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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随着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进入第二年，本年度的《全球能源回顾》评估了 2021 年
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走向。最新统计数据和实时分析证实了我们对 2020 年
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所做的初步估计，也让我们得以预见世界各国经济活动
和能源使用量的反弹情况及其对全球排放的影响。
许多主要经济体加速推广新冠疫苗接种，大量国家对经济危机做出财政响应，因
此，经济增长前景向好，2021 年能源需求回升。报告探讨了经济活动反弹是否有
将二氧化碳排放推向新高的风险，以及旨在实现可持续复苏的新政策在多大程度
上能够遏制排放反弹。
经济增长前景的主要不确定因素包括全球疫苗推广的速度、可能出现的新冠病毒
新变种，以及经济刺激措施的规模和有效性。因此，本次分析不仅指明了 2021 年
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能路径，而且还强调了可能导致不同后果的多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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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继续影响全球能源需求。第三波疫情使得出行持续受限，并继续压低全
球能源需求。然而，经济刺激计划和疫苗推广让人们看到了希望。2021 年，预期
全球经济产出将反弹 6%，推动 GDP 比 2019 年高出 2%以上。



新兴市场正在驱动能源需求回升至 2019 年的水平之上。2021 年全球能源需求将
增加 4.6%，大于 2020 年 4%的收缩幅度，推动今年需求量比 2019 年高 0.5%。
根据预测，全球能源需求增长中，70%将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这些地
区的能源需求将比 2019 年高出 3.4%。从目前趋势来看，发达经济体的能源使用
量将比新冠疫情前低 3%。



全球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年度增量正走向有史以来第二高。2021 年，各类
化石燃料的需求都将大幅增长。据预计，仅煤炭一项，需求增量就比所有可再生
能源的需求增量总和高出 60%，造成排放增长近 5%，即 1500 兆吨。这一预期增
长将抵消 2020 年降幅的 80%，导致 2021 年最终排放仅比 2019 年低 1.2%（或
400 兆吨）。



交通运输用油需求低迷将减弱排放量的反弹。2021 年，全球石油需求年增长率预
计为 6.2%，仍将比 2019 年低 3%左右。根据预测，到 2021 年底，公路交通运输
的石油使用量才会回升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航空用油方面，预计 2021 年 12
月需求仍将比 2019 年低 20%，年度需求则比 2019 年低 30%以上。如果石油需求
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那么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被进一步推高 1.5%，远远高于
2019 年的水平。



2021 年全球煤炭需求将超过 2019 年，并接近 2014 年的峰值。从趋势来看，2021
年煤炭需求将增长 4.5%，其中 80%以上的增长集中在亚洲。预计仅中国就将占到
全球煤炭需求增长的 50%以上。美国和欧盟的煤炭需求也在反弹，但仍将远远低
于疫情前的水平。2020 年煤炭相关排放降幅中，电力部门仅占 50%。然而，亚洲
燃煤发电快速增长，意味着电力部门预计将在 2021 年的排放反弹总量中占到 80%。
趋势显示：各类化石燃料中，相对于 2019 年增幅最大的将是天然气。在亚洲、中
东和俄罗斯需求增加的推动下，2021 年天然气需求势将增长 3.2%。这预计将使全
球需求比 2019 年高出 1%以上。在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市场美国，天然气在可再
生能源持续增长和天然气价格攀升的双重挤压下，年需求增量将不足 2020 年 200
亿立方米降幅的 20%。2021 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增长的近四分之三来自工业和建筑
物部门，而天然气发电量仍将低于 2019 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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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需求趋向 10 多年来最快的增长。2021 年，电力需求将增加 4.5%，即超过
1000 太瓦时。这几乎是 2020 年降幅的五倍，电力在最终能源需求中的份额稳居
20%以上。据预计，2021 年需求增长中，近 80%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仅中国就将占全球增长的一半。发达经济体的需求仍将低于 2019 年的水平。



可再生能源仍然是新冠疫情时代的成功典范。2020 年可再生能源需求增加了 3%；
2021 年，电力、供暖、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各关键部门的可再生能源需求都将提升。
其中电力部门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增量最大，从趋势看将增长 8%以上，达到
8300 太瓦时，是有记录以来同比绝对增量最大的一年。



2021 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电力供应增长中的占比势将过半。根据预期，可再生
能源增量的三分之二将来自于太阳能光伏和风能的贡献。2021 年，可再生能源在
发电中的份额预计将增加至近 30%，达到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最高份额，相比
2019 年的不足 27%有所提高。趋势显示，风能将成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最大增长
点，比 2020 年增加 275 太瓦时，增幅约 17%。太阳能光伏发电量预计将增加 145
太瓦时，增幅近 18%，并在 2021 年接近 1000 太瓦时。
仅中国一个国家很可能就贡献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量的近一半。随后是美国、
欧盟和印度。2021 年，预计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发电量将超过 900 太瓦时，
欧盟约 580 太瓦时，美国为 550 太瓦时。三者加总，几乎占全球太阳能光伏和风
能发电产出的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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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
2021：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年？
虽然在 2021 年的头几个月中，全球健康危机仍在持续，许多地区出现了第二甚至
第三波疫情，但许多发达经济体正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并实施重大经济刺激计划，
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1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6%，
将超额弥补 2020 年 3.5%的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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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能源署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经济数据所做的分析。

