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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研究》是由中国投资协会主持完成
的，得到了美国能源基金会项目“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的资助。项目研究的时
间为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6 月。
项目研究的目的是掌握中国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产业发展的趋势，为产业界和有关决策部门提供第
一手的参考信息，为实现“十二五”期间和到 2020 年的产业发展目标提出发展
路径和政策的建议。
通过对 11 个省、直辖市的 18 个城市和 5 个农村区县中的近 30 个企业和其
它几个政府部门、研发机构的现场调查，基本掌握了我国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历
程和现状，对产业的整体布局和各个环节的能力有了比较接近客观实际的认识。
我国的成型燃料产业正处在产业化发展的初期，虽然产业基础还相当薄弱，但是
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基本和必要的条件。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是一种可再生的绿色能源，不仅使农林固体剩余物废弃
资源得到综合利用，而且可以代替煤炭、燃料油和天然气，既能减排 SO2、NOx
和粉尘，还能减排 CO2，又能为改善能源结构做出贡献。因而发展成型燃料产业
一举多得，利国利民。
2015 年和 2020 年，我国成型燃料的消费量要达到 1,000 - 1,200 万吨[注]
和 5,000 万吨。 2013 到 2015 三年中，成型燃料的生产消费量平均每年要增加
250 – 300 万吨；2016 – 2020 五年中，平均每年要增加约 800 万吨。为了实
现这个发展速度，2013 – 2015 三年中，整个产业需要的投资平均每年约 70 亿
元，其中成型燃料生产方面的投资约 48 亿元，终端利用方面的投资约 22 亿元；
2016 – 2020 五年中的投资平均每年约 160 亿元，其中成型燃料生产方面的投
资约 114 亿元，终端利用方面的投资约 46 亿元（按 2011 年的价格水平测算）。
虽然从理论上讲我国农林固体剩余物资源完全能满足 2015 年和 2020 年的成
型燃料发展目标对原料的需求，但是从资源到原料的的转换过程中，收储运在技
术和成本上都是难题。
在成型燃料产业链中，目前大多数的行为主体都是小型企业，虽然已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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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有一定的技术、资金和经营管理实力的企业，但是数量太少。在成型燃料
生产装备设计制造方面，形成了上海申德、江苏牧羊、北京奥科瑞丰、江苏溧阳
和河北石家庄“三厂二平台”的格局；年产 3 – 5 万吨成型燃料的规模化的燃
料生产厂在全国屈指可数；我国强大的燃煤工业锅炉设计制造能力容易转换为制
造成型燃料工业锅炉和炉具等利用设备的能力；当前成型燃料消费市场的总体规
模小，地域分布不平衡，市场动力不足，极大地限制了成型燃料产业健康快速地
发展。
成型燃料的产业链很长，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今后产业化发展的重
点是解决收储运的难题，迅速扩大成型燃料的终端利用市场，建设年产 3 万吨及
以上的压块燃料厂和 5 万吨及以上的颗粒燃料厂，制造中小容量成型燃料工业锅
炉和户用炉具，及建设中小规模成型燃料锅炉房。
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并坚决贯彻一系列扶持和激励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政
策，如秸秆能源化利用财政补贴政策、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所得税优惠和增值税
即征即退政策、农机购买补贴政策、建设绿色能源示范县政策、科技项目支撑、
城区限制燃煤的政策等，对成型燃料的生产和利用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今
后政府积极支持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政策和对政策实施的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
建议中央和各地有关政府部门尽快完善和配套支持成型燃料产业规模化发
展的政策，加强对落实 “十二五”和 2020 年成型燃料规划目标的监督和管理。
政策的重点是：
（1）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和国家财政部会同国家环保部尽快
出台全国适用的支持利用成型燃料的文件，推广河南省郑州市和沈丘县利用成型
燃料代替煤炭改善市区和县城空气质量的经验，为迅速扩大成型燃料消费市场创
造政策条件，带动整个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
（2）有关涉及支持生产和利用以农
业剩余物为原料的成型燃料的财政补贴、奖励、税收优惠和减免的政策要扩大到
适用于以林业剩余物为原料的成型燃料的生产和利用；
（3）对利用成型燃料实现
节能减排的终端客户应给予奖励；
（4）国家对成型燃料产业的科技支持项目要紧
密结合产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技术瓶颈问题，推动产学研结合；
（5）组织制定产
业发展所必需的标准、规范和条例；
（6）建立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投资保障体系；
（7）建立年产 3 - 5 万吨及以上成型燃料规模化生产项目的省内审批和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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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备案的制度，以利全国范围内的综合平衡；
（8）推动建立国内的碳排放权
交易制度。

[注] 2015 年我国成型燃料的消费量要达到 1,000 - 1,200 万吨是在项目研究过
程中综合各方面信息得到的结果。在本报告付印前，国家能源局于 2012 年 8 月
6 日正式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和生物质能专题规划，其中
提出到 2015 年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发展目标是年利用量达到 10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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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Biomass Solid Densified Fuel in China

Final Report
China Investment Association
June 2012

ABSTRACT
The project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Biomass Solid
Densified Fuel in China” has been carried out and accomplished by China Investment
Association, and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Energy Foundation of US. The
implementation period of the project is from July 2011 to June 2012.
The purposes of the project are well to know current situation including existing
problems in development of the biomass solid densified fuel (BSDF) industry of
China, policy circumstance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reli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industry circle and related decision-making authorities, to give
helpful suggestions about rout-map and polic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targets of the industry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Plan and up to 2020.
The project team has visited and investigated about 30 typical enterprises of the
industry and other several governmental and R&D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located in
18 cities and 5 rural counties throughout 1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asically being aware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whole layout and abilities of key links of the industry. China’s
BSDF industry goes on the way of primary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although basis is relatively weak, the industry has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rapid
development.
BSDF is one of the renewable green energies, not only utilizes solid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residues, but also can substitute coal, fuel oil and natural gas, resulting
improvement of energy structure, emission reduction of SO2, NOx and suspension
dust, especially CO2 as well. Development of BSDF industry kills several birds with
one stone and benefits the nation and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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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5 and 2020, the planned utilization amounts of BSDF in China would be 10 –
12 million tons and 50 million tons respectively. It means that during the three years
from 2013 to 2015, average annual increase in production and expenditure of BSDF
would be 2.5 – 3 million tons, then it would be about 8 million t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6 – 2020. It is estim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ice in 2011 tha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rowths above, average annual investment would be approximate 7 billion RMB
Yuan for the whole industry during 2013 – 2015, where 4.8 billion for production of
BSDF and 2.2 billion for end use of BSDF; and about 16 billion RMB Yuan, where
11.4 billion for production and 4.6 billion for end use of BSDF respectively during
2016 - 2020.
Although the resource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residues can fully meet the demand
for raw materials to produce BSDF in 2015 and 2020, colle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of the raw materials is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aspects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At present in the chain of BSDF industry, most enterprises are small. Even though
there are few of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ones in relative strengths of technology,
capital and management, their number is too little. Shanghai Shende Machinery Co.,
Ltd, Muyang Biomass EngineeringCo in Jiangsu Province, Beijing Aoke Ruifeng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 Ltd, and other two groups of small
manufactures in Liyang of Jiangsu Province and Shijiazhuang of Hebei Province are
the main manufactures of production equipments of BSDF. Bigger plants to produce
annually 30 – 50 thousand tons of BSDF are numbered. The expenditure market of
BSDF is quite small and unbalanced geographically; it very limits rapid development
of BSDF industry.
The industry chain of BSDF is quite long, and a big and complicated systematic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emphases of the industry in the future are fast to enlarge
end-use market of BSDF; to construct production plants with capacities of 30
thousand and more tons of biomass lumps and of 50 thousand and more tons of
biomass pellets; manufacture BSDF-fueled industrial boilers with capacities in the
range of 1 t/h (700 kW) to 20 t/h (14 MW) and small appliances for rural households;
and BSDF-fueled industrial boiler houses.
The central and som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made and firmly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incentive policy to help and encourage development of BSDF industry, such as
financial subsidy to energy utilization of straws, preferential income tax and remission
of VAT for the products of resourc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green
5

energy demonstration countie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upport with projects,
restriction of burning coals in unbans, etc. These policies play a decisive role to
promote p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SDF.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he
positive policies must be strengthened, but weakened in future.
This report suggests that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existing policies and supplement other necessary policies to support scale-up
development of BSDF industry as soon as possible, enhanc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for realizing the development targets of BSDF in the 12th Five-Year Plan
and in the year of 2020. For example,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 Reform
commission, the National Energy Administration,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ogether
with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issue a document applicable in
the whole country to positively evaluate BSDF’s role in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to
create a good policy environment for rapid enlargement of the end-use market of
BSDF, bringing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industry; all the incentive policies related
to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taxes for BSDF produced from agricultural solid residues
would be applicable to BSDF from forest solid residues; to set-up a system to ensure
enough capital in investment for BSDF industry; to promote a domestic CO2 emission
right trade mechanism;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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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

前 言

项目背景

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是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一个重点领域，对我国节约资
源，改善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农村发展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在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中，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产业化发展占有特别
重要的地位。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后简称成型燃料）是指通过专门设备和系统将固体生
物质压缩成一定形状的燃料，既可作为农村居民的炊事和取暖燃料，也可作为区
域采暖和工业热源的燃料。生产成型燃料的原料主要是农作物秸秆、农产品加工
废弃物和林业及木材加工废弃物，统称为农林固体剩余物。由于成型燃料本身的
性质，其储存、运输、使用方便，在专门设计的燃烧（或气化）设备上燃烧（或
气化）效率高，清洁环保，因而成为受市场用户欢迎的优质固体燃料。
早在 2005 年 2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就指出：国家鼓励清洁、高效地开发利
用生物质燃料，利用生物质资源生产燃气和热力[1]。2007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发
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其中对从 2010 年到 2020 年期间可再生能
源发展总的要求是要建立起完备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大幅降低可再生能源开
发利用成本，为大规模开发利用打好基础；2020 年以后，要使可再生能源技术
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力，使可再生能源成为重要能源。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成型
燃料产业的发展。该规划在中央政府层面上第一次对成型燃料的发展目标作了明
确的说明：到 2010 年，成型燃料年利用量达到 100 万吨，全国建成 50 个绿色能
源示范县；到 2020 年，成型燃料年利用量达到 5000 万吨，绿色能源县普及到
500 个[2]。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十二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据有关报道，到 2015 年全国的成型燃料利用量将达到 1000 万吨[3]，同时建设 200
个绿色能源示范县[4]。我国政府还向世界承诺，到 2020 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将
占一次能源消费的 15%，单位 GDP 的 CO2 排放强度比 2005 年要下降 40～45%[5]。
据测算，实现这一减排目标，2020 年的 CO2 减排量大约为 17.3～25 亿吨[6]，而
利用 5000 万吨成型燃料对这个减排量的贡献率大约将为 4～3%。可见，发展和
7

利用成型燃料是一个重要的 CO2 减排途径。上述法律、规划和承诺给中国成型燃
料的产业化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近几年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多项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从事成型燃料产业
的企业、研发机构和成型燃料终端用户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起来，使这个产业呈
现出加快发展的势头。2010 年，全国成型燃料的生产和消费量大约为 250 万吨[7]。
然而，我国的成型燃料产业起步晚，行为主体多为民营小企业，布局分散，技术
基础薄弱，人才、资金、市场条件先天不足，产学研脱节，地区间的发展极不平
衡，产业链不完整、不健全，政策的导向滞后。这些因素都制约了成型燃料产业
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使顺利实现 2015 年和 2020 年的发展目标遇到很大
的困难。而现实的要求是：从 2011 年到 2015 年 5 年间，每年成型燃料的生产和
利用量平均要增加近 150 ‐ 200 万吨，而在“十二五”的头两年，这个增长任务
肯定完成不了，就要求在后三年平均每年要增加 250 – 300 万吨；从 2016 年到
2020 年 5 年间每年平均要增加 800 万吨。要突破未来 10 年的规划需求和现实能
力条件之间的差距，非采取切实有效的得力措施不可。
为了掌握我国成型燃料产业的真实情况，了解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
盾，为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提出合乎实际的对策建议，为成型燃料产业部门的企
业和研究单位，为各级，特别是中央有关制定成型燃料产业发展政策的政府部门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材料，中国投资协会在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梁志
鹏副司长等领导的关心下，在美国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从 2011 年 7 月开始组
织实施了“中国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研究”。课题组经过一年的工作，
于 2012 年 6 月完成了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和报告编写任务。这份研究报告就是
该课题研究工作的总结。
二、

主要研究人员

课题负责人：周凤起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课题组成员：陈乐平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常务理事、兼职教授

李定凯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

李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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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

研究方法与过程

研究方法

成型燃料的产业链很长，从原料的收集、运输和储存，燃料成型设备的设计
和制造，到成型燃料的生产和配送，直至成型燃料利用设备的设计制造，以及终
端客户的使用、运行，各个环节有互不相同的特点，同时又互相衔接、互相依赖、
互相制约。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还与外部及内部的市场与政策环境密不可分。成型
燃料产业链各个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见图 1。

1， 丰

成型燃料原料，原料
收集、运输和储存

2 主要结论
市
场
与
市
成型设备及系统的
成型燃料的生产
政
场
第二章
中国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几个阶段
设计和制造
与销售（配送）
策
与
中国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产业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条
政
件
策
第一阶段从
2004 年（或更早）到 2008 年，为起步与探索阶段。人们在缺乏
成型燃料利用设
成型燃料终端
条
备的设计和制造
用户
件

图 1 成型燃料产业链逻辑关系图

因此，要研究成型燃料的产业化发展，就需要对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或产
业中的每个部门）加以认真的考察，考察它们各自的现状、特点和规律，以及它
们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制约，然后再进行系统的综合的分析。
根据上面的要求，我们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调查研究，而调查研究
又分为现场实地调查、问卷调查、参加行业会议、参观行业展览、召开业内人士
专题会议、搜寻网页等等。在以上调查研究中，以现场实地调查为主。现场实地
调查又分为选择典型区域，按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选择典型企业开展，同时还与地
方政府部门和一些科研院所进行交流。通过上述活动获得第一手资料。
现场实地调查活动涉及的省市和企业、机构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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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典型地区

现场实地调查考察对象一览表

东北地区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

华北地区

北京市、河北省

华中地区

河南省

华东地区

安徽省、江苏省、上海市

华南地区

广东省

西南地区

云南省

（11 个省、
直辖市）

城市

北京市、上海市、哈尔滨市、长春市、锦州市、抚顺市、石

（18 个城

家庄市、郑州市、合肥市、太仓市、溧阳市、镇江市、扬州

市）

市、连云港市、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 昆明市

农村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河北省雄县、河南省沈丘县、安

（5 个农村
现

徽省固镇、广东省雷州市客路—纪家

县区）

场

辽宁省阜蒙县鼎鑫秸秆燃料公司、河北省雄

原料收集、

实

县牛宝秸秆青草加工有限公司、河南省沈丘

运输与储存

地

县富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蚌埠市中科新

（5 个企

调

能源有限公司、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

业）

查

公司粤西基地
上海申德机械有限公司、江苏牧羊集团牧羊

成型设备的
生物能源设备公司、溧阳市荣达饲料设备有

产业链
不同环节

设计与制造
限公司、江苏鼎邦生物质能源机械有限公司、

（6 个企
河北天太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河北奥

业）
科瑞丰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利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奥

用设备的设
科瑞丰）德润锅炉、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

计与制造
公司、北京金荣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河北

（5 个企
神禾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北省高碑店

业，1 个“炉
市

具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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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森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辽宁省阜蒙县
鼎鑫秸秆燃料公司、锦州辽能生物质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吉林）辉南宏日新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哈尔滨金石生物质能源发展有限公

成型燃料的 司、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北省雄
生产与销售 县牛宝秸秆青草加工有限公司、河南省沈丘
（配送）

县富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奥科新能

（16 个企

源发展有限公司、蚌埠市中科新能源有限公

业）

司、安徽省中兴首创新能源有限公司、苏州
迪森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江苏奥科瑞丰新能
源有限公司、连云港皓越新能源技术有限公
司、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粤西基
地、云南腾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吉林大学校区、天
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长春）有限公司、抚
顺辽宁美亚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经济时报

