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Asia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global 
development with strong economic growth and large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some regions 
in Asia is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To approach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he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energy and power 
infrastructure is essential. I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deep regional cooperation,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safe, efficient and low-
carbon energy system. Considering the research on the climate 
change, energy and power, the overall scheme of Asian 
Energy Interconnection to achieve the 2°C temperature control 
target is pro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nergy and power data in Asia, this paper firstly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nergy and power in future b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proposes 
a development scheme in Asia with energy mix dominated by 
clean energy to achieve the 2°C temperature control target.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lean energy 
resources endowment of each region in Asia, the overall pattern 
and target of energy interconnection in Asia are established, 
and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Finally,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are assessed. The Asian 
Energy Interconnection can provide a broadly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nergy interconnection in other regions. 

Keywords: energy interconnection; clear energy; UHV; long-
distance power transmiss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摘  要：亚洲经济体量大，能源电力需求旺盛，是全球发展

的重要引擎，同时地区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现象突出。为应

对发展挑战，需进一步加强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资

源开发利用，扩大区域合作，实现均衡发展，共同构筑安

全、高效和低碳的能源治理体系。综合气候变化、能源和电

力等领域研究，本文首次针对实现2℃温控目标提出亚洲能

源互联网总体方案。基于亚洲能源电力历史数据，通过定性

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未来能源电力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

研判，提出了满足2℃温控目标下高比例清洁能源结构的亚

洲能源电力发展方案。分析亚洲各区域发展特点和清洁能源

资源禀赋，依托各区域优势，建立亚洲能源互联网总体格局

与目标，提出亚洲能源互联网构建的基本原则。同时评估了

亚洲能源互联网建设综合效益，可为其它地区能源互联网建

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清洁能源；特高压；远距离输电；可

持续发展

0	 引言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

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全

球能源互联网是随着特高压输电技术进步和智能电网

兴起演化而来，是能源生产清洁化、配置广域化、消

费电气化的现代能源体系，是清洁能源在全球范围大

规模开发、输送和使用的重要平台[1]。在“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全球能源互联网为新时代能源电力发展

与国际合作提供了新思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

注[2-3]。

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9年亚洲经

济占全球的比重已提升至49.5%[4]。随着经济增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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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能源需求持续攀升，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地

区。2017年亚洲一次能源消费9.7 Gtce，占全球一次

能源消费总量的47.2%，以化石能源消费为主。2017
年亚洲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179 
Gt，占全球排放的比重达到54.6%，应对气候变化压

力加大[5]。面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切实需求，如何充

分发挥清洁能源优势，保证能源供给安全，同时实现

能源系统的转型升级，成为各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电能是应用最广泛的二次能源，而可再生能源、

