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思源学院教案首页  

课程名称：新能源发电技术      第一章  第 1-4节      授课教师：袁观娜 

授课时间 2020年 2月 26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授课班级 17电气 1班   

授课类型 专业课 

目的要求 
了解能源的概念和评价方法，掌握能源的分类方法及其常见类型，

了解能源危机与环境问题；理解新能源发展的重要意义。 

重  点 

难  点 

重点：能源的分类方法及其常见类型 

难点：能源的评价方法 

教  学 

媒  体 
PPT课件 

授 

 

课 

 

内 

 

容 

第 1章 能源概述 时间分配 

导课：能源和我们的生活 5’ 

1.1 能源利用的历史 20’ 

1.2 能源的概念 20’ 

1.2.1 资源和能源的概念  

1.2.2 能源的分类  

1.2.3 能源的品质  

1.3 能源与环境问题 25’ 

1.3.1 常规能源的环境影响  

1.3.2 世界能源与环境问题  

1.4 新能源发展战略 15’ 

教学总结 5’ 

教学反思  

作  业 复习本节内容，完成雨课堂测试题 

参考书 《新能源与分布式发电技术》朱永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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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能源概述 

导课：能源和我们的生活（5 分钟） 

问题 1：我们每天要吃饭、喝水，用什么来煮饭、烧水呢？ 

回答：煤，煤气，柴草、天然气…… 

问题 2：要开动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需要消耗什么呢？ 

回答：汽油或者柴油等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人类从事任何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基础。 

教学内容: 

一 能源利用的历史（20 分钟） 

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也就是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历史。 

 

能源更迭与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四个能源时期： 

（一）薪柴时期——人类文明的萌芽（从火的发现——18 世纪中叶） 

几十万年以前人类学会了用火，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以柴草为生活能量的主要来源，

燃火用于烧饭、取暖和照明。后来逐渐学会将畜力、风力、水力等自然动力用于生产和交通

运输。这种初级形式的能源利用直到 19 世纪中期都没有太大突破。在 1860 年的世界能源消

费结构中，薪柴和农作物秸秆仍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73.8%。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也就是人

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历史。 

     

恩格斯在评价火的作用时说：“磨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

同动物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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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煤炭时期——工业社会的粮食（19 世纪中叶——20 世纪中叶） 

2000 多年以前人类就知道煤炭可以作为燃料。14 世纪的中国、17 世纪的英国采煤业都已

相当发达，但煤炭长期未能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18 世纪 70 年代，英国的瓦特发明以煤炭作燃料的蒸汽机。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使煤炭迅

速成为第二代主体能源。煤炭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从 1860 年的 25％，

上升到 1920 年的 62％。 

     

（三）石油时期——现代社会的血液（20 世纪中叶——21 世纪中叶） 

人类很早就发现了石油，《汉书》、《梦溪笔谈》有描述。直到 19 世纪，石油工业才逐

渐兴起。1854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打出了世界上第一口油井，是现代石油工业的开端。1886

年德国人本茨和戴姆勒研制出第一辆以汽油为燃料、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进入大规模使用

石油的汽车时代。石油和天然气逐渐取代煤炭，在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占据主要地位。1965

年，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首次超过煤炭占居首位，成为第三代主体能源。到 1979 年，

石油所占的比重达到 54%，相当于煤炭的三倍。 

     

（四）多元化能源时期——破解未来能源需求的途径（21 世纪中叶——今） 

1881 年，美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发电站，同时还研制出电灯等实用的用电设备。从此以

后，电力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人类社会逐步进入电气化时代。石油、

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被转换成更加便于输送和利用的电能，进一步推动工业革命，带来

了巨大的技术进步。 

 

1942 年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1954 年前苏联建成世界第一座发电的反应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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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启用，1956 年美国的核电站投入运行，核能利用迅速发展起来，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占据

重要位置。到 20 世纪 90 年代，核能发电所提供的电力占全世界发电总量的 17%左右。进入

21 世纪以来，太阳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新能源发展很快，并且逐渐走向成

熟和规模化，所占的比重也有望大幅度提高，为人类解决能源和环保问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最广泛的利用方式——电能     最成熟的利用方式——热能 

二 能源的概念（20 分钟） 

（一）资源和能源 

资源——在一定时期和地点，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开发价值、能够满足或提高人类当前和

未来生存和生活状况的自然因素和条件，称为自然资源，有时简称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水

资源、矿物资源、生物资源、能源，等等。 

能源——能源就是能够向人类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自然资源，包括所有的燃料、流水、

阳光、地热、风等，通过适当的转换手段可使其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所需的能量。例如煤

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燃烧时提供热能，流水和风力可以提供机械能，太阳的辐射可转化为热能