成型燃料终
社、北京市房山区阎村温室大棚、
（郑州）河

端用户
南省发改委培训中心、郑州利宝龙磨具工贸

（13 个终
有限公司、联合利华合肥工业园、上海（嘉

端用户）
定）顶味食品有限公司、
（镇江）金光集团金
东纸业、
（昆明）滇虹药业、深圳华美金属材
料产业园区、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
阜蒙县政府、河北省农机推广总站、安徽省

政府机构、
合肥市农委、江苏省溧阳市投资促进局、溧

其它对象

科研院所、
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河南省科学院能源研

大学
究所、中科院广州能源所、清华大学煤燃烧

（8 个）
工程研究中心

2 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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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的研究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011 年 7 月——8 月。制定研究方案和计划，召开开题研讨会，开展文献调
研，参加有关会议。其中 2011 年 7 月 19 日在北京召开了课题的开题研讨会，中
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石元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
志鹏、国家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北京环卫集团等机构的负
责人和专家，以及美国能源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代表参加了研讨会。到会的领导
和专家充分肯定了课题的立项和目标，讨论了课题的研究方案和计划，并提出了
若干调整和修改的意见。2011 年 8 月 21 日，课题组成员到石家庄参加了中国农
村能源行业协会和农业部能源环保技术开发中心举办的“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
标准宣贯会议”，并收集有关资料。
2011 年 9 月——2012 年 4 月。开展现场实地调查，组织召开“生物质成型
燃料产业化发展研讨会”，为“2012 可再生能源与环境材料国际会议”撰稿。
这期间，课题组成员分 5 次在北京和到外地对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状况进行现场实
地调查，表 1 中所列的即是 5 次调查考察的地区和对象。在结束了第三次调查考
察以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会于 2011 年 11 月 25——26 日在北京组织召开
了“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研讨会”，国内近 20 家从事成型燃料生产和利
用的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以及成型燃料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国家有关主管生物质能
和大气环境保护的政府部门负责人，以及从事有关技术和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共
50 多人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上，课题组成员介绍了此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部分主要企业介绍了各自发展成型燃料产业的情况，交流了取得的经验，提出了
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企业、政府、研究单位的人员面对面探讨了共同促进成型燃
料产业发展的途径。研讨会期间，参会企业和研发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全国生物质
成型燃料产业联盟，并推举了产业联盟筹备小组。图 2 是研讨会会场。2012 年 3
月、4 月间，应中国能源学会的邀请，在本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为
“2012 可再生能源与环境材料国际会议（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erials for Renewable Energy and Environment）”撰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中
国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态势(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Industry of
Densified Biomass Solid Fuel in China)”。该国际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20 日在
北京召开，这篇论文在生物能材料的分会上进行了宣读，引起较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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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研讨会会场（2011.11.25）

2012 年 5 月——6 月。整理课题研究资料，撰写研究报告。

四、

主要成果

这个项目的研究结果对从事产业发展的企业、技术研发机构、政策研究机构，
特别是对政府主管部门了解产业状况和需求，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关政策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项目研究的主要成果如下：
1. 通过对 11 个省、直辖市的 18 个城市和 5 个农业区县中的近 30 个企业
和其它政府机关、研发机构的现场调查，基本掌握了我国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历
程和现状，对产业的整体布局和各个环节的能力有了比较接近客观实际的认识。
研究认为我国的成型燃料产业正处在产业化发展的初期，虽然产业基础还相当薄
弱，但是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基本和必要的条件。
2. 考察和分析了产业中的各个环节，包括资源和原料、原料的收储运、成
型燃料生产加工的技术工艺和设备、成型燃料利用的技术和设备、成型燃料的终
端利用市场、投资运营成本等。总结了一些典型企业和案例的成功经验，也发现
了产业发展中的技术、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障碍。
3.

全面回顾和梳理了中央和地方有关政府部门促进和鼓励成型燃料产业

发展的各项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产业和行业规划、财政税收、环保、
科技支持等政策。研究认为这些政策，特别是中央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减免、
地方政府的环保控制和经济奖励及处罚等政策，对推动成型燃料产业艰难发育和
13

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今后产业健康快速地发展也将起关键性的引导、
扶持和宏观综合平衡的作用。
4. 对从现阶段到 2015 年和 2020 年产业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产
业内各个环节发展的重点、步骤和规模，预测了“十二五”后三年和“十三五”
期间的发展速度和投资规模。
5．向中央和地方有关政府部门提出了完善和配套刺激和保障成型燃料产业
向规划目标迈进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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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阶段分析

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2004 年（或更早）到 2008，为起步与探索阶段。人们在缺乏成
型技术工艺路线、设备和目标市场的情况下开始接触、了解成型燃料这一新的事
物，不断认识，不断探索与实践。在这一阶段，引进、开发或仿制了几种成型技
术和设备，如螺杆压缩颗粒成型、棒状燃料压缩成型、液压大块成型、平模颗粒
成型、环模颗粒成型、环模（小）块状成型的技术和设备。主要以玉米秸和锯末
等农林剩余物作为原料，对成型机理、成型燃料的利用、终端应用设备等进行研
究、开发和试验、示范，不断改进、筛选，结果在产业链的三个主要环节上，即
成型设备的研制、成型燃料的生产、成型燃料锅炉和炉具等应用设备的开发方面
都取得了有益的经验和积极的成果。
这一阶段的探索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虽然从发布的《可
再生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意识到了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
前景，但是普遍缺乏成型燃料的知识，对国外的技术、生产与应用情况不甚了解，
更缺乏比较。在不掌握关键技术，实践经验很少的情况下，产生一些不合规律的
想法和做法，遭遇碰壁和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在那段岁月里，一些“探路者”
和“先驱者”先后倒下了，其中包括具有一定背景和投资规模的企业，如在满洲
里建设颗粒燃料厂的某香港公司、国能生物发电公司属下的国能惠远公司、英国
投资的澄宇能源、香港万里能源投资的另外一个公司等等。他们或者因为技术不
成熟，或者产品的市场定位发生了偏差，或者管理不得力，或者公司经营在经济
上连续亏损，使他们陆续退出了这个产业，成为匆匆过客。虽然这一阶段的许多
失败给产业的萌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对行业的发展却很有启迪和贡献，
使不屈不挠继续前行的人们头脑更清醒了，方向也更明确了。
第二阶段是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从起步向规模化发展的过渡阶段。这
一阶段从 2009 年开始，大概需要 5‐8 年的时间。从总体上讲这一阶段的主要特
点是在国家大的社会和产业发展政策的鼓励和推动下，不少企业通过对技术路线
和工艺设备的摸索、试验和逐步定型，对商务运行模式的不断探索与实践，在不
成熟的市场中反复尝试，已经从维持生存发展的阶段，过渡到扩张发展和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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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模式。产业链逐步形成，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开始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
转变，并经过自身的打造与演变而逐步完善。随着成型燃料逐步成为一种常规形
式的能源，成型燃料产业的市场环境正在改善。
最近三四年来，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都涌现出了一批骨干企业，虽然数量
还不够多，但是他们都逐步立住了脚跟，成长壮大，具有典型和示范带动的效应。
成型技术设备从多种形式走到以环模颗粒机和环模压块机为主，设备的生产能力
从每小时吨级成型燃料以下发展为吨级以上，企业设计和生产的生产装置从单台
设备为主发展为成套设备和整条生产线，而且追求设备的优化设计和性价比，等
等。在成型燃料利用设备方面，也从以开发户用的小型炉具和锅炉为主提升到以
开发和生产中小型成型燃料工业锅炉为主，成型燃料的用户市场也从原来以农村
为目标转向以城镇、工业用户为主，兼顾农村市场，从而有可能形成良性的自我
发展。
这一阶段是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它将奠定整个产业发展
的基础，制约和规定整个产业发展的质量、规模与节奏。这一阶段的关键是政策
引导、科学布局和有力组织，核心任务是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链的建设。需要指
出的是，在这个阶段市场自身的调节力量远不能构成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根本
动力，而政府政策的引导和资金扶持举足轻重，决定着产业发展的质量、规模和
节奏，甚至产业的成败。此时政策的引导、资金的扶持将有力推动产业规模的扩
大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吸引社会资源向产业链上下游各个节点流动、重组，特别
是人力、资金、技术这些关键资源，推动产业形成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能力。
在这一阶段，林业能源、农业能源将开始大规模培育，专业收储运的农业机械和
林业机械得到开发与配套，农林剩余物的配置和使用将形成长效机制；成型燃料
的生产设备与工艺将不断完善，从粗放走向精细，标准生产单元规模不断扩大；
生物质锅炉成为锅炉行业的一个分支，其设计生产不断向国际水平靠近，替代燃
煤、燃油工业锅炉得到广泛应用。与此同时，产业链中各行业标准、质量标准、
检验规则等将成为引导和规范行业和市场发展的手段。特别是生物质成型燃料产
业独有的原料的收储运，和成型燃料的物流配送，将逐步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成
为产业链中独立的环节运行，这时产业也就进入了规模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大约从 2015 年开始，为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快速发展阶段。
16

这一阶段会和第二阶段后期有相当的交叉，地区的发展也会不平衡，但是整个产
业链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拥有了自己的规模企业，展示了作为一个行业的行为特点
和市场地位。整个产业的结构布局、资源配置、配套政策、生产布局均基本到位，
成型燃料将为全社会接受，其在热能生产供应领域的应用成为常态，市场开始理
性化发展，生产规模有序地扩张，使整个成型燃料产业具备迈向 2020 年生产利
用 5000 万吨目标的能力。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资源培育、成型燃料生产、终端
应用的循环，将逐步成为社会低碳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常态化，成为可持续发
展的一种经济方式而长期存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成型燃料产业走向成熟和快速规模扩张，充分显示出
它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一部分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发挥应有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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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现状和主要特点

一、 农林固体剩余物资源与成型燃料的原料
生产成型燃料的原料来自农业和林（木）业固体剩余物。农业固体剩余物是
指农作物秸秆（如玉米秸、棉花秆、豆秸、油菜秸、稻草、麦秸、薯秧、烟秆等）
和加工农产品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如稻壳、花生壳、玉米芯、干果壳、甘蔗渣、
糠醛渣等）
。林（木）业固体剩余物一般是指林业“三剩物”——采伐剩余物、
造材剩余物、木材加工剩余物——和废旧木质材料或其加工剩余物，如树木枝桠、
边角料、树皮、锯末、木粉等。另外，我国还有数量可观的薪炭林与速生林资源、
果树剪枝和城市绿化废弃物。农林固体剩余物的种类很多，随着地理和气候条件，
以及地域经济结构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农林固体剩余物中，有的适合于
生产成型燃料，有的并不适合。在适合作为成型燃料的原料中，有着不同的品种，
因为它们的形状、性质不同，对成型设备和系统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在规划
生产成型燃料的工厂布局及规模，设计每一个生产工厂和设备选型时，必须对当
地的生物质资源和品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评估，这是发展成型燃料产业的一
项基础性工作。要实现 2015 年和 2020 年全国的成型燃料发展目标，就需要对农
林固体剩余物的资源和成型燃料的原料进行分析评估。
1

农业剩余物资源与原料

近 10 年来，农牧业部门和从事生物质能源研究的机构和人员对我国的农业
固体剩余物资源，特别是农作物秸秆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可再生能源
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概略地指出：“全国农作物秸秆年产生量约 6 亿吨，除部分
作为造纸原料和畜牧饲料外，大约 3 亿吨可作为燃料使用，折合约 1.5 亿吨标准
煤。”其它比较详细的研究除了得到秸秆资源总量外，还研究了秸秆品种和主要
农产品加工废弃物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8]

、[9]、[10]、[11]、[12]

。在文献[8]-[12]中，[9]

和[11]中的研究结果比较全面和有代表性。表 2 和表 3 分别是 2005 年全国农业
固体剩余物资源量和它们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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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编号

1

2

3

4

2005 年全国农业固体剩余物资源量[9]

农业剩余物种类

粮食作物秸秆

油料作物秸秆

品种

数量（万吨）

稻草

16,253.28

小麦秸

10,718.95

玉米秸

16,723.80

其它谷物秸秆

1,658.08

豆类秸秆

3,661.80

薯类藤蔓

1,734.00

小计

50749.91

油菜秸

1,957.84

向日葵秆

578.36

花生秧

1,147.32

芝麻及其它秸秆

290.94

小计

3,974.46

棉花秆

5,257.04

麻秆

124.90

小计

5,381.94

烟秆与药材作物残余物

999.88

纤维作物秸秆

其它经济作物
秸秆合计

5

6

*

61,106.19
稻壳

4 875.98

玉米芯

3 484.13

花生壳

448.89

甘蔗渣及叶稍

2599.14

小计

11,408.14

农产品加
工剩余物

农业固体剩余物资源总量

* 不含香港、澳门特区和台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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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14.33

表3

资源区域

2005 年全国农业固体剩余物资源分布[11]

省、直辖市、自
治区

拥有资源
近似份额

资源密度等级

（%）

省、直辖市、
自治区

辽宁省、吉林省、

东北区

13.50
黑龙江省

高密度地区
北京市、天津市、

黄淮海区

河北省、河南省、

（319.64 t/km2）

豫、鲁、苏、
皖、津、沪、

24.37

冀、鄂、吉

24.83

湘、渝、辽、

山东省
上海市、江苏省、

长江中下游

浙江省、安徽省、

区

江西省、湖北省、

中密度地区
湖南省

（140.80 t/km2） 浙、京、黑、

福建省、广东省、

华南区

桂、赣、粤、

晋、贵
广西自治区、海南

9.21

省
重庆市、四川省、

西南区

12.91
贵州省、云南省
山西省、陕西省、

黄土高原区

宁、川、琼、

5.73
甘肃省
内蒙古自治区、宁

华北西北干
夏自治区、新疆自

旱区

低密度地区

闽、陕、云、

（31.23 t/km2）

甘、内蒙、新、

9.01

青、藏

治区
西藏自治区、青海

青藏高原区

0.43
省

全国

100.00

平均密度

31 省、直辖

（88. 55 t/km2）

市、自治区

虽然表 2 和表 3 提供的是 2005 年的数据，但因为我国的基本农田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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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种植结构的基本稳定，农业固体剩余物的年产量也是基本稳定的，变化不
大。如在表 2 中，2005 年全国秸秆产量约为 6.11 亿吨，农产品加工剩余物约为
1.14 亿吨，两项合计为 7.25 亿吨。作为比较，文献[12]研究得到的 2006−2007
年全国秸秆资源总量为 7.41 亿吨，包括 6.54 亿吨田间秸秆和 0.87 亿吨作物加
工副产物；文献[8]得到的 2004 年全国大宗农作物秸秆总量为 5.86 亿吨，农产
品加工副产物为 1.28 亿吨，合计为 7.14 亿吨。这些数据说明，我国每年有 6
亿吨左右的主要农作物秸秆资源和 1 亿吨左右的主要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生物质
资源，这两项大的统计数是可靠的。
在农作物秸杆中，稻草作为燃料的质量较差（含灰量大和灰熔点低），而小
麦秸秆难以成型，所以这两项资源单独使用不大适合作为成型燃料的原料。而其
它的秸秆（3.41 亿吨）和稻壳、玉米芯、花生壳等加工剩余物（1.14 亿吨）都
可以作为成型燃料的原料。如果在这些资源中，除掉还田、收集和运储损失、饲
料、其它工业原料和能源燃料消耗的之外，即使有 15%可以用来加工成型燃料，
也有 6800 万吨可用资源作为生产成型燃料的原料。
表 3 表明，吉林、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等地的农业固体剩
余物资源密度是全国平均密度的 3.6 倍，黑龙江、辽宁、山西、湖南、江西、浙
江、广东、广西、重庆、贵州等地的农业固体剩余物资源密度是全国平均密度的
1.6 倍。这些省区，特别是其中盛产适合于成型燃料秸秆和农作物加工业集中的
地方，是成型燃料规模化发展的比较理想的原料供应地。即使在农业固体剩余物
资源平均密度低的省区，在它们当中也不乏有资源丰富的局部地区，如四川的成
都平原和甘肃的河西走廊农业发达，内蒙有的地方盛产向日葵，云南不少地方烟
秆资源多，新疆石河子的棉花产地等等。从原料供应角度看，这些地方也具备建
设规模化的成型燃料生产厂的条件。
2

