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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型高效洁净煤供热技术应用现场会

       2014年4月12日，由中国环境报、辽宁省环保厅、国家环

境保护燃煤工业锅炉节能与污染控制工程技术中心主办，沈阳城

市公用集团、山西蓝天集团协办的“城市新型高效洁净煤供热技

术应用现场会”在沈阳辽宁大厦举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环

保部、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院、辽宁省环保厅、沈

阳城市公用集团等来自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专家学者及供热、企

业代表等230多人齐聚一堂，探讨根治雾霾等大气污染情况下的

供热技术，并参观了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沙河热源厂。

       会上，环保部副部长翟青发来批示，希望工程技术中心继续

完善和优化相关技术设备，充分应用国家相关支持政策，加大市

场推广力度，为应用领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清洁的能源利用技

术，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同时，新型高效洁净煤供热技术，受到了国家发改委、工信

部、环保部等部委领导及环保专家的充分肯定。专家们认为中国

能源结构“富煤、贫油、少气”特点，决定了中国能源消费要以

煤为主，而高效的煤炭燃烧和洁净煤技术是城市供热的正确选

择。沈阳城市公用集团大规模采用新型高效煤粉锅炉供热技术，

得到了与会者的充分肯定，认为代表了供热发展方向。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是目前环境保护的重中之重。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是要减少能源

使用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工业锅炉是我国重要的用能装备，每年耗煤量约为7、8亿吨，

占全国燃料消耗总量的20%左右，约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的13%。但我国燃煤工业锅

炉装备和技术配套能力滞后，平均运行效率低，且有相当部分燃煤工业锅炉脱硫、除尘达

不到污染排放要求，导致能源浪费严重和污染物排放问题突出。因此，从实现节能减排目

标的角度来看，燃煤工业锅炉的治理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近年来，新型高效洁净煤燃烧技术的研发取得了可喜成果，从近几年在各地的推广应

用情况看，特别是辽宁省沈阳市的试点经验表明，这一技术成果的能源使用效率较高，大

大减少了二氧化硫、烟尘等污染物的排放，对PM2.5细颗粒污染物也达到了很好的减排效

果，这对燃煤工业锅炉的污染治理，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适应当前阶段

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需求。相关研发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此，我谨向为我国

燃煤工业锅炉的污染治理工作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慰问和感谢！

       今后一段时期，将进入大气污染防治的攻坚阶段，希望你们继续完善和优化相关技术

设备，充分应用国家相关支持政策，加大市场推广力度，为应用领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

清洁的能源利用技术，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预祝此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翟青（国家环保部副部长）      2014年4月11日

        欣闻“城市新型高效洁净煤供热技术应用现场会”今天在辽宁沈阳召开，我因有其他安

排不能参加，特写此信表示祝贺！

国家环保部领导对“城市新型高效洁净煤供热技术应用现场会”召开的批示



杨明森
《中国环境报》社长

杨铁生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
利用司 副司长

       《中国环境报》今天在沈阳专门召开“城市

新型高效洁净煤供热技术应用现场会”，环境保

护部的领导同志对这次研讨会非常重视，翟青副

部长听了我两次汇报，做了重要批示，翟部长跟

我说，一定要把这次研讨会开好，要认真的听取

各位专家的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要求我们把各

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整理出来汇报上去。同时，

翟部长让我代表他向各位表示问候。

       工信部对工业锅炉进行了调研统计，2012年，工业锅炉达到了62.4万台，约占锅炉总台数的98%，年能源消耗量大概是在6.4亿吨标煤，占全

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8%。在工业锅炉中80%以上都是燃煤锅炉，年消耗4.9亿吨标煤，平均效率是65%到70%，可能有的更低一些，比国际先进水

平低了10-20个百分点，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

我们经过对兰州、沈阳等地煤炭技术应用调研，下一步主要工作：

一是将新型煤粉技术推广应用纳入工作计划，将新型煤粉技术列为重点推广技术之一。

二是开展高效煤粉锅炉试点示范工作，选择适应的地区或有条件的集团联合开展新型煤粉技术的试点示范工作。

三是研究建立高效煤粉锅炉技术研究中心，重点解决煤粉工业锅炉推广、煤粉质量差、大型区域热源厂建立及安全性等问题。

四是加大对煤粉锅炉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建议对煤粉工业锅炉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技术创新等专项资金方面给予支持，促进煤粉工业锅

