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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可替代能源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
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
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
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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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可再生能源发展必要性
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今后能否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
素是能源工业能否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我国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但结构不尽合理
。例如，我国常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在电力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电电量占80%以上，已
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亟待改变电源结构，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
目前我国的能源形势十分严峻，资源短缺，消费结构单一，石油的进口依存度高。我国原油
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2%，消费量却为世界第一，且需求持续高速增长，能源安全令人担忧
。因此，必须改变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向能源多元化和可再生清洁能源方向发展。在众多
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中，生物质能源的规模化开发无疑是降低原油进口依存度、保障能源
安全的重要途径。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将会强力助推石油替代战略，减轻化石资源消耗与生态
环境压力。
原油作为重要的基础性资源，已经渗透到当今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
在这种形势下，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必然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1、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物价和就业水平、政府收支乃至国家安全等方面都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
（1）抑制经济增长，增加社会成本。我国目前处于以消费升级、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主要推
动力的新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决定了我国经济对能源的消耗存在较大的依赖性，国际油价
的上涨增加了我国外汇支出、加大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减缓了整体经济的发
展。同时政府不断提高节能减排指标，对企业的发展壮大、职工就业、我国经济运行带来负
面影响。
（2）影响GDP产值。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属于粗放型增长，对原油的依赖性很强，国
际油价持续上涨，会严重冲击我国GDP产值。据国际能源署统计，在不受其他情况影响下
，国际油价每上涨10美元，我国GDP下降0.7%，如油价持续上涨，则GDP增长率下降速度
将加快。
（3）通货膨胀加剧，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将抬升国内能源价格，形成新
的涨价因素。目前，我国通胀形势处在敏感期，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下，社会公共产品
及服务价格的上涨不容小视，在这种背景下，高油价将形成较为强烈的通胀预期，并产生一
定的潜在通胀压力，加大政策调控的难度。
（4）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导致的经济衰退。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反映世界经济发展脚步放
缓，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国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表现为股市连续下跌、房地产市场交易
下挫、对外贸易的减少。
2、对我国能源领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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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应对国际油价波动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且只升不降，增加了
企业生产成本、居民消费成本。
（2）加大了国内能源资源开发生产力度，使我国能源储量下降，盲目挖掘开采也使环境遭
到严重破坏，能源危机进一步凸显。
（3）国际油价上涨使替代能源需求增加，进而价格上涨，我国制定了新能源发展规划，进
一步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力度。
全球经济的复苏增长势头是无法避免的，我国对原油需求量的增加是必然的，只有开发原油
替代品，才有可能持续发展。
从世界能源发展的趋势来看，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开发力度，加快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步伐
，是各国共同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的许多权威人士预测，在本世纪，随着能源资源开发的继