在成功的疫苗项目和美国救援计划（“拜登刺激计划”）的帮助下，美国的 GDP 增
长将高于新冠疫情前的预测。
而欧盟在 2020 年冬季到 2021 年初遭受了严重的第二波病毒的侵袭，再次陷入经
济封闭和国家封锁，加上疫苗接种活动启动缓慢，复苏进一步受阻。国家刺激计
划的成效可能要到下半年才会显现。2021 年的经济产出预计仍将比 2019 年的水
平低 2.3%。可喜的是，由于国际贸易的复苏，欧盟的工业生产已恢复到了新冠疫
情前的水平。中国很早就遏制了新冠病毒，是 2020 年少数几个得到扩张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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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2021 年，由出口带动的动态增长预计将持续，但中国国内需求（包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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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的驱动作用将尤为突出。韩国和日本通过检测和追踪避免
了新冠疫情浪潮的反复，也同样正受益于世界贸易的回暖。

2019 至 2021 年部分地区的 GDP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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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很可能是全球经济前景的一个关键变量
印度实施了一些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封锁措施，加上刺激计划的支出有限，导致
2020 年的 GDP 下降了 7.2%，成为下滑最为严重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在工业生产
复苏的推动下，该国的前景在 2020 年底得到了明显的改观。据初步估计，印度
2021 年的 GDP 年增长将达到 12%，但存在与感染演变和疫苗接种有关的巨大不
确定性。
疫苗获取受限、资本外逃以及对债务水平和不断攀升的利率的担忧一直制约着许
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此外，拉丁美洲还遭受了第二波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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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复苏压力加大。与此同时，油价的上涨使石油出口国的收入得到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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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需求
2021 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加 4.6%，超过新冠
疫情之前的水平。
2020 年全球能源需求降低了 4%，这是二战以来最大的降幅，也是有史以来最大
的绝对降幅。2021 年一季度能源需求的最新统计数据凸显了新冠疫情对全球能源
使用的持续影响。基于第一季度数据对 2021 年的预测表明，随着新冠疫情相关限
制取消和经济复苏，能源需求预计将反弹 4.6%，2021 年全球能源使用量将比新冠
疫情之前高出 0.5%。但是，2021 年的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因素包括
疫苗推广情况、新冠疫情相关封锁措施对经济的损害程度，以及经济刺激计划的
规模和效果。目前的经济展望认为，全球 GDP 将超过 2019 年的水平，拉高对商
品、服务和能源的需求。然而，交通运输活动，特别是国际旅行，仍然受到严重
抑制。2021 年，如果交通运输需求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则全球能源需求
将有更大幅度的上升，比 2019 年高出近 2%，这一增长大致与全球经济活动反弹
情况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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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化变动幅度 (2019 = 0%)

全球 GDP、一次能源总需求和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相对于 2019 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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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燃料的能源需求
2020 年能源需求下降对各类燃料的影响幅度不同。出行限制导致交通运输用燃料
需求相比 2019 年减少了 14%；到目前为止，石油受到的冲击最大。在去年 4 月的
限制高峰期，全球石油需求相比疫情前降低了 20%以上。总体而言，全年石油需
求下降了近 9%。
2021 年，石油需求预计将反弹 6%，速度快于所有其他燃料。上一次石油需求如
此快速增长是在 1976 年。石油需求尽管反弹强劲，但仍将比 2019 年低 3%（3.1
百万桶/天）。公路交通运输活动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将持续低迷，预计只有在
2021 年年末的几个月才会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而航空交通运输需求则在
2021 年全年都将明显低于 2019 年的水平。石油需求只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
攀升到远高于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
2020 年，煤炭需求降幅为 220 百万吨标准煤，即 4%。发电用煤在发达经济体中
的降幅最大，达到 15%，占全球煤炭降幅的一半以上。在电力需求减少、可再生
能源产出增加以及天然气价格低的三重压力下，煤炭在电力结构中受到的挤压尤
为严重。2021 年，煤炭需求强劲反弹，扭转了 2020 年的全部降幅，但在地域上
呈现出巨大差异。2020 年煤炭需求的下降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受到可再生能源部
署、天然气价格走低和逐步淘汰政策的抑制，发达经济体煤炭需求的反弹幅度预
计仅为 2020 年降幅的四分之一。同时，中国预计将占 2021 年煤炭需求增量的
55%。
2021 年各地区和各燃料的一次能源需求相比 2019 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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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方面，较低的价格使天然气在 2020 年比煤炭更有韧性，需求仅下降了 2%。
价格持续走低，亚洲和中东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两者应将推动 2021 年天然气需求
增长 3%。因此，2021 年天然气的全球需求预计将相比 2019 年上升 1.3%，预期
反弹幅度为各类化石燃料之最。
可再生能源方面，事实证明，由于新产能上线，以及受益于许多市场中的优先市
场准入，可再生能源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总体而言，2020
年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增长了 3%，主要是由于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发电量增加了 330
太瓦时。2021 年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发电量增幅将为 17%，高于 2020 年 16%的增
幅。水力和生物质发电也应当会提速；2021 年可再生能源的总发电量将增长 8.3%，
增速高于 2020 年的 7%。可再生能源在两年间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其在总发电量
中的份额将从 2019 年的不足 27%增加到今年的近 30%。

