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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解决方案：核电的角色 
作者：道格·维恩(Doug Vine) 

2012 年末开始，四家电力公司相继宣布美国五座核反应堆退役。这是自 1998 年以来首

次宣布核电站退役，也正是日本和德国等国就核电问题日益争论不休的时候。据此，华尔街

的分析师和学者们预测，未来几年，美国将掀起一波核反应堆退役浪潮。如果这些预测正确，

将对未来的气候变化产生严重影响。核电占美国全国总发电量的 19%，并且不产生任何温室

气体排放。由于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基荷不稳定，再削减核电装机容量将会导

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从而使美国“到 2020 年削减 17%排放量”的承诺和未来更大规模的

减排计划更加难以实现。尽可能久地保存美国现有核反应堆是向低碳未来过渡的一个关键因

素。 

引言 

美国 70%的电力来自化石燃料。电力部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40%。其余 30%的电力由水电、风电、太阳能和核电等零排放发电源提供。2012 年，核电

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19%（图 1），占全国零排放电力的 60%多——所提供的电量是风电和

太阳能发电总和的四倍多。此外，除每隔 18 到 24 个月进行一次短暂加料和维修之外，核

电站基本都在全负荷连续运行，因而能持续地供应基荷电力，成为电力系统可靠性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果电力能源结构中缺少了核能，化石燃料的使用就会增加，因为几乎大多数

新可再生能源均为间歇性能源，不适合用于生产基荷电力。根据对替代技术的估计，如果

没有核能，2014 年美国的排放量将增加 2.89 到 4.39 亿公吨；2012 年到 2025 年，美国的

排放量将增加 40 到 60 亿公吨。美国环保署（EPA）对同一时期轻型车辆制定的温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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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减排标准预计将达 60 亿公吨，这可以让我们对核能对长期气候目标的贡献程度有一个比较了

解。 

然而，核电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阻力。尽管目前仍有五座反应堆正在新建，但 2012 年 10

月以来，已有四家电力公司的五座核反应堆相继宣布退役，总装机容量达 4200 兆瓦，占美

国 101000 兆瓦总核电装机容量的 4.2%。仅此五座反应堆退役就能导致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增

加 1200 万到 1825 万公吨——相当于 200 万到 360 万客运车辆一年的排放量。因此，每个核

电站的退役决定都将使美国所作的“到 2020 年，温室气体比 2005 年减排 17%”及未来实现

更大规模减排的承诺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核电受到多方面因素带来的经济挑战，包括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跌、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如

何、电力负荷增长不断减缓、电力市场结构和碳价机制的缺乏。此外，延长使用寿命的资本

投资、福岛事件后实施的强制性安全强化措施以及其他维修活动也给核电站的成本结构带来

了负担。 

本文对美国现有核电机组群面临的压力以及进一步核退役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首

先，本文对美国零排放发电能源的历史以及未来预测进行了回顾；其次，又探索了基荷电力、

电力市场和政策决策的重要意义； 后，对美国核电的未来进行了思索，包括新建、气候调

节以及相关温室气体启示。考虑核电的未来时，有关安全、废料和扩散方面的担忧十分重要，

但是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畴。 

图 1：美国 2012 年的电力生产情况 

 

 

来源：美国能源信息局，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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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排放发电的重要性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近开展了一项评估活动，更加确定地重申，人

类活动正在导致全球升温，如果温室气体排放有增无减，将使气候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在美国，

电力生产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38%。全国总发电量的近 70%由化石燃

料提供——主要是煤炭和天然气。据预测，在不出现重大政策变化的前提下，到 2040 年，全国

65%的电力还将继续由化石燃料提供。核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太阳能在发电过

程中不产生温室气体，被视为“零排放”发电能源，其总和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略超 30%（图 2）。 

图 2：美国 1980-2040 年的发电情况 

 

