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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所谓&ldquo;分布式能源&rdquo;（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是指分布在用户端的能源综合

利用系统。一次能源以气体燃料为主，可再生能源为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二次能

源以分布在用户端的热电冷（值）联产为主，其他中央能源供应系统为辅，实现以直接满足

用户多种需求的能源梯级利用，并通过中央能源供应系统提供支持和补充；在环境保护上，

将部分污染分散化、资源化，争取实现适度排放的目标 ；在能源的输送和利用上分片布置，

减少长距离输送能源的损失，有效地提高了能源利用的安全性和灵活性。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分布式能源市场评估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共十六章

。首先介绍了分布式能源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分布式能源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分布

式能源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分布式能源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分布式能

源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分布式能源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

分布式能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分布式能源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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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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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天然气资源分布及供需情况

一、天然气资源储量分布

二、天然气生产情况分析

三、天然气资源利用情况



四、天然气市场消费情况

五、天然气市场消费结构

六、天然气运输管道建设

第二节天然气发电市场发展分析

一、天然气发电市场发展分析

（一）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

（二）天然气发电总量情况

（三）发电用天然气量情况

（四）天然气发电的经济性

二、天然气发电项目建设情况

（一）天然气发电站建设情况

（二）天然气发电调峰项目启动

三、天然气发电成本费用分析

（一）天然气市场价格分析

（二）天然气发电成本构成

（三）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

（四）天然气发电效率分析

四、天然气发电定位与规划布局

（一）天然气发电定位分析

（二）天然气发电规划布局

五、天然气发电市场发展潜力

第三节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市场分析

一、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状况分析

（一）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应用模式

（二）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

（三）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优势

（四）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市场容量

二、分布式天然气发电市场发展分析

（一）分布式天然气发电装机情况

（二）分布式天然气发电总量情况

（三）分布式发电天然气用量情况

三、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一）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建设项目

（二）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

四、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分布式天然气发电市场投资潜力

一、分布式天然气发电发展优势分析

（一）能源高效利用效益

（二）成为电网调峰主力

（三）大电网的有益补充

（四）能源优势互补

（五）环境保护效益

二、分布式天然气发电发展方向分析

三、分布式天然气发电投资的可行性

四、分布式天然气发电市场投资潜力

 

第九章中国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发展及投资潜力分析

第.一节光伏发电市场发展分析

一、太阳能资源分布情况

二、太阳能资源利用方式

（一）光热利用

（二）太阳能发电

（三）光化利用

（四）光生物利用

三、太阳能资源利用情况

（一）光热效应利用

（二）光伏效应利用

四、太阳能发电系统应用情况

（一）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二）太阳能发电应用领域

五、光伏发电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太阳能发电业发展概况

（二）光伏发电投资补贴情况

（三）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情况



六、太阳能发电站建设情况分析

（一）太阳能光伏发电站种类

（二）光伏发电站项目建设情况

第二节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发展分析

一、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现状

二、分布式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分析

（一）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情况

（二）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项目

四、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制约因素

五、太阳能发电产业成本问题分析

第三节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区项目分析

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海淀园光伏发电项目

二、北京顺义开发区光伏发电项目

三、上海松江工业园区光伏发电项目

四、天津武清开发区光伏发电项目

五、河北高碑店开发区光伏发电项目

六、河北保定英利新技术开发区光伏发电项目

七、杭州桐庐经济开发区光伏发电项目

八、浙江绍兴滨海产业集聚区光伏发电项目

九、江苏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光伏发电项目

十、江苏无锡高新区光伏发电项目

第四节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投资潜力

一、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优势分析

二、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方向分析

三、分布式光伏发电投资的可行性

四、分布式光伏发电市场投资潜力

 

第十章中国生物质能发电市场发展及投资潜力分析

第.一节生物质能发电市场发展分析

一、生物质能分布利用情况分析

（一）生物质能资源分布情况



（二）生物质能资源利用方式

（三）生物质能资源利用情况

二、生物质能发电主要方式分析

（一）直接燃烧发电

（二）混合燃料发电

（三）气化发电

（四）沼气发电

（五）垃圾发电

三、生物质能发电市场发展分析

（一）生物质能发电投资情况

（二）生物质能发电发展现状

（三）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

（四）生物质能发电的环保效益

四、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建设情况

五、生物质能发电并网情况分析

六、生物质能发电发展面临的问题

第二节秸秆发电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秸秆发电市场状况分析

（一）秸秆发电工艺流程

（二）秸秆发电发展优势

（三）秸秆发电市场现状

二、秸秆发电市场效益分析

（一）生态效益

（二）经济效益

（三）社会效益

三、秸秆发电主要方式分析

（一）建造秸秆发电中小型电厂

（二）建造分散式小型发电机组

四、秸秆发电发展阻力因素

（一）成本高

（二）技术缺陷

（三）储运不便



五、秸秆发电市场前景分析

第三节沼气发电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沼气发电技术发展分析

二、沼气发电市场发展现状

三、沼气发电项目情况分析

四、沼气发电发展障碍分析

五、沼气发电市场前景分析

第四节生物质能发电项目运营分析

一、广西北流凯迪生物质能发电项目

二、光大新能源（砀山）生物质发电项目

三、山东济宁梁山前能生物质能发电项目

四、黑龙江国能望奎生物质能发电项目

五、龙感湖天勤能源生物质电项目

六、光大国际含山生物质能发电项目

第五节生物质能发电市场投资潜力

一、生物质能发电发展优势分析

二、生物质能发电发展方向分析

三、生物质能发电投资的可行性

四、生物质能发电市场投资潜力

 

