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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能源行業的人士來說，2016 年《巴黎協定》的簽署

是一個大家都十分關注的大事件。該協定的簽訂標誌着綠色

低碳發展已經成為人類的普遍共識，也意味着全球能源行業

需要加速轉型以適應這一進程。新一輪能源大轉型的序幕正

徐徐拉開。

與煤炭替代薪柴、油氣替代煤炭的兩次能源轉型相比，

當前人類正在經歷的第三次能源轉型具有哪些顯著特徵呢？

我認為有以下三個尤其值得關注的特徵。

首先是去碳化。在《巴黎協定》對碳預算強約束的背

景下，全球能源消費越來越呈現出去碳化的特徵。風能和太

陽能等「零碳能源」規模快速擴大，將日漸成為未來的主

流能源。截至 2017 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累計總裝機容量

達 2195 吉瓦，約佔全球總發電裝機容量的 30%；可再生能

源發電量達 6.21 萬億千瓦時，佔全球電力生產量的比例為

26.5%。在歐洲的部分國家，非水電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佔總

發電量的比例達到 30%～50%，甚至可以滿足 100% 瞬時用

電需求。根據彭博新能源財經的預測，到 2050 年，風電和

序 言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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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發電的規模將佔全球發電規模的 50% 以上。

其次是去中心化。新一輪能源轉型中，全球能源供給方

式將逐步從過去的以集中式供給為主，過渡到與太陽能、風

能、生物質能等分佈式能源相結合。綜合能源服務的新業態

正在全球各地蓬勃興起，這必將帶來能源生產和消費模式的

重大調整。

最後是數字化。新一輪能源轉型恰逢數字化浪潮席捲全

球，以「雲大物移智」（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

聯網、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化技術創新，正給能源行業

的發展帶來顛覆性的變革。近年來，「數字油田」「數字風場」

「智能電網」「泛在電力物聯網」等能源領域的數字化實踐層

出不窮，正極大地改變着能源生產和消費生態。

在新一輪全球能源轉型的大潮中，中國是積極的參與者

和推動者。中國政府是《巴黎協定》的堅定踐行者，近年來

通過大力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為加速全球能源轉型做

出了重要貢獻。例如，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風能和太陽能

電力生產國，以及全球電動汽車保有量最高的國家；中國用

十幾年時間走過了西方 30 年的成品油質量升級歷程；天然

氣被中國確立為主體能源之一，過去兩年的消費增速均超過

15%，展現出驚人的「中國速度」。近年來中國整體能源環

境和質量的好轉與政府採取的舉措是分不開的。

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能源轉型是

一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尤其是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國家，能

源轉型面臨着更加艱巨的挑戰。例如，2018 年，中國經濟

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的 15.9%，但能源消費總量卻佔世界能

源消費總量的 24%，消費方式相對粗放，且未來能源消費仍

將保持增長態勢，更多的能源消費與更低的碳排放量的矛盾

將日益凸顯。此外，「一煤獨大」的能源消費結構短期內很難

改變。日益攀升的油氣對外依存度也將給國家能源安全帶來

很大的風險。

未來中國該如何走出一條具有特色的能源轉型之路？我

認為，中國需要通過大力推進能源的減量革命、增量革命和

效率革命，探索出一條油氣替代、可再生能源替代與能效提

升齊頭並進的能源轉型之路，根本目標是為人民群眾提供更

加穩定、綠色、經濟、便捷的高質量能源服務。這其中，以

下四個方面的轉型措施尤為重要。

第一，大力推進煤炭清潔化利用。當前全球多個國家

正在推進徹底的「去煤化」運動，但中國獨特的資源稟賦決

定了煤炭在相當長時間內仍將是中國的主體能源之一。在煤

炭短期內無法退出歷史舞台的情況下，實現煤炭全產業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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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高效開發利用，包括推進煤礦的清潔高效開發、煤電的

