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角度来
看待能源的变革，第一轮能源革命是
化石能源———煤、油、气的发现和利
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
类由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能源革命历程。

但是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人类
对工业文明的进步及其带来的环境
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有了较为深
刻的认识。 第二次能源革命中，非化
石能源推动着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
态文明进步。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 能源也面临着历史性的转型
和创新。 创新来自思维，首先要来自
观念的转换。 所以我就以下六点谈
谈认识：

一、从“能源发展”到如今的
“能源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观念
的巨大创新

中国的经济由平面扩张型向多
维立体的质量型转变，能源行业也面
临着“四个革命”，其中的消费革命，
就是能源消费由粗放低效转向节约
高效。 我国近年来把能源强度列入考

核指标， 能源弹性系数逐步下降，但
是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依然很大，还
有改进的空间，能源革命任重道远。

二、创新能源安全观

长期以来，“能源安全”被单纯理
解为供需安全，应认识到，供需安全
要以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
现在要在化石能源的基础上， 逐步
倚重我国可以自己掌控的非化石能
源，共同来保障能源供给的安全。

但是仅仅有“供需安全”还不够。
环境安全中，大气质量、水质量都与
能源结构有关。 近年来，全人类对气
候变化的重视程度有了重大的进
步，认识到气候也有容量。 因此，能
源安全观应包括“供需安全”“环境安
全”“气候安全”。

三、在能源资源观上，要重
新认识我国能源资源禀赋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长期以来是
“富煤、缺油、少气”。 在化石能源的
范围内，这个认识没有错，但已经跟
不上时代发展了。

2019 年， 我国非化石能源在能
源结构中占比 15.3%，并且还在不断
增长。

为什么非水可再生能源能够快
速增长，从“微不足道”到“举足轻
重”？ 原因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
求的牵引。 能够支撑非水可再生能源
快速增长的，一是自然资源，我国有
丰富的非化石能源， 特别是可再生
的自然资源；二是技术能力，包括非
化石能源和储能技术； 三是成本下
降，经济性能够被市场接受。 在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牵引和多种

因素支撑之下， 可再生能源就具有
可持续性。

由于对能源资源禀赋认识的局
限性，部分能源负荷密集地区长期以
来自认为“负荷重、资源缺”，却没有
认识到身边就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
资源，形成了对外来电、外来煤的依
赖。 因此重新认识中国的能源资源
禀赋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一个要
素，对于确保国家长远的能源安全、
引导能源转型具有方向性、 战略性
意义。

值得强调的是， 可再生能源资
源的利用是我国可以自主掌控的，
不依赖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幻， 有利
于保障能源体系的独立性和安全
性， 因此我国应逐步建成以非化石
能源为主的低碳能源体系。

四、要重新认识中东部能源
发展思路

西部要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就
需要提高能源负荷和消纳。 同时，
中东部要发展能源供给 ， 将能源
“身边取”和“远方来”相结合，分布
式和集中式相结合， 做到能源高比
例自给， 就可以减缓西电东送和北
煤南运的压力。

以河南省兰考县为例， 兰考当
地太阳能源和风能的资源并不特别
丰富 ， 成为农村能源革命试点以
来，当地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生
物质能和地热， 可再生能源利用占
比从 3 年前的 27%， 提高到如今的
约 60%，并计划 2021 年将该比例提
高到 91%。

中国东西部空间格局的优化与
能源结构的优化是相耦合的，二者共
同来推进中国经济、环境双赢。

五、 集中式和分布式结合、
城乡一体化革命的观念需要进
一步树立

城乡一体化革命也在于集中式
和分布式能源的结合。 集中式的大基
地、大电网模式依然很重要，但是现
在要强调分布式的作用，从发电的角
度即“寓电于民”。 风电、光伏、生物
质、天然气、地热等，都可以较为方便
地实现集中式和分布式结合。

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也诞生了一
个新概念———能源“产消者”。 例如光
伏建筑一体化潜力很大， 建筑就可成
为大体量的产消者。 把分布式电源与
储能、大数据管理结合起来，就是 VPP
（虚拟电厂）。 若中东部大批 VPP投入
应用，就可减轻集中电网的负担。