续，可再生能源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作用。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全国的太阳能资
源平均为5.9× 10kJ / (m2·年)，风能的理论可开发总量约为3200 Gw,其中可利用的约有25G
W。此外，我国还有地热能、潮汐能以及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既可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可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
，资源和环境问题一直困绕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目前我国政府正在开展广泛
的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政策手段，例如，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系统效益收费，
绿色能源证书等机制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二、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可行性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条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
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外。实际上，我国的各省市自治区，乃至更下一级的有关机构也在可再
生能源立法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例如，在太阳能的利用方面，全国至少有10个县一级的
人大通过了太阳能与建筑结合的相关法律，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太阳能利用。吉林、内蒙古和
福建等省区都有鼓励风力发电的具体规定。
三、替代石油能源的技术开发现状
1、天然气合成油 （GTL）技术
天然气制油燃料（GTL）是一种由天然气制成的洁净、无色的合成燃料，具有碳氢比高、十
六烷值高、硫含量低、芳香烃含量低、生物降解性好等特点，现有的柴油发动机及柴油运输
和加油设施无需作任何改造就可以直接使用，是理想的柴油补充燃料之一。国外研究表明，
与石化柴油比较，发动机使用GTL燃料后PM、NOx、CO、HC、CO2排放明显降低。
天然气制油是利用天然气生产的汽油和煤油等液体燃料，由于它不含硫、氮化合物等杂质，
因此也被称作是“绿色燃料”。
在低碳全球化浪潮中，传统的化石燃料面临清洁应用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煤炭转化成汽柴
油的煤制油技术已不再陌生，而天然气制油技术（GTL）将本已清洁环保的天然气转化生成
一种燃性佳、污染小、洁净、无色的合成燃料则更吸引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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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牌技术专家介绍，这种合成油品最重要的优点是基本不含硫和芳烃等杂质，同时具有超高
的十六烷值。GTL燃料无味、透明、清澈，能减少发动机的噪声，具备更高的生物降解性，
且不具毒性，完全符合现代发动机的严格要求和日益苛刻的环境法规。这种新燃料可在常温
下运输，不需要高压、低温保存。除了更为便利、安全外，天然气制油产品的清洁度也大幅
提高，所含杂质极少。它与柴油进行不同比例的混合，就可成为航空、航海和道路交通的燃
料，并可直接应用于现有的柴油发动机及柴油运输和加油设施。
2、生物柴油技术
生物柴油是指动植物油与甲醇等短链醇进行酯化、酯交换后在精制后得到的脂肪酸甲酯，是
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
为了提高柴油生产效率，采用酶固定化技术，并在反应过程中分段添加甲醇，更有利于提高
柴油的生产效率。这种固定化酶（脂酶）是来自一种假丝酵母（Candidaantaretica），由它
与载体一起制成反应柱用于柴油生产，控制温度30℃，转化率达95%。这种脂酶连续使用1
00天仍不失活。反应液经过几次反应柱后，将反应物静置，并把甘油分离出去，即可直接将
其用作生物柴油。
除植物油酶法生产生物柴油外，也有报道利用甘蔗渣为原料发酵生产优质柴油的研究成果，
据称1吨甘蔗渣的能量与1桶石油相当（每桶等于31．5加仑，每加仑等于3．7853升）。如
加拿大一家技术公司正在将这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已建立每天6桶生物柴油的装置，以蔗
渣为原料生产柴油，并计划扩建成每天25吨工业规模的生产装置。但是，采用什么微生物发
酵生产柴油？产出率如何？没有见到具体报道。
利用"工程微藻"生产柴油是柴油生产一项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所谓"工程微藻"即通过基因工
程技术建构的微藻，为柴油生产开辟了一条新的技术途径。
美国国家可更新能源实验室（NREL）通过现代生物技术建成"工程微藻"，即硅藻类的一种"
工程小环藻"（Cyclotellacryptica），在实验室条件下可使脂质含量增加到60%以上（一般自
然状态下微藻的脂质含量为5%－20%），户外生产也可增加到40%以上。
这是由于乙酰辅酶A羧化酶（ACC）基因在微藻细胞中的高效表达，在控制脂质累积水平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在研究合适的分子载体，使ACC基因在细菌、酵母和植物中充分表达
，还进一步将修饰的ACC。
国际上对生物柴油的开发形势看好，而制造生物柴油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利用食用油生
产生物柴油；二是利用甘蔗渣发酵生产柴油；三是利用"工程微藻"生产柴油。
3、燃料乙醇技术
燃料乙醇，一般是指体积浓度达到99.5%以上的无水乙醇。燃料乙醇是燃烧清洁的高辛烷值
燃料，是可再生能源。 乙醇不仅是优良的燃料，它还是优良的燃油品改善剂。
其优良特性表现为：乙醇是燃油的增氧剂，使汽油增加内氧，充分燃烧，达到节能和环保的
目的；乙醇还可以经济有效的降低芳烃、烯烃含量，即降低炼油厂的改造费用，达到新汽油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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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乙醇生产技术主要有第一代和第二代两种。第一代燃料乙醇技术是以糖质和淀粉质作物
