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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生

物质能发电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

的现状、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生物质能发电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生物质能发电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生物质能发电技术是以生物质及其加工转化成的固体、液体、气体为燃料的热力发电技术

，其发电机可以根据燃料的不同、温度的高低、功率的大小分别采用煤气发动机、斯特林发

动机、燃气轮机和汽轮机等。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21年我国发电产量累计值达81121.8亿千瓦时，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8.1%。                       

                指标   2021年12月   2021年11月   2021年10月   2021年9月   2021年8月   2021年7月     发电量

当期值(亿千瓦时)   7233.7   6540.4   6393.5   6751.2   7383.5   7586.2     发电量累计值(亿千瓦时)  

81121.8   73826.7   67176   60721.2   53894   46450.2     发电量同比增长(%)   -2.1   0.2   3   4.9   0.2   9.6  

发电量累计增长(%)8.19.21010.711.313.2

 

 报告目录：

 第1章：全球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1.1 全球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发展概况

 1.1.1 全球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发展概况

 1.1.2 全球生物质能发电产业技术概况

 1.1.3 全球生物质能发电产业政策概况

 1.2 主要国家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分析

 1.2.1 美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分析

 1.2.2 欧洲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分析

 1.2.3 巴西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分析

 1.3 全球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带来的启示

  



 第2章：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环境分析

 2.1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2.1.1 产业主管部门及监管体制

 2.1.2 产业相关政策解读

 2.2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经济环境分析

 2.2.1 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2.2.2 生物质能发电产业与经济的相关性

 2.3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2.4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技术环境分析

 2.4.1 生物质能发电工艺种类

 2.4.2 生物质发电技术现状

 （1）国外发展现状分析

 （2）国内发展现状分析

 2.4.3 生物质能发电技术趋势

  

 第3章：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3.1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发展概况分析

 3.1.1 中国新能源发电发展现状

 （1）中国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

 （2）中国新能源发电发展分布

 3.1.2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1）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规模

 （2）生物质能发电并网规模

 3.1.3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发展主要特点

 3.2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经营情况分析

 3.2.1 生物质能发电产业主要经济效益影响因素

 3.2.2 生物质能发电产业经营现状分析

 3.3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趋势预测分析

 3.3.1 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发展趋势

 3.3.2 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发展规划

 3.3.3 生物质能发电产业装机规模预测

 3.3.4 生物质能发电产业并网容量预测



  

 第4章：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成本与效益分析

 4.1 中国生物质资源分析

 4.1.1 生物质的种类及特点

 4.1.2 生物质资源结构分析

 4.2 生物质发电原料分析

 4.2.1 生物质发电原料成本构成

 4.2.2 生物质原料供应的发展现状

 4.2.3 生物质原料供应的发展趋势

 4.3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电价分析

 4.3.1 生物质发电电价制度

 4.3.2 生物质发电电价补贴方案

 4.3.3 完善电价机制的建议

 4.4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经济效益分析

 4.4.1 生物质直接燃烧发电经济效益

 4.4.2 生物质气化发电经济效益

 4.4.3 生物质混合燃烧发电经济效益

  

 第5章：中国秸秆发电行业发展分析

 5.1 中国秸秆发电行业概述

 5.1.1 秸秆发电的工艺流程

 5.1.2 秸秆发电行业的发展模式

 （1）电厂秸秆采购模式

 （2）秸秆发电销售模式

 5.2 中国秸秆发电行业发展现状

 5.2.1 国外秸秆发电的现状

 5.2.2 国内秸秆发电的现状

 5.2.3 国内秸秆发电燃料供应情况

 5.2.4 国内秸秆发电的竞争情况

 5.2.5 国内秸秆发电的项目建设

 （1）投产项目

 （2）拟在建项目



 5.3 中国秸秆发电设备市场调研

 5.3.1 水冷振动炉排锅炉

 （1）水冷振动炉排锅炉的介绍

 （2）水冷振动炉排锅炉的特征

 （3）水冷振动炉排锅炉的竞争形势

 5.3.2 高低差速循环流化床锅炉

 （1）流化床锅炉的介绍

 （2）高低差速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特点

 （3）高低差速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竞争形势

 5.3.3 秸秆气化炉

 5.4 中国秸秆发电与火力发电比较

 5.4.1 财务指标比较分析

 5.4.2 内部发电成本比较分析

 5.4.3 外部发电成本比较分析

 5.4.4 上网电价敏感因素分析

 5.4.5 秸秆发电的经济效益

 5.5 秸秆发电行业的问题及对策

 5.5.1 秸秆发电行业存在的问题

 （1）秸秆收集成本高，企业出现亏损

 （2）技术需进一步改进

 （3）国家配套政策不完善

 5.5.2 秸秆发电行业的对策分析

 （1）建立秸秆收集体系

 （2）提高技术，降低成本

 （3）加快政策和标准的出台

 （4）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5.6 秸秆发电行业趋势预测

 5.6.1 秸秆发电行业进入壁垒

 5.6.2 秸秆发电行业影响因素

 （1）有利因素

 （2）不利因素

 5.6.3 秸秆发电行业趋势预测



  

