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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全球风电发展概况

2012 年全球风电市场比 2011 年增长超过了 10％，

近45吉瓦的新风力发电上网带来了约560亿欧元1的投资。

2012年底，全球累计风电装机总量达到282.5吉瓦，

使累计市场增长超过了 19％，考虑到宏观经济发展状况，

风电行业已经表现良好，即便该数据低于过去 10 年 22％

的年平均增长率。

2011 年底对风电市场增长的预期有好有坏，由于欧洲

经济持续放缓、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因此很难预测 2012

年的情况。但是 2012 年风电在北美、欧洲等传统市场的

装机容量却是创纪录的一年。

与此相反，自 2009 年以来风电最大的市场中国却放

缓了脚步，这意味着 2012 年美国重新坐上风电新增市场

的头把交椅，但是 2012 年亚洲仍旧主导着全球市场，北

美紧随其后，欧洲位列第三。

如此算来，2012 年全球大部分风电装机集中在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内部成员国内，这是自 2009 年以来

的第一次。这主要是由美国市场异常强劲及好于预期的欧洲

市场造成的。

到去年年底装机容量超过 1000 兆瓦的国家已经上升

到 24 个：其中欧洲 16 个 2；亚太地区 4个（中国、印度、

日本和澳大利亚）；北美 3 个（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以及拉丁美洲 1 个（巴西）。

展望未来，各个地区前景复杂。虽然美国的生产税收

抵免已续期一年（实际上是近 2 年），但是在中短期内整

个市场状况与政治气候很可能影响该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

力度。欧洲立法框架和 2020 年目标确保了一定程度的稳

定性，但是最近欧盟各国国内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的不确定

性，加上持续的主权债务危机意味着 2013 年的市场前景

并不确定。

2012 年亚洲市场明显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市场整

合、印度风电支持政策的中止，不过预计这些问题将是暂时

的，亚洲主导全球风电市场的地位有望继续。加拿大、巴西

和墨西哥 2013 年将是强劲增长的一年，同时撒哈拉以南

非洲几百兆瓦项目将首次上线，如在南非、埃塞俄比亚及肯

尼亚。全球装机容量将有较大增加，蒙古、巴基斯坦、菲律

宾和泰国的新项目也将上线。

亚洲：中国和印度继续领先

在未来的五年里，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风能区域市场，

总容量超过 15 吉瓦。

在年度新增装机容量方面，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年新

增装机差距低于 200 兆瓦，但中国今年退居美国之后，成

为全球装机第二大国。2012 年中国新增装机容量 12.96

吉瓦，与过去三年高额数字相比有明显下降。

2012 年中国风力发电量为 1004 亿千瓦时，占去年

全国总发电量的 2％，比 2011 年增长 1.5％ 3。

在过去的三年间，中国市场装机容量几乎增加了两倍，

从 2009 年的 25.8 吉瓦到 2012 年底的 75.3 吉瓦，使中

国继续保持在全球累计风电装机容量方面的领先地位。到

2012 年底，风能是中国第三大电力来源，仅次于火电和水

力发电，该年风电超过了核电。

中国风电行业自 2006 年以来的惊人增长使行业乐观

主义者都感到惊奇。现在，中国的风电市场开始进入一个更

稳定的发展和完善阶段。中国风电市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电

网和系统运营商的管理能力。弃风限电成为风电项目的一个

新的挑战。

根据最新公报，中国国家能源局（NEA）预计 2013

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约 18 吉瓦。与此同时，国家能源局与

国家电网将携手解决传输瓶颈和其它电网问题。国家能源局

也积极鼓励接近发电中心的低风速区风电场的开发。

9

全球风电装机容量（MW）--分区域国家装机列表

中东和非洲 2011年底 2012新增 2012年底
 突尼斯  54  50  104 

埃塞俄比亚  -  52  52 
埃及  550  -  550 

摩洛哥  291  -  291 
伊朗  91  -  91 

佛得角  24  -  24 
 其它(1)  23  -  23 
总和  1,033  102  1,135    

亚洲    
中国  62,364  12,960  75,324 
印度  16,084  2,336  18,421 
 日本  2,536  88  2,614 

台湾地区  564  -  564 
韩国  407  76  483 

 巴基斯坦  6  50  56 
 其它(2)  109  -  108 
 总和  82,070  15,510  97,570 

欧洲
德国  29,071  2,415  31,308 

西班牙  21,674  1,122  22,796 
英国  6,556  1,897  8,445 

意大利  6,878  1,273  8,144 
法国  6,807  757  7,564 
葡萄牙  4,379  145  4,525 
丹麦  3,956  217  4,162 
瑞典  2,899  846  3,745 
波兰  1,616  880  2,497 
荷兰  2,272  119  2,391 
土耳其  1,806  506  2,312 

罗马尼亚  982  923  1,905 
希腊  1,634  117  1,749 

爱尔兰  1,614  125  1,738 
奥地利  1,084  296  1,378 

欧洲其它 (3)  3,815  1,106  4,922 
欧洲总和  97,043  12,744  109,581 

欧盟27国 (4)  94,352  11,895  106,04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巴西  1,431  1,077  2,508 
阿根廷  113  54  167 

 哥斯达黎加  132  15  147 
尼加拉瓜  62  40  102 
 委内瑞拉  -  30  30 
 乌拉圭  43  9  52 

 加勒比地区(5)  271  -  271 
 其它  (6)  229  -  229 
总和  2,280  1,225  3,505 

北美  

 美国  46,929  13,124  60,007 
 加拿大  5,265  935  6,200 
 墨西哥  569  801  1,370 
  总和  52,763  14,860  67,576 

大洋洲
 澳大利亚  2,226  358  2,584 
新西兰  623  -  623 

太平洋群岛  12  -  12 
 总和  2,861  358  3,219 

全球总和  238,050  44,799  282,587 
1  以色列、约旦、肯尼亚、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南非
2 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 泰国 和越南
3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 芬兰，法罗群岛，前南斯拉夫地区及马其顿共和国， 匈牙利， 冰岛，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挪威， 罗马尼亚，俄罗斯， 瑞士，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乌克兰

4  奥地利， 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 芬兰，法国，德国，希腊， 匈牙利，爱尔兰， 意大利，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马耳他，
荷兰， 波兰， 葡萄牙，罗马尼拉，斯洛文尼亚， 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英国

5 加勒比地区: 阿鲁巴岛，荷属加勒比地区， 库拉索，瓜德罗普岛， 古巴、多美尼加、洪都拉斯， 牙买加
6  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秘鲁，

  请注意， 以上数据包括263MW的退役向项目和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数据偏差。

资料来源：全球风能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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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印度是风电行业的重要市场，为国际和国内的行

业工作者提供了大量机会。虽然在 2011 年印度的风电行

业出现最强的年均增长，装机容量超过 3 吉瓦，但由于风

电支持政策的中止，2012 年增长缓慢。

尽管如此，到 2012 年底印度风电装机容量达到了

2336 兆瓦，累计 18421 兆瓦。这一增速使印度风电市场

保持在全球前五名内。截至 2013 年 1 月，风电装机总量

已经上升到 18552 兆瓦，使该国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达到

26920 兆瓦 4。

到 2012 年底，印度可再生能源占发电总装机容量的

比例超所 12%，发电量从 1995 年的 2％上升到约 6％。风

力发电占可再生能源总发电能力的 69％，总装机容量约占

8%5。随着该国对电气化和不断上涨的电力消费的迫切需要，

印度风电将需在电力供应份额中提供日益加大的比例。

虽然 2012 年亚洲其他地区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但

该地区有些有利迹象。日本市场 2012 年新安装 88 兆瓦，

总装机容量达到 2614 兆瓦。这表明约 0.5％的电力是由风

电提供的。在 2011 年 3 月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能源系统

正在缓慢转型，鼓励更加多样化的能源组合，包括更多的风

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加入。然而，消除现有的障碍还需要

很长时间。未来海上风电发展的前景广阔。

韩国政府将“绿色增长”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

虽然风电技术仍然相对不太成熟，2012 年有 76 兆瓦的新

的陆上风电建设，使总装机容量达 483 兆瓦。2012 年推

出的“可再生能源配额标准”有望在未来加快发展新风电项

目，政府预计到 2022 年风力发电超过 15 吉瓦。

最后，2012 年巴基斯坦信德省大规模商业 50 兆瓦风

力发电场首次投产。到 2012 年底，总装机容量达到 56 兆

瓦。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进展，但它预示着更大的发展。目

前在建项目已近 150 兆瓦，至 2013 年底共计 700 兆瓦

的项目有可能实现财务结算。

蒙古第一个 50 兆瓦商业运营的风电场将在今夏投产。

至于亚洲其他地区，我们期待 2013 年在泰国和菲律宾出

现新的项目。

北美：美国破记录的装机容量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政府政策的不确定给美国造成了“繁

荣 - 萧条”周期。尽管如此，2012 年美国风电业是有史以

来最强劲的年份，在全球风电新装机容量上成为市场的领导

者。美国 190 余个联网项目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的 13.1 吉

瓦。为私人投资融资 250 亿美元（190 亿欧元）。该国从

2011年的46.9吉瓦的风力发电能力上涨到目前的60吉瓦。

2012 年，风能成为美国新增发电的最主要来源，大概

占新增发电的 42％。事实上，2012 年对所有可再生能源

来说都是大发展的一年，它们总共占到全国新增发电能力的

比例超过 55％。

仅第四季度就有史无前例的 8.3 吉瓦风电装机，它成

为该国长期风力发电史上最强的季度。这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即将到期的联邦生产税收抵免（PTC）政策。该政策到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结束，但美国国会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延长了该政策，将其纳入“财政悬崖”即 2012 年美国

减税法案的一部分。这个“第 13 小时”免税延长预示着

虽然 2013 年美国市场将大幅放缓，但不大会像预期的那

样糟糕。而免税延长预示着 2014 年市场情况的好转。

在 2012 年新增装机容量方面，德克萨斯州再次以

1826兆瓦位列第一，其次是加利福尼亚州（1656兆瓦）、

堪萨斯州（1440兆瓦）、俄克拉何马州（1127 兆瓦）和

伊利诺伊州（823兆瓦）。到 2013 年 2 月 29 日，50 个

州有可再生能源配额制，7 个州有可再生能源目标。

一共有 66 个电力公司在 2012 年购买或拥有风电项

目，比 2011 年的 42 个明显增加。去年的风力发电新买家

包含至少 18 个工业买家、11 所学校或大学以及 8 个城镇

或城市，呈现出风电向非传统电力买家扩张的趋势。

加拿大有 935 兆瓦新风电上线，使它成为 2012 年第

九大市场。与 2011 年的 1267 兆瓦相比，加拿大的风力

发电市场在 2012 年略有放缓，但它仍是有史以来第二好

的年头。

安大略省是领先的省份，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2000

兆瓦，现在全省电力超过 3％的需求是由风电提供的。加拿

大业内人士预计，2013 年将是创纪录的一年，新安装近

1500 兆瓦，推动新投资超过 30 亿美元（23 亿欧元）。

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预计将在新风电装机方面遥遥领先。萨

斯喀彻温省、新斯科舍省和爱德华王子岛在 2012 年也获

得了新的项目合同。

墨西哥 2012 年装机容量翻了一倍多，安装了 801 兆

瓦，使总装机容量达到 1370 兆瓦，加入了超过 1000 兆

瓦的风力发电能力的国家（位列第 24）。

欧洲：市场表现强于预期

2012 年，风力发电在整个欧洲的装机容量为 12744

兆瓦，其中欧盟国家总共有 11895 兆瓦。然而，2012 年

的数字反映的仅是 2011 年在席卷整个欧洲的政策局势不

稳定之前的订单情况，而自 2011 年开始的可再生能源政

策环境不稳对风电行业起到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去年欧盟新的电力装机容量中风能占 26％，投资在

