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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清洁供暖深入推进的当下，地热

能可否成为山东清洁能源的主力军？

近日，经济导报记者获悉，由山东省地

矿局八〇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负责的一

项调查勘查统计表明，山东省地热资源丰

富，根据已有勘查成果估算，全省200米以

浅蕴藏的浅层地热能冬夏两季可交换资源量

3 . 85×1017千焦，折合标准煤131 . 4亿吨，相

当于全省煤炭地质储量的40%左右。其中，

鲁西北平原区为我省浅层地热能最为丰富的

地区，开发利用潜力大；鲁中南和鲁东大部

分地区，具有较好开发利用价值。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山东关于地热资

源开发利用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链，已

有井位利用形式单一，缺乏综合梯级开发和

多元化利用，亟待加以引导和协调。助推山

东地热能多元化综合利用成为当务之急。

浅层储量相当于煤炭4成 供热成本不超20元/平方米

山东地热能：储量虽大 市场仍小

《中国地热能发展报告(2018)》

白皮书显示，中国地热能资源丰

富，但资源探明率和利用程度较

低，开发利用潜力很大。

白皮书显示，我国地热能勘探、

开发及利用技术持续创新，地热能

装备水平不断提高。浅层地热能利

用快速发展，水热型地热能利用持

续增长，干热岩型地热能资源勘查

开发开始起步，地热能产业体系初

步形成。

白皮书提出，要尽快摸清中国

地热能资源家底，攻关地热能勘探

开发利用关键技术、先行先试培育

地热能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出台优

惠政策支持地热能高质量发展、建

立完善地热能的管理和监管体制机

制等。

其中，先行先试培育地热能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包括建立雄安新区

地热能区域性高效开发利用示范

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浅层地热

能集群化利用示范区、建设共和干

热岩型地热能勘查和试验性开发工

程、建设地热能特色小镇示范区。

(宗禾)

据了解，上述八〇一队主导的

勘查研究结果已得到了院士专家论

证，为山东地热能开发利用提供了

背景支持。

有关地质专家建议，力争用五

年左右时间，基本查清全省地热能

资源情况和分布特点，有序推动地

热能规模化、规范化和多元化开发

利用，形成较完善的地热能开发利

用法规制度体系、政策管理体系和

技术标准体系，打造地热能开发利

用示范省份和全国重要的地热装备

产业发展基地。

综合山东地热资源禀赋和分布

特征，可确立“三区一带”的地热

能开发利用与产业空间布局，建成

相互支撑、互相促进的地热能开发

利用产业体系，实现地热能开发利

用空间布局与产业配置的有机整

合。例如，在鲁西北优化提升区：

以德州、滨州、聊城、东营为主

体；在鲁西-鲁中南加快推进区：

以济南、菏泽、枣庄、济宁、临

沂、泰安、潍坊为主体；在鲁东适

度开采区：由胶东半岛沿海城市青

岛、烟台、威海组成。以7个大气

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农村地区为重

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建

设一批水热型地热能和浅层地热能

利用示范农村新型社区、示范中心

村镇。

同时，还应加快推进浅层地热

能调查评价。在完成16市城区和22

个重点县(市)浅层地热能调查评价

的基础上，重点对全省纳入京津冀

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7个城市县级

行政区域和代表不同浅层地热能发

育赋存条件的县(市、区)开展1:5万浅

层地热能调查评价，为浅层地热能

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至2023年，

完成全省约50个以上重点县(市、区)

的浅层地热能调查评价，完成30处车

站、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示范工

程浅层地热能场地勘查评价。分层

推进水热型地热能详细勘查。至

2023年，力争完成全省约40个地热

田的详细勘查。

呼吁确立“三区一带”开发布局

山东是全国地热资源开发

利用起步较早的省份，上世纪

五十年代便开始了水热型地热

资源的利用。

“截至2018年底，全省已

建成浅层地热资源供暖(制冷)