各地区的能源需求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各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发
达经济体总体的能源需求平均下降了 6%以上，各个发达经济体都或早或迟经历了
经济产出收缩。
展望 2021 年，预计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产出和大多数部门的能源需求将迅速恢复。
然而，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持续，特别是在欧盟，今年下半年才会真正开始恢复。
在美国，尽管最近宣布了 2.3 万亿美元的刺激消费计划，但预计 2021 年的能源需
求仅增长 4%，仍比 2019 年低 3%。

2020/2019

2020 年、2021 年各地区的能源需求相比于 2019 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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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气泡图标的大小与 2021 年区域一次能源的需求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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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大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需求也有所降低，但降幅低于发
达经济体。印度的需求下降了 5%，东南亚下降了约 3%，中东下降了 2%，非洲
下降了 1.5%。
中国是明显的例外，是 2020 年唯一经济产出和能源需求双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虽
然旨在控制新冠疫情爆发的限制措施抑制了一季度的需求，但从 4 月起经济已经
开始复苏。在去年的余下时间里，与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相比，能源需求平均增
长了 6%。尽管中国可再生能源增长迅猛，但不断增加的电力需求导致了 2020 年
12 月燃煤量创下历史新高。
中国的经济活动将在 2021 年进一步加速，能源需求预计将增长 6%，2021 年的能
源需求将比 2019 年高出近 8%，从而使中国稳居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小的经济体的
地位。
2020 年印度经济急剧滑坡，导致石油需求降低了 8%以上，而发电和工业领域的
煤炭需求则分别下降了 5%和 11%。2020 年 4 月，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一年
前同期减少了 40%以上，是去年世界各地所见的最大月度排放量降幅。然而，印
度经济预期于 2021 年强劲反弹，能源需求将反弹 7%，比 2019 年高出 2%。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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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需求恢复，煤炭需求预计将增加近 9%，对需求反弹的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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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
2020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 5.8%，即近 2 吉吨，达到有史以来最大降
幅，几乎是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降幅的五倍。202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
幅大于能源需求降幅，原因是新冠疫情对石油和煤炭需求的打击比对其他能源的
打击更严重，同时可再生能源有所增加。全球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尽管
在 2020 年有所下降，但仍高达 31.5 吉吨，这使得 2020 年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年
平均浓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即 412.5 ppm，比工业革命开始时高出约 50%。
2021 年，由于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反弹，全球能源相
关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也将反弹，增加 4.8%。二氧化碳增幅将超过 1500 兆吨，
是十多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碳密集型经济复苏以来最大的单次增幅；在此趋势
的作用下，2021 年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 2019 年的峰值低约 400 兆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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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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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反弹近 5%，接近
2018-2019 年的峰值。

吉吨二氧化碳

1990-2021 年全球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 1990-2021 年各类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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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
2021 年，尽管全球经济活动和能源需求都会回升到 2019 年的水平以上，但我们
预计二氧化碳排放量不会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即使 2021 年石油的二氧化碳
排放增量超过 650 兆吨，与石油有关的排放量恢复预计也只能抵消 2020 年降幅的
一半左右，因此石油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将比 2019 年的水平低 500 兆吨。很
可能发生的部分恢复完全是由于 2021 年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和对交通运输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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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限制造成的。2021 年的趋势显示，国际航空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将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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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

冠疫情前低 200 兆吨（或三分之一），而公路交通运输和国内航空领域的排放量
将比 2019 年低近 350 兆吨（或 5%）。假如全球交通运输活动全面恢复，那么石
油相关排放将超过 2019 年的水平，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 1.5%以上，远超
2019 年的水平。
全球煤炭使用量预计将在 2021 年回升，并驱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约 640 兆
吨。这将使得来自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 14.8 吉吨：比 2019 年高出 0.4%，
比 2014 年全球煤炭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高点仅差 350 兆吨。电力部门在 2020 年煤
炭相关排放降幅中占比不足 50%，但在反弹中占 80%，主要是由于亚洲的燃煤发
电量迅速增加。
2021 年，天然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将增加 215 兆吨以上，达到 7.35
吉吨的历史新高，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22%。建筑物和工业天然气使用主
导了上述趋势；2020 年天然气需求降幅最大的是公共和商业建筑领域，但预计
2021 年恢复幅度最大的也是该领域。

