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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由宁夏宁东、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
林组成的能源“金三角”和新疆等西北地区是我国能源资源典型富集区，承担了我国能源供应的重任，同时也因其生态环境
的脆弱而面临着“大开发”与“大保护”统筹发展的难题。新时代下西北地区如何通过能源革命提升服务国家战略的能级和
水平，是西北地区能源发展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在分析西北地区资源、产业和区域优势与挑战的基础上，结合能源革
命要求，提出西北地区实施能源革命应战略定位于国家多能融合技术示范基地、国家煤制燃料战略储备基地和国家综合能源
供应基地，多能融合是实现西北地区战略定位的有效路径。建议围绕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及耦合替代，可再生能源多
能互补与规模应用和低碳化、智能化多能融合三条主线，推进六项融合示范举措，共同实现以多能融合为特征，以能源技术
革命为引领的能源革命“西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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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Path for Energy Revolution in Northwest
China in the New Era
Zhu Hanxiong, Geng Xiaoying, Xiao Yu, Cai Rui, Liu Zhongmin
(Dali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alian 116023,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Both energy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are key challenges for China in the New Era. Northwest China, especially the
Energy Golden Triangle area and Xinjiang, is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a’s energy supply owing to its rich energy resources.
However, 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ecosystems in this reg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challenging; therefore, developing a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 for energy revolution becomes urgent in this region. In this article, we first analyze the unique competencies and
challenges regarding resource, industry, and location; considering the requirements of energy revolution, we propose that the Northwest
China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a national multi-energy integration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base, a national coal-to-fuel strategic
reserve base, and a national comprehensive energy supply base. As a strategic path for promoting energy revolution in Northwest
China, multi-energy integration consists of three main themes and six demonstration measures. The three main themes are the clean
and efficient use of fossil resources and coupling substitution, multi-energy complementarity and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 low-carbon and intelligent multi-energy integration. Adopting these measures, a Northwest China approach to energy
revolution can be formed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multi-power integration and led by energy technology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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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发展，西北地区能源资源开发利用重点逐渐发生转
移，开采绿色化、产业高端化、能源结构低碳化成

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大局”和“两个一百年”

为新趋势。

奋斗目标交汇的重要时期。面对全球疫情冲击、
世界“逆全球化”思潮加剧、国际地缘政治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增多等外部冲击，我国能源安全风险
加剧。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
的能源发展也进入新时代。2020 年 9 月 22 日，习
近平总书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在联合
国大会上做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
达 到 峰 值， 努 力 争 取 在 2060 年 前 实 现 碳 中 和 承
诺，并先后多次重申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对我国能源低碳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在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
能源发展》白皮书指出，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

( 一 ) 化石能源资源开采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发
展，绿色开采成为趋势
煤 炭 是 西 北 地 区 最 具 优 势 的 能 源 资 源， 也
是目前开发利用程度最高的能源。西北地区埋深
2000 m 以浅的煤炭资源量达到 2.6×1012 t 左右，占
全 国 煤 炭 资 源 总 量 超 过 70%。 已 探 明 煤 炭 资 源
8.758 7×1011 t，占全国探明煤炭资源的 51.3% [2]。
同时，区域整体地质构造简单，开采条件好，便于
大规模开采。区域内煤炭产量从 2000 年的 0.75×
108 t 增加到 2019 年的 1.45×109 t，占全国产量比例
由 5.4% 上升到 37.7% [3~8]（见图 1）。其中，鄂尔

积极适应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新要求，坚定不
移走高质量发展新道路 [1]。因此，构建自主可控

多斯和榆林已经是我国煤炭产量最高的两个城市。

的能源供应体系，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和气候

硫、高发热量及高含油率的“两高三低”特征，是

变化应对能力，是我国能源革命的首要需求和战

优质的化工原料煤。

略重点。

此外，煤种齐全且质量优良，具有低灰、低磷、低

随着全国煤炭供给侧改革继续推进，煤炭生产

以宁夏宁东、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为

基地将加速向西部接续地区转移，西北地区仍能保

核心的能源“金三角”和新疆等西北能源富集地

持现有的产能和产量，甚至进一步扩能增产。但考

区在我国能源安全保障中被赋予多项国家重任，

虑到未来我国煤炭消费总量增量有限，甚至减量发

当前已是我国“西煤东运”
“西气东输”
“西电东送”