128 亿欧元和 172 亿欧元之间。风能满足了欧洲电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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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7％，比2011年底的6.3％和2009年的4.8％有所上升。

去年，风电装机容量领先的国家分别是德国（占所有

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的21％）、英国（16％）、意大利（11％）、

罗马尼亚（8％）和波兰（8％）。在总装机容量方面，德

国再次领先（占风电总容量的30％），其次是西班牙（22％）、

英国（8％）、意大利（8％）和法国（7％）。

目前，风电行业正遭受经济危机和整个欧洲实施的紧

缩措施的影响。新的一年将是艰难的，但是风电行业的长期

前景是光明的，欧洲委员会和全球风能理事会的情景预测表

明，到 2050 年风能将成为领先的发电技术。

不过，现在欧盟可以给投资者提供的最重要的长期指

标为“2030 年可再生能源目标”。总体而言，2012 年

欧盟落后于“国家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预测的近 2 吉瓦

（1.7％）。有 18个会员国落后，包括捷克共和国、法国、

匈牙利、希腊、葡萄牙和斯洛伐克。

2012 年德国的风电市场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同时预期

风电行业在 2013 年前景稳定。然而，环境部长彼得·奥

特梅尔最新提出的可再生能源固定电价的改革计划造成了负

面影响，投资者对未来德国风电项目的信心受到打击。6

风电行业另一问题是缺乏明确的海上风电项目联网规

则。2012 年德国海上风电项目 16 个新的风力涡轮机有

80 兆瓦上网，使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风力涡轮机总

数达到 68 座，总装机容量为 280 兆瓦。去年，海上约安

装了 109 个基础结构，而 6个海上风力发电场正在建设中。

之前，海上风电联网出现的权责不明问题已经得到了澄清和

解决，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市场将要验证海上风电场电网接

入的困难是否已获得圆满解决。

　　

英国有欧洲最好的风力资源，2012 年装机容量达

1897兆瓦，占欧洲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的 16％，包括陆上

1043 兆瓦及海上 854 兆瓦，使英国在去年的欧洲风电新

增装机排行榜位列第 2 名，2012 年英国的风电产能比上年

增加了33％，同时总风力发电满足了其电力需求的5.5％，

比 2011 年的 4％有所上升。7

2012 年，英国政府对能源法案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要

求 2014年 4月政府为电力部门设置脱碳的目标。如果这一

修正案通过，从 2030 年起将最大限度地消减碳排放量。目

前建议的上线是50克 /千瓦时或低于目前的水平的90％。8

英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表示，2021 年风电行业将确保

超过 76000 个就业机会，并对英国制造业有革命性影响。

另一个对风电行业的区域发展有长期的积极影响的事

件为 2013 年 1 月爱尔兰和英国政府之间合作备忘录的签

署。合作备忘录将启动对爱尔兰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分析，包

括陆上和海上项目，从而在爱尔兰和英国的双方共同获益的

基础上指导如何开发爱尔兰的风能。9 基于对可再生能源的

分析，双方将于 2014 年签署政府间协议。

意大利现在总装机容量为 8144兆瓦，比 2011 年的

6737 兆瓦有所上升，是全球第七大风力发电市场。在西

班牙，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很大程度渗透到了可再生能源

的政府支持政策上，这意味着 2012 年西班牙的装机容量

下降至 1,112MW,在近期很难看到产业复苏的迹象。法国

的风力发电能力也在稳步增长，现在已达 7564兆瓦。到

2020 年法国政府称需要 25 吉瓦风电，但从这个阶段看来

这个目标将很难实现。

拉丁美洲：巴西迅猛发展 领先其他国家

拉美市场一些国家的风电终于达到一定数量，该区域

已开始发展大规模的风电产业，成为其丰富的水电和生物资

源（以及潜在的太阳能资源）的补充。从中长期来看，能源

供应安全性和多样性的需求将促进拉丁美洲风电的增长。

拉美市场新装机容量第一次超过了 1 吉瓦。去年该区

域 6 个市场安装新的风电装机容量 1225 兆瓦，使总装机

容量超过 3.5 吉瓦。

巴西以 1077 兆瓦的新装机容量领先于拉丁美洲其他

资料来源：区域风电装机容量 200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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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这一数字也使巴西跻身于风能年装机容量超过 2 吉

瓦的国家俱乐部。到 2016 年巴西强大的项目管道将完成

近 7 吉瓦的目标。

至少在未来五年，巴西是前景最好的内陆风能市场之

一。国家扶持政策框架和风电行业经验已经调整适应当地的

条件。这使巴西在在风力发电方面占据区域领导地位。然而

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新规章制度，该制度应明确中长期

的发展目标，并提供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法律保障和支持系

统，这将进一步提升巴西的竞争力。当前政府预计到 2021

年底该国的风电装机容量达 16000 兆瓦。

阿根廷新增了 54 兆瓦的装机容量，使去年总装机容量

达 167 兆瓦。阿根廷具有巨大的风力资源，市场前景广阔。

许多风电项目正在开发中，这可以帮助缓解该国长期电力短

缺的情况。一些分析人士称，阿根廷的风能比整个拉丁美洲

电力需求七倍还多。

2012年委内瑞拉的第一个商业化30兆瓦风电场投产。

乌拉圭新装机容量 9兆瓦投产，其总装机容量达 52兆瓦。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也有新

项目。尼加拉瓜新增装机容量40兆瓦，总装机达102兆瓦，

哥斯达黎加新增装机容量15兆瓦，总装机容量达147兆瓦。

太平洋：澳大利亚继续领跑

该地区总装机容量去年破 3 吉瓦大关。澳大利亚市场

2012年新增装机容量达358兆瓦（2011年为234兆瓦）。

新西兰目前有一个 60 兆瓦项目在建，但电力需求不旺意味

着除了已批准的 1500 兆瓦左右风电项目，该国并没有多

大市场。

根据澳大利亚清洁能源委员会最近的研究，在风电项

目引入澳大利亚后，吸引了超过 40 亿澳元的投资。10

澳大利亚政府的“可再生能源目标计划”提出到 2020

年由可再生能源提供澳大利亚电力供应的 20％。“大规模

可再生能源目标”和“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提供的激励

机制将缩小化石燃料发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之间的价格差

距，预计在 2020 年产能超过 45000 吉瓦时。

去年澳大利亚开始以 23 澳元（18.2 欧元）每公吨的

价格收取最大污染者碳排放费用，从而打击化石燃料的使用并

应对气候变化。2012年 8月，澳大利亚政府和欧盟委员会达

成了一项协议，连接二者的碳交易平台，共享一个市场。11

然而，2012 年最有趣的一条消息是，现在澳大利亚

风力发电比化石燃料发电更便宜。根据近期彭博新能源财经

报告12，澳大利亚一家新风电场的电价为80澳元（64欧元）

每兆瓦时，而如果加上碳排放成本，一家新的煤电厂的电价

为 143 澳元（114 欧元）每兆瓦时，一家新天然气发电厂

电价为 116 澳元（92 欧元）每兆瓦时。



非洲和中东

　　非洲和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开发其巨大的风能潜力，虽然

就绝对值而言 2012 年增长仍然不大，该地区新增装机容

量刚刚超过 100 兆瓦。然而，一些国家已经宣布计划在长

期建设大量商业规模的风力发电，这包括南非、埃塞俄比亚、

摩洛哥、肯尼亚、沙特阿拉伯等。

　　非洲的风力资源最好的地区是沿海和中东部高地，但直

到去年，风电规模开发还集中在北非和东非。北非和东非也

是现今国家政策扶植风电发展的地区。2012 年底，该地区

超过 98％、总风电装机容量超过 1135 兆瓦集中于 6 个国

家：埃及（550兆瓦）、摩洛哥（291兆瓦）、突尼斯（104

兆瓦）、埃塞俄比亚（52 兆瓦）、伊朗（91 兆瓦）、佛

得角（24 兆瓦）。

本文汇率按 2013 年 3 月 11 日计算

详 见 http://www.ewea.org/fileadmin/files/library/publications/statistics/
Wind_in_power_annual_statistics_2012.pdf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778/8109836.html13 年 3 月 3日登陆

http://mnre.gov.in/mission-and-vision-2/achievements/2013 年 3 月 3 日
登陆。2013 年 1 月总风电装机容量达 131.3 兆瓦。

http://www.cea.nic.in/reports/monthly/executive_rep/dec12/1-2.pdf
2013 年 3 月 3 日登陆

http://www.rechargenews.com/magazine/article1318231.ece2013 年 3
月 4 日登陆

DECC (2013)2013 年 3 月 3 日 登 陆 https://www.gov.uk/government/
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20641/Press_Notice_
Feb_2013.pdf

确切的排放量将参考由为政府建言的独立机构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建议

https ://www.gov .uk/government/news/energy-trad ing-creates-
opportunities-for-ireland-uk-davey-rabbitte

http://www.abc.net.au/rural/news/content/201303/s3702991.htm

2015 年 7 月 1 日开始，澳大利亚的碳定价机制将通过一个临时链接与欧盟的碳排放
交易系统（ETS）相连，将两个市场的碳价格同步，并使其能够进行全球许可交易。
完整的链接预计将不迟于 2018 年 1 月建成。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2-06/australia-wind-energy-
cheaper-than-coal-natural-gas-bnef-sa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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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压力下良好表现的一年

一方面，风电产业所面临的挑战巨大：市场日益紧缩、

气轮机市场供过于求导致价格面临巨大下行压力；与“低

价”页岩气竞争激烈；在紧缩驱动的经济格局下，可再生

能源补贴机制的波动；行业继续在价格上面临与政府大力

资助的化石燃料与核电站竞争的挑战。即便如此，所有风

电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仍然存在，并且全球都需要干净清洁、

价格实惠、本地开发、安全可靠，安装迅速的能源供应。

这些驱动力将成为促进风电发展的长效动力，也成为突破

挑战的主要动力。

noa Quebrada Wind Farm, Ceará, Brazil © ABEEo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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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至 2017 年市场预测

由于地域差异风电产业持续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在拉

丁美洲、非洲和除中国印度以外的亚洲地区，将出现明显新

动向。但在全球市场增长方面起决定因素的主要市场上，风

电发展的趋势仍然起伏不定。地区与国家的差异及世界经济

短期内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加上上述因素对电力需求增长的

影响，成为我们讨论风电行业在未来五年内发展情况所参考

的主要变量。虽然我们持续密切关注国家和地区碳市场的发

展，但是考虑到全球气候谈判的情况，气候政策和碳市场在

未来五年内是不会显着影响全球发展的。

与以往一样，国家级的政策是推动市场发展的最重要

因素，而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也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的生产税收抵免（PTC）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延长

