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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前国家能源局、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示范大容量新型熔

盐蓄热储能技术和装备，反映出监管层对于通过发展熔盐蓄热储能解决现有新能源发展难题、促进清洁能源发展这一思路的认
可。本文运用 SWOT 分析方法对高温熔盐蓄热储能技术的发展进行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在此分析基础
上证明本项目具备很好的投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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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主要是开展用于太阳能热发电系统的高温熔盐
传蓄热储能技术研发，致力于高温熔盐传蓄热技术在储能
领域的产业化应用。ＳＷＯＴ 分析法是用来确定企业内部的
优势和劣势、外部的机会和威胁，以便将公司的战略与其内
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科学的战略分析方
法。本文运用该方法对我们高温熔盐蓄热储能项目的发展
劣势、
机会、
威胁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在此分析
进行优势、
基础上证明本项目具备很好的投资前景，值得企业进行投
资。
一、优势：

（一）具备 ４０ 位博士、硕士硕组成的高水平研发和工程
技术团队，
历经数年至今成就熔盐集热应用技术。
（二）研究机构建成了国际一流的、设施完备、体系系
统、
学科完善的熔盐传蓄热技术研究条件。已经具备熔盐制
备、熔盐物性分析、熔盐净化、腐蚀控制、熔盐泵阀、熔盐测
量仪表、熔盐回路等关键技术，这些技术经过了长时间的安
全可靠的运行验证。
（三）建成目前世界上唯一工程规模设计温度 ７００℃的
高温熔盐回路，回路已成功运行上千小时，验证了高温熔盐
回路系统设计和集成、高温力学分析和评定、高温密封等技
术，成功研制了熔盐泵、阀、换热器以及熔盐测量仪表等熔
盐回路关键设备原理样机，进行了运行测试和考验，获取了
主要性能参数和运行数据。与相关企业合作，即将开启
１０ＭＷ 级别的工业示范装置研制。
（四）围绕该技术将展开长期性研究，不断推进产品技
术和应用升级。基于我们在熔盐化学与工程领域的的巨大
优势，
在此方面的研究力度将最大化。
（五）对我们自身在熔融盐的传热、蓄热储能方面技术
能力有充分的自信心，与国内外的相关企业合作，有望以一
流的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
（六）太阳能热发电未来成本下降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更高的运行温度将有效提高光热电站的热电转化效率，但
要想获得得更高的运行温度，就得需要提供传热介质的性
能，以便降低光热发电的运行维护成本。长期来看，随着光
热电站成本的逐步降低及火电价格的不断提升，光热发电
的价格优势将逐渐显现。
（七）蓄热储能系统对于光热电站最大的意义在于：足
够的蓄热容量使 电站能够输出更稳定、更具可调度性的电
能，以使其在将来可以作为基础支撑电源与传统的火电厂
竞争，且最终从一定程度上取代以燃烧化石燃料为一次能
源的高碳排放、
高污染的火电厂。

（八）目前市场上少量涉及的熔盐蓄热储能基本上都是
使用硝酸盐，基于氯化物熔盐的技术是零起点，我们的技术
存在着巨大的优势。
二、劣势：

（一）主要经费来源为国家财政拨款，缺乏建设等的相
关资金。
（二）与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之间的合作较少。
（三）目前科研单位将先进技术产业化的能力相对企业
来说较弱。
三、机会：

（一）储能技术是未来国际竞争的重点：在国际化的趋
势下，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储能扶持政策后，越来越多的发展
中国家加入到这一阵营中来。
（二）发展蓄热储能技术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规划的重要研究任务。
（三）太阳能行业政府给予大量的补贴。北京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开始实行《加快太阳能开发利用促进产业发展指导意见》
北京市太阳能发展的主要目标：到 ２０１２ 年，太阳能集热器
利用面积达到 ７００ 万平方米，太阳能发电系统达到 ７０ 兆
瓦，太阳能产业产值超过 ２００ 亿元；到 ２０２０ 年，太阳能集热
器利用面积达到 １１００ 万平方米，太阳能发电系统达到 ３００
兆瓦。这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太阳能行业的迅速发展。
（四）
“一带一路”
：作为基础设施，电力建设在“一带一
路”中扮演着排头兵的角色。现在，电力企业正在竞相把握
机遇、
加快布局，
为其发展寻求新动力。
日前，大唐集团召开了“一带一路”海外项目推进会，关
于怎样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部署。华能、华电、国电
投等电企也都有了“动作”
。
自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确
定“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和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由构想逐渐走进现实。业内很多人士认为，
后，
电力企业凭借“一带一路”走出去，不仅会大幅度推动沿线
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会为全产业链发展带来新的增长
点。
在国内电力市场疲软的同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
力设施建设的需求却日益高涨。可以发挥中国电力行业的
优势，
实现需求互补。
“电力是重要的基础产业之一，
各国都
将重点扶持和优先发展。通过‘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
中国
电力建设、装备制造和投资企业必将迎来难得的机遇，为推
进中国电力产能国际化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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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国家能源局已委托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
会，启动我国储能产业“十三五”规划大纲的编写，以加快推
动我国储能产业的发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国家能源局、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
发布《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提
出了在推进储能技术装备研发示范方面，集中攻关包括相
变储热材料与高温储热技术及储能系统集成技术等一批具
有关键核心意义的储能技术和材料；试验示范一批包括大
容量新型熔盐储热装置在内的具有产业化潜力的储能技术
和装备；在推进储能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应用示范方
面，支持在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突出的地区开展可再生能
源储电、
储热、
制氢等多种形式能源存储与输出利用。
政策层面的破冰，将有助于熔盐蓄热储能产业在电力
市场中形成多方良性竞争的局面，让熔盐蓄热储能产业面
临更多的市场发展机会，
推动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六）ＩＥＡ（国际能源署）则表示光热发电技术的发展潜
力很大，因为光热发电技术可配置高效熔盐蓄热储能系统
的优势使其未来在降低成本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而且蓄
热系统的配置还可以使光热电站在日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里继续提供电力。ＩＥＡ 此前公布的 ２０１４ 光热发电技术发展
路线图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全球用电量的 １１％将由光热发电技
术来提供。而近年来光热发电技术的发展热度不断提高的
事实也符合这一大的趋势，同时也预示着光热发电的发展
前景将一片光明。
（七）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光热电站大会暨 ＣＳＰ－
ＰＬＡＺＡ 年会 ２０１５ 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
司长梁志鹏在致辞中强调，
“ 发展光热发电的决心是不变
的，我们的愿望是能够尽快启动中国的产业化、商业化光热
发电项目。”
（八）其他相关应用的延伸：太阳能行业的稳健持续发
展，
有着广阔的社会和市场需求。
“十一五”期间，太阳能热利用产品年产量已经从 １５００
万平方米增长到 ４９００ 万平方米，保有量也从 ７５００ 万平方
米增长为 １．６８ 亿平方米，
产值从 ２２０ 亿元增到 ７３５ 亿元。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太阳能热水器产业保持平稳发
展，太阳能热利用产业的年产量和销售额增长都非常大，并
且出口国家和地区超过 ２００ 个。
（九）未来很震撼，现实就在脚下，人类文明的发展终会
实现机器人智能化，机器人需要能源，能源智能将是其中关
键性角色。
四、威胁：