林业剩余物资源与原料

木质原料是成型燃料，尤其是颗粒燃料的优质原料，其燃料性质优于农业固
体剩余物。所以发展成型燃料产业，必须重视林木生物质资源。《可再生能源中
长期发展规划》指出：我国每年林木枝桠和林业废弃物的可获得量约 9 亿吨，大
约 3 亿吨可作为能源利用，折合约 2 亿吨标准煤。我国对林业生物质能源资源的
调查起步较晚，调查数据比较笼统，缺少完整性和准确性。宏观地说，可以作为
21

能源利用的林木生物质资源有下面几个来源：林业“三剩物”、薪炭林与速生林、
果树剪枝和城市绿化废弃物。对这些资源，林业“三剩物”的估计数据比较多，
对薪炭林与速生林的资源也有所研究[13]，而对后面两项资源的研究则几乎是空
白。
文献[8]的研究结果是：2005 年左右我国每年产生的林业“三剩物”有 1.4
亿吨，薪柴 1 亿多吨，废旧木材和果树枝有 0.7 亿吨，三项合计有 3.1 亿吨，按
热值折算约合 1.8 亿吨标准煤。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涛认为, “中国现有林地面积
3 亿公顷，加上采伐、造材和木材加工等林业剩余物，中国每年可提供林木生物
量为 3.3 亿吨，折合标准煤约 2 亿吨。”[14]对现有的林业固体剩余物能源资源的
这两个估计比较接近，也都与《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的数字相吻合。
图 3 和图 4 显示了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林业“三剩物”的数量及分
布。它们是按照“十一五”期间的年森林采伐限额、造材和木材加工规模估算数
据绘制出来的。很明显，云南、福建、广西、湖南、江西、四川、广东、江苏、
重庆这些省市区每年都有 600 万吨以上的木质资源可资利用，这些地方应是我国
发展木质颗粒燃料产业的重点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水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15]，城市化步伐加
快。因果树养护和管理而产生的果树剪枝和因城市绿化管理而产生的花木废弃物
资源不可忽视。这些生物质都是很好的能源资源，应当加以高效清洁地利用。可
是，无论是城市能源或环境管理部门，还是农村地方政府都没有对此加以重视。
特别是在城市，环卫部门往往把这些生物质废弃物当作一般垃圾运出填埋，既浪
费能源资源，又占用宝贵的垃圾填埋用地。如北京市每年估计有 40 万吨绿化废
弃物没有很好地利用。陕北富县、甘泉地区百万亩苹果树的剪枝也被常年堆放。
这应当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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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0 年各省市自治区及重点国有林区林木“三剩物”总量（预测）及分布[8]

图4

中国林业“三剩物”分布图[8]

目前，我国沿海港口地区集中着一些进口木材集散加工中心，产生数量可观
的优质木材加工剩余物，如锯末等颗粒燃料的原料。例如江苏太仓港，每年从俄
罗斯进口 250 – 300 万立方米落叶松木材，在太仓港附近至少有 10 家成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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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加工企业，仅产生的锯末每年就有 20 – 30 万吨。广州迪森公司就是看准
了这个原料来源，结合苏州等地区工业企业对热能供应的需求和长三角对环保排
放的限制，成立了苏州迪森公司生产颗粒燃料，同时利用自产的颗粒燃料，以合
同能源管理的方式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用蒸汽或其它供热。
3

原料的收集、运输和储存

目前，在中国各地生产成型燃料的企业中，原料的收集、运输和储存主要有
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由原料生产者自己收集，然后运送并销售给成型燃料生产商。
这一种模式多发生在农业地区，一个个农户将自己家庭土地上生产的秸秆直接供
应给当地规模不大的成型燃料生产点，运输距离不长。第二种是专业化的市场行
为，由专业原料供应商根据成型燃料生产商的需要把分散的原料收购集中起来，
进行运送和销售。这种模式的活动范围较大，对农林两类原料都适用，原料的供
应对象是成型燃料生产稳定而且规模较大的生产商。第三种模式是成型燃料生产
商自己购买机器设备，组织专业队伍，到田间收获秸秆，打包或粉碎后运到生产
点储存加工。采用何种原料收集方式，取决于成型燃料生产商的生产特点、规模、
当地的原料资源条件和他们对原料成本的经济核算和比较。
在我们考察调查的原料生产商中，采用第一种模式的有河南省沈丘县富利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奥科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
司。前两个公司都在所在区域的农村布置若干个生产点，以秸秆为原料生产压块
燃料，每个生产点的生产规模不大（年产 3000 – 5000 吨）
。当地耕作一年两季，
上一季收获和下一季播种之间的时间间隔不长，农民收获上一季作物以后，急于
把地里的秸秆清理掉，把耕地翻整好，以备耕下一季作物。农民们就用小型三轮
摩托运输车或小拖拉机带拖车，把从自家田地上收集的秸秆运到附近的成型燃料
生产厂去。
采用第二种原料收集模式的有辽宁森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苏州迪森生物能
源有限公司、连云港皓越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粤西基地、蚌埠市中科新能源有限公司、辉南宏日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云南腾
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其中辽宁森能、苏州（太仓）迪森、连云港皓越三个公
司的单厂年产颗粒燃料的能力在 4 ‐ 5 万吨左右，以木材锯末为主要原料。这样
大的产量没有稳定的长期合作的原料供应商是不行的。广州迪森粤西基地以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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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为原料生产压块燃料，每个厂的年生产能力为 2 – 3 万吨。当地有众多的桉树
木材加工厂，燃料供应商从每个加工厂收集树皮，集中向压块厂运送。（奥科瑞
丰）中科公司在固镇生产点以花生壳为原料生产压块燃料，年产能约 3 ‐ 5 万吨。
蚌埠市固镇一带是花生集散地，原料供应商收集和运送花生壳，为中科公司提供
专业化服务。凡是单厂生产规模达到几万吨的成型燃料生产厂，由专业化的供应
商供应原料，对燃料生产商而言成本较低。
采用第三种模式的有河北雄县牛宝公司和辽宁阜蒙县鼎鑫公司。这两个公司
都是主要以玉米秸秆为原料生产压块燃料。雄县只有牛宝公司一家生产成型燃
料，阜蒙县人均有 10 亩以上耕地，土地多。所以牛宝公司和鼎新公司没有其它
公司与他们争原料，原料供应充足。他们所在地方的种植特点是一年一季，秋季
玉米收获后，秸秆可以保留在地里自然风干，直至第二年春耕，有长达半年的时
间进行秸秆收集。在农村地区，非农忙季节里劳动力多数外出打工，加上劳动力
成本和燃油价格上升幅度较大，如果短期内请专门的经纪人供应数量有限的秸秆
原料，原料成本会超出预期。牛宝公司算了一笔账，由他们自己购买收割和运输
秸秆的机械和车辆，用自己的工人（这些工人往往是一专多能）根据需要下地收
割、运输原料，同时为耕地使用权人提供收割和秸秆还田的有偿服务，结果成型
燃料厂付出的原料成本比直接从农户或经纪人手里购买原料便宜，耕地使用权人
也可以为每亩地节省大约 100 元收割费现金，双方都有好处。
据雄县牛宝公司介绍，他们从 2 亩半玉米地里可以收到 1 吨（干）秸秆。如
果考虑到秸秆还田、饲料等其它用途，假设一半的秸秆产量可以用作成型燃料的
原料，那么对于一个年产万吨成型燃料的生产厂，5 万亩玉米地上的秸秆就可以
满足其原料的需求。那么，原料的运输半径只有 3 – 5 千米，如果是年产 3 万吨
成型燃料的生产厂，原料运输半径在 10‐12 千米。
关于原料的储存。需要预加工处理的秸秆、木材树枝、树皮一类的原料一般
都是露天堆放，而锯末、木粉、稻壳之类需要防水的原料则需要钢结构储料棚或
原料仓库。储料场的占地面积从几亩到几十亩不等，依生产规模、原料种类、土
地性质、租地价格等因素而定。图 5 — 图 9 是几个生产成型燃料的公司原料收
集/运输/储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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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一户户农民向河南沈丘富利公司运送秸秆原料（左）
北京盛昌公司成型燃料厂的秸秆原料储存场（右）

图 6 雄县牛宝公司（左）和 阜蒙县鼎新公司（右）自行收集秸秆

图 7 蚌埠市中科公司固镇花生壳储料场（左）和阜蒙县鼎新公司秸秆储料场（右）

图 8 辽宁抚顺森能公司混合料储料库（左）和吉林辉南宏日公司稻壳储料库（右）

图 9 迪森粤西基
地桉树皮原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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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题与讨论

当前及今后若干年内，不是生产成型燃料的农林固体剩余物资源和原料不够
用，而是生产侧的消耗量远小于可用资源量。例如在东北玉米生产带，深秋时仍
然在田野里大范围地焚烧玉米秸秆。木质固体剩余物资源的利用比例可能更小。
因此，关于成型燃料的资源和原料的问题，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现有原料的收集、
运输和储存的技术和经济方面，包括秸秆剩余物和林业剩余物。
原料的收集、运输和储存，因地域条件和成型燃料生产商的不同而不同，不
存在固定的模式，应当因地制宜，因企业而变。但是，随着成型燃料生产向规模
化方向发展和集中，原料收集和运输的专业化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农村劳动力的
逐渐缺少，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以及运输费用的上涨，都要求原料的收集和运输向
集约化、规模化和管理精细化方向发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成本。
现在的玉米联合收割机和秸秆收割机还不适应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要求。现
有的联合收割机和秸秆收割机械多是只具备粮食收获和秸秆还田两项功能或秸
秆收集一项功能，秸秆的根部留茬太短。如果能发展出具有粮食收获、秸秆根部
留长茬以利还田、秸秆收集三项功能的新的联合收割机和兼顾秸秆还田和收集的
新的秸秆收割机，将会受到欢迎。
林业采伐剩余物和造材剩余物的收、运、储更为复杂，涉及到这些剩余物的
利用模式。一般来说，这两种剩余物的产地（林地所在地）远离成型燃料的消费
地。是就近把这些剩余物直接加工成成型燃料，然后把成型燃料运到终端用户所
在地，还是把原料运到离终端用户近的地方生产成型燃料，哪种方式好些，受到
多种因素（包括电源和交通条件）的制约。目前这方面实际经验的积累还远远不
够。
对于成型燃料的规模化生产，原料的储存也是一个问题。一个成型燃料生产
厂，用地面积大小的顺序是原料储存、生产‐生活‐办公建筑和产品库存。年产 5
万吨的成型燃料生产厂，如果储料场按 30000 吨设计，堆料高度为 5 米，加上运
输、装运通道的占地，储料场至少需占地 35 – 40 亩。在土地紧张的地方，这就
带来建厂的土地供应问题。
二、 成型燃料的生产装备
1 成型燃料生产装备的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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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成型燃料的生产设备主要是环模制粒机和环模压块机，配套的系统设备
有不同类型的原料和产品的输送机、原料揉切机、切片机和粉碎机、原料筛、原
料烘干机、原料湿度调质机、成型燃料冷却器、产品包装机和配电控制装置等。
工厂里还配有一定数量的抓斗机、铲车、叉车、轻型车辆等可移动机械。这些设
备中，除环模制粒机和环模压块机是专用设备之外，其它多为从农业机械现有通
用设备中选型，有的需做些改进，以更适应生物质原料。生产颗粒多以木质原料
为主，生产压块多以草本原料为主。颗粒燃料的生产线比较完整和成熟，机械化
程度比较高，而压块燃料生产系统还处于按工序分段和半机械化的水平，有待进
一步改进完善。
国内有代表性的成型燃料生产设备制造商主要集中在江苏省、上海市、北京
市和河北省（见表 4），它们当中大都专门生产环模制粒机及其配套系统，或环
模压块机及其配套系统一种机型，只有牧羊集团两种成型机都可生产制造。实际
上无论是颗粒成型机还是压块成型机，都是从引进的饲料成型机移植、引伸、发
展而来。大多数制造商，在设计和制造颗粒燃料成型机和压块燃料成型机之前，
有设计和制造饲料颗粒机和饲料压块机及系统设备的经验，此后经历了多年的重
新设计与改进才达到了现在的燃料成型机水准。目前，国内生产的生物质成型燃
料机械设备除供给国内市场的需求外，颗粒成型机还出口中欧国家、俄罗斯、美
国、加拿大、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主要是上海申德、溧阳荣达的设备）。
表4

企业名称

上海申德机械
有限公司*

江苏牧羊生物
能源设备公司

主要颗粒设备制造商

产品、功能、特点

主要客户

原为中德合资饲料机械厂，2006 年开始
颗粒燃料成型机研制，参考德国技术和
标准，拥有 500、600、700、800 系列产
品，制造工艺细致，属高端产品。2009
年之前主要客户在国外，自 2010 年国内
较有实力客户选择申德产品，是国内生
物质成型燃料生产设备主要生产供应商
之一。

加拿大、德国、东欧各
国、韩国、吉林宏日、
连云港皓越、昆明腾众
等。
*2012 年 4 月被奥地利
安德里茨公司兼并，现
为其全资子公司。

大型股份制饲料机械厂，世界名列前茅。
2006 年开始研究燃料成型设备，2009 年
2011 年成型燃料生产设
专门注册成立生物能源设备公司，以高
备产值指标 1.16 亿元。
起点、大力度进入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
公司有较强的实力和规模，产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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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颗粒、压块两类燃料成型机，是国
内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设备主要供应商
之一。
溧阳地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的饲
江 苏 溧 阳 地 区 料设备与备件生产供应基地，自 2006 年
企业集群，如溧 起有相当多的企业开始进入生物质成型
阳 市 荣 达 饲 料 燃料行业，目前也是颗粒燃料行业设备、
设备有限公司、 备件生产供应基地。其突出特点是均为
江 苏 鼎 邦 生 物 民营企业，单个企业规模较小，大多缺
质 能 源 机 械 有 少技术开发能力，但行业分工精细，相
限公司、溧阳华 互合作，互相配套能力和市场意识强，
升 公 司 等 数 十 效率高，已成为一个集群和配套平台。
在生物质成型燃料行业中，溧阳地区的
家企业
数十家企业良莠不齐，设备较多属中低
档产品。

荣达公司的产品在国内
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
国内客户有江西赣州南
康和顺生物、南昌高安、
广州迪森等公司；60%产
品出口，出口对象主要
是中东欧国家（俄罗斯、
波兰、乌克兰、斯洛伐
克、匈牙利等）和东南
亚国家（越南、泰国、
马来西亚、印尼等）。

2 生物质颗粒燃料成型机
环模制粒机有多种型号，产能以环模内径为主要标识，主要有 300、400、
500、600、700 等系列，不同的厂家沿用不同的具体尺寸，如 420、450，508、
520 等。随着产业的发展，单个成型机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大，目前国内已从 400
系列过渡到以 500 系列产品作为基准机型。500 系列颗粒燃料成型机的单机产量，
木质颗粒产能 1.5 ‐ 1.8 t/h 或更多，草质颗粒 2.5 t/h 左右或更多。700 系列成型
机的木质颗粒产能达到 5 – 6 t/h。500、600‐700 系列成型机的主电机功率分别为
132kW/160kW/2×75kW、220kW/250kW/2×110kW。单机产能越大，单位产能投
资越小，生产率高，单位重量燃料的生产成本低，因而规模化的颗粒燃料生产商
都倾向选用成熟的大直径环模机，这是产业发展的趋势。不过单机产能越大，设
备本身越复杂，要求的配套系统也越完善可靠。目前上海申德可生产 600 系列、
800 系列的颗粒燃料环模成型机，其中 800 系列产品已出口到韩国、加拿大。
制粒机的产能还与原料的性质和含水量密切相关，原料在同等含水量的情况
下，草本原料产量较大，木本原料产量较小。含湿量为 14～18%时最便于加工，
过大或过小都难于成型。环模模孔直径有 6mm、8mm、10mm、12mm 几种，8mm
直径的居多，对于家庭民用颗粒直径一般偏小，工业用户使用燃料的直径可大些。
由于颗粒燃料与颗粒饲料的原料大不相同，前者的木质素、纤维素含量比后
者大得多，还含有一定的尘土和细沙粒，燃料的密度比饲料的密度也大得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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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颗粒燃料成型机的强度、刚度、耐磨性、对不同原料的适应性，以及动力性
能等，都比对饲料成型机的要求高得多。比如，由于原料的流动性差，原料自身
的粘结力低，因而原料在模孔中成型需要的压力和扭结力更大，停留的时间更长，
导致机械传动部件承受高压力、大扭矩，模孔处应力大，磨损快，环模、轴承、
压辊等零部件都是在高压力、高湿度的环境下工作，承受高负载、强磨擦，工况
较为恶劣，极易损坏。图 10 是环模磨损、断裂和压辊轴断裂的情况。

