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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是我国重要的生态涵养区和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作为当前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推动国家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告聚焦于黄河流域的水 - 能 - 碳关系，从自下而上的路径系统核算了黄河流域八个主要省份煤电

行业的直接水资源消耗量和对外虚拟水转移量，预测了现有煤电厂到 2050 年的水资源需求量和不同气候

变化情景下的地表水可得量，并对 2050 年黄河流域电力行业在面临水资源短缺和碳排放控制双重约束下

的电源结构发展进行了模拟优化。

报告以科学的方法和翔实的数据揭示了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水 - 能矛盾和由此引发的区域

发展失衡问题，预测评估了流域煤电行业的水资源供需关系和潜在的水资源短缺风险，为防控区域水资

源风险和优化区域发展中的水 - 能 - 碳关系提供了解决方案，对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制

定具有显著的支撑作用和参考价值。

专家荐语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刘磊 教授

2020 年 12 月 06 日

本报告对黄河流域八个主要省份电力行业的水资源耗用情况，以及在水资源约束和碳排放约束条件

下的最优化路径问题开展了研究。报告内容充实，数据翔实，结论明确，具有很大的信息量。组织结构逻

辑清晰，语言流畅，用词准确，观点严谨。该研究对于黄河流域电力行业实现“三条红线”目标和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政策制定具有极大的指导价值，对于其它流域和其它行业实现上述目标也具有重要借鉴意

义。

北京科技大学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宋波 教授

2020 年 12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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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对于电力能源的需求增加。在气候变化下水资源时空分布的不均匀加剧以及人

口和人均用水量的增长所导致的区域性水资源稀缺的压力增大和电力行业对于水资源的使用和依赖愈发

受到重视。如何平衡水和电间的矛盾也成为很多缺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道难题。此报告聚焦

于黄河流域八省的火电厂，从电力行业对水资源的使用和影响、电力行业对水资源的依赖和所面临的水

资源短缺的风险以及水碳约束下的电力行业发展进行研究。

此报告通过研究发现，通过改变火电厂冷却技术，更多地使用较低水资源消耗的空气冷却技术可以

将整个流域面临缺水风险的发电量降低至 23.45%。并且通过研究发现最小化经济成本、碳排放达到“碳

中和”目标，水资源消耗达到国务院“三条红线”限制标准的三个约束至多只能达到两个，因此日后的

发电技术建设需要进行取舍。经充分研究，此报告建议，黄河流域八省在经济成本最小化的优化目标下

调整当前的发电结构和促进电力技术的进步，可以进一步促进满足“碳达峰”的约束的条件。报告还建议，

在黄河流域八省这样的干旱缺水地区，在碳排放量还有一定上升空间且水资源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采用

能耗较高但用水量较低的空气冷却技术，对于黄河地区发电行业的发展十分重要。综合可再生能源发电

技术和空气冷却技术的发展，黄河流域八省能更有效地实现节水与减排共同效益。

该报告的分析科学严谨，数据真实可靠，提出的建议针对现实问题，对政府等相关部门作出决策能

提供参考。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周茜 副教授

2020 年 12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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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对于电力能源的需求增加，电力部门对于水资源的依赖性逐渐增强。黄河

流域电力生产用水量大，对外输电进一步加剧了该流域的水资源压力。水短缺风险成为中国能源发展主

要障碍的同时，如何平衡能源生产和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成为大多黄河流域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难题。

该报告聚焦于青海、甘肃、宁夏、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山东等地区，基于现有电站的装机容量、

地理位置、电力传输等，测度了电力部门对于水资源消耗导致的水资源短缺风险，并结合多目标优化模

型分析了黄河流域电力行业在“十四五”及“十五五”期间的能源结构优化方案。

研究提出，电力部门的虚拟水流出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黄河流域的水资源短缺风险，加剧了电力部门

发展和水资源压力之间的矛盾。通过改变水电冷却技术可以将整个流域面临的缺水风险的发电量降低至

23.45%。然而，如进一步增加火力发电厂的利用率，用水短缺风险仍会增加。在碳排放和水资源的双重

约束下，通过调整当前发电结构及促进电力技术改进可以满足碳峰值目标，但碳中和目标的约束更为严格。

对于水资源约束，循环冷却技术和直流冷却技术的发展将严重受损，在“三条红线”约束标准下发电技

术建设需要进行一定取舍。

该报告数据详实、方法得当、重点突出，提出的建议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有助于降低黄河流域电

力生产面临的用水短缺风险，在碳水目标共同约束下为黄河流域未来电力部门发展提出可借鉴的电源规

划方案。

中科院地理所

韩梦瑶 副教授

2020 年 12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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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一个能水矛盾突出的典型地区，研究火电产业对水资源的影响对该流域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本研究通过自底而上法构建了高精度的数据库，量化了黄河流域火电产业的取水及耗水，核算了

电力输送中的虚拟水量，通过与水文模型的结合，识别并评估了 2030 年不同气候情景下的缺水风险，最

后在水碳约束条件下，对黄河流域的电源结构进行了优化设计。

本报告得到了一系列对政策有重要启示意义的研究结果，例如火电部门面临的缺水风险在时间上存

在显著的异质性（4 月份达到峰值），这一结果向我们启示了对火电行业实施实时动态的“以水定产”是

很有必要的。该报告基于详实的研究结果与分析，重点探讨了水碳约束下黄河流域火电行业的发展路径，

这对严守水资源“三条红线”、“碳达峰”、“碳中和”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

政策启示。

总体而言，此报告的研究问题意义重大，方法先进合理，分析讨论直击要害，是一篇高质量的研究报告。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

柴利 副教授

2020 年 12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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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黄河流域电力部门虚拟水转移及 2030 年电源结构优化研究

2020 年对于世界和中国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各国的社会经济都

产生了影响。各国的能源消耗也随着经济衰退在 2020 上半年出现显著降低。随着疫情管控成效进一步显

现，中国率先开始进入复苏状态，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大幅度提高了气候目标：力争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此目标下，如何在原有政策基础上达成突破，整体实现社会经济各方面更加低

碳的、绿色的复苏与转型至关重要，尤其是能源电力行业。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流域内富含煤矿资源，发展了大量煤炭电力项目，是中国最重要的化石能源

基地之一。化石能源的上下游均属高耗水行业，火力发电更是工业用水大户，其所需消耗的水资源量以

及带来的污染风险不容小觑。而黄河流域大部分为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本身就面临着较高的水

资源压力。不仅如此，黄河流域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构成了中国重要的

生态屏障，其流经的大部分生态功能区都是国家主体功能区中的生态脆弱区，这些区域对于黄河流域的

生态保护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旦当地的化石能源发展不能得到合理的规划

和限制，不仅会使水资源 - 能源（下称“水 - 能”）矛盾进一步尖锐，更会影响到国家整体生态系统的稳

定和安全。绿色和平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水 - 能”关系保持密切关注，今年与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合作，运

用虚拟水工具，对中国黄河流域电力部门虚拟水的转移进行研究分析，籍此提出中国 2030 年电源结构优

化的政策建议。

此次研究从三个方面聚焦分析了黄河流域内八个主要省份的“水 - 能”关系：(1) 量化电力行业对于

水资源的使用和影响：通过研究黄河流域内八个主要省份煤电厂的基础数据信息，核算黄河流域煤电行业

的用水量和耗水量，并基于案例省份的对外输电量评估其电力行业对外虚拟水转移状况以及对于地区水资

源稀缺程度的影响 ; (2) 量化电力行业对于水资源的依赖和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的风险：通过水文模型模拟

2030 年黄河在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地表水可得量，并基于此评估黄河流域内现有煤电厂可能面临的用水

短缺的风险 ; (3) 水约束和碳排放约束（下称“水 - 碳”约束）下的电力行业发展优化研究：鉴于电力行业

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之一，本研究通过建立多目标优化模型对 2030 年黄河流域电力行业在“水 - 碳”

约束下的电源结构发展进行了优化研究。研究发现 :

黄河流域发电用水逐年增加，对流域稀缺水资源的影响日趋严重。从 2010 至 2015 年，黄河流域

内八大省份火电行业的用水总量和耗水总量分别从 92.65 亿立方米和 89.95 亿立方米增至 133.13 亿立

方米和 132.27 亿立方米，增幅超过四成，增长量相当于《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87 分水方案）中

山西省的年耗水量配额。八省总水资源使用量中有 6.1% 被用于火电部门做冷却环节。其中，山东省、

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南省的火力发电总取水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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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黄河流域八省通过电力传输向中国其他省份输送了共计 5.63 亿立方米的虚拟水资源，净

流出 1.19 亿立方米的虚拟水。由此可见，煤电资源的开发和输出进一步加重了黄河流域水资源稀缺和地

下水超采等问题。2019 年《黄河水资源公报》显示，黄河全流域已形成 6 个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18 个

浅层地下水超采区。

黄河流域内的火电企业面临严峻的用水短缺风险。在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由于气候变化导

致降雨增多，案例省份的火电厂所面临的用水短缺的风险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若火力发电厂的

利用率被进一步提高，此种风险仍有加剧的可能。由于跨区域和跨流域输电的存在，用水短缺的风险不

仅会影响黄河流域内火电厂的生产，也会冲击河北、北京和辽宁等接收外省输送电量的省份的电力供给

稳定性。

“碳中和”和水资源约束的目标难以同时实现，技术革新势在必行。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碳达峰”

约束，黄河流域八省达到 2030 年“碳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目标时，碳排放约束将会对黄河流域

八省的电力结构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因此水资源约束和“碳中和”两大目标将难以在现行政策路线下

被同时满足。黄河流域内各省需要在推进可再生技术发展和储能技术改进的同时，加快其电力行业转型，

提高风能、太阳能等能够同时实现节水减碳效益的可再生能源。同时，需要加快水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

通过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水权市场的建立、水资源费改税等革新举措的推进，确保水资源管理制度得

到最严格的实施。

近年来，煤炭行业在黄河流域的取用水情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现有水资源管理系统的作用下，

黄河流域的水资源情况相对有所改善，但流域内煤炭行业的转型效率依然有所滞后。为实现“碳达峰”及“碳

中和”等目标，中国在切实落实行业低碳转型的同时，多维度的政策支持也要及时跟进辅助：一方面要

优化流域内现有的电力结构，降低煤电占比，大力扶持先进技术的研究与推广，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速度；另一方面是要严格落实“以水定产”的相关政策，努力实现流域内各省在“十四五”期间不再新

增煤电项目，助力实现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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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是人居生活及各行各业必不可少的核心生产要素。从能源开

采、生产和运输，到电厂的建设、运行和退役，电力行业的全生命周期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另一种重

要资源的投入，即水资源。然而，随着人口膨胀和经济发展，电力能源和水资源的需求皆增长迅猛，同时，

气候变化形势严峻，加剧了水资源时空分布的不均匀，区域性水资源稀缺问题愈发尖锐。如何平衡水资

源和能源供需之间的矛盾俨然已成为不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道难题，日益受到学术研究者、

政策制定者以及行业实践者的广泛重视。黄河流域是中国“水 - 能”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作为中国

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黄河流域的煤炭储备量占全国总量的 50% 以上。

中国目前产煤规模最大的三个省份（内蒙古、山西和陕西）皆位于该流域内。为了节省煤炭运输成

本，流域内大量煤电厂都选择靠近煤炭资源建厂。但同时，黄河流域也是中国水资源最为稀缺的地区之一，

以全国 2% 的水资源支持着超过全国的人口和 GDP，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经高达 80%，远超河流水资源