为原料生产乙醇。其工艺流程一般分为五个阶段，即液化、糖化、发酵、蒸馏、脱水。第二
代燃料乙醇技术是以木质纤维素质为原料生产乙醇。与第一代技术相比，第二代燃料乙醇技
术首先要进行预处理，即脱去木质素，增加原料的疏松性以增加各种酶与纤维素的接触，提
高酶效率。待原料分解为可发酵糖类后，再进入发酵、蒸馏和脱水。
4、生物质乙烯技术开发
2019年，俄罗斯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所属化学能源研究所与催化研究所的科学家联合研
发出燕麦壳制取生物乙烯技术，这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应用于其它禾本科植物。
首先，对燕麦壳进行预处理，获得木质纤维；之后，采用木质纤维制备生物乙醇；最后，生
物乙醇脱水制备生物乙烯，整个技术过程实现生物质从固态、液态至气态的转化，前两道工
序在化学能源研究所进行，最后一道工序在催化研究所完成，其中乙醇脱水制备乙烯为关键
技术。
采用生物质从事工业原材料的生产是非常有前景的技术应用方向，热带国家可采用工业化技
术处理蔗糖生产过程中的甘蔗废料制备生物乙烯。西伯利亚是俄罗斯燕麦的主产区，每年的
燕麦加工产生大量的麦壳，仅阿尔泰一个州就达到每年20多万吨。
根据评估，该技术在西伯利亚的普及应用可使该地区每年获得超过2万吨的乙烯原材料，而
且其乙烯产出率要高于甘蔗废料。燕麦壳的收购成本极低，制取生物乙烯所需的投入很快能
够收回，这对于拥有相应生物质资源又需要生物乙烯用于生产用途的企业具有非常大的吸引
力。
除了生物乙烯制备，生物乙醇的制备技术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在我国，车用乙醇汽油的使
用最初的考虑是转化过多的“陈化粮”，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从2001年开始，我国开始燃
料乙醇的试点及推广工作。随着政府推进力度的加大，燃料乙醇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
目前我国燃料乙醇生产已经形成规模，从工艺上也走出生物发酵制乙醇和煤制乙醇两条路线
。中生物发酵法主要以玉米、小麦、薯类等为原料，经发酵、蒸馏、脱水等工艺生产无水乙
醇并与汽油混配而成。
四、石油替代能源发展状况概述
截至2020年底，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9.34亿千瓦，同比增长约17.5%；其中，水
电装机3.7亿千瓦（其中抽水蓄能3149万千瓦）、风电装机2.81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2.53
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2952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持续增长。2020年，全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达221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8.4%。其中，水电135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
1%；风电46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5%；光伏发电26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1%；生
物质发电13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9.4%。
可再生能源保持高利用率水平。2020年，全国主要流域弃水电量约301亿千瓦时，水能利用
率约96.61%，较上年同期提高0.73个百分点；全国弃风电量约166亿千瓦时，平均利用率97
%，较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全国弃光电量52.6亿千瓦时，平均利用率98%，与去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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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利用率持平。
1、水电
中国是亚洲以及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国家，其水力发电总量约占全球水力发电总量的20%
以上。除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样的工程奇迹之外，中国境内还分布着无数个水电工程
项目。
目前，我国水电站规模结构存在着“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即大型水电和小型水电占装机
结构比例较大，中型水电装机结构比例较小。
我国水电规模结构相对维持稳定。4万千瓦以下的小型水电装机容量长年维持在40％以上，
大型水电占据35％左右的份额，而中型水电装机比例较小，平均在25％左右。
2020年，全国新增水电并网容量1323万千瓦，新增装机较多的省份为四川413万千瓦，云南
340万千瓦和安徽136万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67.13%。2020年，全国水电发电量排名前
五位的省（区）依次为四川3541亿千瓦时、云南2960亿千瓦时、湖北1647亿千瓦时、贵州
831亿千瓦时和广西614亿千瓦时，其合计水电发电量占全国水电发电量的70.79%。
2020年，全国水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为3827小时，同比增加130小时。2020年，全国主要流
域弃水电量约301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减少46亿千瓦时。弃水主要发生在四川省，其主要
流域弃水电量约202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减少77亿千瓦时，主要集中在大渡河干流，约占
全省弃水电量的53%；青海省弃水较去年有所增加，弃水约4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加1
8.5亿千瓦时；其他省份弃水电量维持较低水平。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
2、风电
我国风能资源丰富，可开发利用的风能储量约10亿kW，其中，陆地上风能储量约2.53亿kW
（陆地上离地10m高度资料计算），海上可开发和利用的风能储量约7.5亿kW，共计10亿k
W。
风是没有公害的能源之一。而且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于缺水、缺燃料和交通不便的沿