一年，关键的附加条款是，它将惠及 2013 年已破土动工

的项目，而不仅仅是那些已连接到电网的项目。但 2014

年后会发生什么呢？似乎可以确定的是，目前政策不确定性

的浪潮将席卷欧洲许多市场并影响 2013 年的市场，也许

还会影响 2014 年，但是随后会怎样呢？关于欧洲 2020

年后的目标讨论是什么样的呢？在市场重新恢复显著增长

前，中国的巩固阶段将维持多长呢？印度会及时纠正“政策

空白”以加强 2014 年的市场吗？

这些都是行业短期内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因为低

迷的市场和制造业产能过剩，可以预见风机价格的下行压

力。我们回到一个合理的供求平衡需要多久？在制造业供应

链上又要付上怎样的代价呢？

2012 年美国回到市场榜单顶部。在生产税收抵免即

将到期的预期下，美国第四季度装机容量高达 8.4 吉瓦，

美国安装的 13124 兆瓦超过了中国安装的 12960兆瓦，

而中国 2012 年的装机是自 2008 年以来的最低值。2012

年是欧洲增长强劲的一年，三个主要地区（亚洲，北美和欧

洲）的风电市场比过去几年里任何时候都更为平衡，虽然亚

洲仍然是领先的地区，但它不像 2010 年和 2011 年那样

占有市场的主导地位。

回顾去年的年度市场进展，非常接近于我们 2012 年

的预测，2012 实际装机仅仅比我们去年的预计少了 1 吉

瓦。但对于 2013 年，我们现在预计市场比我们一年前的

预测有更明显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美国装机数的下滑、中国

和印度市场的复苏比预期的要慢以及欧洲增长放缓。我们预

测，2013 年新增装机容量约 40GW，同比下降 11.6%，

然后在 2014 年大幅回升，略微超过 2012 年，从 2014

年至 2017 年市场以平均每年超过 11％的速度增长。整个

2013 年至 2017 年期间平均每年的市场增长率接近 7％，

2017 年达每年 61 吉瓦。

累计起来，这意味着在此期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约

13.7％，远低于 10 年的平均数 20%，而目前的发展意

味着要超过 20％的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长率，若非出现推

动市场的某种全球政策，这是很有挑战性的。我们预计，

到 2017 年底，我们累计装机总容量在 500 吉瓦至 536

吉瓦之间。这使我们与去年《世界风电发展展望 2012》

长期预测的稳健情景不谋而合，并让我们思考如何能够达

到超前情景。

地区分布

虽然在非洲，拉丁美洲和除中国印度外的亚洲新兴市

场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它们的数量在未来五年中不会对全球

有重大影响。当然巴西市场是个例外，预计在此期间，它

将创造一些惊人的数字。南非的发展也会令人吃惊，而巴基

斯坦已经让人十分惊喜。这期间，沙特阿拉伯对可再生能源

产业的新需要可能会产生一些实质性的成果，但在现在这个

阶段还是个未知数。然而在十年后，东非、东南亚、北非的

新兴市场将相当程度地影响世界图景；而且现在还不能确定

拉美是否将产生其他主要市场——从现在的情况看，它更像

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增长。

亚洲将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增长的潜力

仍然巨大。2013 年中国政府需要 18 吉瓦市场。从我们今

天的情况看，这似乎不太可能，虽然 2012 年的似乎有些

从低迷恢复的迹象。但由于过去 8 年的爆炸式阶段的过度

增长，整个行业仍处于恢复中，解决电网系统、质量控制、

健康和安全问题会花很多时间。

印度的令人费解的政策空白，即加速了折旧政策

（AcceleratedDepreciation）和基于发电量的激励（GBI）

在去年 3 月底 2012 财年结束的时被叫停，在目前看来似

乎有可能被部分恢复的可能。起码，GBI 将在 2013 年 4

月 1 日开始的财政年度中恢复。这可能并不能反映在 2013

自然年的装机情况中，因为就像其他市场一样，这一政策对

装机量的影响通常在第四季度才能体现出来，即政策会有

一个执行上的滞后现象。因此，我们预测印度市场在 2013

年继续落后于其他国家，但在 2014年及以后将回到正轨。

这一阶段日本的努力集中在海上，虽然日本经济产业

省规划出台的电力改革将清除阻碍日本可再生能源行业发

展的障碍——而公众的需要目前正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但这个过程将需要数年，我们预期在未来五年大部

分时间内日本的装机总量处于较低水平，即便是海上工程会

有较大发展。

韩国也将重点放在海上，并确定在未来五年间海上建

Wind power turbines on a hill in morning © Porojnicu Ste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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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至少 1 吉瓦项目。政府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 2020 年

和 2030 年目标，但在陆上风电产业被国内的各种繁琐审

批程序和邻避主义折磨至衰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取得近海项

目的成功还有待观察。

2013 年蒙古、泰国和菲律宾都将有新的项目建设，在

预测的这段时间内，这些市场将缓慢的发展，真正令人惊讶

的是巴基斯坦地区，有超过 40 个项目，总量为 2700 兆瓦

在建。这个市场未来几年的发展实在值得关注。

无论如何，亚洲将继续保持最大的市场，在五年内约

装机 112 吉瓦，到 2017 年底总容量超过 200 吉瓦。

欧洲的 2012 年是特殊的一年，该年装机为 12.74 吉

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使总容量接近 110 吉瓦。然而

新近在各个市场发生的一系列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中断将造

成某些影响及损失，我们估计 2013 年和 2014 年的装机

容量都将低于 2012 年的水平。东欧新兴市场和非传统风

电主流市场的强劲发展将替代传统欧洲南部市场不景气的局

势，预计欧盟到 2015 年将回到正轨，并在剩余时间中持

续增长，实现欧洲法律计划的 2020 年目标。

欧洲的海上装机容量在 2012 年第一次通过了 1吉瓦，

占欧盟 2012 年总装机容量的 10％左右，而且这一趋势预

计在未来五年内加强。到 2017 年每年海上装机容量将达 3

吉瓦或以上。在未来五年的总装机将达约 63 吉瓦，累计总

量在 2017 年底达 170 吉瓦以上。

在北美，最大的问题当然是，美国市场在 PTC 政策

延续下究竟会发生什么。在 2012 年创记录的装机总量之

后，2013 年 1 月 1 日生产税收抵免“第 13 小时”的重

新授权意味着，虽然 2014 年的前景较为明朗，但 2013

年的装机情况将出现下降，大概不到 2012 年的三分之一。

2014 年之后的发展态势不易预测，然而，风电竞争力的提

升及美国经济的逐步复苏意味着对清洁、可再生能源的需求

将必然开始再次增长。

墨西哥的 2012 年是风电行业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

迹象表明墨西哥将成为北美第三个重要市场，每年建设 1

至 1.5 吉瓦。虽然新政府的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发展

的不确定性，但是早期迹象还是相当积极的，我们预计在预

测期间出现强劲增长。

2012 年加拿大又迎来强劲发展的一年，我们预计

2013 年市场在 1.5 吉瓦上下，而在未来的几年中也处于

相同的范围，加拿大的发展符合对行业 2016 年达 12000

兆瓦目标的规划。

总体而言，我们预计在今后5年北美装机超过52吉瓦，

5 年期结束后，该地区累计共约 120 吉瓦。

急剧增长的巴西市场在拉丁美洲风电市场上占主导地

位，我们预计这种情况在未来五年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

2012 年巴西装机超过了 1吉瓦，并可能会在未来两年内每

年装机超过 2 吉瓦，虽然与电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后可能

导致装机步伐放缓，部分项目将被推迟到五年之期的尾声执

行完成。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较小的市场以及智利、秘鲁、委

内瑞拉、乌拉圭和阿根廷，建设将继续，但我们预期直到

2017 年，巴西都将是装机大户实现装机容量约 13 吉瓦，

使该地区在 2017 年底总装机容量达约 16.5 吉瓦。

2012 年对于非洲和中东来说又是平静的一年，装机

容量仅仅超过 100 兆瓦。然而该地区的活动频繁，特别是

新兴的南非市场——2013 年将建数百兆瓦装机容量，并将

在预测期内及随后保持这一态势。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摩

洛哥和约旦的新项目正在建设中，我们希望埃及时局保持稳

定，以便使其雄心勃勃的风电发展计划得以实现，该计划为

到 2020 年风电达 7000 兆瓦。

南非目前的发展目标要求市场在预测期内每年至少达

到 400 兆瓦，而且这一数字可能会大幅增加，同时，沙特

政府未来五年雄心勃勃的计划可能也会开花结果。总体而

言，我们预计在未来五年中在该地区装机容量超过 8吉瓦，

使总容量接近 10 吉瓦。

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市场将继续是澳大利亚，在新的碳

排放法及可再生能源目标的作用下，装机容量将持续增长，

超过 2012 年的 358 兆瓦。该国拥有完好的 19 吉瓦项目

管道，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四分之一或更多的项目将投入使

用。最近在新西兰奥克兰举办的亚太能源峰会预示着风能

和太阳能在未来几年的太平洋岛国将有长足发展，虽然该

地区市场容量有限因此带来的装机容量并不多。新西兰现

有一个 60 兆瓦的项目在建，但由于该国需求不旺，所以目

前尚不清楚在未来数年已批准的 1500 兆瓦项目实际能建

设多少。在未来五年总体装机容量预计将不到 5 吉瓦，使

该地区至 2017 年年底的总装机容量超过 8 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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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巴西风力资源丰富，约超过 350 吉瓦，像大部分新

兴产业和就业机会一样，大部分风力资源都集中在东北

和南部的部分地区。

2012 年主要市场发展情况

2012 年底，巴西风电装机容量 2.5 吉瓦，足够为

400 万个家庭提供电力，并占全国用电量的 2％。仅在

2012 年就有 40 个新风电场并网发电，使巴西电网新增

发电量超过 1吉瓦，并创造了 15000 个新的就业机会。

这包含了 34.3 亿美元（26.3 亿欧元）的投资，预计至

2020 年投资将增至 245 亿美元（188 亿欧元）。

巴西牢固地确立起风电产业及其供应链，11 个国际

厂商已在巴西设厂。从 2009 年第一次只有风电的招标

开始，行业投资的上升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现在该国

每年能够生产超过 2 吉瓦的风力发电设备，为市场提供

1000 台涡轮机，1000 座风塔和 3000个叶片。这创

造了大约 15 个就业岗位 / 年每兆瓦年度制造 / 安装，据

估算，至 2020 年底风电将制造约 280000 直接或间接

的就业机会。

技术进步是巴西风电行业竞争力增强的原因，技术

与风力涡轮机高度（50 至 100 米）密切相关。巴西制

造的叶片和转子直径适合该国的风能条件，并为国内风

电行业提供了独特的比较优势。

巴西风电市场

在不久的将来，巴西的风电产能和涡轮机制造有可

能超过该国的需求，为国家提供一个成为出口大国的上

好机会。

巴西政府十年能源计划（PDE2021）设定的目标

是到 2021 年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16 吉瓦，占全国用电

量的 9％。

　　

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可以说明巴西风电行业新近

的发展，特别是看到其所取得的技术进步。除了该国风

力资源丰富，在规范的市场和有利的融资政策下进行的

定期竞争性招标，使巴西成为该区域风力发电和发展的

领先国家。

然而，风能行业面临的重大挑战依然存在。2012

年的主要困难如下：缺乏足够的传输和配电线路；根据

由国家发展银行（BNDES）提供的机械设备融资方案

（Finame），需要很高的本地化要求；以及反复推迟的

招标活动。

2012 年新政策发展

2011 年底召开了风电场设置要求的听证会，以便规

范投标者的资格，讨论了诸如许可程序、项目之间最小距

离等事项。其他方面，如风测量标准规范及风机最佳距离

的规则也包括在讨论范围内。修订现行法律规定的提议在

政府那里仍旧悬而未决，讨论将延续至 2013 年。

随着巴西经济的持续增长，电力需求每年增加 6 吉

瓦 1，需要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开发巴西超过 350

吉瓦潜在的风力资源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有助于巴西能

源供应的安全性和多样性，并能够创造新的产业和就

业机会。

对于风力涡轮机认证资金，国家发展银行实行了融

资政策新规，并于 2012 年至 2015 年实施逐步本地化

化和工业化的计划。

2013 年即将举行风电招标项目预计到将在 2016

到 2018 年之间并网发电。

新巴西风能创新网络

“巴西风能创新网络”，一个负责信息交换和实践的

研究中心将于近期开放。该中心将提供一个在线平台，促

进各方之间的合作，包括风电开发商、企业、大学和科研

院所。通过建立研究网络、风电研究和技术中心以及风力

发电机测试基地，该组织旨在转移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2013 年及之后的展望

2013 年巴西风电市场前景看好：巴西装机容量很

可能达到 5 吉瓦这一历史新高，从目前世界风力发电的

第 16 位上升到第 10 位。2013 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预

计将增加约 4％，电力需求的增长使巴西风电市场保持

在每年 2 吉瓦的目标 2，有助于风电行业地位的巩固及可

持续发展。

巴西风能协会 ABEEólica 为此章提供了信息。

www.epe.gov.br/PDEE/20120924_1.pdf

由巴西风能协会 ABEEólica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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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主要市场发展情况

