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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贯彻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破解能源发展“三高”难题，首先要研究探索一条打破惯性发

展模式的能源革命道路。围绕推动中国能源清洁低碳发展、保持提升能源自给水平的目标，量化分析以大

幅提升能源清洁化率和终端电气化率为主要特征的转型路径，研判各项能源发展关键指标变化趋势，着重

阐述这一路径内涵要素，揭示电力在能源转型中的主导地位，提出“十四五”期间电力高质量发展的相应

政策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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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一轮能源革命在全球蓬

勃兴起，解决能源可持续供应和应对气候变化是

世界各国共同的使命 [1-3]。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十八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

源安全新战略：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

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并全方位加

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4]。

近年来，尽管中国能源供给质量显著提升、

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但能源发展仍面临碳排放

高、油气对外依存度高、单位产值平均能耗高的

“三高”难题 [5-7]。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

源体系，是推动中国能源革命的本质要求。其

中，清洁低碳和电气化是重要趋势和特点 [8-9]。预

计未来 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能

源清洁化率）和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终端电气化率）2项指标将持续大幅提升。

为此，本文首先针对能源清洁化率和终端电

气化率 2 项能源发展关键指标的变化趋势进行量

化分析，阐述转型路径内涵要素；其次，分析能

源清洁化率和终端电气化率提升的推进路径；然

后，结合“十四五”期间能源发展关键指标变化

特点，从源、网、荷及技术进步等维度重点分析

“十四五”电力发展的几方面问题；最后，提出

近期电力发展的政策与措施建议。

1    能源发展关键指标的量化分析及内涵

揭示

为破解“三高”难题，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保障中国能源安全，需要探索

一条打破惯性模式的能源革命道路。加快推进能

源清洁化率和终端电气化率大幅提升是一条可行

的路径，2 项指标协同提升是衡量能源转型成效

的关键。

1.1    研究方法及主要边界条件

本文以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发展、提升中国能

源自给水平和降低全社会供应成本为目标，综合

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碳减排要求，量化剖析中国

能源转型路径中能源发展关键指标的变化趋势。

考虑到指标代表性及其耦合关系，主要关注能源

清洁化率、终端电气化率、发电用能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以及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GDP)CO2 排放等 5 项能源发展

关键指标，尤其重点关注能源清洁化率、终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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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化率 2 项指标变化，从能源与电力系统的供给

侧和消费侧反映能源转型程度。各项指标间的内

在关系如图 1 所示，本文在计算中采用的边界条

件 [10-15] 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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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 项能源发展关键指标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five key energy
development indicators

 
 
 

  
表 1   量化测算采用的边界条件

Table 1   Boundary conditions used in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s

项目 边界条件

经济发展

“十四五”期间GDP年均增速为5.6%左右；2026—2035
年GDP年均增速为4.4%左右；2036—2050年GDP年均增

速为3.3%左右

资源开发

潜力

2050年煤炭开发规模较目前大幅下降，石油产量将维持

在2.2亿t左右，天然气产量达到3 500亿m3，西南水电待

开发规模约1.3亿kW，是未来开发的重点，核电开发潜

力可达4亿~5亿kW，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

能源消费

目标

2020年、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分别控制在50亿t和60亿t
标准煤以内，2050年能源消费总量基本稳定；2020年、

2030年、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分别达

到15%、20%、50%左右
碳排放

目标

CO2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2030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能效

2030年，单位GDP能耗达到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主要工

业产品能效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50年，能效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
 
 

1.2    能源发展关键指标变化趋势

本文主要采用中长期能源需求预测模型和电

力系统优化规划模型相结合的优化分析框架研究

中国能源电力系统发展方向。基于对经济社会发

展、能源政策目标的分析，以能源供应能力、系

统运行、环境空间等为约束条件，测算多项能源

发展关键指标。

图 2 为 2020—2050 年一次能源消费构成情

况。随着非化石能源开发规模扩大，一次能源消

费在延续“减煤稳油增气”趋势后，于 2035 年达

峰，然后逐渐下降。未来将快速跨越油气时代，

最终进入非化石能源时代。未来 30 年，能源清

洁化率将加速提升。预计 2020 年、 2025 年、

2035 年、205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将分别提升至 15.8%、20.3%、31.8%、57.3%，年

