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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其地理条件优越、电力需求不断增长、监管改革
渐臻完善、供应链成熟，巴西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最
值得进行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国家之一。

根据彭博社（Bloomberg）2019年气候变化报告
（Climatescope）显示，巴西在清洁能源投资方面
位居世界第三。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
的分析，就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而言，巴西在全球
排名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尽管如此，巴西的
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仅列于全球第七位，太阳能发电
装机容量则为第二十二位。

巴西真正的可再生能源来自水力发电，发电量仅次
于中国。大型水力发电厂约占巴西全国发电量的
80%，提供了灵活、低排放的基础电源。然而，
剩余的水力发电资源受限于偏远的地理位置及环境
敏感性，巴西的水力发电也就此迟迟未能进一步发
展。

因此，过去十年来巴西能源市场的改革重点便是能
源结构多样化。虽然天然气在这种新的电力格局中
占有一席之地，但重点始终是促进风能和太阳能发
电的发展，通过推动所需的技术、社会经济以及政
治条件来鼓励投资。

考虑到间歇性供应的问题，巴西已经改善了输电能
力及技术，足以适应各种项目的新融资机制也已到
位，并建立了更多监管予以支持。从2017年到2020
年（年初至今），集中式太阳能发电的年平均装机
容量增长约为35%。同期，得益于世界上最先进
的净计量电价政策，分布式太阳能的平均增长超过
120%。更为成熟的风力发电部门的发电量年平均增
长为8%，而总风力发电能力预计在2017年至2024
年间翻一番。

常言道，“巴西不适合新手投资者”。虽然改革不
断，巴西仍是一个新兴市场，有着许多拉美人口大
国的通病：效率低下和文化障碍。
 
但是，一旦拨开巴西密集的法律和监管的迷雾，就
会呈现出一个充满潜力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从我涉
足可再生能源领域以来，既经历了市场的顶峰期，
也见证了它的停滞期。而现在，投资巴西的时机，
刚刚好。 

REA Consult编制了《巴西可再生能源投资者手册》
，此举佐以证明现在正是大好时机。其向正在巴西

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人士，以及对该高回
报率市场的内部运作感兴趣的人士，提供内
幕指南。公司每周均会发布一个新章节，供
读者免费阅读及分享。点击这里查看所有最
新章节，关注更多一手信息。

REA Consult是一家致力于为国际可持续投
资搭建桥梁的管理咨询公司。公司成立于巴
西，在欧洲、亚洲和南美均设有办事处，在
全球范围内支持投资了诸多成功项目。

REA联合创始人



在一个急切需要能源的国家，供应链的
快速发展将有助于促进风电和太阳能产
业的部署

 r 风能系统

 r 风能供应链

巴西可再生能源供应链

 r 太阳能系统

 r 太阳能供应链



巴西可再生能源投资者手册-业内人士指南

4

巴西的可再生能源供应链

概况

风能和太阳能产业极大受益于巴西优越的地
理位置，但产业发展少不了有效的供应链。 

完善商业体系对巴西风能和太阳能行业的持
续繁荣至关重要。巴西当地的133个制造商
生产了该国80%以上的涡轮机部件，它们
就像在这个新兴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土地上刮
起的风一样可靠。

巴西的太阳能产业也成功吸引了许多国际制
造商在此开展业务。虽然这是行业实现高速
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愈发
显著，能源价格和新的监管框架也发挥了关
键作用。

风能供应链

到2019年底，巴西的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超
过150亿瓦，每兆瓦平均雇用15人。风力项
目带来的社会效益十分显著，尤其是其中
九家风能供应商，下表显示了他们的所在
地和主要产品。

巴西的主要风能供应商 

制造商 州 所在地 主要产品
西门子-歌美飒 巴伊亚州 卡马萨里 发电机舱

安迅能
巴伊亚州 西蒙斯菲洛 轮毂

北里奥格兰德州 阿里亚布兰卡 混凝土塔

维斯塔斯 塞阿拉州 阿基拉斯 涡轮机、螺旋桨叶片

沃本/安耐康

塞阿拉州 佩森 螺旋桨叶片

巴伊亚州 茹阿泽鲁 塔

圣保罗州 索罗卡巴 涡轮机、螺旋桨叶片

万高 圣卡塔琳娜州 南雅拉瓜 涡轮机

通用电气 圣保罗州 坎皮纳斯 发电机舱

TEN (Torres Eolicas  do Nordeste) 巴伊亚州 雅科比纳 塔

艾尔姆 伯南布哥州 苏瓦沛 螺旋桨叶片

艾瑞斯 塞阿拉州 佩森 螺旋桨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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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对巴西最具代表性的风能协会ABEEólica 2017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整合了
巴西整体供应链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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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了巴西主要涡轮机生产商的国际排名：

主要生产商（巴西-市场份额） 世界排名
1 通用电气/阿尔斯通 (38%) 1 西门子

2 沃本 (14%) 2 维斯塔斯

3 恩德-安迅能 (13%) 3 Goldwing

4 维斯塔斯 (10%) 4 GE可再生能源

5 西门子-歌美飒 (7%)

