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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低碳能源战略白皮书及对我国的启示

郭 磊， 马 莉
（国网能源研究院，北京 100761）

摘 要：2009 年 7 月 15 日，英国发布了低碳能源国家战略白皮书———《英国低碳转变计划》。在该白皮书中，提出了到

2020 年和 2050 年英国的碳减排目标，同时还提出了各部门的碳减排目标及减排措施。分析了该白皮书出台的目的，着

重介绍了电力工业的减排措施，从统一规划、智能电网建设、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和完善配套机制等 4 个方面总结了对我

国清洁能源发展的启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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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K Low Carbon Transition Plan and Some Revelations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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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n 15th July 2009, the UK government published the white paper of UK clean energy strategy ——— Low
Carbon Transition Plan in which the total targets of the country in the period from 2020 to 2050 and the sub-targets of
every sector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carbon reduction measures are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white paper’s formulation purposes and the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in the power sector, this paper
summaries some revelations of the plan to China’s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in terms of unified planning of clean
energy, construction of smart grid,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industry and improvement of its supporting
mechanisms, and some relevant proposals are also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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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

和温室效应的关注与日俱增。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

原因是人类对化石燃料的使用，应对气候变化的直

接措施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因此，如何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遏制人类活动对大气环境的破坏，实

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1997 年 12 月，在日本京都通过的 《京都议定

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温室气体减

排指标。主要发达国家根据议定书的要求采取了相

应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和交易机制。2009 年 6 月，

美国政府颁布的《2009 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确

定了美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量。2009 年 7 月 15 日，英

国政府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能源国家战略白

皮书———《英国低碳转变计划》 [1] （以下简称《白皮

书》），提出英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建设一个更

干净、更绿色、更繁荣的国家，并明确了包括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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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和交通在内的社会各部门的减排量和减排措

施。本文在对《白皮书》提出的目标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着重对电力工业减排措施进行总结与介绍，

并结合我国实情提出了几点启示。

1 英国提出低碳能源国家战略的目的

在气候变化和碳减排备受关注以及国际金融危

机的大背景下，英国政府提出低碳能源国家战略白

皮书的主要目的是：

（1） 实现欧盟的强制减排目标。根据英国在

2008 年对欧盟做出的承诺，英国要在 2020 年实现能

源供应的 15%来自可再生能源[2]。这意味着英国需要

在 11 年间使可再生能源供应增长 6 倍。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英国需要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清洁能源战

略，并从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建立相

应的配套机制。
（2） 在全球环境保护方面提高影响。欧盟各国一

直是低碳经济的倡导者和先行者。由于 《京都议定

书》即将到期，2009 年年底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召开联合国第二届环境会议，各国将就新的碳排放问

题进行谈判，建立新的减排机制。英国在此之前出台

能源与气候变化白皮书，将极大地提高其在国际社会

中的地位，有利于其提升在环保方面的话语权。
（3） 应对经济衰退，扩大就业机会。席卷全球的

金融危机使英国陷入 50 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英

国认为低碳工业将是经济衰退时期为数不多的几个保

持增长的工业之一。英国政府希望通过低碳能源国家

战略的实施，重振英国经济，使英国成为全球绿色制

造业的中心，在近海风电、潮汐、波浪发电、低碳建

筑和低碳交通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并且使英国有更

多的机会参与超过 3 万亿英镑的全球低碳市场，同时

还将为英国提供 120 万个绿色就业机会。
（4） 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确保本国能源安全。

从 2003 年开始，英国成为天然气的净进口国，预计

2010 年英国的天然气净进口量将达到天然气消费总

量的 40%。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使英国容易受能

源价格上涨以及供应中断的影响。按照 《白皮书》
的规划，到 2020 年，英国的天然气进口量将减少一

半，40%的电力将由可再生能源提供。能源供应的多

样化是确保英国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举措。

2 《白皮书》的主要内容

2.1 《白皮书》提出的减排目标

为了实现到 2020 年碳排放总量减少 18%这一目

标，英国提出电力、工业、交通和社区等社会各部

门在 2008 年水平上的减排目标。图 1 为从 2008—
2022 年社会各部门的逐年碳减排目标。

（1） 电力和重工业的碳排量将减少 22%。40%
的电力来自核电、清洁煤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等，

其中 30%来自可再生能源，10%来自核电和清洁煤

炭发电，到 2050 年电力行业将全部去碳化。2020 年

英国各类电源发电量的构成如图 2 所示。
（2） 交通系统的碳排放量将减少 14%。交通运

输所需能源的 10%将由可再生能源提供；新生产汽

车的碳排放量将在 2007 年的水平上减少 40%；从

2011 年开始，总计投资 3 000 万英镑在主要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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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到 2050 年公路、铁路交通要

大部分去碳化，航空、海运也要大幅提高能效。
（3） 家庭与社区的碳排放量将减少 29%。将通

过对家庭的补贴来支持家庭能效的提高以及小规模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从 2016 年开始，英国政府将建

