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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能源系统脱碳的两个主要挑战是间歇性可再生电
力的接入，特别是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和交通运输、建
筑和工业在内的能源需求电气化。本政策简报着重于
如何通过电力需求侧灵活性升级，将这些挑战转化为
帮助消费者应对这两个挑战的机会。它回顾了英国和
其他国家促进和鼓励电力需求侧灵活性的发展经验，
并提出了中国发展需求侧灵活性所需的政策建议。本
章余下内容是对于本政策简报的总结性陈述。

电力需求侧灵活性变得不可或缺。电力需求侧灵活性
是指消费者通过改变对电力的净需求以从电力系统换
取经济收益或其他收益的手段。其一直被认为是“可以
拥有”的，作为减少高峰需求的一种方式。然而，随着间
歇性可再生能源的普及，需求侧灵活性将变得不可或
缺。对于需求侧频繁增加和减少需求的要求不断提升，
并需要满足局部区域内的电力不平衡，使得其潜在的
经济回报增加。此外，由交通运输、建筑和工业的电气
化引起的附加电力需求将增加系统管理的复杂性和提
出新的灵活性的需求，这样的需求在配电网端尤其明
显。幸运的是，分布式能源——比如带电池的屋顶太阳
能、电动汽车、热泵和智能电气设备——可以提供灵活
性来帮助管理电力系统。

无论消费者的规模大小，需求侧灵活性的潜力都是巨
大的。传统上来说，大型工业和商业消费者一直是需求
侧灵活性的主要提供者。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将继续发
挥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电气化的进行，居民消费者和
小型商业企业将有巨大的潜力直接或通过媒介来提供
灵活性服务。需求侧灵活性从其经济性上变得更具吸
引力的一个核心原因是消费者购买新的电气设备是为
其自身提供服务，例如用于出行的电动汽车。

如果可以使用这些资产为电力系统提供服务，那么其
所涉及增量资本成本相对较低，而且其有助于最大限
度地减少对大规模灵活资源（如发电侧、电网和储能）
的需求，尤其是那些很少使用的资源。因此，这些设备
可能为电力系统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灵活性来源，同时
也使提供需求侧灵活性的所有者在经济上受益。 

尽管如此，需求侧灵活性的发展存在巨大的阻碍，尤其
是对规模较小的消费者而言。大多数电力消费者由于
经济和行为方面的原因而处于被动状态；对他们来说，
积极参与电力系统运行的成本，(例如改变需求模式以
响应价格信号）通常超过收益。此外，并非所有需求侧
灵活性都具有经济合理性。而且除去经济性的考量，消
费者也可能更为重视其他一些因素，例如便利性或环
保属性等等。在许多情况下，需求侧灵活性的潜在系统
价值正在提高（并将持续提高）并且其体系建立的成本
更低；然而，因为现有电力市场结构并不能更好的容纳
需求侧灵活性资源，所以消费者很难获得可观收入。同
时，需求侧灵活性将需要与其他灵活性来源竞争。重要
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尽管需求侧灵活性不会对所有消
费者有吸引力，但即使利用相对较小的一部分需求侧
资源也可以显着降低系统运行成本。此外，贡献需求侧
灵活性的消费者正在帮助降低整体系统成本和所有消
费者支付的价格。出于这个原因，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
移除需求侧灵活性发展可能存在的障碍，以便需求侧
灵活性提供者——包括消费者和帮助他们的企业——
能够得到补偿，以反映他们提供的价值。

本政策简报的总结性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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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灵活性的发展需要新的政策、市场安排、技术、
商业模式和试验。我们在英国和其他国家见证了旨在
促进更大规模灵活性发展的政策实施，特别是通过市
场改革使需求侧灵活性能够获得更多收入来源，以及
监管和治理的变化来促进需求侧灵活性参与电力市
场。我们还见证了新商业模式的发展，特别是聚合分布
式能源并向电力市场出售灵活性的数字平台，其有时
以虚拟发电厂的形式出现。鼓励创新和实验的政策推
动了这些商业和技术发展，例如通过监管沙箱和试点
项目。英国目前是该领域的领导者之一，并认识到该领
域需要进一步改革。但是目前尚无任何国家开发出充
分受益于需求侧灵活性的框架。

中国可借鉴英国和国际经验。中国有雄心勃勃的可再
生能源发展目标，同时必须在电力需求快速增长的情
况下保持供应安全。现今，中国非常依赖煤炭发电来实
现这两个目标。需求侧灵活性提供了一种减少这种依
赖的方法，从而有助于实现脱碳目标并降低转型成本。
电力市场发展较好国家的经验（如英国），在中国电力
市场改革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中国面临着与
英国截然不同的挑战，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反映了这
些差异。尤其是在中国继续开放电力市场的过程中，系
统运营商或聚合商可以对需求侧灵活性的接入使用一
种混合型的方法，即尽可能利用影子价格，并辅以行政
调度来决定哪些消费者和灵活性来源为系统提供了最
大的好处。

对于消费者喜好的了解至关重要。为了成功挖掘灵活
需求，电力市场化方法和混合型方法都需要了解消费
者的偏好以及他们在提供灵活性时期望获得的回报。
无论何种系统都应该服务于消费者的需求并反映消费
者的喜好，而不是让消费者遵循系统设计偏好。另一方
面，精心设计的需求侧灵活性相关协议可以充分反映
不同消费者的偏好，同时有助于降低系统运行成本。这
是一个需要详细研究的领域，包括使用问卷调查、试点
项目和行为分析等等，以确定不同情境下的电力合同
或供应协议的特征，以在不同地点和不同系统条件下
获得所需的需求侧灵活性水平。

需求侧灵活性是一个双赢的机会。首先，需求侧灵活性
提供了降低成本的机会。这样的成本降低具体体现在
实现脱碳、电力供应安全和创建可持续商业行为和就
业等国家层面目标上。其次，世界各地都需要需求侧灵
活性的服务和设备来帮助整合可再生能源，从而不再
依赖化石燃料。随着全球可再生能源产能的增长，这对
活跃在需求侧灵活性供应链中的所有公司来说都是一
个不断增长的机会。第三，个人消费者有机会积极参与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从提供灵活性服务中获得收益，
并就他们的能源消费和对系统的依赖程度表达他们的
喜好。基于这些原因，本政策简报提供了一系列政策建
议，希望可以助力中国实现高效的需求侧灵活性发展。
本文还建议进一步研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高效需
求侧灵活性的需求、潜力、障碍和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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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表格：需求侧灵活性对中国低碳转型的机遇

中国电力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 低碳转型背景下电力需求快速增长。
	– 在保持供应安全的同时，煤炭消费需要平稳有序地退出。
	– 应对不断增长的可再生能源产出的间歇性问题。
	– 最大限度地降低实现能源安全和脱碳的成本。
	– 确保能源转型得到公众的支持。
	– 如何利用中国的数字化和智能技术领先优势。
	– 电力市场改革进展缓慢，市场信号不佳。
	– 将成本传递给消费者的机制不完善。
	– 如何发掘新的商机取代“一带一路”中的煤炭投资。

需求侧灵活性应对这些挑战的好处

	– 促进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并网，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
	– 为灵活性煤电提供脱碳的替代资源。
	– 有助于供应安全和系统稳定性。
	– 降低系统成本，包括对电网、发电侧和储能的投资。
	– 为灵活的消费者降低用电成本（或提供收入）。
	– 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
	– 实现“微电网”、“柔性电网”、“智能电网”、“物联网”等新能源模式必不可少。
	– 自由化电力市场成功的关键因素。
	– 需求侧灵活性供应链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在中国乃至全球带来新商机	。

需求侧灵活性促成因素

	– 改善市场和监管价格信号，以奖励需求侧灵活性的系统价值。
	– 为需求侧灵活性（各类型消费者、聚合商）提供市场或监管准入。
	– 改变治理方式，为系统运营商支持需求侧灵活性提供有效的激励。
	– 为需求侧灵活性提供绿色金融支持。
	– 支持新技术和创新的商业模式以支持需求侧灵活性开发。
	– 通过推广分布式能源资源自动化数字平台降低成本并促进需求侧灵活性发展。
	– 为所有电气设备引入行业标准以促进需求侧灵活性发展。
	– 在为需求侧灵活性定义合同/费率时反映消费者偏好（可参考失负荷值的应用）。
	– 帮助消费者了解并提供需求侧灵活性。
	– 保护消费者，例如免受技术“锁定”。
	– 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技术和补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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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政策建议

	– 考虑立即使用需求侧灵活性的机会以缓解目前电力供应短缺。
	– 对灵活性整体需求进行分析并对需求侧提供灵活性的潜力进行分析。
	– 建立在线消费者小组来测试新的政策和商业理念。
	– 将现有的需求响应试点扩展为需求侧灵活性试点。	
	– 在可再生能源并网可能需要提升当地系统灵活性的地方开始需求侧灵活性试点。
	– 在正在进行的电力市场改革中充分考虑并整合需求侧灵活性的资源。
	– 为需求侧灵活性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提供政策指引和资金支持。
	– 考虑基于价格和行政调度手段的需求侧灵活性的混合方法。



5消费者如何帮助电力系统脱碳

本政策简报解释了各种规模的电力消费者如何为实现
全球脱碳目标做出贡献。下文将消费者灵活性统称为
需求侧灵活性1. 