「近零碳排放」（未來還要考慮通過 CCS 1 技術進行碳捕集）、

發展特色煤化工技術等，尤為關鍵。而在華北等霧霾嚴重的

地區，大幅減少散煤的使用更是當務之急。

第二，加大國內油氣勘探開發力度。中國石油和天然氣

的一次能源消費佔比僅為 25% 左右，遠低於歐美發達國家

的水平。油氣，特別是天然氣，作為相對優質、低碳、高效

的能源，在中國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面對中國油氣對外依

存度攀升的嚴峻形勢，我們一方面要加大資金的投入力度，

推動油氣勘探從陸上走向海上、從常規走向非常規、從中淺

層走向深層，着力增加本土油氣供應量；另一方面，我們也

要強化國際合作，鼓勵中國的石油公司到海外進行油氣勘探

開發，將權益油氣運回國內使用；同時應採取加大油氣資源

儲備、加快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建設等多種方式，確保油氣

的穩定供應。

第三，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儘管中國風能、太陽能發

電裝機規模已是全球第一，但累計發電量佔全國電力消費的

1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碳捕集與封存，即從大型、穩定的二

氧化碳排放源中分離、收集二氧化碳，並用各種方法儲存起來，以

減少其向大氣排放的技術。

比例還不到 8%。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預測，到 2050 年，風

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電力在中國電力體系中佔主導地位

是極有可能實現的。另外，中國生物質資源可轉換為能源的

潛力約為 4.6 億噸標準煤 1，而目前利用量僅為 2200 萬噸標準

煤，待開發利用的潛力同樣巨大。

第四，高度關注能效提升。能效提升被普遍認為是「第

一能源」。有些歐洲國家，如丹麥，通過推廣熱電聯產、

第四代區域供熱等技術創新，大幅提升能效，已基本實現

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的脫鈎。目前，中國的能源生產和

消費模式還相對粗放，單位標準油 2 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僅為美國、德國和日

本的 50% 左右，提升能效的潛力巨大。有關機構預計，通

過提升能效，中國完全有可能在同等能源消費規模下實現

GDP 的翻倍。

中國的能源轉型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巨大工程，與每一個

中國人都息息相關，不僅需要政府和企業界投入力量，所有

中國人都應是這場大轉型的見證者、參與者和推動者。近期

1   標準煤是指經過國家專門機構認可的，具有高度均勻性、良好穩定

性和準確量值的煤樣。

2   單位標準油是指 1千克油當量的熱值，即 42.62 兆焦（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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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胡森林先生等人新著的《神州脈動：能源革命改變中國》

書稿，讀完之後感覺亮點頗多。這本書對中國能源行業發展

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進行了深入思考，討論的範圍涵蓋了煤

炭、油氣和電力等多個領域。全書視野宏闊，結構清晰，行

文生動，既是一部具有專業眼光的新著作，也是一部具有較

強可讀性的通俗讀物，相信對國人了解中國能源轉型進程具

有較大的幫助，也將為致力於推進中國能源轉型的各界人士

提供有益的借鑒。

作者希望我寫一篇序言，我結合自己對能源發展的一些

想法，談了如上的觀點，是以為序。

中國工程院院士

對「能源之變」的觀察與描述

2019 年，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就在這一年，中國掀起

勘探開發國內油氣的熱潮，「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安全

新戰略正在深入推進，新能源發展方興未艾 …… 與此同時，

國際能源市場也是風雲變幻，地緣政治、技術革命、氣候變

化帶來的市場反應讓人目不暇接。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

創新體系，發展綠色金融，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

業、清潔能源產業。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這為新時代能源行業的發展指

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當前，能源革命已經拉開大

幕，成為能源發展的主旋律，深刻地改變着行業，改變着經

濟，也改變着每個人周遭的很多事物。

能源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柱，是重要的工業原材料

和動力來源，也是大宗的國際貿易商品。經濟的發展離不開

能源，每個行業的發展離不開能源，每個人的生活也都離不

前 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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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能源。但是長期以來，大眾對能源所知不多、所知不深，