设 CO2 零排放的房屋。
（4） 工作场所的碳排放量将减少 13%。到 2050

年实现办公室、工厂、学校和医院的零排放；农业

和废物的排放量将减少 6%。
2.2 电力工业实现碳减排目标的主要措施

为了降低常规电源所占比重，提高低碳能源比

重，英国政府从电源建设、电网发展和相关配套机

制建立等 3 个方面提出了相应措施。
2.2.1 电源建设方面———大力发展低碳能源

（1） 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英国政府计划

将投入 4.05 亿英镑用于低碳能源的建设，其中投资

1.2 亿英镑建设近海风力发电场，投资 6 000 万英镑

发展潮汐 / 波浪发电技术，投资 600 万英镑用于地热

资源开发[3]，同时，计划将英格兰西南部建设成为英

国首个低碳经济区。
（2） 批准核电站的建设。英国计划新建超过

12 GW的核电机组，第 1 座将于 2018 年正式运行。
（3） 大力发展清洁燃煤发电技术。在英格兰和

威尔士的新建燃煤机组都将要安装碳捕捉与封存

（CCS） 装置，并且 CCS 装置必须要至少覆盖英国新

增的 30 万 kW 发电机组。到 2020 年，所有新建机

组都要安装 CCS装置。
2.2.2 电网发展方面———建设更大、更智能的电网

《白皮书》提出，英国需要建立一个更大、更智

能的电网。2009 年，英国政府批准了总额为 47 亿英

镑的电网扩容计划，同时还将加速可再生能源接入

工程的建设。此外，英国政府还计划投入 600 万英

镑来加速智能电网的建设，并计划到 2020 年完成对

所有家庭智能电表的安装工作。《白皮书》还提出

了英国智能电网的 6 个关键要素 （如表 1），并计划

于 2009 年下半年发布智能电网规划。

2.2.3 建立和完善配套政策和机制

英国政府在提出发展低碳能源和智能电网主要

措施的同时，还提出了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机制，主

要包括：

（1） 成立可再生能源协调办公室和独立基础设

施规划委员会，统一协调和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
可再生能源办公室的职责是协调和解决包括政府、
企业和投资者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在可再生能源发展

方面的问题；独立基础设施规划委员会主要负责对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进行规划。
（2） 建立与低碳能源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

表 1 英国智能电网的 6 个关键要素

序号 内 容

1
为电力消费者提供信息， 使终端用户通过智能电表来管

理各自的能源消费

2
改进需求侧管理， 在住宅和商业建筑中提供进行需求侧

管理所需的数据， 例如， 通过提供信息， 鼓励在用电低

谷时对电动汽车进行充电

3 使个人和商业用户能够利用分布式发电技术向电网售电

4
加强电力调度机构监测系统的能力， 使调度机构能够根

据全网的实时数据做出更加有效的决策

5
在电网中使用大量先进技术， 包括先进的通信和信息管

理系统、 智能表计、 需求侧管理和储能技术

6 通过更加优化地使用电网以满足负荷需求

战略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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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白皮书》要求英国天然气与电力监管委员会

（OFGEM） 改进现行的激励市场监管机制，以加大对

低碳能源的发展和智能电网建设的激励力度。目前，

OFGEM正在进行监管机制的改进工作，主要包括：

对电网企业实施新的激励监管机制，鼓励电网企业

建设新的输电线路，以满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需要；

通过激励监管，鼓励配电企业使用新的智能技术；

改进现有的监管机制，使其能对所有类型的低碳发

电技术进行监管。
（3） 改进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保障大型可再生

能源项目回收投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是指供电企

业在其所提供的电量中，必须有一定的可再生能源

份额。为了满足所要求的配额，供电企业需要从可

再 生 能 源 企 业 或 电 力 监 管 机 构 购 买 配 额 证 书

（ROC）。可再生能源机组的收入包括在批发市场卖

电和出售 ROC 的收入。英国从 2002 年开始实施可

再生能源配额制。《白皮书》对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进行了改进，主要包括：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延长

到 2037 年，每个可再生能源项目最多可获得 20 年

的配额支持；要求可再生能源的配额容量要高于可

再生能源的实际容量，并且高出的比例由 8%增加到

10%，使可再生能源能维持在相对较高的价格水平，

保障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收益；允许其他国家的可再

生能源机组参与本国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交易。
（4） 引入固定上网电价机制，促进 5 MW 以下

