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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节能低碳理念的煤化工产业发展 

郦 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消费和人均能耗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也在逐年增长。工业发展迅速，电力、化工和钢铁等领域在碳排放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发展煤化工业的

过程中，要注重应用节约能源、低碳发展的思想，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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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oal chemical industry based on energy-saving and low-carbon concept 

Fang Li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Measurement and Testing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er capita energy 
consumption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re also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electric power, chemical industry, steel and other fields are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erm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coal chemical industr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idea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open up new 
development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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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已经开始，如果将来实行

碳税，煤化工企业将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甚至有

可能因为缺乏竞争优势而被迫关闭。在节能、低碳

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煤化工业急需通过技术创新来

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达到可持续发

展的目的。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煤化工的特征，

对我国煤炭行业的碳排放特征及今后的减排潜力进

行了分析；介绍了煤化工业发展的技术路径，并对

其发展现状和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1 节能低碳理念下煤化工产业面临的挑战 
1.1 终端产品低值化和同质化影响煤化工效益

和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大部分的煤炭项目都是低端的，产品

同质化严重；低端、差异化、专业化的下游产品发

展不充分，行业之间的比较优势不明显，竞争力不

强；同时，由于技术整合、生产管理等方面存在一

定的差距，导致了产品成本的上升，使得企业的综

合效率需要进一步提升。 

1.2 理论基础薄弱问题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 
煤的结构和反应特性是煤化工领域的一个重要

课题，也是煤的清洁、低碳能源化、高值原料化利

用等领域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近一百七十年来，

以微观组分为基础的煤化研究和六十余年的煤大分

子结构研究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煤化工为核

心的分子煤化学研究系统，使其从宏观层面向分子

层面发展，但至今我国煤化工业技术发展的理论基

础比较薄弱，仍处在初级阶段，需要进一步完善。 
1.3 现代煤化工被视为高耗能产业，缺乏扶持

政策 
在能源“双控”的前提下，一些地方政府提出

了新建项目能源强度不能达到地区平均水平的要

求，对“两高”建设实行“一刀切”的限制。由于

能源消耗指标的限制，很多已经投产的工程很难正

常运营，已经批准的工程也不能正常进行。新的计

划项目采用先进技术，延伸产业链，可以大幅度减

少能源消耗，但能源总量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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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立项审批。此外，现行能源消耗统计办法还

没有正式出台，各地区在核算能源消耗时，仍然没

有将煤化工业的能源原料消耗扣除，导致了煤化工

业的能源消耗过大。现代煤化工业的发展对国家的

能源安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煤化工业还没

有形成规模化、一体化的优势，对市场风险的抵御

能力还不强。比如，煤炭生产项目受到成品油消费

税的影响，而煤炭生产项目由于价格机制、管网输

送等原因，其经济效益不佳，一些企业面临着巨大

的生存压力，急需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扶持。此

外，现代煤化工是一个资金密集的行业，但与新能

源等行业相比，它被认为是一个高能耗行业；当前，

我国在这方面的财政支持也较为薄弱。 
2 现代煤化工生态化发展的技术路径 
2.1 高值化路径：高质发展升级产业生态化 
要充分发挥已有的产能和产品特点，向下游发

展低碳、高附加值，并积极推动煤制烯烃、煤基乙

二醇等生产技术的多元化发展，把煤化工产业做好。

同时，加大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大力推进

煤炭生产的精细开发；利用副产氢气的经济优势，

积极发展新型煤基原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效

地减少单位产品的增加值。 
2.2 绿色化路径：绿色发展促进产业生态化 
其中，绿色生产与绿色产品的开发。绿色生产

是以节能降耗、减少污染为目的，通过技术和管理

的方法，实现对煤化工业的全过程污染控制，以达

到减少资源、减少污染的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有

序退出低效产能、推广节能低碳技术装备、提高电

气化率。绿色产品指的是在煤化工业中对环境的影

响不大，在使用中有利于下游用户节能减排、降低

碳排放量，进行再利用的产品，其中包括：开发绿

色产品、创建绿色工厂、建立绿色供应链、推行绿

色战略、环保标识等。 
2.3 循环化路径：融合发展保障产业生态化 
与石油化工、盐化工、冶金等相关行业进行整

合，或与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安全、高效的核电

等多能源结合，从减量化、再利用三个方面保证工

业的生态发展。 
3 节能低碳理念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煤化工产

业展望 
3.1 构建实施能源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节能、低碳的观念下，明确煤炭化工企业的