甚至還有很多誤解。從能源行業自身來說，確實需要從業者

更多地講述自己，搭建與公眾溝通的橋梁。「科技改變中國」

這一主題出版項目正好提供了極為難得的機會。

本書的主題是「能源革命改變中國」，它包含了兩個方

面的含義：其一，能源曾經改變了什麼；其二，能源革命將

會改變什麼。

能源帶來的改變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翻閱任何一本能源

史志、成就冊，都不難發現，過去幾十年，能源行業通過自

身的發展，為經濟輸入動力，為工業提供「血液」，改變了

中國的經濟面貌和國家地位，改變了工業經濟的整體實力，

改變了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在社會經濟層面，能源主要為工

業、交通、電力等領域提供原材料、動力和燃料。同時，在

日常生活層面，利用石油、天然氣等重要的中間原料，產出

了合成纖維、塗料、塑料等化工產品，也給我們帶來了便利

和富足。當然，不能否認的是，由於中國的能源資源稟賦相

對不足，能效水平依然低下，產業結構總體偏重，在經濟快

速發展的過程中浪費了大量的能源，粗放和不科學的能源使

用方式帶來了大量的環境污染問題。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依然需要大量的能源供應來保障，而

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也必然包含對更好的環境的期盼。這

就需要在繼續大力發展能源行業的同時，提高能源資源的使

用效率，減少因不當使用能源資源對環境所產生的負外部性

影響。「能源革命將會改變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通過能

源革命建立新的能源體系，提升能效，改變環境，進而改變

產業經濟的面貌，改變人們的生活。而這一切，都在直接或

間接地改變着中國。

可以說，能源過去改變了中國、現在改變着中國、將來

還會繼續改變中國。而究其根本，在於中國本身也在改變，

人們對能源的認識在改變，人們的觀念在更新，產業水平在

提升。從總體上來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能源產業最大的

改變，是從過去以滿足供應為主，轉變到追求結構優化、產

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從此進入高質量的發展階段。

「能源之變」的產生和形成，是能源發展因應社會發展

而變化的過程，是能源與社會互動的必然結果，它似乎是在

不知不覺中發生的，但又無時無刻不在進行。這就是我們對

於「能源革命改變中國」這一命題內涵的理解，也是本書主

標題定為「神州脈動」的含義之所在。

寫作本書時讓人為難的是，能源行業具有龐大的體系，

內容浩繁，門類眾多，70 年的發展歷程波瀾壯闊，發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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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輝煌，遠遠不是一兩百頁的一本書所能容納的。本書的