中东部大批产消者和 VPP 的产
生， 将会创造中国电力系统的新形
态，中国能源的局面也将会发生革命
性变化。

六、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
深、广结合

能源结合互联网与节能的人工智
能，就可形成多能的能源服务业。例如
城市能源大脑， 包含了城市的各种能
源数据，并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信息
化， 提高能源服务效率， 降低交易成
本，所以有学者说“数据是 21 世纪的
石油”。

以上六点都涉及观念问题，也
会影响相关部门的政策。 结合这六
点， 我们更能体会为什么要提出能
源革命： 能源革命要经过大家共同
努力， 来成就能源的新常态、 高质
量、新体系。 （齐琛冏/整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杜祥琬：

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需创新六大观念
企业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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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推进能源革命意义
重大。

一方面，突破行政区域限制、推
进能源革命， 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
发展阶段实际 ， 推进区域能源革
命， 寻找解决方案， 有利于能源革
命走深走实。

另一方面，能源安全关系我国
经济发展的全局性、 战略性问题，
充分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化石能
源资源和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西南
地区丰富的水电资源，中部地区便
利的交通枢纽及东部沿海地区国
际能源合作优势，形成富有区域特
色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 以点带
面，可带动国家整体能源安全保障
水平有效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东北等老工
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
开发，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
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已形成板块联
动、 核心带动的区域协同发展新格
局。 区域能源革命的实施必然进一步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立足各区域的资源禀赋特点和
发展阶段实际，推进区域能源革命，
有利于从根本上推动我国能源革命
的质量变革、动力变革和效率变革，
进而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区域发展差异显著

为进一步推进能源高质量发
展， 中国工程院 “推动能源生产和

消费革命战略研究（三期）”将能源
革命与区域发展战略结合， 聚焦能
源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主动性。 根据研究内容，京
津冀、 长三角等七个区域发展差异
显著， 各区域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需区分重点精准推进， 因地制宜推
进能源革命。

京津冀能源环境与发展矛盾尖
锐，协同发展任务很重。 京津冀地区
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消费占比超过
70%，而且存在能源利用方式粗放、清
洁高效利用水平较低、单位能源产出
效率不高等问题。 尽管京津冀协同发
展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但形势仍
严峻，2018 年环境质量较差的 10 个
城市中京津冀地区有 5个。

长三角生态环境质量以优良为
主， 一体化发展成效明显， 但能源
发展有待联动创新。 该地区能源强
度低， 能源保障面临较大压力。 珠
三角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 能源强度低， 目前亟需加强区
外能源合作。

东北地区、山西等老工业基地对
我国经济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但当前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结构性矛盾突
出。 这些地区主要特征是能源生产和
消费以高碳化石能源为主，生态环境
问题严重，转型任务艰巨。

中部地区东临长三角、南接珠
三角， 有明显的枢纽区位优势，是
我国重要的能源输送通道和发达
地区重要能源供给保障区，但区内
能源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中部各省
能源供应均小于能源需求，对外依

存度达 62%，能源与经济结构亟需
优化。

另外，能源富集地区能源安全保
障作用突出，但水资源匮乏、土地荒
漠化沙化严重，生态环境脆弱。 这些
地区能源资源总量丰富，但区域内能
源化工产业同质化竞争明显，能源产
业二氧化碳排放、固废处理等方面问
题严重。 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丰富，但
有效利用不足，亟需加强消纳与共享
发展。

应重视区域能源发展布局

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能源革命应
做哪些战略布局？ 主要思路是坚持顶
层设计与分步推进、系统最优和区域
特色、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全面推
进和示范引领、理论指导和实践创新
相结合。

必须强调的是，一定要高度重视
能源发展的功能定位和顶层设计，重
视区域能源发展布局，明确区域能源
发展的定位和思路。

具体而言，要稳步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 以能源技
术革命为主力，以低碳创新为重点，
力争生态环境实现率先突破； 以现
代化能源大系统建设为重点， 以能
源基础网络建设和装备发展为抓
手，依托一体化发展优势，建立集成
优化、区域联动、智能调控的能源系
统， 推进长三角创新发展； 对珠三
角，要打造能源储用基地，开发沿海
的清洁能源， 推动珠三角开放发展
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特别要注意依