核能以及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绝大多数要通过转化为

电能加以利用，因此需要构建以电为中心，更加安全、

高效、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强的亚洲能源互联网。

电网仍然是构建亚洲能源互联网的重要基础，随

着生态文明建设和数字社会不断发展，电网朝着更加

智能化方向迈进[6-11]。以“大云物移智链”为代表的

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诸多领域真正地进入

“互联网”时代。能源互联网是以新能源技术和信息

技术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新一代能源利用体系，标志着

基于化石能源大规模利用的工业发展模式将逐步走向

终结[12-14]。目前能源互联网理念仍处于探索初期，概

念表述多样，内涵与外延丰富。文献[15]认为能源互

联网是智能电网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是电力、

交通、天然气和信息网络紧密耦合构成的复杂网络。

综合能源系统是能源互联网的一种具体形态，能源路

由器作为多能源系统耦合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不同能

源输入、输出、转换、存储的重要载体，是综合能源

系统研究的核心领域[16-18]。目前诸多能源互联网研究

侧重于终端用能、分布式电源集成等局域能源电力配

置方式，缺少对更大配置范围、更强配置能力的洲际

能源互联网潜力价值的研究。

目前一些区域性电网已经基本形成，例如欧洲互

联电网、阿拉伯地区电网等。区域电网是政治经济一

体化的重要产物，为区域能源转型提供了基本保障，

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地区能源政策协同和统一市场建

设[19-22]。现有的电网互联工程可为建设亚洲能源互联

网提供宝贵实践经验。除此之外，东北亚、泛太平洋

等地区互联电网建设也正在积极推进，受到诸多学者

广泛关注[23-28]。

在全球能源互联网整体框架下，本文着重研究了

满足2℃温控目标下亚洲高比例清洁能源结构的能源

电力发展方案。重点分析亚洲各区域发展特点，依

托各区域优势与能源电力发展趋势，建立亚洲能源

互联网发展总体格局与实施目标。针对所提方案，

探讨亚洲能源互联网发展模式，评估亚洲能源互联网

建设的综合效益。

1	 能源互联网研究框架

1.1  总体框架

亚洲能源互联网研究整体依托自主开发的全球能

源互联网数字化研究平台，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主

要采用“分层分块、即插即用”的开发模式，便于计

算和应用模块扩展维护。

能源互联网研究总体框架分为元素、模型和应用

三个层次。元素层主要用于初始数据信息的收集、甄

别和归类，自动形成数据信息标签，为数据信息进行

模块化储存。模型层是整个框架中计算功能的核心，

主要包括经济社会、能源发展、电力发展以及气候环

境四个模型，能够对基础数据进行分析，对经济、能

源和电力发展趋势做出定量研判，解析能源电力场景

对气候环境的影响。应用层包括多个应用场景，利用

模型层计算数据，对特定应用场景开展定量分析，例

如能源效率、碳排放、电力供需等应用分析。三个层

次都采用模块化管理模式，各模块间通过标准接口相

互调用，易于模块的扩展与即插即用。三个层次间通

过基础数据库、综合规划平台以及应用平台，实现数

据筛选、传递、使用与更新。

图 1 能源互联网研究总体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energy interconnection research

针对不同地区的能源互联网研究工作，根据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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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特点和定位，兼顾效率与需求，可自由选择所需要的

模块进行组合。在本次亚洲能源互联网研究中，主要应

用能源电力模块，分析未来高比例清洁能源情景下，亚

洲能源电力发展趋势，以及电网所应采取的对策。

1.2  能源资源评估平台

能源资源评估平台能够为研究全流程提供全球清

洁能源资源储量、分布、特性以及开发条件等相关信

息。利用卫星观测数据及气象数据，建立气象数值模

型来模拟地面大气运行过程和地形对大气运动的作

用，从而得到气候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趋势和研究区

域内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的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结

合地理高程、地物覆盖、自然保护区、地质条件等信

息，准确测算可开发利用的有效土地面积，再结合发

电技术参数，评估区域清洁能源技术可开发情况。

1.3  综合规划平台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关注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下（全球气温温升不超过2℃），将传统的能源和

电力两大领域进行综合协同规划，开展统一预测与

研判，综合规划平台总体框架如图2所示。在单独领

域的计算方法上涉及较少，宜采用较为成熟的计算

方法，例如电力负荷预测的分行业预测法、增长率

法、弹性系数法、线性回归法等，电力生产模拟的

GridView软件以及能源预测的LEAP模型等[29-31]。

能源和电力间电力生产与能源转化环节、气候与

能源相关的能源排放环节是串联气候、能源与电力三

大领域的关键因素。通过关联因素，将能源和电力预

测结果分别作为对方的边界条件相互迭代优化，对能

源电力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能源发展趋势预测中，“自上而下”从宏观到微

观分析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对能源电力发展趋势影响，

“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分析能源技术进步、效率

提升、环境约束、能源政策等因素对能源发展趋势影

响，预测未来能源结构、能源消费强度等关键指标。

结合电力发展趋势预测，考虑发电、供热、炼油等加

工转换环节效率，计算区域一次能源需求。

电力发展趋势预测中，利用不同方法分别开展负

荷预测。对比分析不同方法下的预测结果，加权形成

综合负荷预测结果。在能源资源禀赋、能源强度、环

境约束、发电技术成本等条件约束下，利用线性优化

方法，评估电源装机和区域电力交换情况。开展重点

通道网架规划，明确各通道功能定位，对重点工程进

行投资和效益估算。

图 2 能源电力综合规划平台
Fig. 2 Prediction of energy and power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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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洲能源电力展望