海岛屿、草原牧区、山区和高原地带，因地制宜地利用风力发电，非常适合，大有可为。海
上风电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领域，是推动风电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是促进
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我国海上风能资源丰富，加快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对于促进沿海
地区治理大气雾霾、调整能源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全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7167万千瓦，其中陆上风电新增装机6861万千瓦、海上风
电新增装机306万千瓦。从新增装机分布看，中东部和南方地区占比约40%，“三北”地区占6
0%。到2020年底，全国风电累计装机2.81亿千瓦，其中陆上风电累计装机2.71亿千瓦、海
上风电累计装机约90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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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电联
2020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2097小时，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较高的省区中，福建288
0小时、云南2837小时、广西2745小时、四川2537小时。
2020年，全国平均弃风率3%，较去年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尤其是新疆、甘肃、蒙西，弃
风率同比显著下降，新疆弃风率10.3%、甘肃弃风率6.4%、蒙西弃风率7%，同比分别下降3
.7、1.3、1.9个百分点。
3、光伏
我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大国。由于我国能源开采技术落后、能源有效利用率低、传统
高能耗产业比重大、单位GDP能耗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比世界平均水平落后，并且
我国又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能源消耗增长速度居世界片位等客观因素
，更加剧了我国能源替代形势继续转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我国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适宜光伏发电的国土面积和建筑物受光面积大。一方面，黄土高
原、冀北高原、内蒙古高原等太阳能资源丰富地区占到国土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具备大规
模开发利用太阳能的资源潜力；另一方面，河南、湖北和江西等中部地区，以及浙江、山东
、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太阳能资源也比较丰富，且可用于发展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建筑物面积
较大。
自2013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光伏市场快速崛起，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
大的太阳能光伏市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同时，也一举摆脱了困扰国内光伏产业
多年的“两头在外”的尴尬局面。
伴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降，企业竞争力日益增强，中国光伏产业规
模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已位居世界前列，如今已经成为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在推动能源转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
从近几年的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光伏新增装机量已经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累计装机规模
已连续4年位居全球第一。
2020年，全国光伏新增装机4820万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3268万千瓦、分布式光伏15
52万千瓦。从新增装机布局看，中东部和南方地区占比约36%，“三北”地区占64%。2020年
，全国光伏平均利用小时数1160小时，平均利用小时数较高的地区为东北地区1492小时，
西北地区1264小时，华北地区1263小时，其中蒙西1626小时、蒙东1615小时、黑龙江1516
小时。
2020年，全国平均弃光率2%，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光伏消纳问题较为突出的西北地区弃
光率降至4.8%，同比降低1.1个百分点，尤其是新疆、甘肃弃光率进一步下降，分别为4.6%
和2.2%，同比降低2.8和2.0个百分点。
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已纳入我国“十四五”规划，大力推动新型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成
为我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在电力生产领域，伴随光伏装机规模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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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量占我国总电力生产的比重不断提升，为节能减排社会效益目标作出较大贡献。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4、生物质发电
生物质能，就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形式，即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
