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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IEC13273-2：2015《能效和可再生能源–通用国际术语–第2
部分：可再生能源》。
本标准与ISO/IEC13273-2：2015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为适应国内电工行业使用，将标准名称修改为“电工可再生能源术语”；
——按照GB/T 1.1-2009格式要求对第1章进行了改写。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引言中主要适用于 ISO/IEC 标准化工作领域的内容。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深圳市品牌建设促进中
心、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国电子
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汉能移动能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滕云、张亮、李娟娟、韩桂菊、楚子林、朱焰、冀晓洲、查丽、吴薇群、朱冉。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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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目的是支持与能源有关以及涉及可再生能源的活动。本标准中的术语是根据它们的相关性
和通用性质来选择的。本标准为提高能量术语一致性和共同性，解决可再生能源术语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本标准未规定针对环境可持续性或核能等特定主题的术语，而是规定了通用能源术语。
本标准旨在帮助技术从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这些领域使用或制定标准。
随着与能源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标准数量的增长，越来越需要就该领域的共同用语达成一致。
本标准规定了属于通用能源领域概念中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横向概念。能效相关概念见JB/TXXXXX。
本标准基于概念系统排列术语和定义，该概念系统体现了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
（参见附录A以了解每组术语的附加图表）。为了便于使用者理解，这种排列提供了横向能量概念的结
构化视图。本标准中的术语促进了所有能效活动参与方的理解，并有助于开展有效沟通。本标准包括可
再生能源通用的术语和定义，其组织如图1所示。本标准是制定一套完整的能源术语的第一步，并将随
着术语和定义进一步的达成共识而更新。

图1 词汇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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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可再生能源 术语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工可再生能源术语，包括能量相关术语、可再生能源相关术语和可再生能量相关术

语。
本标准适用于电工行业的可再生能源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无。
3

术语和定义

3.1

能量相关术语

3.1.1
能量 energy E
一个系统能够产生外部活动或做功的能力。
注 1：通常来说“能量”术语适用于电力、燃料、蒸汽、热能、压缩空气及其他媒介。
注 2：能量通常用标量表示。
注 3：本定义中所称的“功”是指向系统提供的外部能量或提取的外部能量。在机械系统中，指与运动同向或反向
的力；在热力系统中，指热能供应或热能迁移。

[来源:修改采用自1986年世界能源会议能源术语表]
3.1.2
能源 energy source
能够从中提取或再生能量（3.1.1）的材料、自然资源或技术系统。
注：作为能源的技术系统示例包括压簧、飞轮及电池。

3.1.3
间歇性能源 intermittent energy source
由于无法直接控制的因素而不能持续获得的能源。
示例：太阳能、风能。
注：可以通过储能来管理由于间歇性能源导致的能源生产和能源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见JB/TXXXXX定义3.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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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不可再生能源 non-renewable energy source
因开采而枯竭的能源。
示例：化石燃料，铀矿。
注：技术系统中储存的能源是否可再生取决于其初始能源的性质。

[来源：改写CEN-CLC/TR 16103:2010，4.1.5]
3.1.5
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因为其自然再生的速度快于被摄取的速度，所以不会因摄取而枯竭的能源。
注 1：可再生能源不包括回收的或废弃的能源。
注 2：城市垃圾的有机部分可视为可再生能源。
注 3：技术系统中储存的能源是否可再生取决于其初始能源的性质。
注 4：根据当地环境或其它原因，将能源判定为可再生能源的标准在不同地区之间可能有所区别。

[来源：改写CEN-CLC/TR 16103:2010，4.1.3]
3.1.6
可再生能量 renewable energy
从可再生能源（3.1.5）中获得的能量。
注：根据当地环境或其他原因，将能源判定为可再生能源的标准在不同地区之间可能有所区别。