图 10

环模严重磨损（左）、断裂（中）和压辊轴断裂（右）

2005 到 2007 年，一些企业直接使用饲料成型机生产颗粒燃料，差不多在每
一个进行尝试的企业都无例外的多次发生主轴、轴承、齿轮、环模、螺栓断裂毁
坏，环模、轧辊快速磨损，致使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因此，颗粒燃料成型机的制
造商对整机及零部件，包括结构、材料、工艺处理、润滑、冷却等等都进行了重
新设计。如申德公司对关键部件环模（也是易损件）进行了不断试验和改进，做
了更多的细致工作，例如，材料从普通合金钢改为 X4Cr13 不锈钢等，改进了成
型孔的结构和布局，改进了润滑脂的检查注入方式，有的公司还增加了对环模、
压辊密闭工作空间的冷却等。与此同时，轧辊和轧辊轴承的使用寿命也同步提高，
大体上是二套轧辊和轧辊轴承配一个环模。申德的颗粒成型机是参照德国的产品
标准制造的，目前在国内一副环模的使用寿命能稳定地达到生产 600 – 800 吨木
质颗粒燃料或更多。在这三年中，基本完成了从“饲料颗粒机”到“燃料颗粒机”
的过渡。
行业中一些企业生产的颗粒燃料成型机（如 500 系列）已接近世界水准，但
和发达国家相比，成套设备生产工艺路线的设计思路和理念有所不同，配套设备
的结构、工艺比较粗糙，在生产线的自动控制方面差距较大，另外单机产能和单
厂生产规模也没有达到国外较高的水平。这主要是受我国成型燃料产业发展水平
的制约，也与制造商的技术力量和技术储备不足有关。没有对颗粒燃料广阔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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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批量的市场需求，就刺激不了有数量规模的有实力的投资商的投资欲望，因
而颗粒燃料成套生产装备整体水平的提高就比较缓慢。随着今后国内市场对成型
燃料需求的迅速增加，上述状况会得到改善。
国内生物质颗粒燃料成型机的传动方式有二种类型：皮带传动（欧洲技术流
派）和齿轮传动（美国技术流派）。上海申德、江苏（扬州）牧羊为皮带传动的
代表；溧阳地区的企业为齿轮传动的代表，他们是以美国 CPM 公司的产品为样
板。对于二种传动方式，国外曾有过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但似也难分伯仲，只
是因沿用的习惯和公司的偏好而不同。在应用中的实际体会是，齿轮传动结构紧
凑些，效率略高，但对承载零部件的要求也高，皮带传动的最大优势是会减小传
动中的瞬间冲击力，设备更为安全。
总的来说，经过几年的努力，曾经制约我国发展颗粒燃料的关键设备成型机
及其配套设备已经开发成功，其设计和制造工艺水平，以及设备成套能力均能满
足市场的要求。目前，国内几个主要的颗粒燃料成型机厂家的制造能力大约为年
产 550 – 650 万吨颗粒燃料的成型设备，因为市场需求不足，实际的产量远低于
这个能力，而且在国际市场的销售量大于国内的市场。成型机以及生产系统配套
装置，以它们的综合质量（单机产能、易损件寿命、可靠性、稳定性、外观、性
价比等）可划分为相对高端产品和普及产品两类，面向不同的国外、国内用户群。
图 11 是国内两个最大的颗粒燃料成型机生产车间。

图 11 批量生产的颗粒成型机装配车间（左）和环模生产车间（右）

3

生物质压块燃料成型机

由饲料压块成型机改进发展成为燃料压块成型机是中国的特色。1995 年引
进饲料压块机的初衷是以玉米秸为原料（2#玉米，玉米秸含粗蛋白 8%），经处理
压制成密度为 0.6‐0.7g/cm3 的 32cm×32cm 截面的块状，称为粗饲料，用于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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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黄不接之时饲喂奶牛，这是当时引入饲料压块机的目的。大型奶业公司伊利、
蒙牛、三元、光明等都曾在一定规模上使用过这种粗饲料。这个背景造就了石家
庄地区成为当时饲料压块机制造基地。2007‐2008 年，随着这种粗饲料的喂养形
式在推广中遇到阻力，饲料压块机市场逐步萎缩。正在这个时候，生物质成型燃
料行业开始兴起，于是饲料成型机的制造厂家开始涉足进入了燃料行业，后来干
脆转行专门设计生产压块燃料成型机。
从饲料压块机转型成为燃料压块机，比颗粒成型机的转型简单些，因为原料
是相同的，最大的差异是产品密度。但是密度的改变给设备带来的问题也很严峻，
主要是增大了压缩过程的压力，改变了工作部件的受力和应力状态，致使饲料压
块机的模块、压辊的耐磨性能无法适应生产燃料的要求，而且至今没有很好地解
决。目前一副模块的平均寿命只能生产 400 吨左右压块燃料，少的只有 300 吨，
修复和更换过于频繁，维修和备件成本高。对于大规模连续生产方式，这是一个
严重的制约因素。图 12 是压块燃料环模成型机在使用中模块断裂和压辊磨损的
情况。

图 12 成型燃料压块机的模块断裂和压辊磨损情况

压块燃料成型机的另一个问题是生产系统不连续，从原料准备到压块燃料产
出，生产工艺被分割成几个尚未前后以自动方式或机械方式连接的部分，即便是
牧羊集团的压块燃料生产系统，也只做到了半机械化，生产环境中粉尘充斥，较
为恶劣。如果要适应压块燃料的规模化生产，生产工艺系统设备装置的完善配套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环模压块机也有多种型号，以环模压块的数量为标识，有 30 孔、45 孔和 60
孔三种，其中 45 和 60 为常用，模孔的断面尺寸一般为 32mm×32mm，每个模
块两侧各有半个孔，两个模块并在一起组成一个模孔。传统的环模为垂直结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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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三年前北京奥科瑞丰公司将 45 模块环模旋转 90 度，成为水平布置，并批量
生产，在业内有所影响。环模压块机所配动力电机的功率和台数也不尽相同，45、
60 模块压块机的主电机功率为 2×30kW、2×37kW/2×55kW/92kW。功率大些会
减少闷车事故，运行平稳，不过取决于制造商的设计理念和传统，以及产品的目
标用户。
压块燃料的主要原料是农业剩余物，生产实践中应用较多的是玉米秸秆和花
生壳，根据地区资源有的地方使用棉花秆、桉树皮、糠醛渣等。45 孔压块机的
平均产量在 1.2 ‐ 2.0 t/h，60 孔的可达 1.8 ‐ 2.5 t/h，原料和含湿量不同对产量影
响较大。另外豆秸、油菜秆、棉花秸也都可以压缩成型，只是麦秸的成型特性较
差，需和其它原料如玉米秸混合使用，混合比例为 1/5 或 1/4。表 5 介绍了国内部
分主要的压块燃料成型设备制造商，图 13 是压块燃料成型机的两种机型。
表 5 主要压块燃料成型设备制造商

企业名称

江苏牧羊生物能
源设备公司

北京奥科瑞丰机
电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石家庄地区
企业群，如：河北
天太生物质能开
发有限公司、石家
庄燕峰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等十几
家企业

说明

主要客户

是国内唯一一家高端压块燃料成
型设备生产制造商，虽价格偏高，
但成套性好，运行稳定。现存的
关键问题是压辊、模块的耐磨性
不高，工作寿命较短，用户更换
成本高，需尽快研发解决。

客户分布于国内外，
盘锦森能生物质能源
有限公司是一次购入
量 最 大 的 客 户 （ 20
套）。

国内主要的压块机生产厂商，具
有较大的开发和制造能力，其产
能在行业中名列前茅。2008 年将
45 模块立式环模改为水平环模，
效果不错，已为市场接受。

公司在各地注册燃料
生产公司，向其下属
燃料生产公司投入成
型机产品。

石家庄地区集中了十几家压块燃
料设备生产商，是压块机的集群
生产平台。但大多规模小，资金
少，研发能力较弱。块状成型燃
料的生产工艺不易形成一条连贯
的机械化生产线，这也是压块成
型机系统的总体水平低于颗粒成
型机系统的原因之一。

2010 年天太公司向
163 个用户销售 185
台套压块燃料成型
机，2011 年销售约
200 台套，用户分布
于河北、广东、广西、
山东等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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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立式压块燃料成型机（左）和卧式压块燃料成型机（右）

到 2012 年底，国内压块燃料成型机主机的生产能力至少能满足年生产 800 ‐
1000 万吨压块燃料的需求。仅奥科瑞丰公司一家就能生产 2000 台套压块机，牧
羊集团也具备较大的生产能力，石家庄地区有 700 – 800 台套的生产能力，另外
河南、山东、黑龙江等地也有一些较为廉价的小型压块机的生产能力，虽更不够
规范，但也有一些农民用户。

4

成套辅助设备

在成型燃料的生产设备中，除成型机是关键的核心设备以外，还有若干辅助
设备和装置，主要是揉搓机、粉碎机、烘干机（含热风炉）、振动筛、滚动筛、
去磁筒、原料调质混合机、各种形式的输送机、冷却机、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
器、包装机、料仓、连接管道等，还有用于装卸原料和成品的铲车、叉车、抓斗
车、运输卡车等。这些设备大都是原有的农机设备或木材加工设备，根据成型燃
料生产工艺的需求，或者是直接选用，或者稍加改进即可成为燃料成型生产线的
配套设备。在这些辅助设备中，粉碎机（或搓揉机）用于保证原料的粒度（或长
度），烘干机用于保证原料的含水率，它们都直接影响成型燃料的产量和质量。
除尘设备用于保持工作环境清洁和物料的循环利用。图 14 – 图 17 是成型燃料生
产工艺流程中几种常用的设备。

图 14

回转式原料干燥机（左）和干燥热烟气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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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粉碎机（左）与皮带输送机（右）

图 16

插装车（左）与抓勾机（右）

图 17 铲车（左）与农用卡车（右）

5

问题与讨论

虽然目前我国成型燃料生产主机（颗粒成型机和压块成型机）总的制造能力
已能满足“十二五”期间成型燃料发展规划的需求，甚至也能满足“十三五”期
间规划的相当部分需求。但是在绝大部分厂家所生产主机的若干性能还需要改进
和提高，特别需要改变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提高生产工艺水平和成套装备水平，
提升自身能力，适应规模发展的需求。
成型燃料成型机及成套设备制造企业可概括为“三厂二平台”的现状，即三
厂为上海申德、扬州牧羊和奥科瑞丰，二平台为溧阳地区和石家庄地区。在其它
地区如河南、山东、东北三省等也有一些企业分布，但多为小企业，更缺乏规模、
技术和规范。
“三厂”中的上海申德和扬州牧羊有多年生产成套饲料机械的基础，
搞燃料成型设备（主要是颗粒成型设备）在技术、设备、资金、管理和市场营销
方面有较好的条件较多的经验，起点高，容易走向正规化、规模化和现代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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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奥科瑞丰虽然是后发的公司，但是它的企业追求正规，领导层有强烈的建立
现代化企业的意识，有一套独特的企业发展和管理模式，特别是有较强的融资能
力，发展迅速。在“二平台”上，是由数十个个体或家族式小公司组成的分散群
体，经过多年的打拼，也已开辟出一方天地，溧阳的生物质燃料成型机产品已经
进入国际市场，是国内发展成型燃料装备制造的重要力量。但是这些企业有先天
不足的缺点，缺乏技术和人才，资金力量有限，其理念和管理方式相对落后。
为适应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应当对以下一些问题加以重视：
（1）仅从国内的“十二五”和 2020 年成型燃料规划的角度看，现有的成型主机
制造能力一定程度地满足这些规划的数字需求，不需要盲目扩张制造能力，而是
需要整合与提升整个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模式，需要做强，不仅是成型燃料产业的
数量大国，而且是强国。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统一认识，统一标准，统一方向。
第二是解决生产工艺、生产环境和生产设备的具体问题。第三是在发展中优胜劣
汰，造就现代规模企业。这样既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避免无效投资和设备制造
能力的重复建设，也能走上追求质量，调整产业内部结构的目的。
（2）颗粒燃料成型机及成套设备基本成熟，但是需要从成型机的结构、材料、
加工工艺，以及生物质原材料的限定条件等多方面着力解决环模和压辊的断裂、
磨损速度和寿命偏短的问题。要建立规模化颗粒燃料生产厂（年产 3 – 5 万吨及
以上颗粒燃料）的设计和建设标准，使生产颗粒燃料的投资运营商少走弯路，提
高资金利用率，项目投产即能达产和正常运行。
（3）和颗粒燃料成型机一样，压块燃料成型机的模具及轧辊的磨损问题也亟待
解决。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在压块燃料生产装备方面，主要设备就是一台压块燃
料成型机加上前后与之连接的输送原料和压块产品的皮带机。大量生产现场的设
备配置是一台这样的设备单独运行，或数台设备并列运行，其它工序都是分开的。
这是当前条件下适合在农村分散生产压块成型燃料的做法。如果是对于规模化生
产，这样的装备模式显然不能满足要求。迄今国内还没有一条完整或大致完整的
规模化生产压块燃料的生产线（比如年产 2 ‐ 3 万吨），更没有一个标准的生产线
工艺设计和配套设备选型的指导性技术文件。压块燃料成型机的龙头设计制造商
要在提高压块成型机的性能和质量，研究、开发规模化生产线及其配套装备，进
行规模化压块燃料生产示范厂的建设和制定标准上下功夫，为“十三五”期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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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燃料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做好技术和装备能力的准备。
（4）国家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应通过规划、政策、资金、标准等手段引导和规
范成型燃料装备制造行业要素的有序整合，发挥和提升“三厂二平台”的优势，
合理配置主机和系统辅助设备设计制造的资源，避免扎堆恶性无序竞争和打乱
仗。

三、 成型燃料的生产
1

生产和销售成型燃料的企业

目前在中国，从东北的黑龙江省到西南的云南省，从北方的内蒙古到南方
的广东省，从东边的山东省到西边的四川省，至少在 19 个省市自治区有生物质
成型燃料生产企业，全国大大小小可能超过 200 家，其中至少超过 50 个企业的
年生产和销售成型燃料的规模达到了 1 万吨以上。据估计，2010 年、2011 年全
国的成型燃料产量大约分别有 250 万吨和 300 万吨。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和北京奥科瑞丰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是最大的两个成型燃料生产商，迪森公司
同时生产颗粒燃料和压块燃料，奥科瑞丰公司只生产压块燃料。迪森公司在 2010
年的产量超过 10 万吨，实际应用量超过 20 万吨；2011 年产量 20 万吨，实际应
用量 40 万吨。
除了迪森公司和奥科瑞丰公司之外，吉林宏日、辽宁（抚顺）森能、盘锦森
能、北京盛昌绿能、连云港皓越、安徽晔城、湖北和泰、云南腾众等公司也都是
具有一定规模的成型燃料生产商。在上述成型燃料生产商中，有些公司如广州迪
森、吉林宏日、北京盛昌绿能、云南腾众等，还同时是热能产品生产运营供应商，
以合同能源管理的方式利用自己生产的成型燃料，向热能用户供应生产用蒸汽或
冬季区域供热。这些企业的地理分布是从南到北，客户行业有千差万别，却不约
而同地选择这样的经营模式，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在目前成型燃料市场销售环
境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情况下，一方面保证自己客户对成型燃料的需求，避免燃
料市场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业务的冲击，另一方面延长了公司的服务链，增加了
成型燃料的附加价值，提升了利润空间，改善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他们的这种经
营策略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中取得了成功。表 6 是几个成型燃料生产企业 2010 年
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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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10 年几个企业生产供应成型燃料的数量
2010 实际
2010 产量

