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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助力构建国家能源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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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能源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以能源绿色转型发展支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未来能源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而科技创新是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文章在分析我国能源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能源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面临

的重大挑战，提出了以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耦合替代、清洁能源多能优势互补与规模应用、低碳化多能

战略融合为主线的能源科技发展新思路和战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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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Overall View

编者按     能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富煤、贫油、少气
的资源禀赋特点使得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长期以煤为主，由此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在我国经济由粗放转向高质
量发展的阶段，亟待依靠能源科技创新，驱动我国能源供给和消费体系的系统性变革。基于此，依托中国科学院“变
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院刊》邀请能源科技领域的相关专家围绕该主题组织
了本期专题，该专题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刘中民院士指导推进。

1 我国能源的总体情况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

费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全年能源消费

总量 46.4 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3.3%[1]。煤炭消费

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9.0%；天然气、水电、核电、

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22.1%，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达到  7 .28 亿千瓦，同比增

长 12%[2]；原油对外依存度 71.0%，天然气对外依存

度 43.9%[1]。总体来讲，一方面化石能源仍是我国能源

消费的主体，原油及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给

我国的能源安全带来隐患；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的清

洁能源替代作用日益凸显。

近年来，我国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但“富煤、贫

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点使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

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由此带来了生态环境

破坏和能源资源瓶颈等问题。同时，我国政府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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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到 2030 年碳排放达到峰值。如何在国际气候协议

制约及国内环保压力下，既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又满

足能源结构变革与产业结构转型的要求，促进能源、

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是我国能源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解决好能源

问题是支撑我国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050 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基础保

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能源发展与改革工

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特别是 2014 年 6 月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

确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

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等重大

发展战略，为我国能源改革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

系，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也发布了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3]，其

中提出“到 205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一半，建

成现代能源体系，保障实现现代化”。这是一幅宏伟

的蓝图，我国目前能源结构中，非化石能源占比仍只

有 14% 左右，实现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

2 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近年来，我国能源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如能源

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装备国产化水平显著提升、部分

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打造新型能源产业奠定了

坚实基础，但与新时期能源革命的战略目标相比还有

较大差距。此外，由于我国能源资源约束日益加剧、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调整结构、提高能效和保障能源

安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能源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及挑战。

2.1 我国能源供给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

形势日益严峻，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供给安全以及进

口通道安全。在石油供给安全方面，由于我国石油资

源地质储量少，石油生产总量远低于石油需求总量，

导致我国石油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原油对外依存度长

期处于高位且有进一步快速增加的趋势，从 2010 年

的 53.8% 迅速飙升到 2018 年的 71.0%。在天然气供

给安全方面，我国的天然气生产和消费持续增长，

自 2007 年开始，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大于生产量，对外

依存度不断攀升，2018 年达到 43.9%。在进口通道安

全方面，我国能源进口通道安全强烈依赖地缘政治，

能源的地缘竞争逐渐表现为油气资源陆上获取权和海

上运输控制权相结合趋势，而受到地区政治不稳定因

素的影响，我国的油气资源进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2.2 生态环境压力加大，污染排放问题突出
大规模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

以及能源消费所导致的污染排放，正日益超出环境的

承受能力，主要体现在对大气环境、水资源及生态系

统的影响等方面，化石能源利用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

硫（SO2）、氮氧化物（NOx）、烟尘等污染物。目

前城市交通、火电已成为细颗粒物（PM2.5）的主要来

源，并且火电、交通及其他工业排放的颗粒物仍将持

续增加。大范围、高强度的雾霾天气倒逼能源转型。

全球对温室气体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形成共

识，并达成了二氧化碳（CO2）减排的约束性政府间

协议。中国政府承诺到 2030 年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 CO2 排放较 2005 年下降 60%—65%。我

国能源消费量大，且以高碳化石能源为主，未来在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这不

仅严重制约我国化石能源的使用总量，同时也对现有

化石能源的使用方式提出了挑战。

2.3 能源科技水平总体不高，国际竞争激烈
我国能源科技水平在全球局部领先、部分先进、

总体落后。创新模式有待升级，引进消化吸收的技术

成果较多，与国情相适应的原创成果不足。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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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完善，创新活动与产业需求脱节的现象普遍存

在，各创新单元同质化发展、无序竞争、低效率及低

收益问题较为突出。能源产业缺乏关键核心技术，部

分核心装备、工艺、材料仍受制于人，重大能源工程

依赖进口设备的现象仍较为普遍，技术空心化和对外

依存度偏高的现象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2.4 我国现有能源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能源体系构成复杂，加之我国人口和发展基数

