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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能源发电并网利用必须依靠火电、抽蓄等调节性、支撑性电源以及电网的支持，必然增加常规

电源、电网等主体的投资运行成本，即新能源的系统成本。针对目前常用的新能源经济性评价指标并没有

考虑系统成本，不利于有效疏导各主体付出的成本和提升各主体促进新能源消纳的内在积极性的问题，提

出了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概念以及基于对比差额法的系统成本计算方法，对典型省份开展了测算分析，提

出了基于等效上网电价的系统成本疏导思路。结果显示：“十四五”期间典型省份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仍

高于燃煤发电基准价，难以实现平价利用。以等效上网电价为基础建立系统成本疏导机制，可激发各主体

服务新能源消纳的内在动力，有助于推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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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实施，新能源

将实现跨越式增长 [1-3]。近年来中国新能源发电成

本持续下降 [4-5]，已具备较好的发展基础，目前大

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新能源平价上网，但是平价

上网并不等于平价利用，新能源出力具有波动性

和间歇性 [6-7]，仍需要火电、电网、储能发挥调节

和支撑作用，从而增加电源调峰、电网建设、储

能建设等成本，即“新能源的系统成本”。根据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统计，2010—2020 年集中式

光伏、陆上风电的平准化度电成本（ levelized cost

of energy, LCOE）分别降低了 85% 和 56%[8]，但新

能源发展较快的德国、英国等国家终端电价不降

反升，其重要原因是，新能源占比提高大幅增加

了新能源的系统成本，持续抬高终端电价。

现阶段，国内一般采用 LCOE 或经营期电价

等指标评价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性，侧重于新

能源本体发电成本，忽视新能源的系统成本，不

能完整、系统地反映新能源开发利用成本。新能

源跨越式增长将引起系统成本快速增加，传统新

能源经济性评价指标的局限性进一步凸显。同

时，系统成本疏导机制不畅导致常规电源、电网

等主体被动承担大部分系统成本，使得其支持新

能源消纳的积极性受挫，不利于实现新能源的高

质量发展。因此，亟须在考虑系统成本的基础上

创新新能源经济性评价指标，推动各方就新能源

平价利用形成共识，进一步健全新能源的系统成

本疏导机制。

国内外较早前已开始研究平准化度电成本或

经营期电价等传统经济性评价方法 [9]，新能源快

速发展致使系统成本逐年增加，一些学者已经认

识到传统经济性评价方法的局限性。文献 [10]

提出，与传统火电相比，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

生能源并网利用将产生系统成本，仅采用平准化

度电成本来评价风电、光伏发电的经济性存在缺

陷，但是并未对典型案例的系统成本进行量化分

析。文献 [11] 认为新能源并网会显著影响系统的

运行特性和经济性，整体看新能源的系统成本随

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具体数值与

系统自身灵活性有关。美国能源信息署提出了平

准化可避免度电成本（ levelized avoided cost of

electricity, LACE）的概念（一种系统成本的衍生

概念） [12]，并定期测算美国各类电源 LACE 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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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1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核能署为准确对比

