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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套年产 30 万吨焦炉煤气工业化制无水乙醇工程投产——

我国煤制乙醇实现产业化应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雷汉发 宋美倩
本约为每吨 5200 元左右。有一些企业
则采用木薯发酵法生产无水乙醇，成本
也在每吨 5000 元以上，均比采用焦炉
煤气生产无水乙醇高出 25%左右。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凸显

球首套焦炉煤气制无水乙醇项目
投产，
投产
，代表着煤制乙醇新技术实
现了产业化发展，
现了产业化发展
，对改变我国燃
料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 。 由于当前我国焦炉煤气的使
用率仅在 70
70%
%左右
左右，
，且大多数是低
端利用，
端利用
，焦炉煤气制无水乙醇项
目的投产不仅能让生产企业产生
效益，
效益
，更为清洁能源高效生产和
利用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近日，中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河
北迁安市召开项目投产发布会，宣布自
主建设的全球首套年产 30 万吨焦炉煤
气工业化制无水乙醇一期工程年产 10
万吨生产线在该地一次投料成功，并产
出纯度达到 99.98%无水乙醇。

生产路径科学有效
在传统工业生产中，无水乙醇用于
勾兑乙醇汽油。据中溶科技公司董事长
代淑梅介绍，
我国是钢铁生产大国，生产
钢铁离不开焦炭。生产焦炭就会产生以
氢气和甲烷为主体的副产品焦炉煤气。
在目前状况下，全国多数企业把焦炉煤
气作为燃料直接烧掉。氢气作为燃料烧
掉非常可惜，
但由于开发路径不畅，每年
炼焦制气厂产出的近 2000 亿立方米焦
炉煤气，有 70%左右用于企业燃料消耗
及城市产业和居民用气，有的甚至在工
厂直接燃烧放散到大气中，每年至少带
来 9655.9 吨二氧化硫污染量。
中溶科技通过化学手段，把焦炉煤

气中的氢气提取出来作为乙醇加氢的原
料，与醋酸结合，使之生成无水乙醇，最
终达到高附加值利用。在完成主产品生
产的同时，还能将煤气中的甲烷提取出
来作为天然气，使得整个焦炉煤气中的
各种成分都能得到最为合理的利用。
代淑梅告诉记者，国内外采用焦炉
煤气生产化工产品有很多成功经验，但
用其制作无水乙醇，在世界尚属首例。
“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通过 8 年艰苦研
究，
才将理论变成了实验室数据，再将实
验室数据变成了年产 1.5 万吨的中试示
范基地，再将中试基地放大并优化成为
年产 30 万吨的工业化生产基地。投资
4.5 亿元就建成了 10 万吨级的无水乙醇
项目，投入 8 亿元就可实现 30 万吨产
量。”代淑梅说。

技术创新带来商机
创新项目的成功标准，可从经济效
益上衡量。中溶科技项目经理李秋园算
了一笔账，采用焦炉煤气生产无水乙醇，

每吨生产成本约 4100 元。目前无水乙
醇售价约 5300 元/吨。副产天然气价格
为 2.2 元/立方米。另外，还可以根据市
场需要灵活调整，
联产乙酸乙酯，价格约
4800 元/吨。
“ 目前市场上 92 号汽油的
出厂平均价格约为 6000 元/吨，燃料乙
醇按国家收购指导价折算后为 5284 元/
吨。这样一来，每吨无水乙醇的利润就
在 1000 元以上。”李秋园说。
李秋园表示，采用焦炉煤气生产无
水乙醇，无论在利用焦炉煤气形成新产
品上还是采用其他原料生产无水乙醇，
都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对于前者来说，
焦炉煤气通过化学路径，可以转化为不
少产品，可除去生产成本，
这些产品的价
格优势均不明显。比如，我国有多条以
焦炉煤气生产甲醇的生产线，它们的生
产成本大概在每吨 2000 元左右，但销
售价格同样在每吨 2000 元左右，这使
得企业没有生产积极性；
对于后者来说，
目前我国也有不少采用农作物生产无水
乙醇的生产线，其中有一些企业采用谷
物类粮食发酵法生产无水乙醇，生产成