来源：美国能源信息局，2013 年 

过去 30 年中，零排放发电能源出现过几次显著变化，图 3 显示了每次变化的贡献比值。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核电超越水电成为 大的零排放发电能源，到 80 年代末，核电占到总零排放

电力的 60-70%。2005 年起，风电装机容量急剧增加，到 2012 年占零排放电力的 11%，而同期太

阳能发电的贡献份额却始终十分微小，仅为 0.3%。 

2005 年以来，美国电力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下降了 15%，主要原因在于燃煤发电向燃气

发电的转变、经济衰退、能源效率的提升、需求响应和风力发电。然而，如图 2 所示，按照当前

预测，即使可再生能源比重从 2010 年的 10.4%增加至 2040 年的 16.5%，化石燃料和零排放能源

的相对比重在 2040 年前仍然会保持相对稳定（在没有新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未来几十年，为

了尽力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影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大幅削减，我们必须大幅增加零碳发

电的比重，例如核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和采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的化石燃料发电，同时

还要维持我们现有的零碳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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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零排放发电能源，1980-2020 年 

 

来源：美国能源信息局，2013 年 

核电与电力市场 

基荷电力 

电力服务必须保证可靠性——换言之，电力供应必须保证全天候不间断。为此，电力系

统调度员需要有效利用三大类型发电厂来管理用电需求的实时变化。首先，基荷发电厂一天

24 小时连续运行，以满足持续不断的、 低水平的用电需求。其次，操作者还会使用“负荷

跟踪”发电厂，也被称为“中间”电厂。此类发电厂通常用天然气作燃料，与核电或煤电厂

相比，能够更快地增加或者减少发电量，并且通常在白天用电需求增加时供应电力。一些“中

间”电厂还可作为基荷机组，尤其当夏季白天所有时段的连续 低用电需求均高于平均水平

时。 后，高峰发电厂每天仅在用电需求达到峰值时运行数小时。 

基荷发电厂的显著特点是运营成本低，并且几乎能够长期不停地全负荷运行。过去，大

多数基荷发电厂都以核能和煤炭作为发电能源，因为这两种能源均能满足相应标准。此外，

基荷发电厂无法有效地增减发电量，因此一旦开始运行， 好尽可能使其保持长期全负荷运

转。基荷发电厂，如核电机组，虽然边际成本较低，但与燃气机组相比，其固定成本较高。

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让基荷发电厂全功率运转可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近期，天然

气价格持续偏低，一些地区把燃气轮机联合循环（CCGT）电厂也用作基荷发电机组，与煤

电机组成本相比，此种电力调度方式的成本更低。 

有些零排放能源，例如水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也能提供可靠的基荷电力。然而，

其他零排放能源（例如风能和太阳能）是间歇性发电源——换句话说，其提供的电力在特定

时期会根据当地天气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由于目前公用事业规模的电力储备尚不足以满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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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使用，所以还不能用作基荷电力。例如，2011 年 8 月的第一个星期，德克萨斯州就遇到了这

样的挑战。在此之前，德州安装了超过 10000 兆瓦的风电装机容量，但是其 大电力输出却仅有

约 5700 兆瓦。这一 大输出值出现在夜间（风力在晚间较大），而这恰好是用电需求较低的时

段。在该夏季同一周内白天的高峰时段，用电需求达到 大值，但是此时风力却较弱，发电量始

终小于 2000 兆瓦，仅占装机容量的 20%。
11
（尽管本案例反映了依赖间歇性能源来满足用电需求

的负面影响，但应注意的是，在一些情况下，包括风电在内的多元化电力供应可对电网起到有益

作用） 

电力市场 

在美国，电力由公用事业公司（公共、市政所有、投资人所有或者合作性企业）和特定公

用事业公司下属的独立发电商提供。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公司通过公用事业委员会（PUC）制定

