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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以及国务院《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中

国制造 2025》和《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提出的

任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

能技术”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以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实施煤炭消

费减量替代，降低煤炭消费比重，全面实施节能战略为目标，进

一步解决和突破制约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发展

的瓶颈问题，全面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领域的工艺、

系统、装备、材料、平台的自主研发能力，取得基础理论研究的

重大原创性成果，突破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并实现工业应用示范。 

本重点专项按照煤炭高效发电、煤炭清洁转化、燃煤污染控

制、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工业余能回收利用、工

业流程及装备节能、数据中心及公共机构节能等 7 个创新链（技

术方向），共部署 23 个重点研究任务。专项实施周期为 5 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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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016 年本重点专项在 7 个技术方向已启动 16 个研究任务的

17 个项目，2017 年本重点专项在 7 个技术方向已启动 20 个研究

任务的 22 个项目。2018 年，在 5 个技术方向启动 20 个研究任务，

拟支持 20-40 个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为 4.23 亿元。凡企

业牵头的项目须自筹经费，自筹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不

低于 1：1。 

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进行。除

特殊说明外，拟支持项目数均为 1-2 项。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考

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个，每个课题参研单位

原则上不超过 5 个。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课题设

1 名课题负责人。 

指南中“拟支持项目数为 1-2 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

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分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

同的情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 个项目。2 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

段支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 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 煤炭高效发电 

1.1 新型高碱煤液态排渣锅炉关键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液态排渣炉内钠、钾等碱金属的释放、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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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与作用机制；研究开发适合全烧高碱煤的液态排渣燃烧关键

技术；研究液态排渣低 NOx 燃烧技术；研发全烧高碱煤液态排渣

锅炉关键设计、制造工艺及技术；开展高碱煤液态排渣锅炉关键

技术示范与优化运行。 

考核指标：实现纯燃高碱煤（碱金属含量≥4%）液态排渣关

键技术在 200～300MW 等级机组的工业示范，连续运行≥168 小

时，锅炉出口 NOx 排放浓度≤400mg/m3，炉内钠、钾的捕捉率

≥50%。 

1.2 超低 NOx 煤粉燃烧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开发超低 NOx 煤粉燃烧技术，包括：煤粉燃烧全

过程的燃烧组织与抑制 NOx 生成技术、超低 NOx 燃烧燃尽技术、

超低 NOx 燃烧优化控制集成技术，进行相关试验。 

考核指标：完成容量≥14MWth 煤粉锅炉试验验证，NOx 燃

烧排放浓度≤50mg/m3，CO 排放浓度≤200 mg/m3。 

1.3 燃煤发电机组水分回收与处理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燃煤烟气水分回收利用的关键技术；研发燃

煤发电机组排烟水分回收的成套技术装备；开发回收废水处理和

利用技术；开发烟气超低排放污染物控制系统中的废水回收及节

能节水技术；进行相关试验。 

考核指标：建成燃煤发电机组烟气量不低于 10 万 m3/h 的排

烟水分回收中试系统，烟气水分回收率达到 30-50%；建成 30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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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燃煤发电厂烟气超低排放系统中废水回收及节能节水装置一

套，废水回收率≥90%。 

1.4 700℃等级超超临界发电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在实际运行燃煤机组平台上，开展 700℃锅炉关

键热部件的长周期验证试验研究；开展 700℃超超临界机组燃烧

与锅内水动力特性研究；开展 600MW 以上 700℃超超临界发电

热力系统、布置方式及机组优化集成研究。 

考核指标：完成锅炉关键热部件在蒸汽流量≥10t/h、蒸汽温

度≥700℃下 20000 小时考核试验；形成 600MW 以上 700℃超超

临界发电热力系统、布置方式及机组优化集成技术方案，设计工

况下的净效率≥50%。 

2. 煤炭清洁转化 

2.1 合成气（或热解气）甲烷化新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合成气（或热解气）甲烷化合成催化剂及新