。它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可转化为常规的固态、液态和气态燃料，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一种可再生能源。
生物质能的原始能量来源于太阳，所以从广义上讲，生物质能是太阳能的一种表现形式。目
前，很多国家都在积极研究和开发利用生物质能。生物质能蕴藏在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可
以生长的有机物中，它是由太阳能转化而来的。有机物中除矿物燃料以外的所有来源于动植
物的能源物质均属于生物质能，通常包括木材、及森林废弃物、农业废弃物、水生植物、油
料植物、城市和工业有机废弃物、动物粪便等。
生物质能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能源，它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居于世界能源
消费总量第四位的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生物质能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可持
续能源系统的组成部分，到21世纪中叶，采用新技术生产的各种生物质替代燃料将占全球总
能耗的40%以上。
生物质能源现在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对于解决全球的能源需求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在所有的能源中，生物质能源可以直接对气候环境保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尤
其是在亚太地区可以广泛应用。生物质能源是唯一一种可以以气态、液态或者是固态使用的
可再生能源，可以替代化石燃料能源，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也有很好的作用。
由于生物质能源具有对现有化石能源的全体系替代作用，各国均极为看重，已成为全球能源
界最重要的研究热点之一。以生物质燃料技术为例，生物质合成柴油与目前使用的化石能源
柴油相比，燃烧的排放物对环境污染少，可缓解雾霾天气的形成，并且从原料种植到产品使
用全周期可趋于碳的零排放，属于环境友好型产品，符合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
。
生物质能源本是重要的新能源，对于替代化石能源、控制大气污染能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大
气污染形势严峻，需要生物质燃料替代煤炭，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从环境效果和能源替代
角度来说，生物质供热和发电都是替代化石燃料，都是减排且效果相同。从长期来看，化石
能源不可再生，是逐步耗竭的，而生物质能源的产业前景非常广阔。
2020年，全国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543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2952万千瓦，同比增长22.6%
；2020年生物质发电量13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4%，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累计装
机排名前五位的省份是山东、广东、江苏、浙江和安徽，分别为365.5万千瓦、282.4万千瓦
、242.0万千瓦、240.1万千瓦和213.8万千瓦；新增装机较多的省份是山东、河南、浙江、
江苏和广东，分别为67.7万千瓦、64.6万千瓦、41.7万千瓦、38.9万千瓦和36.0万千瓦；年
发电量排名前五位的省份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和安徽，分别为166.4亿千瓦时、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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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千瓦时、125.5亿千瓦时、111.4亿千瓦时和110.7亿千瓦时。
5、地热能
地热能的应用面十分广泛，一方面是对地热能的直接利用，如温泉开发、供暖等，另一方面
是将地热能转化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电能。但对地热能的利用程度都较低，并未充分发
挥其真正的价值，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地热能主要用于四个方面，这四个利用也将成为未
来地热能的四大支柱产业。
（1）温泉地产
目前的温泉类项目多以沐浴、旅游为主，这只是未来温泉地产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温泉地产
是地产开发商以温泉为主要卖点，对拥有温泉资源的区域进行规划，全面开发，统筹利用，
合理经营。将疗养、休闲、娱乐、社交、生活用水等生活需求与温泉地产相互融合，把传统
的温泉景区升级为一个高品质生活体验区。这种新型的规划就是将温泉旅游和周边的地产合
理结合，构建出生活区、地热农业区、养殖区、矿物用水区等，全方位规划温泉区域，提升
人们的生活品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环境。
（2）地热供暖
传统的供暖方式多以消耗煤炭为主，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排出的气体对环境
也造成了极大的污染，还存在有火灾隐患。地热能作为自然资源，具有清洁、安全、储量丰
富等特点，这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吻合。在科学技术日益精湛的今天，把地热井和燃
气、热泵联合进行供热最终是可以实现的，这种方案可有效降低排出水的温度，使地热得到
充分的利用，同时也高效的降低了地热水的使用量，大大减轻了环境的压力。
（3）地热发电
地热发电近年来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这是对地热资源间接利用的主要方式。这种发电
方式一方面可大大节约在发电方面的经济投入，从长远来说，这更是一种有利于人类后代生
存、利国利民的大事。在国内，比较出名的是羊八井地热发电站，但其他地区收效甚微，这
与当地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条件限制有很大的联系。我国有着丰富的地热资源，利用其发电，
减少煤炭的消耗，降低环境污染，这在未来必定会成为一种趋势。
6、地热农业
