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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协：

近九成煤炭消费
实现清洁高效利用

本报讯 记者别凡报道：世界煤
炭协会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刘峰在日前召开
的 “2020 中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
会”上表示，整体而言，我国 85%以
上的煤炭消费已经基本实现清洁高
效利用和超低排放； 煤矿生产集中
度大幅提高，煤矿“三废”和沉陷土
地复垦治理水平不断提升，花园式、
环境友好型煤矿不断涌现， 为我国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
源支撑。

据刘峰介绍，截至 2019 年底，
我国原煤入选比例已经超过了
73%，原煤入选总量超过 28 亿吨；
接近 90%的燃煤发电机组实施了
超低排放，能效大幅度提高，部分
燃煤机组的煤耗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传统煤化工的大型合成氨行业
已全面升级换代为煤炭高温气化
技术；新兴现代煤化工升级示范项
目全面实现了烟气超低排放、污废
水“近零”排放和 VOCs 治理；煤焦
化、大中型工业锅炉、工业窑炉正
全面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民用散煤
用量已压缩到 2 亿吨以内。

刘峰认为，未来一段时期，煤炭
工业要加快推进清洁高效利用和绿
色低碳发展。 通过绿色开采，降低对
矿区生态环境的损害； 通过原煤洗
选加工清洁化和优质化，减少能源
消费强度和运力浪费；通过分质分
级利用，实现多途径、多元化的煤
炭产品优化利用；通过现代煤化工
技术创新，实现煤炭由单一燃料向
燃料和化工原料并重转变，通过煤
层气（瓦斯）开发利用与矿井水源
热泵等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
生产能源消耗；通过“三废”资源综
合利用，节约矿产、水和土地资源。
未来煤炭行业要加大碳捕捉、封存
和循环利用的技术创新力度，积极
参与碳市场建设，走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清洁、高效、低碳化发展
道路。

阜新煤矿危险岗位
将实现机器人替代

本报讯 日前， 辽宁省阜新市煤
炭工业转型发展局对外称，为进一步
推进煤矿安全基础建设，阜新市加快
推进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
建设， 未来将积极创建无人少人矿
井，危险岗位实现机器人替代。

据介绍，目前，在机械化方面，
阜新平安煤矿和弘霖煤矿的采掘均
实现机械化， 平安煤矿还引进了巷
道修复机。在自动化方面，平安煤矿
地面开闭所、空压机、主排水泵、主
运皮带机等实现远程集中控制。 弘
霖煤矿主井提升机实现远程控制和
无人值守，井下主运输皮带机、立斜
井地面开闭所实现集中控制。

此外，在信息化方面，平安煤矿
引进精确的人员定位系统、信息自动
化平台、井口隐患告知平台等先进设
备。弘霖煤矿对原有监测监控系统和
人员定位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在智能
化方面， 平安煤矿有望在 2021 年 9
月建成一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实现
减人提效的目标。弘霖煤矿对井下采
煤工作面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预计
2021年 10月建成。 （白涌泉）

重庆能源集团启动
智能决策系统建设

本报讯 近日，重庆能源集团启
动智能决策分析与运营监控系统建
设项目， 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基础
数据管理， 打造企业智能化运营中
枢， 提升企业科学决策能力与运营
效率。

据了解， 该项目可对重庆能源
集团经营、管理、生产运行情况和各
类业务运营情况进行全面监控，对
该集团业务运营、经营与投资决策、
风险管理进行全面分析， 促进决策
由传统的主观经验型决策向高效、
科学分析型决策转变。