序号

企业名称

生产基地

产品种类

供应量*
（万吨）
（万吨）

1

广州迪森

珠三角、长三角

颗粒+压块

10

20

2

奥科瑞丰

华北、华东

压块

12

12

3

辽宁森能

抚顺地区

颗粒

8

8

4

吉林宏日

长春地区

颗粒

1

2

北京、河北

颗粒+压块

4

4

湖北

颗粒+压块

2.5

2.5

北京盛昌
5
绿能
6

湖北和泰

* — 表中销售量大于生产量是因为执行供热合同，自产燃料不足，还需要外购一部分。

2

颗粒燃料的生产

多数规模化的颗粒燃料生产厂都是按照工厂化设计建设的，工艺流程的安排
分成几个工艺组合和独立的空间，上下游工艺组合之间通过物料输送机械或管道
连接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生产线。在各个工艺组合上，多台同种功能的设备（如
粉碎机、烘干机、制粒机）是并列安装的。工艺组合的划分一般是：1. 原料储
存；2. 原料前处理，原料烘干；3. 原料含湿量调整、压缩制粒；4. 颗粒冷却和
包装；5. 产品储存与外运。这样设计比较容易实现清洁生产。目前，国内最大
的单厂颗粒燃料生产规模为年产 5～6 万吨。图 18 是颗粒燃料生产线的工艺流程。

图 18 颗粒成型燃料生产工艺流程示意
1 储料场；2 筛分上料；3 筛分机；4 旋风除尘；5 中间料仓；6 热风炉；7 烘干
炉；8 分离器；9 螺旋输送器；10 输送机；11 熟料仓；12 清除磁物器；13 成型
机；14 冷却风机；15 冷却器；16 颗粒储罐；17 自动包装；18 装车出货
38

国内大的颗粒燃料生产厂大多利用锯末或稻壳做原料，也有的掺入玉米秸
秆、油菜秆等农业剩余物，从而使原料预处理环节和设备得到简化，秸秆、花生
壳等为主的原料多用在较小的颗粒燃料生产厂。木质颗粒燃料多数销售给高端用
户，代替燃油或燃气，或者环保排放要求高的用户。图 19 – 图 21 是几个颗粒燃
料生产厂的图片。

图 19 满洲里颗粒燃料生产厂（左）和抚顺森能颗粒燃料生产厂（右）
图 21

图 20 连云港年产 5 万吨颗粒燃料厂
的成型机车间

从
模
制
的
粒
料

环
压
出
颗
燃

图 22 迪森江苏（太仓）公司年产 5 万吨颗粒燃料厂（左）
和用溧阳荣达公司设备装备的年产 5 万吨颗粒燃料厂（右）

广州迪森是生产颗粒燃料最大的公司。迪森公司原来的业务以设计制造燃
油燃气锅炉为主，在新加坡上市。2007 年开始进入成型燃料锅炉领域，依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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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发制造的成型燃料锅炉，购买颗粒燃料成型机，建设燃料生产基地，用成型
燃料锅炉替代燃油、燃气和燃煤锅炉，以合同能源管理的模式为客户供热，几年
来成绩斐然，令人瞩目。迪森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至今
已建成 10 个单产能力 5 万吨的成型燃料生产基地（其中 9 个生产颗粒，1 个生
产压块），所有生产基地均以锯末、树皮等林业剩余物为主要原料。2010 年公司
自产燃料 10 万吨，外购 10 万吨，2011 年翻了一倍；建成 4 个成品燃料调配基
地、3 个原料调配基地和 1 个原料种植基地。图 23 是迪森公司在珠三角（广东、
广西）和长三角地区的成型燃料生产基地及客户群。

图 23

广州迪森公司在珠三角地区（左）
和长三角地区（右）的成型燃料生产基地与客户群

广州迪森本身实行产学研相结合，拥有研发队伍、试验基地、锅炉和燃料
的生产基地和客户群，是行业内成型燃料生产和利用方面最具规模和实力的企
业。他们的特点有三：第一，战略目标清晰，坚持高标准，大手笔，执行力强，
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具有规模的大型企业；第二，有上市公司的支持，
资金雄厚，富有企业运作经验；第三，有产学研联合的超前意识。的确，在成型
燃料的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方面，迪森公司走在了前面，他们的许多思路、做法
和经验值得总结，值得整个行业学习和借鉴。
行业中另外几个有代表性的颗粒燃料生产企业：辽宁森能、吉林宏日、北京
盛昌绿能、连云港皓越和昆明腾众。他们都是在 2006 年前后建立，经历了艰难
的创业和经营模式的探索。他们开始重点生产成型燃料，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后，
就千方百计为产品寻求市场，其中有条件的企业走上与广州迪森公司同样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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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即延长产业链，自产成型燃料，同时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为客户提供热源
服务。
辽宁森能在抚顺的颗粒燃料生产厂投产于 2007 年。建厂之初，由于缺乏技
术和有一定的资金，国内又没有现成的样板，便采取了低价引进的策略把厂办了
起来。它从意大利引进了一台二手的美国 CPM 颗粒燃料成型机（环模内径 793），
并且请有经验的意大利工程师设计整个工艺流程。尽管这台成型机的环模和压辊
发生了正常的磨损，但是整机完好，生产系统工艺设计合理，投产后的一年中有
近一半的时间连续 24 小时稳定运行，几乎没有发生过故障，产能达到 3.5 t/h 木
质颗粒燃料。意大利设计师把 60%以上的注意力集中于原料的前处理，其中包括
安装一台从意大利进口的能力强大的粉碎机和全自动包装机，配置辽宁远大公司
生产的烘干机，严格控制原料的粒度、清洁度和湿度。经过烘干的原料在进入成
型压缩机之前，先在多个“熟原料”储罐内停留，一方面用于成型机进料的储备
和调节，另一方面用于原料的“回性或养生”
，改善成型机进料的性质，即起到
“调质”的作用。该厂因为设计周到，所以生产环境清洁。首先是把易于产生粉
尘的原料预处理空间和压缩成型工艺环节进行物理隔离，其次是在每个产生粉尘
的生产点、输送点，都安装了除尘装置和粉尘回收装置，尽量保证生产车间的清
洁。森能公司的一期引进工程为他们少走弯路，学习、积累颗粒燃料生产经验，
直到后来进行自主扩建并有所创新，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经验对今后建设颗
粒燃料生产厂的业主有参考价值，当然现在国内已不需要引进在国外生产的成型
设备，也不需要引进设计队伍了。2009 和 2010 年，该厂分别扩产二台溧阳的设
备，现在厂内共有二条生产线，5 台成型机，2010 年抚顺一个厂的颗粒成型燃料
产量已达到 6 万吨。
除上述企业外，还有一批较小的颗粒燃料生产企业（多在华东、华中和华南）
，
他们大都拥有 2 台产能小、较为廉价的设备，产品自销或销售给同行中自我生产
能力不足的企业。这些小厂家生产工艺装备较为简陋，生产环境比较恶劣，一般
难以稳定生产。但是他们上马快，数量多，生产成本比较低，对市场反应灵敏，
在目前的产业发展过程中有积极作用。

3 压块燃料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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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压块燃料的原料主要是农作物秸秆和农产品加工剩余物，其中玉米秸
秆、棉花秸秆、油菜秆、花生壳、糠醛渣，还有桉树树皮（广东）使用最多。压
块燃料生产企业分布在这些原料的主产区。压块燃料生产点的布局一般是根据原
料供应能力、道路运输条件、场地大小和电源等条件，再加上劳动力和周边人文
等综合因素确定的。除非有特殊的原料和厂房条件，否则因为要控制原料成本，
把原料的收集和运输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单个的压块燃料生产厂一般规模都不
大。在目前的压块燃料生产商中，只有少数是规模化、跨省市的正规企业，如广
州迪森公司和北京奥科瑞丰公司，而多数是地方性很强的小公司，由农村的经济
合作社或私人投资兴建，建设简单的生产厂房和成品库房，厂房内安装 1 ‐ 3 台
压块机，所配置的原料前处理设备比较简单，只有铡切机、揉搓机和输送皮带等。
除广州迪森的粤西生产基地由于规模生产的需求，配置了烘干机烘干湿度很大的
桉树皮外，其它厂家一般不装备原料的烘干装置，原料大多都靠日晒风吹自然干
燥，对天气的依赖性较大，因而进入压块成型机原料的一致性不稳定，既影响成
型机的稳定工作，也影响压块燃料产品的质量。成型后的压块燃料经皮带或推车
运到硬化的地面上堆放冷却，之后装袋入库或出厂销售。压块燃料的密度比颗粒
燃料低，一般为 0.7 ‐ 0.9 克/立方厘米，在装卸运输过程中容易造成破碎，直接
影响客户使用。压块燃料直接销售给锅炉客户或中间商，价格比颗粒燃料低，一
般销售出厂价在 450 ‐ 550 元/吨，净利润很低。
这样的分散生产点一般生产能力为年产 3 千吨至 1 万吨压块燃料，但由于原
料、天气、市场等原因，都不能满负荷生产。少数大的企业，如广州迪森、北京
奥科瑞丰建设的一些压块燃料生产厂配置 8 ‐ 10 台成型机，生产过程可实现半机
械化，管理正规，分工细致，生产和客户都稳定，使用的原料主要是花生壳、树
皮和少量秸秆，最大产能达到年产 4～5 万吨压块燃料。
在我们调查的对象中，北京奥科瑞丰公司在全国安装了 326 台套 45 模块压
块机组，广州迪森有 30 台 45 模块和 1 台 60 模块压块机组，阜新市阜蒙县鼎鑫
等公司有 20 台 60 模块机组，七里河张庄有 16 台 60 模块机组。全国的压块机组
产能或还大于颗粒机组产能。
和颗粒成型燃料相比，压块燃料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多数都较为粗糙，虽能支
撑目前的生产规模，但在生产工艺设备的配置上难于适应大规模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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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型燃料的成本
成型燃料除去常规的生产成本概念之外，还延伸出“比较成本”的概念。
成型燃料的成本由原料成本、原料储运成本、加工直接成本、设备维修成本、
固定资产折旧、产品储运成本、销售成本、资金成本、企业管理成本等组成，其
中前 5 项构成生产成本。但是，实际运行中的大都是微小型企业，一般算总账，
对生产成本和总成本的分解核算不细，同时随地区不同，原料价格、人工成本、
电费都不同，所以成型燃料的生产成本难于统计。我们根据在几个企业的调查数
据，经过类推比较，得到木质颗粒燃料和秸秆类（含稻壳、花生壳等）压块燃料
的生产成本估算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7

序号

项

颗粒燃料与压块燃料每吨的生产成本估算表

目

木质颗粒燃料（元/吨）

压块燃料（元/吨）

1

原

料

450 ‐ 550

200 ‐ 350

2

电

费

不含烘干 80；含烘干 120

40

3

人

工

不含烘干 40；含烘干 45

30 ‐ 40

40

40

25

20

4
5

易损件+维修
包

装

6

房租+仓储

20

20

7

折 旧

20

10

8

其 它

10

20

9

生产成本合计

685 ‐ 830

380 ‐ 540

10

销售参考价

800‐1200 元/吨

480 ‐ 640 元/吨

表中的参考销售价范围是不同地区的数据，只比生产成本高大约 100 元/吨，
如果还考虑管理和销售成本，企业的利润极低甚至亏损。倘若没有政府政策的倾
斜和补贴，企业的积极性很难保持，产业很难发展。
在现实的市场经济里，大多数社会产品的消费者关注的是获得使用价值的经
济性，而不大考虑对环境生态的影响，成型燃料的用户也不例外。很多用户在选
用成型燃料时，常常与使用化石燃料付出的成本比较，这样就产生了“比较成本”
的问题。草本和木质成型燃料的热值大约分别是 13.4 MJ/kg 和 17.5 MJ/kg。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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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可以看出，按单位热值算，成型燃料的价格比市场煤价高，但是比燃油、燃气
价格低。因此，在煤价较低的地区，如果没有对成型燃料的政策鼓励和对烧煤的
限制，一般烧煤的用户是很难接受和改烧成型燃料的。从“比较成本”看，也不
难理解为什么在不少地方，成型燃料，特别是木质颗粒燃料受到燃油燃气工业用
户的亲睐了。

5 颗粒燃料与压块燃料的比较
木质原料比草本原料成型难度大，要求高，适合用来生产颗粒燃料。草本原
料既可生产压块燃料，也可生产颗粒燃料。颗粒燃料成型厂的初期投资大，设备
和工艺复杂，技术要求高，生产成本大。受投资规模和销售价格的制约，在利用
农业固体剩余物做原料时，我国成型燃料生产商多选用压块成型的方案。但是另
一方面，颗粒燃料有许多压块燃料所不具备的优点，特别是使用范围的广度和使
用效果的显著是压块燃料难以媲美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今后在我国成
型燃料产业的发展中，究竟颗粒燃料和压块燃料二者的位置如何摆，或者说市场
用户将对这两种成型燃料作何选择，现在还难以说清。但是从国外已有的经验和
走过的路径看，颗粒燃料会占上风，即使同是秸秆原料，颗粒燃料也有突出的优
点。表 8 是两种燃料的相关比较。
表8

木质颗粒成型燃料与秸秆块状成型燃料之间的比较

内容
工业锅炉

木质颗粒成型燃料

秸秆块状成型燃料

替代燃油、燃气、燃煤

替代煤

农户生活用能

价格偏高

适用

农村机关、学校、
医院、养老院等公
用设施

价格偏高

适用

适用

不适用

价格，元/吨

800‐1200

480‐640

热值，MJ/kg

～ 17.5

～13.4

密度，g/cm3

1.0‐1.3

0.7‐0.9

市场

城市商业小餐馆、
洗浴、别墅等高端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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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理特性、燃烧特性的研
究深度

深入

一般

优

中

较为成熟

有待改进

运输、存储品质
生产设备与生产工工艺的成
熟度

靠近林区或木材加工集散地，
农作物产地、加工集中地区
较为集中

原料分布

相对较易

原料分散，季节性制约，规模
化收、运、储有难度

基本成熟，已有典型案例

已有案例

基本成熟

基本成熟

生产中物流与控制品质

优

中

运输与存储品质

优

中

易实现机械化、自动化

半机械化

粉尘量低

比颗粒燃料高

灰分少，不易结焦

灰分较多，易结渣

已作为可再生能源常规燃料

——

原料获取难易程度
应用终端设

生物质锅炉

备成熟度

民用炉具

使用中给料的特点
烟气排放情况
炉渣
发达国家应用情况

木质颗粒燃料和秸秆压块燃料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市场。
把农业固体剩余物加工成成型燃料利用，是中国国情下的一个创造。中国农业固
体剩余物资源丰富，秸秆压块燃料的技术和设备将越来越成熟，将会成为工业锅
炉和农村生活用能的一种常规能源。

6 问题与讨论
在成型燃料的生产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尽管我国已有一定数量的成型燃料生产企业，但是小企业居多，规模
化的企业太少。小企业的资金筹措能力有限，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如何在两三
年的时间内，从外部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从内部调整发展计划、更新改造
设备、引进培训人才和加强企业管理等方面入手，争取将其中的一些企业提升一
个档次，将小企业升级为合格的中等规模的企业，以适应成型燃料市场发展的形
势，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2）在目前的颗粒燃料生产厂和压块燃料生产厂中，真正称得上正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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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屈指可数，这是小企业升级改造的重点。
（3）成型燃料原料的收储运的专业设备、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模式是成型燃
料产业化发展的关键之一，要尽快适应规模化生产的要求。建议研究和借鉴现有
生物质直燃发电厂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移植和推广。
（4）建议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下力量组织制定成型燃料生产厂
的工厂标准和生产经营管理通用的基本规章制度，规范成型燃料生产厂的企业行
为。农业部发布的成型燃料行业标准 NY/T 1878‐2010 —— NT/T 1883‐2010 中，
成型燃料生产厂必须执行的要强制执行。

四、 成型燃料的燃烧利用设备及其终端用户
成型燃料是固体燃料，又有规整的圆柱形颗粒或长方小块的形状，因此它们
的燃烧利用设备在基本原理上与粒状或块状煤炭的燃烧利用设备相似。但是与煤
炭相比，成型燃料的燃料性质与煤炭有不少差别，所以成型燃料的燃烧利用设备
在设计上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们的终端用户也有其特点。本报告将比较详细
地介绍目前国内成型燃料的燃烧利用设备及其终端用户的情况。