可再生能源机组发展。目前，英国对所有的可再生

能源均实施配额制。在配额制下，小型可再生能源

机组难以直接参加电力批发市场的交易，投资收益

无法保证。因此，英国政府将从 2010 年 4 月开始，

针对 5 MW 以下的可再生能源机组引入固定电价机

制，以促进家庭小型太阳能和风能机组发展。固定

上网电价是指政府直接确定各类可再生能源电力的

上网价格。英国主要的 5 MW 以下可再生能源机组

的固定电价如表 2 所示。
（5） 建立新的电网开放机制。英国政府计划于

2010 年引入新的电网开放机制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

接入。目前，OFGEM和能源与环境部 （DECC） 已

就新的电网开放机制提出 5 项基本规则：①新建发

电项目必须要提供准确的接网数据，包括项目的开

发进度；②发电企业需要通过获得长期的、固定的

输电权来保证其投资的回收；③需要对输电权进行

清晰的定义，所有的发电企业都可以选择采取合适

的输电权方式，包括固定价格的长期输电权和可变

价格的短期输电权；④为了输电容量能够有效利用，

需要在发电企业之间建立输电权的交易机制；⑤需

要对电网公司采用适当的激励措施，使之对发电企

业的接入请求及时响应。

3 对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启示

3.1 清洁能源发展属于国家战略范畴，应统筹规

划、协调发展

英国通过《白皮书》发布了国家统一的清洁能

源战略，并且成立了统一的可再生能源协调办公室

和独立基础设施规划委员会，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进

行统筹规划。对于崇尚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英国而

言，通过由国家制定统一战略、建立统一协调机构

与规划机构的方式，推进清洁能源发展，一方面说

明清洁能源对于减少碳排放、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

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清洁能源的发展，要解决

技术、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政府作为

主导，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协调各方利益。
我国正处于清洁能源快速发展时期，但是目前

缺乏明晰的针对清洁能源发展的国家战略和整体规

划。建议我国应尽早制定清洁能源的国家战略和规

划，以优化利用清洁能源为目标，实现清洁能源与

电网、各类清洁能源之间、清洁能源与其他能源行

业的协调发展。
3.2 应加大对清洁能源产业的投资

清洁能源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清

洁能源的发展将带动新材料、信息技术和加工制造

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将是未来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

注： 汇率按 1 英镑兑换 11.40 元人民币计算。

表 2 英国主要小型可再生能源机组固定上网电价[2]

机组类型 装机容量 /MW 固定上网电价 /(元·(kW·h)-1)

生物质能发电 0.05～5 0.51

水电 1～5 0.51

太阳能发电 0.1～5 2.97

风电 0.5～5 0.51

以前参与配额制的小型机组 1.03

战略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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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提出《白皮书》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国家低碳

经济战略的实施，推动英国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形

成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产业。为此，英国政府计划

将投入巨资来进行清洁能源建设和相关技术的研发，

特别是风电和潮汐发电的相关技术研究，希望把英

国建设成清洁能源设备的制造和研发中心，带动英

国经济走出低迷。
目前，我国掌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清洁能源

技术较少，清洁能源的核心技术仍被国外生产厂家

掌握[4- 9]。例如，我国商业化的风电机组 90%以上都

是引进国外技术，通过对外采购零件组装生产。我

国应借鉴英国的做法，加大对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的

投入，以市场为导向，促进我国企业掌握清洁能源

核心技术，占据未来清洁能源产业的有利地位。
3.3 大电网是清洁能源发展的基础，应加快统一

坚强智能电网建设

通过多年的清洁能源发展，英国政府已意识到

电网是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关键因素。 《白皮书》
明确指出，为了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英国需要建

立一个更大、更智能的电网。加大新建线路投资，

对目前的输电网进行扩容，保证各类清洁能源的接

入；针对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特点，加强对系统监测

技术的投入，提高电网调度机构对系统进行实时检测

和正确决策的能力；在配电侧，通过安装包括智能

电表在内的智能技术，实现用户与电网互动的同

时，满足各类小型可再生能源机组的并网要求。
英国的清洁能源项目大多为中小规模的近海风

电项目，而我国目前已规划或建设的清洁能源项目

大多都是千万千瓦级大型能源项目，并且都位于电

网的末端，远离负荷中心，这就更加需要坚强、智

能的电网作为清洁能源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因此，

我国应将坚强智能电网建设纳入国家清洁能源战略，

加大对坚强智能电网的建设力度，以促进清洁能源

的开发及利用。
3.4 清洁能源发展需要完善的配套政策机制

在英国提出的《白皮书》中，针对各部门的减

排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和机制。例如，

电力工业的配套措施包括：在电源侧，完善现有的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引入固定上网电价机制，推广

碳捕捉与封存技术、新建核电机组、促进清洁能源

的发展；在电网侧，改进针对电网企业的激励监管

机制，促进输电网和配电网的建设，完善电网开放

机制；在用户侧，对安装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居民

实施补贴。这些配套措施和政策的目标是保证清洁

能源投资者的利益，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从机制上

保证清洁能源发展目标的实现。
目前，我国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相关政策主

要是可再生能源的电价政策和上网政策，并未形成促

进清洁能源发展的配套措施和政策。建议我国从国情

出发，尽快制定和完善包括清洁能源建设、电网接

入、清洁能源消纳等各个环节的配套机制和政策。

4 结语

英国的低碳能源战略的目标不仅是要促进低碳

能源的发展，实现全社会的碳减排目标，同时是要

推动英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全球绿色

制造业的中心。我国也应结合具体国情，尽早制定

清洁能源战略，并采取相应的配套机制和措施，促

进我国低碳经济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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