2012 年，欧洲各地共安装了 12744 兆瓦的风电，

其中欧盟国家占到总量的 11895 兆瓦，与去年相比涨幅

超过23%。陆上风电场吸引了94-125亿欧元的投资（约

合 122-163 亿美元），海上风电场吸引了 34-47 亿欧

元（约合 44-61 亿美元）。

在欧洲安装的 12744 兆瓦风电中，陆上装机容量

10729 兆瓦、海上装机容量 1166 兆瓦。与 2011 年

相比，海上装机容量增长了 35%，且为新项目的开展做

了大量准备工作。预计在2013-2014年间，约有新的3.3

吉瓦海上风电实现并网发电。

就年装机容量而言，德国 2012 年新增装机容量

2415 兆瓦，再次成为最大市场。英国位列第二，为

1897 兆瓦，其中包括 854 兆瓦的海上装机。紧随其后

的是意大利（1273 兆瓦）、西班牙（1122 兆瓦）、罗

马尼亚（923 兆瓦）、波兰（880 兆瓦）和瑞典（846

兆瓦）。

在中欧和东欧的新兴市场，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年装

机容量相比去年几乎翻了一番，并连续两年位居欧洲市

场前十位。

按照平均风年计算，欧盟到 2012 年底的风电总装

机容量能够生产 231 太瓦时的电力，足够满足欧盟电力

总需求的 7%（比 2011 年的 6.3% 有所上升）。

自 2011 年初开始席卷欧洲的市场波动以及监管和

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极大负面影响，尚未反映在

欧盟 2012 年的风电总装机容量上。因为在风能立法框

架动摇之前，2012 年间完成的项目就已经得到批准且

资金也已到位。然而，在欧洲范围内的风能产业价值链中，

多国市场都已经感受到了压力。预计这将会导致 2013

年装机容量下降，并可能持续到 2014 年。

2012 年欧盟总计有 44.6 吉瓦的新产能并入电网。

其中，风力发电占新增装机量的 27%，位列第二，仅次

于太阳能光伏（16.8 吉瓦，37%），领先于其它所有

能源技术，包括天然气（10.5 吉瓦，23%）和煤炭（3.1

吉瓦，23%）。可再生能源技术在新产能中占 31 吉瓦，

是欧盟新装机容量的 70%。2012 年，可再生能源连续

第五年占并网新产能的 50% 以上。

与此同时，在 2012 年，5.5 吉瓦的天然气电力、

3.2 吉瓦的燃油电力和 1.2 吉瓦的核电装机容量停用。

自 2000 年，欧盟有总计 352.6 吉瓦的新装发电能力，

其中 28% 为风力发电，51% 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可再

生能源和天然气加起来占 91%。

略落后于 2020 年目标

2010年，欧盟27个成员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可

再生能源行动计划（NREAPs）”，说明其将如何达成

2020 年的可再生能源目标。该计划也包含了各国政府

逐年发展实现风力发电能力路线图的情况。

比较“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中的数据和各国实际

风力发电能力增长的数据，可以看出 18 个成员国落后于

其制定的目标。将各国“计划”中预计增长的风力发电

能力相加，欧盟现在落后了 1.5 吉瓦（-1.5%）：“计划”

中新增装机容量总计应为 107602 兆瓦，而实际增长仅

为 106040 兆瓦。这种短缺主要体现在海上装机总容量

上：“计划”中增长应为 5.8 吉瓦，而实际增长仅为不

到 5 吉瓦（-14%）。

欧盟

欧盟海上风电

在 2012 年，共有 9 个海上风电场包括 293 个新

的海上风力涡轮机完全并网发电，总计 1166 兆瓦。这

使欧洲累计海上装机容量增加 4995 兆瓦，其中，4993

兆瓦来自欧盟国家，2 兆瓦来自挪威。

新政策的发展

2013 年 1 月，欧盟各国国家首脑通过了欧盟未来

七年的财政预算——2014 至 2020 年欧盟的“多年财

政框架”。这一预算有史以来第一次下调。欧洲议会还

未通过这一提案，因此，就细节方面的协商将在 2013

年继续。

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一框架包含了“2020地平线”

这一增加欧盟研究预算的提案。将有约 70 亿欧元（约合

93.3 亿美元）的经费投入到能源研究领域；另有 50 亿

欧元（约合 65 亿美元）将投入到“连接欧洲”设施计划

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中。此外，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从欧

盟“协和基金”中关于区域与经济发展的部分中得到经费。

2013 及未来展望

2012 年，欧洲委员会的能源线路图 20501 引起了

广泛争议。线路图描绘了旨在使欧洲 2050年之前能源

部门二氧化碳排放减少 85％的发展目标。在每一个情景

中，风能都是领先的电力生产技术，且截止到2050年，

风能将提供 32% 至 49％的欧洲电力总需求。

目前对于欧盟 2020 气候及能源立法框架存在着争

议。预计在 2013 年 4 月，欧洲委员会将拿出就未来

2030 气候及能源计划的提案。这可能会使欧盟做出更

具约束力的承诺，包括 2030 年可再生能源目标。

此外，欧洲委员会已开始就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结

构改革进行磋商，探讨如何处理越来越多的剩余碳排放

额。这些剩余主要由排放交易体系前两个阶段对于污染

产业碳排放额的过度分配所导致，过去几年中欧盟大范

围内的经济放缓也加剧了碳排放额的剩余。

提案准备将碳排放额的剩余部分从市场中扣除，这

将促使碳排放价格上涨，并刺激污染产业远离化石燃料。

经济危机导致碳排放减少，这意味着大量的碳排放额以

极低的价格存在于市场中，使工厂没有动力转移碳密集

过程。

在欧洲委员会提案的现有条件下，许可将会延期，

这意味着其将会在未来重归碳排放市场。然而，若想长

久地解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问题，并保持碳排放的高价

格，必须最终永远去除排放许可 2。这项提案若想得到通

过必须经过欧洲议会的最终投票，暂定日期为 2012 年

4 月。与重工业相关的议员可能会激烈反对该提案。今

年早些时候，欧洲议会工业委员会表示对这项扣留碳排

放许可的提案持反面意见。

欧洲风能协会 (EWEA)

为此章节提供了部分信息

http://ec.europa.eu/research/horizon2020/index_en.cfm

h t t p : / / e c . e u r o p a . e u / e n e r g y / e n e r g y 2 0 20 / r o a dmap / d o c /
com_2011_8852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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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上风电项目

欧洲海上风力发电工业发展

虽然欧洲绝大多数海上风力发电厂都属于公共事业，

但是其开发商却越发多元化。丹麦DONG能源公司依然是

欧洲海上风力发电产业中最大的开发商，其开发的风电占

2012 年总装机容量的 19%。丹麦DONG能源公司、挪

威国家石油公司（12%）、挪威国家电力公司（12%）、

德国莱茵集团（9%）、南苏格兰能源公司（8%）、德国E.ON

能源公司（6%）、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3%）、Nuhma

公司（3%）、英国森特理克集团（2%）以及法国电力集

团（1%）的装机容量超过了2012年并网总量的70%。

英国带头发展

在海上风电领域，英国走在世界前列，其装机容量

为 2948 兆瓦。英国政府于 2012 年 12 月更新的“可

再生能源路线图”显示，到 2020 年，海上风电装机容

量将达到 18 吉瓦。

德国的新发展以及上网路线图

2012 年，德国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增至 280.3 兆

瓦，并且还有 2.7 吉瓦正在建设中。德国的大多数海上

风力发电项目建在距海岸 20-60 公里，深度 20-40 米

的水中。截至今日，国家海事当局以及联邦政府共签

发许可 29 个项目，海上风力总装机容量可达 9000-

10500 兆瓦，实际数量取决于风机的大小。

比利时和丹麦强势前进

尽管比利时近海地区海域面积非常小，该国却在

欧洲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中持续排名第三。丹麦的宏伟目

标是使风力发电到 2020 年能够在其电力结构中占到

50%，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建海上发电项目。

中国的缓慢进程

2012 年，中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 127 兆瓦，其

中 113 兆瓦来源于潮间带项目（中国独有，在退潮时干

涸的浅潮间带地区建立的项目），其余的 14 兆瓦来自近

岸示范项目。中国大部分海上风电项目是潮间带项目（占

67%），占总装机容量的 261 兆瓦。2012 年，中国排

在英国和丹麦之后，在世界海上风电发展中排名保持在

第三位，总装机容量达 389.6 兆瓦。

虽然中国在此方面进展缓慢，但目标却很远大：到

2015 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达 5000 兆瓦，这个数

字到 2020 年将升至 30 吉瓦。与海事发展相关的政府

  

全球海上风电市场现状

自全球首个海上风力发电厂（5 兆瓦）在丹麦

Vindeby 建成后已经过去 21 年。如今，全球海上风电

装机容量已达5415兆瓦，占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的2%。

其中 90% 以上的风力发电厂建在北欧，包括北海、波罗

的海、爱尔兰海以及英吉利海峡；剩下的大部分位于中

国东部海岸的几个示范项目。然而，其它地区也对海上

风电感兴趣：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台湾和印度

都对在其本国海岸发展风力发电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更

大胆的预测表明，到 2020 年全球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

可能会达 80 吉瓦，其中四分之三在欧洲。

2012 年，新增海上装机容量 1296 兆 瓦，与

2011年相比增长了33%。其中大部分位于欧洲（90%）：

英国位居第一（854兆瓦），其次是比利时（185兆瓦）、

德国（80 兆瓦）和丹麦（46.8 兆瓦）。其余大部分位

于中国的潮间带以及近岸示范项目（127 兆瓦），还有

韩国济州岛的一个项目，以及日本长崎五岛附近装机容

量为 100 千瓦的悬浮涡轮机。

海上风力发电有几点优势，例如风速更高、与陆地

相比湍流更少以及受环境制约小。海上风电尤其适合大

规模建立在以世界主要港口城市为首、用电量大的地区，

这样免得像陆上风电一样，需要很长的输电线路以将电

力运送到需求地。

虽然海上风电已经突破了 5 吉瓦大关，但其发展仍

落后于预期。欧盟成员国在 2012 年的实际装机比“国

家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制定的在 2012 年底达到 5.8

吉瓦这一目标落后 14%。中国在 2015 年达到 5 吉瓦

的这一目标看起来也不可能实现。

如今，海上风电发展中最大的挑战就是继续降低成

本。选址地位于更深层水域、更加远离海岸、海底条件

更加困难以及风浪更大的地方，都使成本的增速远大于

科技发展降低成本的速度。然而，也正是科技发展不断

降低成本，成为人们对海上风电发展保持信心的主要原

因之一。据预测，新一代海上风力涡轮机的大规模推广

将使海上风力发电成本大大降低。

欧盟 2012 年海上风力发电呈稳定态势

2012 年，欧洲有 1166 兆瓦新的海上风电产能实

现并网，使总量达到 4995 兆瓦。其中，73% 以上的新

产能来自英国（854 兆瓦），其次是比利时（185 兆瓦，

占16%）、德国（80兆瓦，占7%）和丹麦（46.8 兆瓦，

占 4%）。新并网的 1166兆瓦海上风电 80%来自北海，

16% 来自大西洋，剩下的 4% 来自波罗的海。

2012 年，在安装涡轮机上的投入大约为 40 亿欧

元。2013 和 2014 年，海上风电发展前景看好：现有

14 个项目正在建设中，预计装机容量将增加 3.3 吉瓦，

使欧洲海上风电装机总量达到 8.3 吉瓦。

2012年底全球海上风电

英国
丹麦
中国
比利时
德国
荷兰
瑞典
芬兰
日本
爱尔兰
韩国
挪威
葡萄牙
总计

854
46.8
127
185

80
0
0
0

0.1
0
3
0
0

1,296

2,947.9
921

389.6
379.5
280.3
246.8
163.7

26.3
25.3
25.2

5
2.3

2
5,415

2012 (兆瓦 ) 累计 (兆瓦)