新能源与常规电源的经济性，量化分析了风电、

光伏发电并网增加的系统成本 [14]，案例分析结果

显示，当新能源渗透率从 10% 增加至 75% 时，单

位发电量对应的系统成本从 10 美元 /(MW·h) 增长

至 50 美元 /(MW·h) 以上。此外，国际能源署、波

兹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等机构也对系统成本开展了

研究 [15-18]。中国发改委能源所也曾采用国际能源

署提出的“调价 LCOE”（value-adjusted LCOE）
概念，对中国不同发电技术经济性进行了分析 [19]。

总之，国外对于新能源的系统成本已经有了一定

的研究积累，但是对系统成本计算方法的研究仍

有待深入，国内对系统成本的认识不足，研究相

对较少，缺乏对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成本的综合考

虑和深度分析。

为了弥补目前新能源经济性评价在概念认识

与计算方法上的不足，推动各方从电力系统全局

统筹把握新能源与其他市场主体协同发展，本文

提出“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的概念以及基于对

比差额法的系统成本计算方法，对典型省份开展

了测算分析，并基于量化分析结果，提出了系统

成本的疏导思路。研究成果有助于系统全面地评

价新能源发电开发利用成本，揭示新能源发展对

电力系统经济性的影响，为新能源的系统成本精

准合理疏导奠定理论基础。
 

1    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的概念及应用价值

从综合考虑新能源发电自身成本和系统成本

的角度出发，将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表示为

F = PVRE+CVRE （1）

式中：F 为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PVRE 为新能源

自身上网电价，采用经营期电价法计算 [20]；CVRE

为新能源的系统成本（折算至电价）。

从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构成的现实价值来

看，新能源本体发电上网电价体现了新能源自身

发电的电量价值，属于电力系统的短期边际成本

范畴；新能源的系统成本可分为电源侧成本和电

网侧成本，其中电源侧成本体现了其他电源支撑

新能源消纳的容量价值，电网侧成本体现了电网

支撑新能源消纳的电量价值，两者均属于电力系

统的长期边际成本范畴。图 1 展示了新能源等效

上网电价和电力系统各个部分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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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示意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VRE equivalent feed-in tariff
 
 

等效上网电价可以将系统成本由隐性变为显

性，更能准确反映新能源开发利用抬高系统成本

的客观事实。提出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的概念并

据此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科学

准确认识系统成本，推动形成“平价上网不等于

平价利用”的共识；二是明晰新能源应承担系统

成本的责任，为健全系统成本疏导机制提供重要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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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能源的系统成本分析方法
 

2.1    新能源引发系统成本的原因

新能源引发系统成本的根本原因是新能源具

有波动性和间歇性，使得新能源并网后其他电源

和电网为支撑新能源消纳、保障电力系统稳定运

行要付出更多成本。

（1）新能源参与负荷高峰时段的电力平衡能

力较差，风电通常按装机容量的 5%～10% 参与平

衡，光伏不参与晚高峰平衡，如图 2 所示的负荷

高峰时段。与发展煤电等常规电源相比，发展新

能源仍需要常规电源提供功率支撑，常规电源将

为此付出相应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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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某典型日风电发电功率与负荷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wind power and load
in a typical day

 
 

（2）新能源发电功率较大时刻可能对应负荷

低谷时刻，为保障新能源利用率，常规电源或储

能必须调峰运行，如图 2 所示的负荷低谷时段。

发展新能源需要开展煤电灵活性改造、投资建设

储能等，产生相应灵活性投资成本，同时煤电调

峰运行使得煤耗升高、磨损加剧，产生相应调峰

运行成本。

（3）新能源出力预测存在一定误差，为保证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系统必须留出足够的备用容

量，且随着新能源装机的增加而增加，引起电源

侧成本的增加。

（4）新能源接入、送出需要新建电网工程，

国外研究显示，新能源相关的电网工程建设成本

远高于常规电源，引起电网侧成本的增加 [21-24]。

此外，发展新能源还将产生常规电源、电网

利用率下降、系统转动惯量下降等问题，均将产

生相应的系统成本。 

2.2    新能源的系统成本构成

系统成本定义为电力系统因发展新能源而产

生的成本增量，具体包括如下 4部分。

（1）灵活性电源投资 /改造成本，指为提高

系统灵活性而增加的火电灵活性改造、抽蓄和电

化学储能投资成本。

（2）平衡成本，指由于新能源预测偏差而增

加的旋转备用成本。

（3）运行损失成本，指因新能源出力的间歇

性而导致的火电调峰运行成本、抽蓄和电化学储

能运行小时数下降而产生的电源损失、输电线路

利用率下降带来的电网损失成本。

（4）电网成本，指因输送新能源而引起的大

电网扩展及补强成本。 

2.3    基于对比差额法的系统成本计算思路

本文采用对比差额法计算新能源的系统成

本，其思路是通过对比新能源情景和煤电情景间

对应成本的差额来计算系统成本，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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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对比差额法计算新能源的系统成本示意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ng VRE system cost

 
 