展，叠加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限制，西北地区

的源头，同时也是国家十分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
西北地区以全国不到 18.6% 的国土面积，赋存了全

煤炭生产规模将难以再有更大发展空间。整体上，

国 70% 的煤炭资源储量，近 1/3 的油气当量储量；
提供了全国 1/3 的原煤、1/5 的原油和近一半的天然

当前产能规模下提升产能优质水平，实现绿色开采

气等化石能源 [2~8]；其中，在能源“金三角”地
区建成了全国 1/3 的大型煤电基地 [9] 和超过 1/3 的

除煤炭外，西北地区油气资源也很丰富（见
图 2），2013 年 区 域 原 油 产 量 突 破 4×107 t， 到

现代煤化工项目 [10]，有力地保障了我国能源供应

2019 年区域内原油产量维持在 3.8×107 t 以上，占全
国原油产量的 19.9%。在天然气生产方面，榆林、

安全。西北地区基于既有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
战略使命，如何紧密围绕国家能源产业政策导向，

西北地区煤炭产量占全国比重仍将上升。因此，在
将是西北地区煤炭资源开采的趋势。

充分调动多元力量，抓住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契机，

鄂尔多斯和新疆都是“百亿方”级天然气生产基地，
2019 年天然气产量分别为 1.764×1010 m3、3×1010 m3、

提升服务新时代国家能源发展战略需求，是当前及

3.399×1010 m3，合计共占全国天然气产量的 46.3%。

今后需要回答的问题。

随着全国其他区域天然气产量的增长，区域内天然
气产量占全国比重在 2011 年达到最高值（58.6%）

二、西北地区能源发展现状及趋势

后呈逐年波动下降态势 [3~8]。综上，西北地区油
气生产总量在现有技术和管理体制下进入了稳定生

西北地区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资源丰

产期，未来油气开采重点将转向提升油气绿色开采

富，同时蕴含丰富的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为
区域多种能源融合发展提供基础。经过 20 多年的

水平，包括提升开采效率，降低开采过程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推进二氧化碳驱油封存等方面。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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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北地区煤炭产量及占全国比重（2000—2019 年）

时间/年
原油产量；

天然气产量；

原油产量占全国比重（右轴）；
油气合计占全国比重

天然气产量占全国比重（右轴）；

(右轴）

图 2  西北地区油气产量及占全国比重（2000—2019 年）

（二） 现代能源化工产业集聚发展，能源产业呈高
端化发展
2017 年 3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
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
方案》中布局了四个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鄂尔

步推动了西北地区电力外输基地和煤化工基地的快
速发展。到 2019 年，能源“金三角”地区煤炭就
地转化率达到 23% 左右 [11]。
截至 2019 年年底，西北能源富集地区建成投

多斯、榆林、宁东、新疆准东均被列入。近年来，

产的煤直接制油、煤间接制油、煤制天然气、煤
制烯烃、煤制乙二醇分别占全国总产能的 100%、

随着特高压输配电技术和一批现代煤化工技术产

79%、74%、44% 和 18% [10]。此外，在建及拟建

业化推广，西北地区靠近市场区域纷纷由输煤、

项目也占全国较大比重，具体见图 3。

输气等一次能源产品转向输电、输化学品等高附
加值产品，以期跨越“资源陷阱”。除新疆受运输

（三） 可再生能源加速开发，能源结构呈低碳化发展

距离限制，煤炭生产基本供应本地外，其他区域

西北地区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具有良好的资源

都将煤炭就地转化率列为政府的追求目标，进一

基础。宁夏、新疆等地绝大部分地区的年日照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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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9 年西北地区现代煤化工产能占全国比重

大于 3000 h，年均辐射量约为 5900 MJ/m2，具有利

采成为发展趋势。在能源外输方面，随着本地资源

用太阳能的良好条件。新疆等地也是我国大陆风能

转化率提升和外输铁路新通道的建成投产，压力有

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技术开发的风能储量可达

所缓解，运输物品逐渐由大宗能源资源运输转向能

8

3.9×10 kW [12]。同时，西北地区地域广阔，开发
成本低，为大规模发展风、光等可再生能源提供了
良好基础。

源化工产品运输。
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依然严峻。
西北地区深居内陆，属重度贫水地区，且区域内水