此外， 该集团成立了由总经理
任组长的智能决策分析与运营监控
系统项目领导小组， 力争实现建成
1 个全级次覆盖、多维度采集、实时
更新的数据和信息资源集成平台；
建成 2 个集团对内、 对外的展示窗
口；建成生产销售、财务管理、安全管
理等 13 个监控模块； 实现集团公司
及所属企业生产、经营、投资、用工等
情况的展示功能、监控功能、预警功
能，以及对发现问题的分析功能和溯
源功能 5 个功能； 实现实时查询、监
控企业经济运行状况，推进集团公司
及所属企业规范化、精细化管理 2 个
作用； 对企业决策提供 1 个科学支
持的“1213521”的目标。 （刘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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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煤炭开发如何走出“水困局”

资资讯讯

本报讯 记者朱妍报道：11 月 9 日，
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下称
“大连化物所”）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甲醇制
烯烃（下称“DMTO-Ⅲ”）技术，通过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
鉴定。

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该成果创新性强，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成果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 技术优势明显， 引领行业技术进
步，应用前景广阔；建议加快新一代催化剂
推广应用，并早日建成 DMTO-Ⅲ工业示
范装置。

烯烃是现代化学工业的基石。 在日常
生活中，塑料制品、家具建材、部分衣物及
化妆品等加工均离不开这一基础原料。 但
据记者了解， 传统烯烃生产以石脑油蒸汽
裂解等方式为主， 强烈依赖石油资源。 通
常，一个百万吨级的烯烃工厂，需要千万吨

级的炼油厂配套提供石脑油原料。 而我国
石油资源短缺、原油主要依赖进口，尤其是
在 2019 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
70%的背景下， 这对国家能源战略安全造
成严重影响。

“经过 30 多年自主研发，我们在催
化剂、反应工艺、工程化及工业化成套技
术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 最终形成了
采用非石油资源来生产低碳烯烃的
DMTO 技术，可利用煤炭、天然气、生物
质等资源替代石油。 ”项目主要负责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
民表示， 目前， 我国烯烃当量自给率在
50%左右，且需求持续增长。 该技术的成
功研发， 使我国在甲醇制烯烃技术领域
保持了持续的国际领先地位， 对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具
有重要意义。

刘中民介绍，DMTO 技术已实现三代
更新。 其中，第一代技术于 2010 年 8 月在
全球首次实现煤基甲醇制取低碳烯烃的工
业化；同年，第二代技术完成万吨级工业性
试验，后于 2014 年 12 月实现首次工业化。
最新的 DMTO-Ⅲ技术则是一套包括新
型高效流化床反应器、 新一代催化剂等在
内的完整技术方案，甲醇处理量大、副反应
少、可灵活实现催化剂运行窗口优化，现已
完成千吨级中试试验。

同时，DMTO-Ⅲ技术的经济效益也
有显著提升。刘中民称，前两代技术的单套
工业装置甲醇处理能力均为 180 万吨/年，
DMTO-Ⅲ技术年可处理甲醇 300 万吨以
上，烯烃产量从 60 万吨/年增至 115 万吨/
年， 单位烯烃成本较现有 DMTO 装置下
降 10%左右。 另据中国石化联合会对中试
装置施行的 72 小时现场连续运行考核结

果，其甲醇转化率 99.06%，吨烯烃（乙烯+
丙烯）甲醇单耗为 2.66 吨。

2.66 吨是什么概念？ 刘中民举例，运
用第一技术的甲醇制烯烃装置，生产 1 吨
烯烃产品约消耗 3 吨甲醇。 以单套 100 万
吨/年烯烃产能的工业装置计算，1 吨产
品减少 0.34 吨原料， 相当于每年可节约
成本 5 亿元左右。“该技术应用广泛。除了
新建装置，采用前两代技术的装置可改造
使用。 ”

据悉， 大连化物所已与宁夏宝丰集团
一次性签订 5 套 100 万吨/年烯烃产能的
DMTO-Ⅲ工业装置技术许可合同， 总投
资 810 亿元人民币， 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约 500 亿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DMTO 系
列技术已累计技术许可 31 套工业装置，
对应烯烃产能 2025 万吨/年， 全部投产后
年产值预计超过 2000 亿元。