第十一章中国垃圾发电市场发展及投资潜力分析

第.一节垃圾发电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垃圾资源处理及利用分析

（一）垃圾资源排放情况分析

（二）垃圾资源处理情况分析

（三）垃圾资源利用方式分析

二、垃圾发电发展政策分析

三、垃圾发电项目投资分析

四、垃圾发电发展现状分析

五、垃圾发电实施标杆电价

六、垃圾焚烧发电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垃圾焚烧发电市场发展分析



一、垃圾焚烧发电的产业链分析

二、垃圾焚烧发电投资成本分析

三、垃圾焚烧发电发展特点分析

四、垃圾焚烧发电发展现状分析

五、垃圾焚烧发电发展利弊分析

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情况

第三节垃圾填埋发电市场运营分析

一、垃圾填埋气产生情况分析

二、垃圾填埋气发电盈利来源

三、垃圾填埋气发电市场规模

四、垃圾填埋发电厂建设情况

五、垃圾填埋发电项目情况分析

第四节垃圾发电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一、垃圾发电发展优势分析

二、垃圾发电发展方向分析

三、垃圾发电投资的可行性

四、垃圾发电市场投资潜力

 

第十二章中国余热发电市场发展及投资潜力分析

第.一节余热发电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余热发电技术发展分析

（一）余热发电技术的基本原理

（二）余热发电行业的技术特点

（三）国内余热发电的技术水平

（四）低温工业余热发电技术分析

（五）烧结余热发电技术研究进展

二、余热发电项目运营模式分析

（一）技术服务模式

（二）合同承包模式

（三）总承包模式

（四）BOOT模式

（五）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三、余热发电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余热发电需求应用领域分析

（二）余热发电市场装机规模

（三）余热发电事业发展转型

四、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理分析

（一）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理优势

（二）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理前景

第二节余热发电细分市场发展分析

一、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市场分析

（一）水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

（二）水泥余热发电建设模式分析

（三）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发展规模

（四）水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现状

（五）水泥低温余热发电经济效益

（六）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发展前景

二、钢铁行业余热发电市场分析

（一）钢铁行业余热发电发展现状

（二）钢铁行业余热发电方式分析

（三）低温余热发电节能技术应用

（四）钢铁企业烧结余热发电现状

（五）钢铁企业余热发电节能推广

（六）钢铁企业余热发电项目建设

三、玻璃行业余热发电市场分析

（一）玻璃行业推广余热发电现状

（二）玻璃行业推广余热发电优势

（三）玻璃熔窑余热发电技术分析

（四）平板玻璃行业余热发电项目

第三节余热发电项目建设情况分析

一、南威水泥公司4500kw余热发电项目

二、南方万年青公司余热发电改造项目

三、大马水泥公司余热发电项目

四、中联大坝水泥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



五、国丰钢铁低压蒸汽余热发电项目

六、成渝钒钛50MW余热发电项目

第四节余热发电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一、余热发电发展优势分析

二、余热发电未来发展方向

三、余热发电投资的可行性

四、余热发电市场投资潜力

 

第十三章中国分布式能源其他细分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第.一节分布式热电联产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一、热电联产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热电联产行业发展现状