的零售电价回收成本；独立发电商一般商业性发电公司，按照当前市场价格向竞争性电力批发

市场出售电力。美国约有一半核反应堆作为商业发电商运营。 

美国有七大批发电力市场，这些市场为全国大约三分之二电力客户提供电力服务。每个市

场都有各自的一套规则，但是它们的运营方式又有许多相似之处。电力供应报价基于发电成本

投向市场，发电成本主要由燃料价格和电厂效率驱动。由于没有燃料成本，水电和风电等可再

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发电成本 低（图 4），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向市场报价。价格更低一级

的是核电，其次是褐煤电力。褐煤是烟煤，价格低廉，水分含量高于许多电厂使用的无烟煤。

无烟煤和天然气联合循环电厂处于供应曲线的中间区域，但是极低的天然气价格使联合循环电

厂比大多数煤电机组更加便宜。 后，单循环燃气轮机、年代更久、体积更小且效率 低的煤

电机组、燃油发电机组和柴油发电厂的运营成本 高，一般仅在电力需求极高时才会使用。 

电力系统运营商调度（供应）电力采用的是 小成本法——换言之，由成本 低的电厂生产

的电力 先被输入电网。处于电力需求和市场价格供给曲线交叉点的电厂被称为边际发电商，边

际发电商所供电力的成本决定了市场价格（图 4）。这与商品市场运行所用的理论方法没有太大

的区别——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叉点决定价格。在大多数竞争性电力市场中，由于燃煤或者

燃气电厂一般处于供给曲线的中间区域，所以它们往往是边际发电商。尽管风电和核电等其他供

应商以低于边际发电商的价格向市场报价，但是所有机组在那段时期都接受边际或市场价格。 固

定成本较高的商业发电公司在市场中运作时，可能无法恢复长期总成本，因此，如果批发价格在

很长一段时期都很低，这些发电商可能就会被迫退出市场。 

由于天然气价格不断下降，变动成本可再生能源（例如风能）数量不断增加，竞争性电力

市场的价格也越来越低。例如，在图 4 中，过去几年里，随着天然气价格下跌，第一代和第二

代 CC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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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的报价将会继续下降，市场价格也会随着进一步降低。图 4 的第二幅曲线图提供了新增风电

进入市场后的变化示例。风电装机容量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发生右移，并且随着边际发电商从第二

代 CCGT 技术向第一代 CCGT 技术的转变，处于同一需求水平的市场价格出现下降。 

图 4：竞争性电力市场图解 

 

新增风电后的效果 

 

第二幅图表显示了新增风电装机对现有供给的潜在影响。需求保持不变，剩余供给（也保持

不变）向右移动，市场价格（需求和供给的交叉点）下降。注意，每个图框的宽度代表所提供的

发电量，高度代表发电成本。近年来，随着天然气价格的下降，发电技术（例如 CCGT）的发电

成本相应降低，从而导致市场价格下降。 

来源：改编自 Patricia Rawls，美国能源部：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The PJM Reg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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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SET Characterization for DOE.”2002 年 12 月 13 日。访问地址： 

http://www.netl.doe.gov/energy-analyses/pubs/200220DecPJMregionHandout.pdf. 