1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特性

成型燃料的原料是农林固体剩余物，其加工过程是用物理和机械方法将原料
压缩成一定的形状，使原料的密度增加，燃料的形状规范，便于成型燃料作为商
品燃料进行运输、储存和利用。成型燃料的化学性质与原料并无大的差别。为了
了解成型燃料与煤的燃烧利用设备的差别，先要了解它们之间燃料性质的差别
（见表 9）。
表9

燃料

成型燃料与大同煤的性质差别

密度

Vad

FCad

Sad

Aad

FT

Qar,net

(g/cm3)

(%)

(%)

(%)

(%)

(℃)

(MJ/kg)

1.0 ‐ 1.4

65 ‐ 80

13 ‐ 20

0.05 ‐ 0.2

1.0 ‐ 13

1000 ‐
成型燃料

13.0 ‐ 16.4
1200

1.25 ‐ 1.50
大同煤

24.00

47.82

1.78

（烟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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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

1500

27.22

表 4 列出了成型燃料和大同煤的性质比较。大同煤是一种优质动力和民用
煤。从表中可以看出：
z 成型燃料与煤的密度相当。
z 成型燃料的挥发分（Vad）大约是烟煤的 2 ‐ 3 倍。
z 成型燃料的固定碳（FCad）大约是烟煤的 1/2 – 1/3。
z 成型燃料的含硫量（Sad）远低于煤炭。以秸秆为原料的成型燃料的含硫
量一般不会超过 0.2%；木质成型燃料的含硫量只有 0.05%左右。
z 成型燃料的含灰量（Aad）远低于煤。在我国，大同煤是一种含灰量低的
优质煤，其含灰量也相当于含灰量最高的成型燃料。玉米秸秆成型燃料
的含灰量在 8%左右；木质颗粒燃料的含灰量为 5%左右；只有稻草和稻
壳成型燃料的含灰量才达到 13%左右。
z 成型燃料的灰熔点（FT）一般较低，最高不超过 1200℃，低的甚至只有
900℃。成型燃料灰熔点低的原因，是生物质原料中含有较多的钾、钠
等碱金属元素。
z 成型燃料的低位发热量（Qar,net）大约是优质煤的一半左右，秸秆成型燃
料热值较低（～13MJ/kg），木质成型燃料的热值较高(～17MJ/kg)。这不
影响成型燃料的燃烧，只要适当增加给料量，就能弥补其热值较低的缺
陷。
从控制燃烧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成分 SO2、NOx 和烟尘浓度的角度看，成型燃
料是一种易于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比较清洁的燃料，更是一种温室气体 CO2
中性（零）排放的燃料，特别有利于 CO2 减排。成型燃料高挥发分、低固定碳、
低灰熔点的性质要求其燃烧利用设备有别于煤的设备。

2

制造成型燃料燃烧设备的企业

随着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和终端用户的不断增加，从事成型燃料燃烧利用设
备的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机构和企业也在不断涌现。成型燃料的燃烧利用设备，
包括各种工业和民用锅炉、气化装置、燃烧器和小型炊事采暖炉具。这些设备的
研发和设计，大多是在煤燃烧利用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上改进、发展而来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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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从事这方面业务的机构和企业有上百家，他们都有煤燃烧利用的技术基础。
实力较强的代表性企业有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奥科瑞丰）德
润锅炉、（吉林）辉南宏日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早期从事燃油燃气锅炉的
设计制造，大约五年前开始从事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特别是成型燃料的生产和成
型燃料锅炉的设计制造。公司从 2009 年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现在广州迪森
公司已成长为国内最大的成型燃料锅炉和锅炉房系统及成套设备设计制造企业，
也是国家创新型和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现代产业 500 强和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
企业。
河南德润锅炉有限公司是北京奥科瑞丰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旗下专门从事节
能环保锅炉的设计制造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4 年，现有总资产 2500 万元，职工
总人数 218 人，其中研发设计人员 26 人。拥有燃煤（油）锅炉改烧成型燃料及
生物质燃料专用锅炉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2007 年，德润公司在生物质锅炉研
究设计及燃煤锅炉改生物质锅炉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并于 2008 年进行了成规
模的推广。2008、2009、2010 三年中，共制造销售新锅炉 120 台，单台最大热
功率为 7MW。2011 年，最大单台锅炉容量又有提高。德润公司是中国农村能源
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技术条件》和《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
加工设备技术条件》两个行业标准制定的参与单位之一。
辉南宏日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注册资金 1692 万元，是一家
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并用高效环保的颗粒燃料专用锅炉向终端用户提供供热服
务的新型能源公司。公司共有员工 130 人，其中技术人员 30 人。宏日新能源是
国家林业局生物质能示范单位、吉林省建设厅生物质能供热技术支撑单位。该公
司与吉林大学和其它锅炉制造企业共同研发了多种规格型号的成型燃料专用锅
炉，在多个热用户得到示范应用，运行稳定，安全性好，热效率达到 85%。
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2 月，注册资本 5500 万元，是北
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业务涵盖成型燃料的生产和销售、成型燃料锅炉的研发、
设计和制造以及供热合同能源管理。该公司建在北京大兴的生物质锅炉厂具有 B
级锅炉制造资质，有设计制造 7MW 及以上热功率成型燃料锅炉的能力。
图 24、图 25 是上述四个公司的办公建筑物或锅炉制造厂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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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 24

广州迪森公司总部（左）和河南德润锅炉制造厂（右）

图 25

辉南宏日公司工厂（左）和北京盛昌绿能公司总部（右）

成型燃料工业锅炉

国内的成型燃料工业锅炉都是从燃煤工业锅炉改进和发展而来的。已经投入
运行的锅炉包括新设计制造安装的和对原有的燃煤锅炉进行改造的两大类。
成型燃料锅炉有工业蒸汽锅炉和热水锅炉两类，热功率从 1 t/h（700kW）到
40 t/h（28MW）不等。从燃烧设备的型式来分，主要是链条炉排锅炉、往复炉
排锅炉和循环流化床锅炉，这些在燃煤工业锅炉中都是成熟的技术。更小容量的
锅炉就采用固定炉排或其它燃烧装置，如下饲式燃烧器。链条炉排和往复式炉排
对颗粒燃料和块状炉排都适用，而循环流化床锅炉和下饲式燃烧器只能用 6‐8mm
直径的颗粒燃料，而且下饲式燃烧器还要求使用质量好的木质颗粒。因为成型燃
料有高挥发分、低固定碳、低灰熔点、低水分、低热值等特点，所以成型燃料锅
炉在燃烧设备和受热面的设计上与燃煤锅炉均有所不同。
成型燃料的挥发分含量高达 65～80%，含水率一般小于 12～15%，当燃料送
进燃烧室之后便迅速升温并释放出大量挥发分。为了使燃料的挥发分在有限的燃
烧空间和时间内充分燃尽，同时减轻灰结渣对燃烧的影响，需要从设计和运行两
方面合理配置一、二次风，控制灰渣层的温度。一、二次风的配比以 0.4:0.6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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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 为宜。从现有成型燃料锅炉运行的情况看，控制燃料层温度不结焦有一定
难度，技术上做的努力还不够。如果炉膛设计温度比燃煤锅炉低，锅炉总受热面
大小和各部分受热面的分配就不能照搬燃煤锅炉的设计。
从发热量角度看，成型燃料的燃烧过程是大半气体（挥发分）、小半固体（固
定碳）的燃烧，燃料的灰分和水分都比较低，从理论上说成型燃料锅炉的热效率
应该比燃煤锅炉高。国外木质颗粒燃料锅炉的热效率确实也能和燃油燃气锅炉不
相上下，国内有些研究单位研发的小型热水锅炉的热效率也不低。在实际运行的
成型燃料工业锅炉中，热效率总体上比同容量的燃煤锅炉高，但是有的并没有达
到应有的高水平，表现在锅炉的排烟温度偏高。究其原因，一是受热面设计少了，
二是运行控制粗放，司炉工认为只要火烧旺了就好，往往不注意控制炉膛的过量
空气系数。有的成型燃料锅炉设计制造企业把 2.8MW ‐ 7MW 锅炉的设计热效率
定为 80 – 82%，显然是偏于保守了。图 26、图 27 是锅炉制造现场和几台已投入
运行的成型燃料锅炉。

图 26

图 27

河南德润公司成型燃料锅炉制造现场（左）
和北京盛昌公司生产的 1.4MW 颗粒燃料热水锅炉（右）

辉南宏日公司研发的 2.8MW 颗粒燃料蒸汽锅炉（左）和广州迪森公
司建设的颗粒燃料 2×28MW CFBB 蒸汽生产厂（已投运，模型）
（右）

除了锅炉本体，成型燃料给料系统和整个锅炉房的设计都要考虑到成型燃料
的特点。因为成型燃料的热值较低，与通常 21MJ/kg 以上的工业锅炉用煤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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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消耗量大。对链条炉排和往复炉排锅炉，成型燃料的入炉料层厚度可能达到
200mm，因此料斗与炉排间控制料层厚度闸板的上下行程需要足够大。成型燃
料容易着火，在料斗和炉膛衔接的位置需要采取密封技术，防止漏入过多的空气
引燃燃料，引起从炉膛向料斗回火，妨碍锅炉的正常运行。有的制造商巧妙而简
单地从结构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颗粒燃料的流动性好，用螺旋绞龙或靠重力能很
好地输送，故而从送到锅炉房的燃料卸料到向锅炉给入燃料，整个流程都可以实
现密封送料，不仅使锅炉房干净整洁，而且可以保证锅炉燃料系统的安全。广州
迪森、吉林辉南宏日、北京盛昌公司都开发出了颗粒燃料锅炉供料系统和设备，
并在实际工程中得到应用。块状燃料的输送不如颗粒燃料方便，因此在块状成型
燃料锅炉上，目前给料方法仍与给煤一样。燃煤锅炉改造为燃烧成型燃料的情况，
因为场地条件的限制，一般只改造锅炉炉拱、给料装置和添加二次风管，对其它
辅助系统则少有改造。图 28 是燃烧颗粒燃料的新建锅炉房的系统布置图，图 29、
图 30 是两个颗粒燃料锅炉房的给料系统。

图 28 颗粒燃料锅炉房系统布置示意图

图 29

上海嘉定顶味食品厂 2.8MW 颗粒燃料蒸汽锅炉
燃料仓及输送系统（左）和锅炉给料装置（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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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北京房山区阎村苗圃 1.4MW 颗粒燃料
热水锅炉燃料仓（左）和锅炉给料装置（右）

成型燃料锅炉排烟中的 SO2 浓度低，不需要安装烟气脱硫装置；因为炉膛温
度较低，NOx 的排放浓度一般也不会超标；灰渣排放量少，适于安装布袋除尘器
或比较简单的湿式除尘器，烟尘排放容易控制。因此，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锅炉
房的系统布置紧凑，运行环境整洁，深受用户欢迎。表 10 是在 2 台成型燃料锅
炉上测量得到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及与标准限值的比较。
表 10

项目
锅炉型
（标准编号）
设计热功率
（MW）
燃料

成型燃料工业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及与标准限值的比较

国家标准
限值

北京市
地方标准限
值

锅炉 1

锅炉 2

YWW‐5800BMF

DZW2.1‐0.7/95/70‐M

5.8

2.1

‐

‐

木质颗粒

木质颗粒

‐

‐

GB
13271‐2001

DB11/139‐2007

50
烟尘折算浓度
3

（mg/m ）

11

6

（燃气锅
炉，全部区

10

域）
100
SO2 折算浓度
（mg/m3）

<5

<2

（燃气锅
炉，全部区

20

域）
400
NOx 折算浓度
3

（mg/m ）

106

137

（燃气锅
炉，全部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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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烟气黑度

<1.0

<1.0

1级

1级

上表说明，成型燃料锅炉的各项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远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对
燃气锅炉规定的限值，也符合最严格的北京市地方标准规定的要求。显然，成型
燃料无疑是一种清洁燃料，燃烧成型燃料的工业锅炉经过严格环境排放测试合格
后完全可以在某些城市区域内运行。除此之外，成型燃料锅炉还有化石燃料锅炉
所没有的减排 CO2 的优势。
有文献报导生物质电站锅炉部分受热面会因燃料中含有碱金属元素钾、钠和
卤元素氯而在运行中发生腐蚀。这与电站锅炉高温过热器受热面的表面温度接近
600℃有关。国内的成型燃料工业锅炉实际运行经验表明，这些锅炉经过 2‐3 年
的运行，用户没有发现受热面有明显的腐蚀现象。这与工业锅炉受热面管壁温度
较低有关。比如，通常使用的工作压力为 1.25MPa 锅炉生产的饱和蒸汽温度为
194℃，对应管壁温度只有 250℃左右或更低；普通热水锅炉受热面的温度就更
低了。可见，工业和民用的成型燃料锅炉的安全可靠性和经济使用寿命是有保障
的。

4

其它成型燃料工业利用装置

在工业应用中，成型燃料除了广泛用于蒸汽和热水锅炉外，还有其它的应用，
如用来气化产生工业用燃气，作为热风炉的燃料提供干燥用的热介质，各种专用
燃烧器产生高温烟气用于不同情况下的热交换等。
目前国内最大的成型燃料气化项目是广州迪森公司与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
所合作，由迪森公司投资于 2010 年 5 月建成投产的深圳华美钢铁有限公司成型
燃料气化替代重油示范工程。该气化装置采用由外循环和内循环相结合的循环流
化床空气气化炉，年消耗颗粒燃料 5 万吨，可生产 1.6 亿标准立方米低热值（约
4.2MJ/Nm3）生物质燃气。气化炉产生的热燃气不经冷却净化，直接进入两段式
连续推钢加热炉，提供轧钢用加热燃料，加热炉温度达到 1200 ‐ 1300℃。项目每
年可代替重油约 2.5 万吨，减排 SO2 约 82 吨，减排 CO2 约 7 万吨，经济和环境
效益十分显著。
大型成型燃料热风炉的燃烧装置与链条式锅炉的燃烧装置没有大的差别，只
是炉膛里不设受热面。近 1000℃热烟气在高温净化室内经过飞灰聚合沉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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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混风室掺入适量冷空气得到需要的工艺用热风。国内典型的成型燃料热风炉
是杭州美宝窑炉工程有限公司 2009 年为联合利华合肥洗衣粉厂设计制造的成型
燃料直接式热风炉。该热风炉使用各种生物质颗粒和压块燃料代替天然气，年消
耗成型燃料约 2.5 万吨。图 31 是该热风炉车间和燃料。

图 31

5

合肥联合利华成型燃料热风炉（左）和车间内燃料储存区（右）

小型成型燃料燃烧利用设备

小型成型燃料燃烧利用设备包括各种 700kW 以下蒸汽和热水锅炉、炊事取
暖两用炉、炊事炉、燃烧器等。国内有很多研究机构和小企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设计制造质量高的这些设备，热效率和污染物排放浓度都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生物质成型燃料小型炉具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声誉。早在
2006 年，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节能炉具专业委员会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国际健康与发展企业家中心就合作完成了“促进中国和国际高效低排放户用生
物质炉灶技术创新和推广”项目[16]。该项目由壳牌基金会提供经费支持，经农业
部有关部门批准。项目评审结束后，中国的 3 个生物质炉具企业的 15 台炉具被
运到印度，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中国农大的博士、硕士生组成推广小组，
在印度进行了为期 4 周的演示和考察。2012 年 4 月，
“2012’ 节能清洁炉具和生
物质燃料成型设备研讨会”在有“中国炉具之乡”之称的河北省高碑店市召开，同
时举办了成型设备和炉具展览，有国内外学者、专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约 400
人参加[17]。
中国成型燃料炉具在研讨会和展览会上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
全球清洁炉灶联盟计划在 2020 年实现推广 1 亿台清洁炉灶的目标，意在创立一
个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的、大规模低成本的、可以提供清洁和高效的
炊事解决方案——炉具和/或燃料——的成熟的全球炊事炉具产业，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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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的生物质能和改善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的室内空气质量是这个目标的直
接推动力。我国农业部已把炉灶炕升级换代，推广高效低排放炉灶炕提上了议事
日程。这为推动中国小型成型燃料燃烧利用设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图 32 –
图 35 是国内开发的一些小型成型燃料利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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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一种自动给料除灰的颗粒燃料采暖炉
及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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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一种颗粒燃料炊事炉及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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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一种成型燃料炊事采暖两用炉（左）和燃烧器（右）