黄河流域煤炭资源富集、开发潜力最大，但水资源短缺已成为规模开发的瓶颈。
同时，长期开采利用又进一步加剧对水环境的影响———

■本报记者 朱妍

目前，我国烯烃当量自给率仅在 50%左右，且需求持续增长。 传统生产技术强烈依赖石油
资源，通过煤炭清洁利用生产烯烃，有助于降低原油对外依存度———

第三代甲醇制烯烃技术通过鉴定

流域总面积约为 80 万平方公里，其中
含煤区域逾 35.7 万平方公里；煤炭资源经
济可采量和煤炭产量，目前均为全国首位；
国家规划的 14 个大型煤炭生产基地，有 9
个在沿线分布———作为我国煤炭资源富集
区，黄河流域煤炭开发规模最大。 但同时，
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并存。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开发黄河流
域的煤炭。但煤炭开发必然产生生态损害，
再先进的国家也无法避免。 如何实现煤炭
开采与矿区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必须破解
的重大科学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双明
在近日举行的 “沿黄河流域煤炭及深加工
产业环保高峰论坛”上表示。 “黄河流域煤
炭基地的生态环境修复， 是整个大黄河流
域生态修复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高度重
视黄河流域煤炭矿区生态环境修复与治
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彭苏萍也称。

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煤炭行业如何抓好“大保护”？

黄河流域是我国煤炭生产潜力最大的
区域。 据水利部黄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
院总工程师刘永峰介绍， 其资源主要分布
在宁东、神东、晋北、陕北等基地，现已掌握
的探明煤炭产地达 685 处，保有储量 4000
多亿吨，煤炭年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 70%。
“其中，位于黄河中游的内蒙古和陕西接壤
区域，主要覆盖神府-东胜煤田，探明储量
高达 2000 多亿吨，是目前我国探明储量最
大的煤炭基地。 ”

另据统计， 黄河沿线的晋陕内蒙古宁
甘地区， 已探明煤炭资源保有储量占全国

的 2/3。 其核心区———由宁东、榆林和鄂尔
多斯组成的“能源金三角”，煤炭储量占到
全国的 27%。

除了上游开发， 黄河流域还是下游利
用的集中地。以现代煤化工产业为例，石油
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韩红梅表
示，现有 100%的煤制油、85%的煤制烯烃、
50%的甲醇制烯烃项目，均位于黄河流域。
若加上在建及“十三五”规划项目，上述比
例更大。

然而，开发利用也存在制约。多位专家
指出，水资源短缺是当前最为突出的矛盾。
“黄河以占全国 2%的水资源量， 承载了全
国 12%的人口、15%的耕地和 14%的经济
总量，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超 80%。 ”黄河
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彭少
明举例， 沿线重要的能源基地大多存在缺
水状况，“近几年， 几乎每年都有超过 100
个项目，因得不到水指标而难以落地、等米
下锅。 ”

彭苏萍称， 按照煤炭年产量 28 亿吨
计算，开发所消耗的水资源超过 56 亿吨。
若加上煤化工企业， 整个黄河流域煤矿
区，每年增加的用水量超过 100 亿吨。 生
态脆弱区水资源短缺，已成为煤炭规模开
发的瓶颈。

记者了解到，在本就缺水的基础上，煤
炭开发利用进一步对水资源产生影响。

刘永峰表示， 煤矿是富存在地下沉积
岩类的矿产资源，含煤层、含水层、隔水层
共生。因此，煤矿开采不可避免对地下水含水

层造成破坏，并会产生矿井水。 “黄河流域从
西到东横跨多个不同地貌单元。 由于煤田分
布广，地质条件各有不同，矿井水出水量及特
征相应不同。有地区每小时高达上万吨，也有
煤田基本没有水。而矿井水产生较多的省份，
恰恰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缺水区域。 ”

