差不多，但是缅甸的用电量仅是泰国的 10%。

需求增长前景很大，其电气化率仅为 26%。有发展潜力的行业对能源有迫

切需求。如果供应跟得上，保守估计 3-5 年内用电量会翻番。缅甸的电力

系统是基于水力发电的（70%），但是它存在投资不足 

和线路损失高（大于 25%）的问题。水力发电是季节性的，因此在峰值期

间，柴油发电机仍是仰光的主要电源。而且有些水力发电要出口。幸运的

是缅甸有大量天然气资源。今天，其大多数天然气出口到泰国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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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基础设施为快速能源解决方案的应用提供潜力。据报道，现在缅甸

天然气生产效率低下。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天然气管道需要维修和升级。预

计改进现有系统会使仰光地区的天然气可用性增加两倍。这将会给小型发

电和热电联产创造机遇。这些高效发电“岛”可在两年之内陆续建成。

缅甸的电价范围是 $0.08- $0.10/kWh。即使天然气价格与出口价格相等，

大约 $10.00/MMBtu，中型联合循环（小于 100MW）或较小分布式能源选

择在经济上应是可行的。政府和这些电网运营商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考

虑在未来如何有效实现这些模块化和隔离系统与大型集中式电网的并网。

建设小发电岛电网过程中采用适当的电压和网络协议，从而将其与较大输

电系统链接在一起，这将有益于缅甸天然气和能源综合网络的整体发展。

印度：用分布式能源满足基本需求

印度在过去的十年一直是一个经济强国。但是由于无数问题， 近两年其

增长逐渐下降。印度增长面临的核心挑战是缺乏统一的社会进步，特别是

庞大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这里有一个持续的经济辩论，即城市和农村地区

之间的社会发展差距是否正在使印度瘫痪。

大约有 10000 个村庄位于偏远地区，那些地方的地形复杂，难以到达。通

过电网系统向这些人口稠密的社区供电非常困难，而且费用很高。尽管其

战略中有意投资输配电系统，但是实施却非常缓慢，而且电能质量和可靠

性非常差。农村电气化仍然是一个开放式挑战，并继续成为消除贫困的一

个障碍。 

分布式能源是一个 佳解决方案。它能提供可靠的电源，以满足基本社会

需求：食品、教育和医疗保健，因此在平衡和稳固 21 世纪劳动力方面发

挥着间接但是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能够实现农民的资金流动和农业信息

交流，从而提高农企 / 农业经济的整体健康状况，这是维持农村生活的主

要内容。当地能源的可用性使女性可以上学，而不是砍柴做饭烧水。

古吉拉特西部举例说明了分布式能源的发展。通常被称为“古吉拉特邦奇

迹”，这个邦经历了两位数增长。凭借先进的能源政策，在发电和灌溉领

域推广使用分布式资源，实现了古吉拉特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政策改革。

2011 年，古吉拉特实现了 100% 电气化，而且在太阳能领域也注入了重

大投资。与社会指标积极关联，包括女性识字率和收入平等。

电力行业的发展对印度的持续提升至关重要。利用分布式能源，尤其在偏

远地区使用这种技术，可缓解生活条件不佳的状况，同时能有机会接受教

育和医疗保健， 终培养出能维持印度增长的就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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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结论
经过几十年的技术进步和未来预期，分布式能源现在在全球呈现稳定增长

趋势。技术创新降低了分布式能源技术的成本，同时提高了它的灵活性和

性能。数字传输和“工业互联网”使分布式能源系统的能力增强。同时，

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定位是克服约束建设大型电厂的障碍。全球对能源解决

方案有强烈需求，通过满足这种需求，分布式能源已成为人类和经济发展

良性循环的一部分。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GE 的广泛创新和多样化的分布式能源解决方案，给

予全球商业和团体利用各地方不同种类的燃料产生可靠且有效电力的能

力，不管是并网还是离网运行。GE 的分布式能源产品组合包括 GE 航改型

燃气轮机、颜巴赫和瓦克夏燃气内燃机、及 GE 交通的能源解决方案。无

论何时何地，GE 的分布式能源解决方案都可向客户提供可靠且持续的电

力供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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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附录
分布式能源技术