简报借鉴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以说明需求
侧灵活性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潜力，以及发展所面临的
障碍和相对应的扶持政策、技术和商业模式。本文作者
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需求侧灵活性发展可以
满足中国一系列的未来发展目标，包括加速脱碳和降
低脱碳成本、满足不断增长供应安全要求、发展需求侧
灵活性相关产品供应链以向不断增长的国际市场出
口、以及赋予其公民管理能源使用能力的机会。

 

1 本报告中的术语 DSF 是指所有形式的需求响应。这与在英国使用的术语需求侧响应 (Demand-Side Response，DSR) 具有相同的含
义。.

除引言和结语外，本简报共由三个部分组成。在电力系
统对灵活性的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第一部分主要
介绍需求侧灵活性及其发展背景。第二部分总结了英
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说明这些国家在制定政策
和商业模式以支持有效的需求侧灵活性方面取得的进
展，以及仍然存在的挑战。第三部分概述了需求侧灵活
性对中国的潜在相关性以及政策建议。结论部分强调
了需求侧灵活性产品和服务不断增长的国际市场，以
及进一步研究如何最好地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发展需求
侧灵活性的必要性。 

1	 介绍

1.1	 灵活性发展势在必行
所有电力系统都需要灵活性以确保供需始终处于平
衡状态。灵活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定义(ERI et al., 
2020)。例如，IEA (2019) 将电力系统灵活性定义为“
电力系统在所有相关时间尺度上可靠且经济高效地管
理需求和供应的可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从确保电
力系统的瞬时稳定性到支持长期供应安全”。

灵活性存在于电力系统多个层级当中：包括发电侧、需
求侧和电网侧。与此同时，储能被定义为一种不同的灵
活性，它可以位于前三个层级中的任何一个。灵活性可
以根据时间尺度和地理位置进一步划分。它可以几乎
实时或延迟几分钟或更长时间范围内提供，并且可以
维持供应一段时间，如持续几分钟到许多天或更长。除
此以外，灵活性还需要解决局部网络拥堵问题或系统
范围的不平衡问题。 

1	 灵活性发展势在必行和需	
	 求侧灵活性角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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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灵活性主要来自发电侧，通常是燃煤或燃气
电站，尽管在水电充足地区其灵活性提供也很重要。传
统上来说，电力系统被认为是“负荷跟踪”，这意味着发
电容量规划和运营均假设电力需求是固定的，并且需
要灵活的（主要是基于化石能源的）发电来适应不断变
化的需求。在一些国家，消费者在系统压力时会获得价
格激励以减少需求。

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普及，出现了新的灵活性需求
来应对可再生电源发力的间歇性问题。2018年，英国
政府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强调为了保障可再生能
源未来的倍数增长，系统灵活性将至关重要。英国政府
和其监管机构 (天然气和电力监管办公室，Ofgem) 对
各种来源的灵活性的关注日益增长，其中包括需求侧
灵活性2。英国的大多数需求侧灵活性政策行动都来自 
Ofgem和英国商务、能源与产业战略部 (BEIS) 共同
制定的智能系统和灵活性计划。计划的制定征询了广
泛的利益相关者意见。它包括 38 项行动，其中 29 项
已于 2021 年 7 月前实施3。该计划的细节不在本报告
中详细介绍，但有必要指出政策和监管支持对消费者
参与、聚合商发展、智能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2 英国使用术语需求侧响应 (DSR)，它等同于我们对需求侧灵活性的定义。
3 详细信息可从 BIES 和 Ofgem (2021) 中找到。

开发新的灵活性来源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因为接纳更高
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导致电力系统平衡成本不断上升。
图 1 显示，近十年来，英国电力系统平衡的平均成本占
发电成本的部分一直在上升，这与可再生能源的占比
不断提高相一致。尤其在 Covid-19疫情开始的一段时
期内，平衡成本占发电成本的比重飙升。它由几个原因
造成，包括低于预期的需求，较低的电力批发价格，以
及较高的平衡服务的价格。这一时期的经历可能是未
来电力系统的一个缩影，因为届时可再生能源将占总
发电量的很大比例。

因为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和脱碳目标的确立，假定
负荷追踪的逻辑逐渐失去意义。解决这一挑战的新灵
活性来源应该是脱碳的，包括储能侧、电网侧、可调度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侧和需求侧资源。这些不同的灵活
性来源的作用将取决于系统资源禀赋、可用的替代方
案以及现今和未来环保压力更大时哪种资源组合最经
济。总的来说，未来发展目标是开发和使用灵活性资
源，最大限度地降低系统成本并确保系统可靠性，同时
满足其他政策目标，特别是低碳转型目标。寻求新的灵
活性资源的过程中不应偏重于任何一种脱碳灵活性的
来源。相反，政策应鼓励开发所有灵活性资源，并使它
们能够相互竞争。本简报侧重于需求侧灵活性资源，并
强调所有资源之间的竞争。

资料来源：(Drax,	2020)

图  1

英国可再生能源渗透提高了平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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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需求侧灵活性
需求侧灵活性 (DSF) 是脱碳灵活性的重要来源。消费
者或其代表通过改变消费者对电力系统的净需求以换
取补偿或其他方式的收益。需求侧灵活性可利用的资
源广泛，包括发电源、电池储能、电动汽车电池、热泵和
智能电气设备，这些资源可以对能源价格和天气变化
等外部信息作出响应。这类资源的大部分是分布式资
源尤其以在配电网端用户侧为主。

需求侧灵活性有两种类型，即“隐式”（implicit）和“显
式”(explicit) 需求侧灵活性。“隐式”需求侧灵活性是
指消费者对价格信号的短期反应，通常来自静态分时
电价 (Time of Use) 。分时电价通常不会反映实时电
价变化情况，它仅仅粗略的反应了消费者的响应对电
力系统的经济价值。因为消费者没有义务对这些定价
做出反应，这种形式的需求侧灵活性存在不可控性。但
是分时电价也可以提供有效的价格信号。一个非常成
功的分时电价的例子是英国的Economy 7电价，它为
消费者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激励。其最初设计的想法是
让消费者可以在夜间加热他们的电热水器或使用蓄热
暖气。这一电价设计导致电力需求水平和模式发生了
非常显着的变化：采用Economy 7 电价的消费者需
求峰值是普通消费者的两倍以上，并且峰值出现在午
夜之后不久，而此时系统整体用电需求要比其他时段
低得多。这种电价设计在改变需求方面取得了成功，因
为它提供了明确和可预测的经济收益，并且易于消费
者实施。

“显式”需求侧灵活性是指消费者或其代表向市场出
售能源、容量、平衡和其他服务的灵活性；因此它可以
被认为是可控的。在“显式”需求侧灵活性下，消费者或
其代表控制他们对系统的净需求。它并不意味着由系
统运营商指挥和控制决策，除非之前存在此类商业协
议。“显式”需求侧灵活性是一种新的灵活性来源，通过
为消费者提供需求侧灵活性提供更低的成本和更强的
激励，它很可能在自由化市场中迅速增长。除此之外，“
显式”需求侧灵活性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消费者的响
应对于电力系统的经济价值。