定位並不是一部完整的能源發展史，或者系統的能源知識介

紹，而是面向大眾讀者的一本能源「深科普」讀物，所以我

們只選取能源行業發展中的大事件、重要節點、突出特點、

標誌性成果和重要趨勢加以講述，聚焦主題，對眾多的素材

加以取捨，勾勒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能源發展的

基本軌跡，展望能源行業通過高質量發展通往未來的圖景，

從中反映中國能源發展的大致進程，讓讀者對能源行業有一

個結構性的認識與把握。

本書共十四章，分為「為中國經濟貢獻光和熱」「向高

質量轉型」「通往美麗中國」三個部分，看起來有一種時間的

邏輯在其中，大致對應中國能源行業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

來。但需要說明的是，全書並未完全採用線性的時間邏輯，

而更像是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專題，每章所涉內容根據內容敍

述的需要，會在時間上有適當的前後延伸，但總體上又能從

中看出能源行業的演進。同時，本書以國際相關情況作為背

景知識或者內容參照，聚焦於中國能源的發展情況。

本書由三位作者合作完成，其中第一、四、七、十三、

十四章和結語由胡森林撰寫，第五、八、十一、十二章由林

益楷撰寫，第二、三、六、九、十章由林火燦撰寫，胡森林

承擔了書稿的思路擬定、框架設計、總體統籌和後期統稿工

作。在寫作時，我們希望做到這樣幾點：以思想性作為基

礎，力求揭示能源革命的真實邏輯、路徑、本質、規律與趨

勢，給人以思維的啟迪；以專業性作為保障，把握行業發展

的主線和核心內容，使用權威資料，對相關問題有專業的判

斷和分析；以可讀性作為追求，對專業內容做適當的大眾化

的「轉譯」，使之符合一般讀者的閱讀期待，見物見事見人，

夾敍夾議，總體寫意，局部工筆，在內容組織、語言風格、

形式要素和行文節奏上下功夫，儘量做到讓本書通俗易讀，

拉近讀者與能源行業的距離。

本書是「科技改變中國」這一主題出版項目中的一本，

關於科技，這裏還想多說兩句。能源行業的發展與科技密切

相關，這既是對技術很敏感的行業，又是科技成果的高產

區，在科技方面有巨大的需求和潛力。過去幾十年，能源行

業走過了一條學習西方、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道路，這也

是中國科技發展的一個縮影。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中國能源

行業很多領域的常規技術現在已達到世界同等水平，但核心

技術還有待突破，一些技術和裝備依然受制於人，需要引起

高度關注。隨着技術變革帶來的能源變革和產業變革，未來

能源行業的競爭力將主要依賴於技術進步和創新突破，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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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需要大力發展和加強的方面。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

中國不能缺席，只有突破關鍵技術壁壘才能為提升能源行業

未來的競爭力打下基礎。

我們期望這本書能引起大家對能源安全的關注、對能源

轉型的關心和對能源科技的關切，這些事情看似離我們很遙

遠，但歸根結底與每個人息息相關，需要更多的人了解、支

持、參與和推動能源行業的變革，這也是涉及整個社會能源

素養的重要部分。

以上所述就是作者承擔這一寫作任務的初衷，以及在一

開始想說的一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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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為中國經濟貢獻光和熱

中國能源行業一度把保障供給作為主要也幾乎是唯一的任

務，努力為國民經濟增長提供足夠的能源動力。新中國成立以

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能源行業不辱使命，強有力地支撐

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



第一章

60 歲的大慶油田

引子

新中國成立 10 周年時，東北大地傳來喜訊，「鐵人」王進

喜和他的夥伴們在松嫩平原上發現了特大油田。這個被命名為

「大慶」的油田，從那時起就開始為國家汩汩流淌油流，時至

今日原油年產量在國內依然領先。更為可貴的是，這裏孕育了

寶貴的「大慶精神」和「鐵人精神」，成為工業領域乃至整個

國家的一面旗幟，大慶苦難輝煌的歷史也是中國石油工業的一

個縮影。了解中國石油工業，要從大慶開始。展望中國石油工

業的未來，也離不開對大慶油田面臨的歷史與現實、希冀與失

落、機遇與挑戰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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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地方，如東北、蘇北和四川這三塊搞出來，就很好。」

