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业2014年3月17日2014年3月17日 星期一8

生物质能是一种具有双向清洁生物质能是一种具有双向清洁
作用的可再生能源作用的可再生能源，，它直接或间接地它直接或间接地
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可转化可转化
为多种终端能源为多种终端能源，，如气体燃料如气体燃料、、固体固体
成型燃料和液体燃料成型燃料和液体燃料（（生物燃油生物燃油）。）。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

是一种比较经济的燃料是一种比较经济的燃料，，它的原它的原
料主要来自秸秆料主要来自秸秆、、森林三剩物森林三剩物((采伐采伐、、
造材和加工的剩余物造材和加工的剩余物))、、木屑木屑、、花生壳花生壳、、
树皮树皮，，经过生物质制粒机炭化后加工经过生物质制粒机炭化后加工
成直径约成直径约66至至88cmcm，，长度为其直径长度为其直径55倍倍
左右的块状燃料左右的块状燃料。。生物质成型燃料投生物质成型燃料投
料方便料方便，，发热量大发热量大，，清洁卫生清洁卫生，，不污染不污染
环境环境，，属于节约型燃料属于节约型燃料。。尤其是经过尤其是经过
炭化后燃烧炭化后燃烧，，燃料热能利用率可达燃料热能利用率可达9090%%
以上以上。。可用于生活取暖可用于生活取暖、、火力发电的火力发电的
燃料燃料。。目前目前，，我国市场上用途最广泛我国市场上用途最广泛,,
种类最多的燃料就属成型燃料种类最多的燃料就属成型燃料。。

生物质液体燃料生物质液体燃料

简称生物质燃油简称生物质燃油。。其原料多为其原料多为
禽畜粪便禽畜粪便、、工业有机废水工业有机废水、、植物植物、、城市城市
生活垃圾等生活垃圾等。。生物质燃油可替代柴生物质燃油可替代柴
油油、、重油重油、、天然气天然气,,直接用于工业锅炉直接用于工业锅炉
燃烧和各类工业窑炉燃烧和各类工业窑炉((冶金窑冶金窑、、玻璃玻璃
窑窑、、陶瓷窑陶瓷窑))直接燃烧直接燃烧；；经再加工后可经再加工后可
替代汽油替代汽油、、柴油柴油，，用于汽车用于汽车、、轮船等交轮船等交
通领域通领域。。目前生物燃油的成本比化目前生物燃油的成本比化
石燃油要高一些石燃油要高一些，，但技术革新对降低但技术革新对降低
成本的潜力是巨大的成本的潜力是巨大的。。此外此外，，以非粮以非粮
原料或农业废弃物为原料转化的生原料或农业废弃物为原料转化的生
物燃油相比之下将有更强的价格竞物燃油相比之下将有更强的价格竞
争力争力。。

生物质气体燃料生物质气体燃料

以生物质为原料生成的非常规天以生物质为原料生成的非常规天
然气然气。。一般来自于生物质沼气一般来自于生物质沼气，，或将或将
固体生物质置于气化炉内加热固体生物质置于气化炉内加热，，同时同时
通入空气通入空气、、氧气或水蒸气氧气或水蒸气，，来产生品位来产生品位
较高的可燃气体较高的可燃气体,,如生物天然气如生物天然气。。它它
的特点是气化率可达的特点是气化率可达7070%%以上以上，，热效率热效率
也可达也可达8585%%。。生物质气化生成的可燃生物质气化生成的可燃
气经过处理可用于合成气经过处理可用于合成、、取暖取暖、、发电等发电等
不同用途不同用途，，这对于生物质原料丰富的这对于生物质原料丰富的
偏远山区意义十分重大偏远山区意义十分重大，，不仅能改变不仅能改变
他们的生活质量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也能够提高用而且也能够提高用
能效率能效率，，节约能源节约能源。。 （（吉蕾蕾吉蕾蕾））

生物质能源的几种形态

☞

作为战略新兴产业的清洁和可再生

的生物质能源，虽有替代化石能源、保护

环境、促进现代农业和农民增收等社会需

求和有助于《可再生能源法案》、《可再生

能源发展规划》等法规条例的推动，但发

展一直不尽如人意。近年雾霾加剧和国家

采取的紧急行动，对我国生物质能源的发

展将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生物质能源

行业要抓住机遇，展示实力，多作贡献。

国务院 2013 年 9 月发布的《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包括淘汰落后与过剩产

