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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growth in world wide variable generation Change of electricity generation until 2030
多样化电力生产在世界范围内强势增长 - 2030年前电力生产变化
Change in electricity generation by source and scenario, 2020 to 2030
 Scenarios 场景

2020年至2030年不同原料和场景下的电力生产变化

 NZE: Net Zero Emissions
零排放
 S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APS: Announced Pledges
按照宣布的承诺
 STEPS: Stated Policy
按照发布的政策

未处理的煤炭
未处理的天然气
石油
经过碳捕获/利用的化石燃料
核能
太阳能
风能
其他可再生能源
氢能、氨能

Source: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1, IEA
资料来源：世界能源展望2021，国际能源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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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太瓦时

Substantial investment needs for distribution grids until 2030 –
Example EU27 and UK
直到2030年，配电网需要大量投资 – 以欧盟27国和英国为例
Distribution gri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2020 to 2030

 Several drivers for grid
investments

2020年至2030年间配电网基础设施投资
配电网每个投资领域中欧盟27国和英国的投资（票面上以十亿欧元为计量单位；2020-30）

配电网投资原因
 Distributed generation
分布式电力生产
 Sector coupling with
increased electricity
demand

相对权重

行业耦合与增长的电力需求
 Modernis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现代化与数字化
 Resilience 恢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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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

出行用电
建筑与工
业用电

零排放生产

Source: Deloitte 2021

数字化与自
动化

智能电表

资料来源：德勤2021

恢复力

存储与其 2020-2030
总计
他

Misalignments of policies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power system
transformation
电力系统改革中政策和监管框架的不一致
 Key misalignments 主要分歧

Transition challenges for power system structures
电力系统结构转型挑战

 externalities not included (e.g. environmental
damage costs)
外部效应没有计入（例如：环境破坏花费）

规定的、整合的

自由的、分散的

 cope with capital-intensive generation

转型挑战：

• 资本密集型发电（低操作成本）
• 分布式能源资源

应对资本密集型发电

• 灵活性要求
• 系统整合

 deploy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 更多的社会参与

部署分布式能源资源
 provide flexibility and allow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demand

规章制度

市场

提供灵活性与允许主动参与需求
 coordination between generation, demand
(including sector coupling) and storage
生产、需求和存储的协调（包括行业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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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Source: Power System Structures, IRENA 2020
资料来源：电力系统结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2020

Demand Response and flexibility provision:
What are key options
需求响应与灵活性准备：主要选项有哪些
Power system flexibility 电力系统灵活性
 Demand side management in Industry
工业中的需求侧管理
生产

 Storage 存储

配送

 Generation 生产

供热

 Transmission/Distribution 传输、配送
Strong impact from sector coupling

电力系统灵活性

传输

行业耦合

气体（例如氢气）

行业耦合的强烈影响
 Heat 热能

存储

 Mobility 出行
 Hydrogen 氢能

电动车
需求侧管理

Source: IRENA 2018b
资料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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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term power system scenario – flexibility provision in summer
and winter
长期电力系统场景 – 夏季与冬季的灵活性准备
Operation of power plants and flexibility options in the power system 2050 in Germany
2050年德国电力系统中电厂和灵活性选项的分布
日历第5周

日历第24周

生产与需求（十亿瓦特）

生产与需求（十亿瓦特）

Source: BMWI Langfristszenarien 2021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气候行动部长期场景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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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存储
高炉气体
抽水储能
氢气涡轮
引进/输出
生物酶
海上风能
陆地风能
太阳能板
氢气电热联产
水力发电
规定
氢气电解
加热/制冷
电热锅炉
电动车充电
家用热泵
供热网热泵
其他

Demand response in Industry – Status Quo Germany
工业中的需求响应 – 德国的现状
 Demand response system already used
in Industry
工业中已经使用了需求响应系统

Industry sites with and without
demand-side management system – top 10 in 2017
工业现场是否有需求侧管理系统2017年前十行业排名
化学

 Main application is peak load
reduction due to grid tariffs

钢铁

TWh per site

主要的应用领域是根据电网电价降低峰值
 Demand response is mainly by
companies themselves
 Only limited number of sites is
controlled by network operator or
service provider

玻璃

Number of sites

水泥

现场数量

食物
塑料
工程

只有少数现场是被网络运营商或者服务商
Source: German Regulatory Authority
控制
资料来源：德国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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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每个现场的太瓦时

需求响应主要是由公司自己完成

© Fraunhofer ISI

造纸

现场有需求侧管理

现场没有需求侧管理

能源供给

现场有需求侧管理的年消耗量
现场没有需求侧管理的年消耗量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of demand response in Europe
在欧洲增强需求响应
Status of demand response markets in Europe in 2017
2017年欧洲需求响应市场现状