这些因素使独立发电商和基荷发电机组所得报偿与几年前相比有所减少。现有核电设施中，

约有一半属于商业性发电，这些机组必须寻找其他方式来承担损失，否则就要面临退役。受到监

管的电厂能够更好地通过其公用事业委员会基于服务成本模式制定的价格来回收成本。不可否

认，较低的市场价格的确被视为位于威斯康辛州的基瓦尼核电站和佛蒙特州洋基核反应堆（两者

均为商业机组）宣布关闭的一大原因。此外，随着利润被不断压缩，未来维修活动（或者前期维

护投资）的成本也给电厂的总成本结构带来负担，并且有可能导致现有机组的经济效益出现进一

步下降。如果此种情况确实发生，并且更多核反应堆因此而被关闭， 终将导致电力部门温室气

体排放量进一步增加。 

另一项挑战来自“装机市场”。装机市场的建立是为了充当一些电力市场的补充手段，以确

保未来有足够的装机容量，保证电力生产的可靠性。其基本思想是当下为发电厂新增装机投资提

供补偿，以用来在未来某个时间为电网供电，因此可提供远期价格信号，保留当前资源，并鼓励

开发新资源。装机市场与技术无关，这一点与电力市场相似，它不会对基荷发电提供高于间歇性

发电的额外优惠，通常对容量系数较高和较低的电厂提供同样的补偿，并且不会明确地重视或鼓

励零排放发电。Entergy 公司将电力和装机市场的设计缺陷引述为其决定今年关闭佛蒙特州洋基

反应堆的理由之一。到目前为止，由于备用容量一直都很充足，所以基荷机组的关闭对电力系统

可靠性的影响很小。然而，每次退役事件都会加大电力系统可靠性受损的风险。 

核能与可再生能源的交叉 

美国 1992 年颁布实施联邦可再生能源生产税收减免（PTC）法案。该法案在美国风能工业

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 PTC 政策下，风电项目运营前十年可获得 22 美元/兆瓦时的税收

减免。此外，风电项目还可以出售可再生能源配额（RECs）。为了达到可再生能源比例标准要

求，许多州公用事业公司都需要购买配额。在一些情况下，零燃料成本、PTC 和 RECs 三者的合

力影响导致一些地区将风电价格设定得很低，甚至出现负电价。 

在批发电力市场中，负电价预示着某一个地区发电量过多。在短期内，负电价可向发电商发

出必要经济信号，提醒其关闭机组。然而，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出现负电价还有一种情况，即某

家电力公司确实希望倒贴电费，以吸引系统运营商采购其电力——例如，当燃煤电厂或者核电厂

完全关闭和重启机组的成本比在短期内向运营商倒贴电费更高时。一旦低电价和负电价持续时间

较长，可能预示着：不仅在该地区投资新增发电装机是不必要的，而且让现有发电机组继续运行

也不会带来利润。由于市场信号的缺陷而导致无法正确预测新增发电装机需求可能会危及未来电

力系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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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双方电力采购协议（采购商和发电商签订的双边合同）是一种广泛使用的电价波动对

冲策略。由于电力采购协议一般都是基于过去的批发价格谈判订立，所以当低电价和负电价在某

一地区长期存在时，发电商就很难获得电力采购协议。例如，由于区域批发电价较低，道明尼电

力（Dominion Power）公司预计续签电力采购协议的可能性不大，从而做出关闭基瓦尼核电站的

决定。 

总而言之，PTC 和州可再生能源比例标准等政策的实施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的增加起到了

关键作用，尤其是风电。然而，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竞争性批发电力市场中不断增加，电价

可能会变得很低，或者在更多情况下出现负电价，从而导致新建任何类型发电装机的动机不复存

在——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这些政策及低廉的天然气价格和市场结构等其他因素将继续对现有

核电（也是一种零排放发电源）施压。此外，用可再生能源能源交换核能不是零排放发电源间的

零和交易。如上文所述，由于可再生能源具有间歇性，不适合用作基荷电力生产，因此必须用一

种持续可得的电力能源为其提供支撑，而这种支撑通常来自伴随着相应温室气体排放的化石燃料

能源。为了保存和扩大现有核电机组群，并同时鼓励开发其他零排放能源，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批