工艺；开发新型甲烷化反应器；研究新工艺全流程优化技术及系

统集成；形成合成气（或热解气）高效甲烷化成套技术，并进行

工业示范。 

考核指标：开发出 1~2 种短流程低能耗甲烷化新技术，建成

原料气处理能力 1 亿 m3/年以上高效甲烷化示范装置，CO 转化率

≥99.5%，甲烷选择性≥92%。 

2.2 煤与重油或煤焦油共加氢及产品加工关键技术（共性关键



   — 5 — 

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煤与重油或煤焦油等在共加氢条件下的匹配

性和协同效应，及重油降黏预处理技术；开发煤油共转化新型加

氢工艺、催化剂及装备；开发共加氢液体产物制清洁燃料和化学

品的加工技术；开发高含固的油渣资源化利用技术。 

考核指标：建成 10 万吨/年以上煤油共加氢转化示范装置，

并进行 72 小时以上工业运行考核，煤浆浓度≥20%，共加氢煤转

化率≥90％，蒸馏油（≤360℃馏分）收率≥70%（无水无灰基原

料），产品油中硫含量≤10mg/kg，形成 1-2 种高含固油渣利用新

技术。 

2.3 合成气高效合成醇类化学品关键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煤基合成气高效合成乙醇、低碳醇、乙二醇

等关键技术及催化剂；开发合成新工艺及反应器；形成合成气高

效合成醇类化合物的工程化技术；建立煤基合成气制相关醇类化

合物的工业级示范装置。 

考核指标：建成 10 万吨/年以上的合成气制乙醇示范装置，

目标产物的总选择性≥90%；合成气制低碳混合醇在万吨/年级装

置上实现总醇选择性≥70%（C2+醇在总醇中含量≥60%），催化

剂寿命≥7200 小时；合成气制乙二醇加氢新型催化剂在单系列 20

万吨/年以上的工业装置应用考核，乙二醇产品质量达到国标

（GB/T4649-2008）优等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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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煤基甲醇制燃料和化学品新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开发甲醇制芳烃、聚甲氧基二甲醚等工程化关键

技术；开发新型催化剂和反应器；研发系统集成技术并形成成套

工艺；分别建立甲醇制芳烃和甲醇制聚甲氧基二甲醚示范装置。 

考核指标：建成 10 万吨/年以上甲醇制芳烃工业示范装置，

甲醇转化率≥99.5%，芳烃收率≥30%（甲醇基）；建成 5 万吨/

年以上聚甲氧基二甲醚新工艺示范装置，聚甲氧基二甲醚

（DMM2-8）选择性≥90%，产品收率＞70%（甲醇基）。 

2.5 基于发电的煤炭热解燃烧多联产技术（典型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研究热解反应器、热半焦燃烧室相互之间的过程

匹配技术及系统集成；开发高温热解气的净化分离和能量梯级利

用技术；研究热解、燃烧耦合的工程化技术；建立以高参数发电

为主的煤热解燃烧技术体系，进行大型煤热解燃烧多联产技术工

程示范。 

考核指标：建成 100MW 以上煤热解燃烧多联产系统示范工

程，煤转化率≥98%，系统热效率≥90%，焦油含尘量≤1.0%，

煤气热值≥12.5MJ/m3。 

3. 燃煤污染控制 

3.1 燃煤过程中砷、硒、铅等重金属的控制技术（共性关键

技术类） 

研究内容：开展燃煤过程中砷、硒、铅等重金属的形态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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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迁移释放机理研究；研发炉内重金属控制关键技术和设备；开

发基于烟气净化装置的重金属强化脱除关键技术；开发尾部烟气

中重金属联合脱除技术及成套装备。 

考核指标：在 300MW 以上燃煤发电机组进行示范，砷排放

浓度≤ 5μg /m3，铅排放浓度≤ 30μg /m3，硒排放浓度≤ 50μg 

/m3。  

3.2 燃煤过程有机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 （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煤燃烧过程中有机污染物的生成机理及排放

特性；研发燃煤烟气中有机污染物高效吸附剂及吸附控制技术；

开发燃煤过程有机污染物高效氧化技术；研发有机污染物与其它

污染物的协同控制技术；进行大型燃煤电站锅炉有机污染物排放

控制技术的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1000m3/h 以上规模烟气中有机污染物的吸附脱除

效率≥95%，氧化效率≥80%；在 300MW 等级燃煤发电机组进

行应用示范，总烃（以甲烷计）排放浓度≤3mg/m³。 

4.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4.1 煤炭富氧燃烧关键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常压和加压 O2-CO2 气氛下煤燃烧特性、热

质传递特性和污染物排放控制特性；开发煤炭富氧燃烧关键技术

及燃烧控制与系统集成技术；进行相关试验。 

考核指标：完成 MW 级加压富氧燃烧试验，压力≥0.3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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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烟气中 CO2浓度≥90%；完成常压 25MWth以上富氧燃烧工业

