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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0日上午袁在西安人民大厦地下室袁几个
忙碌的身影袁正在调试几台地热能系统机组袁温暖的
空气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人民大厦办公区域袁给这里的
工作人员带来了几分惬意遥当日袁中煤新能源公司对
该区域为期 4个月的供暖季正式拉开了序幕遥人民大
厦项目利用 270米的浅层地埋孔换热器袁实现了冷暖
双供袁 这是中煤新能源公司再次成功应用地热能技
术遥据能源站运营负责人介绍袁利用地热能为办公类
建筑物供暖制冷袁较常规技术节能 50%~60豫遥

地热能是一种绿色低碳尧可循环利用的可再生能
源袁它来自地球内部的熔岩袁具有储量大尧分布广尧清
洁环保尧稳定可靠等特点遥地热能可进行地热发电和
直接利用遥2017年 1月袁国家发改委尧国家能源局尧国
土资源部发布的叶地热能开发利用野十三五冶规划曳就
明确指出袁我国地热能资源丰富袁市场潜力巨大袁加快
开发利用地热能不仅对调整能源结构尧 节能减排尧改
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袁而且对培育新兴产业尧促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尧 增加就业等均具有显著拉动作用袁是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遥

2018年年初袁 陕西省住建厅等 6部门联合印发
了 叶关于发展地热能供热的实施意见曳袁 明确关中区
域应将地热能作为城镇供暖的重要方式曰 同年袁 陕

西省发改委等部门发布通知袁 特别指出西安市和西
咸新区具备条件的新建建筑全部釆用地热能供暖袁
同时重点推动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率先应用地热能
进行供暖制冷遥 陕西省发改委尧 住建厅尧 生态环境
厅分别发文指出袁 全力支持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开发利用清洁能源遥

中煤新能源公司是陕投集团所属开展地热资源
开发的专业化公司袁由陕煤地质集团于 2008年 12月
组建成立遥成立伊始袁公司就将经营范围确定为以地
热资源开发为主袁地热能尧太阳能尧空气能尧生物质能尧
燃气等多种清洁能源多能互补尧综合利用袁为客户提
供供暖尧制冷尧生活热水三联供系统解决方案袁提供分
布式能源站的投资尧建设尧管理尧运营等服务遥陕投集
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袁小宁从国家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的战略要求和绿色发展的基本理念出发袁提出了强化
陕煤地质集团中煤新能源公司职能定位袁打造陕西地
热能领军企业的战略方向遥 陕煤地质集团党委书记尧
总经理谢辉更是将勘查开发地热能尧页岩气等新资源
作为集团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引擎之一袁
并提出抓住国家和陕西发展地热产业战略机遇袁通过
不断创新努力袁把地热能综合利用打造成为陕煤地质
集团的支柱核心产业遥

中煤新能源公司成立 12年来袁 坚守成立之初的
愿景袁一步一个脚印袁锐意进取袁彰显担当袁现已拥有
宝鸡中水新能源有限公司尧 渭南市产投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尧 陕西君融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尧 陕西新眉
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等 5家控股子公司袁 已经成长为
陕西省重点支持的地热能产业骨干国有企业遥

打造陕西地热行业领军企业
要要要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地热能开发利用侧记

66年袁累计探明煤炭资源量 1780多亿吨袁占全国查明资源量的 12豫袁不仅确立了陕西煤炭资源大省的地位袁而且为我国煤
炭工业战略西移奠定了重要基础遥历史的承载袁让共和国永远地记住了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渊原陕西省煤田地质局冤袁
以及她曾走过的光辉岁月遥
新时代袁在转型中开创新格局遥陕煤地质集团以地质工作者的先行性尧基础性为己任袁着力推进地热和野三气冶等新兴产业培

育打造袁特别是围绕全省每年新增地热供暖面积 1000万平方米的目标袁以陕西中煤新能源有限公司为骨干企业袁 把地热能综
合利用打造成为陕煤地质集团的支柱产业遥在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征程中袁陕煤地质集团不断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袁正在朝着建
设全国一流地勘集团的目标挺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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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投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袁小宁袁总经理赵军
到宝鸡代家湾供热制冷示范项目现场考察调研遥

陕煤地质集团成功举办 2019 第四届中国
地热产业发展峰会暨首届丝路窑国际地热合作
论坛遥图为参会院士尧专家尧领导共同为中国地
热与温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揭牌遥