基于这些原因，下文中会介绍英国政府鼓励“显式”需
求侧灵活性的发展，以及其鼓励在电力市场上出售这
类资源（通过聚合商）的做法。

一直以来，需求侧灵活性主要由有愿意并能够在有限
数量的次数减少需求的大型工业和商业消费者提供。
这也被称为可中断需求。这样的灵活性在系统运行中
所扮演的角色在未来也是十分是重要的。然而，为能源
转型提供最大价值的需求侧灵活性种类是不同的。新
的需求侧灵活性认识到降低和提高需求带来的系统价
值，它分散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因此有效的解决局部地
区的灵活性需求；它是一个长久存在的资源，而非仅限
于某些特定季节、某些响应时段、或者有限的响应次
数；它还可以在未提前准备的情况下，起到相应作用。
此外，它将越来越多地涉及各种规模的消费者，而不仅
仅是规模较大的消费者，因为由消费者聚合带来的规
模效应将远大于单一的大规模消费者的体量。需求侧
灵活性现在越来越多地通过智能数字化设备，或通过
能够应对能源市场和电网中不断变化的条件的服务提
供商启用，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参与的消费者提供舒适、
便利和价值。 这样的转变将完全背离当前的电力部门
安排。这意味着消费者将能够减少他们的账单，而不再
仅仅是价格接受者；它们还将有助于电力系统的脱碳，
以及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供应安全。在某种程度上，这
种新的需求侧灵活性形式现在已成为现实，尤其是对
于较大规模的消费者而言。然而，要实现需求侧灵活性
的潜力，需要在新政策、商业模式和技术的支持下克服
许多障碍。而实现这样潜力的前提条件并非不惜一切
代价推广需求侧灵活性，而是要确保需求侧灵活性的
收益将大于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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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潜力	
BIES and Ofgem (2021) 根据 2020 年至 2050 年间
实现净零的情景分析估算了增加灵活性的累积价值（
高达700亿英镑）。需求侧灵活性是灵活性的重要来源
之一，特别是因为电气化导致在交通和建筑（加热和冷
却）领域中需求侧灵活性潜力的提升。居民通过投资电
动汽车 (EV) 和热泵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该设备能
够以相对适中的增量成本为系统提供灵活性，则可以
避免对为提供相同服务而兴建大型的中央系统资产（
发电、电网、储能）进行投资，从而使系统的所有用户受
益（因为系统总成本降低），以及使提供需求侧灵活性
的用户在经济上受益。 

许多报告分析了英国需求侧灵活性的未来潜力。例
如，Li and Pye (2018) 的研究表明，到 2050 年，通过
需求侧灵活性可将用电峰值负载减少 7 吉瓦（或9%），
这可能导致累计节省 309 亿英镑。

4 净不平衡量 (NIV) 追逐是一种普遍做法，市场参与者会在不平衡市场关闭之前或之后调整其交易头寸。 

国家电网的 2021 年未来能源情景分析指出，充电汽
车到电网 (V2G) 技术可以从 550 万辆电动汽车中提
供高达 38 吉瓦的电池容量 (National Grid, 2021)
。电动汽车电池具有短期灵活性和持续能源供应的
潜力，这对于应对长时间（数天）的低风力输出尤为
重要。Vivideconomics and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2019)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电动汽车的灵活
性潜力。

另一种考虑需求侧灵活性潜力的方法是通过灵活性收
入叠加。Cornwall Insight (2021) 介绍了一个图表（
图2：此图仅为假定收入流），它显示英国来自不同电力
市场的可能收入流，在这些市场中，需求侧灵活性可以
为客户和系统创造价值：包括电网附加费、容量市场、
批发市场、平衡市场和净不平衡量追逐4。实际收入流
以及避免成本将取决于哪些市场实际上对需求侧灵活
性开放、市场规模以及每个市场的可用利润率。

2	 需求侧灵活性发展的英	
	 国和其他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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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灵活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潜力是巨大的。国际可
再生能源署IRENA (2019a) 介绍了需求侧灵活性来
自不同的流程和消费者类型（如工业、商业和住宅）。

这些需求侧灵活性来源提供了具有不同特征（例如持
续时间）的灵活性，其技术成熟度各异。图 3 说明了工
业、商业和住宅消费者灵活需求的来源。

资料来源：(Cornwall	Insight,	2021)

图  2

以	GB	为单位的灵活性收入流概览（收入叠加)

资料来源：IRENA	(2019a)

图 3

灵活需求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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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提到当前全球运营需求侧灵
活性为 40 吉瓦（GW），预测 2040 年将达到 200 吉
瓦。这样的提升主要是由于电动汽车的普及和热电化（
例如热泵的使用）。潜在需求灵活性（表示为一年中每
个小时的灵活负载总和）要大得多：约为 4,000 太瓦
时 (TWh)，目前平均为 457吉瓦，或 7000 太瓦时，到 
2040 年平均为 800 吉瓦。国际能源署IEA (2020)的研
究指出，根据既定政策情景，全球发电量将从 2019 年
的 26,942太瓦时增加到 2040 年的 40,094 太瓦时。
同期总装机容量将从 7,484 吉瓦增加到 13,418 吉瓦。
尽管从百分比增加来看，需求侧灵活性潜力的增长并
不高（需求侧灵活性潜力将从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的 
15% 上升至 17.5%），但它包含着绝对量可再生能源
容量的提高和化石资源容量的大规模降低。

 

5 英国利益相关者的会议有超过 50 人参加，包括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电力网络公司、可再生能源发电商、聚合商和消费者。这是一此互
动活动，包括分组讨论室、政策辩论和其他需求侧灵活性相关内容；每个小组都确定了需求侧灵活性的一组障碍和一组促成因素。问卷调
查涉及 65 名居民消费者，他们被问到了很多需求侧灵活性相关问题，特别是对于需求侧灵活性提供所涉及的合同内容（如价格、环境影
响、便利性和控制）进行喜好选择。

挖掘需求侧灵活性的潜力存在重大挑战。本项目的英
国利益相关者会议和对英国住宅消费者的调查（在
Energy Systems Catapult的支持下进行）指出了需
求侧灵活性的发展障碍和释放需求侧灵活性潜力的
推动因素5。本节的其余部分侧重于关键障碍和促成因
素。

2.2	 障碍
需求侧灵活性的发展存在许多障碍，包括在利益相关
者参与和调查中表达的以下关键障碍。图 4 显示了从
这两项活动中得出的主要障碍和具体障碍的调查结
果。

来源：本文作者

Inadequate 
economic (market 
or regulatory) 
signals

MAIN BARRIERS SPECIFIC OBSTACLES

Lack of appropriate incentives to engage consumers

Existing tariff structure is not clear

Lack of access to energy and flexibility markets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DSF

Uncertainty about electricity market design

?

Lack of data and transparency

Not really knowing the consumers and their preferences

Costs (including transactions costs) are greater than benefits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curtailing DSF participation

Lack of access from certain consumers (vulnerable groups to DSF)

Low customer awareness and trust

Most consumers 
have shown little or 
no interest in 
becoming active

Lack of appropriate options for testing and experimentation

Network companies focus on large-scale sources of network flexibility

Gap between regulator’s amb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Gap between 
existing power 
system settings and 
future needs

图  4

需求侧灵活性发展的障碍—利益相关者活动和英国居民消费者调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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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灵活性的经济（市场或监管）信号不足。对于应
用零售电价的小型消费者来说尤其如此，因为零售电
价无法反映需求模式变化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但其实
这一障碍对所有消费者来说都很高，因为市场和监管
不能提供由有效地需求侧灵活性带来的系统价值，因
此也不能激励消费者对灵活性资源进行投资或者在系
统需要时提供灵活性。此外，未来市场设计和监管的不
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失灵（对需求侧灵活性价值认识
不足）也是开发可以利用有效需求侧灵活性的新商业
模式的障碍。[6] 

被动的消费者。消费者处于被动状态部分原因是因为
其积极参与的成本太高，但同时也可能由于市场设计
或监管不善、向消费者提供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导致
参与度不高、缺乏信息、或金融市场失灵等原因。消费
者的不主动参与也可能是由于“交易成本”—即当节省
的电费相对微不足道时，消费者不会考虑参与。需要
强调的是，需求侧灵活性不会对所有消费者都有吸引
力，但即使是相对较小比例的消费者提供需求灵活性

