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 能源局

2009年02月24日　星期二 当前位置：能源局 > 能源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汇编 > 第六篇 农村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 第二章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年11月29日发布  发改能源[2005]2517） 
  

 
编号 项目 说明和技术指标 发展状况

一、风能
风力发电

1 离网型风力发电 用于为电网不能覆盖的居民供电，包括独立户用系统和集中村落电站两种发/供电形
式。 基本商业化

2 并网型风力发电 用于为电网供电，包括陆地和近海并网风力发电，既可以单机并网发电，也可以由多台
机组建成风电场并网发电。

陆地并网风力发电：商业化初期
近海并网风力发电：技术研发

设备/装备制造

3 风能资源评估分析软件
用于对区域风能资源进行技术和经济性评估以正确地选择风电场场址，主要功能包括：
测风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风况图的生成、风资源评估、风力发电机组和风电场年发
电量测算等。

技术研发或引进

4 风电场设计和优化软件

用于进行风电场优化设计（即风力发电机组微观选址和排列方案的设计和优化），主要
功能包括：确定风力发电机组尾流影响并调整风电机组之间的分布距离，对风电机组和
风电场的噪声进行分析和预测，排除不符合技术、地质和环境要求的地段，对风力发电
机组选址进行自动优化，对设计过程结果提供可视化界面，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等。

技术研发

5 风电场集中和远程监控系统

用于集中和远程监控风电机组和风电场的运行，主要功能包括：通过运用现代信息和通
讯技术，实时收集、分析并报告各风电场的风力状况和机组、风电场运行状况监测数
据，自动或根据管理人员反馈的指令对风电机组和风电场运行进行效率优化和安全保障
控制。

技术研发

6 风电场建设和维护专用装备 用于陆地和近海风电机组的运输、现场吊装和维护。 技术研发

7 离网型风力发电系统 用于独立户用系统和集中村落电站，包括风力独立发电和风光互补发电，保证系统安
全、经济、连续可靠供电。 基本商业化

8 并网型风力发电机组 用于并网风力发电，包括陆地和近海风力发电机组。近海风电机组需适应海洋地质、水
文条件和气候环境条件。

陆地风电机组：商业化初期
海上风电机组：技术研发

9 风力发电机组总体设计软件 用于对风力发电机组进行结构动力学建模与分析、极限载荷与疲劳载荷计算、风力发电
机组动态性能仿真等整机设计工作。 技术研发或引进

10 风力机叶片 用于配套1000千瓦（含）以上的大型风力发电机组。 技术研发
11 风力机叶片设计软件 用于进行大容量风力机叶片的气动外形及施工工艺设计。 技术研发

12 风力机叶片材料 用于制造高强度轻质大容量叶片，包括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GRP)和碳纤维增强塑
料。 技术研发

13 风力机轮毂 用于配套1000千瓦（含）以上风力发电机组。 技术研发
14 风力机传动系统 用于配套1000千瓦（含）以上风力发电机组。 技术研发
15 风力机偏航系统 用于配套1000千瓦（含）以上风力发电机组。 技术研发
16 风力机制动系统/机械刹车 用于配套1000千瓦（含）以上风力发电机组。 技术研发
17 风力发电用发电机 用于配套1000千瓦（含）以上风力发电机组，包括双馈型发电机和永磁发电机。 商业化初期，技术研发（永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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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风电机组运行控制系统及变流器
用于配套1000千瓦（含）以上风力发电机组，包括：离网风力发电控制器；失速型风电
机组控制器；变速恒频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及变流器。 技术研发

19 风电机组安全保障系统 用于确保在出现极端的气候环境、系统故障和电网故障等紧急情况时的风电机组安全，
同时记录机组的状态。 技术研发

20 风电机组电磁兼容、雷电冲击等检测装
置

用于风电机组的电磁兼容性能和雷电冲击防护能力等性能的检测，以保证机组适应恶劣
的自然环境。 技术研发

21 风电接入系统设计及电网稳定性分析软
件 用于大型风电场接入系统设计和对电网稳定性进行评价。 技术研发

22 风电场发电量预测及电网调度匹配软件
用于实时监测和收集风电场各台风电机组运行状况及发电量，分析和预测风电场第2天
及后一周的出力变化情况，为电网企业制定调度计划服务，促进大规模风电场的开发和
运行。

技术开发

23 风电场平稳过渡及支持控制系统 用于大型风电场在接入电网事故条件下，自身平稳过渡并对电网提供支持 技术研发
二、太阳能
太阳能发电和热利用

24 离网型太阳能光伏发电 用于为电网不能覆盖地区的居民供电，包括独立户用系统和集中村落电站两种形式。 基本商业化
25 并网型太阳能光伏发电 用于为电网供电，包括建筑集成太阳能光伏发电。 技术研发、项目示范

26 太阳能光热发电 用于为电网供电或为电网不能覆盖地区的居民供电。包括塔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系统、槽
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系统、盘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系统和点聚焦太阳能光热直接发电系统。 技术开发