能、黄标车；严控“两高”行业、煤炭消费

量、中小燃煤锅炉、机动车保有量和提高

油品质量；严管节能环保准入及指标约

束、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健全法律法规体

系；发展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推进技术

创新和煤炭清洁燃烧；加快清洁能源对煤

炭和化石燃油的替代等，内容全面而具

体，指导性和操作性很强。我们认为。其

中的治本措施在于可再生清洁燃料对煤

炭与化石燃油的替代。

以生物质为原料生成的非常规天然

气叫生物天然气，与化石天然气的组分和

性能无异。生物天然气在欧洲已实现商

业化多年，我国近年也已开始商业化生

产。我国生产生物天然气的资源具有年

产 2330 亿立方米的可实现潜力，因此，我

国以生物天然气替代煤炭与化石燃油具

有巨大的潜力。

同时，我国目前有 50 余万台 20 吨位

以下的中小燃煤锅炉，年消耗标煤 2.7 亿

吨，排放烟尘 60 万吨、二氧化硫 226 万吨

和氮氧化物 100 万吨，由于量大分散，多

为城市和乡镇民用，难以清洁燃烧，是整

治中的重点和难点。中小燃煤锅炉能“煤

改气”和“煤改电”虽好，但“大材小用”，价

格高昂，恐只能用于少数条件较好的地

方，对多数而言，生物质成型燃料则是最

佳选择。可就近取材、资源量足、便宜效

优，何乐不为。

再有，机动车尾气是产生雾霾和导

致二次污染的重要来源，特别是柴油汽

车。而生物合成汽油和柴油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可分别较化石能源汽柴油降低

104%和 108%，是治理城市大气污染的车

用新能源。

固体成型燃料、生物天然气和液体生

物燃料等生物质能源都是替代煤炭和化

石燃油，减少进口压力，治理大气污染的

有力武器，且我国原料资源丰富和已具大

规模生产能力，政府与业界不能再等闲视

之了。

最近，我们在河北曲周县王庄村做了

一个“原料-加工-自用-销售”一体化的

村镇型商业模式小试验。将小麦、玉米、

棉花等作物秸秆的生产与收集纳入当地

农作制，按可能源用的原料量建了一个年

产 1500 吨的成型燃料块生产厂，产品一

半自用，一半销售到附近乡镇和县城。

农民说这种成型块上火快、火劲大、

无熏烟、无煤气中毒、节能环保，比煤便宜

二到三成。该厂的设备投资 33 万元，年

产 1500 吨，净利润 12 万至 15 万元。这种

模式的优点是原料供应稳定、收集储运成

本低、原料-市场距离短、可扶持村镇企

业，增加农民收入和就业岗位、可提高农

村能源消费质量和为城镇化发展就近提

供清洁燃料。存在的问题是高度分散，技

术与产品质量不易控制，以及缺乏资金与

金融支持。

在王庄试点基础上，我们又对曲周县

做了相关调研。全县可能源用作物秸秆

82 万吨、畜禽粪便 70 万吨、林业剩余物 2

万吨，可支持 200 多个类似王庄的成型燃

料厂，年生产固体成型燃料 40万吨及生物

天然气1500万立方米，折算为24万吨标煤

的生物质产能潜力，是 2011年全县化石能

源总消费量的98%以上。也就是按现有生

产水平，曲周县可依靠生物质能源基本实

现能源自给自足和告别化石能源，并建成

年产值约 5 亿元的生物质能源产业链，创

造 直 接 就 业 岗 位 2000 个 ，减 排 60 万 吨

CO2、1200吨SO2、3000吨氮氧化物。

这是一个北方典型农业县的案例调

查，可供我国类似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及城

镇化能源应对的参考。

曲周县是京津冀鲁雾霾重污染区 200

多个县中的一个，诸县的农业生产与能源

消费情况相近，实现生物质能源对煤炭等

化石能源的大部分替代是可能的。

期待政府有更加积极的措施，也期待

更多企业与资金的进入，把握机遇，迎接

生 物 质

能 源 发

展 的 春

天！

当前，生物质能源

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中的生力军。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明确规定，加快调整

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

源比重，控制煤炭消费

总量。到2017年底，煤

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降到65%以下。我国生

物质能源产业由此迎来

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迎接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春天
石元春 朱万斌

图说产业

本版编辑 杨国民 童 娜

本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晶科能源近日宣布，
将向阿联酋 CSEM-uae 公司提供太阳能光伏组件，
帮助 CSEM 太阳能室外实验室开展应用研究，以进
一步研究和测试太阳能解决方案在海湾地区阿拉伯国
家合作委员会(“GCC”)市场的竞争力。

晶科能源首席执行官陈康平先生表示，GCC 地
区人口稠密，未来有望成为太阳能项目的重要市场。
晶科能源借助 CSEM 提供的平台，在 GCC 市场展示
太阳能技术，既可以根据应用效果不断改进和提升自
身的产品和服务水平，也能为下一步拓展 GCC 市场
打下基础。

