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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近年来，我国海洋可再生能源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

在不小差距，主要原因如下：

       1）我国海洋能源总量巨大，但分布分散、不均，能流密度低，能量变化大，利用效率不

高；

       2） 海洋能利用技术是海洋、蓄能、土工、水利、机械、材料、发电、输电、可靠性等技

术的集成，目前尚不成熟，致使一次性投资大，与常规能源利用相比， 经济性不好，影响海

洋能利用的推广；

       3） 开发政策不明确，类似江厦潮汐电站的试验性电站较少，科技创新投资力度小；

       4）科研人员的人才结构不合理，科技队伍高龄化，学科带头人少。

       当前，各国都非常重视对包括海洋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尽管海洋可再生能源

在我国的能源构成中所占的比例极小，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很有前

途的新能源。当前应该未雨绸缪，加强对开发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制

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促进海洋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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