2,

20122012 年全球总计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6,000  [ MW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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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2,000   

1,000

         0  

Total 2011

Total 2012

2011年总计
2012年新增
2012年总计

2093,6

854,2

2947,9

874,3

46,8

921,1

262,6

127,0

389,6

195,0

184,5

379,5

200,3

80,0

280,3

246,8

0,0

246,8

163,7

0,0

163,7

26,3

0,0

26,3

25,2

0,0

25,2

25,2

0,1

25,3

2,3

0,0

2,3

2,0

0,0

2,0

2,0

3,0

5,0

4119,3
1295,6
5415,0

英国      丹麦        中国   比利时        德国       荷兰       瑞典       芬兰    爱尔兰       日本       挪威    葡萄牙       韩国      总计

Source: GWEC

Thornton bank, Ostend, Belgium © E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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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间缺乏协调配合是导致瓶颈的主要原因。眼下，只

有小规模的示范项目正在进行中，用来为今后真正的海

上电力项目发展试水。

台湾计划至 2030 年装机容量达 3 吉瓦

台湾政府制定目标，到 2020 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达 600 兆瓦，并在 2030 年增至 3 吉瓦。为了达成这一

目标，能源局于 2012 年 7 月下达了关于海上风能项目

的支持计划，为两台海上风机机试点支付 50% 的基建费

用，并为建设一个装机容量为 100-200 兆瓦的大型风

力发电厂投入2.5亿新台币（650万欧元、840万美元）。

在 2013 年 1 月，三个项目得到了批准，分别为：

计划将于 2016 年底建成的装机容量为 100.8 兆瓦的福

海海上风力发电厂；由台湾风电主导建在苗栗县，装机

容量为 108 兆瓦的海上风电项目；以及台湾电力公司所

有，装机容量为108-150兆瓦的风力发电厂。与此同时，

海上风力发电的上网电价被定在每度 5.56 新台币（约合

0.151 欧元，0.186 美元），是陆上发电价格的两倍。

该电价适用于电厂 20 年。

关注日本海上风力发电

日本作为岛国，有着大面积的专属经济区以及极好

的海洋资源，且在 2011 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极度渴

望发展可再生能源。据环境部预估，理论上日本的海上

风电潜能在 1573 吉瓦。

目前，日本在五个地区拥有四个海上风电示范项目，

包括已建成项目和悬浮涡轮机，总装机容量达25.3兆瓦。

2012 年唯一的新增装机容量为 100 千瓦，来自于长崎

附近五岛的悬浮涡轮机示范项目。

由于缺少历史数据，海上风电的固定电价未定。据

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年度预计，要得到足够的追踪数据以

确定价格需花费两到三年时间。大多数项目归政府机构

所有，从两方面为海上风电项目的发展试水，一个是经

济角度，还有就是检验涡轮机技术及不同基础。

经济产业省装机容量为 16 兆瓦的福岛悬浮涡轮机

海上项目坐落在两年前核事故发生地的近海处，引发了

日本的能源革命。若该项技术被证实可行，那么项目规

模将可能被扩大至 1000 兆瓦。另一个测试悬浮涡轮机

的项目，是装机容量为 2.1 兆瓦的五岛项目，该项目在

2012 年装机容量已达 0.1 兆瓦。

悬浮涡轮机技术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然而，考虑

到日本海岸的水深程度（近岸处水深超过 200 米），底

部安装涡轮机并不实际，因此悬浮涡轮机技术成为了颇

具新引力的选择。

韩国发布宏伟的海上风电目标

韩国的全部海上风电项目都位于济州岛。该项目由

韩国能源研究所设立，总装机容量为 5 兆瓦。项目包括

一台 2011 年安装、装机容量为 2 兆瓦的 STX 集团直

驱型涡轮机，以及一台 2012 年 7 月安装、装机容量为

3 兆瓦的斗山重工涡轮机。

2010年韩国政府制定了一份关于海上风电的计划。

该计划于 2012 年修订，加入了一份新的日程表，即：

到 2013 年新增装机容量 100 兆瓦，到 2016 年新增

900 兆瓦，以及到 2019 年新增 1.5 吉瓦。根据该项计

划，在未来九年，总计 82 亿美元（64 亿欧元）的款项

将被投入到海上风电项目。计划中的大部分项目将遵从

公私合营模式，其中，政府控股 51% 的韩国电力公司将

成为领头的开发商，与斗山重工、三星、现代以及大宇

等韩国涡轮机制造商合作。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制定

了一份装机容量为 4.5 吉瓦的海上风电项目计划。济州

岛的计划最为宏伟，其目标为在 2016 年使装机容量达

到 380 兆瓦，到 2030 年达到 2 吉瓦。

政府计划在 2030 年使可再生能源在国家一次能源

总供给中达到 11%。在该目标驱使下，政府对海上风电

发展信心十足。许多大型知名企业也参与到了海上风电

市场中，例如斗山重工、大宇、现代以及三星。这些企

业巨头也对欧洲和北美的海外市场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2012年中国新建海上风电项目及其制造商

山东滨海一期

山东潍坊示范项目

福建福清海上风电项目

江苏如东龙源 150兆瓦潮间带

江苏如东龙源 150兆瓦潮间带

江苏如东龙源 150兆瓦潮间带第二阶段

江苏响水潮间带项目

单位 涡轮机尺寸  (MW) 项目规模  (MW) 项目类型
联合动力
联合动力
湘电集团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新疆金风科技
新疆金风科技
新疆金风科技
Total

近岸
近岸
近岸
潮间带
潮间带
潮间带
潮间带

1
1
1
2

20
20

1
46

3
6
5
5

2.5
2.5

3
27

3
6
5

10
50
50

3
127

      

N
N
N

2012 年底日本海上风电项目

项目
名称

项目
业主

装机
时间

涡轮机
制造商

项目规模
(MW)

涡轮机尺寸 项目类型 Type of
Project

涡轮机单位
(MW)

地点

Setana
Sakata
Kamisu
Kabashima

Near shore
Near shore
Near shore
Offshore

北海道

秋田

茨城县

长崎

北海道当地政府

私人投资者

私人投资者
MOE

维斯塔斯

维斯塔斯

富士重工

富士重工

近岸

近岸

近岸

海上

2004

2003

2010

2012

1.2
10
14
0.1

2
5
7
1

600 kW
2 MW
2 MW

100 kW

  

日本海上风电项目管道

  项目
（承包商）

 执行时间 风力涡轮机
模型 

基础/悬浮
类型 

地点

NEDO负责
的海上风
力发电示
范项目

千叶（Chioshi）

福冈

重力基础

圆材型悬浮

高级圆材型
悬浮

半沉式悬浮

圆材型悬浮

圆材型悬浮

重力及混合
外壳基础

福岛

长崎五岛MOE负责的
海上风电悬
浮涡轮机示
范项目

MET
Farewinds
负责的海上
风电场悬浮
示范项目

Jan. 2013 MHI 2.4MW

JSW 2MW

FHI 100kW

MHI 7MW

MHI 7MW
Hitachi 2MW

Hitachi 2MW

Spring 2013

Aug. 2012

2013

2013
2014

2015

MHI: 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Ltd.   JSW: Japan Steel Works, Ltd.
FHI: Fuji Heavy Industries, Ltd. FHI’s wind turbine division merged by Hitachi Co. in July 2012

Offshore wind farm in Baltic Sea off Copenhagen, Denmark © Tony Mo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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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印度市场有所增长，虽然风电装机容量比

2011年增长速度放缓，但是也增加了2336兆瓦新产能。

截止到 2012 年 12 月总装机容量达到了 16084 兆瓦。

2012 年底，风能装机容量约占该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

容量的 70％。

2012 年并网发电的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量（26.7

吉瓦）占印度总发电量（约为211吉瓦）的12.5%以上。

印度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7-2012）到 2012 年 3

月截止，在五年计划期间，风电总装机容量超过 10.2 吉

瓦，超出了五年计划的 9 吉瓦的目标。第十二个五年计

划提出要使并网发电的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增加 30 吉

瓦，其中 15 吉瓦来自风能。

印度风能技术中心（C-WET）刷新了官方有关风力

潜能的数据，以 80 米轮毂高度发电 102 吉瓦。此前估

计的是以 50 米轮毂高度发电 49 吉瓦，假设土地可用性

占 2%。

2012 年主要市场发展情况

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AD）比率从 80%急剧减少

到 15%，将从 2012 年 4 月起生效，这将对风能装机量

产生重大影响。传统上通过企业资产负债融资方式推动

着印度风能的发展。2012 年，减少的 AD 比率对这段

时期在风电行业的融资金额有着重大的影响。实际上，

第一年的折旧优惠包括 15% 正常折旧和 20% 的额外折

旧，这项政策对电力部门的所有项目都有效。

目前的基于发电的激励政策 (GBI,500 卢比/兆

瓦小时或 7欧元 / 兆瓦小时 1 ) 有效期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并将于该日之后失效。这对于印度的风电行业来

说是个双重灾难。

2011年前期推出的可再生能源证书（REC）方案，

见证了 REC 市场交易量的迅速增长。自 2013 年二月中

旬起 REC 注册处签发了超过 4869000 份非太阳能的

REC。风能占注册发电量的 56%。每份非太阳能 REC

证书市场清仓价格范围为1500卢比（22欧元）到3300

卢比（47 欧元）之间。然而，由于国家对可再生能源购

买义务（RPO）的执行和监管不到位，使得购买 REC 的

需求似乎在下降，大部分的 REC 现在正以最低价出售。

过去的一年里，监管者对于不遵守各自 RPO 有关

机构的处罚不力。但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认为可以通

过 2003 年电力法修正案使 RPO 成为强制义务从而提

升 RPO 的执行力。

现在，独立发电企业在印度市场上所起的作用越来

越大。在已有 310 兆瓦装机容量的基础上，Mytrah 能

源有限公司不久将再安装 1 吉瓦。Tata 电力公司发起与

所属于 Green InfraLimited的 IDFC 私募股权基金谈

判，意在合并两个公司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同时计划在

可预见的未来每年增加 150 至 200 兆瓦的风能装机容

量。MingYang 与全球风能组织（由印度信实 ADA 集

团推广）合作，将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增加 2.5 吉瓦的新

装机容量，其金融支持来自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印度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制造中心。到 2012

年底，19 个制造商年产能总值超过 9.5 吉瓦。

风能政策框架

印度 13 个州电力监管委员会（SERCs）已经颁布

了用于风力发电的优惠固定电价。25 个州的电力监管委

员会也明确了遍及全州的可再生能源购买义务（RPOs）。

像泰米尔纳德邦、古吉拉特邦、喀拉拉邦和安得拉邦

等州都已修改了风电电价。古吉拉特邦电力监管委员会

在 2012 年 8 月将风电电价修改为从 3.56 卢比每单位

到 4.23 卢比每单位，由于预期容量因子上调，该州于

2013 年 1 月将风电电价下调到 4.15 卢比每单位。

印度

海上风电政策进展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 (MNRE) 已经设立了一个海

上风能指导委员会，涉及的几个主要部门包括有关全国

及各州政府部门和机构。这个委员会将会为印度海上风

力发电绘制一张线路图，在不久的将来，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部有可能出台海上风电政策。