各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
目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发达经
济体的排放量尽管预计于 2021 年将有 4%的反弹，但总体正在经历结构性下降。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增加约 500 兆吨。中国的能源需求和排放在 2020 年
已经有所增加，而 2021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会比 2019 年高出 6%，即近 600
兆吨。2021 年，各类化石燃料都将推高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但预计煤炭将占
主导地位，占到排放增量的 70%，这主要是由于电力部门的煤炭使用量有所增加。
尽管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迅速，但在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燃煤电厂
的产出增加了 330 太瓦时，即接近 7%。
2021 年印度的经济复苏将使排放量比 2020 年高出近 200 兆吨，导致排放量比
2019 年高出 1.4%（或 30 兆吨）。印度的煤炭需求将反弹并超过 2019 年的水平，
驱动排放增长，预计 2021 年燃煤发电增量很可能会是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量的三倍。
目前，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欧盟基本持平，为 2.35 吉吨，不过按人均计算仍
比欧盟低三分之二，比全球平均水平低 60%。
在美国，2021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将反弹，增量超过 200 兆吨，总量达到 4.46
吉吨，但仍比 2019 年总量低 5.6%，比 2005 年低 21%。来自煤炭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预计将比 2019 年减少近 12%，因为 2020 年发电用煤的恢复量很可能只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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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所夺走份额的 40%。美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最大来源是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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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由于 2021 年全年的交通运输活动仍然低迷，石油的使用应当会比 2019
年低近 6%。
由于欧盟经济前景相对世界其他地区较为暗淡，因此欧盟二氧化碳排放的反弹幅
度很可能相对较小。2021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增加 80 兆吨，将只能抵消 2020
年降幅的三分之一。欧盟 2021 年的排放量应当会是 2.4 吉吨。2020 年电力部门二
氧化碳排放降幅为 90 兆吨，其中大部分将持续到 2021 年；预计 2021 年燃煤和燃
气发电量略有增加，仅能扭转 2020 年排放降幅的 10%。2019 年到 2021 年间，欧
盟的煤炭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份额下降了近三个百分点，降至 14%以下。
自 2000 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减少 1.8 吉吨，其在全球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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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占比已下降二十个百分点，目前在全球总量中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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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

石油
2020 年石油需求出现史上最大年度降幅
2020 年，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触发了石油需求下降，降幅预
计为 8.5 百万桶/天（8.8%），从绝对值和相对值来看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下降。
石油总需求约有 60%来自交通运输部门，2020 年的出行限制对该部门造成了严重
影响。航空燃油和煤油需求下降了 3.2 百万桶/天（41%），航空客运量比 2019 年
减少了 66%，汽油需求降幅超过 3 百万桶/天（12%）。由于国际贸易下滑导致船
用燃料需求降低，因此燃料油需求下降了 0.5 百万桶/天（8%）。在持续货运活动
的缓解作用下，瓦斯油需求降幅为 1.8 百万桶/天（6%）；而由于石化原料得益于
包装、卫生和医疗设备的销售增长，液化石油气/乙烷和石脑油的需求基本无变化。

低迷的航空业削弱 2021 年石油需求的反弹
在经济环境改善的支持下，全球石油需求反弹幅度将达到 5.4 百万桶/天，比 2020
年高 6%。尽管有反弹，但预计整个 2021 年的需求仍将比 2019 年低 3.2%。
今年新冠疫情相关出行限制措施的影响将比去年小得多，但仍会继续抑制今年上
半年交通运输领域的石油需求。2021 年下半年，随着疫苗推广力度增大、旅行恢
复，需求将逐步上升。然而，石油需求预计不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2021 年四
季度的需求预期将比疫情前低 1.4 百万桶/天。反弹速度最慢的是国际航空用油，
即使到 2021 年 12 月，国际航空用油量预计也将比 2019 年低 20%。国际航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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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石油需求预计将在 2021 年的最后几个月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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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2021 年的季度石油需求相对于 2019 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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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中的季度石油需求数据包括石油产品中混合的生物燃料。
来源：2021 年 3 月国际能源署《石油市场报告》。

中国是唯一一个 2020 年石油需求高于 2019 年的主要经济体，2021 年的需求预计
将进一步增长，比 2019 年高出近 9%。2020 年一季度，新冠病毒袭击中国，出行
受到限制，因此中国的石油需求下降了 1.3 百万桶/天；然而，去年的其余时间里，
由于限制措施取消，经济急剧反弹，使得石油需求恢复了增长。如果不计中国
2021 年的需求增长，全球需求与 2019 年水平的差距将再拉大 1 百万桶/天，或一
个百分点。
美国的石油需求预计仍将比 2019 年低约 0.8 百万桶/天，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初疫
情相关限制措施的持续影响。欧盟的需求仍将比 2019 年低 0.4 百万桶/天，预计持
续的封锁将对 2021 年的年度总需求产生严重的影响。在印度，经历了上半年的进
一步封锁后，下半年的快速需求增长可能会推动 2021 年的石油需求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
2021 年，汽油需求将增加 1.8 百万桶/天，达到 25.4 百万桶/天，不过仍将比新冠
疫情前低 1.2 百万桶/天。2021 年上半年的需求量将比 2019 年低 2 百万桶/天，下
半年随着限制措施放宽，需求量应当会上升，但预计仍将比新冠疫情之前低约 500
千桶/天。新冠疫情带来的行为改变，如远程工作增加、城市中更多使用自行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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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于某些地区的出行优选私家车而不是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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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

部分发达经济体中，2021 年相对于 2020 年的公路交通运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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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EA 基于 Apple Mobility 的数据进行的分析。