Status of demand response markets in
Europe in 2020
2020年欧洲需求响应市场现状

主动商业化
部分开放
初步建设
关闭
没有评估

Source: Smart Energy Europe 资料来源：欧洲智能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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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access

open

限制使用

开放

Several markets open for demand response in Europe
欧洲部分市场对于需求响应已经开放
荷兰案例
数据流

分数

Status of demand response
markets in Europe in 2020
2020年欧洲需求响应市场现状

频率储备控制
自动频率备用恢复
手动频率备用恢复
储备更换
可中断负载
资本市场
网络收费
提前一天和当天
特定的企业销售变现天数
其他

Source: Smart Energy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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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欧洲智能能源

limited access

open

限制使用

开放

Sector coupling technologies are emerging –
Hydrogen generation and electrolysers
行业耦合技术正在新兴 – 氢能发电与电解
Strong increase of electrolyser capacity announced

公布的电解能力正在强力增加

生产

Source: Port of Rotterdam

工业使用

资料来源：鹿特丹港口

出行使用
基础设施

超过10000百万瓦
3000-10000百万瓦
1000-3000百万瓦
200-1000百万瓦
不超过200百万瓦

现有项目不确定容量

没有已知项目
分析中未涉及

Source: IPCEI-Projects (see
https://www.bmwi.de/Redaktion/DE/Downloads/I/ipcei-standorte.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8 )
资料来源：IPCEI项目
© Fraunhofer ISI
Seite 11

Source: Hydrogen Europe

资料来源：欧洲氢能

Expected growth of electric vehicles in Europe and worldwide and
related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欧洲与世界范围内电动车以及相关充电设施的预期增长
电动车存量

欧洲
电动车存量（百万辆）

市场份额

超级枢纽

停留充电

“加油站”模式

公司车队
集体停车场&充电

停车和乘车设施

公交车厂

宾馆
私家车面包车 公交车 卡车 私家车面包车 公交车 卡车
按照公布的政策

可持续发展

按照公布的政策

可持续发展

电池电 插电式混
动车 合动力车
2030年电动车在欧洲汽车营销额中的份额（来源：国
际能源署）

在按照公布的政策和可持续发展场景下，2019、2025
和2030年电动车存量（来源：国际能源署）

Source: taken from ENTSO-E 资料来源： ENTS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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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停车&充电

慢充

办公室

社会地点 & 休闲区域

家

街道停车

私人访问

公共访问

可预测充电

快充

超市、购物中心、运动中心、体育馆、电影院/剧院、餐馆、公园、
海滩等

Flexibility of electric mobility dependend on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电动车的灵活性依赖于充电设施
 Electricity demand of PEVs without DR depending on available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私人电动车的电力需求在没有需求响应的情况下依赖有效的充电设施
家用充电

商用充电

办公充电

公共充电

私人电动车用电需求（兆瓦时）

Private charging 私用充电(S1)
Source 资料来源: Gnann/Kuehnbac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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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Work charging
私用/工作充电(S2)

Public charging 公共充电(S3)

Flexibility provision by smart charging and V2G capabilities
智能充电与电动车入网技术带来的灵活性准备


Uncoordinated EV charging 不协调的电动车充电


Increase of peak demand in evening times
增加夜晚峰值需求




Very low demand at night time 深夜期间非常低的需求

Smart charging 智能充电


Reduction of evening peak 降低夜晚峰值



Increase in day time with high PV generation
增加白天太阳能电力生产



Stronger increase at night time for recharge
更强地增加了深夜期间的重新充电



Smart charging with V2G (feed into the grid)
带有电动车入网技术的智能充电（并入电网）


Further decrease at high demand times and high electricity prices
更加减少高需求时间和高电价



Further increase at low price times 更加增加低电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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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Benefits of Demand Response and Demand Flexibility for
electricity systems
电力系统需求响应与需求灵活性主要收益
 Benefits of load flexibility from the system perspective 系统视角上负载灵活性的收益
 Balancing electricity demand and supply 平衡用电需求与供应
 Support in case of network bottlenecks 支持网络瓶颈
 Avoidance of peak loads 避免峰值负载
 Increasing the utilisation of electricity grids and generation facilities 增加电网和产电设备的使用
 Benefits from the user‘s point of view 用户视角上的收益
 Reduction of electricity costs 减少电费
 Reduction of network costs 减少网络费用
 Additional revenue potential (e.g. system services) 额外的收入潜力（例如：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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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感谢您的聆听！

Contact 联系方式:
Marian Klobasa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ystems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ISI
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究所
Breslauer Straße 48, D-76139 Karlsruhe
Phone 电话号码: +49 721 6809 - 287
eMail 电子邮箱: marian.klobasa@isi.fraunhof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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