炉技术应用。

       去年国务院出台的大气十条第一条第一款就是综合整治燃煤锅炉，可见我们对锅炉的综合整治相当重视；在环保部研究制定的在大气十条的

考核办法里，国家拟把燃煤锅炉的综合整治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对地方实施考核，我们正在对燃煤锅炉综合整治的要求进一步细化，使其更具有

可操作性。

       从大气污染物的治理历史来看，起初是从抓粉尘和锅炉开始的，到了后来抓得越来越大，“十五”和“十一五”期间主要抓的都是大型的工

业园区，现在大气十条开始调整思路，提出大的排放源和小的排放源并重。

       目前，新的《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在环保部常务会议上已获原则通过，但是按照要求，将再征求一轮意见以后再发布。在加严标准的

同时，根据环保部的部署，国家还将加大对地方燃煤锅炉综合整治的资金支持力度。从2012年开始，我们从排污费里面拿出10个亿支持包括兰州

和乌鲁木齐在内的十几个城市的锅炉的改造，既包括煤改气，也包括淘汰小锅炉和锅炉的综合治理。尽管国家支持的资金不大，但是带动了地方

资金的投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朱京海
辽宁省环保厅  厅长

       污染治理问题中央领导非常关注，人民群众也非

常期待，要求我们必须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除了

在政策、资金方面倾斜，还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加大

对新技术的研发和新产品的推广应用。我们欢迎社会

各界把你们的新技术、新产品带到辽宁来，我们愿意

做你们的实验厂和实验田。

汪键
环保部污防司 
副司长

嘉宾发言



王善成
国家发改委资环司 
副司长

韩文科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所长

柴发合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燃煤锅炉年耗煤量大，效率不高，大多数没有有效的治理措施，污染贡献大，是雾霾主要的污染

源之一和治理重点之一，加强燃煤锅炉的大气污染治理刻不容缓，因此研究、开发和使用更高效的煤

炭燃烧技术和洁净煤供热技术的要求就更加紧迫。

       当前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在燃煤工业锅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诸如山西蓝天集团等好的企

业，好的洁净煤利用技术和装备，相信随着这些新技术装备的不断的推广应用，一定会对我国大气污

染防治，节能减排工作发挥重要的作用。

      2013年9月12日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到煤炭利用要逐步实现洁净化；治理雾霾必须

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必须加快煤炭清洁利用，不断的开发先进的清洁煤技术。高效煤粉工业锅炉通常以

高挥发性烟煤为燃料，燃烧效率在98%以上，锅炉热效率为88%～90%，将清洁能源技术提升到了更高

的水平。

       近期召开的环保部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新修订的《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这个排放标准可以

说是迄今为止最严的一个锅炉大气污染的排放标准。与现行的2002年颁布实施的《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相比，新标准不仅修订了传统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限值，还首次提出了氮氧化物和汞的排

放控制标准。   

       这个新标准的实施对我们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好的契机，今天我们研讨的洁净煤供热技术，特

别是煤粉工业锅炉的技术，通过学习了解，新型高效煤粉工业锅炉技术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具有高

效、低碳燃烧，采用低碳燃烧的技术，特别在锅炉总体设计上，能够有效的降低氮氧化物的产生；其二

是采用了波段组合的高效污染防治的技术，从煤质控制、低碳燃烧、布袋除尘脱硫、尾部烟气脱硫在内

的多段工艺，具有显著的低硫排放特点；其三是从总体燃烧指标看，新型高效煤粉工业锅炉节能效率可

达到30%以上，煤粉燃尽率达到98%，锅炉运行热效率达到88%以上；其四是从环保指标上来说，通过

脱硫和布袋除尘，排烟可以达到30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远远低于现在200毫克/立方米的要求，可以

达到100毫克/立方米以下，氮氧化物达到200毫克/立方米以下，非常符合现在讨论的新标准。所以我们

对这种技术也很期待，我们希望通过在沈阳和各个地方的示范、试点，进一步提高这个系统整体的稳定

性，然后在全国进行推广，特别是对缺气的地方进行推广，使得我们城市的大气污染防治的进程能够加

快。

嘉宾发言



孙连政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 
董事长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是以供暖产业为核心的大型企业集团，资产100亿，销售收入40亿，企业用户20万，