开发利用率的生态红线（一般认为是 40%）。2019 年 9 月 18 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在郑州召开。在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提出，要

求把水资源作为黄河流域发展的刚性约束，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为能更深入具

体的了解黄河流域的“水 - 能”关系，本研究围绕黄河流域八个主要省份“水 - 能”关系的三个方面展开： 

为能更深入具体的了解黄河流域的“水 - 能”关系，本研究围绕黄河流域八个主要省份“水 - 能”关

系的三个方面展开：

通过研究黄河流域八个主要省份煤电厂的基础数据信息，核算黄河流域煤电行业的用水量和耗水量，

并基于上述八个省份的对外输电量，评估这八个省份电力行业对外的虚拟水转移以及对于地区水资源稀

缺程度的影响。

量化电力行业对于水资源的使用和影响

基于通过水文模型所模拟在 2030 年的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地表水可得量，评估黄河流域现有煤电

厂可能面临的用水短缺的风险。

量化电力行业对于水资源的依赖和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的风险

考虑到电力行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之一，本研究通过建立多目标优化模型，对于黄河流域

2030 年电力行业在面临“水 - 碳”约束下的电源结构发展进行优化研究。

考虑“水 - 碳”约束下的电力行业发展优化研究

研究黄河流域
“水 -能”关系优化 2030 电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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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
“水 -能”矛盾集中且突出2

3  黄河流域电力部门虚拟水转移及 2030 年电源结构优化研究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人均用电数据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各国人均用电量与其发展水平显著相

关（图 2.1）。

在过去的 70 年里，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 40 年里，超过 8.5 亿的人口脱离

了贫困。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在全世界占比从 1978 年的 1.5% 增长到了

2019 年的超过 16%（国家统计局，2020）。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是电力消费的迅速增长。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电力消费增长了近五倍，

从 2000 年的 1,347 太瓦时增长到 2017 年的 6,482 太瓦时（国家统计局，2020），并取代美国成为了全球

最大的电力消费国和生产国。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中国的人均电力消费量仅 4,663 千瓦时，远低于很多

发达国家的人均电力消费水平。例如 OECD 国家的平均人均电力消费量将近 8,000 千瓦时，美国的人均电力

消费量更是高达近 13,000 千瓦时。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达 20.10 亿千瓦（图

2.2），全口径发电量为 7,255 亿千瓦时，中国电力装机容量、发电量、电网规模都位列世界第一，电力

工业技术水平也进入了世界先列（图 2.3），长期以来的电力短缺问题得以缓解（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2020）。到 2030 年，中国的用电需求预计将在 2013 年的基础上增加 65%，这意味着电力行业的增长

趋势将在未来几十年间延续（Li et al., 2017)。

电力能源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支柱

图 2.1 社会发展指数和人均用电量的关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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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电力生产近 70% 来源于煤电（国家统计局，2020）。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使用国，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煤电生产和使用国。截止 2018 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19 亿千瓦。其中火电共 11.4

亿千瓦，含煤电 10.1 亿千瓦。从电力生产量来看，虽然近年来新能源发电占比有所提高，煤电占比略有

下降，但仍然稳定在 70% ～ 75% 之间，是中国最主要的电力来源。相关预测指出，在本世纪中叶以前，

煤电在发电领域依旧会占据主导地位。

2000-2019 年中国发电总装机容量及其增速变化

2000-2019 年中国发电总量及其增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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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总装机容量 ( 亿 / 千瓦 ) 增速 %

图 2.3

总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增速 %



电力行业的运行和发展需要大量水资源的投入2.2

2003 年和 2007 年，在法国和美国加州的旱期内，多个火力发电厂遭遇关停或减产（McCall et al., 

2016），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注意到，除了水力发电以外，包括燃煤电厂在内的火力发

电对于水资源的依赖和消耗也十分严重，主要用于冷却等目的。在美国和欧洲，火力发电厂冷却用水分

别占到全社会总取水量的 50% 和 40%（United Nations, 2014）。在中国，电力行业是仅次于农业的第

二大用水行业，年均取水量占全社会总取水量的 10% 左右。

燃煤发电厂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水作为原料输入，例如，煤炭洗选，煤炭运输以及烟气脱硫等，其中

需水量与耗水量最大的环节是冷却。热力电厂发电的原理是通过燃烧一次能源，例如煤炭，将煤炭中的

能量通过锅炉中水蒸气转动涡轮从而转化为电能。但煤电的转化效率一般不超过 40%，多余的热量则需

要被其他介质带走。这种介质通常就是水或者空气。

目前，应用最广的冷却系统主要有三种：闭式冷却（又称冷却塔）、开式冷却（又称直流式冷却）

和空气冷却。在闭式冷却塔中，冷却水通过和空气接触，通过蒸发将多余的能量带走。冷凝后的冷却水

可以被重复使用。直流式冷却系统则直接从河流等水体中取水，用作一次性冷却用水后即排出。空气冷

却系统，顾名思义即采用空气进行冷却，对于水资源的消耗和依赖最小。

其中，直流式冷却系统虽然取水量较大，但 90% 以上的冷却用水都重新排入自然水体，因此耗水量

较小；与之相反，闭式冷却（又称冷却塔）虽然取水量较小，但所取水量在冷却循环过程中消耗程度高，

耗水量较大；空气冷却的用水量虽小，但冷却系统占地面积较大，而且若冷却效率较差，还会导致发电

效率受损。由于中国南北方水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南方丰水地区和沿海地带大多采用直流式冷却技术，

中东部地区主要采用闭式冷却，而北方地区的火电企业由于受到水资源条件的限制和相关政策的要求，

主要采用空气冷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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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的运行和发展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风险2.3

由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的特性，全球有约 40 亿人口每年至少有一个月会面临较为严重的缺水问

题。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可能通过增加温度（从而增加地表水的蒸散量）和降水量的可变性（例如干旱

期的增加和受干旱影响的区域的扩大）来改变水资源的可用性。随着气候变化对水资源量以及时空分布

的改变，加上人均用水量的增长，预计 2050 年全球会有过半人口在不同程度上面临水压力。世界经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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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已经连续九年把水资源短缺列为人类所面临的十大全球性风险之一。

中国的水资源并不丰富。尽管中国的地表水资源总量排名世界第六，但人均占有量仅为全球平均水

平的三分之一，约为 2,100 立方米每人（叶文虎和张勇，2013）。目前 , 中国年平均缺水 400 亿立方米，

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情况，地下水超采面积达 19 万平方千米（国家统计局，2018)。

2011 年，中国发布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机制”——“三条红线”，制定了用水总量、工农业用水效率

和水质改善等红线目标。其中，第一条“红线”将 2015 年、2020 年和 2030 年的取水量上限分别定为 6,350

亿立方米、6,700 亿立方米和 7,000 亿立方米。

中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中国一年内水资源的季节分布受季风气候影响较大。

降水量东南部最高，西北部最低。据估计，北部地区每年平均内部可再生地表水资源总量为 535.5 立方

千米，仅占全国总量的 20%（AQUASTAT，2014）, 但却需要支持中国 37% 的人口和 45% 的农田。中

国 663 个城市中，有 400 多个城市存在常年供水不足的问题，其中 110 个城市属于严重缺水，黄河以

北地区缺水城市最为集中，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山西省、京津冀地区等。北方地区也是中国

能源储备最为集中的地区。山西、陕西和内蒙古是中国煤炭储量最多的三个省份，其煤炭产量占中国煤

炭产量的一半以上，火力发电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而这三个省的水资源量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3%

（Zhang &Anadon，2013）。这种由于地缘因素导致的“水 - 能”禀赋不匹配对当地的能源布局产生了

重要影响。为了降低运输成本，煤炭开采和燃煤发电都在选址于接近煤炭储量的地方进行，然而这些地

方也与缺水地区存在重合。已有研究显示，全国有超过一半的拟建燃煤发电厂都位于水资源紧张的地区（世

界资源研究所，2014）。对煤炭能源的利用为降低煤炭的运输成本，在干旱缺水的时期，燃煤电厂极有

可能由于冷却水不足而造成产能受损。

水资源管理不力对中国的能源发展的阻碍已经有所体现。2004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燃煤电厂

规划建设的要求》，要求缺水地区新建扩建的燃煤电厂采用空冷系统，并鼓励其他地区也采用空冷系统。

该文件还明确提出禁止在缺水地区使用地下水。2008 年，由于项目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数十座拟建煤

制油（CTL）工厂的建设被迫放弃（IEA，2012)。

在未来气候变化条件下，降雨和蒸散发的改变可能导致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产生变化，进而对燃煤电

厂用水保障产生影响。2012 年在 Nature Climate Change 上刊登的文章指出，受 2031 到 2060 年间的

气候变化影响，夏季高温和干旱可能对欧洲和美国的火电厂分别造成 6.3% ～ 19% 和 4.4% ～ 16% 的容

量损失（Van Vliet，2012）。牛津大学史密斯学院的报告（2015）指出，由于中国煤炭资源大多分布在

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超过半数的燃煤发电厂都分布在离煤炭资源较近的、水资源压力较大的区域，

因此，燃煤电厂在中国可能会遭受更为严峻的用水风险。特别是在黄河流域，气候变化导致的河流径流

量的减少有加剧北方部分地区发电行业用水风险的可能（Zheng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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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中国水能矛盾集中的典型区域2.4

黄河流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中国第二大河，黄河流经九个省和自治区。黄

河流域 9 个省份的总人口约 4.2 亿，占中国人口的 30.3%，并创造了 3.38 万亿美元的 GDP，占全国 GDP

的 26.5%。黄河流域内的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和河套灌区是中国农业主产区，粮食和肉类产量约占全

国的三分之一。黄河流域也是中国的“能源盆地”，拥有中国一半的煤炭储量和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

有色金属资源。基于优越的煤炭资源禀赋，黄河流域的火电装机增长迅速，2017 年流域内火电厂数量飙

升至 692 个，火电装机总量扩大到 2003 年的六倍左右（马诗萍和张文忠 , 2020)。

黄河流域还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与黄河三角洲湿地的重要生态走廊，拥有众多重

要的保护区域，如三江源和祁连山。然而，长期以来，黄河流域一直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黄河干流在 1972 年至 1996 年间有 19 年出现了断流。有研究数据显示，目前黄河流域地表水开发利用

率和消耗率已分别达 86% 和 71%，远超流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 ( 图 2.4)。

黄 河 流 域 水 资 源 的 规 划 和 管 理 关 乎 着 中 国 能 源 供 应 与 安 全 保 障 的 整 体 格 局（ 马 诗 萍 和 张 文 忠，

2020），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目前，2013 年中国出台的《做好大型煤电基地开发规划水资源

论证的意见》也提出，煤炭基地发展规划的制定，要全面贯彻和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这也为“以

水定产”的战略提供了政策支持。

2019 年中国各省人均水资源量（立方米每人）图 2.4

（注：黄河流域省份用红色标注，青海、西藏人均水资源量较大，图中隐去，分别为 13130.5 立方米每人、125992 立方米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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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输电加重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压力2.5

中国电力消费和发电所需的自然资源禀赋在空间上是不平衡的。虽然经济相对发达和人口集中的东南

沿海地区用电量较高，但主要的发电资源 ( 包括煤炭资源和水资源等 ) 却远离沿海地区 ( 司政和单葆国，

2012)。为平衡这种空间上的不均衡，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开始搭建一系列大型跨省和跨区域