碳减排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推行低

碳技术，势必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困难，“能源命运

共同体”是一种全新的能源发展观念，它可以被认

为是煤炭生产加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

虑到其它产业的利益，共同面对环境污染、气候变

化等问题。全面规划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的绿色、

低碳生产，制定公司和下游企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策

略。比如，该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依靠温室气体

与二氧化碳的同源性，积极建立了节能减排的防污

系统，并充分利用了低碳技术，达到了两个目标。 
3.2 多措并举支持现代煤化工走节能减碳发展

道路 
在工业政策上，提出了在能源消耗评估中不包

括原材料能源消耗的具体实施办法，规范能源消耗

的统计和计算，并对国家重点工程进行综合或单列。

推进煤炭、煤化工、新能源一体化的实施；园区化、

规模化发展的综合性能源工程，要以煤炭、新能源

为重点，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增强电力系统的支

持能力，提高工程的抗灾能力。对列入国家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科技攻关项目、突出煤炭资源特色和技

术创新示范项目、具有技术、资金等资源优势的大

型国企项目，要予以优先审批，并将其纳入到行业

规划中，主动提升示范水平。在财政上，应加大对

现代煤化工业的财政扶持，重点扶持煤基特种燃料、

煤基可降解材料等高端绿色、低碳项目，并提供低

息信贷。提出了对煤炭制油的税收制度进行优化，

实施灵活的税收制度，在石油价格低于 60 美元的情

况下，取消对石油产品的征税，在石油价格高于 60
美元的情况下，按阶梯税率征税，从而支持煤炭天

然气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3.3 通过技术改造和升级转型，最大化盘活现

有煤化工资产 
针对以石油、天然气替代为目标的煤间接液化

制油、煤制天然气、煤（甲醇）制烯烃等煤化工产

业，要严格执行“双控”的规定。目前的煤化工业

要根据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要求的提高来进

行；延伸产业链，突出高端化，突出特色化发展战

略，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催化剂、新能源、新

设备（反应，分离，热交换）；实施节能减排、提

高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盈利和抗风险能力的技术

改造与升级，使现有煤基发电和煤化工资产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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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实现低碳化高质量发展。例如，采用 Y 形气

流床的高温分区气化工艺，采用了气焦分区反应、

干法排渣、灰渣分离等工艺；通过回收余热、热灰

回用、气化渣改性制备非结晶建筑材料及耐火材料，

实现了灰渣比例 1∶6、气化效率＞98%、节约能源

20%以上、节水 80%以上，彻底解决了黑水、盐类

污水；实现气化渣高值物料化，实现煤质的充分利

用，解决了目前的流化床煤气化高耗水、高耗能；

含盐废水、黑水的难题，同时，废物的综合利用是

一个普遍的瓶颈问题。梯级空分技术是独创的复合

式空分技术，采用大型变压吸附剂、秒级开关式大

型阀门、高浓度富氧高效、高通量低温蒸馏塔等技

术，将大量的氮气从高压中抽离出来，再经过高压

低温分离，获得高纯度的液氧、多余的氮气、惰性

气体。使设备的处理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降低

了能源消耗、投资、制氧成本和运行周期，为降低

投资和运行成本提供了技术支持。 
3.4 进一步明晰现代煤化工产业的发展方向和

重点项目布局规划 
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十四五”现代煤化工发展

规划和重大项目布局，制定总体规模和发展路线，

制定“双碳”目标，合理设定项目能耗强度、碳排

放强度等关键指标；将煤基特种燃料、煤基可降解

材料、煤基高端碳素材料等高端煤化工产品列为新

能源领域；新材料工业的布局，使原本被认为是“两

高”的传统产业受到制约，转变成了国家战略新兴

产业，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3.5 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提出要加大科技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煤炭

清洁高效转化技术的布局，并把重点放在煤基特种

燃料、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高端碳素材料、近零

碳的煤化工技术上；以降低成本的 CO2 捕集技术、

CO2 驱与综合利用技术、CO2 封存技术为基础，加

速了一批关键技术的突破，为煤化工业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还提出了要在煤炭化

工领域建立国家级研究平台，并鼓励各行业的龙头

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将国内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

形成“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结论 
总之，煤化工业要树立节能低碳的观念，要长

期谋划，及早部署。一是要加快煤化工业产品结构

和能源利用效率，积极发展新能源。二是要通过降

低污染和碳排放的协同作用，使三废和副产品得到

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公司的

竞争能力。三是转变发展理念，营造绿色的生活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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