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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进入去补贴阶段

平价上网项目

竞价上网项目

　项目类型 项目数量 项目规模（MW） 规模占比

集中电站 152 14764.66 99.9%

分布式 16 16.805 0.1%

合计 168 14781.465 　

项目类型
平均度电补贴

元/kW

发电小时数

h

规模

万kW

降7.6分补贴需求

亿元

集中电站 0.165 1170 2003.35 20.86

分布式 0.1 1129 593.48 1.62



分布式光伏进入去补贴阶段

分布式规模远低于地面电站原因分析

1、手续繁琐，来不及办理，小项目相对成本高

2、收益相对少

3、对政策不了解，不专业

首年满发小时数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年发电量（万kWh） 110 120 130 140 150

年收入（万元） 59.07 64.44 69.81 75.18 80.55

补贴1分/kWh增收

（万元）
1.1 1.2 1.3 1.4 1.5

补贴1分/kWh

收益率提高
0.27% 0.30% 0.31% 0.34% 0.36%

表：1MW项目的补贴收益测算

表：广东省不合格项目原因统计



分布式光伏项目可实现去补贴

发电侧
火电厂：燃煤标杆电价

水电厂：水电电价

燃气电厂：燃气电价

核电厂：核电电价

风电场：风电标杆电价

光伏电站：光伏标杆电价

电网

用户侧
居民用户：居民电价

农业用户：农用电电价

大工业用户：大工业电价

工商业用户：工商业电价

高电压

（35~330kV）

低电压

（220V~35kV）

项目 最低 最高 全国平均

居民生活电价 0.3771 0.617 0.5135

一般工商业

＜1kV 0.5156 0.8203 0.6948

10kV 0.5106 0.8053 0.6778

35kV 0.5025 0.7903 0.6588

大工业

＜10kV 0.3672 0.679 0.5752

35kV 0.3572 0.6585 0.5564

110kV 0.3472 0.6485 0.5379

项目 最低 最高 全国平均

脱硫煤标杆电价 0.25 0.453 0.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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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进入去补贴阶段

运营成本5分/W考虑

在不同投资水平下，用全投资IRR=10%进行反算

首年发电小时数

h

3500

元/kW

4000

元/kW

4500

元/kW

1100 0.495 0.563 0.63

1300 0.416 0.474 0.53

1500 0.358 0.408 0.457



高峰 平段 低谷 合计/加权

时间
8：30~11：30
16：00~21：00

7：00~8：30
11：30~16：00

23：00~7：00

发电占比 10.5kWh/39.33% 16.1kWh/60.3% 0.1kWh/0.37% 26.7kWh

电价 1.0014 0.6773 0.3532 0.8036

某光伏项目出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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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进入去补贴阶段

2018年新增分布式光伏项目构成

2018年531之后并网的工商业分布式项目约有6GW，

均无补贴项目

2019年531之前并网的工商业分布式项目约有3GW，

均按照无补贴项目开展。

2019年工商业分布式项目将以无补贴为主，预期可能达到7GW以上



分布式光伏进入去补贴阶段

去补贴之后，接网消纳成最关键因素

分布式光伏未来展望



去补贴之后，电网消纳能力成为最重要的限制因素

截止2018年底，全国13个省的新能源装机占比达到本省20%以上；10个省份的新能源发电量达到本省的10%以上；

共14省出现弃风、弃光。2019年一季度，山东、安徽两省的新能源总装机占比也超过20%

除江西之外（发电量占比8.6%），全部出现弃风或弃光；除上述省份外，山东也出现弃风、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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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季度，全国弃风、弃光总限电情况

去补贴之后，接网消纳成最关键因素

2019年1季度，全国” 风+光”装机在本省总装机的占比

数据来源：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



图：近5年全国平均的弃光量与弃光率

2016年开始，电网执行“双降”控制，弃光量

与弃光率都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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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全国 新疆 甘肃