分布式能源包括不同阶段商业和技术成熟阶段的广泛技术，包括：往复式

发动机、燃气轮机、太阳能光伏、小型风机、微型涡轮机和燃料电池。

往复式发动机

往复式发动机是活塞驱动的内燃发动机，它使用往复式活塞将压力转变成

旋转动力。它们的输出功率范围是 20 kW - 20 MW。往复式发动机技术是

18 世纪期间 先在欧洲研制出来的。今天， 常见的往复式发动机是内

燃式发动机，它使用汽油为机动车辆提供动力。另外，往复式发动机也被

广泛用于电力应用领域的发电。往复式发动机也提供机械动力，用于石油

和天然气行业的泵和压缩，而且也可用于海洋和机车的推进系统。

广泛使用 Otto（火花点火）和柴油循环（压缩点火）。从技术和商业上来

说，往复式发动机很成熟，具备快速启动的能力，提供灵活的负载跟踪及

燃料选择。排气催化剂的添加可大大减少污染物排放。像燃气轮机一样，

往复式发动机在 CHP 应用中尤其有效。

燃气轮机

燃气轮机压缩空气并用燃料气点燃，可以是天然气、氢气、生物气或气化

固体如煤或生物质能。燃烧空气膨胀通过透平叶轮推动发电机。压气机和

透平在气轮机中有多级轴流式叶片。而微型涡轮机为单级径向叶片，这是

燃气轮机与微型涡轮机之间的区别所在。

如同往复式发动机一样，自从 19 世纪开始在发电行业使用燃气轮机。

1899 年，Charles Gordon Curtis 在美国申请了第一台燃气轮机的专利。第

二年，Sanford Alexander Moss 完成了关于燃气轮机的论文，到 1903 年，

Moss 将他的见解和理论用于 GE 燃气轮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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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分布式能源技术模式

分布式能源技术跨越商业和技术成熟模式。往复式发动机和燃气轮机从技术和商业上来说 成熟。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通用电气。

今天，联合循环应用中的燃气轮机系统输出范围从 1 - 400 MW。100MW

及以下的燃气轮机一般用于分布式能源。如同往复式发动机一样，这些小

型分布式燃气轮机可在独立的应用领域或 CHP 应用领域中使用，向商业

和工业设施提供电力和高压蒸汽。

在分布式能源应用中，燃气轮机具有许多与往复式发动机相同的优势。主

要差别在于往复式发动机在小于 20MW 的应用中使用更频繁。此外，燃气

轮机提供高压蒸汽，且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更大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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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光伏

太阳能光伏（PV）是一项典型的分布式能源技术。事实上，太阳能与分布

式能源的概念通常可互换。考虑到它能够为世界上的任何使用地点提供电

力，这一称号对太阳能光伏来说真是实至名归。正如其他分布式能源技术

一样，太阳能光伏的发展历史较长。

1839 年，物理学家 Edmond Becquerel 注意到，有些材料当暴露在日光中

时，会产生小电流。今天，太阳能光伏电池中使用了 Becquerel 发现的“光

伏效应”，从而将太阳能直接转变成电能。成排的太阳能电池可组合成模

块，而这些模块又可以组合成矩阵。太阳能矩阵与其他“系统平衡”部件

组合起来，包括布线、逆变器和蓄电池（离网系统中），组成太阳能光伏

系统。太阳能系统可安装在地面上 - 它们做为公用设施 - 或安装在工业、

商业或住宅屋顶上。太阳能光伏系统可孤网和并网使用。

太阳能光伏系统在分布式能源应用中具备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太阳能光伏

系统在发电期间不排放污染物，也不需要燃料源发电。与这些优势相对的

是太阳能有间歇性，只有有太阳光时才能使用太阳能。但是，在燃料可用

性受限制的偏远应用地区，与蓄电池储能相结合的太阳能光伏系统，可能

是满足当地电力需求的 佳选择。

小型风机

通过旋转风机叶片，带动旋转与发电机连接的轴，风机可将风能转换成电

能。正如往复式发动机和燃气轮机一样，风机的历史和使用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James Blyth 于 1887 年在苏格兰将第一台风机投入使用。此后，

Charles Brush 于 1887 年在美国，Poul la Cour 于 19 世纪 80 年代在丹麦也

都努力紧跟其后。到 1920 年，在丹麦有 105 台小型风机与柴油发电机联

合发电，而且另外有 145 台风机在大型农场和工厂中使用。在美国，小型

风电系统在偏远的农场蓬勃发展，为实现联邦农村电气化提供了输电线路，

终将美国农村的主要电力来源用风电取代。 

现今，1-10MW 大型风机在风电场中聚集起来，以提供大容量电能，从而

向全球的输电网输电。正如太阳能光伏一样，风电的装机容量在过去十年

中显著增长。技术进步推动了风电的发展，使得大型风机规模扩大，成本

降低，而且世界各地的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越来越多。因此技术的持续进

步和一些主要国家对小型风机实施的政策， 50kW 以下的风机重新发展起

来，而且是现在很多分布式能源应用的可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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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涡轮机