的电力传输基础设施系统，包括“西电东送”工程。实施“西电东送”是中国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客观

要求，也是变西部地区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措施。根据有关部门规划，

“西电东送”的北部通道负责将来自黄河上游的水电和来自山西、陕西、宁夏和内蒙古等地大型煤电基地的

电力输送到华北和山东等用电负荷较高的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

经过十余年的建设，中国已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庞大的输电系统。2014 年，国家能源局宣布修建 12 条特

高压远距离输电线路，其中 11 条计划用于输送燃煤发电。截止 2018 年 11 月，中国已建成的跨省输电总容

量超过 140 亿瓦时 ( 国家能源局，2018)。

国务院在《2020 年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中强调，长距离传输技术的进步和部署将展现区域间电力贸

易在中国电力行业的作用及其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效果。有研究指出，跨区域电力输送进一步加大了部分富

煤缺水地区的水资源压力，例如山西。自上而下的经济系统数据和投入产出模型计算结果表明，山西省每年

通过对外输电向外输出约 20.88 亿立方米的虚拟水资源（Liao et al., 2018）。中国由下至上的电力传输数据

分析同样强调，电力传输对于送电省份的水资源压力造成的影响正在逐渐加重（Zhang et al., 2017）。进一

步研究指出，全国有九个省份未能于 2015 年达到“三条红线”要求中第二条红线，即关于工业用水效率提供

的目标，其中有四个位于黄河流域内，分别是山西、山东、甘肃和河南（Liao & Ming, 2019）。其中山西省

能源生产的用水量占比最高，是其三条红线分配的工业可用水量的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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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黄河流域内的八个主要省份，即青海、甘肃、宁夏、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和山东。由

于四川省境内黄河流域面积为 1.87 万平方千米，只占全流域的 2.40%，因此本报告不将四川省考虑在内。其

次，本研究不涉及水电站耗水的核算和分析，只聚焦于黄河流域的燃煤电厂。一方面是因为水电站的耗水强度，

即单位发电量的耗水量，受地理位置以及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显著，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目前学界对于多功能

水电站耗水量的归因分析尚存在较大的方法学争议和不确定性。

为探究黄河地区电力行业如何在未来不同的“水 - 碳”约束情景下，实现发电能源结构和各类技术组合

的经济成本最优化，本研究以 2015 年为基准年，以 2030 年为目标年，基于未来不同情景下的碳排放约束和

水资源约束条件，利用不同发电能源结构、发电冷却技术及减排技术组合方式通过线性优化模型进行规划求

解（图 3.1）。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同时考虑碳排放和水资源约束条件，并增加水费成本和碳排放成

本，从三个方面对于黄河流域电力行业的水资源管理展开评估和研究：

本报告通过研究黄河流域内八个主要省份，共计两百五十多个电厂的冷却技术、装机容量和地理位

置信息以及不同电源结构的历史发电量来计算黄河流域内火电部门的历史用水量和耗水量；通过自下而

上的方法，基于跨省电力传输的历史数据，核算黄河流域通过输电转移出口的虚拟水量，并讨论输电隐

含虚拟水对于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压力的影响；

电力部门对于水资源的使用和影响

基于不同碳排放情景下的 H08 水文模型所模拟的河流中可得水资源量，评估黄河流域内电厂在当下

以及 2030 年气候变化下可能面临的用水短缺的风险；

电力部门对于水资源的依赖性和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风险

以 2015 年为基准年，以 2030 年为目标年，基于黄河流域电网在未来不同情景下的碳排放约束和水

资源约束条件，利用不同发电能源结构、发电冷却技术及减排技术组合方式进行优化求解。在以往研究

的基础上，同时考虑碳排放和水资源约束条件，并增加了水费成本和碳排放成本。( 对各模块相关数据的

具体计算原理与方法的详细描述参见附录 III。)

水资源的使用量由耗水量与取水量两部分构成。用水企业从江河湖海等自然水体中取用的水量称为

取水量。取水量减去排水量，即为耗水量。由于火电企业取水后所排入河道中的水可以被下游用水户（包

括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等）继续使用，因此对于单个火电厂的运行而言，用水短缺的风险强度的判定

主要基于取水量的需求。而在评估未来电力行业规划时，则会基于火电部门在叠加了水资源约束条件下

的耗水强度进行计算。

在“水 - 碳”约束下优化黄河流域电力行业 2030 年电源结构

1

2

3



研究框架和主要技术路线

黄河流域电力部门对水资源的使

用和虚拟水转移

• 黄河流域八个主要省份的煤电
厂地理位置 , 装机容量和冷却技
术信息

• 黄河流域八个主要省份的年发
电量

• 黄河流域八个主要省份对外输
电数据

• 模型 - 根据火电厂不同发电和冷
却技术的用水强度信息以及发
电量构建自下而上的计算模型

黄河流域电力部门对水资源的依

赖和水风险评价

水碳约束下 2030 年黄河流域电力

部门的电源结构优化

• 高时空尺度下地表水资源可得
量

• 不同的气候变化以及火电企业
运行情景设置

• 模型 - H08 水文水资源模型。该
模型主要包括 5 个基础的模块：

① 地标径流模块 ( 通过降雨等

气候输入估计地表水可得量 )

② 河流路径模块 ( 通过数字河

流网络模拟水资源的流动 )

③ 粮食生长模块 ( 用以估计农

业灌溉用水的需求 )

④ 用水需求模块 ( 核算农业和

市政用水 )

⑤ 水库运行模块

• 不同发电技术，冷却技术和减
排技术的成本，碳排放强度和
用水强度

• 不同约束条件（水约束，碳中
和和碳达峰）情景设置

• 模型 - 电力部门电源结构发展成
本最小化的多目标优化模型。
本研究以 2015 年为基准年，以
2030 年为目标年，基于黄河流
域八省未来不同情景下的碳排
放和水资源约束条件，利用不
同发电能源结构，发电冷却技
术及减排技术组合方式进行优
化求解，并增加了水费成本和
碳价情景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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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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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分析与讨论



黄河流域各省电力部门对水资源的影响4.1

2010 年至 2015 年间，黄河流域内八省火力发电取水量和耗水量都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火电部门

运行发展和水资源节约保护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图 4.1）。总体来看，黄河流域八省火力发电的年取水

量由 2010 年的 92.65 亿立方米上升至 2015 年的 133.13 亿立方米，五年复合增速达 7.52%；而年耗水

量则由 2010 年的 89.95 亿立方米增至 2015 年的 132.27 亿立方米，五年复合增速达 8.02%。

分区域来看，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山东省三省的火力发电取水量和耗水量增长最快，

从 2010 至 2015 年，三省火电取水量五年复合增速分别为 13.00%、8.98% 和 8.43%。火电部门取水量

和耗水量的增长主要是由火力发电量的增加引起的。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地区用电需求不断提高，

电力部门的发展带动了整体发电用水量的持续增长。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2010 年至 2015 年该省火

力发电量从 551.36 亿千瓦时上升至 1,015.83 亿千瓦时，在实现发电量翻番的同时也加剧了水资源短缺、

水污染等水资源问题。

2010 ～ 2015 年黄河流域八省火力发电年用水量变化（亿立方米）

（注：图中数字指代各省 2015 年火电用水水平；各省颜色代表其缺水系数，具体数值见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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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通过进一步比较 2015 年黄河流域八省火力发电部门取水量和 2015 年该省水资源可得量可发现：黄

河流域八省 2015 年火力发电部门取水量共计达到 133 亿立方米，占据全流域八省水资源保有量的 6.10%。

尽管各省火电部门取水量小于各自的水资源可得量，却也仍为各省水资源利用带来了严峻的压力（图

4.2）。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南省火力发电总取水量最大，2015 年该三省火力发电取水量分别达

到 68.40 亿 立 方 米、29.82 亿 立 方 米 和 17.03 亿 立 方 米， 分 别 占 据 八 省 总 火 力 发 电 取 水 量 的 51.38%、

22.40% 和 12.97%。其中，由于山东省有较多的直流式冷却系统，全年火力发电取水量达到全省水资源

量的 40.62%。青海省和甘肃省火电部门年用水量相对较小，分别为 0.14 亿立方米和 1.15 亿立方米，仅

占其自身水资源保有总量的 0.02% 和 0.70%，占全流域火电用水量的 0.11% 和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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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火电部门对外虚拟水转移4.2

除了生产流域内各省所需的用电量，由于黄河流域煤炭资源的富集，黄河流域内的山西、陕西、甘肃等

省也大量通过火力发电向其他省份输出大量虚拟水，进一步加剧当地“水 - 能”矛盾。基于 2015 年各省发电

的平均取水系数，本报告核算了各省跨省输电导致的电力虚拟水流动（图 4.3）。

整体来看，2015 年黄河流域八省通过电力输送向中国其他省份输送了 5.63 亿立方米的虚拟水资源，净

流出 1.19 亿立方米的虚拟水。在整体水资源保有量有限的情况下，电力部门的虚拟水流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

了这些省份的水资源短缺风险。 

2015 年黄河流域八省火电年取水量和该省当年可用水资源量对比（亿立方米）图 4.2



（注：仅显示流量超过 0.05 亿立方米的虚拟水流动，左侧表示黄河流域八省外地区向黄河流域八省的虚拟水流入，右侧表示黄河流域八
省的虚拟水流出）

黄河流域八省电力运输虚拟水流量（亿立方米）图 8

黄河流域八省中，内蒙古自治区煤电厂数量最为众多，除保障自身电力供给之外，还为周边地区提

供了大量的电力来源。而电力部门的虚拟水伴随着电力供给流出，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缺水风险。2015 年

内蒙古自治区为他省提供的电力导致了电力部门共计 3.59 亿立方米的虚拟水净流出。内蒙古自治区 2015

年供电量前三的省份分别是北京市、辽宁省和河北省。根据计算，2015 年内蒙古自治区为这三个地区提

供的电力分别导致了 1.15 亿立方米、0.97 亿立方米和 0.66 亿立方米的虚拟水净流出。另外，山西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和陕西省与外省的电力交流过程也导致了电力部门虚拟水流出，这四个省份电

力部门虚拟水净流出量分别为 0.60 亿立方米、0.45 亿立方米、0.24 亿立方米和 0.13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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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火电部门的用水风险4.3

本报告引入了 H08 水文模型来测算发电厂尺度的水资源可得量，并将水资源可得量与电力部门用水量

比较，揭示每个发电厂的缺水风险。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气候变化情景和发电情景下，一到十二月份之间

黄河流域火电部门的缺水风险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在 4 月份达到最大。

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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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发电小时数下，黄河流域八省火力发电部门面临缺水风险的装机容量在 4 月份时合计达到

126,604 兆瓦，占八省总发电装机容量的 39.33%。而 7 至 9 月的占比则低于 10%。缺水风险季节性差异明

显的主要原因有：（1）受季风的影响，黄河流域冬季和春季可用的水资源量较少；（2）由于冬、春两季黄

河流域地区家庭供暖需求较高，用电量和发电用水量也相应较高。鉴于此，本报告选择 4 月份作为背景条件，

在不同气候变化和发电情景下对于黄河流域内火力发电厂面临的缺水风险展开具体讨论和分析 ( 图 4.4 )。

在不同的气候变化情景下，由于降雨增多，黄河流域内火力发电厂的水资源可得量普遍增加，发电

缺水风险皆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若不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相较而言，山东、河南、甘肃三省火