（一）宏观上的导向并不能直接影响当前的产业进程，
对整个行业而言，
最为期待的依旧是明确的细化政策。对于
统一的电价扶持政策，时机未到，但必须尽快出台具体的商
业化示范项目的细化政策。
（二）光热发电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赶上好时候，在政
府层面愈加理性的时候，依靠新兴产业经济的概念已经无
法打动政府，此时，产业界也唯有更加的理性，依靠我们自
身的力量，
砥砺前行，
用实践和案例，
才能拨动政府的神经。
（三）随着全球对太阳能行业的关注和重视，新的进入
者也将会越来越多。我们也将面临同行业日益激烈的市场
竞争威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中国第一座高温熔盐储能系统在太阳宝
建成，储热达 ２０ＭＷｈ。太阳宝通过该项目的设计、制造、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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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调试运行，在基础建设、钢结构处理、高温罐体制作、输
送管道施工制作、保温、预热、换热、防凝固处理、集成控制
等多个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份开
始，
熔盐化盐系统开始工作，
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
４００ 多度
的熔盐全部融化进入系统，经过 ３ 个多月的多次运行与调
试，
完全达到设计标准。进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份以来，
熔盐温度
再次提升到 ５５０ 度，在经过 ２０ 多天的运行调试后，整个系
统运行稳健，
各项指标也都正常，
该项目运行成功。
首航光热敦煌 １０ＭＷ 塔式熔盐电站已安装了数十套定
日镜，集热塔主体已建成过半，其他相关设施的建设也在同
步推进。
另有多个民营企业主导的光热发电项目获得备案核
准。龙腾太阳能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首期 １００ＭＷ 光热项
目于今年 ６ 月获得旗政府 《关于开展项目备案前期工作的
正式批复》，龙腾计划在四季度完成项目前期工作并具备开
工条件。兰州大成敦煌 １０ＭＷ 菲涅尔光热发电项目已于今
年 ３ 月份获甘肃省发改委备案，并于 ５ 月份开工奠基。最
近，其先后与中国石化集团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水电四
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进该项目的实
施。
另外，包括河北恩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青海光热电力
集团公司等多个民营企业也正着手从实际层面推动相关商
业化项目的开发进程。
央企主导的项目中的中广核德令哈 ５０ＭＷ 槽式电站，
该项目也是唯一通过了集团层面审批得以启动建设的央企
光热项目。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邱河梅在
ＣＳＰＰＬＡＺＡ 年会 ２０１５ 上表示，
“我们的项目目标是要建成标
杆工程，
国家优质工程。”
在中国产品尚待进一步验证时，国外拥有经验的系统
集成商和设备供应商们都看中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市
场。Ｂｒｉｇｈｔ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ｅｒｇｙ、大厂菲斯曼太阳能集热器有限公
司、
ＦＬＡＢＥＧ、
Ｓｕｎ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ｌａｇｓｏｌ、
Ａｌｓｔｏｍ、
Ｈｅｌｉｏｆｏ－
ｃｕｓ 等都已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
（四）其他风险：技术上需要多久的调试和设备磨合期？
天气的情况是否有影响？行业中对熔盐传蓄热技术基本都
了解甚微，
说服他们采用这种技术有一定难度。当前要突破
这一点，可能应该合力加快建设起一两个示范项目，通过这
些项目让这些行业都了解熔盐蓄热储能，亲眼看到实实在
在的项目，
以后才能逐渐把市场打开。
五、结束语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熔盐传蓄热方面技术优势巨大，
国家宏观政策总体大力支持，市场需求非常广泛，但行业的
竞争威胁也在不断加大，需要迫切的抓住机遇，争分夺秒实
现与企业合作，
达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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