本文将全球温升控制2℃以内作为重要的边界条

件，对亚洲能源电力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2.1  能源发展趋势

亚洲能源需求仍然呈现稳定上升趋势。2000- 
2016年亚洲一次能源需求总量从5 Gtce增长至9.5 
Gtce，年均增长约4.1%。据初步估算，2050年亚洲一

次能源需求将达到14.9 Gtce，如图3所示。其中，南

亚、东南亚、西亚一次能源需求增速相对较快，东亚

一次能源需求增速逐步放缓1 。2050年东亚、东南亚、

南亚、中亚和西亚一次能源需求分别增长至6.6、1.6、
4.5、0.3 Gtce和1.9 Gtce。随着各项节能技术应用，预

计亚洲能源效率将有所提升，2050年能源强度下降约

58%，单位GDP能耗将下降至每万美元1.5 tce。能源

结构逐步从化石能源主导向清洁能源主导转变。预计

2050年亚洲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需求分别为1.2、2.1 
Gtce和1.9 Gtce，风光等可再生能源需求增长快速，

2050年达到6.6 Gtce，清洁能源需求占一次能源需求

比重提升至69%。

图 3 2050年亚洲一次能源需求预测
Fig. 3 Primary energy demand prediction of Asia in 2050

1　按照联合国对亚洲各国分区，并参考各国电网实际互联情况，

为方便研究和论述，本文将46个国家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

亚和西亚5个区域。其中，东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蒙

古；东南亚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文莱、印度尼

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东帝汶；南亚包括印度、孟加

拉国、不丹、尼泊尔、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马尔代夫；中亚包括

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

斯坦；西亚包括伊朗、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

列、约旦、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

卡塔尔、巴林、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亚洲终端能源消费稳步上升，电能占终端能源消

费比重不断提升。2000-2016年，亚洲终端能源消费

总量从3.3 Gtce增长至6.2 Gtce，电能消费比重从14%
提高到22%。据初步估算，2050年亚洲终端能源消费

将达到8.9 Gtce，如图4所示。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

费小幅上涨，建筑和能源部门终端能源消费增长较

快。2050年工业、建筑和交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分别

为3.1、3.1 Gtce和1.8 Gtce。化石能源资源利用方式从

直接燃烧向作为原材料逐渐演变，2050年非能利用方

式用能需求增长至0.9 Gtce，占终端用能比重提升至

10%。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不断提升，2050年发

电用能占一次能源需求比重提升至67%，电能占终端

能源消费提升至55%。其中，预计随着电动汽车、铁

路轨道交通以及氢能交通的应用，交通部门电气化水

平显著提升，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将提升至

41%。

图 4 2050年亚洲终端能源消费预测
Fig. 4 Final energy consumption prediction of Asia in 2050

2.2  电力发展趋势

亚洲电力需求总量稳步增长。2010-2016年亚洲用

电量年均增速约4.7%，2016年用电量11 PWh。据初步

估算，2050年亚洲用电量将增至2016用电量的3.3，达

到36.3 PWh，如图5所示。亚洲电力需求主要集中分

布在东亚和南亚，2050年东亚和南亚用电量分别达到

16.9 PWh和11.7 PWh，占亚洲总用电量的比例分别为

46%和32%。人均用电水平显著提升，预计2050年亚

洲年人均用电量将提升至7000 kWh左右，基本消除无

电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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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50年亚洲用电量预测
Fig .5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prediction of Asia in 2050