晶科能源向CSEM提供太阳能光伏组件

本报讯 记者齐慧报道：由中核集团与中国广核
集团合作研发设计的“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机型是目
前中国唯一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品牌，
并于近期已完成初步设计。

据介绍，华龙一号是中核集团与中国广核集团合
作，在我国 30 余年核电科研、设计、制造、建设和
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汲取福岛核事故教训，充分
借鉴国际三代核电非能动安全的先进理念，满足国际
最先进的法规标准而研发设计的三代核电机型，具有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其任务是实现核电“走出去”。

目前，“华龙一号”的堆芯选用的是中核集团
ACP1000 技术的 177 堆芯，核燃料采用中核集团开
发的 CF 自主品牌。在具体的项目上，可根据客户需
求，配上不同个性化的辅助安全系统。华龙一号使中
国核电技术站在了世界的前沿，成为实现“核电强
国”，“安全高效”发展核电、中国核电“走出去”的
重要支撑。

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完成初步设计

在日前举行的“2014 中国 IT 市场年会”上，赛
迪顾问装备产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张凌燕表示，未
来三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处于国家政策红利、工业转
型升级需求释放、人口红利减弱、市场需求增长的机
遇叠加期。预计 2014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
将达 32000台，同比增长 16％，增长率不断提高。

2013 年 9 月 15 日，工信部发布了 《信息化和工
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 年），提
出智能制造生产模式培育行动，重点加快实现工业机
器人等先进制造发展工业机器人产业，加快当地产业
集群的形成和完善产业链构建。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和电子制造业的不断壮大，工
业机器人产业的市场规模也迅速增长。“2013 年，我
国新安装的工业机器人将超过 27000 台。”张凌燕分
析说，产业规模、产业分布、技术现状、应用领域是
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这些条
件保证了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将迎来快速增长期。

张凌燕认为，随着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持续深入，
先进制造业回流，中国的低端制造业面临空心化的风
险。而工业机器人是改变制造业空心化的方式之一，
通过使用工业机器人参与制造，一方面能解决低端劳
动力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能缩小高端制造业差距，
促使中国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逐步进入制造业的高
端环节。同时，工业机器人还可以降低企业运行成
本，提升企业发展效率，以应对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生
产率较低、人力成本较高等多种挑战。

虽然近年来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但国
内工业机器人产业起步较晚，总体看，我国工业机器
人在技术和工程应用水平方面对比国际水平还有一定
差距。

张凌燕预计，2014 年，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范围
会逐渐扩大，包括一些中低端市场和传统的劳动密集
型行业。目前，工业机器人产业已经具备了基础技术
条件，足以支撑产业化快速发展。同时，中国的商业
模式创新经验在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积累而
来，这也为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工业机器人产业快速成长
本报记者 黄 鑫 实习生 石 雨

工业机器人产业快速成长
本报记者 黄 鑫 实习生 石 雨

智能机器人巡检变电站

3 月 5 日，一台智能机器人在苏州 500 千伏车坊变

电站内巡检。近期，江苏省电力公司开始推广应用单

站型智能机器人系统，苏州 500 千伏车坊变电站是首

批配置智能巡检机器人的变电站之一。

据了解，智能机器人为国网公司与国内厂商共同

研发，以机器人技术为核心，整合多项前沿技术，能够

对电力设备的外观、状态、温度和噪声等数据进行精

准读取分析，提高变电站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谢 鹏摄 （新华社发）

生物质能正在上演“绿色传奇”
本报记者 吉蕾蕾

生物质能正在上演“绿色传奇”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变废为宝 市场认可

河北省曲周县王庄村应该是当地第
一个“告别煤炭”的村庄。“我们家从前年
开始，冬天取暖就再也不用蜂窝煤了，都
改烧这种生物质燃料秸秆块，上火快、火
劲大，并且干净方便，烧饭和取暖一起都
可以解决。”村民王怀义高兴地向记者介
绍着家里取暖的新“装备”。

他告诉记者，这个生物质燃料秸秆
压块是用棉花、玉米、小麦秸秆压缩制造
的，然后利用配备的生物质炉具来燃
烧。测算下来，不仅比燃煤炉能提高室
温，相比一年 3 吨左右的用煤量，使用生
物质燃料每年至少可以节省 1600 元。
再算上卖秸秆的收入，还可以节约 600
多元。“更重要的是，烧生物质秸秆块，不
仅合理利用了废弃农作物的秸秆，杜绝
了焚烧秸秆和煤炭燃烧的空气污染源，
村前屋后的环境也干净整洁多了。”村支
部书记王怀珍感慨地说。