2020年 8月 5日袁陕煤地质集团党委书记尧总经
理谢辉陪同省政协领导到中煤新能源公司宝鸡代家
湾供热制冷能源站调研指导工作遥

陕煤地质集团副总经理杨文海在第三届 野一带
一路冶 科技创新创业博览会上检查中煤新能源公司
地热能科研成果布展情况遥

因地制宜实现多技术支撑

走进陕煤地质集团的展览室袁 66年栉风沐雨的
积淀和探索袁 为这里沉淀下了全国煤炭地质行业唯
一的部级重点实验室袁 建设的全国首个 野互联网+
煤炭地质冶 云服务平台袁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遥 依托
于科技实力位居全国行业前列的母体袁 自 2008年以
来袁 中煤新能源公司因地制宜袁 不断积累和创新袁
众多的示范项目成为很多地区和省份学习的典范袁
2020年获批西安市地热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遥 具有
代表性的项目有院 中水源形式的宝鸡代家湾中水源
集中供热供冷能源站尧 中深层形式的草滩生活基地
渊金泰窑经开花城冤 U 型对接井供暖工程尧 浅层土
壤+水源热泵形式的以渭南初级中学为代表袁 瑞典
技术形式的白鹿溪谷尧 人民大厦制冷供暖等项目遥
多种区域清洁能源技术的掌握袁 使中煤新能源公司
在实现清洁能源一体化的过程中游刃有余袁 承揽的
供冷供暖面积由 2015年的不足 10万平方米快速提
升到目前的 550万平方米遥

2019年 1月袁 第四届中国地热产业发展峰会暨
首届丝路窑国际地热合作论坛在西安召开袁 由中煤新
能源公司建设实施的陕煤地质草滩生活基地 U型对
接井中深层地热能换热系统袁 作为国内首创的新型

中深层供暖项目袁成为本届大会的亮点遥该项目在成
功运用 U型对接井技术的同时袁 还获得了 5项发明
专利尧6项实用新型专利袁 已列入省住建厅中深层地
热供暖示范工程遥

2019年 8 月 9日袁 陕煤地质集团与宝鸡市眉县
人民政府签订特许经营权协议袁该县将清洁能源供暖
系统建设及运营全权委托中煤新能源公司下属子公
司陕西新眉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遥该清洁能源供暖系统
将以新建的 7个能源站替代该县原有的 3个燃煤供
热站袁全部覆盖眉县主城区尧滨河新区尧城东新区及猕
猴桃商贸区四大片区袁 总供暖面积 300万平方米遥项
目一期在 2019年 11月 15日实现供暖能力 120万平
方米遥 眉县地热供暖 1#能源站实现了地热能利用温
差与地热水利用量等指标省内之最袁在全国也处于前
列遥2020年 6月 24日袁陕西省发改委叶关于开展关中
地区中深层地热能供暖示范区建设的通知曳 指出袁宝
鸡市眉县为全省中深层地热能供暖示范区遥该项目也
是中煤新能源公司中深层取水供暖的又一次成功实
践遥

2020年袁 中煤新能源公司控股的宝鸡中水新能
源有限公司被宝鸡市机关事务局授予 2019年度清洁

能源供热供冷先进单位称号遥 最近袁 公司建设的
野宝鸡代家湾中水供热供冷中心冶 被宝鸡市住建局评
为 野可再生能源供热示范工程冶遥 该项目以城市中水
取热技术为周边提供冬夏季节服务袁供冷供热面积达
到 80万平方米袁 年可节约标煤约 580吨袁 减排 CO2

约 1445吨尧SO2约 43吨尧NOX约 22吨袁 相当于新增
植树 78945棵袁环保节能效应非常明显遥

一流企业做标准袁 实业公司树品牌遥 在逐步完
善地热开发利用技术体系及参与主持相关标准编制
工作的同时袁 陕煤地质集团主动作为袁 发挥国有企
业的担当和社会责任袁 在省能源局和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的支持下袁 牵头组建成立了陕西省地热能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袁 积极参与主持陕西省地热能相关标
准的编制工作袁 并承担标委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袁下
一步将编制陕西省地热能标准体系建设规划袁联合省
内外相关单位编写分类技术标准规程袁为陕西省地热
能产业的标准化尧规模化尧规范化提供技术支撑袁以引
领和推动陕西省地热能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在建筑中
的规模化应用遥