项目1000余处，应用总面积约

6000万平方米，开发利用类型

以地埋管换热方式为主，主要

为居民住宅和机关、企事业单

位办公楼提供供暖(制冷)。从

开发利用规模上来看，青岛、

烟台、菏泽、东营、潍坊、济

宁等市开发利用规模较大；聊

城、滨州、泰安、临沂、日照

等 市 开 发 利 用 处 于 起 步 阶

段。”聂玉朋说。

山东也是全国水热型地热

能利用最早、规模最大的省份

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

省共有天然温泉16处，地热井

约1200眼，开发利用以清洁供

暖为主，面积达到4000万平方

米左右。

不过，地热资源开发中仍

存在一些问题。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产业

定位、布局不明确，未形成一

定规模的产业链，区域发展不

平衡，已有井位布设在鲁西北

地区尤为集中，地热水开采在

时间与空间上高度集中，且多为

直供直排的供暖，利用形式单

一，缺乏综合梯级开发和多元化

利用。”聂玉朋对此表示。

在地热资源勘查方面，全

省也存在一些资源勘探空白

区，远不能满足市场开发利用

需求，制约了开发利用规划和

产业布局。

“截至目前，浅层地热能

完成1：5万资源调查评价的面积

仅占全省总面积的5%左右；水

热型地热资源在鲁中、鲁中南及

鲁东地区局部勘查程度较低；干

热岩型地热能目前还处于探索调

研和勘查阶段，开发利用条件尚

不成熟。”聂玉朋举例说。

尚待综合梯级开发

“到2023年末，通过地热

资源的开发利用，可实现年替

代标准煤290万吨，年减排二氧

化碳691 . 94万吨，二氧化硫4 . 93

万吨，氮氧化物1 . 74万吨，粉

尘2 . 32万吨。”山东省地矿局

八〇一队矿产与新能源地质中

心相关负责人聂玉朋表示。

近日，经济导报记者在济

南商河新能源小镇怀仁镇采访

时了解到，目前，该镇三所学

校、卫生院、镇中心社区等共

计6万平方米全部实现了地热取

暖。由济南热力集团公司承

建，于2017年12月19日开始试

运行。这些项目可实现平均室

温19度以上，居民取暖费每平

方米仅有20元，明显低于常规

集中供暖价格。

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地热

能的开发利用正成为推进北方

地区清洁取暖的有效方式，一

个重要原因是，地热能供暖(制

冷)与煤改气、煤改电相比，具

有较强的经济性。

“据测算，采用浅层地热

能供暖(制冷)和水热型地热能

供暖的项目，按工商业用电电

价测算，综合供暖成本分别约

为 2 0元 /平方米、 1 4元 /平方

米；按居民生活用电电价测

算，综合供暖成本分别约为16

元/平方米、10元/平方米。”

聂玉朋分析说。

值得关注的是，山东不仅

地热资源丰富，而且分布面积

广，资源储量大，开采条件好。

按照资源赋存类型不同可

划分为浅层地热能、水热型地

热能、干热岩型地热能。全省

水热型地热能按热储类型主要

划分为新近系-古近系层状孔

隙热储型、寒武-奥陶系层状

岩溶裂隙热储型、前古生界-

中生界层状裂隙热储型和岩浆

岩-变质岩带状裂隙热储型四

种。层状孔隙热储主要分布在

鲁西北、鲁西、鲁南地区广大

松散岩区，重点包括东营、滨

州、德州、聊城、潍坊北部等

地；层状岩溶型热储主要分布

在鲁中、鲁中南碳酸盐岩区，

重点包括菏泽、泰安、枣庄、

济南、淄博、济宁等地；沂沭

断裂带地热区前古生界、中生界

层状裂隙热储，主要分布在潍

坊、临沂等地；带状热储主要分

布在鲁东岩浆岩-变质岩区，受

区域深大断裂控制，重点包括烟

台、威海、青岛、日照等地。

“全省水热型地热资源量

1 . 21×1018千焦，折合标准煤

413亿吨，地热水可采资源量每

年约为4 . 01×109立方米，其中

鲁西北地热区约占全省可利用

水热型地热资源量的三分之二

左右。”来自山东省地矿局方

面的勘查表明。

商河怀仁镇居民地热供暖20元/平方米

地热开发潜力巨大

E 延伸阅读

有关地质专家

建议，力争用五年

左右时间，基本查

清全省地热能资源

情况和分布特点，

有序推动地热能规

模化、规范化和多

元化开发利用

山东地热类型及分布区域表

(制表：王伟)