均增加 1.2 个百分点，相比“十二五”年均 0.5 个

百分点增速显著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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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2050 年一次能源消费构成情况

Fig. 2    Composition of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in
2020—2050

  

图 3 为 2020—2050 年终端能源消费变化情

况。可以看出，考虑能源效率提升和能源强度下

降，中国终端能源消费将先增后降，2035 年达

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散煤逐步

转向发电供热集中利用，智能交通、绿色建筑快

速发展，电力需求在相当长时期内比其他能源需

求增长要快得多，2025 年左右超过煤炭成为最主

要的终端用能品种。受上述因素影响，电能占终

端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升，预计到 2020、2025、
2035、2050 年，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将分别

达到 26.5%、31.4%、40.6%、51.7%。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年份
2050

11.0 9.0 7.2 5.7 4.5 3.6 3.1

8.7
8.8

8.1
7.4

6.6
5.8 5.1

3.5
4.5

5.4
6.0

5.8
5.4

5.0

9.2 11.3 13.1 14.7
15.6

16.1
16.2

2.3 2.4 2.4 2.4 2.4
2.3

1.9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能
源
消
费
量

/亿
t 
标
煤

煤炭 油品 天然气 电力 热力及其他

 
图  3   2020—2050 年终端能源消费变化情况

Fig. 3    Changes in terminal energy consumption in
2020—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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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为   2020—2050  年能源清洁化率和终端

电气化率 2 个指标变化情况。可以看出，2035 年

后，随着能源供给清洁化进程加速，能源清洁化

率预计在 2045 年前反超终端电气化率，相对提前

达到 50%。这一方面是由于 2035 年后风能、太阳

能、核能等非化石能源利用取得长足发展，相较

终端电能替代进程发展较快；另一方面是由于天

然气在终端能源消费中比例持续上升，且大部分

并不是转化为电能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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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两个指标变化趋势

Fig. 4    Trend of two indicators
 
 

图 5 为 2020—2050 年清洁能源发电量比重变

化情况。可以看出，发电用能占比逐步提高，新

增发电用能将主要来自清洁能源，电力系统逐步

成为清洁能源生产、消费的核心枢纽，碳排放强

度持续下降。预计到 2050 年，发电用能占比将达

到 70%，约 75% 以上的发电用能来自清洁能源。

同 2005 年相比，单位 GDP CO2 排放下降幅度将超

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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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0—2050 年清洁能源发电量比重

Fig. 5    Proportion of clean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in
2020—2050

 
 