从总量上位列全国第二、东北第一。在供热方式上，我们除了有一千万平米热电厂之外，其他都是由我们自

己组织供热，现有热源97座，锅炉总容量5990t/h，单台锅炉容量1.4MW—90MW，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

刚性的要求与我们落后的水平之间的突出矛盾。

       我们现在锅炉热效率一般在60%到75%，中小锅炉房没有很好的设备，环境污染问题很大。我们也尝试

了包括水源热泵、天然气等各种方式，并进行多次技术考察，组织了多支技术队伍到国外进行了多次考察，

近期我们还组织一大批技术人员到各个地方进行考察，最终我们认定高效煤粉锅炉技术作为我们未来节能减

排的主要方式。

       从2013年开始，我们与山西蓝天集团进行合作，由山西蓝天集团提供新型高效煤粉锅炉技术，在全国率

先大规模地推广和应用新型高效煤粉锅炉技术，取代传统低效率、高污染的技术。去年我们一共投入4.7亿

元，新建和扩建了八座热源，总容量达到了840t/h，通过这种颠覆传统供热方式的技术革命，取得了很好的

阶段性的效果。

       我们通过与国内外先进技术单位进行战略合作，采用高效煤粉锅炉技术，全部达到国家排放标准，为我

们国家的环保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郎鹏德
山西蓝天集团 
总裁

山西蓝天集团研发生产的煤粉工业锅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是节能高效：

因为煤粉很细，煤粉和空气整合非常好，这样燃烧时空气和煤粉充分接触，容易燃尽，这个燃尽率高达到98%

以上，锅炉运行热效率达88％以上，与传统燃煤锅炉相比，节能约35%。

其二是环保清洁：

多段脱硫和袋式除尘，排烟含尘≤30mg/Nm3，SO2≤100mg/Nm3，NOx≤200mg/Nm3，低于国家排放标准，

满足严格环保要求，可有效减少工业锅炉PM2.5排放浓度。

其三是操作简单：

配备现代自动控制技术，锅炉运行、输煤、燃烧、脱硫除尘、出渣等实现自动化控制，司炉工很少，一个正常的锅

炉房只需三个人就可以操控，满足锅炉的正常运行。

其四是经济节约：

主要表现为节煤效益，与传统工业锅炉相比，节煤30%以上，可大大节约燃料成本；同时因司炉人员少、污染排放

少，可节约人工费用及污染治理费用。

其五是占地节省：

系统流程简捷，设备布置紧凑，煤和渣不落地、不需堆放场，节省占地。

国内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台套的煤粉锅炉运行，总容量达到20000t/h以上，有供热，供气服务。现在我们也在积极

做一些改造工作，把原有的链条炉，通过调整炉膛的结构，也可以实现煤粉燃烧。

嘉宾发言



赵景
国家环境保护

燃煤工业锅炉

节能与污染控制

工程技术中心 

副主任

研究方向

工程技术中心的研究方向两个层面共七个方面：

技术层面

用煤质量优化

高效燃烧的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

污染物控制技术，包括脱硫、除尘、脱硝以及智能

控制系统

安全技术研究

服务层面

环境工程咨询、评价和节能评估服务

技术经济以及政策研究

技术标准及其他工艺研究

团队建设

工程技术中心共计58人，其中博士11人，硕士12人，

拥有高级工程师8人，中级职称工程师25人。从技术层

面来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五大研发团队，分别是低碳

清洁能源、高效燃烧技术、污染控制、智能控制、技

术经济及标准五大团队。 

工程技术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上面有管理委员会和

技术委员会，下设9大部门，形成了完善的运行管理机

制，可以进行科学化、制度化和动态化的管理。其中

技术委员会，一共11名，包括一名院士，教授级研究

员10名。

四大建设目标

第一个目标：形成三个创新平台

      燃煤工业锅炉技术研发平台

      工业锅炉用煤技术研发平台

      技术经济和政策研究平台

第二个目标：建成一个蓝天环保科技大厦

第三个目标：开发五项技术研究成果

第四个目标：开展行业公共支撑服务，包括国内

外的技术交流、培训

技术成果与交流

技术成果共申请专利57项

部分技术成果先后获得中国自然综合利用科学技术一等奖，中

国专利优秀奖，国家环保部的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同时有两

项技术经权威部门鉴定，已经分别达到了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

水平。

作为主要的起草单位，完成了3项地方标准，1项协会标准

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供了很多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以及锅炉大气污染排放标准。