“目前，矿井水处理利用技术极为成
熟，完全可满足煤矿规模化发展需要。 但
在黄河流域，很多煤矿仍无法实现矿井水
回用。 ”刘永峰坦言，煤矿实际排水量与预
测水量差距较大， 导致大量矿井水外排；
新建煤矿运行后的矿井水回用设施，与煤
矿未匹配建成或未建；矿井水综合利用规
划实施进度缓慢， 或老矿区尚未开展规
划；已建成煤矿矿井水水质不能满足回用
要求、未开展提标改造等问题，在黄河流
域较为集中。

韩红梅表示， 根据各省区已有的现代
煤化工产能， 综合各子行业现状平均用水
指标进行计算， 目前黄河流域现代煤化工
行业用水总量约 5.3 亿立方米/年。 尤其宁
夏、陕西、内蒙古地区用水量偏高，占黄河
工业用水的比例达 9%-18%。

“由于气候干旱、降雨量少，区域抗扰
动能力差，煤炭规模开采引起地表沉陷、地
面塌陷和裂缝，导致矿区地下水位大范围、
大幅度疏降。 大面积的乔、灌、草等荒漠植
被衰败减少， 草场退化， 又加速荒漠化进
程， 形成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恶性循
环。 ”彭苏萍表示，若不加以有效保护和利
用，将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短缺。

“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现已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之一 。 煤炭行业如何推进
实施？

王双明表示， 煤炭开采必须做到生态
环境保护优先，生态水域保护则是核心。对
此，以煤炭与水共生地质特征研究为基础，
以采动地质条件变化分区为途径， 以减少
隔水岩组损害为目标， 以保护生态水为核
心的减沉、减损、保水绿色开采技术是重要
支撑。

刘永峰提出， 严格的煤矿入河排污口
设置及其监督必不可少。“谈到煤矿前期手
续，其中必谈入河排污许可。从排污口的布
局、设置、改建、扩大到撤销，都需要按照法
定程序申办。根据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区
域纳污能力，进而制定限排意见、实际入河
污染物等。 ”

韩红梅提出，相比过去全部取用黄
河水，现已有部分煤化工项目改用配套
煤矿的矿井水， 可降低黄河取水需求，
也是发展趋势之一。 “在黄河流域执行
最严格的取水管理政策，对新建项目深
入开展水资源论证，把水的问题先落实
清楚再推进。 同时，不断优化项目用水
方案，加强用水管理 ，可考虑统筹配置
省区水资源 ，保障重大项目 、示范项目
用水需求。 ”

“我们也要转变煤炭开采破坏环境
的旧观念，通过人工修复技术与自然界
的自修复作用一起，实现从被动防治到
主动治理。 ”彭苏萍建议，可根据不同区
域的环境与生态现状进行规划与实施。
例如， 上游青海区域生态环境脆弱，煤
炭资源少且赋存条件差，建议国家在保
障企业转型发展条件下，让煤企逐渐退
出； 资源富集区的煤炭开采强度大，需
采用先进方法对该流域的水资源和生
态特征进行系统调查，分析它们与煤矿
开采之间的关系，进而对水资源展开有
效保护。

“按照年产量 28 亿吨计算，
耗水量超过 56 亿吨。 若加上煤
化工用水， 整个黄河流域矿区，
每年增加的用水量逾 100 亿吨”

“规模开采致矿区地下水位
大范围、大幅度疏降，加速荒漠
化进程，形成资源与生态环境之
间的恶性循环”

“要转变煤炭开采破坏环境
的旧观念，通过人工修复技术与
自然界的自修复作用一起，实现
从被动防治到主动治理”

11 月 11 日，开滦
建设集团员工正在检
查设备运行状态。

今年以来， 开滦
建设集团不断强化安
全风险管控， 定期开
展安全检查、 隐患排
查、安全风险评估，列
出现场安全风险管控
清单， 对各类危险源
进行公示， 提高员工
安全风险辨识、 排除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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