托“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打造国家油气储备基地和可再生能
源基地， 成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体
系的重要一环； 要构建 “山西-蒙
东-东北” 能源经济走廊， 以高值
化、多元化、资源化思路系统谋划，
激发老工业基地振兴新动能； 对于
中部地区，要强合作、优网络、调结
构， 重点打造中部综合能源枢纽；
对于能源富集地区， 应生态优先、
科学开发、 清洁利用， 依托新一轮
西部大开发战略， 构建能源安全保
障基地 ； 对于水能发达的西南地
区， 应推进清洁能源开发与消纳，
共享西南地区能源发展成果。

为进一步推进区域能源革命落
到实处，建议健全能源革命战略规划
体系，加强区域能源革命试点；深化
能源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能源市场
体系； 完善能源革命的配套政策，增
强政策的综合效果；加强人才和科技
保障，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提高国
际化的合作水平。 （武晓娟/整理）

技术创新培育新动能
■本报实习记者 董梓童

当前，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的关键期，这对我国能源产业的发
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绿色转型过程中，
能源企业积极探索， 力求通过先进技术、
高科技装备、智能制造等创新手段不断培
育新动能，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积累有
益经验。

隆基股份：蓄力“光伏+”应用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
下， 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站上了
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 和传统发电厂不
同，光伏电站更加灵活，可延伸的应用场
景更多，比如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可因地
制宜应用“光伏+农业”“光伏+林业”等
模式，而户用或工商业光伏电站则可利
用建筑物屋顶空间。

而隆基股份则看中了“光伏+建筑”这
一最新应用场景。 西安隆基新能源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鹏飞认为，在能源高质量发展
大趋势下，“光伏+建筑” 模式将成为光
伏产业前景最广阔、 想象空间最大的应
用场景。 “目前，建筑的能耗已经达到了
全球能源消耗的 36%， 这一占比处于较
高水平， 而我国建筑竣工面积还在以每
年 40 亿平方米的速度增加。 若可以有效
利用建筑物墙面和屋顶空间安装光伏组
件，则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 ”

有了想法，便付诸行动。经过两年的研
发，今年隆基股份终于发布了针对“光伏+
建筑”市场的专业产品“隆顶”。 “隆顶是一
个完整的装配式光伏建材系统， 由单晶组
件、金属屋面层、隐形支座、保温层、檩条组
成。这意味着隆顶不仅是一个光伏电站，还
是建材产品，具有发电、防水、防火、抗风揭
等性能。 ”陈鹏飞说。

这一技术升级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需
要在不损害单晶组件高发电性能的同时，
让其具备建材产品的各种特性， 可谓跨界
融合。截至目前，隆顶已经申报了各类专利
73 项。

陈鹏飞表示， 近期国家也针对绿色建
筑及新型建筑工业化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
策， 相信在优质产品和政策支持的共同作
用下， 光伏建筑一体化产业将迎来爆发式
发展的元年， 并通过用电负荷侧的全场景
“光伏+”应用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能源高
质量发展。

神华准能：打造绿色煤矿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地处黄土高原，这里丘陵起伏，沟壑纵横，
被当地人称为“鸡爪子荒山”，但地表下面
埋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准格尔特大型露
天矿便位于此。

神华准能集团采矿工程专业首席专家
刘玉福介绍：“准格尔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
脆弱。 在这开展露天煤矿高效绿色开发的
研究具有普适性、典型性和引领性，同时也
面临巨大的挑战。 ”

为了有效开发项目，神华准能开发了
集设备智能匹配、自动钻孔爆破等于一体
的特大型露天矿智能联动开采关键技术，
并成功应用“采-复-农-园”四位一体绿
色协同开发模式， 再造草地、 良田等达
25.4 平方公里， 让项目摇身一变为绿色
明星煤矿。

在准格尔特大型露天矿项目中，神
华准能首次提出了露天矿区开采扰动效
应量化平价理论， 实施了追踪协调开采
的方法。在运输环节，神华准能为监控卡
车运行状态，实现智能调度，研发了矿用
重型卡车双无限射频防撞预警和毫米波
雷达智能制动设备等， 这不仅保证了运
输安全， 还为日后实现智能化矿用卡车
无人驾驶提供了基础技术。

通过采用协调开采、智能开采、安全运
输、绿色排土、节能减排等先进技术，准格
尔特大型露天矿区项目共产生直接经济效
益 31.29 亿元，间接经济效益 29.5 亿元；获
得发明专利 7 项， 实用新型专利 14 项，省
部级规程 5 项，并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
为露天煤矿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成功案例。

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克昌：

能源革命要与区域发展战略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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