组织和参加国内外技术研讨会共23次，其中作为主办和承办方

召开技术研讨会5次，作为参与者参与了国内外技术研讨会，

产品展览会18次。

未来发展目标

平台建设目标

完善已有创新平台能力

建设烟气污染物联合脱除研发平台

建设工业锅炉智能网络监控研发平台

建设行业信息数据库

四项重点研发内容

75MW级煤粉工业锅炉及污染物控制成套

装备开发，实现工业示范运行

气固双燃工业锅炉成套技术及装备开发

燃煤大气污染物脱除一体化技术研发

智能控制及网络监控技术研发

编制行业技术标准

完成煤粉工业锅炉国标制定

完成煤粉工业锅炉系统技术规范制定

知识产权成果

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2项

预计形成50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5项

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高水平论文10篇

环境管理及行业公益开展

开展工业锅炉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

组织行业内学术研讨会

积极培养行业技术、管理和工程运行高级人才

       国家环境保护燃煤工业锅炉节能与污染控制工程技术中心是在2011年11月由环保部批准建设的，建设期两年，截止

去年底，工程技术中心已经基本建设完毕，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准备，等待环保部门的审批，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是山西

蓝天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领域是燃煤工业锅炉与污染控制。

嘉宾发言



        4月12日18点30分，《沈阳新闻》报道了沈阳公用集团不断探索新能源的开

发利用，进行锅炉设备升级改造和技术革新，在提高供热效率的同时提升节能减

排的效果。据了解，该集团2013年采用了由山西蓝天集团研发生产的新型煤粉工

业锅炉系统，实现了燃煤锅炉的高效运行和洁净排放，相比较传统锅炉节能35%

以上。

        4月12日，城市新型高效洁净煤供热技术应用现场会在沈阳召开，新型高效煤粉锅炉供热得到了节能、环保、供热专家的认可。

煤粉炉将取代传统锅炉

        为了促进节能减排，沈阳市今年加快推进燃煤锅炉“拆小并大”工作，今年将完成30座20吨以下供暖锅炉拆除联网、4家市管电厂17台锅炉脱硝改

造和95台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换。新建、改扩建热源将使用煤粉锅炉。沈阳市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煤粉锅炉取代传统锅炉是供热发展的必然趋势。

沙河2号等煤粉炉已运行

        2013年，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投资4.7亿元新建和改扩建沙河2号、高官台、金谷、民富、永顺、毛君、文艺、陶瓷等8座热源，其中58兆瓦3座、

29兆瓦3座、24兆瓦2座。2013至2014年度采暖期已经有6座运行。沈阳市城市供热设计研究院院长栾晓伟说：“和传统燃煤锅炉相比，新锅炉的节

煤量达30%以上，热效率达90%以上。”

PM2.5等排放大幅降低

        栾晓伟说，煤粉锅炉使用寿命大于30年，热效率在工况良好时将达到95%至98%。对于市民关心的PM2.5问题，煤粉锅炉烟尘排放浓度为每标

准立方米15毫克，二氧化硫每标准立方米50毫克，排放水平都远远优于最新的国家标准，分别是国家标准的50%和25%。

        明年，沈阳城市公用集团规划新建、改扩建17座热源，其中16座选址已确定，拆除小锅炉房118座。沈阳市将力争在明年拆除市内20吨以下的

分散燃煤采暖锅炉。

媒体报道

沈阳公用集团不断探索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沈阳将用煤粉炉取代传统锅炉

        4月12日，城市新型高效洁净煤供热技术应用现场会在辽宁大厦召开，现场会提出今年要继续严控工业锅炉排放，加大烟尘污染整治力度，大力

推广洁净煤技术，力争降低PM2.5危害，根治雾霾元凶。

　　来自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辽宁省环保厅、沈阳城市公用集团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就燃煤大气污染现状及控