1.3    对转型路径内涵的认识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这一路径将深刻

改变能源电力各环节发展模式，可从 6 个方面理

解认识。

（1）以革命性方式推动能源供应端清洁化低

碳化，有效落实国家低碳排放承诺。在这一路径

下，能源行业 CO2 排放预计于 2025 年左右提前

5 年达到峰值， 2030 年单位 GDP CO 2 排放较

2005 年下降约 69%，可顺利实现巴黎协定减排承

诺。能源行业碳排放达峰时，电力行业碳排放占

比约为 41%。能源行业碳排放达峰后一段时期

内，由于越来越多的煤炭转化为电力高效利用，

电力行业将承担更多的碳排放，最大碳排放占比

约为 44.9%。

（2）深度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有效提升能源

自给率，促进能源安全。在这一路径下，预计到

2050 年，中国能源自给水平将由 2018 年的 79% 提

升至 86% 以上，化石能源进口量较 2018 年减少

2.2 亿 t 标煤。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下降

至 39.5%、41.5%，较 2018 年分别降低约 30 个百

分点、4个百分点。

（3）能源消费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即加速终

端能源电气化，促进用能多元化，提升用能效率

和用能质量。顺应大趋势，需要加快发展以电为

中心的综合能源服务，促进冷、热、气、电等多

能互补和协调控制，有效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

高用能质量，满足广大用户多元化用能需求，实

现从“用好电”向“用好能”转变。

（4）高比例清洁能源构成的电力系统在提升

能源自给自足水平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清洁能源

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过程须通过电力系统来实现，

大规模新能源并网也使大电网系统特性日益复

杂，因而电力在推动能源自给自足水平提升过程

中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电网安全在国家安全中

的地位也进一步凸显。

（5）必须加快构建支撑高比例新能源与更高

电气化水平的新技术体系。未来电力系统最鲜明

的特征是高比例新能源配置利用，电力系统源、

网、荷、储各环节将面临一些技术难题 [16] 需要攻

克。为此，应把握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深度融合

发展趋势，努力在基础性、前瞻性技术和关键技

术及应用上不断取得新成果。

（6）能源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能源电力现

代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并充分彰显其功能。实现能

源清洁化率和终端电气化率指标大幅提升挑战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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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需要打破各类壁垒、激发各方活力，需要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需要能源管理体

制机制的系统性创新。能源体制革命将有力推动

能源转型驶入快车道，促进转型目标早日实现。

综上，加速实现能源清洁化率和终端电气化

率大幅提升应当是推动建成中国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能源体系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应对气候变

化、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将会加速能

源安全新战略落地，更加有效地支撑中国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2    中长期推进路径研判

2.1    提升能源清洁化率的推进路径

提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需要

统筹非化石能源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定位，以及开

发建设时序。

（1）不同发展阶段非化石能源定位。图 6 为

2020—2035 年中国一次能源需求变化情况。预

计在 2020—2035 年，中国新增能源电力需求主

要依靠非化石能源来提供。从满足新增能源消费

看，非化石能源是最主要的增量替代能源，提供

约 10.8 亿 t 标煤。其中，风、光等新能源新增规

模超过非化石能源新增规模的一半。从满足未来

新增用电看，非化石能源发电提供约 3.6万亿 kW·h，
在电力需求增量中的贡献率超过 76%，成为主导

替代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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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20—2035 年一次能源需求变化情况

Fig. 6    Changes in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from
2020 to 2035

 
 

图 7 为   2035—2050  年中国一次能源需求变

化情况。2035—2050 年，在完成增量清洁替代

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存量清洁替代，非化石能源

逐渐成为主导能源。从能源消费看，2050 年，非

化石能源消费约 31.7 亿 t 标准煤，取代煤炭成为

体量最大的能源消费类型。从电量供应看，2050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超过 75%，成为绝对主导

电源。其中，风光等新能源发电量比重将达到 40%
左右，成为最大电量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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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35—2050 年一次能源需求变化情况

Fig. 7    Changes in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from
2035 to 2050

 
 

（2）非化石能源开发建设时序结构。常规水

电方面，2035 年前重点推进川、滇地区水电开发

外送，2035 年后推进藏东南水电接续外送；核电

方面，2035 年前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2035 年

后逐步探索内陆核电；风光新能源方面，坚持集

中与分布式开发并举，西部北部和近海宜集中式

开发、东中部宜分布式开发；其他非化石能源方

面，重点推进生物质热电联产、地热能供暖，因

地制宜开展海洋能开发利用。

为保障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还需加

快研发推广先进储能技术。2035 年前，抽水蓄能

在站址资源满足要求的条件下优先开发，仍将占据

主导地位；2035 年后，非抽蓄储能将成为储能新

增装机主体，在西部北部新能源富集地区比重不

断提高。

2.2    提升终端电气化率的推进路径

实施电能替代政策，加快技术经济性提升，

推动电能在工业、建筑、交通三大重点领域广泛

应用。

（1）工业领域。随着智能制造的广泛应用，

电气化水平将全方位提升。2035 年前，主要发展

传统工业生产中的电能替代技术，如电锅炉替代

燃煤工业锅炉、电窑炉替代燃煤、燃气工业窑炉

等；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数字技术的不

断创新，到 2050 年工业智能化水平将大幅提升，

电气化逐渐向各行业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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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领域。“智慧绿色建筑”的兴起将