（<20%），也可以显着降低系统成本。因为其所带来的
可避免投资的数值将会非常显著。

现有电力系统与需求侧灵活性发展所需之间的差距。
寻求开发新需求侧灵活性业务模式的公司指出，他们
需要更多支持来测试和试验新技术。也有人担心改革
的及时实施和电网公司的作用，因为相对于规模较小
的项目，他们更喜欢实施更大规模的项目。

2.3	 促成因素
尽管需求侧灵活性的发展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障碍，但
通过对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实例分析，我们将在下文中
介绍四类已采取的促进需求侧灵活性发展的行动：

a. 改善市场信号以奖励需求侧灵活性的系统价值；

b. 引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

c. 反映消费者的喜好，同时对其参与需
求侧灵活性提供支持和保护；

d. 改进对相关内容创新和试验的政策支持。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出的这些促成因素是一些国际
上的成功经验，并不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推广。无
论如何，需求侧灵活性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高效的
灵活性资源，以最低的成本帮助能源系统脱碳。

A.	 改善市场信号以奖励需	 	
	 求侧灵活性的系统价值

此类促成因素的核心目标是提高效率和脱碳，利用对
所有灵活性提供商（包括需求侧灵活性）开放的竞争性
市场。

• 确保足够的电量计量工具的提供，以测量不同时
间的电力消耗量。这是需求侧灵活性最基本的要
求。Economy 7 电价早期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选
择此电价的消费者有一个单独的电表，可以测量
电价较低的 7 小时内的其用电量。更复杂的需
求侧灵活性服务将需要对更短的时间内用电量

（例如一小时或更短）进行计量。这解释了为什
么欧盟立法要求所有成员国为消费者安装智能
电表，因为其认为此类设备的应用其收益会大于
成本投入。此外，一些聚合商现在也会免费提供
控制和计量设备，这些设备可以每五分钟记录特
定电气设备的电力消耗。有些聚合商会质疑电
力系统对智能电表的需求，认为智能电表对系
统运营商的好处多于消费者。相反，他们认为自
动化和数字平台是确保负荷变得灵活的关键。

• 确保批发市场价格适当体现灵活性价值。为
了能够体现灵活性的机制，可能需要对电力
市场进行实质性改革，以应对脱碳挑战并为
投资者提供有效的激励措施，尤其是灵活性
方向的投资（参见Energy Systems Catapult 
(2021) 和Keay and Robinson (2017)）。我们
已经目睹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一系列改革，这
些改革改善了灵活性的前景并使需求侧灵活
性能够参与进来。下面我们介绍一些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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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批发能源价格有更多的时间粒度。在欧洲的
日前和日内市场上，交易的绝大多数产品是
以小时为单位的产品，但其越来越多地引
入了时间粒度较低的产品，例如在许多国
家交易的半小时产品 (IRENA, 2019b)。  

 — 交易窗口关闭（当能源市场关闭时）正在接近
实时的系统操作。这使市场代理商对发电端预
测更有确定性，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系
统不平衡。这也有利于系统运营商，因为他们
需要购入和运营较少的灵活资源来平衡系统。

 — 平衡市场中的新灵活性服务 (Cornwall 
Insight, 2021): 在 Covid-19 的早期阶段，
英国获得了如何应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过剩
和需求不足的宝贵经验。2020 年一整年，英
国有 76% 的天数经历了弃风。因此，电力
系统运营商 (ESO) 在 2020 年 10 月推出
了新的频率响应服务动态遏制 (Dynamic 
Containment)。这是一套新的快速响应服
务。它接纳所有技术参与，尽管迄今为止，储
能电池一直是该服务的唯一的供应技术（999 
MW），因其快速的响应速度。电力系统运营
商计划在 2022 年 3 月推出另外两项响应
服务，即动态审核(Dynamic Moderation)
和动态监管(Dynamic Regulation)。

 — 通过配电网运营商（DNO） 改进灵活性管理。
分布式能源给配电网的管理带来了更大的复
杂性，但也可以提供灵活性服务来帮助管理
配电网。在英国，配电网络运营商负责采购灵
活性服务。目前所有配电网运营商都采用并
开始采购一套标准化的灵活性服务以及标准
合同协议。能源网络协会 (Energy Networks 
Association, ENA) 已通过《开放网络》项目
做了大量工作来促进这一点。英国天然气和电
力监管办公室通过 RIIO 6价格控制来激励它
(ENA, 2021)。 

6 RIIO（Revenue = Incentives + Innovation + Outputs）即利益 = 激励+创新+产出是一项基于表现的监管模式。它由英国天然气和电
力监管机构提出。旨在对公用事业单位提供激励机制，鼓励其创新和对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提出解决方案。

Cornwall Insights (2021) 报告称，ENA正
在就配电网络运营商采购灵活性服务标准
协议的第 2 版进行咨询。拟订的修改内容旨
在改善聚合商和非传统机构的参与和接入。

 — 新市场的创造。英国于 2014 年推出了一个以
拍卖方式运作的容量市场。这是一个确保供
应安全以应对系统压力的市场，特别是考虑
到在燃煤电厂的减少和即将到来的核电减少
时期，如何满足系统高峰需求；解决可再生能
源（如风能）的间歇性问题。从历史上看，容量
付费通过拍卖授予化石燃料发电厂。但市场
现在对低碳资源开放，包括独立储能、脱碳发
电源和 需求侧灵活性（其中可能包括储能）。

 — 向“显式”需求侧灵活性开放市场准入。一
般来说，英国的法规已经朝着启用“显式”
需求侧灵活性的方向发展。例如，“显式”需
求侧灵活性可以参与平衡机制 (Balancing 
Mechanism)、其他平衡市场、配电网灵活
性服务市场、和容量市场。电网运营商一直致
力于改变辅助服务的要求，以免它们对需求
侧灵活性的接入产生不必要的障碍。这样的
改变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将在未来持
续产生影响。变化包括减少最小投标容量规
模以及投标和交付周期的时间段。smartEn 
(2018) 清楚地描绘了在辅助服务中启用需
求侧灵活性所需的更改。电网运营商的广泛
准入（Wide Access） 计划将促进小型资产
纳入平衡机制，包括电池储能、可聚合单位和
虚拟电厂。此外，一项新举措，即虚拟牵头方，
为小型参与者提供了通往平衡市场的另一条
途径，并且有计划 (如更改准入计划，Wider 
Access API) 来降低这些参与者的互联成
本。重要的是，关于需求侧灵活性聚合商参
与能源批发市场的条款也在持续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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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取高质量数据。为了确保市场的运行效率，
保证获得高质量的数据，尤其是与居民电力消
费者相关的数据，至关重要。除此以外，在消费
者愿意共享其信息的零售供应商、服务提供商
和聚合商之间共享数据也很重要。利益相关方
的讨论中认为他们需要更好地访问这些数据。

 — 确保服务提供商的中立性。为了使这些市场
尽可能具有竞争力和效率，法规应明确服务
类型，并在参与技术和参与实体方面保持中
立。不能向需求侧灵活性开放所有市场将降
低需求侧灵活性的潜在收入和经济性。另一
方面，需求侧灵活性提供商应承担与在这些
市场上交易的其他服务提供商相同的义务

（例如平衡服务）。这是英国正在进行的一
项工作。容量市场目前反映了政府的偏好，
并且有相关建议来降低对投资的中央控制
程度(Energy Systems Catapult, 2021)。
此外，在一些国家还存在关于聚合商是否
应承担赔偿零售供应商的讨论，这样的讨
论基于聚合商参与电力市场而对零售供应
商可能产生的经济成本。辩论正在进行中，
但是无论如何，政策目标的最终目的应该
是支持一个更具竞争力和效率的市场。 

• 治理：重新定义电网公司的角色。从传统来看，电
网公司一直关注电力系统的大规模和长期投资，
但需求侧灵活性并不符合这种发展模式。需求侧
灵活性更多地是关于挖掘小而分散的灵活性来
源。以前，挖掘这些分布式能源并不经济，但数字
化使这些资源的聚合成为可能。现在需要更好地
了解如何有效地集成这些资源和分布式灵活性资
产，以在需求侧灵活性中建立规模经济效益。配电
网运营商正在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交付需求
侧灵活性是否应该受到惩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依赖它作为现有基础设施替代品。最后，尤为
重要的是要为电网公司支持高效需求侧灵活性而
提供激励措施，这意味着确保系统运营商不会偏
好电网公司或其附属公司。 
 