 第6章：中国垃圾发电行业发展分析

 6.1 中国垃圾发电行业概述

 6.1.1 垃圾发电的工艺流程

 6.1.2 垃圾发电的必备条件

 6.1.3 垃圾发电的盈利模式

 6.2 中国垃圾发电行业发展现状

 6.2.1 国外垃圾发电的现状

 （1）美国垃圾发电现状

 6.2.2 国内垃圾发电的现状

 （1）垃圾发电行业装机规模

 （2）垃圾发电行业生存现状

 （3）主要地区垃圾发电行业现状

 6.2.3 国内垃圾发电原材料的供需现状

 6.2.4 国内垃圾发电的竞争情况

 6.2.5 国内垃圾发电的项目建设

 （1）投产项目

 （2）拟在建项目

 6.3 中国垃圾发电设备市场调研

 6.3.1 垃圾焚烧炉市场调研

 （1）垃圾焚烧技术结构

 （2）垃圾焚烧炉类型结构

 （3）垃圾焚烧炉生产商结构

 6.3.2 烟气净化设备市场调研

 （1）烟气净化设备生产企业

 （2）烟气净化设备市场规模

 6.3.3 垃圾发电设备市场前景

 （1）垃圾发电设备国产化趋势

 （2）垃圾发电设备市场容量预测

 6.4 中国垃圾发电行业经济效益分析

 6.4.1 垃圾发电行业成本分析

 6.4.2 垃圾发电行业收入分析



 （1）垃圾处理费用

 （2）上网电价收入

 6.4.3 垃圾发电行业经济效益分析

 6.5 中国垃圾发电行业趋势预测

 6.5.1 垃圾发电行业发展政策

 6.5.2 垃圾发电行业进入壁垒

 6.5.3 垃圾发电行业市场风险

 （1）市场价格风险提示

 （2）市场竞争风险提示

 6.5.4 垃圾发电市场前景调查

  

 第7章：中国沼气发电行业发展分析

 7.1 中国沼气发电行业发展现状

 7.1.1 国外沼气发电的现状

 7.1.2 国内沼气发电的现状

 7.1.3 国内沼气发电项目

 （1）投产项目

 （2）拟在建项目

 7.2 中国沼气发电设备市场调研

 7.2.1 沼气发电机组的研发与制造

 7.2.2 沼气发电机组的发展特点

 7.2.3 沼气发电设备存在的问题

 7.3 中国沼气建设工程案例分析

 7.3.1 2MW集中型气热电肥联产沼气工程

 （1）工程介绍

 （2）工艺流程

 （3）工艺特点

 （4）主要工程设施

 （5）项目运行

 （6）小结

 7.3.2 3MW集中式热电肥联产沼气工程

 （1）工程介绍



 （2）主要建设内容

 （3）工艺要点

 （4）小结

 7.4 中国沼气发电行业经济效益分析

 7.4.1 沼气发电行业成本分析

 7.4.2 沼气发电行业经济效益

 7.5 中国沼气发电行业化障碍及建议

 7.5.1 沼气发电商业化的主要障碍

 7.5.2 沼气发电商业化的发展建议

 7.6 中国沼气发电行业趋势预测

 7.6.1 沼气发电行业发展规划

 7.6.2 沼气发电行业前景分析

  

 第8章：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8.1 生物质能发电产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8.1.1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业务能力简况表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6）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8.1.2 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业务能力简况表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6）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8.1.3 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业务能力简况表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6）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8.1.4 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业务能力简况表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6）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8.1.5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业务能力简况表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6）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8.1.6 南京协鑫生活污泥发电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业务能力简况表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6）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8.1.7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业务能力简况表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6）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8.1.8 华电宿州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业务能力简况表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6）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8.1.9 大唐安庆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业务能力简况表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6）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8.1.10 山东京能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业务能力简况表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6）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8.2 生物质能发电设备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8.2.1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科研体系及科研成果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布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2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科研体系及科研成果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布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3 北京北锅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科研体系及科研成果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布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4 国能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科研体系及科研成果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布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5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科研体系及科研成果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布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6 南通万达锅炉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科研体系及科研成果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布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7 山东百川同创能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科研体系及科研成果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布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8 江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科研体系及科研成果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布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9 重庆三峰卡万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科研体系及科研成果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布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8.2.10 杭州新世纪能源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科研体系及科研成果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布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9章：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投融资及风险分析

 9.1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投资分析

 9.1.1 产业运作模式



 9.1.2 产业投资规模

 9.1.3 产业投资前景

 9.2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融资分析

 9.2.1 产业资金来源

 9.2.2 产业融资模式

 9.2.3 产业融资趋势

 9.3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信贷分析

 9.3.1 产业信贷环境发展现状

 9.3.2 产业信贷环境发展趋势

 9.3.3 主要银行信贷分析

 （1）政策性银行信贷分析

 （2）商业银行信贷分析

 9.4 中国生物质能发电产业风险提示

 9.4.1 政策风险提示

 9.4.2 市场风险提示

 （1）市场供需风险提示

 （2）市场价格风险提示

 （3）市场竞争风险提示

 9.4.3 其他风险提示

 （1）技术风险提示

 （2）自然风险提示

 （3）社会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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