新能源情景指包含新能源的实际电源结构情

景。该情景中，A1 表示新能源自身发电成本，

B1 表示除新能源外的“剩余系统”的成本。

煤电情景指将新能源情景中的新能源替换为

煤电的情景。该情景中，A2 表示替代电源（煤

电）的发电成本，B2 表示除替代电源外的“剩余

系统”的成本。

因此，系统成本的计算公式为

CVRE = (B1−B2)/QVRE （2）

式中：QVRE 为新能源情景中新能源发电量。 

2.4    新能源的系统成本计算模型

本文通过新能源电力系统生产模拟模型计算

得到系统中煤电灵活性改造容量、新建储能容

量、新建线路容量、各类电源 8  760 h 出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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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结合系统规划数据与相关成本计算方法即可

计算得到 B1、B2、QVRE。

目标函数为

minY =
N∑

n=1

S∑
s=1

cn,s
(
Hn,s−H◦n,s

)
+

N∑
n=1

N∑
m=1,m,n

cmn
(
Pmax

mn −P◦mn
)
+

T∑
t=1

N∑
n=1

 H∑
h=1

(
on,hPn,h,t +Un,h,t +Dn,h,t

)
+

S∑
s=1

on,sPn,s,t +

W∑
w=1

on,wPn,w,t +

O∑
o=1

on,oPn,o,t

 （3）

Hn H◦n
Pmax

mn P◦m

式中：Y 为系统投资运行成本； t = 1, 2, 3,···, T 为

仿真时间；n（n = 1, 2, 3,···, N）为第 n 条母线；

m（m = 1, 2, 3,···, N）为第 m 条母线，且 m 不等于

n；h（h = 1, 2, 3,···, H）为火电厂编号；w（w = 1,
2, 3,···, W）为新能源机组，分为风电、光伏两

类；s（s = 1, 2, 3,···, S）为储能编号；c 为角标对

应对象的单位初始投资的年值；o 为角标对应对

象的运行成本；P 为角标对应机组的功率；U 为

火电机组启动成本； D 为火电机组停机成本；

为优化后的储能容量； 为储能初始容量；

为优化后的线路容量； 为线路初始容量；o
（o = 1, 2, 3,···, O）为系统中其他电源的编号。

主要约束条件如下。

（1）节点功率平衡约束为

Ln,t =
∑

Pn,h,t +
∑

Pn,s,t +
∑

Fn,s,t+∑
Pn,w,t +

∑
Pn,o,t +

∑
Pn,l,t （4）

式中：Ln,t 为 n 号母线在 t 时刻的负荷，等号右边

依次是火电机组、储能充电、储能放电、新能源

机组、其他机组和线路在 t 时刻的功率。

（2）新能源出力约束为

0≤Pn,w,t≤Pmax
n,w,t （5）

Pmax
n,w,t式中： 为新能源机组在 t 时刻的最大允许出力。

（3）新能源利用率约束为
N∑
n

T∑
t

Pn,w,t≥α ·
N∑
n

T∑
t

Pmax
n,w,t （6）

式中：α 为设定的新能源利用率。

（4）储能放电约束为

0≤Pn,s,t≤Hn,s （7）

Pn,s,t式中： 是储能的放电功率。

（5）储能充电约束为

0≤Fn,s,t≤Hn,s （8）

Fn,s,t式中： 是储能的充电功率。

（6）荷电状态不等式约束为

0≤ϕn,s,t≤rn,sHn,s （9）

ϕn,s,t rn,s式中： 是储能的荷电状态； 是储能的持续

放电时间。

（7）荷电状态等式约束为

ϕn,s,t =η
stand
n,s ϕn,s,t−1+

ηstore
n,s fn,s,t −

(
η

dispatch
n,s

)−1
hn,s,t+

λn,s,t −µn,s,t （10）

ηstandn,s ηstoren,s

η
dispatch
n,s

λn,s,t

µn,s,t

式中： 是储能电量损耗； 是储能充电损

耗； 是储能放电损耗。若储能为抽蓄，则

需要增加 2 个参数： 是抽蓄水库自然来水，

是抽蓄水库自然耗水。

（8）线路输送功率约束为

0≤Pnm,t≤Pmax
mn （11）

式中：Pnm,t 是线路 nm 在 t 时刻的输送功率。

（9）线路直流功率约束为

Pnm,t = Ψ · Pn,t （12）

式中：ψ 是功率分布因子矩阵 [25]；Pnm,t 是线路输

送功率矩阵；Pn,t 是母线的净注入功率矩阵。

此外，因篇幅原因，模型中的火电机组相关

约束、备用约束等不再展示。 

3    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的定量分析

从国网经营区中分别选取山东、浙江、河南、

吉林、青海、四川开展量化分析，结果如图 4所示。

（1）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持续上升，仍将普

遍高于煤电基准价。计算结果显示，2025 年 6 省

集中式光伏、陆上风电平均本体上网电价分别为

0.306、0.313 元 /（kW·h），较 2020 年分别降低

13 .7%、 14 .3%；平均系统成本达到 0 .169 元 /
