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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睿博能源智库 

 睿博能源智库（RAP）是一个全球性专家咨询机构，主要关注全球能源政策下经济
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RAP 在能源政策方面有资深的经验，致力于促进经济效率、保护环
境，确保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和扩大社会效益。 
 
      RAP帮助中国政策制定者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来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增加能源系
统可靠性、改善空气质量和公众健康，从而为中国显著和长期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贡
献。 
 
 我们的网站：www.raponline.org 

          David Crossley 博士   Email: dcrossley@rapon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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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该交易什么? 
2. 节电量交易的选择方案 
3. 建立强制性节电义务机制 
4. 建立容量市场 
5. 建立峰时电网容量配额和峰时用电量配额交易 
6. 比较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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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交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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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交易什么? 
 

• 交易节电量的两种可能性: 
– 电网容量节约量，以千瓦(kW)计量; 和/或 
– 节能量，以千瓦时计量 (kWh) 

• 理论上，电网容量节约量和节能量都可以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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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量的交易 

• 交易节能量很简单明了 
• 有标准的方法和规则来测量和验证节能量 
• 世界上许多行政区内有仍在运作的成功的节能量交易机制 
• 这些国际经验有助于上海开展节能量交易 
• 从节能量交易而来的收益可以为终端用户减少或者转移他

们的峰值负荷提供直接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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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容量节约量的交易(1) 
 

• 电网容量节约量的交易更复杂 
• 电网容量节约量与它们发生的时间具体相关 
• 为了整体减少电网压力，负荷减少必须发生在或者靠近峰

时负荷时间段 
• 电网容量节约量也与它们发生的地理位置具体相关 
• 要减少特定局部地区电网的压力，负荷减少必须发生在电

网拥堵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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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容量节约量交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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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容量节约量交易(3) 
 

• 一定量电网容量节约量所带来的好处可以根据负
荷减少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不同 

• 因此，为交易原因赋予电网容量节约量价值可能
会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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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上海节电量交易机制的设计应该使得用电终端用户
减少高峰用电负荷所得的节能量和电网容量节约量
都可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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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节电量交易的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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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节电量交易的选择方案 

 
1. 建立强制性节电义务机制 
2. 建立容量市场 
3. 建立峰时电网容量配额和峰时用电量配额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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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强制性节电义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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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能效义务机制(1)? 
 

• 为上海推荐的节电义务机制与其他地区的能效义务机
制（EEO)相似 

• 在 EEO 机制下,政府要求承担节能义务的主体完成量
化的节能目标 

• 义务主体通过提供或者购买实施批准的终端用户节能
措施所产生的符合要求的节能量，来实现节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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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能效义务机制(2) 
 

• 目前，世界上大概有50个运行中的能效义务机制 
• 一些EEO机制允许在义务主体之间交易节能量，有时

也允许义务主体和同样获得节能量的第三方之间的交
易，比如节能服务公司（ESCO） 

• 世界上大多数节能量交易都通过EEO机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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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普遍性的EEO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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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设置节能目标
并分配节能义务 

义务主体实施能效
措施 

义务主体从其他义务主
体或第三方购买节能量 

义务主体“清缴” 节
能量来完成节能义

务 

第三方实施能效措
施 

没有交易 



上海的节电义务机制(1) 
 

• 在大部分 EEO 机制中，政府将节能义务施加于能源供应商，
例如电力和天然气分销商或者电网公司 

• 在上海节电义务机制中 (ESO), 政府可以将节电义务施加于
终端用户从而节能(kWh)也节省电网容量(kW)  

• 特别的电力终端用户可能需要通过节能和节约电网容量两者
共同来完成政府的指标 

• 能效和需求响应措施都可以用来完成这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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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节电义务机制(2) 
 

• 也可以允许第三方，例如节能服务公司来完成符合要求的
节电量 

• 一开始，节电量应由获得节电量的主体持有 
• 承担义务的终端用户或者第三方所拥有的超出节电目标之

外的节电量可以用来进行交易  
• 未能完成目标的承担义务的终端用户可以购买其他方的节

电量 
• 终端用户可以 “清缴” 他们所拥有的电网容量节约量和节

能量来完成他们的节电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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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节电义务机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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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设定电网容量节
约量和节能量目标并
将节电义务施加于终