电部门面临的缺水可能性更大，分别有 55,318 兆瓦、7,470 兆瓦和 30,750 兆瓦的火力发电装机容量面临

缺水的风险（现行发电小时数下），分别占全省总火力发电装机容量的 80.61%、44.60% 和 44.57%。

另外，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火电部门面临的缺水风险也不容小觑，此三省区面

临缺水风险的火力发电装机容量分别占全省区总火力发电装机容量的 27.39%、24.30% 和 23.30%。八省

中仅有陕西省的火电部门发电可用水资源量较为丰富，暂无缺水风险。若维持现行发电小时数，在低温

室气体排放和高温室气体排放的不同情景下，黄河流域八省分别共计有 68,855 兆瓦和 63,430 兆瓦的火

力发电装机容量面临缺水的风险，分别占总火力发电装机容量的 21.39% 和 19.71%。分省份来看，火力

发电装机缺水风险最高的山东省在高、低排放情景下分别有 46,223 兆瓦和 43,098 兆瓦的火力发电装机

容量面临缺水的风险，占全省火力发电总装机容量的 67.35% 和 62.80%，相较现状有较为明显的改善。

由于气候变化所带来降雨等的增加，黄河流域下游的火力发电部门所面临的用水短缺的风险均有所降低。

但在维持现行发电小时数不变的条件下，山东省、河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在高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

分别有 43,098 兆瓦、16,430 兆瓦和 1,200 兆瓦的火力发电装机容量面临用水短缺的风险，分别比低排放

情景下面临用水短缺风险的火力发电装机容量降低了 3,125 兆瓦、1,900 兆瓦和 400 兆瓦。在相同的气候

变化情景下，若提高或降低火电企业的发电运行小时数，电力部门所面临的用水短缺风险也相应地得到

加剧或减缓。

在技术更新的情景设定下，即黄河流域所有直流式和冷却塔冷却系统均更改为空气冷却系统，黄河

流域八省面临缺水风险的火力发电设施的数量明显减少。在 4 月份有约 75,470 兆瓦的火力发电设施的用

水量面临缺水风险，占八省总火力发电设施装机容量的 23.45%，相较现状的 39.33% 有了明显降低。其中，

山东省火电部门在此情景下的缺水风险下降尤其明显，而河南省火电部门的缺水状况却未能在技术革新

的帮助下实现改善。数据显示，届时河南省内将有 30,240 兆瓦的火力发电装机容量面临缺水风险，占全

省总火力发电装机容量的 43.83%，风险程度高居流域内省份之首。由此可见，对于河南省而言，光进行

技术革新已经不足以解决当地的“水 - 能”矛盾，需加快当地能源结构转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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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景下黄河流域八省火力发电厂 4 月火力发电用水量（10^6m³）及缺水风险图示

a. 现状 b. 现行发电小时数

（低碳排放情景）

（注：蓝色圆圈代表该发电厂无缺水风险，红色圆圈代表该发电厂存在缺水风险，圆圈大小指代发电厂当月用水量；各省颜色代表其缺水
系数，具体数值见图例）

图 8图 4.4

c. 现行发电小时数

（高碳排放情景）

d. 提 高 发 电 小 时 数

（低碳排放情景）

g. 降低发电小时数

（低碳排放情景）

e. 提 高 发 电 小 时 数

（高碳排放情景）

h. 降 低 发 电 小 时 数

（高碳排放情景）

f. 采用空气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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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根 据 人 口 和 GDP 的 增 长 趋 势 预 计， 到 2030 年， 黄 河 流 域 内 八 个 省 除 水 电 外 的 总 发 电 量 将 达 到

33,322 亿千瓦时，较 2015 年增长了 86.72%。2015 年，黄河流域八个省的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为 6.34%，

在 2030 年“碳达峰”、碳交易和水资源约束情景下，非化石能源的占比需达到了 12.68%，在满足水资

源约束前提且达到最小碳排放量情景下，非化石能源占比需上升至 19.15%( 图 4.5 ) 。

总体而言，随着电力需求不断增长，八省的各项发电技术规模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值得注意

的是，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由于建设与运行成本高昂、用水量较大，故其规模仅在单一“碳达峰”

情景下有所增长，一旦将水资源约束纳入考量，增长就无法实现。由此可见，该技术规模的增长条件过

于理想化，预计到 2030 年也很难在黄河流域内进一步应用推广 。

水碳约束下 2030 年黄河流域电力系统电源结构的优化研究

不同约束情景下发电技术的配置方案（单位：亿千瓦时）图 8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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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中和”情景下，发电技术进一步向清洁高效的方向倾斜（包括超临界、超临界 +CCS、整体煤

气化联合循环（IGCC）、IGCC+CCS、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图 4.6）。超临界煤

电直流水冷、IGCC 和天然气联合循环（NGCC）直流水冷发电量分别从 2015 年的 1,042 亿千瓦时、110

亿千瓦时和 46 亿千瓦时，上升至 2030 年的 1,941 亿千瓦时、3,900 亿千瓦时和 946 亿千瓦时。此外，

太阳能、风能发电量相比 2015 年基准情景也有较大增长，分别从 2015 年的 251 亿千瓦时和 881 亿千瓦

时增长到 2030 年的 2,908 亿千瓦时和 2,681 亿千瓦时。

核电直流水冷和生物质循环水冷两大技术更是实现了“零”的突破，分别在 2030 年达到 525 亿千

瓦时和 225 亿千瓦时的规模。这表明，在仅有碳排放约束的条件下，黄河流域八省只要在经济成本最小

化的优化目标下调整当前发电结构，推进电力技术革新，就能使该地区的发电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

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具体而言，由于“碳达峰”约束弱于“碳中和”约束，有更多的二

氧化碳排放空间来包容成本相对较低的煤电技术。在碳排放量控制更加严格的“碳中和”约束下，碳排

放低但发电成本相对较高的发电方式将获得更多发展空间。

单一碳约束情景下发电技术的组合（单位：亿 kWh）图 8图 4.6

碳中和

碳达峰

2015 基准年



在水资源约束情景下，采用空气冷却方式的亚临界和超临界煤电机组的发电量分别由 2015 年的 2,712

亿千瓦时和 1,104 亿千瓦时增加至 2030 年的 5,520 亿千瓦时和 7,079 亿千瓦时，二者在燃煤发电中的总

占比也由 2015 年的 23.50% 提升至 2030 年的 50.35%。受到水资源用水量的严格限制，黄河流域八省循

环冷却技术和直流冷却技术的发展严重受限，2030 年的发电量较 2015 年无明显变化但 IGCC 的发电量却

从 2015 年的 110 亿千瓦时增加至 2030 年的 2,811 亿千瓦时（但仍少于碳排放约束情景下的 3,900 亿千

瓦时）。

同时，采用空气冷却技术的天然气发电、核电和生物质发电机组的发电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采用空气冷却技术的天然气发电、核电和生物质发电机组的发电量分别从 2015 年的 79 亿千瓦时、0 亿

千瓦时、0 亿千瓦时增长至 2030 年的 979 亿千瓦时、525 亿千瓦时和 225 亿千瓦时。太阳能发电量由

2015 年的 251 亿千瓦时增加至 2030 年的 794 亿千瓦时，增加了 217%。风电发电量也由 2015 年的 881

亿千瓦时增加至 2030 年的 2,681 亿千瓦时，增长了 204%。由于发电成本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资源量的

限制，在此情景下，煤电仍在黄河流域八省发电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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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约束情景下发电技术的组合（单位：亿 kWh）图 8图 4.7

水约束

2015 基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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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 2030 年黄河流域发电规划所用技术进行选择时，“水 - 碳”约束的作用就突显出来。在水资源

约束的基础上增加碳排放约束时，“碳达峰”约束和水资源约束能同时满足，但“碳中和”约束和水资

源约束则无法同时满足。

在有“碳达峰”约束的“水 - 碳”约束、有“碳达峰”且实施碳交易的“水 - 碳”约束和没有碳交易

的水资源约束三种情景之下，发电技术组合相同，这说明“碳达峰”约束仍赋予了发电结构较多的二氧

化碳排放空间，该约束和在此基础上叠加的碳交易约束对于黄河流域八省发电技术选择的影响不如水资

源约束明显。而较强的碳排放与水资源约束对黄河流域八省的发电结构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测算，

在水资源约束下最小的碳排放量约为 19.60 亿吨，比“碳中和”所要求的 16.33 亿吨超出 20.05%。中国

目前的发电结构建设无法同时满足“碳中和”约束和水资源约束。

在水资源约束情景下，逐步叠加“碳达峰”约束和碳交易约束，黄河流域八省的发电技术组合并未

发生变化，空气冷却仍为黄河流域八省发电的主要冷却方式，各发电技术发电量和仅有水资源约束的情

景完全一致（图 4.7）。这说明，当前碳交易市场的碳价（50 元 / 吨）对黄河流域八省电力行业结构调整

的影响并不明显，碳价并不会显著减少黄河流域八省的二氧化碳排放。

相对而言，水资源约束比碳交易约束对黄河流域八省电力技术发展的影响更大。为进一步探究碳交

易对黄河流域八省发电结构调整的影响，本研究通过调整碳价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当碳交易市场

的碳价达到约 300 元 / 吨时，碳排放成本将会对黄河流域八省的发电结构产生明显影响，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提高碳价，才能更显性地发挥碳排放成本对黄河流域八省发电结构的优化作用。测算数据显示，此

类发电结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22.72 亿吨。

和单一“碳中和”约束相比，在“碳中和”和水资源双重约束下的电力结构冷却方式主要由 CCS 直

流水冷转变为一般直流水冷，由一般直流水冷转变为空气冷却。具体而言，超临界煤电 CCS 直流水冷、

天然气 NGCC、CCS 直流水冷和核电直流水冷发电量和单一“碳中和”情景下相比有所缩减，都停滞于

2015 年的规模水平（图 4.8）。天然气 NGCC 空冷、核电空冷、生物质发电空冷发电量则实现大幅提升，

分别从 2015 年的 79 亿千瓦时、0 千瓦时和 0 千瓦时增加至 2030 年的 979 亿千瓦时、525 亿千瓦时和

225 亿千瓦时；超临界煤电直流水冷的发电量也大幅增加，从单一“碳中和”约束下的 1941 亿千瓦时增

加到 2030 年的 6,232 亿千瓦时。此外，和单一“碳中和”约束情景类似，IGCC、太阳能发电和风电发电

技术有均较大增幅。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优化模型根据地区资源限制和历史情况对于各类发电技术的