目前，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国家和地区优化能

资源开发的潜力不大。此外，区域内土质疏松，不

源结构的重要发展方向，西北地区在可再生能源成

利于植被的生长，导致区域植被覆盖率特别低，生

本快速下降及国家对地区能源生产消费结构清洁化

态环境极其的脆弱。新时代下，生态红线对地区发

的要求下，加快了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以能源“金

展将形成“硬约束”，西北地区“大开发”与“大保护”

三角”的榆林市为例，“十三五”期间风光可再生

的矛盾继续深化。

能源装机量增长了 2 倍，“十四五”及以后还将继
续以倍增速度发展。

产业同质化严重、煤炭转化无序竞争问题更加
突出。西北地区涵盖多个省级行政单位，由于缺少
“一体化”发展规划，在相似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发

三、西北地区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机遇

展条件下，各区形成了高度同质化的产业结构。经
过近几年发展，产业同质化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一）面临的问题

此外，西北地区作为我国能源供应基地，也面

2012 年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能源‘金三

临着我国系统发展的一些共性问题，如现有能源体

角’发展战略研究”中总结了以能源“金三角”为

系中各分系统相对独立，难以合并“同类项”，结

代表的西北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包括：产业化同

构性矛盾突出，整体效率不高。根本原因一方面是

质化严重、能源资源开发粗放、煤炭转化无序竞争、

缺少能打破系统壁垒、促进多能融合的关键技术，

能源外输压力大、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等六

另一方面是在体制机制上还面临条线管理的障碍。

大问题 [13]。经过几年发展，尤其是在新时代生态
文明战略、能源革命战略引导下，上述各项问题发
展不一。

（二）潜在的机遇
西北地区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

能源资源开发粗放、能源外输压力大等问题有

倡议和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地区，2020 年 5 月 17 日

所缓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质产能”政策

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

引导下，能源资源开发粗放问题得到缓解，绿色开

指导意见》进一步确定了新时代西部地区作为整体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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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和要求，将为西北地区整体推
进能源革命提供政策红利。

能替代亿吨级油气当量的技术和产业体系。
依托区域内大型现代煤化工企业，建成国家级
煤制油、煤制甲醇燃料、煤制乙醇燃料等煤基燃料

四、新时代西北地区推进能源革命的战略定
位建议

的产能集聚地，形成能支撑极端条件下的液体燃料
供应的国家级产能储备。依靠区域内多种能源化工
产业集聚，探索煤制燃料产品灵活调变的生产技术

面向国家能源发展面临的能源安全保障和气候

和路径，提升产业市场竞争力。

变化应对重大需求，基于西北地区的基础与现状，
以创新性、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的思维来谋划
西北能源发展的功能布局和示范布局，重构西北地

（三）打造国家综合能源供应基地，提升国家能源
供需平衡能力

区能源发展的技术体系、产业体系和制度体系，建

面对新时代能源供应新要求，基于西北地区资

议将西北地区打造成为国家多能融合能源技术示范

源优势，稳固国家综合能源供应基地定位，进一步

基地、国家煤制燃料战略储备基地、国家综合能源

提升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和清洁化水平。在煤炭方面

战略供应基地。

推进保水采煤、填充采煤等绿色开采技术的大规模
推广应用，稳固全国优质煤炭供应基地。在油气方

（一）打造国家多能融合能源技术示范基地，提升
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和区域承接能力
针对能源领域多能融合技术缺乏的现状，在西

面，完善油气管网建设与布局，提升天然气开采、
处理与外输能力，强化天然气液化能力和辐射区域，
扩大煤基天然气并网输送规模。在电力外送方面，

北地区打造多能融合能源技术示范基地，推动能源

推进特高压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建设千万千瓦级电

领域国家重大研发专项工程落地示范，带动区域

力外送基地、千万千瓦级风光火储多能互补基地，

“产学研用”完整创新链建设。以重大示范项目为

探索大规模、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与煤电基地的协同

牵引，引导国家能源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重要企业

互补技术与机制，提升外送电力的绿色度和稳定

向西北地区汇集，建设一批能源创新中心和实验室，

性。在能源化工方面，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的终

形成一批产业联盟，推进技术集成创新，加快技术

端化、精细化、高端化和高值化发展。在资源利

成熟、市场有需求、经济合理的适于西北定位的重

用方面，谋划好生产过程的中间产物、副产物以

大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在适合区域建设中试熟化

及废弃物的再利用和资源化利用体系，打造具备

基地与服务平台，推动先进适用技术的中试放大、

区域产业特色的循环经济体系。

工程化、产业化。
针对多能融合技术落地过程中实际面临的体制
机制问题，寻求先行先试改革，在科技创新、土地

五、 新时代西北地区推进能源革命的实施路
径建议

政策、环保政策、政府管理体系等方面形成一批适
合科技创新规律的长效机制，提高区域承接新技术
和新产业的能力。

新时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战略要求，结合西北地区的
能源特点和实际情况，本文建议西北地区以多能融