27 工业用光伏电源 用于为分散的气象台站、地震台站、公路道班、广播电视、卫星地面站、水文观测、太
阳能航标、公路铁路信号及太阳能阴极保护系统等提供电力。 商业化

28 太阳能照明系统 包括：太阳能路灯，庭院灯，草坪灯，太阳能广告牌，太阳能LED城市景观灯等。 商业化
29 太阳能交通工具 包括：太阳能汽车、太阳能电动自行车、太阳能游艇、太阳能飞船、太阳能充电站等。 技术研发、项目示范
30 太阳能光伏海水淡化系统 用于为缺乏淡水的偏远海岛居民提供淡水。 技术研发、项目示范

31 光伏水泵 用于为我国西部严重干旱和偏僻地区分散人口提供饮用水、为建设和改良草场以及沙漠
植树造林提供用水。 商业化

32 太阳能户用热水器 用于为居民提供生活热水，包括平板式太阳热水器、真空管式太阳热水器等。 商业化

33 太阳能集中供热系统 用于为居民或工商业提供热水或供暖，包括太阳能集中供热水系统和太阳能集中采暖系
统。 技术研发、推广应用

34 太阳能空调系统 用于（通过太阳能集热器和吸收式制冷机）实现热冷转换从而提供制冷和空调服务。 技术研发、示范项目

35 零能耗太阳能综合建筑 通过在建筑结构（屋顶和外墙）中集成太阳能集热器（实现太阳能采暖系统和空调系
统）和太阳能光伏电池来满足建筑的所有能源需求。 技术研发

设备/装备制造
36 离网型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用于独立户用系统和集中村落电站。 商业化
37 并网型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用于为电网供电，包括建筑集成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技术研发、项目示范

38 太阳能光热发电系统 包括：塔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系统、槽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系统、盘式太阳能光热
发电系统和点聚焦太阳光热直接发电系统。 技术开发

39 晶硅太阳能电池 包括：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和多晶硅太阳能电池。 商业化、技术改进

40 薄膜太阳能电池 包括：多结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多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化合物薄膜太阳
能电池。 技术研发

41 其它新型太阳能电池
包括：柔性衬底太阳能电池、聚光太阳能电池、HIT异质结太阳能电池、有机太
阳能电池、纳米非晶硅太阳能电池、机械叠层太阳能电池、薄膜非晶硅/微晶硅
叠层太阳能电池等。

技术研发

42 建筑用太阳电池组件 用于建筑集成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包括：半透光型光伏组件，可以与建筑构
件互换的光伏组件，光伏玻璃幕墙，光伏遮阳板等。 技术研发

43 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制造装备

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包括：太阳级硅投炉料制造成套装备，多晶硅铸
锭炉，多线切割机，剖锭机，硅片抛光设备，硅片清洗机，扩散设备，PECVD
镀膜设备，丝网印刷设备，烘干烧结设备，划片机，自动焊接机，组件层压机
等等。

技术研发或引进

44 太阳能电池测试设备 包括：太阳能电池分选设备，太阳模拟仪，高压绝缘测试设备等。 技术研发
45 太阳能电池生产用辅助材料 包括：低铁钢化玻璃，EVA，太阳电池背面封装复合膜，银浆铝浆，焊带等。 技术研发
46 光伏发电系统用充放电控制器 用于智能化控制蓄电池充放电过程。 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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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光伏发电系统用直流／交流逆变器 用于包括离网型和并网型直流/交流逆变器，后者需具有并网逆变、最大功率跟踪、防
孤岛效应保护等功能 技术研发

48 户用光伏和风/光互补控制/逆变一体机 用于配套容量在1千瓦以下的户用光伏、风/光互补发电系统。 技术研发

49 （专用）蓄电池 用于独立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系统，应具有很强的耐过充过放性能，低的自放电率和长
的使用寿命。 技术研发

50 氧化还原液流储能电池 用于独立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系统；功率在几十到几百千瓦、储能达百兆瓦时。 技术开发、项目示范
51 光伏硅材料 用于生产太阳能电池用晶体硅。 技术开发或引进

52 光伏发电系统用集中和远程监控系统 用于采集、传输太阳辐射和环境参数及光伏发电系统的运行数据并实现集中或远程监
控。 技术研发

53 太阳能光热发电用反射镜 用于配套各种太阳能光热发电系统。 技术研发

54 光热发电反射镜自动跟踪装置 用于配套各种太阳能光热发电系统，以自动跟踪太阳光辐射，调整反射镜角度，从而最
大化获取太阳能。

技术研发

55 光热发电集能器 用于配套各种太阳能光热发电系统，以吸收来自反射镜的太阳辐射能，也称“太阳锅
炉”，要求体积小，换能效率高。

技术研发

56 光热发电蓄热装置 用于配套各种太阳能光热发电系统，通过贮存集能器所吸收的热能以保证光热发电相对
稳定。

技术研发

57 光热直接发电装置 用于配套太阳能光热直接发电系统，包括碱金属热电转换器、半导体发电器、热电子发
电器和热光伏发电器。

技术研发

58 太阳能光热系统建筑应用设计、优化和
测评软件

用于建筑上适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光照条件下应用太阳能光热系统制冷、 采暖的优化
设计、模拟；对建筑中使用的太阳能光热系统进行检测和评价。 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