年建设速度上限的设置，“碳中和”约束和水资源约束无法被同时满足。



要想在水资源约束下追求碳排放量最小化，黄河流域八省需要同时将发电方式的耗水量和碳排放量

纳入考量，发展高新技术，经济成本也会相应上升 ( 图 4.9 )。

23  黄河流域电力部门虚拟水转移及 2030 年电源结构优化研究
23  黄河流域电力部门虚拟水转移及 2030 年电源结构优化研究

水约束下最小化碳排放量发电技术的组合（单位：亿千瓦时）图 8图 4.8

各情景下碳排放量、用水量和经济成本图 8图 4.9

水约束下最小化碳排放

2015 基准年

经济成本（亿元）

碳排放量（亿吨）

水消耗量（亿吨）



在单一“碳达峰”情景下，碳排放量为 22.61 亿吨，距离“碳达峰”限额 28.68 亿吨尚有一定空间，

经济成本为 4.17 万亿元，此时耗水量为 42.30 亿吨。在水资源约束情景下，耗水量达到限额 32.16 亿吨，

经济成本为 5.01 万亿元，此时碳排放量为 22.72 亿吨，距离“碳达峰”限额 28.68 亿吨仍有一定空间。因此，

在“碳达峰”和水资源约束的双重约束情景下，发电结构、经济成本、耗水量和碳排放量均和单一水资源

约束情景下相同。在此基础上继续叠加碳排放约束，发电结构、耗水量和碳排放量依然不变，但经济成本

将上升至 5.13 万亿元。另外，“碳中和”约束是一个更强的碳约束，在碳排放量达到限额 16.33 亿吨的同时，

经济成本和耗水量也分别升至 6.22 万亿元和 49.16 亿吨。最后，在满足水资源约束情景时，以降低碳排放

为第一目标，降低经济成本为第二目标进行约束，碳排放最多可从 22.61 亿吨降至 19.60 亿吨，但经济成

本也会从 5.01 万亿元升至 5.92 万亿元。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若想达到严格的碳排放标准，水资源的作用至关重要。碳排放达到“碳中和”目

标和水资源消耗达到国务院“三条红线”限制标准，这两个目标无法同时实现，发电结构亟需调整。

由于发电厂建设的长期性和资本密集性，发电方案的选择将会对电力行业产生持久的影响。在选择发

电技术时，提高污染小、碳排少且更节水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黄河流域内地区缓解“水 -

能”危机。然而，从近、中期来看，鉴于经济成本、系统可靠性等方面因素的考量，燃煤发电继续作为黄

河流域八省乃至中国电源结构主干的可能性依旧较大。提升可再生能源使用占比，对于加快实现低碳转型

至关重要，其技术的应用发展应得到更多的空间与政策支持，尤其是在黄河流域八省这样的干旱缺水地区。

与此同时，黄河流域内的各地的规划和审批部门也应对“水 - 能”危机保持高度警惕，停止批准新建煤电厂，

对已投建的煤电项目进行空冷技术的升级，严格落实“以水定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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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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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随着黄河流域内各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地

区的用电需求不断攀升，也相应导致了发电部门用水量的持续增长。

从 2010 至 2015 年，黄河流域八省火电行业的用水总量和耗水总量分别从 92.65 亿立方米和 89.95

亿立方米增至 133.13 亿立方米和 132.27 亿立方米，6.10% 的总水资源使用量消耗于满足火电部门的发

电冷却等用水需求。2015 年黄河流域八省通过电力输送向中国其他省份输送了 5.63 亿立方米的虚拟水资

源，在整体水资源保有量有限的情况下，电力部门的虚拟水流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些省份的水资源

短缺风险。

黄河流域发电用水逐年增加，对流域稀缺水资源的影响日趋严重

5.2 黄河流域火力发电面临严峻的用水短缺的风险

在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黄河流域的降水量有增加趋势，八省火电厂面临的用水短缺风险可

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由于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电力需求量随季节变化，一年中 4 月份的缺水风险最大。在现行发电小时

数下，4 月份黄河流域八省火力发电部门面临缺水风险的火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126,604 兆瓦，占八省总

火电装机容量的 39.33%。但若增加火力发电厂的利用率，则仍有可能加大火电厂缺水风险。

本报告研究指出，通过改变火电厂的冷却技术，更多地使用较低依赖水资源投入的空气冷却技术可

以将整个流域面临缺水风险的火电装机容量在 4 月的比例降低至 23.45%。由于跨区域和跨流域输电的存

在，用水短缺的风险不仅会影响黄河流域内火电厂的生产，也会冲击河北、北京和辽宁等接收外省输送

电量的省份的电力供给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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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研究结果显示，黄河流域八省只要在经济成本最小化的优化目标下调整当前的发电结构和促进电力

技术的进步，就能使该地区目标年内的发电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中国自主贡献计划提出的 2030 年的

碳减排目标，即满足“碳达峰”的约束，而无需再额外对发电结构进行较大的调整或对传统的煤电、气

电加装额外的减排装置。相较于“碳达峰”约束，黄河流域八省用水量的约束则会对黄河流域八省的发

电结构产生更大的影响，为了满足“三条红线”政策对黄河地区总用水量的限制，黄河流域八省必须在

现有发电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优化调整，才能进一步减少火电行业的用水量，从而达到水资源约束的要求。

但是，当二氧化碳排放约束设定更为严格时，即为达到 2060 年“碳中和”目标到 2030 年全国碳排

放控制在 104.60 亿吨时，二氧化碳约束将会对黄河流域八省的电力结构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水资源约

束和“碳中和”约束将难以在现行政策路线下被同时满足。黄河流域各省需要在推进可再生技术和储能

技术改进的同时，加快其电力行业转型能够同时实现节水减碳效益的可再生能源，例如风能和太阳能。

同时需要加快水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通过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水权市场的建立、水资源费改税等

革新的推进，确保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得到实施。

碳中和和水资源约束的目标难以同时实现，黄河流域电力行业
发展需要更有力的结构优化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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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火电厂用水量核算

其中，A 和 C 分别代表电力部门用水量和耗水量；E 代表发电量；a 和 c 分别代表发电用水强度系数和发电耗

水强度系数。

由于用水强度系数 a 和消费水强度系数 c 会随着冷却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公式（I-1）和公式（I-2）又

可以具体被表达为下式：

在电力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用水量可以分为用水量和耗水量两个概念。本研究采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根据不

同发电技术和冷却技术组合的取水量、用水量强度数据和发电量数据核算黄河流域火力发电厂发电所需的水资源用

量，这种方法在前人的研究中也被广泛应用 (Liao et al., 2016)。

其中，m 代表火力发电厂的冷却方式，具体包括：空气冷却、循环冷却和直流冷却；k 代表冷却方式的数量。

尽管煤电厂和天然气电厂贡献了中国 95% 的火力发电量，本研究在考虑火力发电厂时仅单独考虑煤电厂，原因

主要有二：一是未能成功调研到关于中国天然气发电厂的具体信息；二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指出，中国的天然气

发电厂的发电量在所有火力发电量中占比小于 4%。另外，本研究也排除了位于海岸线附近的发电厂，因为这些发电

厂更有可能使用海水进行冷却处理，同时不太可能面临冷却水资源不足的风险。因此本研究集中于火电厂对于淡水

资源的使用和依赖。

基于现有的数据，本研究通过情景设定进一步估算黄河流域火力发电厂未来的发电装机容量的建设。由于中国

政府和地方政府没有发布针对发电厂发电能力具体的未来规划，本研究设定了简单的三类情景，来估计黄河流域未

来火力发电厂用耗水量的变化：①提高发电小时数情景：假设未来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用电需求增加，而不新增火

力发电厂，新增的需求由现有火力发电厂提供，每个火力发电厂的发电小时数提高到现有水平的 140%；②降低发电

小时数情景：假设未来新能源发展迅速，传统火力发电厂逐步被淘汰，每个火力发电厂的发电小时数降低到现有水

平的 60%；③技术更新情景：假设未来火力发电厂的冷却技术发生改变，黄河流域八省的火力发电厂的冷却方式由

循环冷却转变成空气冷却。在这三种情境下，本研究沿用了前述自下而上的方式核算了黄河流域火力发电厂的用水

量和耗水量。

A=E*a        

   A=                                   (I-3)

C=E*c         

附录 I   黄河流域火力发电厂用水量及虚拟水输出量的核算

C=                                   (I-4)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I-1）
（I-2）



基于上述计算结果，本研究进一步计算了黄河流域八省电力跨省传输导致的虚拟水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探究

电力传输引起的虚拟水流动是否加剧了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压力。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i 省电力出口过程中，隐含虚拟水出口（EX   , 亿立方米）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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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火电厂虚拟水输出核算

j

其中，EX 代表 i 省电力出口隐含的虚拟水，VWX 代表该省出口的电量，gi 代表 i 省的平均发电耗水量。
类似的，i 省从 j 省进口电力的虚拟水进口（EM   ，亿立方米）计算如下：

其中，EM 代表 i 省电力进口隐含的虚拟水，VWM 代表该省从 j 省进口的电量，g  代表 j 省的平均发电耗水量。

从而，针对本研究所探究的电力跨省传输引起的虚拟水流动，i 省的虚拟水净流出（EB  亿立方米）可用以下公

式表示 :

其中，EB 代表 i 省电力跨省传输引起的虚拟水净流出，m 代表 i 省向外输电的省份个数，l 代表 i 省接受外来电力的

省份个数。若 EB 为负，则该省为电力运输虚拟水净进口省。

EX  = VWX  * g     

i

i i i

j
i

EM  = VWM  * g         

EB  = ∑  EX  - ∑  EM     

i i j

j

i m
j j

li i

我们收集了黄河流域 251 台燃煤发电机组的发电能力和冷却技术数据。数据来源主要包括：碳排放监测行动

（Carbon Monitoring for Action &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015），世界发电厂数据库 (World 

Electric Power Plant Data Base, Utiity Data Institute, & Platts Energy InforStore, 2015), 全球煤电厂跟踪

（Global Coal Plant Tracker & Global Energy Monitor, 2017）和 Enipedia 数据库（Davis et al., 2015）。

对于发电厂冷却技术的判别，本研究通过谷歌地球图像来识别单个电厂的冷却技术。闭环冷却塔可以在谷歌地

图中直观识别。假设没闭环有冷却塔但靠近水体的发电厂配备直流冷却系统或空气冷却系统。将获取的数据与现有

信息以及单个电厂的网站信息进行交叉检查。虽然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表了一些电厂的用水强度报告 ( 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2013a;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13b)，但耗水强度相关信息仍然缺失。Zhang 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

中国 290 个燃煤电厂的平均用耗水强度值与美国燃煤电厂的中值具有可比性（Zhang et al., 2017）。因此，为了

实现一致性，本次研究使用了 Macknick 等人的研究中不同冷却技术的发电用耗水强度的中值（Macknick et al., 

2012）。在核算黄河流域各省电力部门用耗水量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计算电力跨省传输所引

起的虚拟水流动量。电力跨省流动的数据来源于《2015 年电力工业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统计

与数据中心，2016）。

IC 数据来源

i

（I-5）

（I-6）

（I-7）



基于 H08 模型，本研究模拟了本世纪 30 年代 (2015 ～ 2045 年 ) 中国未来的河流流量。本研究使用了跨部门影

响模型相互比较项目（ISI-MIP）提供的 5 个通用环流模型（GCMs）的偏校正气象数据：HadGEM2-ES、GFDL-

ESM2M、IPSL-CM2A-LR、MIROCESM-CHEM 和 NorESM1-M（Hempel et al., 2013）。

全球气候模式是目前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研究气候变化及其响应的主要工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

五次评估报告（IPCC AR5）基于 CMIP5（第五阶段全球耦合模式比较计划）对多个全球气候模式开展了从模式

评判到未来气候预估的研究，并为开展高分辨率区域性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源数据。此外 ,CMIP5 在 CMIP3( 第三

阶段全球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的基础上引入了新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RCPs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代表性浓度路径情景），RCPs 情景包括 4 个情景，这些情景纳入了气候政策对温室气体及气溶胶排放