亚洲电源装机总量大，清洁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

升。2016年亚洲总装机容量约3.1 TW，其中清洁能源装

机容量约1 TW，占比32%。据初步估算，2050年亚洲装

机容量将达到15.7 TW，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84%，

其中以太阳能和风能装机为主，如图6所示。清洁能源

发电竞争力不断增强，预计2025前后，光伏发电和风电

竞争力将超过化石能源发电，2050年光伏发电和陆上风

电平均度电成本有望降至1.4美分和2.4美分。

图 6 2050年亚洲电源装机展望
Fig. 6 Installed capacity outlook of Asia in 2050

2.3  1.5℃与2℃温控场景对比分析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测算，如

果要将温升控制在1.5℃以内，2100年前全球累积二氧

化碳排放量应控制在580 Gt以内。较2℃温控目标，全

球碳排放空间减少一半以上。要实现1.5℃温控目标，

亚洲各国碳排放需迅速达峰并加速下降，力争2050年
左右实现近零排放。

与全球气温温升控制在2℃以内场景相比，温升控

制在1.5℃以内场景方案下，2050年亚洲化石能源需求减

少至2.4 Gtce，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增加至84%。

电能需求增加至5.9 Gtce，电能占终端能源的比重增加至

68%。2050年用电量约41.7 PWh，电源装机约19.1 TW，

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提升至93%。

为实现1.5℃温控目标，除需进一步加快清洁替代

和电能替代外，亚洲需在能源转型中积极推动固碳减

碳技术应用。据初步估算，到2050年80%以上的火电

厂和工业碳排放源需配置碳捕集装置。通过生物质联

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能够实现负排放，有利于促进深

度减排。在近海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通过海水淡化

补充淡水资源，扩大植被覆盖面积，促进生态修复，

提高固碳能力。

3	 亚洲能源互联网构建目标与原则

亚洲各区域特点鲜明，优势突出，在经济结构、

发展潜力、资源条件、资金储备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

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基于亚洲清洁能源资源分布特

点，根据对2℃温控目标场景下亚洲能源电力发展趋

势的研判，形成亚洲整体电力流情况。受各区域自身

特点的不同，各区域在亚洲能源互联网中具有不同的

定位和作用。根据亚洲跨洲跨区电力流，通过计算和

对比不同输电方式下成本和输电价等因素，形成能够

满足亚洲整体电力需求的跨洲跨区输电工程，提出亚

洲能源互联网构建的基本原则。

3.1  亚洲清洁能源资源分布特点

亚洲清洁能源资源丰富，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

源分布具有较强的地域特性，分布在亚洲不同的区

域。水能理论蕴藏量约每年18 PWh，主要分布在中

国西南、中南半岛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等地区。风能

理论蕴藏量约每年500 PWh，平均风速大于7 m/s的区

域主要分布于中国西部北部、沙特阿拉伯中部、阿曼

湾、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南部等地区，如图7所示。太

阳能理论蕴藏量约每年37500 PWh，年总水平面辐射

量大于2000 kWh/m2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阿拉伯半岛、

伊朗和阿富汗南部、南亚巴基斯坦西部及中国西部

等地区，如图8所示。为充分高效利用清洁能源资源，

亚洲要采用因地制宜的方式开发，在不同的区域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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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不同的能源资源，实现不同资源间的互补利用。

图 7 亚洲年平均风速分布示意图
Fig. 7 Distribution of annual average wind speed in Asia

图 8 亚洲太阳能年总水平面辐射量分布示意图
Fig. 8 Distribution of global horizontal irradiance in Asia

3.2  亚洲电力流与各区域功能定位

根据对亚洲能源电力发展趋势的研判，2050年亚

洲跨洲跨区电力流可达到200 GW，如图9所示。洲内

总体呈现“西电东送、北电南送”格局。西亚外送南

亚电力28 GW，中亚外送东亚电力8 GW，东亚与南

亚、东南亚间电力流规模分别为33 GW和23 GW，南

亚与东南亚间电力交换规模为8 GW。跨洲向欧洲送

电规模为32 GW，与非洲形成11 GW规模的电力互济，

并从大洋洲受入电力8 GW。

图 9 2050年亚洲跨洲跨区电力流示意 2

Fig. 9 Illustration of inter-continental and inter-regional power 
flow in Asia by 2050

东亚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创新高地，具

有较强的资金和人才储备，亚洲用能用电中心。地处

亚欧通道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北靠俄罗斯远

东能源资源基地，西临中亚能源资源基地，南接南亚

和东南亚负荷中心，沿海及近海海域风电开发资源条

件优，将有望发挥“蓄水池”调节作用，成为亚洲重

要电力配置平台。可以重点开发中国西南水电、中国

“三北”和蒙古风电、中国西北和蒙古太阳能等清洁

能源基地，稳步推进抽水蓄能和核电开发。在开发区

域本地资源基础上，可跨区受入中亚、俄罗斯电力，

与南亚、东南亚形成互补互济，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

置电力资源。

东南亚是全球重要的新兴市场，人口和人才红利

显著，近年电力需求增长快。地处“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节点，位于亚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和印度洋之