6 万高 (1%)

尽管近年来排名相似，但项目的规模却在不断迅速增长。2019年，拍卖得主的平均涡轮
额定功率为3.2兆瓦（比2018年的平均水平高出23％），轮毂平均高度和转子直径则分别
为118米和13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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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机产量

到2017年，巴西共有四个涡轮叶片生产
商。下图为它们在2014年和2017年各自的
产量。 

涡轮叶片是风力涡轮机中最昂贵的部件，约
占涡轮机总成本的22％，直接影响着涡轮
机的性能。当年由于Tecsis关闭工厂，导致
其2014年至2017年的产能下降。 

钢塔生产商产量

近年来，钢塔供应链行业有一些合并和收购的案例。但自2014年以来，产能几乎保持不
变，即平均1.190座塔/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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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巴西主要的钢塔生产商：

1. BRASIL SAT
2. ENGEBASA
3. 海斯坦普
4. INTECNIAL
5. NTB (Nordeste Torres do Brasil 
Ltda)
6. SCS A
7. TORREBRAS
8. TEN (Torres Eolicas do Nordeste)
9. 阿尔斯通

多年来，风电行业的效率在不断提
高。2017年，装机的平均价格为22.16美
元，此后行业也有了更多的进展。  

为了发展风电市场，巴西政府正在讨论一
些新的措施：

 r 改进本地内容监管

 r 税收优惠

 r 增强供应商竞争力

 r 为鼓励风力发电机组件的出口的激励措
施

 r 为了发展国家供应链产业，已有一些当
地内容规则予以实施，如规定钢塔所使
用的原材料至少要有60%为巴西制造

2019年，拍卖中的平均风能竞标价格低于98
雷亚尔/兆瓦时，风能拍卖中的平均CAPEX约
为4.200雷亚尔/千瓦。

太阳能供应链

巴西的太阳能市场必须遵守当地内容规
定，才能参与政府的能源拍卖。国家开发
银行在FINAME（开发银行下的特殊工业融
资机构）中列出了合格的供应商。根据巴
西太阳能协会ABSOLAR，FINAME列出的
巴西太阳能供应链由以下部分组成： 

 r 45个太阳能系统套件生产商（分布式
发电）

 r 11个太阳能跟踪器生产商  

 r 10家太阳能逆变器生产商  

 r 8家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  

 r 2个弦盒生产商  

 r 1个电池生产商

下表为巴西主要的光伏组件制造商：

200,000 600,000400,000 800,000 1,000,000 1,200,000

GLOBO BRAZIL

比亚迪

PURE ENERGY

阿特斯太阳能

567,000

787,500

976,500

1,134,000

产能 (单位/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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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主要涡轮机制造商国际排行：

巴西拍卖得主使用最多的太阳能组件制造商 世界排名
1 晶科太阳能 1 晶科太阳能

2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2 英利太阳能

3 比亚迪 3 京瓷太阳能

4 天合光能 4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5 正泰电器 5 柯玛士

6 GCL 6 GCL

7 晶澳太阳能

8 隆基太阳能

9 Risen

10 尚德太阳能

2018年巴西光伏组件制造商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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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5 兆瓦

52,10%

106.6 兆瓦

10,30%
56,6 兆瓦

5,50%
54,1 兆瓦

5,20%
48,3 兆瓦

4,70%

230,9 兆瓦

22,30%

巴西拍卖得主使用最多的逆变器制造商 世界排名
1 通用电气 1 上能电气

2 英赫特安 2 华为

3 Fimer 3 阳光电源

4 阳光电源 4 CMA

7 万高

8 华为 * SolarEdge 占有4%市场份额，是分布式
单相逆变器的主要供应商。

9 PE电气公司

10 西门子

巴西主要涡轮太阳能逆变器生产商的国际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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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还依赖于当地的逆变器产业，主要制造商有：

工程总承包供应商

一些工程总承包（EPC）企业向太阳能
发电厂提供设计、采购、施工等服务，
该行业的主要供应商有：Biosar，Pro-
diel，Motrice，Tozzi，SNEF，Ener-
ray，WEG（万高）和Elecnor（依莱克
诺），它们共同负责了巴西的大部分运营
项目。

2019年，太阳能拍卖的平均竞标价格约为
78雷亚尔/兆瓦时，平均CAPEX为3.200雷
亚尔/千瓦。像其他国家一样，巴西当地的
太阳能行业主要受益于成本优化和技术发
展，并且由于经济规模以及地方法规和激
励措施的影响，太阳能发电厂的资本支出
在持续下降。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REA 
Consult，以获取有关当地太阳能部门的电
价和CAPEX的完整报告。

巴西拥有完善的工业基础，可以同时提供
风能和太阳能技术。大规模可再生能源项
目在巴西自由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
此，它也将吸引新的供应商进入市场，并
提升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产业
的整体竞争力。

https://rea-consult.com/es/
https://rea-consul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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