的影响，并优化了生物物理及海陆气交换过程 ( 董思言和高学杰，2014; 梁玉莲和延晓冬，2016; Meinshausen et 

al., 2011)。其中，RCP8.5 为 CO2 排放的高排放路径，RCP6 和 RCP4.5 都为中间稳定路径，RCP2.6 对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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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A 火力发电厂水资源可得量的计算

IIB 火电厂虚拟水输出核算

本研究使用了 H08 水文模型来估计黄河流域各个火力发电厂的水资源可得量。每个火力发电厂水资源可得量等

于电厂附近自然河流流量减去农业和城市用水所需水资源量。H08 模型具体求解了 0.5° x 0.5°分辨率下地表能源和

水文的平衡。该模型估计的网格日径流通过代表实际河流的数字河流网络进行流动。在流动过程中，水资源被抽取用

于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并在主要的人工水库进行调节，由此H08模型能够反映河道和用水情况的变化（Hanasaki 

et al., 2008a; Hanasaki et al., 2008b）。

H08 模型主要包括 5 个基础的模块，分别是①地表模块，该模块考虑包括蒸发量、土地湿度、地表径流等在内

的水文变量，主要计算地表层面能源和水资源平衡状态；②河流路径模块，该模块包含数字河流网络，由模型估计

的网格日径流会通过该模块内的数字河流网络流动模拟水资源的变化情况；③粮食生长模块，该模块主要估计农业

灌溉用水的需求；④用水需求模块，主要核算农业和国内用水对水资源的需求；⑤水库模块，主要考虑水库的蓄水

运转过程。

本研究对于黄河流域八个省份火力发电厂水资源可得量的模拟是使用 Weedon 等人的日网格化全球气候数据在

0.5 度 ×0.5 度的空间分辨率上进行的。该数据集涵盖地面压力、降雨、降雪量、风速、长波向下辐射、短波向下辐射、

相对湿度和空气温度等环境数据（Weedon et al., 2014）。本研究基于每日的估算，进一步呈现每月的平均结果并

进行深入分析。

与其他大规模全球性的研究一样，本报告采用了基于参数空间的结构化采样的校准方法，使用物理上合理的参

数范围（Masood et al., 2015），对水文模型进行进一步校准，我们采用的校准办法与 Hanasaki 等人采用的校准

办法一致。我们使用了以观测到的地表属性为条件的参数值，结合水文模型中黄河流域的地表模块、河流径流模块

以及组合土壤深度 (SD), 阻力系数 (CD)、地下径流形状参数γ和时间常数τ的水文条件参数空间进行校准（Hanasaki 

et al., 2008a; Hanasaki et al., 2008b）。

附录 II   黄河流域火力发电厂用水风险的评估



的影响最小。本研究在 RCPs 中选择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排放情景 : RCP2.6 和 RCP8.5，分别作为低温室气体排

放情景和高温室气体排放情景。我们选择这两种情景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范围最广的气候变化预测结果。

基于 2.1 和 2.2 部分火力发电厂的取水需求量和水资源可得量的计算，本研究定义如果发电厂的用水量大于发

电厂的水资源可得量，则认为电厂面临用水短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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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C 黄河流域火力发电厂用水短缺的风险识别



·决策变量

本模型的非负决策变量是黄河流域电网规划周期内（2030 年）各种发电技术组合的装机容量 CAPg（年末值）

及发电量 Eg 。发电技术组合指的是各类型的电源结构（煤电、天然气发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

与不同的冷却技术（空气冷却、循环冷却、直流冷却）及其他减排技术（如 CCS 等）的组合。如天然气发电可以和

空气冷却技术、循环冷却技术、直流冷却技术三种冷却方式以及 CCS 等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形成 6 种不同的发电技

术组合。同时，基于本模型得出的决策变量的优化结果，可以进一步地推算出我们感兴趣的其他数据的输出结果，如

能源消耗量、碳排放量、用水量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过往研究中，水力发电的具体发电用水量一般无法进行合理的估计。考虑到黄河流域存

在季节性缺水的情况，水电在当地也并无大规模扩张的趋势。一般情况下，水力发电机组的运行年限大约为 50 年，

预计到 2030 年，当前正在运行的水电机组并未淘汰。故为了简便计算，本研究假设目标年内黄河电网的水电装机容

量与发电量与现行情况一致，暂不考虑水力发电机组的新增装机机组情况，暂不将水电纳入优化模型之中。在计算黄

河电网发电量时，将需要满足用电需求的发电量减去黄河电网近 5 年水电发电量平均值，即可得黄河电网除水电外的

总发电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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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A 模型构建
·约束情景设置

线性优化模型是研究线性约束条件下线性目标函数的极值问题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可以为合理利用资源做出最

优决策。发电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用水量会受到多个因素的相互影响，如发电结构、冷却技术和减排技术等。为

探究黄河地区电力行业如何在未来不同的“水 - 碳”约束情景下，实现发电能源结构和各类技术组合的经济成本最优

化，本研究以 2015 年为基准年，以 2030 年为目标年，基于未来不同情景下的碳排放约束和水资源约束条件，利用

不同发电能源结构、发电冷却技术及减排技术组合方式进行规划求解。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同时考虑了碳排

放和水资源约束条件，并增加了水费成本和碳排放成本。

模型由输入数据、目标函数、约束条件和输出数据四个模块构成：

（1）输入数据：主要包括电力需求预测数据、基准年电力部门参数、发电经济技术参数、可开发资源量参数、

CCS 技术参数、燃料参数、节水减排情景数据等；

（2）目标函数：目标年内（2030 年）黄河电网电力系统的经济总成本最小，经济总成本包含总固定运营成本、

总可变运营成本、总燃料成本、总投资建设成本、水费成本和碳排放成本；

（3）约束条件：主要包括二氧化碳排放约束、水资源约束、发电量约束、电源结构约束、年建设速度约束等；

（4）输出数据：不同约束情景下各种发电技术组合的装机容量、发电量、成本、燃料消耗量、碳排放量、用水

量等。

在本模型中，发电技术组合指的是各类型的电源结构与不同的冷却技术及其他减排技术的组合。在发电能源结

构和技术组合方面，本研究考虑的发电方式包括：煤电（分为亚临界机组和超临界机组）、气电、核电、太阳能、风

能和生物质能；冷却方式包括：空气冷却、循环冷却和直流冷却；另外还考虑 IGCC、NGCC 与 CCS 等的组合情况，

结合现实应用情况和可行性进行组合，最后筛选出共计 27 种发电技术组合方式进行优化分析。

附录 III   黄河流域“水 - 碳”约束下电力部门发展电源结构的优化研究



·目标函数

本规划的目标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使得目标年内（2030 年）整个电力系统的经济总成本 Z 最小，经济总成

本包含总固定运营成本 C    、总可变运营成本 C    、总燃料成本 C    、总投资建设成本 C   、水费成本 C   和碳排放

成本 C    。不同发电方式的装机容量 CAPg 、发电量 Eg 和燃料 g 使用量在不同时间 t 内会产生不同的固定运营成本、

可变运营成本和燃料成本，当增加发电机组发电容量时，需要增加投资建设成本，发电用水会产生水费成本，在电力

行业被纳入碳交易市场的情况下，电力行业的碳排放也会产生一定的碳排放成本。总成本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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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总固定运营成本 C_OM^F 等于各发电类型装机容量的固定运营成本之和，即：

总可变运营成本          等于各发电类型发电量的可变运营成本之和，即：

燃料成本受不同发电方式发电量 Eg 、单位发电能耗 Rg 和原材料价格 Pg 的影响：

其中：

n 代表不同电源类型 g 与不同冷却技术及减排技术组合的发电类型个数。

CAPg 是不同发电方式的装机容量。

C        是不同发电方式的固定运营成本。

若电源类型 g 在基年（2015 年）的平均固定运营成本为 AVEC      ，平均固定运营成本的每年下降率为 ρg ，则

在不同时间 t 内，电源类型 g 的固定成本为：

其中：

n 代表不同电源类型 g 与不同冷却技术及减排技术组合的发电类型个数。

Eg 是不同发电方式的发电量。

           是不同发电方式的可变运营成本。

若电源类型 g 在基年（2015 年）的平均可变运营成本为                ，平均可变运营成本的每年下降率为 ρg（假
设固定运营成本年下降率和可变运营成本年下降率相同），则在不同时间 t 内，电源类型 g 的固定成本为 :

假设基准年（2015 年）电源 g 的发电量为 Bg，从 2015 年到 2030 年每年均匀建设发电站以使得在 2030 年可

达到所需的发电量，定义 2015 ～ 2030 年间的年数为 T，发电组机的年最大利用小时数为 Tmax，且不同电源 g 的年
均基础建设成本下降率为 λg，对于基年的某一个发电源 g，如果它在基年的平均基础建设成本为 ，那么为达到满足

2030 年的新发电量需求，所需要的投资建设成本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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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条件

（1）二氧化碳排放约束：目标年所有发电方式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必须控制在目标年黄河电力行业二氧化碳的

排放限额之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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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代表不同燃料类型 g 与不同冷却技术及减排技术组合的发电类型个数。

Eg 代表不同发电类型在时间 t 内的发电量。

其中：

n 代表不同电源类型 g 与不同冷却技术及减排技术组合的发电类型个数。

Eg,t 代表不同发电类型在时间 t 内的发电量。

Rg 是电源类型 g 的单位发电能耗。

eg 是不同燃料 g 的碳排放系数。

Elim 是目标年黄河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上限。

目标年黄河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限额 Elim 由目标年内全国的 GDP 总值 GDPt 、碳排放强度目标 et、基年黄
河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例 Ppower 确定，具体计算公式为：

则所有发电技术组合的总投资建设成本      为：

水费成本由不同发电方式发电量 Eg、单位发电水耗 Wg 和水价 Pw 计算得出：

在考虑电力行业被纳入碳交易市场的碳交易情景中，电力行业的碳排放还会产生一定的碳排放成本，具体来说，

碳排放成本由不同发电方式发电量 Eg、单位发电能耗 Rg、碳排放系数 eg 和碳交易市场中的碳价 Pc 计算得出：

（2）水资源约束：目标年所有发电方式的用水量必须控制在目标年黄河电力行业可用水资源限定范围之内。即：

F
Ic （Ⅲ -7）=g

T
t=1∑

Ig ( 1-λg  )
t  (Eg -Bg , 0  ) max 

T * Tmax

F
Ic

F
Ic （Ⅲ -8）= n

1∑ F
Ic g

F
Wc = n

1∑ [ Eg * ]Wg* PW （Ⅲ -9）

F
Cc = n

1∑ [ Eg * ]Rg * eg （Ⅲ -10）

（Ⅲ -11）

* Pc

n
1∑ [ Eg * ]Rg * ≤eg Elim

Elim = GDPt * et * Ppower （Ⅲ -12）

（Ⅲ -13）n
1∑ [ Eg * ]Wg ≤ Wlim



·其他假设

假设发电机组满载运行，即发电机组年发电量 Eg 等于年最大利用小时数 T_max 乘以机组功率 CPAg ：

黄河流域电力部门虚拟水转移及 2030 年电源结构优化研究   36

（3）发电量约束：通过黄河电网历史数据测算，黄河电网历年发电电量与用电电量大体平衡。暂不考虑黄河电

网发电损耗和电力的跨区域传输，则中国黄河地区的总发电量应该大于等于该地区的用电总需求 Dt 。即：

（4）电源结构约束：由于中国正在逐步推广使用非化石能源等清洁能源，国家也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其发展，