最后一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将系统运
营商（现为电力系统运营商，ESO）与电网公
司（国家电网，NG）分开的决定。见专栏 1。 

• 绿色金融支持。一些利益相关者提出投资者不
愿投资需求侧灵活性，因为它仍然是一个新领
域（某些服务的经济性尚未得到证实）。他们认
为，政策应该更多地释放绿色金融，以实现创新
性的需求侧灵活性技术和商业模式。个体消费
者还需要获得用于热泵、改造、电动汽车等的低
成本融资。这些讨论引申义表现为是金融市场
未能充分认识到需求侧灵活性的经济价值。

专栏 1

网络所有权和运营体制改革

英国正在将系统运行与电网管理分离。在输电层面，国
家电网能源系统运营商 (ESO) 与拥有电网资产的国家
电网 (NG) 分开。 ESO 负责运营英国的电力系统，而国
家电网则负责管理电网。在配电层面，配电网络运营商

（DNO）将承担系统运营职能，如主动网络管理；这被称
为从配电网络运营商到配电系统运营商 (DSO) 的过渡。
系统运行的分离反映了使用新技术和实时数据来管理
日益分散的能源系统越来越重要，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
渗透率越来越高。这样的改革对消费者需求侧灵活性很
重要，主要是出于一个原因：消费者及其代理将越来越
能够向系统运营商提供需求侧灵活性服务（如位于输电
系统的 ESO 和配电系统的DSO）以帮助管理电网堵塞，
运营商确保这些服务在市场上的有效竞争非常重要。如
果不将管理与系统运营分离，那么存在电网所有者和系
统运营之间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的可能，因为需求侧灵
活性服务将会与电网侧资源竞争以提供灵活性服务。通
过法律层面上的分离或监管，系统运营商不应有动机偏
袒电网侧资源，例如通过电网扩展或使用电网侧服务，
或过度依赖需求侧灵活性和其他竞争性的灵活性来源。



14消费者如何帮助电力系统脱碳

B.	引入新技术和商业模式

为了促进投资支持需求侧灵活性，有必要要为消费者
更加积极的参与，以及相关公司开发能够挖掘需求侧
灵活性的商业模式提供有力的支持。以符合市场和政
策方向的方式关注需求侧灵活性产品也很重要，特别
是支持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接入。我们的利益相关方
研讨会和后续研究发掘了一些关键的推动因素。

• 引入直观且充分的电价机制。虽然电价不是消
费者参与需求侧灵活性的唯一决定因素，但它
仍然是整个版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根据
问卷调查和我们从英国利益相关者会议讨论的
结果，电力消费者和聚合商通常不清楚他们如
何在现有的零售产品范围内提供灵活性。因此，
动态电价或激励措施需要以消费者直观易懂
的方式设计，从而更好地展示参与需求侧灵活
性可获得的利益。围绕这个话题存在一些基本
问题，包括客户是否可以接受更多随时间变化
和/或位置变化的能源价格和/或灵活性激励措
施；以及与电费计费相关的规则是否需要改变
以适应电价上的创新机制。另一个附加的且重
要的考虑因素是是否将动态电价作为默认选项

（消费者可以选择不参与），还是以现有电价体
系为默认选项，消费者来选择加入动态电价7。  

• 专注于因提供需求侧灵活性而存在显著潜在经
济效益的电气设备。对于居民消费者而言，最
相关的资产是电动汽车和热泵，尽管多种资产
的聚合也可能带来电费节省。根据 Cornwall 
Insight (2021) 的研究，节能信托基金（Energy 
Savings Trust）引用的研究估计，与按标准
资费充电相比，通过智能充电，普通电动车车
主每年可节省 230 英镑。与此同时，这也引发
了人们对电动汽车、热泵和其他灵活资产的
投资会加剧现有不平等和燃料贫困的担忧。

7 最近发生的电力批发价格提升将这一因素变为焦点问题。在西班牙，默认的用电价格体系将电力批发价格直接导入零售价格。而零售价
格的提升引起了整个社会和政治系统内的广泛讨论。

8 Keay 和 Robinson (2017) 认为应该重新设计能源市场以促进这一点。

• 在可再生能源可用时引入鼓励消费的电价机制。
促进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整合的最佳方法是在其可
用并运行时将其充分利用（或储存）。这样，系统需
要的备用资源将会变少。类似的电价机制已经开
始出现在英国。其中一个案例是，一家电力公司提
供的一个电费标准中保证 100%的电源来自当地
社区的可再生能源。并且当地风力发电机运行时，
单位费率享受8折优惠，风力发电超过一定水平
时，单位费率享受5折优惠。这是客户在可再生能
源运行时消费或储存的激励措施。而且它只是促
进这种灵活消费的商业模式和市场设计的开始8。

• 让提供需求侧灵活性对于消费者来说尽可能的
简单和轻松。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者所需的行动，并使他们
的参与变得容易且具有成本效益。一个相关的推
动因素是可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定制
的合同。这包括能够为每个消费者定义哪些是首
选的可控负载（例如电池或电热水器）和不可控
负载（例如电视），并就自动化系统如何管理这
些负荷设置差异化规则。虽然这些技术已经可
用于实现这样的个性化定制和负荷分解，但对
于普通居民客户的聚合商而言，它尚不具有成
本效益，部分原因是他们无法进入所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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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聚合和数字平台降低需求侧灵活性的成本9。
为了使需求侧灵活性成为可行的业务模式，规模
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数字平台聚
合分布式能源并充当消费者和系统之间的中介的
证据。聚合商与最终消费者签订合同，消费者赋
予其控制电气设备的权利。消费者将通过直接补
偿（如整体灵活性收益的百分比为收入），或者节
省电费（如更高效率的利用他们的资源）来获取报
酬。平台的价值随着它纳入的灵活资源的数量和
种类以及平台可以销售服务的市场的数量和规模
而增长。虚拟发电厂聚合了大量分布式能源，包
括发电资源、储能资源和智能电气设备。现在有
许多不同的商业模式正在得到开发，如 Energy 
Systems Catapult (2020) 所示。这些平台需要认
识到消费者偏好的不同并相应地设计合同；但是
目前这种多样性与英国对零售合同的限制不符。

• 提高需求侧灵活性方面的素养和获取相关技术
的机会。技术似乎在消费者参与需求侧灵活性方
面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可以成为推动者，
另一方面，由于与采用智能技术相关的前期成本
以及理解和参与这些平台和需求侧灵活性所需
的文化水平，却对一些消费者群体产生阻碍。后
者存在的风险尤其会影响弱势群体，例如社会经
济背景较低的群体。因此，未来需求侧灵活性发
展不仅需要建立融资机制来补贴这些消费者，还
需要提高消费者素养（例如，清楚地解释气候变
化和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整合等更广泛的挑战，以
及帮助消费者了解如何利用需求侧灵活性）。

9 Richter 和 Pollitt (2018) 讨论了平台市场以及消费者更愿意接受的智能电力服务合同的实证研究。

C.	 反映消费者偏好，	
	 同	时提供支持和保护

• 利用失负荷值的多样性挖掘需求侧灵活性潜力。
了解消费者偏好对于开发对消费者有吸引力且
对系统有价值的需求侧灵活性至关重要。其中一
个可参考指标是了解消费者的失负荷指 (Value 
of Lost Load, VOLL)。英国一项关于失负荷值
的研究表明，一些消费者非常看重持续供应（即高
失负荷值），而另一些则认为持续供应的价值要
低得多（即低失负荷值）。此外，消费者可能对自
动关闭他们的冰箱15分钟没有异议，但不会希望
他们的空调在天气炎热时被关闭。有关消费者如
何评价供应连续性的信息是确定哪些客户最有
可能提供需求侧灵活性、他们何时可能愿意提供
灵活性以及他们期望获得多少补偿的关键步骤。