风能发展面临的挑战

中央电力监管委员会最近允许装机容量超过 50 兆

瓦的项目直接与中央传输电网连接，并服从调度需求 2。

然而这项规定并没有在全国统一执行。



一项于 2013-2014 财年实施的连接印度南部（部

分地区）电网与国家电网的计划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传

输，也有利于加强REC市场。根据最近电网集团(PGCIL)

的研究表明：在印度建立一个“绿色能源通道”将会花

费大约 4200 亿卢比（约为 60 亿欧元）。如果这项提

议得以执行，将有助于建立现在急需的传输基础设施。

在印度，迄今为止大部分对风能项目的融资都已成

为资产负债融资。独立发电商（IPPs）在风电行业的出

现有助于建立一种可接受的项目融资标准。然而高额的

借贷成本对行业迅速扩张的能力起重大影响。

大部分风力发电者和国家电力公司签署了购电协议，

电价取决于各州的国家电力监管机构。风力发电厂商为

公共事业供能；然而，像泰米尔纳德邦等州的风力发电

厂的经营者面临延迟付款的困境。有时，付款会延迟 12

至 16 个月。这种不良的政府公共事业财政状况影响未来

的投资决策，常常导致投资流向其他行业。

2013 年及以后的展望

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项

目核准的预算支出已超过 3300 亿卢比（约为 47 亿欧

元），几乎是上一个五年计划（2007-2012）3 倍的预

算支出。通过改进现有的政策方案有可能会帮助政府部

门加强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支持，并鼓励实施新措施来

加快部署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政府很可能会在“国家

风能任务”下批准一个行业长期目标，与“太阳能任务”

相似。

2013 年 2 月，印度财政部长在他的年度预算讲话

中再次提到 GBI，并为此划拨 80 亿卢比（约为 118 万

欧元）给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他在讲话中还称为了

未来五年的风电项目融资，要将低息基金从国家清洁能

源基金转移到印度可再生能源开发机构（IREDA）。这

将为印度风力发电厂的开发商提供延期缓解的机会并有

助于降低高额借贷成本。

2013 年，印度风能市场不大可能看到像 2011 年

那样超常的增长，可能勉强和 2012 年增长速度持平。

随着即将再次实施 GBI，我们预计 2013 年对风能行业

的投资持续上升，到 2014 年风能行业全面复苏。GBI

将会增加印度风能市场对外国人和本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但是行业需要针对此政策推出更明确的计划。

世界可持续能源研究所 (WISE) 为此章节提供了部

分信息

总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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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GWEC

2013 年 3 月 15 日欧元兑卢比的汇率为1 欧元 =69.97 卢比

绿色通道的报告：展望可再生能源能力的传输规划

1

2

© Vestas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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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日本急需发展非化石能源发电

尽管绝大多数公众支持日本从利用核能转换到利用

可再生能源，但是日本国内此方面进展依旧缓慢。2012

年 7 月，日本开始施行颇具吸引力的固定电价（FIT），

不过，实现并网仍将面临许多困难。为期三年的环境影

响评估（EIA）提出新要求，使日本自 2012 年 10 月起

实施的风电项目步伐放缓、成本增加。基于之前的福岛

核事故，日本环境部（MOE）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估（EIA）

法，如此一来，日本风电协会要求重新调整规定，但调

整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

以自民党（LDP）为首的日本新一届政府在全国推

行电力市场改革。福岛核事故不仅影响了有关政府能源

政策的公众舆论，同时也对日本的经济和贸易产生了严

重影响。福岛 4 座核电站受损，剩余的 50 家核电厂被

迫关闭。截至 2013 年 2 月，50 家核电厂中 48 家仍然

处于关闭状态。日本已遭受电力短缺影响，而电力短缺

则通过增加利用燃用化石燃料的发电厂得到了补偿。非

化石能源发电在日本正越来越有吸引力，这迫使日本政

府继续推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特别是在有关海上

风电开发和电网扩展等方面。

2012 年主要市场发展情况

2012 年底，日本风电装机容量达 2614 兆瓦，包

括 1887 个已经运行的风力涡轮机，每年提供约 4500

吉瓦时的电力。这大约占到日本总电力供应的 0.5％。环

境影响评估法在 2012 年出台，对三年内的风电大规模

发展产生影响，目前的低装机量至少要维持至2014年。

新固定电价

日本的新固定电价法于 2012 年 7 月开始生效，大

型风力发电机组的价格为 23.1 日元 / 千瓦时（0.19 欧

元 /0.25 美元），小型风力发电机组的价格为 57.75 日

元 / 千瓦时（0.47 欧元/0.62 美元）。尽管这种电价极

具吸引力，但 2012 年吸收到大部分投资的是太阳能发

电，这是由于后者价格较高，更容易监管且电网更容易

接入。

根据日本本国经验估计，这些电价旨在为项目提供

6％ -8％的内部收益率（IRR）。由于缺乏历史数据，海

上风电的电价是不固定的，要想获得足够的跟踪记录制

定价格，仍需 2 至 3 年的时间。每年，固定电价都会由

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重新评估。太阳能发电的价格

预计将减少到 37 至 38 日元 / 千瓦时，风电价格保持在

2013 年现有水平，针对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将逐步

从太阳能发电转向风电。

2013 年日本投入 430 亿日元开发风电
　　

日本政府已预留出 434 亿日元作为 2013 财政年

度的风电预算。海上风电将获得 171 亿日元的支持，而

250 亿日元则被指定用于电网延伸。

 

  

 

2012年（2013 年**）日本固定电价

风能

太阳能
（光电）

10kW 
>10kW (家用)

42.0 (37.8)

42.0 (38.0)

40.0 (36.0)

42.0 (38.0)

20

10

20kW
>20kW

23.1
57.75

22.0
55.0

20
20

*        企业适用于 5%的消费税。
**    2013年太阳能价格预计将比 2012年减少 10%，风能的价格预计将保持在 2012年的水平。

可再生能源类型 含税价 *
 （日元/ 千万时）

  价格 
（日元/千瓦时 ) 

  购买时间  
（年）

新电网延伸正在进行中

日本最佳的风电资源位于北部偏远农村地区，例如

北海道和东北地方，这些地区人口少，电力需求低，几

乎没有电网线能将其连接到大的需求中心。为了扩大风

电潜力，使电力运输在地区间更有效地进行，日本经济

产业省已决定支持改善地区之间的电网互连。政府将提

供一半费用。2013 年将采取的第一步为投入 250 亿日

元的预算，致力于提升北海道地区的电网。东北地方的

电网延伸工作预计将在 2014 年开始，以期在未来十年

内落实区域电网升级。

致力于发展海上风电

大约 73％的日本地区为山区，而 1.28 亿左右的人

口生活在相对狭窄的平原地区，大多在海岸附近。尽管

社会接纳度的降低限制了日本海上风电的发展，但日本

拥有技术能力雄厚的海洋产业，同时其也是世界第六大

海洋专属经济区。鉴于以上原因，海上风电将在日本受

到关注。

目前，日本在五个基地拥有四个正在进行中的海上

风电示范项目，共计发电量 25.3 兆瓦，包括固定式涡轮

机和浮动式涡轮机。海上风电发展有望为国内能源供应

做出显著贡献，为日本创造新产业。如此有助于复苏东

北地方灾后经济，并赋予福岛附近海上浮动风电示范项

目以象征意义。

2013 年及以后的展望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已经开始缓慢推进能源系统转

型，使其更依赖于风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然而，要除

去现有的许多障碍仍需很长一段时间。海上风电的发展，

特别是浮动涡轮机的开发，为我们带来一片光明的前景。

日本风电协会 (JWPA)和日本风能协会 (JWEA)

为此章节提供了部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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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GWEC

日本电网延伸及海上风电基地

 

 

  

  

日本政府 2013 财政年度风电开发预算分配 北海道地区和东北地方的电网延伸成本估算

项目 地区 未来
潜力

现有电网
接纳潜力 装机容量 电网花费

总计 424 亿日元

总计 6155 GW 2.22 GW 0.99 GW 3100亿日元

预算 来源

METI
NEDO
NEDO
MOE
MOE
METI

95亿日元
40 亿日元
20亿日元
16亿日元
13亿日元
250亿日元

海上浮动风电场示范项目

海上风力发电示范

先进风力涡轮机技术开发

海上浮动风力涡轮机示范项目

风电环境评估模型项目

风电电网延伸补贴

北海道
（北部地区）

东北地方
（青森和秋田）

3935 GW

2220 GW

 0.28 GW

1.94 GW

 0.16 GW

0.83 GW

 2900 亿日元

200 亿日元

Offshore turbine at Choshi in Chiba Prefecture © NEDO

Source: 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NEDO)

Source: JWPA/J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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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墨西哥风电潜力

2012 年墨西哥上网风电新增 801 兆瓦，使累计其

装机容量增长了一倍多，达到 1370 兆瓦。

新的墨西哥政府颁布的《2013-2027 国家能源

战略》将未来八年的风电发展目标设定为 20 吉瓦，

并确认风电潜力可达 50 吉瓦。但是墨西哥风能协会

（AMDEE）呼吁设定一个更加保守的目标，即到 2020

年增加 12 吉瓦。对于墨西哥来说，这个保守的目标也意

味着极大的增长。尽管 2012 年新增的大多数风力发电

设备都在瓦哈卡州南部的特旺特佩克地峡（Isthmusof

Tehuantepec）地区，但政府已经计划开发墨西哥北

部和中部靠近主要城市和工业区的风电潜力。这一计划

主要得益于近期的技术进步，使风机具有更高的轮毂和

更大的转子并且更加高效可靠。新涡轮机性能提升超过

40%，即便是在风能资源并不丰富的瓦哈卡地区也有上

佳表现。

 

风电发展的政策框架

墨西哥政府更迭，预期政府对可再生能源支持将不

会改变。墨西哥的新任总统佩纳·涅托宣布实行能源改革，

改革将会采取更多措施提升系统效率，使可再生能源扮

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私营部门可以通过为特定实体或者个人发电、为独

立发电商（IPP）发电或者出口其它国家参与到风电发展

中。目前，在墨西哥 85％的风力发电是在个体发电体系

下，即电力消费者发电供自己使用，电力首先传到CFE（国

家电力公司）的连接站，然后再传输到消费者端。现有

发电的平衡由国家电力公司保障。预计在未来几年内，

该平衡中自发电的比例将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余则

为独立发电商和国家电力公司保留。在此自发电模式下，

开发商和一群包销买家共同创建一个发电公司，为包销

买家提供每年的电力需求。在墨西哥不允许私人发电商

售卖电力给电网，再由电网从现货市场直接售电给私人

客户。

在自发电体系下有一些对于可再生能源私营项目的

重要激励措施：在运作的第一年 100％折旧；建立虚拟

能源银行，允许发电者在有风的时候生产最大量的电力，

如果不能被包销买家消耗，可以以虚拟形式存储 12个

月;以及优惠的空转负荷收费。

最近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变革加强了墨西哥可再生能

源发展的政策环境。这创造了具有更多支持性和较为有

利的商业环境，并刺激了私营发电企业的发展。

2012 年主要市场发展情况

2012 年墨西哥风电装机容量达到了 1 吉瓦大关。

瓦哈卡州的 5 个风力发电厂的 509 兆瓦装机容量通过

独立发电企业和 CFE 连网。重要的是，除了现有的下加

利福尼亚（BajaCalifornia）的 10 兆瓦外，恰帕斯州

（Chiapas）一个 29 兆瓦的项目也已经确定，并且在

新莱昂州（NuevoLeon）和哈利斯科州（Jalisco）开

始建造风力发电厂，这预示着未来墨西哥的风力发电将

不仅仅局限在瓦哈卡地区。

四个主要涡轮机制造商在墨西哥风能市场占主导地

位：Acciona（40.5%）、Gamesa（39.1%）、Vesta

（9.6%）和Clipper（10.8%）。但是，GE 已经确定

要在墨西哥北部建设第一个风力发电项目，西门子有一

个项目在建，其他主要市场参与者也正积极开发墨西哥

的风电市场。

2013 年及以后的展望

AMDEE 设定了到 2020 年风电装机容量 12 吉瓦

的目标，相当于墨西哥总发电能力的 15％。尽管目前风

能发展的立法和政策框架已趋完善，但是风电行业的发

展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并且需要重大转变。扩大并提升

电网以及全面发展小型电商体制是发展的关键领域。此

外，加快和简化审批程序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目前正在加速发展的项目意味着到 2015 年墨