[来源：改写IEV 617-04-11，2009年3月]
3.2

可再生能源相关术语

3.2.1
生物质 biomass
以生物源材料的形式存在的可再生能源（3.1.5），不包括嵌入地质构造的或转化为化石物质的材
料。
注 1：生物质包括生物源废弃物。
注 2：材料包括动物的副产品和残留物，不包括泥炭。
注 3：城市垃圾中的生物有机物部分可视为可再生能源。
注 4：地方可能对生物质被视为可再生能源的要求提出附加条件。

[来源：改写ISO 14021:1999/Amd1:2011，3.1.1]
3.2.1.1
生物质燃料 biofuel
从生物质（3.2.1）中获取的燃料。
[来源：IEA InterEnerStat，Harmonization of definitions of energy products and flows, Final
definitions,Part 2: Products，IEA,巴黎,2010年12月9日]
3.2.1.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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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生物质燃料 solid biofuel
从生物质（3.2.1）中获取的固体燃料。
[来源：IEAInterEnerStat，Harmonization of definitions of energy products and flows, Final
definitions,Part 2: Products，IEA,巴黎,2010年12月9日]
3.2.1.1.2
液体生物质燃料 liquid biofuel, bioliquid
从生物质（3.2.1）中获取的液体燃料。
[来源：修改采用自IEAInterEnerStat，Harmonization of definitions of energy products and
flows, Final definitions,Part 2: Products，IEA,巴黎,2010年12月9日]
3.2.1.1.3
生物质气 biogas
通过生物质（3.2.1）发酵或气化产生的气体。
注 1：生物质气有两种不同的来源：

a)

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主要由甲烷和二氧化碳构成，最显著的两个示例是填埋气和污水污泥产气；

b)

热过程产生的气体，由含有氢和一氧化碳的混合物（通常称为合成气）以及生物质气化或热解产生的其他组
分共同构成。

注 2：生物质气在工业过程中用作燃料以及原料。

[来源：修改采用自IEAInterEnerStat，Harmonization of definitions of energy products and
flows, Final definitions,Part 2: Products，IEA,巴黎,2010年12月9日]
3.3

可再生能量相关术语

3.3.1

生物能相关术语

生物质能 bioenergy
通过将生物质（3.2.1）转化为生物质燃料（3.2.1.1）而获取的可再生能量（3.1.6）。
3.3.2

水能相关术语

3.3.2.1
水能 hydro energy
利用自然流水或落水产生的动能转换的可再生能量(3.1.6)。
注 1：海洋水产生的能量见 3.3.3。
注 2：水能以电能或机械能的形式提供能量。

[来源：修改采用自Passive solar energy book – Glossary of renewable energy terms and
phrases]
3.3.3

海洋能相关术语

3.3.3.1
海洋能 marine energ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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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开发海洋的物理化学或热力学特征的某个方面而加以利用的可再生能量(3.1.6)。
注：海洋的特征可以是潮汐运动、波浪运动、热梯度、盐度梯度、洋流。

[来源：修改采用自 World Energy Conference – Energy terminology (1986)]
3.3.3.2
潮汐能 tidal energy
地球-月球-太阳系引力引起的潮汐涨落将产生静止水位质量的垂直位移，对位移产生的势能或动能
的潜在能量加以利用的海洋能(3.3.3.1)。
[来源：修改采用自 World Energy Conference – Energy terminology (1986)]
3.3.3.3
洋流能 ocean current energy
利用来自海洋或海流的流水动能的海洋能(3.3.3.1)。
3.3.3.4
波浪能 wave energy
利用水垂直位移的潜在能量或流水动能，或以上两种能量的海洋能(3.3.3.1)。
[来源：修改采用自 World Energy Conference – Energy terminology (1986)]
3.3.3.5
盐度梯度能 salinity gradient energy
利用两个水源盐度差异的海洋能(3.3.3.1)。
注 1：可以是海水和河水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是海水的两个不同部分之间的差异。
注 2：能量也可能来自于比重差产生的水的运动。