图 35 多乐牌成型燃料自控锅炉（左）
与博伟数控锅炉（右

6

成型燃料的终端用户

一方面，成型燃料是一种固体燃料，其终端用户范围与煤的用户范围没有大
的区别；另一方面，成型燃料又是一种原料可再生的、环保的优质固体燃料，不
仅可以替代煤炭，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代替燃料油和天然气。成型燃料的原料
分散，与煤炭比较生产规模小、成本高，但是比燃料油和天然气在价格上仍然有
不小的优势。这就决定了迄今我国成型燃料的终端用户只是局限在某些地区和某
些社会生产和消费部门：
z 煤炭供应紧张、煤炭市场价格高的地区；
z 工业和服务产品附加值较高或群众收入水平较高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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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对使用煤炭进行严格限制的某些城市；
z 对野外禁烧农作物秸秆管理严格的地区；
z 原来的供热和动力设备使用燃料油或天然气，为了降低燃料成本寻求价
格较便宜的替代燃料的企业；
z 有节能减排、主动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总之，目前成型燃料的终端用户包括：成型燃料成本在生产成本中比重较低、
能承担得起较高成型燃料价格的企业，或能够从成型燃料代替燃料油或天然气得
到额外经济利益的企业；在政府禁止烧煤及野外禁烧秸秆等环保政策和引导使用
成型燃料得力的城市和农村；重视树立企业自身的社会形象、节能减排和保护环
境意识强的企业。实际上，很多成型燃料终端用户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促进下走向
选择成型燃料的，他们既受到政策的限制和引导，又考虑到企业经济效益，真正
主动承担环保和减排温室气体社会责任的是少数，建立良好的环保企业公众形象
只是次要因素。
目前我国成型燃料的终端用户多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如哈尔滨、长
春、沈阳、北京、天津、郑州等城市及周边。西部如云南省也有规模化启动的迹
象。用户所在的行业或单位性质有钢铁、造纸、食品饮料、医药化工、纺织印染、
五金机械、酒店、医院、洗浴、餐饮、农业种植、机关、学校、居民社区等。成
型燃料的用途主要用于提供工业生产或服务业需要的蒸汽、热水，冬季建筑物采
暖，和少数农村的燃料消费。在典型案例中，除了前面介绍的上海（嘉定）顶味
食品厂、北京房山区林业局苗圃、深圳华美公司成型燃料气化工程和联合利华合
肥洗衣粉厂的热风炉外，还有以下几个案例。
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原用重油作燃料生产蒸汽，2009 年由
广州迪森公司投资约 5000 万元（不含土地和管网等附属投资）建设了一座以生
物质颗粒为燃料的蒸汽厂，替换重油锅炉，迪森公司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向红塔
仁恒公司供应蒸汽。蒸汽厂有 2×28MW 饱和蒸汽锅炉，年产 50～55 万吨蒸汽，
消耗 8.5～9.5 万吨颗粒燃料，代替 3.3～3.8 万吨重油。该项目产生了良好的经济、
环境和社会效益：节省了原重油锅炉计划的强制脱硫脱硝装置的投资，通过燃料
替换每年节省蒸汽生产成本约 4000 万元；年减排 CO2 约 11～13 万吨，通过 CO2
交易还可以进一步得到减排的经济回报；使农林剩余物得到了循环利用，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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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区和林区的就业和收入。图 36 是红塔仁恒公司及其成型燃料蒸汽厂的概貌图。

图 36

珠海红塔仁恒纸业公司（左）及其颗粒燃料蒸汽厂（右）

长春吉隆坡大酒店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辉南宏日新能源公司 2008 年为
长春吉隆坡大酒店用木质颗粒燃料锅炉代替从城市热网取热冬季供暖和替换常
年作为酒店营业热源的 4×1.4MW 燃油蒸汽锅炉，提供“成型燃料专用锅炉与配
套设施设计建设‐生产供应成型燃料‐供热运营”的能源合同管理服务。该酒店位
于长春市中心区，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米，有 260 间客房和其它各种服务设施。
燃料替换前，冬季酒店客房温度低于 18℃，大堂温度低于 16℃，燃油费高达 560
万元/年。替换后，冬季客房温度保持 22℃以上，大堂温度保持 18℃以上，完全
满足了高档酒店的服务要求，同时酒店每年能节约燃料费 260 万元，还减少了原
来燃油锅炉的污染物排放。这是一个在大城市中心高端客户使用颗粒燃料很成功
的案例。宏日公司还在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同样的模式为吉林大学新校区
20 万平方米建筑和美资企业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长春）有限公司提供冬季
采暖和生产用热。2008 年、2009 年和 2010 年，宏日公司提供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的建筑面积分别为 8 万、20 万和 80 万平方米，以超过翻番的速度增加；2011
年，又签下了 400 万平方米的供热合同。该公司计划到 2015 年的合同能源管理
供热总面积达到 1000 万平方米。图 37 和图 38 分别是长春吉隆坡大酒店和吉林
大学新校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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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长春吉隆坡大酒店夜景（左）与酒店内宏日锅炉房（右）

图 38 吉林大学新校区建筑与成型燃料地
下锅炉房烟囱融为一体（左）及锅
炉房供应燃料地面入口（右）

抚顺辽宁美亚制药有限公司与昆明滇虹药业。抚顺工业开发区的辽宁美亚制
药公司原有一台 10 t/h 燃煤蒸汽锅炉，供应药厂生产用蒸汽和冬季建筑物采暖。
由于锅炉较老、煤炭质量差等原因，锅炉运行费煤，出力不足，蒸汽压力不稳，
影响生产计划和产品质量。2009 年，美亚公司与（抚顺）辽宁森能再生能源公
司和抚顺煤矿一锅炉改造公司合作，将该锅炉改造为改烧颗粒燃料。锅炉的改造
仅涉及炉拱、配风，同时在尾部加装一台给水预热器（即省煤器）
，改造费用很
低。改造后，锅炉热效率提高，出力增加，蒸汽压力稳定，压火后启动快，操作
方便，厂方的直接反映是锅炉不拖生产的后腿了，每年节约燃料费 30 多万元，
锅炉烟气排放还能达标。像美亚公司这样的改造项目在辽宁已经有几十台锅炉。
昆明滇虹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完全私营的中美合资中药制剂企业。原来该厂
用 1 台 4 t/h 燃油锅炉生产工艺用蒸汽，燃料成本太高。2011 年，用 2×2 t/h 颗
粒燃料蒸汽锅炉代替原来的燃油锅炉，使用云南腾众新能源科技公司生产的颗粒
燃料，锅炉热效率达 89%。燃料替代以后，蒸汽价格由 550 元/吨降到 300 –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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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经济和环保效益十分显著。这是云南省（也许是西南地区）使用生物质
成型（颗粒）燃料代替化石燃料的第一个工业示范项目。图 39 和图 40 分别是美
亚药业和滇虹药业厂区和锅炉房的部分设备。

图 39

辽宁美亚制药有限公司厂区（左）与其改造的 10t/h 成型燃料锅炉（右）

图 40

昆明滇虹药业公司厂区（左）与成型燃料锅炉房操作控制台（右）

郑州河南省发改委培训中心。在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07]69 号和郑州市
人民政府[2011]23 号关于燃煤锅炉洁净燃料改造和改善空气质量文件的直接和
严厉的推动下，近几年来郑州市使用成型燃料代替煤炭的势头迅猛发展，全市大
大小小的燃煤锅炉陆续被改造或替换成成型燃料锅炉。2011～2012 年冬季，郑
州市的成型燃料供应甚至达到局部供不应求的程度。处于市区重要地段的省发改
委培训中心，以对外接待会议、培训、客人住宿餐饮为业务。该中心院内有 1
座小锅炉房，原来安装 1 台 4 t/h 燃煤蒸汽锅炉。2010 年，由河南（奥科瑞丰）
德润锅炉把该燃煤锅炉改造为改烧秸秆压块燃料，燃料由河南奥科新能源公司供
应。由于锅炉房空间太小，改造难以到位，2011 年德润锅炉用 1 台新设计制造
的 4 t/h 秸秆压块燃料蒸汽锅炉替换了改造的锅炉，锅炉的热效率得到保证，烟
气污染物排放也得到了控制。图 41 是该培训中心院落和建筑，以及新换的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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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河南省发改委培训中心（左）及其 4t/h 秸秆压块蒸汽锅炉（右）

镇江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世界上单厂规模最大的铜版纸生
产企业之一，拥有装机 29 万千瓦的自备热电厂，其循环流化床锅炉（2×220 t/h+1
×250 t/h）每天燃用低质煤炭约 3000 吨。为了节能减排，该厂除把造纸有机废
渣掺入燃料煤，还混烧一部分秸秆压块，由江苏奥科瑞丰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供
应。江苏奥科瑞丰公司成立较晚，生产能力不足，2011 年每天除掉供应其他客
户，只能供应金东纸业不足 20 吨压块燃料，可谓杯水车薪。不过这也意味着仅
金东纸业一个客户，就为江苏奥科瑞丰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图 42 是金
东纸业自备电厂和燃料库。

图 42 镇江金东纸业自备热电厂（左）和煤库中混合的秸秆压块燃料（右）

还有一个案例是改造现有的燃煤锅炉，使之符合生物质燃料的特点。抚顺市
平天蜡制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茶蜡、圆柱蜡及杆蜡等蜡制品，全部产品用于出
口。公司原有 2 台 4 t/h 链条锅炉，分别由本溪锅炉厂和沈阳锅炉厂生产，于 2008
和 2009 年改造为颗粒燃料锅炉。其改造工程由原抚顺煤矿动力厂老工程师带领
完成，要点是打掉原有炉拱，重新设计砌筑了符合颗粒燃料燃烧特点的炉拱。改
造完成后，燃烧效率提高，运行成本降低，炉渣减少了 85%，烟囱也看不到冒黑
烟，司炉工的劳动强度明显降低，公司很满意。炉拱改造方案见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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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6

改造前的炉拱结构（左）和改造后炉拱结构（右）示意图

问题与讨论

从目前国内成型燃料的燃烧利用技术和设备及终端用户的状况看，主要的问
题有以下几点：
（1） 成型燃料的主要利用方式是作燃料生产蒸汽和热水，供工业生产和
民用，成型燃料锅炉是主要的利用设备。设计和生产成型燃料锅炉的企业规模小，
工业锅炉行业的骨干或一流企业都没有进入这个领域，可能与市场份额过小有
关。这就造成成型燃料锅炉的设计制造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质量高些，有的
质量差些，技术进步缓慢。
（2） 一些主要的成型燃料锅炉设计制造企业，如广州迪森、河南德润、
吉林辉南宏日、北京盛昌绿能等，各自执行自己的企业产品标准，而且产品多在
企业内部使用（用于企业承包的合同能源管理供热项目或承担的示范项目），企
业间的产品缺少市场交流和比较、竞争，这也阻碍了技术进步。
（3） 小型成型燃料炉具的设计制造企业规模更小，技术力量更薄弱，有
的全靠在低水平的仿制中摸索，技术和产品互相模仿、克隆，打价格战恶性竞争
的很多。一方面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优秀技术和产品难以脱颖而出。
（4） 产学研结合是个薄弱环节。很多企业有短视行为，多希望从研发机
构得到现成技术和产品，偶然以纯商业的模式一次性从研发机构获得了某项技术
和产品，互相之间的合作也就终止了，没有可持续性。
（5） 现阶段，成型燃料及其利用设备的客户市场培育主要靠政策推动，
中央主管部门的政策是主动力，地方主管部门的政策也很重要，二者缺一不可。
现在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还认为生物质成型燃料不是清洁燃料，阻碍了成型燃料
的推广应用。国家环保部应该对此问题明确地有所规定，作为地方环保部门审批
项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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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业链分析
1

当前的产业链和企业的特点

根据当前的实际状况，按照功能分类，可将现有业内企业分为：成型燃料设
备设计制造企业，包括颗粒成型机和压块成型机及辅助配套设备；成型燃料生产，
即使用成型成套设备生产颗粒燃料和压块燃料的企业，在他们中间又分为单纯燃
料生产商，和延伸发展为热力供应商；生物质锅炉及其它终端设备的设计制造企
业；最后是热利用产品生产和终端客户。完整的成型燃料产业链如图 44 所示。
2 成型设备
设计制造
1 资源培育、
原料收集/
运输/储存/
供应

3 成型燃料生产

5 成型燃料
储运配送

4 成型燃料利用
设备设计制造

6 热利用产
品(蒸汽/
热水/燃
气)生产

7 满足终端
用户需求

图 44 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链示意图

现阶段受整个产业的规模限制，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经济活动的规模和总量都
很小，使得一些非主流业务（如环节 1 和环节 5）都被主体企业（环节 3）所消
化而无需独立出来。这是产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过渡阶段。装备制造企业
功能明确而简单，他们只是为成型燃料生产/利用企业提供成套设备和售后服务。
成型燃料生产企业承担了较多的功能，内部链条较长，要购买原料、生产成型燃
料、寻找或开发成型燃料用户，有的还要为用户提供节能环保方案，建设或改造、
运行锅炉，直到最后为客户供应蒸汽或热水，即占据 1、3、5、6、7 几个环节。
在现实情况中，还有干脆将产业链大部“通吃”的企业，例如奥科瑞丰公司
的业务囊括了 1、2、3、4、5 五个环节；广州迪森、吉林宏日、盛昌绿能等公司
覆盖了 1、3、4、5、6、7 六个环节。他们采取这样的经营模式，一是客观上被
成型燃料产业的初期环境逼出来的，二是企业有一定的规模和实力，尽量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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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早期占据行业的制高点，争取今后企业发展的主动权。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级的成型燃料装备设计制造企业美国 CPM 等公司都在
中国设有分支机构，目前还未进入成型燃料行业。但是，2011 年底奥地利公司
Anderlis 已向成型燃料市场跨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第一步，完成了以 100%收购上
海申德为目标的谈判签约，2012 年 4 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这样，原由中方控
股拥有技术、系列产品、品牌和市场的上海申德成型燃料装备公司就成为 Anderlis
的全资子公司了。
或许这是个信号，拥有技术和实力的外国公司将继续进入中国的成型燃料产
业，这对国内同行既是挑战，也是加快发展自己的动力。

2

产业链评价

目前，产业链中的环节 1 只是处于自发、简单的原料收储运状态，资源培育
还远远谈不上，因为现有的资源量已满足现有市场的需要，这个环节的发展有待
今后在实践中摸索。成型燃料装备产业和成型燃料利用设备产业需要整合、提升。
对于成型装备设计制造环节，急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增加颗粒成型机和压块机环模
和压辊的使用寿命，提高整机的可靠性和连续运行能力；提高压块生产线的工厂
化水平和生产规模；建立成型燃料规模化生产线的设计标准。对于成型燃料锅炉
和炉具设计制造环节，需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完善系统配套，建立
产品标准。成型燃料生产环节整体要逐步走上规范化、规模化的轨道，小、乱、
脏的状态必须改变。现在最薄弱的环节是终端需求不足，缺乏市场动力。成型燃
料大规模推广的根本出路是代替煤炭，而成型燃料生产成本较高既是客观事实，
也是妨碍推广使用的最大阻力。要破解这道难题，唯有主要靠政府从经济和环保
两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引导。一旦成型燃料需求端的口子大了，其上游的各个环
节自然就会动起来，活起来。

六、中央政府有关支持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政策
自从 200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和 2007 年《可再生能源中长
期发展规划》制定和颁布以后，我国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逐步走上了产业化发展轨
道。这种产业化发展，是与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为落实可再生能源法和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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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展规划而出台的一些鼓励和优惠政策密不可分的。这些政策的杠杆主要是经
济补助、税收优惠、环保推动、资源综合利用和科技支持。下面分别介绍相关的
政策。