发电力市场的职能。 

美国核电的未来 

过去二十年中，现有核电机组群的使用范围被大大拓宽。自 1990 年以来，美国约五分之一

的发电量始终由核电供应——即使在总发电量与 1990 年相比增加了 33%的时候。二十世纪七八

十年代，90%以上的现役核反应堆都已投入运营， 后一座核反应堆也在 1996 年投入运营，大

多数核电新增装机都已通过功率升级（通过电厂整改提高现有核反应堆的电力输出）、缩短加料

停电期和其他效率提升手段实现。自 1977 年开始，仅电力升级一项措施就增加了 6000 多兆瓦发

电装机容量，相当于新增了 6 座新核电站。核电容量系数（实际电力输出除以 大潜在输出）也

在过去二十年中从 66%增加到 90%，如今核反应堆在美国电力能源中拥有 高的平均利用率。这

些成果显著改善了核电厂每兆瓦时的电力成本。 

功率升级是扩大核电规模的一个关键策略，因为修建新的大型核电厂（1000 兆瓦或以上）需

要大量的前期资本投入，并且其规划和建设大约要耗费 8 至 10 年。 近，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

（NRC）列出了 28 座核反应堆的建设和运营许可申请情况。其中 10 项申请被暂停，14 项正在

审核过程中，只有四项申请获得许可。这四项申请包括美国南方核电运行公司（Southern Nuclear 

Operating Company）目前正在位于佐治亚州的沃格特勒核电站内建设的两座核反应堆和南卡罗来

纳电力燃气公司（South Carolina Electric and Gas）正在维吉尔夏日核电站建设的两座核反应堆，

四座反应堆均计划在 2017 年和 2018 年投入运营。瓦茨巴核电站的另外一座核反应堆目前也在建

设当中，由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负责实施，该项目在 1998 年被叫停，2007 年又恢复建设，预计 



 

  9

第九版                                                          九月专刊 

将于 2015 年完工。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公用事业公司都在受监管的州内运营，能够通过各自的

公用事业委员会制定的零售电价回收成本。 

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局在其《2013 年度能源展望》报告中预测，截止到 2030 年，除上

述五座核反应堆外，不再新增其他核反应堆。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根据基于平准化成本

进行的一项预测，在对多种发电技术进行比较后发现，未来几年中，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NGCC）

将成为成本 低的发电技术。（图 5）。在此项预测中，平准化成本指在一个假定的财务期限和

服务周期内，建设和运营一座发电厂的总成本现值。它反映了隔夜资本成本、燃料成本、固定和

变动运营及维护成本、融资成本以及每种类型电厂的假定利用率。各类激励措施的可用性也能影

响平准化成本的计算，包括州或者联邦实施的税收减免政策。该预测所显示的取值范围没有将此

类激励措施和潜在成本（如碳价）包含在内，但纳入了一系列其他假设。 

图 5：平准化电力成本 

 

来源：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2013 年 

退役 

自 2012 年 10 月以来，美国四家电力公司相继关闭了五座核反应堆（图 1）。2013 年 2 月，

杜克能源公司（Duke Energy）宣布关闭靠近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水晶河核电站（Crystal River）

的 3 号机组。2013 年 5 月，道明尼公司（Dominion）关闭了其旗下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基瓦尼

（Kewaunee）核电站，之前该公司曾尝试将其售出，但未成功。同年 6 月，南方加州爱迪生电力

公司（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宣布不再重启圣奥诺弗雷核电站（SONGS）的 2 号和 3 号机组。

后，Entergy 公司 8 月份又宣布将于 2014 年末关闭佛蒙特州洋基核反应堆（Vermont Yan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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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瓦尼核电站和佛蒙特州洋基核电站的退役是由于低廉的天然气价格和电力市场结构所致，

而其他三座核反应堆的关闭是因维修问题造成的，特别是与更换蒸汽发电机有关的问题。更换蒸

汽发电机是全世界的核电公司普遍采用的一种做法，目的是延长压水反应堆（PWR）的寿命。蒸

汽发电机更换工作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够顺利完成，然而，这三座反应堆的关闭提醒我们，除市场