王庄村的生物质燃料只是河北省改
善农村环境、调整能源结构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
展，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不断
增加，造成大量农作物秸秆剩余。除还
田、青贮外，大部分秸秆被就地焚烧，造

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曲周
县科技局局长顾爱云说：“生物质燃料就
是为了节能减排，缓解能源日益紧张的
矛盾，从而让这些剩余秸秆‘变废为宝’
的有效技术途径。”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雷廷宙表
示，我国生物质能多样化利用已经取得
较大进展，生物质发电、液体燃料、燃气、
成型燃料等多种利用方式并举，技术不
断进步，呈现出规模化发展的良好势头。

条件成熟 应用前景广阔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
展期，然而快速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日
益增大的能源缺口和严峻的环境问题。

2013 年以来，我国北方多个城市频
繁出现雾霾天气，严重的空气污染给我
国“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发展
模式敲响了警钟。同时，随着国家能源
政策的调整，“煤改气”工程不断实施，导
致天然气需求量激增，供需缺口随之扩
大。据测算，2015 年至 2017 年，我国天
然气消费量将达 3000 亿立方米，对外依
存度将超过 50%。

对此，生物质燃料技术领军人，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北京农业大

学教授石元春表示，要减少污染物，特别
是污染气体的排放，就必须改变以煤为主
的能源结构，尽量减少煤炭、石油等化石
能源的使用，降低对外依存度，大力发展
国内可再生清洁能源刻不容缓。

事实上，生物质能源得到如此高的
肯定并不是“空谈”，是有据可依的。据
中国工程院可再生资源发展战略咨询报
告显示，我国生物质能源的资源量十分
丰富，且是一种有效利用各种有机废弃
物的理想方式。

当然，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对生物
质能源的发展高度重视，也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策支持。2007 年颁布的《国家可
再 生 能 源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

（2007-2020）》提出目标，要求到 2020
年，生物质成型燃料年生产和利用量要
达 5000 万吨，沼气年利用量达 440 亿立
方米，生物燃料乙醇年利用量达 1000 万
吨；国家发改委出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中明确表示，将农作物秸秆固化
成型燃料、秸秆纤维素燃料乙醇等列为
鼓励类产业，予以重点支持。

体系待完善 多方需给力

“从目前来看，发展生物质能是替
代化石能源、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
措施。”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
站可再生资源处处长李景明表示，生物

质能源产业发展将会成为我国应对气候
变暖、解决环境问题、缓解能源危机的
奇兵。

“原料收储难度大，是制约生物质成
型燃料产业规模的关键因素之一。”河北
天太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
小亮分析说，一方面由于农作物机械化
程度低，秸秆量多且较为分散，收集、装
车、运输都需要人力才能完成；另一方
面，由于秸秆随季节性产出，收购时间
短，而储存周期长，不仅给收储运增加了
难度，而且也提高了厂商的生产成本。

“原料保障能力是决定生物质成型
燃料产业规模的主要因素。”中国可再生
能源学会理事雷廷宙表示，生物质能源
产业要发展必须建立从原料收集、储藏、
预处理到成型燃料生产、配送和应用的
整个产业链的技术体系和产业模式。

雷廷宙认为，首先，各地政府部门要
加强原料资源管理，建立科学的原料收
集运输储藏和生产体系，实现生产加工
与原料供应之间的合理衔接，鼓励生产
企业和收运散户或农户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形成集约式原料收储运运行模式；其
次，要在不同区域制定有条件的限煤禁
煤措施，提高工业生产中、居民生活中生
物质成型燃料的消费比例，培育发达、正
常、稳定的生物质成型燃料市场；还有，
构建结构优化、层次清晰、数量合理的标
准体系，规范生物质成型燃料项目，使生
物质成型燃料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此外，针对核心技术大多集中在科
研院所、与企业没有形成有效结合的现
状，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要加强交流、
合作，加大原料收集等关键设备的研发
力度，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促进生物质能
源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生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

划》显示，中国可作为能源利用的

生物质资源总量每年约4.6亿吨标

准煤，目前已利用量约2200万吨标

准煤，还有约4.4亿吨可作为能源

利用

早在我国生物质工程兴起之

初，就有人测算，充分利用生活垃圾

与有机废弃物，每年可产生1000亿

立方米的生物天然气，相当于2010

年全国天然气消费量；利用好每年

约6.9亿吨的可收集秸秆资源量，亦

可产生相当于6座三峡发电站的生

物质电厂

可再生资源在我国尚处于起

步阶段，特别是生物质成型燃料还

在探索发展，原料的收集还有难

度，产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程度

还不够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