（一）热电联产装机规模情况

二、热电联产项目成本分析

（一）燃料成本

（二）水费

（三）电费

（四）设备折旧费

三、分布式热电联产系统发展形式

（一）基于蒸汽轮机的热电联产系统

（二）基于往复式发动机的热电联产系统

（三）基于燃气轮机的热电联产系统

（四）基于燃料电池的热电联产系统

四、分布式热电联产市场发展分析

（一）分布式冷热电联产的发展意义

（二）分布式冷热电联产发展现状分析

（三）分布式冷热电联产项目建设情况

五、热电联产项目建设情况分析

（一）热电联产投产项目统计

（二）热电联产在建项目统计

（三）热电联产拟建项目统计

六、分布式热电联产市场投资潜力



（一）分布式热电联产发展优势

（二）分布式热电联产投资潜力

第二节地热发电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一、地热资源分布及利用情况分析

（一）地热资源分布情况分析

（二）地热资源利用方式分析

（三）地热资源利用情况分析

二、地热发电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地热发电市场发展现状

（二）地热发电成本费用分析

（三）地热发电项目电价补贴

（四）地热发电发展面临的问题

（五）地热发电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地热发电项目建设情况分析

（一）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项目

（二）西藏羊易地热电站项目

四、地热发电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一）地热发电发展优势分析

（二）地热发电市场投资潜力

第三节海洋能发电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一、海洋能资源分布及利用情况

（一）海洋能资源分布情况

（二）海洋能资源发展特点

（三）海洋能资源利用方式

二、海洋能利用的关键技术分析

（一）海洋能技术发展现状

（二）潮汐发电的原理与技术

（三）波浪能的转换原理与技术

（四）温差能的转换原理与技术

（五）海流能利用的原理与关键技术

（六）盐差能的转换原理与关键技术

三、海洋能发电主要方式分析



（一）潮汐能发电方式

（二）波浪能发电方式

（三）温差能发电方式

（四）潮流能发电方式

四、海洋能发电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海洋能发电市场发展现状

（二）海洋能发电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海洋能开发发展存在的问题

（四）海洋能开发的发展对策分析

五、海洋能发电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一）海洋能发电发展优势分析

（二）海洋能发电市场投资潜力

第四节小型风电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一、风能资源分布及利用情况

（一）风能资源分布情况分析

（二）风能资源开发程度分析

二、风能资源利用方式分析

（一）风帆助航

（二）风车提水

（三）风力发电

三、小型风力发电市场发展分析

（一）小型风电的应用领域分析

（二）小风电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三）小风电装机容量情况分析

四、小型风电发展的问题分析

五、小型风电的发展对策分析

六、小型风电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一）小型风电发展优势分析

（二）小型风电市场投资潜力

第五节小型水电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一、水能资源分布及利用情况

（一）水能资源分布情况分析



（二）水能资源利用情况分析

二、水力发电市场发展分析

（一）水力发电市场现状

（二）水力发电装机容量

三、小型水力发电市场发展分析

（一）小水电产业发展历程分析

（二）小水电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三）小水电装机容量情况分析

（四）小水电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

三、小型风电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一）小型风电发展优势分析

（二）小型风电市场投资潜力

 

第三篇区域篇

第十四章中国重点省市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第.一节北京市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一、北京市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分布

二、北京市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分析

三、北京市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四、北京市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第二节天津市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一、天津市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分布

二、天津市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分析

三、天津市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四、天津市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第三节河北省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一、河北省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分布

二、河北省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分析

三、河北省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四、河北省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第四节上海市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一、上海市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情况



二、上海市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分析

三、上海市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四、上海市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第五节江苏省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一、江苏省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分布

二、江苏省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分析

三、江苏省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四、江苏省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第六节浙江省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一、浙江省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分布

二、浙江省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分析

三、浙江省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四、浙江省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第七节广东省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一、广东省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分布

二、广东省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分析

三、广东省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四、广东省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第八节广西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一、广西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分布

二、广西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分析

三、广西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四、广西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第九节湖北省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一、湖北省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分布

二、湖北省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分析

三、湖北省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四、湖北省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第十节湖南省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一、湖南省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分布

二、湖南省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分析

三、湖南省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四、湖南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第十一节四川省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一、四川省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分布

二、四川省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分析

三、四川省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四、四川省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潜力

 

第四篇企业篇

第十五章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领先企业运营竞争分析

第.一节中国分布式能源运营企业经营分析

一、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二、中国华电集团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三、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四、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五、西安国信融通能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六、广州珠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七、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八、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九、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十、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中国分布式能源设备企业运营分析

一、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二、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三、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四、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五、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六、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七、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八、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九、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十、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五篇策略篇

第十六章2021-2027年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前景预测及投融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2021-2027年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一、&ldquo;十三五&rdquo;分布式能源发展形势



二、分布式能源行业发展驱动因素

三、分布式能源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四、分布式能源市场需求潜力分析

第二节2021-2027年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投融资机会分析

一、分布式能源市场投资特性分析

二、分布式能源市场投资壁垒分析

（一）市场准入壁垒

（二）资金壁垒

（三）技术人才壁垒

（四）技术经验壁垒

三、分布式能源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2021-2027年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投融资风险分析

一、产业政策风险

二、宏观经济风险

三、市场竞争风险

四、市场供给风险

五、人才不足风险

六、项目投资风险

第四节2021-2027年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投融资策略分析

一、分布式能源企业投融资渠道分析

（一）银行信贷

（二）小额贷款公司

（三）村镇银行

（四）信托/基金公司

（五）信用担保公司

二、分布式能源企业投融资渠道与选择分析

（一）分布式能源企业融资方法与渠道简析

（二）利用股权融资谋划企业发展机遇

（三）利用政府杠杆拓展企业融资渠道

（四）适度债权融资配置自身资本结构（）

（五）关注民间资本和外资的投资动向

三、分布式能源行业投融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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