三、生物质能
生物质发电和生物燃料生产

59 大中型沼气工程供气和发电 包括大型畜禽场、养殖小区、工业有机废水和城市污水工程 商业化、推广应用
60 生物质直接燃烧发电 利用农作物秸秆、林木质直接燃烧发电 技术改进、项目示范
61 生物质气化供气和发电 利用农作物秸秆、林木质气化供气和发电 技术研发、推广应用
62 城市固体垃圾发电 用于清洁处理和能源化利用城市固体垃圾，包括燃烧发电和填埋场沼气发电。 基本商业化
63 生物液体燃料 利用非粮食作物和林木质生物质为原料生产液体燃料。 技术研发
64 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 将农作物秸秆，林木质制成固体成型燃料代替煤炭。 项目示范

设备/部件制造和原料生产

65 生物质直燃锅炉 用于配套生物质直接燃烧发电系统，技术性能和规格需适用于生物质的直接
燃烧。 技术改进

66 生物质燃气内燃机 用于配套生物质气化发电，技术性能和规格需适用于生物质气化发电系统。 技术研发
67 生物质气化焦油催化裂解装置 用于将生物质在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焦油裂解为可利用的一次性气体。 技术研发
68 生物液体燃料生产成套装备 用于生产上述各类生物液体燃料 技术研发、项目示范

69 能源植物种植 用于为各种生物燃料生产提供非粮食生物质原料，包括甜高粱、木薯、麻疯树、甘蔗
等。 项目示范、推广应用

70 能源植物选育 用于选育培养适合荒山荒滩、沙地、盐碱地种植、稳产高产、对生态环境安全无害的能
源作物。 技术研发，项目示范

71 高效、宽温域沼气菌种选育 用于沼气工程提高产气率及沼气池在较低温度条件下的使用。 技术研发
四、地热能
地热发电和热利用

72 地热发电 包括：地热蒸汽发电系统、双循环地热发电系统和闪蒸地热发电系统（后两者适用于中
低温地热资源）。 技术研发

73 地热供暖 包括单循环直接供暖和双循环间接供暖。 项目示范、推广应用

74 地源热泵供暖和/或空调 包括地下水源、河湖水源、海水源、污水源（包括城市污水、工业污水、医院污水）和
土壤热泵系统。 项目示范

75 地下热能储存系统 储存包括太阳能、建筑物空调释冷量或释热量等在内的能量 技术研发
设备/装备制造

76 地热井专用钻探设备 用于钻探地热井，需适应地热井特有的地质结构环境、高温和腐蚀性水文环境及成井工
艺要求。 技术研发

77 地热井泵 用于配套地热供暖和地源热泵系统，需适应地热井特有的高温和腐蚀性。 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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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水源热泵机组 适应地下水或海水水质及温度 技术研发、项目示范
79 地热能系统设计、优化和测评软件 用于建筑上适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地热能系统进行检测和评价 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

80 水的热源利用 利用水的温差对建筑物进行制冷和供热，包括利用地下水、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水等水
源。 项目示范、推广应用

五、海洋能
海洋能发电

81 海洋能发电 包括：潮汐发电、波浪能发电、海洋温差发电和海流能发电。 技术研发、项目示范
设备/装备制造

82 海洋能发电成套装备 包括：波浪能发电成套装备、海洋温差发电成套装备、海流能发电成套装备。 技术研发
六、水能
水力发电

83 并网水电站 符合流域开发规划要求，满足环保要求的各种类型水电站。 商业化
84 离网小型水电站 用于就地开发、就近供电，解决边远地区用电和用能问题。 商业化

设备/装备制造
85 水轮机型谱编制 用于水轮机的制造和选型，提高水轮机效率和质量，降低造价，规范设备市场。 技术研发
86 水电自动化技术 用于水电运行的自动化管理，提高运行水平，降低运行成本。 技术改进
87 大型高效水轮发电机组 用于提高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运行水平和运行效率。 技术研发

88 小水电一体化技术 用于1000千瓦以下小型水电站，实现油、水、气等辅助设备系统的控制与主机一体化，
以及调速、励磁、保护、测量等监控一体化，提高可靠性，降低设备造价。 技术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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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技术支持：国家信息中心　中国经济信息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

http://nyj.ndrc.gov.cn/nyfhb/nyfhb6/nyfhb62/t20070130_114531.htm (6 of 6) [2/24/2009 9:39:20 AM]


	nyj.ndrc.gov.cn
	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 能源局


	EHAIFANAIEBDHGOIGIAKFHOMJAFPOHAL: 
	form1: 
	f1: 
	f2: 
	f3: 
	f4: 
	f5: 推荐
	f6: 
	f7: 
	f8: 
	f9: 114531
	f10: 75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