推动电气化水平快速提升。2035 年前，重点发展

热泵、蓄热式电暖气等电供暖电能替代技术，鼓

励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实现建筑供热（冷）、炊

事、热水；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

种新技术的融合发展，2050 年电气化将为新一代

“智慧绿色建筑”提供高效、安全、清洁的居住

用能保障。

（3）交通领域。关键在于全方位推进“陆、

海、空”的电能替代技术发展。2035 年前，重点

发展电动汽车、电气化铁路和城市有轨轨道，研

发示范高功率、长寿命、低成本氢燃料电池技

术；随着电气化技术经济性提高，2050 年陆上交

通中长途运输、重型货运等接续发力，全面发展

船舶高压岸电、机场空港陆电等，海上交通电气

化和空中交通电气化得到长足进步，扩大氢能在

货运领域应用规模。

3    “十四五”电力发展的几个观点

“十四五”期间若干能源发展关键指标将实

现持续快速提升，为实现远期能源转型目标奠定

坚实基础。预计到 2025 年，能源清洁化率达到

20% 左右，提前 5 年实现国家非化石能源消费占

比目标；终端电气化率超过 30%，超过发达国家

当前水平。届时，发电用能成为能源消费的主要

方式，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 50%。随着能

源系统清洁低碳转型持续推进，CO2 排放有望提

前达峰。

为推动能源转型路径顺利实现，“十四五”