（二）打造国家煤制燃料战略储备基地，提升国家
油气安全保障能力

合为特征，以能源技术革命为引领推进能源革命，
打造适合西北地区的能源革命模式。

基于西北地区的煤炭资源规模及“富油”煤质
优势，建立国家煤制燃料战略储备基地，探索“藏

（一）多能融合的涵义

油于煤，藏油于技”的多元技术路径。依托重大示

多能融合是指综合考虑能源资源的能源属性和

范工程，培育形成重大装备设计、制造和成套生产

物质属性，通过新技术、新工艺将传统化石能源各

能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艺设计和工程制造

体系与非化石能源进行互补整合，以能量流、物质

体系，建立国家煤制油气战略技术储备基地，打造

流和信息流的集成耦合实现综合能源系统中能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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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环境效益、经济成本和社会效益的多目标优化。

独立的技术和体制壁垒，实现能源分系统间的优势

多能融合可以从分子、反应、过程、产品、能

协调互补。

源系统、区域等多个层级和多个尺度实现融合，促

根据我国现有能源体系划分，多能融合技术可

使能源资源从单一的能源利用到能源和原料综合利

归为三条主线：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及耦合

用，从单一产品生产到分级分质多联产利用，从而

替代，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与规模应用和低碳化、
智能化多能融合 [14]，具体见图 4。

提升整体能源利用效率，缓解能源供需矛盾，降低
能源利用的环境影响。相比目前各能源分系统孤立

主线一：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与耦合

运行的情况，多能融合不仅需要技术创新，也需要

替 代。 我国“富煤、贫油、少气”资源禀赋和当

体制创新，以破除各能源种类之间条块分割、互相

前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生产、消费体系决定了在

主线一：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与耦合替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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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三：低碳化、智能化多能融合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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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多能融合战略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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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推进化石能源，尤其是煤

基础化学品技术与示范，煤制基础含氧化合物技术

炭清洁高效利用仍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点方
向。主线一通过合成气 / 甲醇中间转化平台，利用

与示范，煤化工与石油化工耦合技术与示范等。战

烯烃、芳烃和含氧化合物等大宗化学品 / 燃料合成

化工弥补石油化工的不足，重点关注烯烃、芳烃等

的变革技术，实现煤化工与石油化工过程中产物耦

大宗化学品及特种油品（如高端润滑油，大比重航

合与热力耦合，促进煤炭清洁高效转化，促进能源

煤，高原用燃料等），特别关注煤化工在合成含氧

化工产业链终端化、高端化、差异化发展，实现煤

化合物方面的特殊优势，在巩固甲醇优势的同时，

炭对石油天然气的部分替代，并与炼油化工产业形

注重各种用量大的小分子含氧化合物，如乙醇、乙

成协调发展关系，提升国家能源安全保障水平与化

二醇等；在技术上，重点关注具有变革性意义的新

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水平。

技术，如高效煤气化技术，粉煤热解，合成气一步

主线二：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与规模应用。面
向可再生能源逐步由补充能源转为主体能源的趋

略上注重煤炭弥补石油资源的不足，市场上注重煤

合成乙醇、乙二醇、对二甲苯（PX）、烯烃等技术
的开发与应用。

势，西北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应提前谋划，主动转型，

2. 推进能源化工产业全链条、多产业融合示范

推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高比例发展，为多能互补

针对能源富集地区高度依赖资源开发、产品附

融合创造基础条件。主线二通过技术创新，充分发

加值低、同质化竞争严重、产业链延伸关键技术缺

挥大规模先进储能平台，解决可再生能源低能量密

乏等问题，推进能源化工产业的全链条延伸、多产

度、高波动特性的问题，解决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
展中供应与消费的时空错配问题。同时，探索用物