按资源赋存
类型分 浅层地热能 水热型地热能 干热岩型地热能

按热储类型分 新近系-古近系层状孔
隙热储型

寒武-奥陶系层状岩溶裂
隙热储型

前古生界-中生界层状裂
隙热储型

岩浆岩-变质岩带状裂隙
热储型

主要分布区域

鲁西北、鲁西、鲁南
地区广大松散岩区，
重点包括东营、滨
州、德州、聊城、潍
坊北部等地。

鲁中、鲁中南碳酸盐岩
区，重点包括菏泽、泰
安、枣庄、济南、淄博、
济宁等地。

潍坊、临沂等地。

鲁东岩浆岩-变质岩区，
受区域深大断裂控制，
重点包括烟台、威海、
青岛、日照等地。

商河通用机场排定“档期”
<<上接A1版

这一背景下，最早一批通用机

场项目备受关注，“先行者”莱芜

雪野机场改扩建项目进展如何？

9日，莱芜雪野通用机场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许增宝对经济导报记

者表示，该机场改扩建项目已委托

上海民航新时代机场设计院完成了

扩建方案，且方案已通过军民航专

业部门评审，“现正在通过市场化

招商筹集建设资金，资金到位后将

启动建设。”

许增宝表示，改扩建项目跑

道由800米延长到1200米，飞行区

达2B级别，配套建设供油、助航

设施实现夜航能力，并对停机

坪和机库进行扩建，资金预算达

2亿元。

作为山东4个通用航空产业板

块之一，雪野通用机场“筑巢引

凤”，为新增项目的运营和管理探

索出一条路径。

为发挥产业聚集效应，雪野通

用机场规划出占地3500亩的航空产

业园，设置飞行区、辅助飞行区、

配套商业区、观演区、航空俱乐部

等九大功能区，建设两大板块———

航空科技体育公园、机场板块和航

空器材展示交易、飞机维修、培

训、研发和装备制造板块。

许增宝介绍，园区朝向三大产

业定位：航空旅游业，依托中国国

际航空体育节，举办国际知名体育

品牌赛事，打造集观光旅游、竞赛

表演、航空文化、航空体验于一体

的4A级航空科技体育公园；通用

航空运营服务业，依托雪野通用机

场开展飞行培训、航空应急救援、

飞机托管等业务；维修、研发和装

配制造业，主要发展小型通用飞机

的研发、组装制造、维修、销售等

业务。

如今，雪野航空产业园集聚效

应初显，吸引了研发制造类、飞行

培训类、航空旅游类、应急救援类

的规模企业入驻。例如，雪野天翼

动力三角翼、无人机、旋翼机研发

组装生产项目，由哈飞集团投资建

设，总投资达2 . 5亿元，是国内唯

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力三角翼

研发制造企业。

不过，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中获

悉，现有通用机场运营情况尚不太

理想。尽管雪野通用机场已经运营5

年，但从投资方面看还未实现盈

利。从全国层面看，通用机场后期

如何盈利是普遍面临的难题。

社会资本“探温”

我国通用机场建设进入发展快

车道。今年3月25日，中国民航局

专门召开了促进通用航空发展工作

专题会，提出加大对通用机场建设

项目投资支持力度，推进通用机场

等基础设施建设。

去年，我国有126座通用机场

获得颁证，是历年颁证总和的1 . 7

倍。同时，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出

台通用机场建设规划。据不完全

统计，全国到2020年的通用机场

建设目标达6 6 0多个，若全部建

成，将超过之前全国“2020年，

建成500个以上通用机场”的规划

目标。

去年8月，国家发改委、中国

民航局还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通用

机场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

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通用

机场。双方联合对外公布的《民航

领域鼓励民间投资项目清单》上，

包括浙江横店通用机场改扩建、重

庆江南通用机场等5个通用机场建

设项目。

在山东，亦有不少社会资本对

通用机场建设跃跃欲试。在航空产

业上已有运作经验的山东龙飞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9日

上午，该公司董事长龙飞透露，其

最近与费县通用机场项目接触较

多，正试探进入这一项目，预计投

资额高达20亿元。由于通用机场项

目投资大、盈利周期长，龙飞坦言，

需要通盘考虑当地政府对项目的支持

力度及与双方或者多方的投资合作模

式，“后期运营上，还要考虑机场在

飞机停泊、检修维护等传统服务基础

上的产业延伸，如何提高盈利能

力。”龙飞表示。

许增宝对此坦言，通用机场发

展中的确有不少制约因素，例如，

低空放开步伐缓慢、全国统一的通

航空中飞行服务系统未建立、个人

消费飞行市场未打开等。他期待，

随着落地的通用机场项目增多，配

套的政策能够得以完善。

有受访的业内人士表示，从各

地的规划看，不少地方对于通用机

场的建设热情很高，但庞大的投资

额及紧张的建设用地指标，是项目

能否落地的关键。“投资主体应多

元化，增强机场营运能力，让社会

资本参与到通用机场的建设和运营

中来。”该人士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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