2021 年，柴油需求反弹幅度将为 1.5 百万桶/天，达到 28.5 百万桶/天，并应当会
比 2019 年低 0.3 百万桶/天。柴油受出行限制的影响较小，因为新冠疫情期间对货
物的需求并未下降，卡车作业量接近正常水平。2021 年新实施的疫情相关限制措
施预计不会限制制造业和工业货物的运输。
各类石油产品的需求中，在疫情期间受影响最大的是航空燃油和煤油。预计航空
流量将于 2021 年上半年缓慢恢复，在下半年，随着发达国家的脆弱人群接种疫苗，
航空流量将继续回升。之前积压的需求可能会推动收入乘客公里数（RPK）同比
增长 5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计 2021 年航空燃油和煤油总需求将在 2020 年
的基础上增加 0.8 百万桶/天，反弹幅度为 17%。不过，即便实现上述增长，需求
仍将比 2019 年低 30%。
石化原料将是唯一需求超过疫情前水平的石油细分部门，这是因为对包装和个人
防护设备的需求增加推动了塑料生产。我们预计 2021 年液化石油气、乙烷和石脑
油需求将增加 0.8 百万桶/天（4%）。
2021 年的燃料油需求预计将受益于船用燃料需求的反弹和工业活动的增加，增幅
将达到近 0.3 百万桶/天（4.5%）。增量中大部分将是国际海事组织规定的新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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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硫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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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
2020 年煤炭需求大幅下降
2020 年全球煤炭需求降低了 4%，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降幅。下降
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和由此产生的经济衰退而导致的电力需求下
降。可再生能源在许多市场上享受优先调度或使用，挤压了天然气和煤炭在电力
结构中的份额。由于天然气价格较低，天然气大量取代煤炭作为燃料；特别是在
美国和欧盟，发电用煤的使用量分别下降了 20%和 21%。总体而言，电力部门的
下降占 2020 年全球需求降幅的 40%以上。新冠疫情也影响了工业产出，特别是钢
铁和水泥，进一步降低了煤炭需求。

2021 年煤炭需求在电力部门推动下强劲回升
2021 年，我们预计经济活动复苏将扭转 2020 年煤炭需求的下降趋势，全球煤炭
需求将增长 4.5%，超过 2019 年的水平。2020 年煤炭使用量降幅中，电力部门占
比略多于 40%；2021 年，随着亚洲燃煤发电的快速增长，电力部门将占到煤炭反
弹量的四分之三。此外，预计天然气价格在 2021 年会上升，导致部分燃料使用者
转用煤炭，特别是在美国和欧盟。全球煤炭需求反弹始于 2020 年四季度，2021 年
的煤炭消费增长是这一趋势的延续。虽然东北亚 12 月异常寒冷的天气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煤炭需求增加，但燃煤发电的快速增长提醒我们，在世界一些最大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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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煤炭发挥着核心燃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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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唯一在 2020 年出现煤炭需求增加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支撑
着 2021 年的电力需求，而疫情后刺激措施支持着钢铁、水泥和其他煤炭密集型工
业品的生产。我们预计，2021 年中国煤炭需求将增加 4%以上，需求远高于 2014
年的峰值，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的煤电机组（包括热电联产厂）约占全球煤炭消费量的三分之一。中国乃至
全球煤炭需求的未来都取决于中国的电力系统。在中国，电力需求增长仍然与经
济增长密切相关，需求与 GDP 的增幅比例为一比一。至于新增电力在多大程度上
需要通过煤炭来满足，则取决于可再生能源和核电等技术上线的速度。去年，尽
管爆发了新冠疫情，但可再生能源新增容量有所增加，超过了 100 吉瓦，这主要
是因为很多项目赶在补贴逐步取消最后期限之前完成。由于可再生能源部署提速，
在 2021 年电力需求预期 8%的增幅中，预计仅有 45%通过煤炭来满足。
在印度，煤炭消费于 2020 年 4 月跌到了多年来的最低点，原因是 2019 年下半年
经济大幅放缓，随后又实施了新冠疫情封锁措施。此后的经济复苏导致煤炭消费
持续回升，2020 年四季度增长了 6%。推高煤炭需求的另一驱动力是水力发电产
出在 2019 年达到极高峰之后有所下降。在我们对印度煤炭消费的估算中，假设
2021 年经济强劲反弹，这将推动印度 GDP 稳超 2019 年的水平，并驱动煤炭需求
提升近 9%，比 2019 年高出 1.4%。
在美国，尽管 2021 年预计将是自 2013 年以来煤炭消费的首个增长年，但煤炭仍
然呈结构性下降趋势。电力消费复苏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支撑了 2020 年 12 月的煤
炭使用量增加，这是自 2018 年 11 月以来首次月度同比增长。电力部门的煤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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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吨油当量

2000 年至 2021 年各地区煤炭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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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

