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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以
油气研究起家，不断拓展至金
属、矿业、化工及电力与可再
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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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电力需求及电力结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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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40年，亚太市场将占全球电力需求增长的三分之二

注：“其它”包括非洲、中东、俄罗斯、里海地区与南美洲

来源：Wood Mackenzie

到2040年，亚太区电力市场容量将超过全球其它地区市场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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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亚太区的风电与光伏发电比例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且不足欧洲水平的一半

经济性较差且缺乏支持性政策是导致许多亚太区国家难以提高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关键因素

来源：Wood Macken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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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

重要区域与国家市场的发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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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可再生能源成本竞争力的发展趋势概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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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ood Mackenzie. *注：可再生能源成本相对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的溢价计算方法是使用风电或光伏发电的最低LCOE值，并将其与包括煤电与天然气发电在内的化石燃料发电技术的最低LCOE值进行比较。

未来十年，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所有亚太国家（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日本外）新能源供
应投资最廉价的选择
可再生能源成本相对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的溢价*，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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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光伏发电成本相对于其他发电技术成本大幅降低，但在未来，光伏发电成本的下
降速度将会放缓

来源：Wood Mackenzie.  注：本页所提及的亚太区平均值是相关国家市场的简单平均值。

亚太区平均发电成本（LCOE）的发展趋势 US$/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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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年，亚太区光伏发电成本下降近40%，相比之下，风电成本仅下降了10%

光伏与陆上风电成本将于2027

年降至燃煤发电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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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ood Mackenzie.  注：风电趋势仅针对陆上风电。数据基于亚太区各个国家市场的代表性平均数据。

成本降低与技术进步是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

亚太区LCOE发展趋势

发电技术

风电 光伏 储能 水电 核电 天然气发电 煤电

成本趋势：
2010-2020

2010-2020 

每年%
-5.0% -13.7% -13.9% +4.8% +1.3% -1.4% -0.4%

2020-2040 

每年%
-2.2% -2.6% -4.4% +2.0 +0.5% -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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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个亚太地区市场中，八个市场将光伏作为首选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
在亚太区的多个地区市场，风电与光伏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来源：Wood Mackenzie

亚太区光伏与风电的发电成本（LCOE）对比，2019年 US$/MWh 

光伏发电成本低于风电 风电成本低于光伏

大多数东南亚地区市场的风资
源有限或价格昂贵

亚洲北部地区市场的风电一般
更具竞争力

光伏LCOE   陆上风电L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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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竞争力之外：可再生能源未来所面临的挑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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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ood Mackenzie

实现成本竞争力并非故事的最后终结：可再生能源需克服新的挑战，赢得与传统燃料的竞争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比例增加，其亟需降低成本，以实现与化石燃料发电技术同台竞争

Market price 

/ no subsidy

提高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方法对比

鼓励/补贴可再生能源，使项目的收入来源更加清晰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补贴变得过高上网电价
固定电价

（通常含补贴）

基于拍卖会/竞
争性固定电价

批发电价/

市场电价

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相对于化石燃料成本的
溢价水平较高或中等，市场渗透率较低

未来：可再生能源成本相对于化石燃料成本的溢价
水平较低或为负值，市场渗透率较高

鼓励可再生能源的价格竞争，使项目的收入来源更加
清晰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补贴变得过高

鼓励可再生能源的价格竞争，使项目的收入来源
更加清晰

较高的渗透率可能导致电网不稳定以及弃风与弃
光问题的出现

可再生能源与化石燃料直接竞争

较高的渗透率可能导致电网不稳定、价格波动、可
再生能源“价格相互蚕食”问题的出现

当前的

发展趋势

未来的

发展趋势

弃风与弃光问题导致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较
低、LCOE较高

在批发市场，可再生
能源的电价水平低于
化石燃料

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

价格昂贵的可再生能源仅能在批发市场上参与竞争，
且享受政府的激励性政策，如差价合约（类似固定电
价）

http://www.woodm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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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ood Mackenzie

亚太区的弃风与弃光率随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提高而不断上升

尽管存在优先调度政策，但随着风电与光伏装机容量的增长，仍有大量风电与光伏项目面临弃风与弃光问题

亚太区各国家与地区市场的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以及弃风、弃光率，2018年

光伏、风电渗透率（基于发电比例）（T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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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ood Mackenzie

