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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煤炭液化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煤炭液

化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煤炭液化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煤炭液化行业的现状、中国煤炭

液化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煤炭液化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煤炭液化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煤炭液化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煤炭液化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煤的液化是当前煤化工的热点，有不少煤矿都跃跃欲试，殊不知煤的液化对煤质有一定的

要求，不是什么煤都可以进行液化的。煤的液化分为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这两种液化方法

对煤炭质量的要求各不相同。

     煤炭液化是把固态状态的煤炭通过化学加工，使其转化为液体产品（液态烃类燃料，如汽

油、柴油等产品或化工原料）的技术。煤炭通过液化可将硫等有害元素以及灰分脱除，得到

洁净的二次能源，对优化终端能源结构、解决石油短缺、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煤的液化方法主要分为煤的直接液化和煤的间接液化两大类。

     （1）煤直接液化煤在氢气和催化剂作用下，通过加氢裂化转变为液体燃料的过程称为煤炭

直接液化。裂化是一种使烃类分子分裂为几个较小分子的反应过程。因煤直接液化过程主要

采用加氢手段，故又称煤的加氢液化法。

     （2）煤间接液化间接液化是以煤为原料，先气化制成合成气，然后，通过催化剂作用将合

成气转化成烃类燃料、醇类燃料和化学品的过程。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煤炭液化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2

年我国原煤产量累计值达449583.9万吨，期末总额比上年累计增长9%。           指标   2022年12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0月   2022年9月   2022年8月   2022年7月       原煤产量当期值(万吨)   40269.3  

39130.6   37009.5   38671.8   37044   37266.3       原煤产量累计值(万吨)   449583.9   409407.9   368539.7 

 331565.4   292933.9   256151.4       原煤产量同比增长(%)   2.4   3.1   1.2   12.3   8.1   16.1       原煤产量

累计增长(%)   9   9.7   10   11.2   11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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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煤炭液化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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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ldquo;煤液化&rdquo;对煤炭市场影响分析



 五、&ldquo;煤液化&rdquo;发展动态

  

 第三章 2017-2022年中国煤炭所属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一、我国煤炭资源概述

 （一）我国煤炭资源储量

 （二）煤炭行业的运行特征

 （三）我国煤炭运输特征

 （四）中国煤炭工业发展与面临的主要问题

 1、中国煤炭工业取得的伟大成绩

 2、中国煤炭工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煤炭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一）煤炭在世界能源中的地位

 （二）煤炭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三）煤炭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

 三、2022年煤炭市场运行分析

 （一）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二）当前煤炭行业面临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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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2023-2029年煤炭市场预测分析

 （一）煤炭需求预测

 （二）煤炭供给预测

 （三）煤炭运输

 六、我国煤炭进出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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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洁净煤技术



 （四）煤的综合利用

 （五）煤炭液化气化技术获突破

 二、煤炭深加工前景看好

  

 第五章 煤炭液化相关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煤气化行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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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煤炭气化发展趋势分析

 1、煤炭气化工业发展趋势

 2、煤炭气化技术发展趋势

 二、煤层气开发利用发展概况

 （一）我国煤层气分布及勘探开发现状

 1、我国煤层气特点

 2、我国煤层气储量分析

 3、我国煤层气资源分布

 4、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情况

 （二）我国煤层气开发利用的条件分析

 （三）国内外煤层气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四）我国煤层气产业化开发利用前景分析

 三、我国煤焦化行业发展概况

 （一）我国焦煤产业概况

 （二）&ldquo;十三五&rdquo;我国焦化行业发展趋势

  

 第六章 煤炭液化技术和经济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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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贵州毕节地区煤炭液化产业的前景分析

 （一）毕节地区煤炭资源状况

 （二）毕节地区发展煤炭液化的必要性

 1、能为国家能源安全做出贡献

 2、能有效控制燃煤产生的严重环境污染

 3、能大量利用块煤,有效解决块煤和粉煤的矛盾

 （三）毕节地区煤炭液化产业前景分析

 （四）目前毕节地区发展煤炭液化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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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最大的&ldquo;煤液化&rdquo;项目在内蒙古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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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我国&ldquo;煤液化&rdquo;技术在广东取得突破

 （五）河南着手启动&ldquo;煤变油&rdquo;项目

 （六）河北开滦集团启动新疆伊犁煤变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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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间接液化项目

 3、煤制烯烃化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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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趋势预测及战略分析

 二、兖矿集团

 （一）企业概况

 （二）煤液化项目情况

 1、煤变油项目

 2、煤气化化工产品项目

 3、煤气化多联产是兖矿未来煤转化发展方向

 （三）发展现状分析

 （四）趋势预测及战略分析

 三、其他企业&ldquo;煤液化&rdquo;动态

 （一）平煤集团40亿&ldquo;煤液化&rdquo;项目未列入开工计划

 （二）G煤气化：&ldquo;煤液化&rdquo;第一股发展空间巨大

 （三）兖州煤业&ldquo;煤液化&rdquo;发展新机遇

 四、&ldquo;煤液化&rdquo;相关上市公司

 （一）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章 2023-2029年中国煤炭液化趋势预测分析分析

 一、中国发展煤炭液化的必要性分析



 （一）中国能源资源特点是煤炭资源丰富，而石油、天然气相对贫乏

 （二）石油进口迅速上升，已对我国的能源供应安全构成威胁

 （三）煤炭液化可增加液体燃料的供应能力

 二、煤炭液化在我国能源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煤炭在能源战略中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

 （二）煤炭液化替代石油是解决中国石油短缺重要途径

 （三）煤制油前景看好

 （四）煤炭液化意义重大

 三、高油价对&ldquo;煤液化&rdquo;的影响分析

 （一）受高油价影响 &ldquo;煤液化&rdquo;技术提速

 （二）油价高 &ldquo;煤液化&rdquo;受关注

 （三）国际原油价格攀新高&emsp;我国煤液化产业化步伐加快

 四、我国加快煤液化技术产业化

 （一）煤液化已成为我国解决石油安全的战略选择

 （二）我国煤液化技术已取得重大突破

 （三）大型煤液化项目已经启动

 （四）上海主动为煤液化产业化提供装备支撑

 五、我国煤炭液化计划有利于刺激中西部经济

 六、中国煤炭液化前景分析

 （一）&ldquo;煤液化&rdquo;前景看好

 （二）2020年中国&ldquo;煤液化&rdquo;可达4000万吨/年

 （三）&ldquo;煤液化&rdquo;风险高对投资将不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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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煤炭液化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一）国家政策环境分析

 （二）主要宏观政策趋势及其影响分析

 （三）消费、投资及外贸形势展望

 二、煤炭液化行业供求形势预测

 （一）供应形势预测

 （二）需求形势预测

 （三）行业产能预测



 三、煤炭液化行业趋势预测展望

 四、未来几年煤炭液化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五、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一）运营风险以及不确定性

 （二）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

 （三）发展对策及建议

  

 第十一章 2023-2029年中国煤炭液化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一、煤炭液化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一）投资机会分析

 （二）投资前景分析

 二、煤炭液化投资趋势分析分析 

 （一）持久竞争力分析

 （二）SWOT分析

 三、煤炭液化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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