• 了解消费者偏好以吸引其提供需求侧灵活性服
务。消费者对参与需求侧灵活性项目时提供的电
力服务功能（例如自动控制、数据管理、技术支持
和节省电费）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英国，消费者
可能会要求高额补偿以分享他们的用电量和其他
个性化数据；而他们通常更愿意为技术支持服务
付费 (Richter and Pollitt, 2018)。上文作者建
议将参与支付与分享账单折扣相结合可以鼓励消
费者参与需求侧灵活性服务。了解消费者在能源
账单之外的优先事项也很重要，即如何通过成熟
的参与者以及技术平台、市场设计、政策和有关合
同内容的信息推动文化和行为的变革。一些消费
者的主要考量因素是环境目标，而另一些消费者
则主要关心保持对其电器的控制程度。此外，一些
其他因素，如性别、教育水平、住宅所有权和家庭
规模，也会对消费者对参与需求侧灵活性服务的
偏好产生重大影响。背景信息在这方面也起着重
要作用，例如，需要对集体和个人激励的价值做出
区分。因此，为了设计出吸引不同群体消费者的产
品的构成和框架，必须透彻了解消费者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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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消费者了解并提供需求侧灵活性。大多数
消费者对需求侧灵活性的概念几乎为零。因此，
必须与消费者进行有效的沟通才能鼓励他们提
供灵活性。这可能以易于使用的技术形式出现，
但是一些试点实验已经表明，与可信赖的人沟
通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消费者自己控制设备
的情况下。例如，电动汽车的购买者可能不知道
如何以及何时为车辆充电，他们需要专业帮助
以降低充电成本、延长电池寿命并通过单独线
路正确连接到电网。Darby (2020) 借鉴了欧盟
智能蓄热计划的经验，分析了有助于需求侧灵
活性计划有效性的因素。除了主流需求侧灵活
性研究中提到的问题（例如技术和政策）外，该
研究还强调了消费者参与的重要性，因为他们
的经历对于需求侧灵活性后续发展至关重要。
该文强调了与消费者的三种互联方式，即设备
之间的连接性、（手动或自动）设备控制，和消费
者体验的关怀（例如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

• 保护消费者。公共政策可能会引入资产标准，这样
消费者就不会在他们必须留在同一家公司时被供
应商“锁定”，否则将导致他们的资产无法运作。
其他形式的保护包括确保公司帮助消费者了解
他们的电费标准并意识到他们面临的价格风险。 

D.	完善对创新试验的政策支持	

能源转型正在颠覆电力系统，消费者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这涉及政策、技术、商业模式以及消费者与
能源系统关系的变化。重要的是政策可以支持创新和
实验，使公司和公民能够利用需求侧灵活性产生的机
会。下面是一些来自英国的例子。

• 及时实施改革和有效行动，使需求侧灵活性成为
可能。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英国在释放需求
侧灵活性潜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之一是其监管机构

（例如 英国商务能源与产业战略部和天然气与电
力监管办公室）被视为具有进步性和前瞻性。 
 
 

更广泛地说，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从英国和欧
洲市场对创新和市场解决方案比其他国家更
加开放的趋势中受益。因此，英国成功地迅速
扩大了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并且是支持能源部
门改革以支持需求侧灵活性发展的先驱。然
而，其中的许多改革仍然需要被转化为有效的
行动，并实际落实实现需求侧灵活性份额提
升的要求（例如强制性全市场半小时结算）。

• 创新支持。英国以多种方式支持创新，鼓励需求
侧灵活性的发展，包括为研发和试点项目提供
资金支持。一个特别重要的支持来源是Energy 
Systems Catapult (ESC)，它是 Catapult 网络
的一部分，支持企业将想法转化为产品和服务。
本文作者在整个项目中与 ESC 合作，他们在许
多方面为项目提供了指导，包括政策改革、商业
试点和消费者认知。ESC帮助支持新业务的一个
很好的例子是通过他们的消费者洞察服务，其
中包括能源市场研究、数字设计和消费者试验。
特别是，他们拥有一个由 500 个真实家庭组成
的生活实验室，连接到基于云的数字平台和室
内传感器，使公司和监管机构能够尝试不同的
方法并了解消费者的相关行为和观点。在我们
的研究中，我们通过 ESC 的 Living Lab 进行
了一项问卷调查。类似服务是其他国家可以考
虑的模式。除此之外，英国商务能源与产业战略
部赞助了一系列需求侧项目(UK Gov, 2021)。

• 在商业可扩展性方面改进了沙箱。需要一个适当
的实验环境，以了解什么对促进消费者参与需求
侧灵活性有效，什么无效。天然气与电力监管办
公室的监管沙箱、Energy Systems Catapult的
服务和英国商务能源与产业战略部对试点项目
的支持就是例子。然而，利益相关者认为，在商业
可扩展性方面需要更好的沙箱，这超越了较小的
技术测试实验。监管沙箱允许多个新电价系统和
技术同时进行大规模试点，将对开发有效的需求
侧灵活性市场以及管理潜在风险做出有意义的
贡献。鉴于消费者偏好、能源系统和政策环境可
能因具体情况而异，因此规模是一个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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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求侧灵活性在中国：挑	
	 战、机遇和政策建议10

10 我们使用需求侧灵活性来指代消费者或其代表在中国可能提供的全方位灵活性服务。在本节中使用术语需求响应 (Demand Response) 
来指代中国已采用的特定措施，尤其是在高峰期减少需求的计划。

11 相比之下，2020年风能和太阳能新增装机容量超过120吉瓦。
12 电力消费从 2000 年的 1,254 TWh 增加到 2020 年的 7,510 TWh。

3.1	 电力系统转型需	
	 要新的灵活能源
电力系统转型一直走在中国能源转型的前沿。这体现
在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的快速增长。截至2020年，
风、光总装机容量超过530吉瓦，占总体装机容量的近
四分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对于
电力系统实现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习
主席提出了 2030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1200 吉
瓦的目标。尽管该目标被认为是保守的，但它仍然意味
着到 2030 年，每年增加 70 吉瓦的风能和太阳能容量
11。从长远来看，He et al. (2020) 预计到 2050 年，在 
1.5°C 情景下，中国风能和太阳能的总发电量将超过 
5,000 吉瓦。

随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不断提高，电力系统必须应
对各种挑战以确保电力供应安全。例如，水电是目前中
国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它占全国发电量的17%，使水力
成为仅次于煤炭的第二大电源。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
置，水电在确保中国东部和南部的供应安全和提供灵
活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水电有着显着
的季节性变化。2020年底中国南方出现的电力短缺与
水电不足密切相关 (IEA, 2021)。同时，风能和太阳能
发电量与气候条件（例如，云量或风速变化）密切相关，
导致短时间内电力输出变化较大。

中国需要灵活的能源资源来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短
期和长期变化。大多数省级和区域电网依靠煤电来提
供灵活性 (Zheng et al., 2020)。

 
 
在低碳转型的背景下，以煤炭为灵活来源面临一系列
挑战，包括煤电厂提供辅助服务的价格不足，以及限制
碳排放的政策导致成本上升；总之，这些条件解释了人
们不愿意改造燃煤电厂以提高效率来提供灵活性资源
的原因。中国需要探索更多脱碳、低成本的灵活资源，
以便更好地整合可再生能源，确保短期和长期电力供
应的稳定和安全。

同时，在交通、建筑和工业活动不断增长的需求推动
下，电气化将导致中国电力需求增加。He et al. (2020) 
预测电力消费在 2020 年至 2050 年间接近翻倍，达到 
14,270 TWh。尽管中国在 2000 年至 2020 年间成功
实现了电力需求的六倍增长12，需求增长的规模以及
供给结构的变化将给维持供应安全带来严重问题，特
别是随着燃煤电厂的退役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多极端
天气的影响。基于这些原因，需求侧灵活性有望在中国
电力系统的运行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终端活动的电气化不仅给电力系统运行带来了挑战，
也带来了机遇。从新的电气设备中提供需求侧灵活性
的潜力很大，特别是电动汽车、加热和制冷设备。例
如，2030年仅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就预计达到5.7太瓦
时，相当于2020年全国全网日均用电量（约20.6太瓦
时）的四分之一以上 (Zhu, 2021)。通过适当的技术设
置和相关的数字平台开发，这些需求侧资源可以适应
不断变化的可再生能源输出，这将有助于中国的电力
系统脱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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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支持可再生能源并网，在需求侧采用灵活的资源
可以有效延迟甚至避免对发电和电网的投资。2019年
全国最高负荷水平的95%以上的时间小于24个小时。
在省级层面，负荷达到最大负荷90%以上的时间通常
少于168小时。投资额外的发电和电网资产以满足如
此短时期的高峰需求是昂贵的。使用需求侧措施可以
延迟或避免此类成本的产生。例如，Liu et al. (2015) 
研究了在上海商业建筑中使用需求侧措施的可避免成
本。研究表明，每年可避免的成本可达8亿元人民币。

