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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中国的“能源互联网”时代

我们处在一个能源格局巨变的时代。这个时
代是技术变革的时代，能源技术的不断突破，
能源结构发生颠覆性改变；这个时代是体制变
革的时代，电力市场的不断开放，能源行业的
现有业务模式及盈利模式即将面临巨大的冲
击；这个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与能
源不断融合，非传统竞争对手不断涌现，正加
速行业的颠覆进程。

能源互联网是开放的平台

“能源互联网”概念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杰里

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2012年出版的《第三

次工业革命》书中，他提出了能源互联网的四个

主要特征：1）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要一次能源；2

）超大规模接入分布式发电与储能系统，形成产

销一体新形态；3）基于互联网技术实现广域能源

共享；4）支持交通系统的电气化，即由燃油汽车

向电动汽车转变。

《开启中国的“能源互联网”时代》的作者为陈玮，L.E.K.（艾意凯）咨询上海分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大中华

区业务负责人、滕勇，艾意凯上海分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卜曦云，艾意凯上海分公司项目经理。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发送电子邮件至lekchina@lek.com与我们联系。

正如里夫金描述的那样，我们认为能源互联网

是以智能电网为核心，可再生能源为基础，互联网

为纽带，通过能源与信息高度融合，实现能源高效

清洁利用的新型能源体系；是将分布式发电、储能

系统、负荷等组成众多的微型能源网络，形成产销

合一的新模式；是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智能终端

和平台，使得能量和信息双向流动、对等交换；是

传统电网与智能化技术广泛融合，发挥先进输电技

术，将传统电网升级为具有强大能源资源优化配置

功能的智能化平台。

与传统互联网类似，能源互联网具备智能化、

平台化、和共享性三个基本特点。智能化体现在能

源互联网对能源大数据智能采集并打通信息闭环；

平台化体现在打破行业壁垒，接纳各类市场主体；

共享性体现在协助共享行业资源，实现产业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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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的发展需要不断探索

为探索能源互联网，国内外很多政府及企业正

进行不断尝试。美国FREEDM项目借助于电子技术

的发展成熟，建立具有智慧功能的能源网络构架吸

纳大量分布式能源，验证了能源互联形成独立运行

体系的可能性。德国eTelligence项目运用互联网技

术构建一个能源调节及实时电力交易系统，利用对

负荷的调节来平抑新能源出力的间歇性和波动性，

提高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验证了通过实时电力交

易系统调节能源配置的可能性。

在我国，国家电网提出了“全球能源互联网”

的概念，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络、以输送清

洁能源为主的全球互联的坚强智能电网。但更多的

探索还是利用分布式能源与微电网的有机融合。例

如，协鑫的分布式微能源网和新奥的泛能网是通过

产业链延伸，打造区域多能互补能源互联网。协鑫

以光伏、热电联产为主导，同时布局天然气、智慧

能源；而新奥是以燃气为主导，同时往燃气的深度

加工—发电、冷热供应方向发展。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必然

能源互联网的持续推进得益于人类对可持续性

发展的日益重视、能源技术的不断突破、电力市场

的逐渐开放，以及全球及区域一体化的持续演进。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巴黎协定的签署确认了主

要国家较1990减少20-30%碳排放量，中国在巴黎协

定中也提出自己的减排目标，比2005年减少40-45%

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达到15%左右。我们预计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

量将会以7.6%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持续增长，于2035

年达到23亿千瓦装机容量，可再生资源的装机容量

占比将在2035年达到65%。

能源技术的突破：光伏转换效率与风机效率持

续突破，从光电来看，目前国内平均度电成本达到

0.7元/度电，预计会继续以每年10-20%下降，平价

上网指日可待；从风电来看，目前国内平均度电成

本达到0.5元/度电，平价上网已经在很多区域实现，

并且5MW风机已广泛应用，20MW风机将进一步提

高大型集中式海上风电的经济性，成为主流。预计

我国大部分地区在2020年达到平价上网。另外我们

预计未来5年，储能将会有技术突破，成本将下降大

约40%，使得微网技术更加成熟，足以颠覆传统电网

模式，形成成熟的独立区域电网。

电力市场的放开：研究全球电力体制变革的历

史，可以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电力体制改革大

都遵循逐步放开管制，并且向（部分）私有化发展

的方向发展。电力体制改革打开市场竞争格局，推

动配售分开，带动创新创业机制的形成，推动业态

多元化发展，使得有越来越多跨界的竞争对手进入

到产业中来，他们带来了新的技术以及新的思维，

推动了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和发展。

区域一体化的建设：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是不

可逆的趋势，能源及电力具备天然的跨区域的互联

性，大电网的区域间互联和国际间资源配置在欧洲

得到有力验证。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有助

于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能源联系，并且通过能源

基础设施、商业金融与投资合作能促进区域融合发

展。区域一体化成为能源互联网发展不可逆的又一

推动因素。

能源互联网将带来了“三个层面”的产业机遇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将颠覆现有的能源格局与能

源体系，也催生新兴商业模式和机遇的不断涌现。

随着资本市场的深入介入，我们认为未来的能源互

联网的将会带来“三个层面”的产业机会。

在实体网层面，以电力网络为主体骨架，融合

气、热等网络，覆盖包含能源生产、传输、消费、

储存和转换的整个能源链。商业机遇包括了分布式

能源发电、微电网建设、增量配网、售电、电动汽

车等。

在数据信息层面，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

联网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能源生产、传输、

消费、储存和消费的整个产业链提供信息支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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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会包括了大数据分析、信息数据交换、数据安