端用户 

承担义务的终端用户
实施能效和需求响应

措施 

承担义务的终端用户从
其他义务主体或第三方
购买电网容量节约量和

节能量 

承担义务的终端用户“
清缴” 电网容量节约
量和节能量来完成他

们的指标 

第三方实施能效和需
求响应措施 



在上海建立节电义务机制 
 

• 在上海建立节电义务机制可能需要一系列的步骤 
• 一些步骤应由上海政府进行 
• 其他步骤可以由政府或者私营部门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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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电义务机制政府行动(1) 
 

1. 预测在下一个高峰季节满足峰时容量需求所需要的电网容
量节约量的水平（负荷削减） 

2. 设定电网容量节约量和节能量总体目标以满足峰值容量需
求 

3. 具体化哪些用电终端用户有义务完成节能量和容量节约量 
4. 为每个承担义务的终端用户分配单个节能量和容量节约量

指标，这些单个指标的加合应该等于总体节能量和容量节
约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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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电义务机制政府行动(2) 
 

5. 确定为完成目标而符合要求的节能量和电网容量节
约量的条件，这样的条件应该包括节约量发生的某
些季节和日的具体时间和地理位置 

6.建立一个测量、验证和报告系统来确保终端用户声
称的节能量和容量节约量确实已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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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电义务机制政府行动(3) 
 

7. 建立一个对节能量和电网容量节约量的不同特征进行
追踪的系统 

         追踪的内容可以包括: 
– 节约量的所有者 
– 获得节约量的时间和地理位置 
– 节约量卖出时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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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电义务机制政府行动(4) 
 

8.实施一个合规审查系统: 
– 来确定承担义务的终端用户是否完成了他们的
单个节能量和电网容量节约量指标；而且 

– 对没有完成指标的终端用户施加惩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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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者私营部门的行动 

 
1. 开展一个或者多个交易系统来促成节能量和电网
容量节约量的交易 
另外，交易各方也可以通过柜台双边合同来安排
交易而不通过交易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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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上海政府应该进行可行性研究来探索通过建立节电
义务机制来促使在电力终端用户之间进行电网容量
节约量和节能量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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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容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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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容量市场? (1) 
 

• 容量市场是一个由系统运营商操作的行政市场 
• 系统运营商在容量市场中是单一买方，并且终端
用户之间没有交易 

• 系统运营商可以是电力公共事业单位，一个专门
的组织，或者甚至是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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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容量市场?(2) 
 

• 系统运营商: 
– 要求提供峰时负荷削减(MW)来满足预测的峰
时容量要求 

– 组织竞争性拍卖来确定容量价格和其他条件 
– 然后以市场清算价格采购容量资源来满足峰时
容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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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容量市场? (3) 
 

• 容量市场的设计可以满足容量需求 
– 在不同的时间区间 
– 在某些季节和日的具体时间 
– 在具体地理位置 
时间区间可以从非常短的调频时间段（不到30秒
钟）跨度到为资源规划的几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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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容量市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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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营商要求提供峰
时负荷削减(MW)来满足
预测的峰时容量要求 

 

终端用户以每MW的
价格附加其他条件提
供峰时负荷削减 

系统运营商以竞争
性价格采购峰时负

荷削减 

系统运营商组织竞争
性拍卖来确定价格和

条件 



上海的容量市场 
 

• 在上海，主要的要求是在夏季和冬季系统峰时确保充足的资源 
• 最合适的容量市场设计应该是前置容量市场，容量资源在实际

需要之前在该市场上交易 
• 在上海前置容量市场应该采购能够保证在系统峰时可用的电网

容量节约量: 
– 在需要的时间区间 
– 在需要的某些季节和日的具体时间 
– 在需要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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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建立容量市场 

 
• 在上海，前置容量市场应该由政府运营，或者可
能由电网公司运营 

• 建立这个市场需要一系列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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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容量市场的行动(1) 
 

1. 预测为满足下一个峰时季节容量需求所需要的电
网容量节约量水平（负荷减少） 

2.向能够获得电网容量节约量的终端用户发布提供
节约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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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容量市场的行动(2) 
 

• 提供节约量的具体情况包括: 
– 提供的电网容量节约量（ MW) 
– 每MW节约量的价格 
– 负荷削减的时间区间 
– 容量节约量可形成的某些季节和日的具体时间 
– 负荷削减发生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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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容量市场的行动(3) 
 