求预计将从 2020 年的谷底反弹 10%，不过煤炭需求仍然应当不会超过 2019 年的
水平。燃煤发电占美国煤炭消费的 90%，自 2010 年以来减少了一半以上，2018
年至 2020 年间的需求下降了三分之一。
欧盟越来越多的国家中，燃煤发电正在消失或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奥地利和瑞
典于 2020 年关闭了其最后一批煤电厂；葡萄牙等其他国家将在今年做出同样的举
动，而煤电厂还继续面临碳配额的阻力。德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电力用煤占
欧盟的三分之二。在德国，由于存在可用产能，煤炭和天然气的竞争更加激烈，
天然气和煤炭的发电成本在同一范围内变动。因此，燃料价格的微小变化可能改
变煤炭和天然气的相对竞争力，从而改变煤炭需求。考虑到上述不确定性，我们
预计 2021 年的煤炭需求将只会增加 4%，主要由工业消费的复苏推动。这一增长
远不足以扭转 2020 年 18%的需求降幅。
2021 年欧盟煤炭的有限反弹主要由经济因素驱动，但最近的政治公告意味着煤炭
使用将会持续下降。2020 年全年中，各国频繁宣布绿色刺激计划、到本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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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以及缩减煤电产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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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
2020 年天然气需求降幅低于其他化石燃料
2020 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减少了 750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1.9%。从绝对体量
来看，这是天然气需求降幅的最高记录，但从百分比看，此次下降与 2009 年持平。
下降主要集中在上半年，在异常温和天气和新冠疫情爆发的推动下，全球天然气
消费同比下降了约 4%。2020 年，天然气受到的影响明显小于石油或煤炭；第三
季度随着封锁措施的缓解，天然气需求逐步恢复，而季节性电力需求和有竞争力
的价格推高了天然气消费。
这种相对的韧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发电燃料的转换。这种转换在美国尤为显著：
尽管电力需求下降，但发电用天然气的需求却同比增长约 2%；在欧洲，天然气发
电得益于低价格和 2020 年下半年碳价格的急剧回升。在亚洲，中国、印度和韩国
的电力用气有所增长。随着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电力用气大幅下降，电力部门占
2020 年天然气需求降幅的四分之一，其他下降来自建筑物和工业部门，分别占
2020 年天然气需求总降幅的 30%和近 20%。

2021 年天然气反弹，但复苏仍然脆弱
预计 2021 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恢复 3.2%，弥补 2020 年的损失，需求量将比 2019
年高出 1.3%。此次天然气需求的恢复主要是由快速增长的市场推动的（以亚洲为
主，其次是中东），并受到工业反弹不确定性或燃料价格竞争力不确定性的影响。
欧盟的需求预计将反弹至与 2019 年持平。美国的增长更为缓慢，预计 2021 年的
需求不会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2021 年初的几个月，整个北半球的气温低于历
年平均值，因此增加了对天然气的需求。冬季风暴也导致了一些供需紧张和价格
飙升的极端情形：这首先于 1 月发生在东北亚，之后于 2 月发生在北美，特别是得
克萨斯州。在美国，2021 年一季度的天然气需求低于 2020 年一季度，反映出价
格上涨对天然气在发电中的地位构成了挑战。今年全年，较高的天然气价格预计
将使美国的天然气需求保持在接近 2020 年的水平，比 2019 年低 2%左右。在欧
盟，较高的碳价格使天然气相对于煤炭具有一定优势；第一季度的初步数据显示，
欧洲的天然气需求同比增长 8%。发展中的亚洲情况则非常不同，2021 年的需求
预计将相比 2020 年提高 7%，比 2019 年高出 8.5%。中国引领需求增长，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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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比 2019 年高出 14%以上（或 440 亿立方米）。

全球能源回顾 2021
评估经济复苏对 2021 年全球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天然气

十亿立方米

2019-2021 年各地区和各部门天然气需求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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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预期工业和建筑物部门将引领天然气需求增长：随着全球产出和贸易量
恢复，工业天然气需求将增长近 5%。中国、印度和其他快速增长的亚洲市场是上
述增长的驱动力。由于第一季度气温较低，建筑物部门的天然气消费也将增长约
5%。电力需求增长缓慢，可再生能源容量增加，以及来自煤炭的价格竞争愈发激
烈，将导致发电用气的预期增长率仅为 1%。
影响 2021 年全球天然气需求的因素不仅包括电力需求和工业生产的重大不确定性，
而且还包括美国等关键市场中天然气与煤炭的价格变化，以及 2021 年底北半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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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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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
2020 年可再生能源逆势而上
随着所有其他燃料需求下降，2020 年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增加了 3%。增长的主
要驱动力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上升了近 7%。尽管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电力需求下降、
供应链面临挑战、施工发生延误，但长期合同、优先入网和新工厂持续装机支撑
了可再生能源的增长。相应地，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发电量中的份额从 2019 年的 27%
跃升至 2020 年的 29%。工业领域的生物能源使用量增长了 3%，但石油需求减少
造成了混合生物燃料用量降低；一增一降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

2021 年可再生能源势将创下新纪录
2021 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增长 8%以上，达到 8300 太瓦时，实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最快的同比增长。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将贡献可再生能源增幅的三分之二。
2021 年，仅中国就应当会占到全球可再生电力增长的近一半，其次是美国、欧盟
和印度。