期间还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3.1    应将需求侧资源纳入电力平衡用足用好

“十四五”期间电力需求仍将持续增长，但

增速放缓。预计 2025 年全社会用电量为 9.5 万亿

kW·h 左右，“十四五”用电量年均增速为 4.5%
左右，“三华”地区仍然是全国的负荷中心。

需求侧资源可利用规模大，充分挖掘需求侧

资源潜力有望有效应对尖峰负荷趋高挑战。“十

四五”期间需求侧响应潜力可达最高用电负荷的

5%， 2030 年之后，该比例有望进一步提高至

10% 以上。应充分挖掘工业和空调负荷潜力，

2025 年、2035 年削峰潜力分别可达到 6 000 万 kW

和 1.5亿 kW左右。

特别是对中国东中部地区，“十四五”电力

平衡面临较大压力，通过充分挖掘需求侧响应潜

力，可有效降低电力发展成本，提升效率效益。

若东中部地区通过需求侧响应调减 2% 尖峰负

荷，可减少电力缺口约 1 800 万 kW，节省火电装

机投资约 500亿元。

3.2    统筹考虑电力供应总成本和新能源利用率平

衡点，合理安排新能源规模

新能源平价上网不等于平价利用，若无序扩

大规模，单纯追求低弃能率，将导致系统平衡成

本和容量成本大幅增加。因此，新能源的发展规

划和消纳利用应从全局出发，努力降低电力供应

总成本。面对“十四五”新能源平价上网、延续

大规模发展的良好势头，政策重心有必要朝着

“以更经济的方式实现更高水平的绿色发展”方

向调整。

（1）应坚持集中式和分散式开发并举，进一

步向东中部倾斜。“十四五”期间，若新能源布

局进一步向东中部地区倾斜，相比延续“十三

五”东西部的布局比例，电力供应总成本可下降

450 亿元，能够以更经济的方式实现 95% 利用率

目标 [17]。

（2）合理确定利用率指标，可同步提升经济

性和绿色发展水平。可考虑适度放宽利用率要

求，树立能正面引导科学消纳的新理念，按照全

社会电力供应总成本最低原则确定消纳指标 [18]。

初步测算表明，“十四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经

营区新能源利用率为 92% 时，相比弃电率 5% 目

标情景，可增加新能源发电量 280 亿 kW·h，减少

1 300 万 kW 灵活调节资源需求，降低电力供应总

成本 350亿元。

3.3    优化电源结构，尤其要做好灵活性资源的规

划与市场激励机制建设

（1）关于煤电发展定位。电源的多元化发展

是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未来电力平衡是关键问

题，煤电作为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的“压舱

石”，仍需保持发展定力。建议有序分步地实施

煤电退役，进一步发挥其高保证出力的调节作

用，并关注煤电财务困境带来的潜在煤电装机不

足风险。目前部分煤电企业经营困难，应适时引

入容量市场新机制，今后煤电利用小时数下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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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趋势，在系统运行中应优先考虑煤电调节需

要而不是煤耗率。

为此，应统筹协调好煤电新增、退役及延

寿。电力平衡和对其他电源的调节补偿需求决定

了煤电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仍需要在系统中维持 12.5亿~14.0亿 kW煤电装

机 [19]。考虑技术经济性，首先采用技术改造延长

机组的使用寿命。目前美国、日本等国及中国部

分省市已有成功经验和试点（如华电国际邹县电

厂 1 号机组）。此外，还应持续推进煤电机组灵

活性改造。

（2）关于灵活性资源规划建设。目前，中国

电源结构中灵活性调节电源比重低，抽水蓄能、

燃气发电等灵活调节电源比重仅为 6%，“三北”

地区不足 4%，远低于欧美等新能源发展高水平的

国家 [20]；电网侧灵活性资源种类少、技术要求

高，主要集中在调整跨区直流通道运行曲线灵活

性等方面；负荷侧资源潜在类型多，但受价格、

激励机制、基础设施约束，实施规模偏小，实现

方式相对单一。

经初步测算，预计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经营区

“十四五”末灵活性资源需求达到 7 亿 kW。为有

效满足未来系统灵活性资源需求，应优先发挥煤

电调节作用，并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对灵活性

资源参与调节的激励作用，激发源网荷互动潜

力。建立含中长期交易、现货交易和辅助服务等

交易模式的电力市场体系，探索基于容量市场的

煤电投资引导和成本补偿机制，完善跨省区调峰

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和需求侧响应价格、激励机制。

3.4    电网发展要继续提升大范围资源配置能力和

资产效率效益

（1）提高民生服务水平。按照国家统一部

署，继续开展农网改造，补齐贫困地区电网发展

短板，有序推进“煤改电”，完成好国家重大专项

配套电网建设任务，不断提高民生供电保障能力。

（2）高质量建设以特高压、超高压为骨干网

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电网，继续优化

提升大电网配置资源的能力。未来，跨省跨区输

电要更多承载清洁能源远距离输送，送端需提高

主网架电力汇集、输送和支撑能力；受端需统筹

考虑区域内电力供需特点和省间互济能力，扩大

输电通道参与电力平衡范围。

（3）提升配电网存量资产效率，聚焦用户多

元化、个性化需求，遵循供电可靠性差异化标

准，应用先进技术手段，持续提高配电网精准投

资和管理水平 [21]。一方面，应努力挖掘存量效率

提升空间。提升配电网全域感知水平，增强海量

数据传输和分析能力，提高精细化运营和精益化

管理水平。通过广泛应用需求侧响应、分布式电

源+储能等技术，优化线路负载水平，降低系统

损耗。另一方面，坚持以用户为中心提高发展质

量。以投入产出效益为目标导向，基于新增客户

需求和可靠性差异化标准进行精准投资，因地制

宜科学研判投资重点与方向，确定专项工程投资

策略。此外，还需要借助先进技术手段提升配电

网资产管理水平。挖掘配电物联网、电力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潜力，探索台区管控、电力