西哥风电行业的装机容量会增加 3500 兆瓦。

墨西哥风能协会(AMDEE)为此章节提供了部分信息

总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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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Eoloeléctrica La Venta wind farm, Oaxaca © Mexican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AM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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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2012 年对于巴基斯坦风能产业而言意义重大，其

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达 56 兆瓦。据估计，巴基斯坦可进行

商业开发的风电潜力超过 346吉瓦 1。除大型水电项目

外，风能是该国目前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

巴基斯坦的风能资源

2005 年至 2006 年，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

室（NREL）对巴基斯坦进行了首次风能资源潜力评估。

此评估促使巴基斯坦出版了该国首个风能分布图，该分

布图表明巴基斯坦东南部地区、北部印度河流域、西南

部地区、中部地区及高耸的山峰和脊顶上（尤其集中在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均显示出巨大的风能潜力。

在上述地区中，巴基斯坦东南部被公认为有极佳的

风力资源，并有可开发风能项目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在沿

海岸线延伸 60 公里、覆盖超过 170 公里的 Jhampir、

噶罗（Gharo）和克提班达尔（KetiBandar）的风力走廊。

　　

东南沿海风力走廊的风电潜力达近 60吉瓦 2，此处

现正在开发商业风电项目。尽管巴基斯坦西南部地区拥

有更为优良的风能资源，但几乎所有新项目均位于东南

部地区，这里接近国家电网，配电公司可提供 132 千伏

安的联网。

离地面高度为 50 米的风动率密度 (W/m2)

政策环境

巴基斯坦政府正在采取积极措施来利用本国的风力

资源。目前，总容量达 2700 兆瓦的 42 个风能项目正

处在不同开发阶段。在 2013 年初，总容量为 850 兆瓦

的项目已分配到了建设用地。

适用于该国独立发电商（IPPs）的法律保证了其能

够通过电价获得 15％的产权回报率（ROE）。为了促进

开发可再生能源，政府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 17％的产

权回报。

目前为投资者提供的电价，旨在实现上述产权回报

率，并假设融资是在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加 4.5％的情

况下进行的。负债权益比必须保持在 70/30 至 80/20

的范围内。一些风电项目已根据巴基斯坦标准电价确定

程序，申请了项目专用电价。基于国外融资，最初项目

批准电价为 12 至 14美分 / 千瓦时( 欧元 9 至 11 分 /

千瓦时 )。

2011 年 10 月，巴基斯坦政府为减少投资者开发

项目的时间和成本，向风电项目提供 14.7 美分 / 千瓦时

（欧元 11 分/ 千瓦时）的固定电价。该固定电价的有

效期至 2012 年 12 月。为风电制定的新电价预计将于

2013 年第一季度公布，一些投资者选择预先确定的电

价，而不愿经历冗长的电价谈判。

除电价外，巴基斯坦政府根据 2006 年颁布的可再

生能源政策法，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些激励措施，比如减

免所得税、营业税、代扣所得税及各种关税；利润以美

元形式汇回本国；优先接入电网以及 100％电力购买和

避难担保。

近期市场发展情况

目前，巴基斯坦总装机容量为 106 兆瓦，其中 56

兆瓦于 2012 年底实现并网。这包含有 49.5 兆瓦和

56.4 兆瓦的两个风电项目。49.5 兆瓦风电项目的所有

者为全国最大化肥生产商，该项目于 2012 年底开始向

电网供电。56.4 兆瓦风电项目建设者为一家土耳其能源

投资公司，项目建设于 2013 年初完成。成功完成这两

大项目，使当地和外国风电开发投资者对于巴基斯坦风

电开发更有兴趣。

在技术方面，已建成项目及几个正在计划中的风电

项目均利用了 Nordex 和维斯塔斯成熟的风机技术，在

一些项目中，中国投资者带来了中国制造的涡轮机。当

地工程建设公司也向电力开发商提供服务，此外，49.5

兆瓦风电项目所使用的 33 台风力发电机中，25 台是由

一家巴基斯坦公司制造的。

2013 年及以后的展望

风电发展还存在一些障碍，主要表现为该国内部的

安全局势并不理想（尽管东南部风力走廊坐落在一个相

对安全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这为项目开发者实现融资

带来了困难。

高利率和巴基斯坦较低的信用等级致使人们觉得该

地区金融风险较高，这进一步增加了实现项目融资的复

杂性。同时，全球经济局势也对巴基斯坦风电项目造成

了一定影响。

目前，联网并不对风电发展构成障碍，不过至关重

要的一点是，国家电网运营商对电网进行投资，使大规

模风电入网并且不影响整体电网的稳定性。

尽管存在上述挑战，风电业仍有望在未来几年腾飞。

一部分项目已处在领先的开发阶段，其中有些项目预计

将在 2013 年上网。

伊斯兰堡 GIZ 项目办公室和巴基斯坦替代能源委员

会为此章节提供了部分信息。

巴基斯坦替代能源委员会 http://www.aedb.org/Main.htm

http://www.aedb.org/respo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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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细节（已完成项目、计划中的项目以及项目管道）

 

 
 
 

 

 
 
 
 
 
 
 
 
 
 

容量 容量开发者/所有人 开发者/所有人地点 地点

已建成并向国家电网供电的项目： 预计于2013年12月实现融资的项目：

49.5兆瓦FFC能源有限公司 Jhampir，信德省

50兆瓦Foundation Wind Power I (Pvt.)有限公司Khuttikun，噶罗，信德省

50兆瓦Yunus Energy (Pvt.)有限公司Jhampir，信德省

50兆瓦Sapphire  Wind Power (Pvt.)有限公司Jhampir，信德省
50兆瓦Metro Wind Power Co有限公司Jhampir，信德省
50兆瓦Gul Ahmed Wind Power有限公司Jhampir，信德省
50兆瓦Master Wind Energy (Pvt.)有限公司Jhampir，信德省
50兆瓦Sachal Engineering Works (Pvt.)有限公司Jhampir，信德省
50兆瓦Dawood Power (Pvt.)有限公司 Bhambore，噶罗，信德省
50兆瓦Zephyr Power (Pvt.)有限公司   噶罗，信德省
50兆瓦Hawa Energy (Pvt.)有限公司  Jhampir，信德省
2*50兆瓦 Wind Eagle (Pvt.)有限公司  Jhampir，信德省

50兆瓦Tenaga Generai有限公司Khuttikun，噶罗，信德省

50兆瓦三峡巴基斯坦第一风电有限公司Jhampir，信德省
50兆瓦 Foundation Wind Power II (Pvt.)有限公司Khuttikun，噶罗，信德省

56 兆瓦Zorlu Enerji巴基斯坦有限公司Jhampir，信德省
注：第一批6兆瓦于2011年投产；其余50兆瓦于2013年2月投产

注：其他近1000兆瓦的风力发电项目正在准备中

正在建设中的项目：

© AEDB, Pakistan (2012)

Source: N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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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拥有巨大的风能资源，风电行业在过去

的三年中也实现了快速增长。但目前风电仅占全国发电

量的 5％左右。罗马尼亚的供电依然以化石燃料为主，

2012 年化石燃料供电占 50%，大型水电占 25%，核电

占 20%。由于 2012 年干旱，所以这一年的水电占比与

往年相比偏低。

罗马尼亚正在运营的风电场总共有 1941 兆瓦，主

要（97％）位于黑海之滨的多布罗加（Dobrogea），

该地 100米海拔平均风速达 7 米 / 秒。这一地区地形平

坦、人烟稀少，使其成为发展风电的理想之地。另外两

个有显着发展潜力的地区是巴纳特（Banat）和摩尔达

维亚（Moldavia），都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大规模发展风电。

地区分布图（兆瓦）

2012 年主要市场发展情况

罗马尼亚是欧洲新兴市场中的领跑者，2012 年

新增装机容量 923 兆瓦，接近 2011 年新增装机容量

520 兆瓦的 2 倍，去年年底总装机容量达到 1905 兆

瓦。罗马尼亚拥有重要的项目管道，并且在欧盟风电

市场排名第 10 位。

捷克的 CEZ 电力公司主导着罗马尼亚风电市场，

已完成装机容量 600 兆瓦的 Fântânele Cogealac
项目是欧洲最大的陆上风电场。其他两个主要开发商

是拥有 498 兆瓦的 Enel Green Power 和拥有 285

兆瓦的 EDP。

四个大型涡轮机制造商在罗马尼亚风电市场占主

导地位，2012 年占据市场份额的 85%。它们分别是：

Vestas，GE，Nordex和 Enercon。

2012 年 7 月罗马尼亚针对电力和天然气市场的

新法律（《2012 罗马尼亚能源法案》）开始实施。

法案规定风能生产商只能将风能直接向批发市场销售，

绝对禁止签署电力购买协议（PPA）和任何双边合同。

如果没有 PPA 或者长期合同，商业银行不可能为风能

项目提供融资，因此这条法案给风能项目融资设置了

很大障碍。

政策框架

在 2008 年 11 月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使罗马

尼亚的风电发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为可再生能源

电力引入为期 15 年的绿色证书（GC）计划，并为可

再生能源投资提供贷款担保和免税优惠。

2011 年，罗马尼亚对可再生能源法进行了有利

于发展的修订。修订后的法律的重要内容包括：

2017 年之前，风力发电每兆瓦时接收两个绿色证

书，到 2018 年变成一个。风力发电厂接收证书长

达 15 年。

 绿色证书价格最初设定在 27 至 55 欧元（35 至71.3

美元）之间，今后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将按照欧元区

通货膨胀指数每年调整一次。2012 年最高价格为

57.67 欧元（74.77 美元）。

2012 年，对于持有证书但没有进行风电生产的供应

商（non-producedcertificate）的罚金从 110

欧元（143美元）增加至115.34欧元（149.5美元）

在正式通过该法案之前，能源监管机构起草下一步的

立法草案，可再生能源法必须要等待欧盟委员会的批

准，这将会导致长期拖延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最后，

2011 年 7 月 13 日，欧盟委员会完成复审并批准罗马

尼亚的 E-RES 推广计划。2011 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

施 RES 计划。

以 下 是 在 欧 洲 委 员 会 复 审 后 对
220/2008 号法律的一些关键的修订：

 引入过度补偿概念，如果一个 RES 技术的内部收益

率（IRR）超过国家监管机构发布数据的 10％以

上，绿色证书将会减少。对于风能，IRR 最高容许

值是 11.99％。

 为了协调该计划，若建设超过 125 兆瓦的风力发电

场必须单独通知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有权决定

对于大生产商来讲每 1 兆瓦时风电 2 个绿色证书是

否过高，因为这可能会给市场造成混乱。这一审查

过程可能会导致一年以上的延误，这会为金融机构，

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投资者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2012 年 7 月，对法律又进行了一些修
订，关键内容包括：