2021年9月，中国经历了严重的电力短缺，波及一半
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造成电力短缺的因素
因省而异，包括煤炭供应短缺、煤炭成本上升、水电在
内的可再生能源产量低于预期、工业活动恢复导致需
求快速增长、因异常天气导致居民用电增加、煤电价
格上限、以及可能最重要的双减目标的实现 (Carbon 
Brief, 2021)。

电力短缺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高盛估计，
中国约有 44% 的工业活动受到影响，导致其 2021 年
预计的年 GDP 增长率下降 0.4% (Reuters, 2021)。不
仅工业活动受到限制，部分省份居民用户也频频断电。
居民消费者强烈抗议，他们批评在事件发生前没有沟
通就发生断电。尽管国家发改委制定了确保冬季能源
供应充足的计划，部分缓解了对电力短缺的担忧，但增
加煤炭供应（国内生产和进口）和保障天然气供应仍存
在障碍，在两者价格均在高位的情况下。需求侧的灵活
性可能是确保供应安全的一种手段，参与的消费者会
因此得到回报。近期中国政府颁布了新的措施例如对
煤电价格放开限制和将工商业用户充分纳入电力市场
交易(You, 2021)。 这些措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利用需
求侧灵活性资源的机会，其可用于替代以煤炭为主的
灵活性资源，以确保电力的安全供应，减少排放，并可
以对参与用户提供奖励。

3.2	 由于激励不足，	
	 消费者缺乏兴趣
国际经验表明，价格和电费信号通常不能准确揭示需
求侧灵活性可以为电力系统提供的价值。它还表明，市
场和监管并不总是体现需求侧灵活性价值。中国的情
况与此类似，现有政策对需求侧灵活性的激励不足，并
有利于发电侧（如煤炭）的灵活性来源。大多数需求侧
项目是在多个省份开展的需求响应试点，着重于减少
高峰需求，允许工商用户参与削峰填谷活动。提供这种
灵活性（主要是减峰服务）通常是强制性的，并且补偿
不足。

目前，基于市场的定价机制不足以激励提供灵活性服
务。例如，峰谷电价仍由行政决定，而非现货市场，无法
体现灵活性资源的经济价值。此外，尽管在东北地区进
行了多次试点，但大多数地区的辅助服务市场的补偿
机制并不明确。就优先顺序而言，没有明确的信号表明
像需求侧灵活性这样的脱碳灵活性来源被优先考虑，
或者碳的全部社会成本（高于当前中国 ETS 价格）被
考虑在内。

一些省级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需求侧资源发展，尤其
是从大的消费者入手。一些省份如浙江，广东，山东，江
苏已出台的有关需求响应的发展计划，也推动了一些
需求响应试点工程的实施。更多基于市场机制的，促进
需求侧灵活性发展的机制已经被考虑。例如，在2021
年3月，广东省能源局和中国南方电力监管局公布了《
广东省市场化需求响应2021年实施方案（试行）》。该
计划旨在探索需求响应的市场机制，鼓励消费者积极
参与，确保电力安全供应。它定义了需求来源类型（包
括储能系统，工业消费者和其他负荷），规定了需求响
应计划参与者的技术要求（例如，最低响应容量不低于
1MW，最短响应时间不少于1小时），天花板价格4.5
元/千瓦时，以及用于资助需求响应经费来源。然而，需
求响应实际表现不符合预期。消费者仍然缺乏参与需
求响应的兴趣。例如，2021年5月，在某一天的高峰需
求期计划要减少需求3,600兆瓦。尽管结算价格已经达
到4.5元/千瓦时的天花板价格，总采购容量却远小于
预期的，仅为293兆瓦或预计的容量的8％(BJX,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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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有序用电也在此期间实施，这意味着工业用
户已经被要求将到他们的消费时间转移到需求较低时
期实施。如果企业被要求转移他们的消费时间与参与
需求响应项目时间一致，那么参与需求响应将会帮助
企业获得利润。相反的，如果不在同一天，企业从正常
运行中所获得的收益，将远高于其从参与需求响应项
目中得到的收益。这引发了对政策制定者的一个挑战：
是否在企业生产和盈利能力被影响的情况下还需要优
先需求响应的实施，以降低电力系统峰值压力和降低
排放。

对于居民消费者而言，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非常相似，
消费者通常是被动的。中国现有的电费结构是阻碍参
与需求方计划的另一个障碍。有迹象表明，政府意识到
在不久的将来需要进行变革。例如，发改委已经认识到
工业消费者对居民电价的交叉补贴的弊端，以及取消
这些补贴以反映真实电力成本的必要性。人们还认识
到需要鼓励消费者更加积极，可能通过新的定价实验，
并且需要智能电表来测量一天中不同时间的需求。

3.3	 需要实验来支持需	
	 求侧灵活性的开发
短期和中期的行动是需求侧灵活性开发的关键。为了
在中期内为可再生能源和需求侧灵活性发挥日益重要
的作用做好准备，现阶段重要的是开始调整立法、市场
和商业模式，以及促进创新和教育消费者。中国能源五
年规划为能源部门制定了未来五年的详细发展目标，
并为接下来的两个五年期提供了总体指导。重要的是
开始使用这些规划工具为即将到来的五年计划中需求
侧灵活性的发展做好准备，并向投资者发出明确的信
号说明需求侧灵活性在长期战略规划中的优先地位。
其中，必要的是充分了解消费者偏好，如应用试点项目
和消费者调查。

中国目前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一系列试验和试点，
包括所谓的“智能电网”、“高弹性电网”和“能源互联
网”等。他们都提到了需求侧资源的重要作用。这些能
源系统的新方法为实现政府的短期碳强度和能源强度
目标和长期碳中和目标提供了解决方案。

例如，浙江省提出了“高弹性网格”的概念。在构建基于
可再生能源的新电力系统的背景下，该概念旨在探索
所有允许通过市场机制优化系统运行的灵活性来源接
入。构建高弹性网格的一项特殊任务是探索需求侧灵
活来源并支持聚合的发展。“智慧能源产业园”、“综合
能源系统”等类似概念都强调供需来源之间更好的协
调。此外，聚合商、虚拟电厂等诸多新能源模式近年来
也开始运行。例如，除工业用户外，山东和广东将聚合
商和虚拟电厂运营商列为允许参与其需求响应计划的
主要提供商。 

为了巩固其增长势头，在可再生能源并网可能需要当
地灵活性的地区启动新的需求侧灵活性试点非常重
要。通过试点的实施，了解不同消费群体在提供需求侧
灵活性方面的偏好，探索可以初步挖掘可用需求侧灵
活性潜力的技术（硬件和软件）和商业模式，然后大规
模推广（从居民，以及商业和工业）需求侧灵活性开发
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应测试不同的需求侧灵活性资源，
包括分布式能源、充电汽车对网络、电加热和制冷等资
源在不同电力市场（地方和区域批发市场、辅助服务市
场、电网阻塞市场、容量市场等）的应用。

为了使这些需求侧灵活性资源可以更加有效的应用，
建立市场和治理结构尤为重要。因为它们为需求侧灵
活性提供经济信号和消费者主张，并确保可以用于提
供需求侧灵活性基本消费信息的电表设备和资产标
准。尤其是，中国将需要决定是否效仿英国和其他国家
开发充分竞争的市场，这些市场提供重视灵活性并鼓
励消费者积极参与或通过聚合商参与的短期价格信
号。除其他影响外，这可能意味着电网公司的新角色，
系统运营商在避免电网所有者控制系统运营时可能出
现的利益冲突的条件下支持竞争过程。