经济状况外，还有其他问题会对零碳电力的未来造成影响。 

表 1：近年来核反应堆的退役情况 

电厂名称、地址 规模（MW） 所属公司 退役时间 

水晶河，佛罗里达 860 杜克能源公司 2013 年 2 月

基瓦尼，威斯康星 556 道明尼公司 2013 年 5 月

圣奥诺弗雷，加利福尼亚 
2,150 （2 座核反应

堆） 
南方加利佛尼亚爱迪生公司 2013 年 6 月

佛蒙特洋基，佛蒙特 605 Entergy 公司 2014 年秋季

退役核反应堆总规模：4171MW（4.2GW）；美国总发电装机（2011）1051GW，核电装机

101GW 

结语 

为了实现必要的减排量，以避免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 坏影响，必须增加零排放能源发电量。

核电是美国 大的零排放电力来源，它提供了稳定的基荷电力，为电网稳定性提供了保证。目前，

除核电之外，天然气、煤电和水电设施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稳定的基荷电力。美国在考虑低

碳未来的实施方案时，不可忽视现有核反应堆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电力市场总体运行良好，为消费者提供了低成本电力，并且有效预示和指引着发

电和输电需求。然而，低廉的天然气价格和低成本可再生能源电力推广政策不断对现有核反应堆

的市场竞争能力带来压力。此外，许多电力市场和装机市场既没有明确地强调零排放电力能源的

重要性，也没有对基荷发电能源给予足够重视。对于正在提升零排放能源发电总比重（在当前形

势下，该方案尚未 终确定）的美国而言，增加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是一项重要目标，与此同时，

维持现有零排放发电资产也十分关键。 

除加州和北方 10 州“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组织”中的 9 个州外，美国的化石燃料发电商

可以不负任何代价地任意排放温室气体，但是气候变化的代价却要由社会来承担。制定适当的温

室气体法规既可以将这些排放造成的社会成本内在化，又能增加对低排放和零排放能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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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实现此目标的方式有多种，但是市场化的碳定价政策能够有效利用市场的力量，以 低

的成本实现减排，例如排放交易政策、清洁能源标准或者碳税制度。由于短期内在美国全面实施

具有法律效力的市场化气候政策还不太可能，所以美国环保署在考虑对现有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

进行管控的提议时，必须要考虑到此类法规将对全国当前的零碳发电能源（包括核电）造成的影

响。 

任何发电能源都会伴有风险，同投资组合一样，发电组合的运用也是一项明智的战略手段。

为了平衡所有风险，要尽可能多地将各种能源用于基荷发电，包括核电、燃气发电、新一代煤电

和可再生能源电力。然而，除非公用事业公司开始大规模地将可再生能源电力用于电力存储，并

且这些电力能够被用来作为可靠的基荷电力，否则，每年核电厂的流失将造成数百万吨新增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这将是全球气候难以承受的可怕前景。 

尾注 

1、核电和水电之所以被视作零排放电力来源，是因为它们主要的电力生产活动不会产生任

何温室气体排放。这两种发电方式在应急发电、供热、通风和空气调节等操作中会产生极少的排

放量。“零排放”和“零碳”两个词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都指的是零二氧化碳排放。   

2、eGrid 数据库 1216 磅 CO2/MWh 的平均排放速率相当于每生产 1000 兆瓦时电力产生 483

万公吨 CO2。(http://www.epa.gov/cleanenergy/energy-resources/egrid). 如果不采用 eGrid 数据库的

平均值，而假设将天然气用作替代燃料，排放速率将变成 318 万公吨 CO2/1000WHh（燃气轮机

联合循环发电的平均排放速率为 800 磅 CO2/MWh）。排放量基于现有核电机组群 101000 兆瓦的

装机容量计算得出，并将容量系数假定为 90%，这是按照美国核能研究所过去 7 年统计数据得出

的平均值。 

http://www.nei.org/Knowledge-Center/Nuclear-Statistics/US-Nuclear-Power-Plants/US-Nuclear-C

apacity-Factors. 

 

编后语：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 

针对近年与能源有关的热议话题，本刊将视情编辑专刊，恳切盼望

您的关注和指导。” 

——《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