當時，年輕的共和國百廢待興，剛剛起步的國民經濟對

石油資源供應的需求與日俱增。國家下了大力氣尋找石油資

源，但擺在國人面前的現實卻不容樂觀：新中國成立初期，全

國只有甘肅老君廟、新疆獨山子、陝西延長這三個小油田和四

川石油溝、聖燈山兩個氣田，全國只有 8台破舊的鑽機和 52

口油井。

石油勘探界有句名言：「油田首先是存在於勘探家的腦子

裏。」意思是說，先要相信地底下有油，才能真正找到油。

這並非唯心主義的論調，而是石油勘探必須基於對地質油藏

理論的科學規律的認識才能有所作為。中國一度被認為是「貧

油國」，不但外國人這麼認為，當時中國的地質學家們也大

多持這種觀點。20世紀 50年代之前流行的地質理論認為：油

氣是遠古時代海洋生物的屍體在高溫高壓下經過化學變化生

成的，所以大型油氣田只能在海相地層中找到。而中國的東

北、華北、西北地區恰恰屬於陸相地層，所以當時絕大多數學

者認為中國油氣儲藏相當貧瘠。

為這一觀點提供佐證的一個事實是，從 20世紀初開始，

日本就依仗強大的軍事力量侵略中國東北，其侵略的重要目的

之一就是尋找石油，但直到 1945年日本投降時，也未在中國

60年，對人生來說是一個甲子的風雨歷程，而對中國石

油工業來說，則是記錄了半個多世紀拚搏與奮鬥、輝煌與榮光

的不平凡的歷史。回溯 60年前，我們無法忘懷那載入史冊的

一頁：大慶油田的發現。

準確時間是 1959年 9月 26日 16時，地點是松嫩平原上

一個叫「大同」的小鎮附近，一口名為「松基三井」的油井噴

射出黑色油流，向世界宣告了大慶油田的存在。這時離新中國

成立 10周年大慶只有幾天時間，這也是石油人用自己的努力

為國家獻上的最好禮物。

1.1  被改變的歷史

大慶油田的發現，不但讓這個地方成為中國工業史上最

知名的地點之一，也由此改寫了中國石油工業的歷史，結束了

中國的油荒歷史。

《大慶油田大事記》是從 1958年開始記錄的，它起始於

鄧小平的一個批示。1958年 2月 28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鄧小平聽取了石油工業部關於

尋找石油的彙報之後說：「對松遼、華北、華東、四川、鄂爾

多斯五個地區，要好好花一番精力，研究考慮……把真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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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上找到石油。

與眾人的觀點不同的是，地質學家李四光和黃汲清則堅

信中國遼闊的土地下一定蘊藏着豐富的石油。李四光是新中

國的首任地質部部長，他根據大地構造條件和沉積條件，為

中國的石油勘探劃定了一個大的區域。1953年底，他向毛澤

東、劉少奇和朱德等領導人彙報：「我國油氣資源蘊藏量豐

富。」這給了高層決策者很大的希望。黃汲清則提出了著名的

「陸相生油」理論，正是在這一理論的直接指導下，大慶油田

被發現了。

信心和努力終於換來了回報。新中國成立 1 0 周年

大慶的前夕，勘探隊發現了大油田。時任黑龍江省委第

一書記的歐陽欽興奮之餘，提議將油田所在地大同鎮改

名為「大慶鎮」，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 周年。 1

接下來，石油工業部將這個新發現的油田定名為「大

慶油田」。當時任石油工業部部長的余秋里聽說松遼出

油的大同鎮改叫「大慶」時，高興地說：「好啊！大慶

好啊！以後我們要把這個名字標在地圖上！」大慶油

1   參見網易號「礦材網」2019 年 3 月 12 日的文章《新中國第一油田

—大慶油田的前世今生》。

田的發現為中國石油工業發展史樹立了重要的里程碑。「大慶」

這個源於石油、取之國慶的名字，從此叫響全國，傳揚世界。

小檔案

日本人「錯失」大慶油田

1928年初，各方盛傳在我國東北發現了出產石油的跡

象，於是日本人想要在這一地區尋找石油。1929年春，日

本人與蘇聯人在當地向導的帶領下，帶着 20匹騾馬沿東清

鐵路（即中東鐵路）到牡丹江上游的森林地帶尋找石油，

經過兩個多月的勘探，無功而返。

1930年 4月，經過在美國駐哈爾濱領事館工作的托里

斯基（美籍蘇裔）的指點，日本人新帶國太郎一行人乘火

車前往滿洲里的札賚諾爾煤礦，第二次尋找石油。他們將

採集的礦樣帶往大連化驗分析，斷定樣品中含有石油瀝青。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淪陷，日本人在資源調查

上更加明目張膽。有一個名為「滿鐵調查部」的機構，它

的探礦隊就像過篦子一樣在東北大地上肆無忌憚地尋找戰

略資源，石油是其主要目標。根據所謂的「海底腐泥起源

說」，日本將找油重點放在了遼寧南部地區，原因是那裏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