假设黄河电网非化石能源发电机组的装机容量及其占比不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减少。清洁高效的发电机组（包括超临界、

超临界 +CCS、IGCC、IGCC+CCS、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将是未来电力行业鼓励发展的主力

机组，故假设目标年内（2030 年）清洁高效的发电机组的装机容量只会在当前已有装机容量的基础上增加或者不变，

不会出现减少的情况。

煤电机组的一般运行年限为 30 年，中国黄河电网目前正在运行的煤电机组有三分之二以上是 2000 年之后建造

完成，预计到 2030 年这部分机组暂不会退役。但考虑到国家目前正在逐步淘汰 300 兆瓦以下的落后煤电发电机组，

故本研究假设到 2030 年黄河电网 300 兆瓦以下的煤电机组全部淘汰且不再增长。

（5）年建设速度约束：受发电需求、发电资源量的影响，各类型发电技术的建设速度有上限值。即：

E_g = CPAg * Tmax      

Wg 是不同发电类型的用水系数。

Wlim 是目标年黄河电力行业可用水资源的限定值，可根据中国水资源“三条红线”政策的相关要求测定得出。

（Ⅲ -14）

（Ⅲ -15）

（Ⅲ -16）

n
1∑ Eg Dt≥

CPA 新增量 ≤ T
t=1∑ CPA 年最大建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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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

其中：

X(t) 是因变量，表示第 t 年的人口总数。

Xm 是模型参数，表示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可承载的最大人口容量。

Xo 是模型参数，表示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基准年的人口总数。
r 也是模型参数，是人口不受环境和资源制约时的固有增长率，也称内禀增长率。

参考王学保《Logistic 模型的参数估计及人口预测》中的方法，可将上式简化为：

将上述的式（Ⅲ -18）进行变形，采用数值微分和线性拟合化方法可估算相关参数的数值 1。本文采用了

2005 ～ 2015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人口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拟合，所有的人口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数

据库（表Ⅲ .1）

以 2015 年为基准年，2015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人口总数为 33,151 万人，代入式（Ⅲ -19），即可得

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人口总数预测值。计算得出，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人口总数约为 35,421

万人。

为了验证该预测值的准确性，本文将上述模型计算得到的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2019 年人口预测总数与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可得的最新的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的人口实际总数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如表 3.2 所示。从测量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约为

0.23%～ 0.35%，在本研究可接受的误差之内，故可用该模型大致预测 2030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人口总数（表

Ⅲ .2）

则所求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人口模型的表达式可以写为：

  1 具体操作方法参照王学保《Logistic 模型的参数估计及人口预测》相关步骤。

IIIB 模型数据
·电力需求预测

Logistic 模型是荷兰数学生物学家 Verhulst 在 1838 年首先提出的，该模型在 Malthus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

改进。目前 Logistic 模型是应用广泛且准确率较高的人口预测模型，本研究拟采用该模型对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

的人口总数进行预测，模型具体表达式如下 :

（注：5% 的置信度显著。）

X(t)= 

Xm 

1+ e-rt -1  
Xm 

Xo
（             ）

（Ⅲ -17）

X(t)=
Xm 

1+ aebt
（Ⅲ -18）

（Ⅲ -19）

参数估计结果

参数

表 III.1

Xm（万人） a b

估计值 69358.33 1.1849 -0.0082

69358.33

1+ 1.1849e(-0.008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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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行业报告和文献研究中对中国 2010 ～ 2030 年的 GDP 增长率的预测值如表Ⅲ .3 所示。假设 2015

年～ 2030 年中国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全国 GDP 增长率基本保持一致。根据其他研究的

情景假设，本研究取其他各情景假设的平均值，假设 2015 ～ 2020 年中国 GDP 增长率为 7.21%，2020 ～ 2030 年

中国 GDP 增长率为 5.24%，根据 2015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值，即可得出 2030 年黄河流

域电网所辖八省的地区生产总值预测结果（表Ⅲ .3）。

2015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为 160,743.50 亿元，根据 2015 ～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增

长率 7.21%，2020 ～ 2030 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5.24% 的设定，以 2015 年为基年，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

八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将增长至 379,418.29 亿元，为 2015 年的 2.36 倍。根据前述 2015 ～ 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

辖八省的人口预测值，即可测算得出 2015 ～ 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图Ⅲ .1、图Ⅲ .2）。

IIC 地区生产总值数据

注：[a] 国际能源署。[b]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c]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d] 中国电力行业联合会。

年份

时间

预测值（万人）

IEAa LBNLb UNDPc CECd

2016

2010~2020

33372

6.58

33296.73 0.23

2016 ～ 2018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人口预测值与实际统计值的误差表 III.2

统计值（万人） 相对误差（%）

2017

2020~2030

33537

4.40

33438.22 0.30

2018 33696 33579.76 0.35

2019 33805 33721.32 0.25

本研究

7.76

5.85

6.60

5.50

7.90

5.20

7.21

5.24

不同研究对中国 GDP 年增长率的预测值（%）

2015 ～ 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地区生产总值预测值

表 III.3

图 I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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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 2005 ～ 2015 年的人均用电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关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上

式进行拟合，所有参数估计值均在 1% 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且模型 R2 值很高，模型整体解释能力较强。具体参数估

计值和表达式如下：

结合对 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人口与地区生产总值估计值的测算，由上述方程计算可知，当 2030 年

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107,115.86 元时，人均用电量约为 9,407.27 千瓦时。又由 2030 年黄河

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总人口数约为 35,421.30 万人，即可求得 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用电总需求量约为 33,321.78 亿

千瓦时。

本研究拟通过对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人均用电量Pave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ave的历史数据进行线性拟合，

得到 2015 年后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人均用电量的预测值。假定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人均用电量 Pave 与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 Gave 之间满足式（Ⅲ -20），其中 ε_i 是随机误差项，具体表达式为：

·用电需求

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各地区人均用电量与人均 GDP 的关系（林卫斌等，2011；朱东山等，2015），研究结果表明，

各地区的人均用电量与人均 GDP 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通过观察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 2005 ～ 2015 年的人

均用电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散点图，可以看出该地区人均用电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同样存在着较强的相关

关系（图Ⅲ .3）。

（Ⅲ -20）Pave=α+βGave+εi     

Pave=1062+0.078Gave   （Adjusted R 2=0.992）          （Ⅲ -21）

2015 ～ 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预测值

图 III.2

2005 ～ 2015 年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人均用电
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散点图

图 III.3

2005

2006

2007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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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技术参数

2015 年各燃煤电厂的地理位置、装机容量和机组详细技术信息和基本参数来源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CEC）

年度能效基准竞赛收集的相关材料、中国电力行业统计数据汇编和 WEPP（普氏能源资讯公用事业数据研究所，

2015）开发的中国燃煤电厂综合数据库。2015 ～ 2017 年黄河流域电网各类型发电装机容量、发电量构成主要根据

中国电力年鉴、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数据库、中电联统计信息部等相关统计数据和其他研究文献统计整理。其中相关

研究来源主要包括：WRI（2015）、陈立斌（2016）、张倩（2017）等。

考虑到中国目前正在逐步淘汰发电装机容量在 300 兆瓦以下的落后产能，根据 Yu et al.（2011）的相关研究，

到 2030 年中国小于 300 兆瓦的煤电可全部淘汰。所以本研究设定，到 2030 年，中国黄河流域电网 300 兆瓦以下煤

电机组全部淘汰，且不再新增。在此假设下，进一步将黄河流域电网的煤电发电机组类型划分为装机容量在 300 兆

瓦～ 600 兆瓦之间的亚临界机组和 600 兆瓦及以上的超临界机组（包含 1,000 兆瓦以上的超超临界机组）（表Ⅲ .4）

注：[a] 部分发电技术方式并未明确空冷、
循环水冷及直流冷却的占比，为了统一标
准，本研究将未明确占比的这类发电技术
的总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参照煤电比例进行
分配。[b] 中国 CCS 技术目前还处于起步
阶段，还未实现商业化应用，故无该部分
数据。

发电技术类型 2015 年装机容量
（万千瓦）

2015 年发电量
（亿千瓦时）

亚临界煤电空冷 5215.25  

5025.30  

0.00  

169.88  

91.44  

0.00  

亚临界煤电循环水冷 13969.57

1831.70 

0.00

0.00

0.00

0.00

0.00 

亚临界煤电直流水冷 2423.34

0.00

0.00

158.49

0.00

0.00

0.00 

超临界煤电空冷

超临界煤电循环水冷

超临界煤电直流水冷

亚临界煤电 CCS 空冷

亚临界煤电 CCS 循环水冷

亚临界煤电 CCS 直流水冷

超临界煤电 CCS 空冷

超临界煤电 CCS 循环水冷

超临界煤电 CCS 直流水冷

天然气 NGCC 空冷

天然气 NGCC 循环水冷

IGCC

1940.79

0.00

0.00

473.46 

0.00

2309.70

6141.00 

IGCC+CCS

天然气 NGCC 直流水冷

天然气 NGCC CCS 空冷

天然气 NGCC CCS 循环水冷

天然气 NGCC CCS 直流水冷

核电空冷

核电循环水冷

核电直流水冷

太阳能发电

生物质发电空冷

生物质发电循环水冷

风电

2711.93 

7264.18 

2859.40

0.00  

110.42 

45.72 

0.00  

1042.24

0.00

0.00

0.00

0.00

0.00 

1260.14

0.00

0.00

79.25

0.00

0.00

0.00 

1104.31

0.00

0.00

236.73

0.00

250.70 

881.00  

2015 年黄河流域电网各类发电技术
装机容量及发电量

表 III.4

2015 年黄河流域电网的发电经济技术参数（表Ⅲ .5）和各类发电技术的单位能耗与水耗设定（表Ⅲ .6）主要参考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CEC）年度能效基准竞赛收集的先进电厂数据、中国电力年鉴统计数据、Huang et al.（2017）、

CWR and IRENA（2016）、Zhai et al.（2010）、Macknick et al.（2012）、Webster et al.（2013）、Zhang et 

al.（2014）、张敏（2013）、刘铠诚 等（2018）等。IGCC 和 CCS 的经济技术参数是参考中国在天津建设的第一个

IGCC+CCS 示范项目的资料设定，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的有关参数参考了叶敏华（2013）调研的中国已注册的相关清洁