业融合，推进能源化工产品终端化、精细化、差
异化、绿色化发展。重点布局煤 – 精细化工全产

理储能、化学储能、氢储能等多种储能方式，实现

业链示范、高效燃烧发电与供热、大宗固体废弃

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系统的融合互补，进一步扩

物综合利用示范。重点推进煤化电热一体化集成、

大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系统的深度替代。

煤基新材料、煤基精细化学品的项目示范及产业

主线三：低碳化、智能化多能融合。当前，能

发展，推动现代煤化工与电力、材料和化纤等产

源结构正处于从高碳到低碳、无碳的过渡期。我国

业融合；推进煤矸石综合利用、粉煤灰综合利用、

能源消费以化石能源为主，而化石能源利用过程中

化工渣综合利用、工业废弃料综合利用等项目示

必然排放二氧化碳，因此只有借助以可再生能源为

范及产业发展，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煤化工

基础的低碳能源载体，通过融合促进化石能源原料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化利用和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才能实现二氧化碳
减排。主线三通过技术创新，充分发挥氢 / 低碳醇

3. 推进可再生能源与储能的融合示范
针对能源富集地区低碳化转型发展的需求，结

的多能载体作用，促进化石能源由燃料向原料和燃

合区域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的条件，推进可再生

料并重转变，促进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

能源与储能的融合发展，探索大规模、高比例可再

促进终端能源消费深度电气化和低碳化，是实现碳

生能源系统建设路径。重点布局可再生能源高效利

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促进能源系统低碳化转型

用、先进储能利用示范。积极示范和推广可再生

的重要选择。

能源大规模发电、先进光热技术、完善并推广应
用需求侧互动技术、电力虚拟化及电力交易平台

（二）西北地区推进多能融合路径与举措
基于西北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战略定位，

技术，构建“互联网 +”电力运营新模式。实现
千万千瓦级风光火储一体化示范工程，提升可再

建议从以下六个方面推进该地区多能融合，践行能

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降低城市综合能源

源革命。

系统的碳强度。

1. 推进现代煤化工与石油化工的互补融合示范

4. 推进以氢 / 低碳醇为载体的多能融合示范

针对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过高所导致的能源

针对国家未来能源体系全面低碳化、绿色化发

安全问题，推进煤炭与石油的互补融合。重点布局

展的需求，推进以氢 / 低碳醇为载体的未来能源体

煤炭分级分质梯级利用技术与示范，煤制油和烃类

系建设，充分发挥氢的能量和物质双重属性，把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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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为煤化工、生物质及可再生能源的连接载体。

为国家能源革命战略落地提供有效途径。

重点布局氢能全链条区域综合利用、氢能与煤化工
多能融合、二氧化碳捕集与埋存示范。充分发挥西

六、结语

北地区的氢资源多元丰富、可再生能源规模大、管
网基础设施较完善等优势，抢抓氢能源产业进入市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

场化的战略性机遇，重点开展制氢、输氢、加氢、

能源革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燃料电池、氢能汽车等氢能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建设，

系。西北地区作为我国能源生产接续地与核心区，

先行先试氢能对高碳城市、高碳产业的降碳路径和

当前正集中体现了我国未来能源转型发展中面临的

潜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氢能示范地区。基于

问题与挑战。新时代下，西北地区更需以“一体化”

煤化工产业二氧化碳排放源集中、气体高浓度的特

姿态，通过顶层思考与设计，集中试验示范，突破

点，开展二氧化碳大规模捕集与埋存示范；推进氢

多能融合先进能源体系下面临的技术难题、体制障

气与二氧化碳合成制低碳醇 / 燃料等领域的研究与

碍等，合力实现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化石能源清洁

示范，打造“液态阳光”能源体系雏形。

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和高碳产业低碳

基于西北地区低碳醇产业发达，甲醇、乙醇原

发展，促进区域能源革命的实施，为国家能源革命

料富集优势，开展煤基醇醚燃料的区域综合应用示

战略的全面实施探索有效途径，加快提升国家能源

范，为我国液体燃料补充替代战略提供多元选择。
尤其在煤制乙醇燃料方面，随着 50 万吨级煤制乙

安全保障能力和气候变化应对能力。

醇项目的建成投产，可在地区内先行先试煤制乙醇
燃料的区域综合应用。
5. 推进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智慧融合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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