地图、智能调度等典型应用场景。

3.5    发挥技术创新引领作用，促进数字技术在电

力系统中的广泛应用

（1）加强源网荷储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加

快在高效率环保型输电技术、交直流先进配电技

术、电网故障防御体系等坚强智能电网技术领域

攻关，推进新型抽水蓄能、远海风电场、模块式

小型堆、低能耗 CO2 捕集等源端技术研发，推动

P2X（电转其他能源）、电能替代等终端用能技

术以及电工新材料、核心元器件、先进储能技术

等基础性支撑技术实现突破。

（2）加深能源电力技术与数字技术融合。以

数字技术为电力系统赋能，对内提质增效，对外

有效支撑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4    “十四五”有关政策与措施建议

贯彻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推进能

源转型，需要牢牢把握“十四五”能源革命向纵

深发展的战略机遇，研究制定好电力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与措施。

（1）完善顶层设计，强化规划指导作用，设

计电力领域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的长期路线

图。坚定立足国内能源资源，以源端清洁化和终

端电气化加速能源转型进程，降低油气对外依存

度。面对电力基础设施在能源安全中愈发重要的位

置，提供支撑电源、电网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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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以适应高比例

可再生能源接入，统筹煤电从电量供应主体向容

量供应主体、非化石能源从增量供应主体到主导

能源的转变，促进各类型电源协调发展。出台新

机制保障煤电可持续经营，开展煤电延寿试点，

持续推进灵活性改造。探索建立容量市场，通过

市场和监管相结合的电源投资激励机制，有序引

导发电投资。对于新建煤电机组，要求其具备深

度调节能力；对于已建煤电机组，加大其灵活性

改造力度。

（3）合理调控新能源新增规模与布局，加强

促进新能源消纳的市场机制创新，研究制定提升

新能源设备质量和并网友好性的激励政策。鼓励

新能源布局进一步向东中部倾斜，积极探索适合

中国国情的配额制与绿色证书交易机制，完善新

能源技术标准和并网技术规定。

（4）加速终端电气化进程。促进以电为中心

终端综合能源系统发展，打破不同设备、能源、

主体间的壁垒，提供价格、财税、市场准入等激

励措施。

（5）建立健全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决定

性作用的电力市场体系，加快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建设，健全辅助服务市场。科学确定辅助服务成

本分摊方式，完善调峰电价机制和跨省跨区调峰

机制，建立需求侧资源参与市场交易机制，激发

灵活性资源潜力。

（6）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动

能机制建设，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加强能源电力重大核心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

用，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着力点，超前部署重

大核心技术与装备研发，突破瓶颈，建立健全产

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机制。

5    结语

分析表明，加快推进能源清洁化率和终端电

气化率大幅提升战略既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能源体系的一条可行路径，又是打破惯性发展

模式、加速能源安全新战略落地的衡量指标。面

向“十四五”，应重点关注需求侧响应、新能源

优化布局、激发灵活性资源潜力、电网资产效率

效益提升、关键技术研发、市场机制建设等重大

政策议题。下一步，研究上还需进一步围绕国家

能源安全新战略，做好电力领域中长期发展路线

图的顶层设计，深入研判提出支撑高比例新能源

与更高电气化水平的新技术体系，加快新产业、

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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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Non-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Proportion and Terminal Electrification Rate under the

New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ZHANG Yunzhou, LU Gang, WANG Peng, WENG Yuyan, WU Shengyu, LIU Jun, ZHANG Chenglong

(State Grid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Beijing 102209,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new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and resolve three energy issues, the first thing is to study
and explore an energy revolution path that breaks the pattern of inertial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goal of promoting clean and
low-carbon energy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ing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self-sufficiency in China, the energy transition path
characterized by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non-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proportion and terminal electrification rate is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the trend of key energy development indicators is given, the connotation elements of this path are emphatically
interpret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electric power in energy transition is revealed and suggestions on policies and key measures for
high-quality power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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