 确保电网接入和优先调度；

 2013 年之前并网并且获得欧洲资助的项目将能够

从整个支持计划中获益（每兆瓦时两个绿色证书）；

 超过 125 兆瓦的项目每兆瓦时获得两个绿色证书，

时间长度为24个月，在此期间必须告知欧盟委员会；

 绿色证书的交易由每年一次变为每季度一次，增加

 市场流动性；

 对支持制度的修订延迟到 2015 年进行，使风电

市场前景更加不确定

所有这些变化都必须得到欧盟委员会的批准。

有迹象表明获得绿色证书的同时获得欧盟资助的可

能性不大。

2013 年及以后的展望

　　罗马尼亚 2013 年风电行业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禁止风电购买协议已经让 2013 年的新增装机容量预

期减半，从 1500 兆瓦下降至 750 兆瓦。

　　然而，在煤炭和冶金行业的有力游说下，由罗马

尼亚总理最新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修订案成为目前

风电行业最大的隐患。该修订案将会降低绿色证书的

最高价格。这个变化已经给风电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影

响：市场冻结、银行不提供融资、风能交易停滞，最

为重要的是，绿色证书市场面临完结，因为交易商都

预测绿色证书将大幅贬值。目前在建的风力发电厂都

是在 2012 年政府颁布修订案之前动工的。

　　欧盟委员会对这一变化也十分费解：罗马尼亚政

府已经正式提交要求批准法律修订案的申请，这一申

请已经在 2012 年获得议会的批准，但同一个政府又

正在准备对该法律进行巨大的改动。

　　风电行业在努力维持现状，但目前的境况令人沮

丧。最终的结果仍未可知，并且任何变化都必须重新

获得欧盟委员会批准。因此，目前的法律很可能会适

用至 2014 年。

　　由于丰富的陆上风能资源，海上风电不是罗马尼

亚优先发展的对象，虽然预计在 2014 年将开始测量

黑海附近的风能。

　　罗马尼亚风能协会(RWEA)为此章节提供了部分信息

Source：N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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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南非风力发电已从计划阶段过渡到实施阶段，南

非风电市场成为全球最富生机的新兴风电市场之一。

南非拥有优质的风能资源。在花费十年时间安装

了第一个 10 兆瓦风力发电项目之后，南非风电行业正

在开发 3000 至 5000 兆瓦的风电项目，其中 636 兆

瓦在建，562 兆瓦即将完成融资。此外，南非还有一

个长期的能源发展规划蓝图，为风电分配了较大份额，

预计到 2030 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9000 兆瓦。

南非能源结构和风力发电发展

南非拥有世界第七大煤炭储量，因此南非 90％的

电力来自燃煤发电站的情况不足为奇。这些电厂大部

分是由半国营公司伊斯科姆（Eskom）运营，拥有超

过 34000 兆瓦的燃煤发电能力 ;南非城市市政拥有另

外 2400 兆瓦，其余的 860 兆瓦是有私人公司所有。

Eskom 公司的非煤电包括：在 Koeberg 的1 个核

能发电厂（1930 兆瓦）、2个燃气气轮机电厂（342

兆瓦）、6个常规水电站（600 兆瓦）和2 个水电站

抽水蓄能电站（1400 兆瓦）。3 个 Eskom公司先前

关闭的火电厂（3800 兆瓦）正在翻新，它们位于南

非的卡姆登（Camden）、赫鲁特福莱（Grootvlei）

和科马提（Komati）。

配电一直是 Eskom 公司的业务，目前仍是如此。

南非国家能源监管局（NERSA）负责全国电力监管事

务，包括为发电、输电和配电定价及许可事务。

由于储备余额电量很少，南非近来经常受到高峰

时段停电和波动停电的困扰。由于迫切需要增加电力，

以及未来十年内政府为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量将采取的

政策，风电发展将会有良好的发展势头。

南非的电价历来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尽管

目前有所增加，它仍然很低。Eskom 公司电力销售平

均价格约为 63 兰特分 / 千瓦时（5.24欧元分 /6.78

美分）。新煤电站的成本约 0.97 兰特 / 千瓦时（0.08

欧元 /0.1 美元）。最近南非电价明显上升，但消费者

和业界施加压力要求调控价格，以避免社会经济陷入

动荡。

风力发电在南非售价很有竞争力，约为0.9 兰

特 / 千瓦时（0.075 欧元 /0.1 美元）。PPA 对口风

电开发商几乎无一例外将电力销售给南非政府支持的

Eskom 公司。

CoegaIDZ(industrialdevelopmentzone),SouthAfrica

©ElectrawindsAfricaandIndianOceanIslands

2012 年主要市场发展情况

2012 年风电发展依然主要集中于完成采购和监

管框架。2012 年装机容量没有增加，但是可再生能源

独立发电计划（REIPPPF）第一轮项目的融资已经快

结束，并且在几个大型发电厂开展了建设工作，规模

达 138 兆瓦。

迄今为止，在 634 兆瓦已经获批的项目中，市场

前三甲是：

1. 非洲清洁能源发展

2. 南非造雨能源

3. 主流新能源杰弗瑞贝有限公司

预计第二轮采购规模将会增加 1000 兆瓦容量，

于 2014 年底装机，之后的发展会更加迅速。南非能

源部长彼得斯（DipuoPeters）1 确认 REIPPPF 将会

发展成为一个滚动采购项目（rolling procurement

programme），另加 2020 年将要开发的 1470 兆

瓦陆上风力发电项目。

许多国际大厂商都参与了第一轮采购。已经宣布

获得项目的公司包括：德国恩德、西门子、华锐风电、

苏斯兰和维斯塔斯。

招标过程十分重视本地化要求，旨在确保当地人

民能够从可再生能源设施中获得经济收益。

许多大型国际开发商和发电企业活跃在南非市场。

南非风能协会（SAWEA）是其代表。（详见 www.

sawea.org.za）。

风能发展的障碍

南非风电行业还有一些现存的障碍：

 行业预期的快速发展和与之相关的物流方面的挑战；

综合资源计划 2（IRP：到 2030 年的能源总体规划）

 每两年复查一次。除非该计划最终确定，否则到那

 时风电是否会继续按照当前形势发展还存在不确定

性。但是，该计划确定下来的可能性很大；

从 2013 年第三轮采购开始，逐渐提高本地化门槛

使开发商面临挑战；

围绕电网并网和并网成本等相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不利的经济环境可能造成社会其他能源（如煤电等）

保持接受心态，而忽略它们的环境影响；

招标采购程序成本提高，这对小开发商来说是一个挑战。

2013 年及之后的展望

南非风电行业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虽然可能会有倒

退，但可以肯定的是，南非正步入大型风力发电产业发展

的阶段，未来 15 年内将会安装超过 5000 兆瓦的风电，

并且有可能用不了 15 年。IRP 的计划目标是到 2030 年

风电总量达 8400 兆瓦。从目前非洲南部风电市场的发展

迹象看，南非很可能会演变成该地区的制造和开发中心，

这已是风电行业企盼多年的事。

南非风能协会(SAWEA)为此章节提供了部分信息。

www.energy.gov.za/IPP/Minister%20Remarks%20-%20IPP%20W1%20
Announcement%20-%2029Oct2012.pdf

www.energy.gov.za/fles/irp_frame.html

1

2

总装机容量

2001year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200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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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                                                     3.16                      3.16                      3.16                      3.16                      3.16                       3.16                      8.36                      8.36                    10.16                    10.16                   10.16

Source: GW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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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2012 年主要市场发展情况

虽然在韩国风能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韩国政府继续

从财政和政策发展方面投资其绿色增长战略。2012 年，

韩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增长了 71 兆瓦，使总装机容量达到

478 兆瓦。韩国风电产业已经为将来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

标，到 2030 年风电达到 23 吉瓦，其中陆上 20 吉瓦，

海上 3吉瓦。

政策框架

2012年1月1日，新的可再生能源配额标准（RPS）

方案生效，以取代旧的固定电价制度。根据新的可再生能

源配额标准方案，可再生能源产生电价以系统边际电价为

基础，辅以可再生能源证书（REC），其目的是为了弥补

可再生能源较高的资本成本。陆上风电项目的运营商生产

每千瓦时电将获得一个 REC，海上风电项目将获得两个

REC。目前 REC 的价格设定为 40 韩元（欧元 2.6 欧分

/ 美元 3.5 美分），有效期 20 年，有助于为长期投资者

树立信心。全国的主要电力公司和独立发电商将负责按照

这一标准取得所需的 REC，或按一个 REC 当时的市场价

格支付罚金。配额制 RPS2012 年的目标是 2％，即电力

2%来自可再生能源，到 2020 年逐渐增加至 10％。

韩国政府针对 RPS 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这

意味着到 2022 年，风力发电能力将达到 15660 兆瓦。

然而，韩国的风电行业协会却制定了 2025 年 13.5吉瓦

这一更为稳健的目标。此外，针对陆上和海上风力发电场，

政府也通过简化流程、提高免税可能性以及使入网更便捷

等方式改善监管架构。

韩国的风电市场

韩国风力市场未能起飞部分原因是由于固定电价偏

低 , 部分是由于公众的反对。然而，最近企业已经开始意

识到了风电行业的商业机会 , 并使这一领域投资水平有所

提高。一些韩国制造商已成功地推出新产品 ,现在几个风

电场已经采用国产发电机组。韩国制造商对进入全球市场

也非常感兴趣。

现代重工生产 1.65 兆瓦，2兆瓦和 2.5 兆瓦的陆上风

机和 5.5 兆瓦海上风机 ;

三星重工开发 2.5 兆瓦的陆上涡轮机和 7 兆瓦海上

设备 ;

大宇造船和海洋工程生产 2 兆瓦、3 兆瓦陆上涡轮机

及 7 兆瓦的海上涡轮机 ;

STX 公司开发 2 兆瓦的陆上涡轮机（将在 2013 年底

完成）和 7兆瓦的海上涡轮机。

韩国风电行业稳步推进，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在技

术研究和开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韩国也有世界最大的

造船企业，对全球海上市场兴趣浓厚，可以发挥其海洋工

程的专业知识。

韩国风力涡轮机部件产业也蓬勃发展，企业能够供应

塔架、叶片、主轴、发电机、变压器、齿轮箱，发动机舱

控制系统和电缆。小型风力发电机组制造业也有所增长，

将为小型和岛屿提供电网系统设备。

韩国的海上风电

韩国政府海上风电发展战略相当可观，预期在未来

9 年吸引 82 亿美元（58 亿欧元）的投资，开发总装机

容量为 2.5 吉瓦的海上风电场，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公私合

作伙伴关系（PPP）从而在西部海岸安装约 500 个涡轮

机。在这一伙伴关系下，2013 年将有 100 兆瓦的风力

发电项目投入运营，2016 年另有 900 兆瓦投入运营，

到 2019 年完成最终的 1.5 吉瓦。此外，地方政府正在全

国推动另一个 4.5 吉瓦的海上风电项目。

2013 年及后期展望

韩国风力发电行业已定下目标，到 2030 年达到 23

吉瓦，届时将发电约 50 亿千瓦时，满足该国 10％左右

的能源需求。

韩国风电产业协会（KWEIA）为此章提供了信息

江原道太白 18兆瓦风电场。现代 2MWx4WTG晓星 2×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2012年 5月投入使用@KWEIA

总装机容量

2001year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20032002
MW                               8                           13                           18                           68                        99                         178                         196                        236                         349                         379                         407                        483

Source: GW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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