我国是农业大国，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地热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是比较早的，但仅限
于一些试点，并没有大面积的推广。近几年，一些农作物种植区找到了新的经营方式，从中
发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地热农业又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地热尾水的温度适宜，可直接用
作农业所需水源。现在一些地热农业项目，如热带鱼的养殖，反季蔬菜的种植，养殖场的地
热孵化等发展迅猛。
地热供暖一般都采用“采灌结合”的方式，就是要利用地热水的热能，做到用热不耗水。通常
一口地热井成井后，它的出水温度和取用水量，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定的，地热供暖最常用
是通过对地热水的梯级利用来达到扩大供热面积，满足供热要求的目的。地热供暖中必须考
虑的是将地热水提供的热负荷作为基础热负荷，满足初寒期和末寒期的供暖要求。而在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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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基础热负荷是不能满足供暖需求的。
7、氢能
氢能是一种高效、清洁的能源形式。作为世界上密度最小的气体，氢气的热值约为140MJ/k
g，高达煤炭、汽油等传统燃料的2倍以上。同时，氢气直接燃烧或通过燃料电池发电的产物
为水，能够实现真正的零碳排放，对环境不造成任何污染。此外，氢是宇宙中含量最多的元
素，大约占据宇宙质量的75%，地球上丰富的水资源中蕴含着大量可供开发的氢能。
氢能被视为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人类对氢能应用自200年前就产生了兴趣，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就广泛开展了氢能研究。
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陆续提出氢能发展规划与目标，将氢能的发展上升至战略高度。美国
能源部2020年底发布氢能发展计划，从技术、开发、应用等多个角度对氢能产业进行了战
略规划，预计到2050年氢能在美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可达到14%。欧盟则于2020年8月
提出氢能发展战略，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计划在2024/2030年前部署6/40GW以上的
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设备，分别实现可再生能源制氢量100/1000万吨。
中国对氢能的研究与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科学家为发展本国的航天事业
，对作为火箭燃料的液氢的生产、H2/O2燃料电池的研制与开发进行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
将氢作为能源载体和新的能源系统进行开发，则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为进一步开发
氢能，推动氢能利用的发展，氢能技术已被列入《科技发展“十五”计划和2015年远景规划（
能源领域）》。
我国目前灰氢占比高，未来将被绿氢蓝氢取代。根据全国能源信息平台的调研显示，我国目
前制氢原料超过90%均来源于对传统能源的化学重整。其中，48%来自于天然气重整、30%
来自于醇类重整、18%来自于焦炉煤气重整，仅有约4%来自于电解水。我们预计随着环保
监管的逐步提高，未来无CCUS技术的化石燃料制氢（灰氢）将逐步被电解水制氢（绿氢）
和结合碳处理CCUS技术的化石燃料制氢（蓝氢）所取代。
8、海洋能
海洋能指依附在海水中的可再生能源，海洋通过各种物理过程接收、储存和散发能量，这些
能量以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海流能等形式存在于海洋之中。
全球海洋能的可再生量很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1年出版物的估计数字，五种海洋
能理论上可再生的总量为766亿千瓦。其中温差能为400亿千瓦，盐差能为300亿千瓦，潮汐
和波浪能各为30亿千瓦，海流能为6亿千瓦。但如上所述是难以实现把上述全部能量取出，
设想只能利用较强的海流、潮汐和波浪；利用大降雨量地域的盐度差，而温差利用则受热机
卡诺效率的限制。因此，估计技术上允许利用功率为64亿千瓦，其中盐差能30亿千瓦，温
差能20亿千瓦，波浪能10亿千瓦，海流能3亿千瓦，潮汐能1亿千瓦（估计数字）。
海洋能源发电在世界各国宏观政策的支持、外部环境的推动及资金的扶持下，经过多年的科
研与试验、开发与利用，已具备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基础，但仍存在着投资大、规模小
，获益能力低等问题，还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根据海洋能源的发展现状，为促进海洋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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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开发，未来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展：
（1）海洋能作为可再生能源具有持续开发价值，需进行世界各类海洋能资源储量、分布的
调查和评价；（2）对于在技术上已经成熟的潮汐发电站，要考虑建潮汐大坝的环境问题和
它的经济性，特别要考虑发电与围垦、养殖与交通的综合利用；（3）对于技术上还不成熟
的波浪电站、潮流电站和海水温差电站，进行新能源综合开发利用技术、多能互补联网运行
与控制技术的研究等；（4）对已建的实验潮汐电站开展优化运行研究，提高其经济效益，
以促进潮汐电站的大规模发展。（WWTQ）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可替代能源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
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
权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
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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