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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中国能源统计数据，结合国际能源统计通行体系，参照英国贸工部的能源
流通图，绘制了２００６年中国能流图。并基于２００６年中国能流图对２００６年中国能源供应与消费
概况做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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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通行体系有较大差异，例如：能源工业自用量包含

自１８９８年，爱尔兰工程师Ｓａｎｋｅｙ首次使用

于终端能源消费中，公路运输用油只统计交通部门

能流图表示蒸汽引擎的能源效率后，能流图广泛

运营车辆用油等，为了参与国际问平行对比，本研

用于表达能源或其他物质的流通情况。由于能流

究参考了王庆一的《２００５年能源数据》以及ＩＥＡ统

图直观、形象地展示了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能源统

计口径，对中国能源统计数据做了适当调整。

计概况，故而在国际。上已得到广泛应用。例如：美

公路运输用油的计算方式参考王庆一的研究，

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于ｌ ９７２年起公布美

为除交通运输部门运营用油外，工业、建筑业、服

国的国家能流图；英国贸工部自ｌ ９７４年起，基于

务业消费的９５％的汽油、３５％的柴油用于交通工

英国能源统计数据，定期发布该国能源流通图；此

具；居民生活和农业消费的全部汽油，居民生活消

外日本、荷兰等国家都有相关研究机构或学者绘

费的９ ５％的柴油用于交通工具。则交通能源消费

制本国的能源流通图。中国也有相关学者或机构

量为公路交通用油加上“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

绘制能流图。清华大学核能所ｌ

５年绘制了北京

讯业”中的煤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及

地区能流图。李政等绘制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

电力。“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中其他的

中国能流图。本文参照英国贸工部绘制的能流图，

能源则计入服务业中。

９８

结合中国能源统计数据分析以及国际通行能源统

能源工业自用量为“工业分行业终端能源消

计１２径，绘制了２００６年中国能流图。旨在为个人、

费量”表中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决策者或单位提供一个认识中国能源概况的便捷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和“燃气生产和供

方式，并能够参与国际间的平行对比。

应业”３项减去对应的公路交通用油。

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３

能流图

本研究的能源数据主要包括《中国能源统计年

综合上述能源数据的处理，用ＡｕｔｏＣＡＤ绘制

鉴２００７》中的“中国能源平衡表”与“工业分行业

２００６年中国能源流通图，见图ｌ。该图中所有数据

终端能源消费量”。由于中国能源指标体系与国际

的单位为ＭｔＣｅ。不同颜色代表不同能源品种，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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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６年中国能流图

色，玫瑰红色、黄色、黑色、绿色、蓝色分别表示

核电开发相对较少，见图２。２００６年，我国能源自

天然气、电力、热力、煤炭、原油、石油产品，相

给率达８６％，进Ｉ：／能源主要集中于石油，见图３。

应浅色的为对应能源的进口，具体见图ｌ右上角图

图１中虚线左侧为供应、右侧为需求，两者的

例。土黄色为能源加工转换部门，包括电力部门、

差值为能源平衡表中的平衡差额。图ｌ中间最上方

其他加工转换部门（包括洗选煤、煤制品加工、炼

的土黄色方块表示电厂，可以看出中国电力供应

焦、制气）与炼油部门。

除部分一次电力（包括水电、核电、风电）外，主

整体看该能流图，从左向右、至上而下为：４

要为火力发电，占总电力的８ ３％。由于我国火电

种能源“天然气，电力、煤炭、石油”，由国内生
产或进口，进入库存，然后少部分能源出口；其他
的大部分经过能源工业“热电厂、其他加工转换部
门、炼油厂”的加工，少部分直接进入终端使用；
部分能源由于加工转换而损耗，部分能源用于能
源工业自用及分配损耗；以及部分非燃料使用，最
后为各终端部门消耗。
图ｌ主体左侧第一列为能源的供应端，很直观
地表达了中国能源供应的特点。２０ ０６年中国能源
供应，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分
别为７２％、２２％、３％、３％，见图２。与美国、英
国的能源供应结构相比，我国的能源供应结构中，
煤炭比例过高，而石油与天然气比重相对较低，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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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国、美国、英国能源供应结构对比

（数据：中国。２００６；美国，２００２；英国，２００７）
注：为方便描述，这里的可再生能源包括了水电、核电及进口的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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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煤为主要燃料，使得能源使用效率相对低下，

能流图非常

２００６年火电效率为３５％，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

直观地呈现

差距。加之煤炭所含杂质较多，会导致严重的环境

了上述信

污染，且由于单位热值含碳量高，对未来温室气体

息。能流图

减排产生巨大压力。

是一种表达

图ｌ最右端表示能源终端使用，２００６年中国“农

方式，其基

业”、“工业与建筑业”、“交通”、“居民、商业服务

础仍然是准

业”各终端使用的能源比例分别为４％、６５％、１５％、

确的能源统

１６％，见图４。能源的终端使用情况直接反映了我国

计数据。流通图不但广泛用于描述能源的生产与

经济发展特点，以制造业为主拉动经济发展。

使用情况，而且可以用来描述其他物质的流通情

２００６年我国交通用能占终端总能耗的１ ５％；

图５

２００６年中国终端用能

况，如水、有害物质等。

英国２００７年的这一数值为３８．６％；美国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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