与此同时袁 中煤新能源公司树品牌尧 创一流袁
全面布局地热能开发利用项目的落地实施遥

一个企业的发展袁 不择细流方成其大遥 特别是面对像地热能这
样的新兴产业袁 更需要一种包容的胸怀遥 中煤新能源公司的快速崛
起袁 根本在于陕煤地质集团明确深化国企改革的方向袁 以推进专业
化尧 区域化尧 市场化袁 寻找产业延伸袁 利用优势触及新型能源袁 开
辟了地勘单位转型升级的新途径遥

近几年袁 陕煤地质集团在不断对中煤新能源公司进行注资的同
时袁 还为其量身定制了 野三专三联冶 战略院 专业的技术平台尧 专业
的组织管理运营尧 专业的施工队伍袁 联合政府开拓市场尧 联合明星
企业上规模尧 联合专家树品牌袁 有力促进了中煤新能源公司更好更
快发展遥 中煤新能源公司也不负众望袁在自身不断壮大的基础上袁实
现了衍生发展袁依托自有技术袁东出尧西进尧南扩尧北固袁先后培育打造
出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属地企业遥

2014年 7月袁 中煤新能源公司与渭南市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渭南市产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袁 现已屹立于
渭南市场曰

2016年 1月袁中煤新能源公司与宝鸡市新星建筑节能监测中心尧
宝鸡市中水水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宝鸡中水新能源有限公司袁
已成功实现了对宝鸡市的供暖供冷服务袁 正尝试管线延伸袁 拓宽领
域袁服务更多百姓曰

2016年 11月袁 中煤新能源公司依托集团草滩生活基地建设袁大
胆创新袁开展了叶中深层地热钻井供暖关键技术曳研究袁成功实施了中
深层半固结热储层 U型对接井换热供暖项目袁经院士专家评审袁该研
究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袁 在 U型对接井地热采集方面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袁成为全国各地学习交流的示范项目袁引领地热能钻井开
发技术创新发展曰

2018年 6月袁陕煤地质集团野地热窑韩城冶项目全面启动袁实施了
韩城首例深部奥陶纪灰岩热储的 野井工厂冶 丛式井抽采回灌供暖工
程袁成为陕西省奥灰岩地热开发利用的先行者曰

2018年 9月袁 中煤新能源公司与陕西泽华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 1亿元成立的陕西君融清洁能源公司袁 专注于沣西新城地热能开
发袁深度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袁走在了国有企业混改的前列曰

2019年 9月袁 与眉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陕
西新眉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袁积极响应省市号召袁践行县域清洁能源供
暖替代袁立志打造民生工程袁助力打造绿水青山曰

2020年 9月袁与金泰恒业地产东城置业公司合作袁承建灞柳东郡
项目中深层地热及多能互补三联供能源站系统袁 目前地热钻井正在
全面推进遥

因事而合袁凭借的是眼界和技术袁确保公司的技术优势袁是企业
在市场竞争中的关键所在遥为此袁陕煤地质集团除了自身技术团队实
现全员硕士以上学历袁还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尧研究机构联合开展各种
产学研合作袁与西安交通大学尧长安大学尧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共同
建立合作课题研究袁培养专业人才曰同时袁与瑞典罗特公司建立长期
战略合作关系袁进行深度交流及技术引进袁使陕煤地质集团始终走在
清洁能源技术的最前沿遥

立足陕西尧辐射周边尧走向全国袁陕煤地质集团致力于打造地热
能产业研究和技术服务管理运营平台袁在野治污减霾尧保卫蓝天冶的征
程中袁擎起了陕西地热领域领军企业的大旗袁折射出陕煤地质人积极
践行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的理念遥着力开展浅层尧中深层地热能
应用技术研究袁启动省内干热岩分布特征和靶区评价工作袁拓展全产
业链的完善袁打造野地热能+多能互补冶的智慧能源形式袁以野智能化+
分布式管网建设冶为能效提升保障的区域清洁能源一体化解决方案遥
陕煤地质集团从野煤炭勘查冶向野新能源开发利用冶的转型袁凸显了从
奉献野黑色煤炭冶到建功野保卫蓝天冶的跃迁遥新时代尧新使命尧新担当袁
陕煤地质集团风正好扬帆遥 渊梁榆平 智海莉冤

陕煤地质集团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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