发展机制项目设计文档的设定。



41  黄河流域电力部门虚拟水转移及 2030 年电源结构优化研究

注：太阳能发电和风电的单位发电用
水量主要用于发电过程中的清洁。

超临界煤电 CCS 空冷

超临界煤电 CCS 循环水冷

超临界煤电 CCS 直流水冷

发电技术类型 单位发电能耗
（kg/kWh 或 m3/kWh）

单位发电用水量
（L/kWh）

亚临界煤电空冷 0.3282

0.3089

0.4138

亚临界煤电循环水冷 0.3101

0.3089

亚临界煤电直流水冷 0.3101

0.4319

超临界煤电空冷

超临界煤电循环水冷

超临界煤电直流水冷

亚临界煤电 CCS 空冷

亚临界煤电 CCS 循环水冷

亚临界煤电 CCS 直流水冷

天然气 NGCC 空冷

天然气 NGCC 循环水冷

IGCC

0.3281

0.4138

IGCC+CCS

天然气 NGCC 直流水冷

天然气 NGCC CCS 空冷

天然气 NGCC CCS 循环水冷

天然气 NGCC CCS 直流水冷

核电空冷

核电循环水冷

核电直流水冷

太阳能发电

生物质发电空冷

生物质发电循环水冷

风电

1.930

5.230

3.980

0.008

1.880

1.020

3.320

0.010

0.004

0.390

3.690

0.950

1.310

0.680

0.610

3.910

1.470

0.380

0.400

0.320

3.620

2.080

5.380

2.210

0.938

2.500

0.130

0.4138

0.3692

0.3266

0.3078

0.0038

0.7030

0.0038

0.0000

0.7030

0.0000

0.4126

0.2229

0.4126

0.2041

0.2655

0.2041

0.3078

0.0041

黄河流域电网各类发电技
术的单位能耗与单位水耗
情况

表 III.6

超临界煤电 CCS 空冷

超临界煤电 CCS 循环水冷

超临界煤电 CCS 直流水冷

发电技术类型 年最大发电
小时数（万千瓦）

固定运营成本
（元 /kW）

亚临界煤电空冷 5200

5690

5200

亚临界煤电循环水冷 5200

5690

亚临界煤电直流水冷 5200

5200

超临界煤电空冷

超临界煤电循环水冷

超临界煤电直流水冷

亚临界煤电 CCS 空冷

亚临界煤电 CCS 循环水冷

亚临界煤电 CCS 直流水冷

天然气 NGCC 空冷

天然气 NGCC 循环水冷

IGCC

5690

5200

IGCC+CCS

天然气 NGCC 直流水冷

天然气 NGCC CCS 空冷

天然气 NGCC CCS 循环水冷

天然气 NGCC CCS 直流水冷

核电空冷

核电循环水冷

核电直流水冷

太阳能发电

生物质发电空冷

生物质发电循环水冷

风电

117.00

280.00

296.30

100.80

263.80

600.00

390.00

216.00

310.90

117.00

280.00

100.80

263.80

133.30

133.30

296.30

296.30

100.80

600.00

117.00

280.00

133.30

296.30

412.90

263.80

600.00

390.00

投资建设成本
（元 /kW）

0.0278

0.0458

0.0430

0.0462

0.0430

0.0280

0.0005

0.0140

0.0278

0.0310

0.0278

0.0278

0.0430

0.0310

0.0430

0.0462

0.0280

0.0484

0.0278

0.0306

0.0278

0.0430

0.0310

0.0430

0.0462

0.0280

0.0484

4067.67

8934.67

4067.67

4609.67

4859.67

8934.67

4317.67

4609.67

8934.67

5690

6500

5000

5000

7000

3000

7000

1800

3000

2000

5690

5000

5690

5000

6500

5000

5000

7000

8392.67

11896.00

8392.67

8392.67

8981.00

3776.67

7601.67

3526.67

3526.67

7851.67

7601.67

12000.00

15250.00

15000.00

15000.00

9606.00

10100.00

9850.00

可变运营成本
（元 /kWh）

基准年黄河流域电网各类
发电技术的经济技术参数
设定

表 II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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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叶敏华（2013）、张敏（2013）及刘铠诚 等（2018）等对发电厂固定运营成本、可变运营成本、投资建

设成本年下降率的假设，本研究取以往研究设定值的中值对各类发电技术的固定运营成本、可变运营成本、投资建设

成本的年均下降率进行设定，其中包含了固定运营成本和可变运营成本的年均下降率一致的假设（表Ⅲ .7）。

超临界煤电 CCS 空冷

超临界煤电 CCS 循环水冷

超临界煤电 CCS 直流水冷

发电技术类型 建设成本下降率 
（%）

固定及可变运营成
本下降率（%）

亚临界煤电空冷 0.00

0.00

1.00

亚临界煤电循环水冷 0.00

0.00

亚临界煤电直流水冷 0.00

1.00

超临界煤电空冷

超临界煤电循环水冷

超临界煤电直流水冷

亚临界煤电 CCS 空冷

亚临界煤电 CCS 循环水冷

亚临界煤电 CCS 直流水冷

天然气 NGCC 空冷

天然气 NGCC 循环水冷

IGCC

0.00

1.00

IGCC+CCS

天然气 NGCC 直流水冷

天然气 NGCC CCS 空冷

天然气 NGCC CCS 循环水冷

天然气 NGCC CCS 直流水冷

核电空冷

核电循环水冷

核电直流水冷

太阳能发电

生物质发电空冷

生物质发电循环水冷

风电

0.00

0.80

0.80

0.00

0.00

0.00

1.00 

0.50 

0.50 

0.00

0.80

0.00

0.00

0.00

0.00

0.80

0.75

0.00

0.00

0.00

0.80

0.00

0.80

0.80

0.00

0.00

1.00 

1.00

1.00

0.50

0.50

0.00

1.50 

0.00

3.00 

1.50 

1.10 

1.00

0.50

1.00

0.50

0.90

0.50

0.50

0.00

注：核电的投资建设成本变化趋势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安全等级提升造成建设成本增加，一种是由于建设开发技术进步而造成的建设成本
下降，总体趋势难以估计，故设定核电的投资建设成本不变。

本研究各类发电成本年均下降率设定表 III.7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与 CCS 等技术仍处于快速发展期，各种资源总量与环境容量也有限，所以在设定未来可

能实现的发展规划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其资源可开发量、建设能力及建设周期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对黄河地区电

力需求和发电资源量的进一步评估，本研究设定了黄河流域电网各类发电技术的年最大建设速度上限值，由此可推算

出到 2030 年，各类发电技术新增装机容量的上限值（表Ⅲ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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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煤炭价格在规划周期内的年均下降率为 0.6%，由于天然气价格目前已处于低位，预期未来增幅应略微小于

煤炭价格，故设定天然气价格的年均下降率为 0.5%。其他燃料价格与煤炭和天然气的价格差距较大，价格的波动对

优化结果的影响不大，设定除煤炭和天然气外其他燃料的价格始终不变。另外设定水价为 2 元 / 立方米，碳交易市场

中碳价为 50 元 / 吨。

·燃料参数

黄河流域电网发电燃料的价格及其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如表Ⅲ .10 所示，各燃料价格数据来源于国家能源局能源

统计司及国网能源研究院的有关报告，各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其中，不同燃料

的碳排放因子在有无 CCS 技术控制的情况下排放系数各不相同（表Ⅲ .10）表

·CCS 技术参数

CCS 是减缓大气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重要的方案选择，CCS 技术是指通过碳捕捉技术，将工业和有关能源产业

所生产的二氧化碳分离出来，再通过碳储存的手段，将其输送并封存到海底或地下等与大气隔绝的地方。与国际较

为先进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相比，中国 CCS 技术的发展还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目前，中国的碳捕获与封存

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有少数在建和刚建成的碳捕获与封存示范性项目，而还未实现该技术的商业化利用，据相

关研究预计，中国 CCS 技术在 2025 ～ 2030 年才可逐渐实现商用。根据已有研究的相关数据，各文献中关于煤电厂

加装 CCS 技术的成本测定浮动范围较大，故本研究基于 Zhai et al.（2010）、Webster et al.（2013）、叶敏华

（2013）、刘铠诚 等（2018）等人的参数设定值取中值。关于 IGCC 加装 CCS 技术的参数参考中国在天津建设的

第一个 IGCC+CCS 示范项目数据（表Ⅲ .9）。

黄河流域电网各类发电技术年最大建设速度设定

CCS 技术的经济参数

不同燃料价格与燃料的碳排放因子

表 III.8

表 III.9

表 III.10

发电技术

发电技术

亚临界煤电

太阳能发电

最大建设速度      
（万千瓦 / 年）

最大建设速度      
（万千瓦 / 年）

360

1000

700

600

400

50

超临界煤电

风电

天然气发电

CCS

核电IGCC

生物质发电

120

600

50

排放控制技术
初投资建设成本
（元 / 千瓦）

固定运行成本
（元 / 千瓦）

可变运行成本
（元 / 千瓦时）

CCS（煤电）

CCS（IGCC）

4075

2915

163.0

116.6

0.0152

0.0152

燃料种类 煤炭 天然气 生物质 铀燃料

价格
（元 / 吨或元 / 立方米）

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无控制）
（千克 / 千克或千克 / 立方米）

620

2.772

2.28

2.16

306.9 44100

0 0

二氧化碳排放系数（CCS）
（千克 / 千克或千克 / 立方米）

0.444 0.3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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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数据及 BP（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2015 年中国

黄河流域电网电力行业碳排放量约为 14.30 亿吨，2015 年全国碳排放量为 91.63 亿吨，黄河流域电网碳排放量约占

全国碳排放量的 15.61%。以 2015 年为基准，假设 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例不变，

则由“碳达峰”约束下 2030 年全国的碳排放量控制目标为 183.74 亿吨，可得到 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电力行业的

“碳达峰”碳排放限额为 28.68 亿吨。由“碳中和”约束下 2030 年全国的碳排放量控制目标为 104.60 亿吨，可得

到 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电力行业的碳排放限额为 16.33 亿吨。

水资源约束方面，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

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项制度”，相应地划定了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2012

年 1 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管理措施和保障措施。2013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办法》中对 2030 年全国以及各省各区域范围内的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及水环境质量指标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根

据中国水资源“三条红线”政策的具体要求，2030 年中国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用水总量控制目标为 1326.48 亿

立方米。经测算，2015 年中国黄河流域电网发电用水总量为 24.31 亿立方米，约占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用水总量

1002.60 亿立方米的 2.42%。假设 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发电用水量占黄河流域电网所辖八省的用水总量的比例保持

不变，则可计算得出 2030 年黄河流域电网发电用水量控制目标应为 32.16 亿立方米。

·节水减排情景数据

本研究的情景设置数据来源参考《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务院，2012）、《实行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国务院，2013）、《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2011 ～ 2017》（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2011 ～ 2017）、《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 ～ 2020 年）》（国家发改委，2014）、《强化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国务院，2015）等。

碳减排约束方面，设定“碳达峰”和“碳中和”两类约束。“碳达峰”约束方面，根据 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

大会上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中明确提出要在 2030 年左右实现〖CO〗_2 排放峰值并争取早日达峰，到 2030 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_2 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 到 65% 的碳排放目标，本研究以 2005 年的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碳强度为基准，2030 年的单位生产总值碳强度在此基准上下降 6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及 BP（英国石油公司）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可得，2005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_2 排放强度为 3.23 吨 / 万元。所以为了

实现 2030 年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碳减排目标，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应为 1.13 ～ 1.29 吨 / 万元。

结合本章 4.2.1 中对中国 GDP 年增长率的设定，203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值约为 1,625,978.16 亿元。则为

了严格实现中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碳减排目标，“碳达峰”约束要求 2030 年中国全国的碳排放量应在 183.74 亿吨。

“碳中和”约束方面，2020 年 9 月 22 日，中国在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要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

碳中和，即将中国的碳排放通过其它的减排形式中和掉。经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分析，为落实碳中

和目标，中国 2030 年单位能耗 CO2 强度应从 2.16kg/kgce 下降至 1.75kg/kgce，由此测算的 CO2 排放量控制在

104.6 亿吨内。

·模型求解方法

本研究使用 MATLAB 软件进行优化模型的搭建与求解，并使用 linprog 函数作为线性规划的求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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