间的“十字路口”，是海上能源运输的咽喉，未来可

成为承接大洋洲清洁电力的关键环节。本地清洁能源

以水电为主，可以实现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和湄公

河等流域以及加里曼丹岛水电的有序开发与外送，缓

解本地用电紧张趋势。

南亚人口众多，人均用能用电水平具有较大提升

潜力，在软件、制造业等领域拥有充足人才储备，未

来能源电力需求有望实现稳步增长。地处印度洋北岸，

是连接西亚和东亚、东南亚的主要枢纽。南亚水能、

2　本文对任何领土主权、国际边界疆域划定及任何领土、城市或

地名名称不持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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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丰富，可以实现清洁能源的大规模

开发与应用。同时可以从西亚、中亚、东亚和东南亚

等周边地区受入清洁电力，满足自身能源电力需求。

中亚矿产与能源资源丰富，人口稀少，地形以荒

漠和草原为主，是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桥梁。未来具

有成为亚洲重要清洁能源基地的潜力，可以开发哈萨

克斯坦东部北部风电，哈萨克斯坦南部、土库曼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太阳能，以及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斯坦水电，向西和向东可以分别与欧洲和东亚电网互

联，成为连接亚洲和欧洲重要的能源输送通道。

西亚是全球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资金储备充

足，投资能力强，油气和太阳能资源丰富，适合规模

化开发，由传统化石能源消费时代向可再生能源消费

时代转型潜力大。有成为亚洲重要清洁能源基地的潜

质，可以大规模建设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等国

太阳能基地，并逐步发展波斯湾和红海沿岸风电。满

足自身用电需求基础上，发挥区位优势，跨洲外送电

力至欧洲，与非洲水电形成电力互补互济。清洁电力

制氢、海水淡化等先进技术具备在西亚地区大规模试

验试产条件。

3.3  亚洲能源互联网总体格局与构建目标

按照亚洲整体电力流所示，2050年基本可以形成

“四横三纵”的电力互联通道，如图10所示。“四横”

包括亚欧北横通道、亚欧南横通道、亚非北横通道和

亚非南横通道，“三纵”通道包括亚洲东纵通道、亚

洲中纵通道和亚洲西纵通道。

图 10 亚洲电网互联总体格局示意
Fig. 10 Illustration of power grid interconnection pattern 

in Asia by 2050

通过计算和对比不同输电方式下成本和输电价等

因素，形成满足亚洲整体电力流需求的跨洲跨区输电

工程。目标到2050年亚洲洲内可以形成五个区域联网

格局，洲际互联具备一定规模，如图11所示。

跨洲建设哈萨克斯坦-德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
保加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埃及直流工程，分别将中亚

太阳能和风能电力、西亚太阳能电力送至欧洲和非

洲。建设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直流工程，加强亚洲

与大洋洲，将大阳能电力送至东南亚。建设埃塞俄比

亚-沙特阿拉伯直流工程，将东非水电送至西亚，实

现水电和太阳能发电联合调节。洲内建设哈萨克斯

坦-中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巴基斯坦、阿

联酋-印度和阿曼-印度直流工程，将中亚风光和西亚

太阳能电力送至东亚和南亚负荷中心。建设塔吉克斯

坦-巴基斯坦直流工程，将中亚水电送至南亚负荷中

心。建设中国-东南亚直流工程，实现中国西南和东

南亚清洁能源资源的互补互济。建设中国-巴基斯坦

直流工程，将中国西北风光发电送至南亚。建设缅

甸、中国-印度直流工程，满足印度负荷需求。

建设能源互联网有助于实现亚洲整体利益最大

化。据初步估算，在经济效益方面，总投资可达18.7
万亿美元，有力带动新能源、电力、高端制造等产业

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4%。在社会效

益方面，基本可以消除无电人口，累计拉动就业约1.5
亿个。在环境效益方面，能源系统二氧化碳排放可降

至每年6.2 Gt，每年分别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

细颗粒物排放30、34 Mt和6.5 Mt。

图 11 2050年亚洲电网跨洲跨区互联示意
Fig. 11 Illustration of inter-continental and inter-regional power 

grid interconnection in Asia by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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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亚洲能源互联网构建基本原则