制技术等课题进行了专题讲座。

工业锅炉排放烟尘多

　　来自一项权威数据表示，工业锅炉燃烧了20%的煤炭，但排放了40%以上的烟尘。环保专家介绍，以辽宁沈阳为例，监测显示，燃煤、汽车

尾气、扬尘是造成沈阳大气污染的三大罪魁。目前，沈阳市服役的供热锅炉中仍以小锅炉为主，其中20吨以下燃煤锅炉为1992台，占沈阳市锅炉总

数的82%左右。针对目前燃煤工业锅炉高能耗、高污染等问题，发展洁净煤技术成为专家和与会人员关注的焦点。

煤粉燃烧高效环保

　　公用集团专家介绍说，煤粉燃烧是先进的燃煤技术，具有燃烧速度快、燃尽率高、烟气热损失低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大型电站锅炉。这套新技

术系统是啥样的？当日，与会者赶到沈阳公用集团沙河热源厂进行了参观：由于锅炉是全密闭运行，一改传统燃煤锅炉场地黑、脏、差的状态，干净

而整齐的锅炉车间光亮清洁，周围没有煤堆和渣堆的痕迹，烟囱里也只冒出一丝淡淡的白烟。与传统燃煤锅炉相比，这种新型锅炉节能率达到30%以

上，排放出来的只是水蒸气，基本没有污染气体。专家说，噪声没有了，煤堆也不见了，可随时开窗呼吸新鲜空气了。

城市新型高效洁净煤供热技术应用会召开

摘自《辽宁日报》2014年04月14日

摘自《沈阳晚报》2014年0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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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4月14日



媒体报道

        据了解，目前沈阳城市公用集团已新建3条煤粉生产线，年产煤粉100

万吨，30台密闭罐车负责向各个热源配送煤粉。

        4月12日，“城市新型高效洁净煤供热技术应用现场会”在沈阳召开。

多位专家学者及来自供热企业、用能单位的代表共同研究城市供热技术和洁

净煤的利用，探讨推动煤炭的洁净高效利用途径。此次会议上，新型高效煤

粉锅炉供热得到了节能环保、供热专家的一致认可。

        近一两年来，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大范围、持续的雾霾天气，引起全社

会的广泛关注。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文件提

到应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其中核心内容是加快能源替代，推

进煤炭利用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副司长王善成在研讨会上强调说，目前，我国工

业锅炉约85%以上是燃煤锅炉，耗煤量大、效率低，其中大多数无有效的防

污染措施，加强燃煤工业和大气污染治理刻不容缓。

        沈阳城市公用集团董事长孙连政表示，该集团从2013年开始与山西蓝

天集团进行合作，推广和应用新型高效煤粉锅炉技术。去年该集团一共投入

4.7亿元，新建和扩建了8座热源，总容量达到了840t/h。城市公用集团在锅

炉改造上的努力，为沈阳市区的节能减排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型煤粉锅炉助力沈阳节能减排

2014年
4月19日

合作媒体

摘自《中国经济导报》 2014年04月19日

        辽宁省的节能减排工作成效突出。在去年全运会期间，全省空气质量全部达到标准，特别是在执行新空气质量标准的沈阳、大连，在出现8天不

利气象条件的情况下，全部达到优良水平，主要污染物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8.6%，创历史最好水平。

        由山西蓝天集团研发生产的新型煤粉锅炉采用煤粉集中制备、精密供粉、空气分级燃烧、炉内脱硫、水管（或锅壳）式锅炉换热、高效布袋除

尘、烟气脱硫和全过程自动控制等先进技术，实现了燃煤锅炉的高效运行和洁净排放。煤粉燃尽率高于98%，锅炉运行热效率高于88%，比传统锅炉

节能35%以上。

        孙连政表示，沈阳城市公用集团还将新建、改扩建12座热源，并拆除55座小锅炉，新建、改扩建热源将利用新型高效煤粉锅炉供热技术。在节

约能源的同时，使得由于燃煤产生的污染物大幅度降低。



城市新型高效洁净煤供热技术应用现场会

城市新型高效洁净煤供热技术应用现场会城市新型高效洁净煤供热技术应用现场会

专家现场讲解

国家部委领导参观沙河热源厂锅炉房 锅炉房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