或电能。 

（二）能源的分类 

表 1-1  能源的分类 

按使
用类
型分 

按性质分 

按一、二次能源分 

一次能源 二次能源 

常 
规 
能 
源 

燃料型能
源 

泥煤（化学能）、褐煤（化学能）、烟煤（化
学能）、无烟煤（化学能）、石煤（化学能）、
油页岩（化学能）、油砂（化学能）、原油
（化学能）、天然气（化学能、机械能）、
生物燃料（化学能）、天然气水合物（化学
能）核能（核裂变能） 

煤气（化学能）、焦炭（化学能）、汽油（化
学能）、煤油（化学能）、柴油（化学能）、
重油（化学能）、丙烷（化学能）、甲醇（化
学能）、酒精（化学能）、苯胺（化学能）、
火药（化学能）、液化石油气（化学能） 

非燃料型
能源 

水能（机械能） 
电（电能）、蒸汽（热能、机械能）、热水
（热能）、余热（热能、机械能） 

新 
能 
源 

燃料型能
源 

核燃料（核聚变能） 沼气（化学能）、氢（化学能） 

非燃料型
能源 

太阳能（辐射能）、风能（机械能）、地热
能（热能）、潮汐能（机械能）、海洋温差
能（热能、机械能）、海流、波浪动能（机
械能） 

激光（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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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的品质 

1、能流密度 

2、开发费用和设备造价 

3、存储的可能性与供能的连续性 

4、运输费用与损耗 

5、对环境的影响 

6、蕴藏量 

7、能源品位 

三 能源与环境问题（25 分钟）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预计，2020 年全球能源需求量达到 128.89 亿吨当量，2025 年

则达到 136.50 亿吨当量，平均年增率为 2%。 

（一）常规能源的环境影响 

1、大气污染 

化石燃料利用过程会产生 CO、SO2、NOx 等有害气体，不仅能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还

会直接损害人体健康。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因大气污染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经相当严重。 

       

2、酸雨 

SO2、NOx 等污染物，经大气传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酸雨，危害农作物和森林生态系

统，破坏水生生态系统，腐蚀材料，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酸雨还导致地区气候改变。 

       

http://jmzx.edu.xm.fj.cn/gykg/ZOUBIAO/Photo_Show.asp?Photo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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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室效应 

大气中 CO2 的浓度增加，地表平均温度将上升，尤其在极地，结果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

将给许多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由于大量化石能源的燃烧，大气中 CO2 浓度不断

增加。 

       

4、其它影响 

若再考虑能源开采、运输和加工过程中的不良影响，则造成损失将更为严重。 

如煤炭开采会有人员伤亡和土地塌陷。核能的利用虽然不会产生上述污染物，但存在核

废料问题。世界范围内的核能利用，将产生成千上万吨的核废料。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放射

性的危害或风险将持续几百年。 

      

（二）世界能源与环境问题 

世界人口从 1900 年到目前，净增加 2 倍多，而能源消耗增加了 16 倍，说明人类对能源

的依赖越来越强烈。目前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高。如果没有新

的替代能源充分发展，按目前消耗情况估算，人类又将面临着新的能源危机。另一方面，人

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平衡惨遭破坏，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思政元素——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四 新能源发展战略（15 分钟） 

（一）欧美新能源发展战略 

美国： 

2007 年，布什总统签署新的能源法案，资助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开发。 

2009 年，奥巴马政府提出能源新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每年拨款 100 亿美元，鼓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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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利用。 

欧洲： 

1997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白皮书。 

2000 年能源安全绿皮书。 

2003 生物液体燃料发展规划，2005 年生物质能发展行动计划。 

2006 建立欧洲可持续、可竞争、安全的能源战略绿皮书。 

（二）我国新能源发展战略 

1995 年《电力法》明确宣布，国家鼓励和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来发电。强调

指出，农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和其他能源进行农村电力建设，增加农村

电力供应，将得到国家的支持和鼓励。 

1997 年《节约能源法》再次肯定了新能源对于节能减排、改善环境的重要战略作用和地

位。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并出台了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法规和条例。 

2009 年《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草案)》提出新能源发电 2020 年的装机目标：风电 1.3 亿

~1.5 亿千瓦，太阳能发电 2000 万千瓦。 

【思政元素——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总书记“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积极开发新能源，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温家宝总理在人大十一届三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

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强智能电网建设”。 

教学总结：（5 分钟） 

一、能源利用的历史 

二、能源的概念 

三、能源与环境问题 

四、新能源发展战略 

作业：复习本节内容，完成雨课堂测试题 

教学反思： 

本节课内容是能源概述，本次课程采用设置情境—引发讨论—探索解决，从教学情况来

说，课堂教学效果良好。教学过程发现学生对于切尔诺贝利、石油之战等很感兴趣，因此新

能源发电可以找更多相关科技前沿视频、图片，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