[来源：修改采用自Wave Energy Centre and IEA Ocean Energy Glossary]
3.3.3.6
热梯度能 thermal gradient energy
利用两个水源中温度差异（温差）的海洋能(3.3.3.1)。
注 1：对于海洋能，其来源通常是两个不同深度的水层。
注 2：热梯度能也称为海洋热能转换（OTEC）。

[来源：修改采用自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 Glossary renewable]
3.3.4

太阳能相关术语

3.3.4.1
太阳能 solar energy
利用太阳辐射产生的可再生能量(3.1.6)。
注：太阳能可以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量，如热能、电能，或直接用作照明。

[来源：修改采用自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 Glossary renew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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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2
光伏太阳能 photovoltaic solar energy
通过光伏电池转换为电能的太阳能（3.3.4.1）。
[来源：修改采用自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 Glossary renewable]
3.3.4.3
太阳能热能 solar thermal energy
转换为热量的太阳能（3.3.4.1）。
注：太阳能热能有两种类型：

a)

集中式太阳能热能，由集中式太阳能热能系统捕获的太阳辐射产生的高温热能，可转换为发电、驱动化学反
应或直接用于工业过程；

b)

非集中式太阳能热能，由非集中式太阳能热能系统捕获的太阳辐射产生的低温热能，可用于室内供热、制冷、
水加热、区域供暖和工业过程等应用。

[来源：修改采用自Ontario Government – Glossary of energy terms]
3.3.5

风能相关术语

3.3.5.1
风能 wind energy
利用风的动能转换为机械能产生的可再生能量(3.1.6)。
注：风力产生的机械能可用于抽水或其他直接机械工作，也可用于发电。

[来源：修改采用自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 Glossary renewable]
3.3.6

地热能相关术语

3.3.6.1
地热能 geothermal energy
以热能形式利用的从地壳内部产生的可再生能量(3.1.6)。
注：不同地区可能要求将地热能视为可再生能源需要满足不同条件。

[来源：修改采用自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 Glossary renewable]
3.3.6.2
浅层地热能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直接从地表以下的地面获取的用于供热或制冷的地热能（3.3.6.1）。
注 1：在某些国家称为“地源能量”。
注 2：此类地热能的事实基础是：在较低的深度，土壤的温度相对于环境空气是稳定的。

3.3.6.3
水热能 hydrothermal energy
从地表水或地下水中获取的地热能（3.3.6.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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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4
干热岩热能 hot dry rock thermal energy
利用存在于不透水的晶岩石中的热量产生的地热能（3.3.6.1）。
注：为了产生渗透性并实现水的循环和热量去除，可使用水力压裂。

[来源：修改采用自 Encyclopaedia of Alternative Energy and Sustainable Living]
3.3.7

空气源热能相关术语

3.3.7.1
空气源热能 aerothermal energy
利用存在于环境空气中的热量产生的可再生能量(3.1.6)。
注：在某些国家称为“空气源能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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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研编词汇的方法学
A.1

概述

本标准中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概念的横向特征要求使用：
——清楚的技术描述；
——所有潜在使用者都易于理解的协调一致的词汇。
概念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对能效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内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及将它们
安排到概念系统中，是一个连贯的词汇表的先决条件。上述分析被用于开发本标准中规定的词汇。因为
研编过程中使用的概念图可能有助于提供信息，所以它们被重复列出在A.2中。
A.2

概念图示

本标准通过图A.1、A.2和A.3所示的概念图表示所使用的方法，图A.1、A.2和A.3显示了可再生能源
词汇的主题分组。

图 A.1 能源相关术语图示
注：涂色的方格表示与图A.2中的概念图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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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可再生能源相关术语：概念图示

注：本标准并未对虚线方格中的日常用语进行定义，它们仅列在图表中用于说明概念。

图 A.3

可再生能量相关术语：概念图示

注：涂色的方格表示与图A.1中的概念图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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