微型涡轮机是一种微型发电机，它在涡轮机中燃烧气体和液体燃料，以产

生旋转从而驱动发电机。这种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范围是 1-250kW。如同较

大的燃气轮机一样，微型涡轮机通过压缩和加热空气工作，然后点燃压缩

空气，压缩空气膨胀并推动涡轮叶片，从而驱动发电机并产生电能。微型

涡轮机压气室和涡轮机是径流设计，燃气轮机是轴流设计并有多级叶片，

这有别于燃气轮机的地方。

基于当前的商业和技术成熟水平，与往复式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相比，微型

涡轮机的效率较低，但是成本却更高。虽然这种发电机对未来而言蕴含了

很大希望，但是为了使微型涡轮机在分布式能源应用领域中更具有竞争力，

还需要开发其他技术和商业化进程。

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可通过与氧或其他氧化物的化学反应将化学能转变为电能。正如

其他分布式能源技术一样，燃料电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30 年代。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燃料电池由 NASA 首次实现商业化，并用于太空计划。

有几种不同类型的燃料电池，但是全都由正极、负极和电解液组成，使得

能在两极间充电。电子通过外部电流从负极移动到正极，在这个过程中产

生电。产生的副产品包括是水、热和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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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分布式能源技术

现今的不同技术集具有不同的特性。

特性 往复式发动机 燃气轮机 微型涡轮机 燃料电池 太阳能光伏 小型风机

典型功率范围 20 KW–20 MW 10–100 MW 30–250 KW 5 KW–5 MW 1 KW+ 200 W+

典型功率效率

 ( %） ( HHV）
28–49% 21–45% 18–20% 35–60% - -

燃料选择

• 柴油

• 天然气

• 替代品

• 天然气

• 替代品

• 天然气

• 替代品

• 氢气

• 天然气
可再生资源 可再生资源

热功率输出

• 热量

• 热水

• 低压蒸汽

• 热量

• 热水

•  低压 /高
压蒸汽

• 热量

• 热水

•  低压 /高
压蒸汽

• 热水

•  低压 /高
压蒸汽

无 无

功率密度

 ( KW/MW）
35–50 20–500 5–70 5–20 - -

短启动时间 10 秒 10 分钟 60 秒 3 小时 即时 即时

所需燃料压力

 ( psig）
1–45

100–500
( 压缩机）

50–80
( 压缩机）

0.5–45 NA NA

噪声 中等 中等 中等 低 无 低

应用领域

• 电力

• CHP

• 机械传动

• 电力

• CHP
电力 电力 电力 电力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通用电气和美国环保署热电联产合作提供。数据代表现今的一般可用技术的说明性值。

燃料电池很适合在固定式和移动式应用领域中提供连续且优质的电能。但是，相对于分布式能源技术而言，由

于其成本较高且效率较低，燃料电池仍需要其他的商业和技术进步，这样它才更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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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例如，参见国际能源机构（IEA）的《世界能源展望 2004》（WEO2004）。第 10 章

讨论了能源与发展，并说明了能源发展与人类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关于这种联系

的 新分析，见《电力与能源系统国际期刊》，2013 年 12 月第 53 卷，第 338-347
页牛叔文等人的“电能消费与人文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分析——基于 50 个国家面板

数据的实证研究”。

2  Zinc、John C。“蒸汽轮机驱动行业发展：蒸汽轮机的浓缩历史”，《电力工程》，

1996 年 8 月。

3  Evans、Peter 和 Michael Farina。“天然气时代与电网”，通用电气，2013 年 10 月。

4  美国公共天然气协会。查看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apga.org/i4a/pages/index.cfm?pageid=3329#sthash.Jlm38wtV.dpuf

5  爱迪生电气协会。“输电投资：充足回报与监管确定性是关键因素”，2013 年 6 月。

6  Buijs等人，“欧洲的输电投资问题：超越标准解决方案”，《能源政策》，39，第3期（2011）：
1794–1801。

7 Ibid

8 国际能源机构（IEA），《世界能源展望 2008》。

9  《2013 年世界银行发展指标》，请访问：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 development-indicators

10  本讨论源自 2013 年国家电气制造商协会（NEMA）的《暴风重建：智能重建、减少停电、

挽救生命、保护财产》。

11  本信息源自 Peter Evans 和 Peter Fox-Penner 即将发表的论文，标题为《城市能源系统

的弹性和可持续基础设施》。

12 国际能源机构（IEA），《世界能源展望2004》，第10章。也请参见牛叔文等人的文章（2013）。

13 IEA（2006），《能源技术展望》，OECD/IEA，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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