由于用焦炉煤气生产无水乙醇有着
不错的市场前景，因而吸引了许多企业
要求参与合作开发。中国酒业协会酒精
分会秘书长张国红表示，无水乙醇含氧
量高达 34.7%，如果汽油中含有 10%的
乙醇，就能使汽油充分燃烧降低尾气中
40%以上的 PM2.5 以及 30%以上的一氧
化碳和碳氢化合物，因此欧美等发达国
家广泛使用乙醇汽油。美国 2016 年在
90%以上的地区都使用 E10 乙醇汽油，
燃 料 乙 醇 产 销 量 达 4578 万 吨 ；巴 西
2016 年在全境使用乙醇汽油，燃料乙醇
产销量达 1938 万吨，但我国 2016 年的
燃料乙醇产销量仅 260 万吨。张国红认
为，这与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和生产成本
高企有着直接关系。
业内专家认为，中溶科技全球首套
焦炉煤气制无水乙醇项目投产，标志着
煤制乙醇新技术完全实现了产业化，这
对改变我国燃料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
我国是世界煤炭第一储量和使用大
国，
也是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大国，钢铁
生产离不开焦炭。2016 年我国焦炭产
量为 44911 万吨，按照 1 吨焦炭生产 430
立方米焦炉煤气计算，2016 年我国共产
焦炉煤气 1931.17 亿立方米。目前焦炉
煤气的使用率仅在 70%左右，且大多数
是没有深度开发的低端利用，如果将其
用于无水乙醇开发，不仅可使产气厂家
的售气收益增长三成左右，同时每 100
万吨炼焦所产焦炉煤气可生产 10 万吨
无水乙醇。这样一来，可以改变我国每
年上千万吨粮食生产乙醇的现状。同
时，也能使我国 60%石油依赖进口的状
况得到改观，找到另一条备用途径。这
对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环境安
全和生产企业增收都是利好消息，市场
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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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近日
，由我国企业研发的全

近日，飞鹤乳业举办成立 55
周年庆典活动。飞鹤乳业总裁蔡
方良表示，今年以来，随着国内婴
幼儿奶粉市场的整体回暖，飞鹤
高端奶粉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200%，
明显高于全行业 45%以上
的同比涨幅。
“飞鹤高端奶粉同比增长明
本报记者
显，
结合全行业的数据看，
国内高
端奶粉市场增长势头确实比较强
劲。”中国食品产业评论员朱丹蓬
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国奶业已加速进入层次更
林火灿
高、实力更强、目标更远大、质量
安全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阶
段。随着国内二胎政策放开和消
实习生
费升级，国内市场对于婴幼儿奶
粉的需求渐趋高端化，是不可逆
转的市场潮流。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
侯辰颖
内，我国高端奶粉市场以洋品
牌为主，本土企业的“战场”
则集中在中低端市场。
近年来，
围绕消费需求不断升
级，
国内一批乳制品企业以做好产
品、
做强产业、
创优品牌为己任，
依
靠创新驱动，
不断提升奶业全产业
链品质。在上游开展标准化、
规模
化、生态化的奶源建设；
在中游加
强研发投入，
改进工艺以及加强安
全生产的检测与管理；
在下游大力
构建智能化、
大数据化的渠道模式
和互联网精准营销。
记 者 在 采 访 中 了 解 到 ，从
2016 年起，在多项政策红利的支撑下，飞鹤、完达山、君乐
宝等国产品牌与外资品牌站上了同一起跑线。在迈向高端
化的进程中，
一些具备全产业链基础、有较强研发能力的企
业，加快了发展的步伐。飞鹤在短时间里能够成为国产奶
粉的“领头羊”，正是得益于其完整的产业链、资本运作能
力、科研创新能力和国家的政策红利。
乳业分析师宋亮也认为，近年来国家围绕乳制品行业
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为国产乳制品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政策
红利。
蔡方良告诉记者，作为最早开始以奶源为核心实行全
产业链建设的乳企之一。飞鹤注重品质创新、管理创新与
服务创新，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创造并引领消费需
求，
形成领军乳企和消费者良性互动。
“未来，飞鹤乳业将继
续专注于高端婴幼儿奶粉这一蓝海市场，以‘更适合中国宝
宝体质’的理念不断提升供给质量，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拓
展高端市场。”蔡方良说。
朱丹蓬表示，
随着高端化的产品战略成为行业共识，越
来越多的精品不断被创制并升级，中国乳制品行业高端集
群优势将显现，国产奶粉行业掌握高端市场话语权的时代
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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