另一种模式是系统运营商、电网公司或聚合商使用数
字平台通过远程控制分布式能源来管理系统，使用需
求侧灵活性选项的优值顺序的管理定义。

一种混合方法——结合基于市场的价格和行政命
令——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开始方式。Pollitt (2021) 在
即将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这种方法 (Glachant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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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混合模式，市场价格可用于激励某些特定资产的
灵活性，例如智能电动汽车充电。消费者将获得一些收
入或降低其用电成本，而系统将避免更昂贵的灵活性
成本。对于其他电气设备，系统运营商或聚合商可以使
用行政优先顺序（而不是价格）来对特定设备的需求进
行配给，例如将照明和电视作为优先顺序（不调低需求
或关闭）处理，同时其他资产如热泵或冷冻机，在优先
顺序中较低（消费可部分或全部削减）。消费者将受益
于一些奖励，而系统将受益于避免的成本。随着市场变
得更加广泛和高效，它们可以取代行政绩效排序。 

尽管出于效率和激励属性的考虑，我们强烈倾向于市
场竞争，但要想取得成功，无论何种方法都需要对消费
者偏好有很好的了解。这是因为对消费者偏好的理解
会影响潜在需求侧灵活性供应商的识别以及他们认为
有吸引力的条款。也是因为消费者将购买（或不购买）
电气设备（电动汽车、热泵、电池、智能设备），使消费者
能够提供灵活性。因此，我们强烈建议中国开展研究以
了解消费者偏好并尝试新的市场设计和商业模式。

3.4	 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当前面临的上述挑战和需求侧灵活性带来的
机遇，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这些建议确定了一系列
不同时间尺度的政策措施。

i.	 总体灵活性的政策建议	
• 提高利益相关者对灵活性资源的认识，并了

解灵活性对电力系统转型的重要性，尤其是
对于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并网的重要性。

• 从多个角度对每个灵活性资源进行系统
分析，包括技术能力、经济可行性、环境影
响、以及更广泛的经济效益和外部性。

• 确定（通过行政方式或通过市场机制）特定
地理位置的灵活性资源（例如需求侧灵活
性、储能、发电侧、电网侧）的最佳组合，即能
够以最低成本提供灵活性的技术组合。

13 相当于 smarten (2018) 报告的内容，但是中国为主要研讨对象。

• 确定在当前监管和系统条件下可以鼓励
灵活性来源增长的定价/补偿机制。

• 加快电力市场改革，了解灵活性需求并消除在实
际或潜在的新电力市场中提供灵活性的障碍。

• 考虑进行结构和治理改革以鼓励竞争，特别
是如何最好地确保系统运营商的独立性。

• 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引入互操作性标准以避
免技术锁定。这是英国正在寻找的电动汽车充电
网络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2021)。

ii.	 需求侧灵活性的政策建议

概括性建议：需求侧灵活性意识、需求和潜力

• 宣传需求侧灵活性必须反映消费者偏好的想法。

• 提高消费者对需求侧灵活性资源的认识
及其对电力系统转型重要性的理解。

• 对不同地点的不同消费群体（包括居民、商业
和工业消费者）的需求侧灵活性需求和潜力
以及当前的障碍进行详细分析。特别是，需要
开展工作以突出需求侧灵活性的障碍13。

• 建立一个消费者小组，由来自不同背景和地点
的一组消费者组成，他们可以接受在线咨询以
测试不同的政策和商业主张。英国的 ESC“家庭
真相小组（Home Truth Panel）”值得考虑。

• 使用真实的建筑（具有强大的消费者保护）建
立产品和消费者主张的测试中心。英国的ESC 

“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模式值得考虑。

• 准备一份关于中国需求侧灵活性战略白皮书，
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和学术界进行磋商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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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灵活性试点	

• 将现有的需求响应相关试点扩展为需求侧
灵活性试点，特别关注可再生能源整合，
并在可再生能源接入可能需要当地灵活
性的地区启动新的需求侧灵活性试点。

• 进行试点，包括需求侧灵活性计划中
确定的不同需求侧灵活性资源。

• 需求侧灵活性试点和调查应从不同社会背景、
性别和年龄的人那里了解消费者的偏好。

支持需求侧灵活性的公共政策

• 制定推出智能电表的计划，从需求侧灵活性
具有明显正收益成本比的消费者开始。例
如，英国电动汽车能源工作组提出了一个
流程，当每个家庭安装了电动汽车充电点
时，可以为每个家庭提供一个智能电表。

• 确保任何短期补偿机制（例如在实际试验
中测试并可能使用监管沙箱）为开发 需求
侧灵活性提供有效的经济激励。如果这仍然
是一个障碍，特别是在需求侧灵活性对系统
具有高价值的领域，则可以通过额外的政
策来支持对需求侧灵活性资产的投资。

• 鼓励独立聚合商、创新供应商和虚拟电厂的发展。

• 考虑结构和监管改革，激励电网公司支
持高效的需求侧灵活性14并采取措施阻
止电网公司歧视需求侧灵活性服务。

• 考虑使用促进电力有效利用的定价机制。在正在
进行的电力市场改革中，充分考虑并纳入需求侧
灵活性资源，例如定义需求侧灵活性参与现有或
未来能源批发市场、平衡市场、容量市场和其他
市场的条件和规则。电力市场一旦建立，就为需
求侧灵活性有效参与电力市场创造必要条件。

14 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确保公用事业公司不会过度建设输配电网络，因为这将削弱需求侧灵活性解决网络拥塞的潜力；在做出网络投资决
策时，公用事业公司应考虑整体系统成本、排放以及与需求侧灵活性的权衡。另一方面，还需要有适当的机制来确保采购足够的需求侧灵
活性以确保可靠性不会受到影响。

• 探索消费者电费机制的新方法；这可能从鼓励需
求侧灵活性的新监管电费机制开始；逐步取消居
民电价行政管理，取消工商用户电价交叉补贴。

• 将需求侧灵活性定义为绿色能源技术，以促
进公共和私人金融机构获得绿色金融。

• 作为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尤其是在中国继
续开放电力市场的过程中，系统运营商或
聚合商可以对需求侧灵活性的接入使用
一种混合型的方法，即尽可能利用影子价
格，并辅以行政调度来决定哪些消费者和
灵活性来源为系统提供了最大的好处。

商业推动因素

• 为具有巨大潜力的需求侧灵活性技术
和商业模式提供指导和财务支持。

• 提供对促进需求侧灵活性商业
报价开发的数据的访问。

• 确定可以促进需求侧灵活性的现有工
业活动，以及需求侧灵活性在哪些方面
具有提高特定行业竞争力的潜力。

iii.	短期决策	支持碳中和的长期目标

需求侧灵活性应包括在碳中和路径的短期和长期规划
过程和发展中。由于（尤其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深
度并网、化石能源发电的减少和其他低碳技术（尤其是
绿氢）的商业化，中国未来的排放量在达到顶峰后会稳
步下降。因此现在需要明确需求侧灵活性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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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灵活性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它可以
为中国的脱碳、电力供应安全和公民参与应对气候变
化做出贡献，同时降低能源转型成本并赋予消费者权
力。需求侧灵活性的发展将使中国能够展示并兑现其
对2060年净零排放的承诺。将此作为优先事项将增加
中国作为实现《巴黎气候协定》雄心的全球领导者之一
的可信度。 

第二，个人消费者可以通过提供灵活性服务而受益，并
且能够利用提供灵活性而表达自己对能源消费的喜
好。特别是，通过在可再生能源可利用使其对其进行消
费或储能，可以有效减少其自身和电力系统对化石能
源的依赖。

此外，与需求侧灵活性相关的服务和产品的全球市场
不断增长，例如计量设备、储能、电气设备、通信和控制
设备，以及用于聚合和优化分布式能源的商业模式和
数字平台。随着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个市场将
逐渐扩大。由于中国为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及其在
全球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跟进提供需求侧灵
活性产品和服务的类似举措似乎是一个巨大而明显的
机会。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高效的需求侧灵活性有可能使中
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受益，以实现关键目标：脱碳、能源
供应安全、更低成本的能源转型，以及与全球市场建立
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供应链。我们建议进一步研究中
国和其他面临脱碳挑战和确保供应安全的快速增长国
家发展高效需求侧灵活性的需求、潜力、障碍和推动因
素。

4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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