全、智能交易体系（碳交易、电力交易）等。

在运营平台层面，则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

以用户为中心，实现业务价值。在整个能源链上提

供运营增值业务，提供解决方案。商业机会包括了

运维服务、需求侧管理、综合能源服务等。

不同商业机会的发展阶段以及市场吸引力有所

差别，我们筛选出了未来十大产业机遇（表2）。

近期最有条件快速发展的产业包括燃气分布

式、光伏分布式、增量配电网、电动汽车及电力需

求侧管理。

1.	燃气分布式的装机容量将会以17.5%年均增长

率在2035年达到2500亿瓦。五大电力集团、石

油天燃气公司以及专业技术服务公司均可在这

一领域找到各自机会；

2.	中国的光伏市场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并且新增

装机容量将维持在全球增量的20%-30%。我们

预计到2035年，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将达到

30000亿瓦，其中大中型分布式（>=1MW）的

将占到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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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力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增量配电网的放开将面

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增量配电网包括新的工业

区建设、现有园区扩容、新商业中心等一系列

原先被电网企业所垄断的优质配网资源。我们

预计在2035年左右，全国工商业增量配电网容

量将达到5550亿瓦左右；

4.	电动汽车作为近年来发展最迅速的产业之一，

在2035年预计将会有超过3000万辆的保有量，

同时当年的销售量预计将会超过500万辆；

5.	电力需求侧管理是指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引

导电力用户优化用电方式，提高终端用电效

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和保护环境，实现

最小成本电力服务所进行的用电管理服务。

在我国开展需求侧响应具有很大空间，例如

在华东地区的夏季日负荷构成中,	 商业可调负

荷占16%,	民用可调负荷占13%,	总可调负荷占

比达到了29%。

除了近期能够迅速发展的产业机会外，我们认

为像储能、微电网、能源交易、虚拟电厂以及碳交

易也是未来可以进一步去探索的产业方向。

资料来源：L.E.K.研究与分析

表 1
能源互联网将带来了“三个层面”的产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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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永远垂青于变革者

对于传统电网企业来说，能源互联网带来的

挑战是不可忽视，尤其是增量配网的放开与能源互

联网的开放性及共享性将会极大的削弱电网的控制

力。优质客户会因为更加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而

流失，从国外电改后其主要电网不断流失客户的事

实中可以得到印证。因此，对于传统电网企业来

说，必须转变思想，积极参与竞争，在需求侧守住

增量配电网，积极开拓三联供等综合能源业务；在

供给侧则可以顺势把握住国家政策，大力开发清洁

能源；同时关注和孵化有潜力的竞争性产业，迅速

打通产业链，因此传统电网企业需要“积极转型，

打造市场竞争实力”。

对于传统发电及其它能源类企业，能源互联

网时代是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发电企业逐渐从幕后

走到前台直接面对客户，因此势必面临多样化的业

务类型。由于电力需求增长的下滑，应适时转变思

路，从原先与发电企业的单一横向竞争逐渐转变成

多环节竞争。传统发电企业应关注清洁能源发电，

积极布局综合能源业务，关注分布式能源，为需求

侧响应系统提供决策支持，从而进一步在能源互联

网中抢占优势地位。总之，对于传统能源类发电企

业是要“面向客户，走向终端市场”。

对于新能源企业来说，能源互联网将带来巨

大经济利益，并且不少新能源企业已经从中名利

双收。不过由于传统能源企业“稳健”的特性，

目前还主要是在尝试阶段，有些还是在观望阶

段，竞争尚未完全显现。因此新能源企业应乘此

机会大力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创造标杆项目，制

定行业标准以抗衡未来能源巨头的反扑。总之，

对于新能源企业来说是要“灵活机智（制），积

极引导产业走势”。

对于电力设备企业来说，能源互联网对正在践

行《中国制造2025》的企业无疑是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对于设备企业，解决能源与“互联网”融合深

度不足，支撑和推进电力装备制造的升级换代发展

是当务之急。同时可以考虑与其它企业一起合作，

在物联网及人工智能方面积极发力，共同开发智能

化的解决方案。总之，设备企业需要积极“升级换

代，发挥智造优势”。

资料来源：L.E.K.研究与分析

表 2
能源互联网十大产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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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对于互联网及信息技术企业来说，能源大数据

是未来能源互联网非常重要的基石。2016年4月国家

发改委印发了《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

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发展能源大数据服

务应用”，对信息技术企业提出了要求和期望，在

大数据的集成和安全共享、业务服务体系和行业管

理与监督体系三方面提出了要求。但是由于能源大

数据共享和交易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如何有效获取

能源大数据，并把能源大数据与其它大数据进行融

合，最大化其价值，需要互联网及信息技术企业进

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寻求与各方的利益最大化。	

总之，对于互联网及信息技术企业来说是要“有效

融合，深挖（能源）数据的价值”。

结束语

面对巨变的格局，不进则退。能源互联网对于

各类企业的发展既机遇与挑战并存，抓住机遇的企

业势必能迎来新一轮的业务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