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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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印度是风电行业的重要市场，为国际和国内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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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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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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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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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GWEC–Global Wind 2012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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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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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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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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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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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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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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也将重点放在海上，并确定在未来五年间海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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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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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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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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