300

2020-2021年各地区和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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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中，风能将是最大增长点，增幅 275 太瓦时（近 17%），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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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2020 年的水平。在中国和美国的政策截止日期的驱动下，项目开发商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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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年四季度末期完成的产能建设创下新高，这已经导致 2021 年前两个月的发电量明
显增加。2021 年期间，预计中国风能发电量为 600 太瓦时，美国为 400 太瓦时，
两国共占全球风能产出的一半以上。
虽然中国仍将是最大的光伏市场，但美国在联邦和州级的持续政策支持下，光伏
市场将继续扩张。由于新冠疫情相关的延迟，2020 年太阳能光伏新增容量大幅下
滑，印度的光伏市场预计将于 2021 年迅速恢复，而巴西和越南的发电增量则将由
扶持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应用的强大政策驱动。在全球范围内，2021 年太阳能光伏
发电预期将增加 145 太瓦时（近 18%），达到近 1000 太瓦时。
2021 年，在经济复苏和中国大型项目新增容量的共同推动下，我们预期水力发电
量将进一步增加。在激励措施的支持下，亚洲废弃物发电项目将推动生物能源增
长。
由于各类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比例应当会在
2021 年达到 30%，创下历史新高。如果将可再生电力与核电合计，则 2021 年低
碳能源发电将真正稳超全世界煤电厂的产出。
1971-2021 年低碳能源和煤炭在世界发电量中的占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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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随着交通运输活动缓慢恢复和生物燃料混合率提高，生物燃料市场很可
能会恢复，并接近 2019 年的产量。生物燃料主要用于公路交通运输，与汽油和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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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燃料混合使用，因此受航空部门活动持续低迷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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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电力
电力需求
2020 年的电力需求
2020 年上半年，由于封锁措施限制了工商业活动，全球电力需求下降最为明显；
2020 年全年，全球电力需求下降了约 1%。在某些时段中，需求比封锁前降低了
20-30%。2020 年 2 月，在排除天气变化的影响后，中国的需求比 2019 年同期下
滑了 10%以上。在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力消费国美国，5 月的居家令高峰
时期出现了几乎同样幅度的下降。
从 3 月到 4 月，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每周需求量降低了 15%以上，西班牙和意大
利的降幅甚至超过了 25%。印度的情况也类似，在 3 月中旬至 4 月底的数周，需
求减少了 20%以上。在日本和韩国，新冠病例比欧洲和美国少，5 月的需求降幅
为大约 8%。
发达经济体在 2020 年下半年有所恢复，但大部分时间仍然低于 2019 年的水平。
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地区在年底取得了强劲增长，其中中国和印度尤为突出，
2020 年四季度同比增长分别超过 8%和 6%。

2021 年的电力需求
得益于经济活动反弹和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2021 年的电力需求预期
将增加 4.5%。
在发达经济体中，随着新冠疫苗的推广，限制措施预期将在春秋两季之间得以逐
步取消。预计 2.5%的需求增幅应当足以将需求推高至 2019 年水平的 1%范围以
内。在美国，考虑到经济刺激措施和 2021 年最初几个月寒冷气温的推动作用，预
计需求将上升约 2%。这一增长应当会将需求推高至 2019 年水平的 1.6%范围以
内。作为欧盟最大的消费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预计仍将低于 2019 年
的电力需求水平，2021 年近 3%的增幅不足以完全弥补 2020 年 4%至 6%的降幅。
日本的情况也颇为类似，预计日本的需求将在 2020 年的基础上仅回升 1%，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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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抵消 2020 年 4%的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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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需求将会延续 2020 年下半年开始的增长趋势。预计中国和
印度经济的强劲复苏将加速恢复轨迹。
2021 年，预计中国和印度的 GDP 将分别增长 9%、12%，电力需求都将比 2020
年增加约 8%。对中国来说，预计的增长加上 2020 年已实现的增长，将使 2021 年
的需求比 2019 年高出近 12%。东南亚国家也有望开始恢复，实现强劲增长，2021
年的需求将增加 5%，总需求比 2019 年高出 3%。
2020 年、2021 年各地区的电力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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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供应
2020 年的电力供应
在风能和太阳能光伏的引领下（2020 年分别增长 12%、23%），可再生能源创纪
录增长，同时，全球电力需求下降；这两项因素使化石燃料电厂和核电站在 2020
年陷入艰难境地。非可再生资源需求降幅超过 3%。
2020 年，在所有电力来源中，煤炭受到的冲击最大，减少了 440 太瓦时。无论从
绝对体量还是相对比例来看，此次煤炭发电量下降 4.4%都是过去五十年来最大的
降幅。在低油价的推动下，美国占到了全球净下降幅度的近一半。降幅中另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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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欧盟，该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被可再生资源发电增量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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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与煤炭相比，燃气电厂的发电量降幅较小，2020 年仅下降了 1.6%。天然气价格竞
争力较强，特别是在年中一段时期，因此受到的影响较小。在美国，2020 年天然
气发电量增加了 2%，而燃煤发电量则降低了 20%，即 210 太瓦时，降幅惊人。
石油延续了自 2012 年以来全球持续下跌的趋势，减幅为 4.4%。