利用率 弃光率 利用率 弃光率 利用率 弃光率

2018 ＞95% ＜5% ＞85% ＜15% ＞90% ＜10%

2019 ＞95% ＜5% ＞90% ＜10% ＞90% ＜10%

2020 ＞95% ＜5% ＞90% ＜10% ＞90% ＜10%

2018年10月30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清洁能源

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发改能源规〔2018〕

1575号）中提出具体的消纳指标

对于完不成上述指标的地区，电网公司直接采取了限批政策

不仅针对地面电站，工商业分布式也不能幸免

据了解，部分省份在2021年之前，不新增备案光伏项目（地面+工商业分布式）



5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下发《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保障机制的通知》（俗称“配额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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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8年各省消纳与指标要求对比

配额制中的消纳责任权重较低，并不能带来较大的消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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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非水可再生能源的实际消纳比重，11省已经达到或超过2020年的目标；16省略低于2020年的指

标，但完成难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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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竞价申报规模（万kW）

项目类型 规模
万kW

地面电站 2003.35

分布式 5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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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承德、张家口5.8GW平价上网项目因消纳问题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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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户用光伏接入规模超过25%时，变压器应该做改造；当

发电量超过接入变压器年用电量50%时，应开展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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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能源占比特别高的地方，电网公司开始以传统能源的标准考核新能源，要求新能源参与辅助服务。

根据西北电监局的公开数据，2019年1月、2月份，青海光伏电站因“两个细则”考核被罚款2302万，光伏折合1分/kWh。

图片来源：储能100人

“有偿服务”将成为主流

部分地区的项目要求强制配一定比例的储能，现有项目未来是否会面临加储能功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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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装机消纳现状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黑户电站

补贴拖欠

接网消纳

对于光伏项目，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

终于实现去补贴了，但消纳没了！



未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的增量，更多的是来源于用电量增加带来的空间。

2018年，全国用电量是68449亿kWh，按照5%的用电量增速（2018年是8.5%），

新增需求3422亿kWh

按照4500小时，折合7600万火电装机；

若30%为非水可再生能源提供，15%为风电、15%为光伏

光伏发电小时按照1200小时考虑，则相当于4300万新增光伏装机！

图：2018年新增电力装机（万k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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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光伏未来展望

项目类型 531之前 531之后 合计

光伏扶贫 0.4 1.67 2.07

户用 0.4 3 3.4

工商业分布式 7~8（平价）+6（竞价） 14

2019年分布式新增装机与2018年基本相当



“业主自投”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发展方向

分布式光伏未来展望

困难：

1、一次性投资高，融资困难

     

2、收益预期不同

优点：

1、电费直接抵扣，不涉及优惠、税费，收益更高

     

2、可以作为节能量，完成“双控”任务

如果小工商业的业主自投市场开启，将是户用数十倍的市场！



分布式光伏未来展望

欧洲各国政府相继列出放弃煤电的时间表：

西班牙电力集团计划到2020年完全关闭燃煤电厂，

法国、英国、荷兰、德国分别计划到2021年、2025年、2030年、2038年前关闭所有煤电发电厂，

芬兰计划到2030年全面禁煤。

根据《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8》：

2018年，我国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81.8%，煤炭占比高达59%，石油、天然

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70%、43%。

这一背景特点赋予了本轮电改新的时代使命：就是必须将有利于促进能源转型作为改革的一个出发

点和落脚点，因此，电网体制的改革显得尤其重要。

我国本轮电改是在能源转型成为世界潮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隔墙售电”的脚步加快！

分布式光伏未来展望

未来单一的光伏项目很难开发起来较为困

难，更多的是跟微电网、配电网相结合。



6月22日，《关于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

的通知 》，提出：

1）除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行业

电力用户以及电力生产供应所必需的厂用电和线损之外，

其他电力用户均属于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原则

上全部放开！

2）积极支持中小用户由售电公司代理参加市场化交易。

用户可以通过直接参与、由售电公司代理参与等方式参

与，各地要抓紧研究并合理制定中小用户参与市场化交

易的方式，中小用户可根据自身实际自主选择，也可以

放弃选择权，保持现有的购电方式。

分布式光伏未来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