弃风与弃光率对风电与光伏的发电成本具有重要影响，也是LCOE模型中的一个关键不确定
性因素

弃风与弃光率每提高1%将导致风电或光伏LCOE增加1.2%

弃风与弃光率对LCOE的影响 US$/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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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4

50

0% 10% 20%

+25%

LCOE 

（举例）

http://www.woodmac.com/


15

光伏LCOE发展趋势 woodmac.com

来源：Wood Mackenzie、ENTSO-E

批发市场出现了一个新挑战：可再生能源“价格相互蚕食”导致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价格水平
低于可调度能源

可再生能源价格相互蚕食问题在欧洲市场存在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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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ood Mackenzie、EPSIS、OCTO、AER、CEA、NEA、CEC、Kyushu Electric Power、EGAT

未来，风电与光伏发电比例的增加将加剧亚太区弃风、弃光问题以及“价格相互蚕食”问题

即使出台有助于降低弃风、弃光率的消纳保障政策，弃风与弃光率也将继续存在，并可能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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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主要市场可再生能源成本竞争力分析结果4.



18

光伏LCOE发展趋势 woodmac.com

来源：Wood Mackenzie

亚太区可再生能源竞争力概览

大多数地区市场将于2030年实现风电或光伏发电平价上网

国家/地区
2019年 2030年 可再生能源的LCOE低于

成本最低的化石燃料发电
技术的年份光伏成本溢价 风电成本溢价 光伏成本溢价 风电成本溢价

泰国 24% 116% -22% 55% 2025

越南 39% 47% -19% -24% 2024

马来西亚 58% 10% 2035

印度尼西亚 104% 96% 32% 30% 2039

菲律宾 27% 55% -12% 10% 2027

新加坡 32% -4% 2029

日本 147% 115% 39% 26% 2035

韩国 21% 17% -20% -22% 2024

印度 -14% 10% -47% -32% 2018

澳大利亚 3% 47% -39% -34% 2020

台湾地区 54% 31% 4% -8% 2027

中国 26% 36% -12% -15% 2025

http://www.woodmac.com/


发电技术的成本发展趋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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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战：2019年亚太区可再生能源竞争力报告 woodm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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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区市场的LCOE发展趋势，2010-2040

光伏LCOE——技术不断进步，成本持续下跌，但发展速度正在放缓

来源：Wood Macken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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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印度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台湾地区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http://www.woodmac.com/
http://www.woodmac.com/


21

光伏LCOE发展趋势 woodmac.com

来源：Wood Mackenzie. 注：本报告使用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来衡量不同发电技术的成本。“LCOE”与“成本”可互换使用。

总结

2019年亚太区可再生能源的平均发电成本仍比煤电高出29%，但较2010年的164%大幅下滑。

• 印度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位居亚太市场之首，其光伏发电成本比煤电低14%。澳大利亚排名第二，其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仅比煤电高

出3%。

• 天然气发电技术的竞争力正在下滑，2019年光伏与风电的平均发电成本已低于天然气联合循环。

• 可再生能源成本相对于煤电成本的“溢价”因国家市场而异：日本可再生能源成本相对于煤电成本的溢价超过100%，为区域市场最高。

亚太区可再生能源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风口浪尖：预计未来十年内，大多数亚太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将与煤电持平，甚至低于煤

电成本。

• 预计到2027年，亚太区光伏与风电的平均发电成本均将低于煤电。预计2020-2040年期间，煤电成本将略有上升，而光伏与风电成本

将以年均3%的速度下降。

• 预计到2030年，风电与光伏的平均发电成本将比化石燃料发电低17%。仅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日本的可再生能源不具备竞争力。

但实现成本竞争力并非故事的最后终结：随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提高以及政府补贴退坡，可再生能源需克服新的挑战，赢得与传统燃

料的竞争。

• 随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提高，弃风与弃光率也在增长，导致2018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增加约6%。

• “可再生能源价格相互蚕食”导致风电与光伏运营商所获得的平均价格低于可调度的电力设备运营商所获得的价格。

• 可再生能源+储能模式，如“光伏+储能”，是对弃风与弃光现象及可再生能源价格相互蚕食问题的一个潜在解决方案。然而，预计到

2040年后，大多数亚太市场的可再生能源+储能模式发电成本仍将高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

http://www.woodm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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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LECTION OF RECENT ANALYSIS FROM GTM RESEARCH

Ownership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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