2021 年的电力供应
最近的发展表明，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有望在 2021 年实现第 20 年连续增长。2021
年电力供应增长中，预期一半以上将来自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增长。核能发电量预
计将增加约 2%，其余的电力需求增长将由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厂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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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厂很可能会提供化石燃料发电增量中的大部分，产出预计将增加 480 太瓦
时。在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天然气发电受益程度较小（+1%）。2020 年，
美国燃煤发电量下跌幅度约为 20%；考虑到美国一些地区在煤改气后又转回煤炭，
我们预计上述降幅的一半将在 2021 年得到扭转。因此，在 2021 年，美国天然气
发电量将下降近 80 太瓦时。
2021 年燃煤发电增量预计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中国占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的 45%，但在该国 2021 年 8%的电力供应增量中，约有一半将由化石燃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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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瓦时

2020 年、2021 年的发电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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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驱使中国的煤炭发电量比 2019 年高出 330 太瓦时（或 7%）。从绝对体量来
看，印度的需求增量预计将仅次于中国，2021 年 70%的新增电力需求将是热力发

页码 | 27

国际能源署。保留所有权利。

电，而热力发电几乎全部使用煤炭。

全球能源回顾 2021
评估经济复苏对 2021 年全球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核能

核能
2020 年的核电
核反应堆的发电量减少了约 4%，是自 2011 年福岛事故后的最大降幅。下降主要
发生在欧盟（-11%）、日本（-33%）和美国（-2%）。欧洲下降的原因包括电力
需求低迷、计划内和外的维修造成临时停运，以及永久停堆。在日本，一些反应
堆被暂时关停进行改造，以达到反恐安全新标准。2019 年-2020 年期间随着中国
和俄罗斯的新机组投产，两国的核电分别增长了 5%、3%。在白俄罗斯和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阿联酋），第一批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营，目前还有更多机组在建。

2021 年的核电
核电将在 2021 年出现反弹，增长 2%，仅能弥补 2020 年产出降幅的一半。2020
年下半年和 2021 年一季度，有七个新反应堆上线，超过了同期退役的三个反应堆。
截至 2021 年底，全世界可能会有多达十个新反应堆接入电网，其中四个在中国。
尽管今年的运营能力有所增加，但 2021 年全球核电仍将略低于 2019 年。
在各个发达经济体中，2021 年核电增幅甚小，产出仍比 2019 年低 6%。不过，核
能仍然是这些经济体中最大的单一低碳发电来源。
美国的核电在 2021 年预计将进一步下降，有五个反应堆计划在年内退役，使产出
比 2019 年低 4%以上。2021 年美国的预期核电降幅将抵消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核电
增长。在日本，反应堆逐步重启，很可能会使 2021 年的核电产出增加 6%，但只
能弥补 2020 年 30 太瓦时产出降幅的一小部分。在整个欧盟，2021 年的产出将增
长 2%以上，主要是由于法国的电力需求增加和斯洛伐克的一个新反应堆，但增长
不足以弥补 2020 年的下降。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1 年核电将增加 5%
以上，一些国家将有新反应堆上线，其中以中国为首，也包括印度、阿联酋、巴
基斯坦和俄罗斯。在 2021 年增长的推动下，核电产出将提升到比 2019 年高出 8%，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核电产出中的占比将从 2019 年的 29%增加到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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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

全球能源回顾 2021
评估经济复苏对 2021 年全球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方法说明

方法说明
本报告基于 2021 年第一季度（Q1）的数据，数据有多种来源，为截至 2021 年 4
月中旬可以获得的数据。获得的数据涵盖了全球一次能源需求的约三分之二。
一般来说，收集的数据包括截至 2 月底（或 3 月底，如有）各国向国际能源署提交
的最新月度数据；世界各地国家行政部门发布的其他统计资料；以及在官方数据
缺失的情况下，国际能源署的估算数据。
各国石油需求数据来自为 2021 年 4 月 14 日发布的国际能源署最新月度《石油市
场报告》收集的近期市场数据。
收集到的天然气数据涵盖了全球天然气需求的约三分之二。数据包括以下来源的
信息：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欧洲输气系统运营商、中国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
中心（CQPGX）、印度石油部石油计划和分析小组（PPAC）、韩国天然气公司
（KOGAS），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数据（作为天然气需求代理
值）。
煤炭需求数据主要来自于燃煤发电信息，获得的数据涵盖了全球煤炭需求的三分
之二左右。
可再生能源方面，数据结合了收集到的 2020 年和 2021 年一季度的可再生能源产
量和 100 多个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增量。
每日、每周和每月的电力需求和发电量数据来自若干来源，例如美国能源信息署
的小时数据，欧洲输电系统运营商联盟（ENTSO-E）的欧洲小时数据，经合组织
（OECD）国家提交的最新月度报告，以及印度、中国和巴西的国家负荷调度中
心的每日数据。收集到的电力需求和发电数据涵盖了约四分之三的全球电力需求。
由于数据收集方法和数据定义可能存在差异，实时和每日数据可能与月度、季度
或年度数据存在方法上的不一致。
新冠疫情对部门和整体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2021 年）的各
国季度和年度数据进行评估的（季度数据覆盖全球 GDP 的 85%以上，年度数据覆
盖 95%）。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年度数据为上述数据提供了补充。
二氧化碳排放包括所有用于能源目的的化石燃料的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来
自工业流程、工业废弃物和不可再生的城市废弃物的排放。国际海运和航空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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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氧化碳排放只包括在世界一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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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经济复苏对 2021 年全球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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