示范装置试验，连续运行≥168 小时，干烟气中 CO2浓度≥84%；

形成 300MWth富氧燃烧锅炉设计准则与方案。 

4.2 煤的化学链燃烧和气化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加压下载氧体与煤的反应特性；开发满足工

业应用的载氧体及其规模化制备技术；研发化学链燃烧和气化反

应器的强化传热传质与污染物控制技术，开发关键设备；开展煤

炭化学链燃烧和气化技术的试验。 

考核指标：建成 MWth 级规模的化学链燃烧装置，连续运行

≥72 小时，CO2捕集效率≥90%，燃烧效率≥90%；建成 0.5MWth

级规模的化学链气化装置，有效气组分（CO+H2+CH4）≥75%。 

4.3 CO2驱油技术及地质封存安全监测（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开发低渗油藏 CO2驱油油藏工程方法及优化设计

技术；开发 CO2驱油注采安全控制与防腐技术；研究地质、地球

物理监测技术及井眼完整性评价技术；研究 CO2地质封存环境监

测及预警技术。 

考核指标：在年注气规模 10 万吨/年以上的 CO2驱油、地质

封存示范工程中应用，非混相 CO2驱油采收率较水驱提高 8%以

上，混相 CO2驱油采收率较水驱提高 12%以上；地质封存示范工

程中封存体泄漏量预测误差≤15%。 

4.4 CO2驱煤层气富集分离关键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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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研究不同煤阶煤质及地质条件对 CO2驱煤层气的

影响规律；开发 CO2驱煤层气关键技术及装备；开发驱替煤层气

中 CO2、H2O 等的高效脱除技术及装备。 

考核指标：在驱煤层气亿 m3 /年以上规模的示范工程中应用，

煤层气抽采率较常规抽采提高 10%以上，煤层气产品中 CO2浓度

≤1%。 

4.5 CO2矿化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开发低能耗矿物化封存利用 CO2新工艺；优化矿

化反应器结构，并进行工程放大；研发利用废弃资源作为矿化原

料的技术并进行工业级试验。 

考核指标：建成 1000 吨/年级规模的 CO2矿化装置，CO2的

吸收转化率≥90%；CO2的净封存利用率≥50%。 

4.6 CO2高效合成化学品关键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开发 CO2转化合成化学品的新型催化剂及制备技

术；研发基于反应与传递耦合匹配的新型反应器；研究过程强化

与系统集成技术；形成以CO2为原料制化学品的成套技术及装备，

并实现工程示范。 

考核指标：研发 1-2 种 CO2合成化学品的新技术，建成产品

万吨级以上的 CO2合成化学品工业示范装置，CO2利用率≥95%。 

5. 工业流程及装备节能 

5.1 冶金、化工炉窑及系统节能减排关键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 10 —

研究内容：研究冶金、化工炉窑的均匀加热与强化传热技术；

研究热力过程性能优良的新型炉窑结构和系统；研究工业炉窑高

效净化及网络化监控技术平台；研发炉窑与冶金、化工过程工艺

装备之间高效匹配的节能系统，形成成套技术并实现工业示范。 

考核指标：示范工程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家/行业标准中

优等级降低 10%以上；烟气中超细颗粒物排放浓度≤10mg/Nm3，

NOx 排放浓度≤100mg/Nm3。 

5.2 电机及电机系统的高效节能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电机及电机系统的仿真分析与优化设计新技

术；研究电机及电机系统节能的智能化控制技术；研发特种高能

效电机（如超高速电机、高性能永磁伺服电机等）；研究电机系统

的一体化、轻量化、低能耗、高可靠性技术，并形成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高效电机效率比其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中的

高等级能效提高 2%以上；特种电机（如超高速电机、高性能永

磁伺服电机等）的能效≥97%；应用示范的电机系统运行节能

5%以上。 

5.3 流体机械节能与系统智能调控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全参数可控的高效流体设计、高压缩比

气液两相增压输送、低能耗传动技术；研究流体机械内流体力学

行为及其负荷管网的变工况、多目标系统节能技术；研发高效节

能的泵、风机、空气压缩机新型产品；建立流体机械在线监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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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成本运行管理系统，开发流体机械的性能预测、系统匹

配、优化集成及智能调控技术。 

考核指标：高效节能的泵/风机/空气压缩机能效分别比其相

应的国家/行业标准中的 高等级提高 2%以上；应用于关键流程

工业，泵/风机/空气压缩机管网系统能效分别提高 8%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