大，长期以来，我国能源体系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

的各分系统，一定程度上合力促进了国家发展。但是

随着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形势变化，特别是内外环境约

束的增加及生态文明的进步，虽然各分系统面向社会

提供能源产品的大目标一致，但系统间的发展不协调

性日益凸显。受限于我国的能源资源特点，石油化工

难以提供化工基本原料，严重制约下游精细化工行业

发展；而煤化工适于制取大宗化学品和油品，可以弥

补石油资源不足，亟待将现代煤化工与石油化工协调

发展，优化合理的产业结构。类似问题还体现在：太

阳能、风能发电并网率低，水能、核能相对过剩，以

及燃料乙醇存在与人争粮风险等。孤立的能源分系统

难以协调发展，整体效率不高，“九龙治水”已经不

能适应发展的需求，亟待破除供给侧各能源种类之间

版块分割、互相独立的体制壁垒，亟待突破能源种类

之间互补及耦合利用的核心技术。

3 科技创新助力构建国家能源新体系的构想

2050 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一半”和“构建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能源愿景，难以

依靠现有能源技术的累积性进步而实现。我国现有能

源体系中各分系统相对独立，且存在结构性矛盾，各

分系统之间难以“合并同类项”。必须从能源革命和

构建能源新体系的国家目标出发，加强全局性顶层设

计，从现在开始探索和奠定能源供给侧和消费侧的创

新技术，研究形成经济上可行的技术途径，并以此为

基础，形成总体发展策略和系统解决方案。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才能保障国家目标的顺利实现。

我国现有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与核

能五大能源类型之间，存在通过相对优势的互补融合对

冲消除各种能源种类劣势、形成整体优势的发展需求和

巨大技术创新空间。例如：煤化工大多属于低碳分子

重构的放热过程，石油加工属于大分子裂解的吸热过

程，两者的耦合不仅可以大幅提高能效，也可以弥补各

自的不足；利用可再生能源、高温核能等制取的氢，可

以补充煤化工之所缺，也可以与 CO2 通过催化耦合而制

取油品和大宗化学品，总体上实现 CO2 减排；可再生能

源可通过规模储电而提高并网利用效率；多种技术的结

合可以因地制宜地形成低碳化清洁能源供应系统，促进

能源消费革命等。技术路线不仅要注重现阶段多种能源

的互补融合，也要兼顾我国能源发展从高碳向低碳直至

无碳的过渡中的技术需求；不仅注重技术的变革性，积

极抢占国际技术制高点，也应兼顾为我国相关产业结构

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据此，我们建议从能源系统顶层设计角度出发，

以能源技术创新为引领，以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

耦合替代、清洁能源多能互补与规模应用、低碳化多

能战略融合为 3 条主线，逐步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国家能源新体系（图 1）。发挥举国体制优势，

打破能源领域版块壁垒，突破高效催化、低碳制氢、

规模储能等一批战略核心技术，抢占能源技术战略制

高点；通过逐步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促进

整个能源系统全生命周期的高效运转和生态循环，实

现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及核能的低碳化战略融合与

发展。

3.1 鼓励发展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
用与耦合替代技术，保障能源安全
能源供应与安全是我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

基本保障。我国煤炭资源量占化石资源总量的 95% 左

右，能源资源禀赋与能源消费结构严重不匹配，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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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依存度逐年增加（2018 年为 71.0%）。在当前国

际形势下，油气资源不足及长期依赖进口的状况更加

凸显了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紧迫性。

相比其他能源种类，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

重虽然会有所下降，但其作为我国能源结构主体的基

本国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2018 年，我

国能源消费总量 46.4 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量占能源

消费总量的 59.0%。煤炭燃烧过程会产生大量的 SO2、

NOx 和烟尘等污染物，其产生的碳排放占我国能源消

费碳排放的 75% 以上，这使我国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

和碳排放压力。

经过长期发展和国家支持，我国在煤化工领域已

经形成了一批核心技术，正处于完成工业示范并大规

模推广应用的有利时期。发展以煤为原料的现代煤化

工，通过气化、液化、新型焦化等途径制取油品和替

代石油制取大宗化学品，不仅可缓解石油供应紧张局

面，也可弥补现有石油加工与石油化工行业的结构

性缺陷，促进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紧急情况下还可以

成为保障油气供应的重要支柱。同时，需要通过技术

创新，加强新产品开发，通过延伸产业链，发展高附

加值、精细化、差异化的产品。重点以甲醇转化为平

台，耦合石油基原料（苯、甲苯、石脑油等），实现

烯烃、芳烃和含氧化合物大宗化学品/燃料的合成技术

变革，形成煤化工与石油化工协调发展、构建合理产

业结构的整体理念。

围绕现代煤化工过程中环境优先、清洁转化、高

效利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着力解决清洁燃烧和催

化转化过程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突破高能耗、高水

耗、高排放等关键技术瓶颈，实现高碳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重点研究煤转化以及油煤气耦合制燃料和