（kW·h），较 2020 年增长 69.3%；综合看，平均

等效上网电价分别为 0.475、0.482 元 /（kW·h），

较 2020年分别增长 4.5%、3.7%。

（2）分区域看，新能源的系统成本与其发电

量占比呈一定正相关关系。对 6 省系统成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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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行曲线拟合，结果如图 5 所示，可以看

出，新能源的系统成本与发电量占比总体呈正相

关，随发电量占比提升加速增长。因各省负荷特

性、发电结构、新能源资源等不同，系统成本存

在差异。整体上，西部地区系统成本高于中东部

地区。其中，青海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较高，用电

负荷、调节电源比例较低，导致其系统成本为

6省中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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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6 个典型省份新能源的系统成本与发电量占比的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stem cost and the
proportion of power generation for VRE

in 6 typical provinces
 

以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较高的青海省和发电量

占比较低的浙江省为例开展更为详细的对比分析。

青海省：2025年新能源的系统成本为 0.325元/
（ kW·h）。 2025 年陆上风电平均发电成本为

0.26 元 /（ kW·h），等效上网电价为 0.585 元 /
（ kW·h），比燃煤发电基准电价（ 0 .325 元 /
（kW·h））高 80%。2025 年集中式光伏平均发电

成本为 0.25元/（kW·h），等效上网电价为 0.575元/
（kW·h），比燃煤发电基准电价高 77%。

浙江省：2025年新能源的系统成本为 0.132元/
（ kW·h）。 2025 年陆上风电平均发电成本为

0.34 元 /（ kW·h），等效上网电价为 0.472 元 /
（ kW·h），比燃煤发电基准电价（ 0 .415 元 /
（kW·h））高 14%。2025 年集中式光伏平均发电

成 本 为 0 . 3 3 元 /（ kW·h） ， 等 效 上 网 电 价 为

0 .462 元 /（ kW·h），比燃煤发电基准电价高

11%。

（3）从构成上看，系统成本中电源侧成本占

比较大。6 省系统成本测算结果显示，电源侧成

本占比 60%~85%，电网侧成本占比 15%~40%。当

前，系统成本疏导机制不完善，仅有少部分通过

辅助服务市场疏导，大部分由常规电源、电网企

业无偿被动承担，必然增加相关企业的经营压力。 

4    等效上网电价在系统成本疏导机制中

的应用

当前，中国电力市场交易以电能量为主体、

以辅助服务等为补充。电网输配电成本主要通过

电量价格疏导，价格水平由政府核定。随着新能

源占比持续提高，电力保供压力增大，当前市场

设计和价格机制越来越难以适应新能源快速增长

的要求。在电源侧，电量价格难以完全体现新能

源消纳中调峰、顶峰等容量价值，辅助服务市场

体量较小且未向用户传导，常规煤电机组参与灵

活调节的成本未能有效回收。在电网侧，各类输

配成本打包核定，难以区分各类成本主体，导致

无法准确计价与充分疏导。亟须建立有效的系统

成本疏导机制。

基于等效上网电价建立系统成本疏导机制，

核心目的是客观反映并疏导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真

实成本，进而解决常规煤电机组的财务生存问

题。不仅要用新能源发电的超额收益来部分补偿

其他电源承担的系统成本，还要用“市场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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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典型省份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计算结果

Fig. 4    Calculation results of VRE equivalent feed-in tariff
in typical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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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方式激励各类市场主体承担灵活调节任务