为满足亚洲能源互联网构建目标，应遵循因地制

宜的清洁能源开发模式，实现集中式和分布式协同发

展，兼顾就近消纳与远距离输送，提高清洁能源利用

效率。

亚洲具备构建清洁能源系统的资源条件。更好地

开发和利用清洁能源资源才能将亚洲资源优势转化为

可持续发展优势。集中式和分布式开发是清洁能源资

源利用的两种基本方式，两者相得益彰，需因地制宜

选择清洁能源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集中式发电具有

大型化特点，目前仍是最主要的资源利用形式。而分

布式发电不仅可以作为集中式发电的一种重要补充，

并且在未来能源综合利用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集

中式和分布式发电特点如表1所示。

表1　集中式和分布式发电特点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ntrated and

distributed generation

特点 集中式发电 分布式发电

建设周期 较长 较短

配套工程
一般远离负荷中心，配

套输变电工程较多
一般距负荷较近，配套

输变电工程较少

规模效应

造价相对低，功率输出
相对稳定，运行方式更
加多样灵活，可方便进

行无功和电压控制

造价相对高，功率输出
波动相对大，运行方式

相对单一

适用范围
选址受限制因素少，宜
建于荒漠、戈壁、草原

等

选址受限制因素多，宜
建于屋顶、围栏、农

田、鱼塘、温室大棚等

亚洲气候和地形多样，在西亚、南亚、中亚以及

东亚的部分戈壁和荒漠地区十分便于集中式开发清洁

能源资源，资源条件好，利用小时高。据初步估算，

到2050年亚洲可建设100余个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总

开发装机容量可达5.4 TW。对于分布式开发方式，在

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仍存在部分偏远无电人口，拥

有大量农业和水利基础设施，有利于实施“农光互

补、渔光互补”等项目，解决部分用电问题。据初步

估算，亚洲分布式电源开发能够达到清洁能源装机的

50%以上。将集中和分布开发方式相结合，可以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从而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灵活性，节

省投资，提高能效。

构建与清洁能源资源开发方式相适应的清洁能源

传输网络，是实现能源高效利用的重要环节。亚洲大

型清洁能源资源富集区主要分布在西亚、中亚以及东

亚西部和南亚北部，而电力负荷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和

印度洋沿岸，地域差异大。这导致亚洲清洁能源基地

开发远离负荷中心，需要远距离传输，建设重大电力

输送通道，满足电力传输需要。超/特高压技术很大程

度上满足了电力远距离、大容量传输需求，为进一步

拉近电源与负荷的距离提供了必要手段。超/特高压输

电技术特点如表2所示。目前中国、巴西和印度已成

功运行特高压输电工程，成为能源基地送出和消纳的

重要技术手段。

在亚洲仍有大量“零散”的清洁能源资源需要分

布式开发，需要充分利用区域电网、城市电网以及微

网，实现就近消纳，满足局部负荷需求，能够进一步

提高电气化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为实现亚洲清洁能

源资源高效利用与共享，能源互联网建设势必呈现出

清洁能源大基地集中式开发和大范围消纳、分布式开

发和就地利用并行发展态势。

表2　超/特高压输电技术特点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EHV and UHV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ies

电压等级
（kV）

输电容量
（MW）

输电距离
（km）

损耗
（%/千km）

±500 ~3000 ＜1000 ~8

±800 6000~9000 ＞2000 ＜4

±1100 12000~15000 4000~5000 ＜2

500 ~1000 ＜500 ~10

1000 4000~5000 1000~1500 ＜4

4	 结论

为实现2℃温控目标，本文利用全球能源互联网

数字化研究平台，分析了亚洲能源电力发展趋势，

并对亚洲整体跨洲跨区电力流以及重要互联电网建

设方案开展研究，提出了亚洲能源互联网的构建目

标与原则。研究结果表明实现2℃温控目标下亚洲清

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清洁能源装机占总装

机的比重需分别提高至69%和84%。高比例清洁能源

电力结构将有助于实现亚洲地区可持续发展，对带

动地区就业、降低污染物排放等起到促进作用。目

前能源互联网投融资模式、各国电网建设方案、集

中和分布电源配置优化等相关内容本文涉及尚浅，

将在后续研究工作中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外，考虑

电能替代技术发展下的能源电力规划方法有待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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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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