大宗化学品的新路线和新方法，突破以煤经甲醇、合

成气为平台化合物的能源化学品合成新技术，推动煤

化工与石油化工融合发展和相关工业转型升级，突破

民用散烧、工业燃煤高效超低排放燃烧关键技术瓶颈

等。

3.2 发展清洁能源多能互补与规模应用技术
原则上，可再生能源与核能等清洁能源的量越

多，总的碳排放量就会越少，化石能源就可以少用，

表面上看似乎单纯发展清洁能源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这些清洁能源的产生及利用方式强烈地依赖地

域与自然环境，在部分自然资源丰富的小国可行，然

而与我国现有集约化国家能源供应体系的联系是困难

的，需要结合区域智能能源网络的构建及新兴产业的

发展统筹考虑。在未来的新型能源体系中，可再生能

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耦合替代 清洁能源多能互补与规模应用

低碳化多能战略融合

天然气 煤

电 热

核  能水/风/光/地热/生物质

CO2

储能

高
效
热
利
用

电解制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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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构建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低碳化多能融合的新型能源体系

合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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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与新能源将替代化石能源供电、供热，并通过富余

电力生产氢能，为交通燃料生产、化工品合成提供氢

源；高碳化石能源、低碳生物质能将通过物质转化，

满足交通燃料、化工品、焦炭、电石、新型炭材料等

产品生产需求。而随着电动车的推广和普及，化石能

源原料消费将更集中于化工品、新型炭材料等产品生

产。例如，以电动车作为分布式储能的终端，根据车

辆使用情况进行电能反馈，提高电网的稳定性，推动

风电、太阳能发电大规模接入电网，有利于实现电动

汽车、智能电网与可再生能源的融合发展。

截至  2 0 1 8  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达到  7 .2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2%；其中，水电装

机 3.52 亿千瓦、风电装机 1.84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

机 1.74 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 1 781 万千瓦，分

别同比增长 2.5%、12.4%、34% 和 20.7%。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约占全部电力装机的  38.3%，同比上

升  1.7 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的清洁能源替代作用

日益凸显 [2]。《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

2030）》中指出，到 2030 年和 2050 年，非化石能源

占比达到 20% 和 50%。要实现这些目标，需突破清

洁能源多能互补与规模应用的关键技术，形成以储能

为枢纽的多能互补体系，提升清洁能源比例。重点发

展可规模化、链条完整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储运、转

化、并网、利用的系统解决方案；发展以大规模储能

技术为基础的分布式能源系统，研究现代电网智能调

控技术，解决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发电并网消

纳问题。储能和氢的产生及利用是重要的能源互联平

台。

3.3 创新驱动低碳化多能战略融合
能源清洁化是国际大趋势，能源结构正处于从

高碳到低碳、无碳的过渡期。我国碳排放总量高居

世界第一，面临严峻的减排压力。我国能源消费以

化石能源为主，利用化石能源必然排放 CO2，而要减

排  CO2，只能从能源系统融合发展角度，发展新的

能源体系。原理上，在保障满足能源总需求量的同

时，多能互补融合可以比单纯增加可再生能源实现

更大幅度的碳减排。利用可再生能源、高温核能等

制取的低碳氢，可以补充煤化工之所缺，同时与 CO2

通过催化耦合制取油品和大宗化学品，以产氢和用

氢为纽带，实现能源总体上的低碳化和低碳排放。

针对重要能源载体甲醇和氢的可再生能源大规模

制备及应用，创新发展各种能源的互补、耦合利用技

术，围绕氢能经济，打造氢的生产、储运和消费的完

整技术链，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核能制氢技术及应

用体系；开发 CO2 低能耗大规模捕集、资源化利用技

术，将 CO2 与低碳氢反应生成甲醇等化学品；开展先

进燃料电池和燃料电池分布式发电技术，引领带动电

动车等战略新兴产业变革和发展，实现低碳化多能融

合发展，为由化石能源时代迈向阳光能源时代打通道

路。

4 能源领域科技发展建议

4.1 加强顶层设计，布局实施能源领域重大科技任务
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

发利用、安全先进核能、多能互补融合关键技术等战

略必争领域，与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构建紧密结合，启

动论证实施洁净能源相关重大项目，发挥各创新主体

优势，研究提出梯次接续方案，从能源供给侧、消费

侧技术革命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部署洁净能源

技术攻关任务。

4.2 加强能源战略研究，打造高端智库
为国家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提供智力支撑，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能源战略研究

专业团队，给予其必要的稳定资源配置，发展符合我

国能源现状的能源发展战略创新研究方法，科学合理

地提出支撑我国能源体系构建的关键技术和技术集成

战略，从顶层进行全局性的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为国

家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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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快完善国家能源创新体系
建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

织、相互支撑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明确各类创新主体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使命定位。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

一批国家实验室，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2018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再次指出要“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能源领域

是多学科交叉、技术集成度高、系统性较强的学科领

域，能源领域科技创新具有前瞻性、颠覆性、风险

大、长期性等特点。建议从国家层面加速推进洁净能

源领域国家实验室的建设，这对推动我国能源科技进

步，提升能源领域国际影响力，以及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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