的内生动力，保障系统安全保供的容量充裕度。

以当前市场设计和价格机制为出发点，未来

系统成本的疏导思路如下。

首先，采用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方法，对各

类市场主体的容量和电量价值进行定量测算，为

系统成本疏导提供依据。以如图 6 所示的吉林情

况为例， 2025 年光伏发电的本体上网电价为

0.28 元 /（ kW·h），若以煤电基准价 0.373 元 /
（ kW · h） 收 购 ， 光 伏 发 电 将 获 得 0 . 0 9 3 元 /
（ kW·h）的超额收益，而系统成本 0 .153 元 /
（kW·h）未能得到疏导，其中其他电源支撑新能

源 消 纳 的 容 量 电 价 为 0 . 1 2 9 元 /（ kW · h） ，

电网支撑新能源消纳的电量电价为 0 . 024 元 /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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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的系统成本疏导思路

Fig. 6    The idea for system cost allocation based on
VRE equivalent feed-in tariff

 
 

其次，在现有电力市场设计框架下，基于测

算出的容量价值、电量价值，对电源侧系统成本

和电网侧系统成本进行疏导。

（1）电源侧系统成本主要反映容量价值，采

用市场定价和政府定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疏导。

近期，应完善辅助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并向用户传

导，缓解常规煤电机组的经营压力；推动新能源

有序参与现货市场竞争，合理转移其超额收益，

补偿提供辅助服务的其他电源的合理收益。中远

期，随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监管能力的提升，对存

量常规煤电机组实施容量补偿，由政府定价，覆

盖电厂固定成本，保障系统高峰备用，纳入市场

运营成本向用户侧疏导；探索对增量常规煤电机

组采用事前容量招标、以市场竞争方式形成容量

价格，向用户收取容量费用。

（2）电网侧系统成本主要反映电量价值，坚

持通过政府定价机制疏导。近期，电网承担的系

统成本仍主要由输配电价疏导，确保服务新能源

并网消纳的电网工程投资足额纳入准许收入核

定，由全体用户共担。中远期，基于“谁受益、

谁承担”的公平原则，探索完善接网费机制，推

动新能源承担部分接网工程成本。 

5    结语

为了更系统、全面地评价新能源开发利用的

综合经济性，本文提出了新能源等效上网电价的

概念以及采用对比差额法的系统成本计算方法。

典型省份的测算结果表明，“十四五”期间新能

源等效上网电价呈上升趋势，均高于当地燃煤发

电基准电价，新能源仍不能实现平价利用。新能

源的系统成本随着新能源发电占比的升高而增

加，电源侧系统成本大于电网侧系统成本。

面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艰巨任务，

未来新能源需要跨越式增长，必须统筹考虑安

全、低碳、经济三者协调发展。建议广泛应用新

能源等效上网电价概念，科学识别新能源开发利

用全部成本及其构成，推动形成“新能源平价上

网不等于平价利用”共识。在此基础上，以新能

源等效上网电价测算结果为依据，创新电力市场

价格机制设计，包括参考系统长期边际成本核定

容量补偿或容量价格基准值，基于系统短期边际

成本核定电量电价基准值，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

市场竞争，从而有效释放价格信号的资源配置和

激励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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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ng VRE Equivalent Feed-In Tariff Based on System
Cost and Its Application

ZHANG Yunzhou, CHEN Ning, HUANG Bibin, WANG Caixia, LI Jiangtao
(State Grid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Beijing 102209, China)

Abstract: Consuming VRE (variable renewable energy) must rely on regulatory and supporting power sources such as thermal
power unit and pumped storage as well as the support of power grids. As a result, the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 cost of conventional
power units and power grids ( i.e, the system cost of VRE) are increased. However, the system cost has not been considered in the
existing domestic economic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VR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the system costs and
enhancing the internal enthusiasm of each entity to promote the consumption of V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ion of
VRE equivalent feed-in tariff and the calculation methodology of system cost. An idea for allocating the system cost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equivalent feed-in tariff.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ypical provinces show that the VRE equivalent feed-in tariff is still
higher than the benchmark price of coal-fired plant during 2020-2025, which is hard for utiliz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in state-set
price. The proposed system cost allocating mechanism can stimulate the inner motivation of each entity to promote the consumption
of VRE and help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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