3.测算所有终端用户提供的节约量，特别注意电网
容量节约量是否会在所需要的时间区间，时刻和
地点发生 

4.从终端用户采购所需要的电网容量节约量来满足 
峰时容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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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上海政府应该开展可行性研究来探索建立一个前置
容量市场来采购所需要的电网容量节约量来满足每
个峰时季节的容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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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峰时电网容量配额和峰时用电量配
额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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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配额交易(1) 
 

• 根据1995年的电力法，要求大型电力终端用户与电网公司
签订合同确定他们的最大额定需求(kW)和用电量(kWh) 

• 目前，只有部分优先用户享受保证性（“可靠”）送电 
• 配额交易可以基于这些现有的合同安排 
• 所有的终端用户都可以获得峰时负荷期间的保证性电网容

量和用电量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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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配额交易(2) 
 

• 配额应该包括电网容量可用时间也可能包括其地理位
置的具体描述 

• 能够获得电网容量节约量和/或节能量的终端用户就
可将多余的配额进行交易 

• 多余的配额可以在终端用户之间通过交易系统或者柜
台双边合同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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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配额交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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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确定可以分配给终
端用户的保证性峰时电
网容量和用电量的总量 

政府为单个终端用户
分配峰时电网容量和

用电量 

终端用户将多余的
配额卖给其他终端

用户 

终端用户决定实施能效
和需求响应措施来减少

他们所需的配额 



在上海建立配额交易 

• 在上海建立一个保证性配额系统，并使得这些配
额能够交易需要一些步骤，这些步骤可以由政府，
电网公司以及私营部门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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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交易政府的行动 

1. 修改现有的有序用电年度计划来预测可以分配给终端用户
的保证性峰时电网容量和峰时用电量的总量 

2. 建立一个为单个用户分配配额的方法 
 配额可以: 

– 免费发放，或者 
– 在政府组织的拍卖会上由终端用户购买，或者 
– 通过免费发放和竞拍两者结合方式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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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交易政府的行动 

1. 建立一种系统: 
– 记录配额在终端用户之间的流转， 
– 使得买配额的终端用户获取更多的负荷，同时 
– 限制卖配额的终端用户上更多的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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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私营部门的行动 

1. 开展一个或者多个交易系统来促成配额的交易 
另外，交易各方也可以通过柜台双边合同来安排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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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上海政府应该进行可行性研究来探索建立一种机制
促使终端用户之间进行峰时容量配额和峰时用电量
配额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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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方案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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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的重要性(1) 
 

• 这三种选择都基于预测 
• 节电义务机制和容量市场机制基于为了满足下一
峰值季节容量需求对电网容量节约量和节能量的
预测 

• 节电义务机制利用预测来设置电网容量节约量和
节能量的目标 

• 容量市场利用预测来决定需要采购的电网容量节
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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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的重要性(2) 
 

• 配额交易利用预测来决定可以分配给终端用户的
保证性峰时电网容量和峰时用电量的总量 

• 这三个选择方案是否能够成功避免峰时季节限电
取决于预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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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电的资金来源 

• 这三种方案对节电提供资金的方式不同 
• 在节电义务机制和配额交易中，终端用户为取得
负荷减少投资或者购买其他人的节电量 

• 在容量市场，系统运营商直接从终端用户购买容
量节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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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电量购买 

• 购买节电量的方式也不同 
• 在节电义务机制中，节电量获取是承担义务的终端用

户来实现强制性的节电目标 
• 在配额交易中，终端用户自愿取得节电量然后将多余

的配额进行交易 
• 在容量市场中，系统运营商购买由终端用户自愿提供

给市场的电网容量节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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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机率(1) 
 

• 三种选择方案在是否能满足峰时负荷要求的成功
机率不同 

• 在节电义务机制中，终端用户节电量目标是强制
性的所以在目标总量等于或大于所需的峰值容量
需求的情况下，这种机制有很高的成功机率 

52 



成功机率(2) 
 

• 在预测的保证性峰时容量和峰时用电量小于可用
资源的情况下，配额交易也有很高的成功机率 

• 容量市场有较低的成功机率因为在市场上投标电
网容量节约量是自愿的而且所能提供的容量节约
量也许不能超过峰时容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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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RAP 能效义务机制的报告: 
www.raponline.org/document/download/id/5003 

• RAP 关于前置电力容量市场的报告: 
www.raponline.org/document/download/id/91 

• 以下网页可以找到RAP中文发表的文章: 
www.raponline.org/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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