1

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

2008 年 10 月，财政部为了加快推进秸秆能源化利用，培育秸秆能源产品应
用市场，根据可再生能源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的意见》（国办发[2008]105 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06]237 号），决定从中央财政中安排资金
支持秸秆产业化发展，制定了《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18] （简
称《暂行办法》），从 2008 年开始执行。在《暂行办法》中，规定“农作物秸
秆”包括水稻、小麦、玉米、豆类、油料、棉花、薯类等农作物秸秆以及农产品
初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支持对象为从事秸秆成型燃料、秸秆气化、秸秆干
馏等秸秆能源化生产的企业；申请补助资金的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一） 企
业注册资本金在 1000 万元以上；（二） 企业秸秆能源化利用符合本地区秸秆综
合利用规划；（三） 企业年消耗秸秆量在 1 万吨以上（含 1 万吨）；（四） 企
业秸秆能源产品已实现销售并拥有稳定的用户。
这个政策对推动秸秆成型燃料产业链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 2008
年开始，财政部连续三年组织项目申请申报，派专家队伍对申请补助企业的实际
情况逐一进行审查和核查，对满足条件的企业给予了资金补助。很多从事秸秆成
型燃料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从这个政策的贯彻中看到了企业不亏本和略有盈利的
希望，决心把企业做下去，争取逐步做大做强，使全国的秸秆成型燃料产业面貌
一新。秸秆成型燃料生产和销售企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上游燃料成型设备制造
企业和下游燃料利用设备制造企业的发展。在落实《暂行办法》的三年中，获得
中央财政资金补助的企业逐年增加，企业在全国的分布逐年扩大。2011 年，全
国共有 50 个秸秆能源化生产企业获得了中央财政资金补助（实际上是对他们
2010 年生产和销售产品的补助），其中从事成型燃料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有 46 个
（其中有两个企业还生产秸秆燃气），占获得补助企业总数的 92%。这些企业分
布在 14 个省市自治区。可见在从事秸秆能源化生产的企业中，搞成型燃料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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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这也反映了在秸秆能源产品中，成型燃料是市场需要的主要产品。表
11 是上述 46 个企业的名单。
表 11
序号

2011 年符合秸秆能源化利用财政补助条件的成型燃料企业名单[19]
地区（企业）

技术类型

1

北京奥科瑞丰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2

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3

河北奥科瑞丰生物质技术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4

大名县盛泰生物质燃料加工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5

任县隆金昶建机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6

衡水宏业秸秆燃料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山西强民草务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8

通辽和田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9

通辽市润旺生物质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成型燃料

10

通辽绿清源秸秆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11

开鲁县厚源再生资源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成型燃料

12

辽宁森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13

辽宁省阜新隆昌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14

辽宁省锦州北镇市五峰米业加工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吉林省松原市盛野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16

黑龙江省杜蒙县龙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17

齐齐哈尔新华机械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18

黑龙江省盛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19

黑龙江龙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20

绥化继岩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21

黑龙江铁丰米业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一、北京

二、河北

三、山西
7
四、内蒙古

五、辽宁

六、吉林
15
七、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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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黑龙江大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23

鹤岗市三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24

黑龙江三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25

密山金地阳秸秆综合利用开发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26

连云港市欣森木业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27

江苏国绿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28

江苏宝祥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29

泰兴市鼎立科技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30

江苏爱能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安徽晔城生物科技开发公司

成型燃料

32

山东百川同创能源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33

山东省夏津县阳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34

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35

武城县昊源油业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36

泰安正大生物质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成型燃料

37

河南中埠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38

新乡市海润苜蓿秸草发展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39

河南奥科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40

河南省富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41

商丘三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42

湖北和泰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43

湖北健康(集团)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44

湖北省孝感市孝锅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八、江苏

九、安徽
31
十、山东

十一、河南

十二、湖北

十三、广东
45
十四、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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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

陕西格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型燃料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所得税和增值税优惠政策

要对成型燃料生产商的燃料产品给予减、免、退税优惠，首先要确认成型燃
料符合有关减、免、退税政策的条件。
在 2008 年 8 月 20 日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公布的《资
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 年版）》[20]中，把以 70%以上的农作物秸
秆及壳皮（包括粮食作物秸秆、农业经济作物秸秆、粮食壳皮、玉米芯）生产的
热力列入了该目录，并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与此目录相配套，2009 年 4
月 10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管理问题的通
知》
（国税函[2009]185 号）[21]，规定符合以该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
生产国家非限制和非禁止并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
90%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2008 年 12 月 9 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资源综合利用
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 号）[22]。通知中规定对销售以
垃圾为燃料生产的热力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而且将农作物秸杆和树皮废
渣列为垃圾。这项政策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上述两个文件虽然未涉及成型燃料，但是把以农作物秸秆等农林固体废弃物
为燃料生产的热力产品列为企业所得税优惠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对象，为用成型
燃料进行供热能源合同管理服务的企业提供了享受上述税收优惠的政策依据。
2011 年 11 月 21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下发了《关于调整完善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5 号）[23]，对农林
剩余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政策进行调整完善，并增加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
品及劳务适用增值税优惠政策。对以稻壳、花生壳、玉米芯、油茶壳、棉籽壳、
林业“三剩物”、次小薪材为原料生产、销售的热力和燃料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100%的政策，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
这个政策明确了除了利用成型燃料供热的企业外，成型燃料的生产企业也可
享受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这对艰苦坚持的成型燃料生产企业和供热企业
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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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保政策

迄今为止，在中央政府层面针对成型燃料的燃料属性和燃烧利用对大气环境
影响的评价只有 2009 年 8 月 7 日环保部办公厅给广东省环保厅《关于生物质成
型燃料有关问题的复函》（环办函[2009]797 号）[24]一个文件。这个复函是针对
广东省环保厅《关于明确生物质成型燃料（BMF）是否属于高污染燃料的请示》
（粤环报〔2009〕29 号）而发的，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文件。在复函中，肯定
了生物质成型燃料“不属于高污染燃料”，但也没有指出它是清洁燃料；并对成
型燃料的生产和使用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这个文件为成型燃料在广东的规模化
生产和使用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在其它省市自治区的积极影响相当有限。在其它
省市自治区，环保主管部门对成型燃料燃烧利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环保
主管官员个人对成型燃料的认识，甚至有的直辖市的环保局长就是认为成型燃料
是污染燃料，绝对不允许在城区使用。缺少一个对全国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有
指导作用的在符合环保排放标准的条件下鼓励使用成型燃料的文件，是妨碍成型
燃料应用市场迅速扩大的一个因素。

4

建设绿色能源示范县

建设绿色能源示范县是《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的一项内容，绿色能源县建设规划的一个目标是
2010 年要建成 50 个绿色能源示范县。绿色能源是指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
地热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示范县是指经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和农业
部共同认定、以开发利用绿色能源为主要方式解决或改善农村生活用能的县
（市）。由于各种原因，2010 年示范县的目标没有实现。
2009 年 12 月 10 日，国家能源局发出《关于推荐绿色能源县的通知》（国
能新能[ 2009]343 号）[25]。通知中规定了绿色能源县的评价指标，其中有：全
县可再生能源年开发总量达到 15 万吨标准煤以上或者年开发量按户平均 1 吨标
准煤以上；全县农村生活用能中的可再生能源比重超过 50%；80%以上农户的生
活能源主要由清洁能源提供，清洁能源在生活用能中超过 50%的农户占到全县农
户总数的 80%；传统方式利用的生物质能在农村生活用能中的比例低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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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申报和推荐的基础上，2010 年 10 月 28 日国
家能源局、财政部和农业部共同发布了《关于授予北京市延庆县和江苏省如东县
等 108 个县(市)国家绿色能源示范县称号的通知》
（国能新能[2010]349 号），确定
这 108 个县是首批要建设的绿色能源示范县，国家将对符合条件的绿色能源示范
县建设予以支持，为农村能源发展起示范和带动作用。表 12 是 108 个县的名单。
表 12

国家首批绿色能源示范县名单

省、自治区、直辖市

县（市）名

数量

北 京

延庆县

1

天 津

宁河县

1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山县、承德县、
河 北

5
张北县、藁城市

山 西

平陆县、广灵县、垣曲县

3

内蒙古

杭锦后旗、杭锦旗、松山区、五原县

4

辽 宁

桓仁县、法库县、昌图县

3

吉 林

公主岭市、农安县

2

黑龙江

海林市、依兰县、桦南县

3

上 海

崇明县

1

如东县、东台市、东海县、泗阳县、句容
江 苏

5
市

浙 江

温岭市、景宁市、龙游县

3

霍山县、青阳县、休宁县、肥东县、潜山
安 徽

5
县

福 建

屏南县、德化县、南靖县

3

江 西

定南县、鄱阳县、上高县、上犹县

4

寿光市、文登市、诸城市、荣成市、禹城
山 东

7
市、单县、临朐县
洛宁县、辉县市、夏邑县、沁阳市、鹿邑

河 南

7
县、新县、临颍县

湖 北

通山县、大悟县、谷城县、鹤峰县、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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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房县
桃江县、临澧县、桑植县、花垣县、沅陵
湖 南

7
县、澧县、江永县
饶平县、东源县、揭西县、乳源县、阳山

广 东

5
县
恭城瑶族自治县、武鸣县、灌阳县、融安

广 西

4
县

重 庆

云阳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

九寨沟县、射洪县、德昌县、安岳县、苍
四 川

6
溪县、犍为县

贵 州

威宁县、开阳县、西秀区、水城县

4

盈江县、洱源县、腾冲县、大姚县、双柏
云 南

7
县、永胜县、金平县

陕 西

定边县、彬县、周至县

3

甘 肃

玉门市、庄浪县、迭部县

3

青 海

大通县

1

宁 夏

青铜峡市

1

新 疆

达坂城、哈密市

2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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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农业部共同组织实施绿色能源示范县的建设。为了落
实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计划，中央政府决定从中央财政拨专款给予建设资金补
助。2011 年 4 月 6 日，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和农业部联合发出《关于印发<绿色
能源示范县建设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6]（后称《暂行办法》）。中
央财政示范补助资金支持的范围及用途主要包括：沼气集中供气工程；生物质气
化工程；生物质成型燃料工程；其他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工程和农村能源服务体
系。《暂行办法》要求生物质成型燃料工程单个项目年产能在 5000 吨及以上，
原则上用于 1000 户及以上的农户炊事采暖及医院、学校、政府机关、孤儿院、
幼儿园、养老院等公共机构供热采暖。示范补助资金仅用于支持生物质炊事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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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具购置，生物质生活用锅炉、炕具及灶具改造；生产成型燃料的工程项目投资
由地方补助和企业自筹解决。示范建设期内中央财政支持项目（不含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项目）必须达到的具体预期目标主要为：新增绿色能源生产能力超过 5
万吨标准煤；新增绿色能源用户 2 万户及以上；畜禽粪便和农林废弃物能源化利
用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及以上；农作物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 80%以上。
《暂行
办法》的发布，标志着绿色能源示范县的建设开始启动。
2011 年 5 月 6 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发出《关于组织申报
绿色能源示范县中央补助资金项目的通知》（国能新能函[2011]19 号）。2011 年
5 月 26 日，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发出《关于印发绿色能源示范县
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能新能[2011]164 号）[27] 。紧接着，2011 年 7 月 6 日
农业部、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技术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
（农科教发[2011]5 号）[28]。这些文件将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纳
入了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规模化的轨道。
经过对各地申报的绿色能源示范县中央补助资金项目的评审和审核，2011
年 8 月 30 日，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农业部发出《关于绿色能源示范县第一批
实施方案批复的通知》（国能新能[2011]287 号），第一批 26 个绿色能源示范县
的建设正式启动，每个绿色能源示范县从中央财政获得的建设补助资金原则上不
超过 2500 万元。表 13 是 26 个县的名单。
表 13

首批实施绿色能源示范县方案的 26 个县名单

省、自治区、直辖市

县（市）名

数量

北 京

延庆县

1

河 北

承德县、藁城市

2

内蒙古

五原县

1

辽 宁

桓仁县

1

黑龙江

依兰县

1

上 海

崇明县

1

江 苏

如东县、东台市、句容市

3

安 徽

休宁县

1

山 东

诸城市、临朐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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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夏邑县、沁阳市、鹿邑县、新县、临颍县

5

湖 北

通山县、大悟县、鹤峰县、房县

4

湖 南

桑植县、花垣县、澧县、江永县

4

合 计

26

在绿色能源示范县的建设中，根据地理、气候、资源、技术、农村用能习惯
等条件的约束，成型燃料的生产和利用技术设备将起重要的作用。一些从事成型
燃料产业的企业通过项目投标和竞争，已经获得了首批绿能示范县建设中的一些
成型燃料工程项目的实施权。

5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在成型燃料的产业链中，从农作物秸秆的收集运输，到原料预处理中的粉碎
烘干，再到压块或颗粒成型，都要用到农业机械。对于从事原料收集运输和成型
燃料生产的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购置机械设备需要的资金是不小的负担。多
年来，国家为了加强和提高农业机械的技术水平，支持和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实施农机购买补贴政策。如在 2011 年全国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中，就有
玉米收割机、棉花收获机、高杆作物割晒机、大豆收获专用割台、花生收获机、
油菜籽收获机、割晒机、割捆机、压捆机、捡拾压捆机、秸秆粉碎还田机、拖拉
机、花生脱壳机、饲料破碎机、饲料搅拌机、烘干机和热风炉、压块机、颗粒饲
料压制机这些机械[29]。由于这些机械的功能与成型燃料的原料收集、运输、预处
理、加工所需要的功能很多是相通的，对这些机械的购置者给予资金补贴，就为
活跃在农村的成型燃料原料经纪人和燃料生产企业减轻了资金压力，有利于降低
成型燃料的生产成本，促进其产业化发展。国家推广质优、价廉、市场信誉好的
农机产品，也有利于成型燃料产业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30]。

6

对成型燃料产业的其它鼓励政策

除了前面的一些涉及到支持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具体重大政策外，在国家的
一些宏观产业规划和政策、资源综合利用政策、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节能环保
政策中，对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都很重视，对各级政府将发展成型燃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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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上议事日程并采取落实措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
（1） 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31]中，
“农作物秸秆还田与
综合利用（含固化成型燃料）
”、“农林生物质资源收集、运输、储存技术开发与
设备制造；农林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设备、锅炉和炉具制造”和“城镇集中供热
建设和改造工程”都被列为鼓励类产业范围；
（2） 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32]中，“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
被列入其中。
（3）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33]中，
要求以秸秆为原料的生物质能（含固化成型）逐步实现产业化。
（4） 《关于印发“十二五”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34]认
为秸秆固化成型燃料是秸秆燃料化利用的重要方式，在“十二五”期间，大力发
展秸秆固化成型燃料，可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同时指出，要
结合新农村建设，实施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的示范工程。
（5） 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工作的意见》[35]中，
要求大力开展包括秸秆固化成型在内的生产技术示范，为农村居民提供生物质商
品燃料，推进农作物秸秆能源化利用。实现省柴节能炉灶商品化生产，推进农村
生活节能。
（6） 在有关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方面，即将出台的《全国林业生物质能
源发展规划（2011～2020 年）
》明确了“十二五”期间将着力发展固体成型燃料
等林业能源产业；在林业能源产品中，热利用的贡献率将为 90%[36]。

7

对成型燃料产业的科技支持

我国成型燃料技术的发展，一直都得到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和农业部在科技
方面的支持。早在 2005 年，国家发改委就支持在北京市怀柔区开展一项小规模
的生物质颗粒燃料成型和农村应用技术的中间试验项目，科技部也给予了一定的
研究经费支持。该项目虽然由于当时成型技术的不成熟和项目管理方面的原因，
没有最终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却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拉开了在政府层面
上重视和支持成型燃料的序幕。
2006 年 10 月，科技部发布“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农 林
生 物 质 工 程”课题申请指南，其中包括“生物质成型燃料产品及装备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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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支撑计划对此课题的国拨经费预算为 1100 万元[37]。经过课题申请和评审，
江苏正昌粮机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该课题的研发任务。在技术内容和经济技术指
标方面，课题要求：
（1） 研究原料预处理工艺对成型燃料性能、原料粒度分布和模板结构对
成型工艺的影响，研究纤维结合技术，提高不同生物质原料的加工适用性；
（2） 研制大规模、低能耗的将原料预处理、粉碎、成型工艺组合集成为
一体化、可移动的成型燃料生产设备；
（3） 完善生物质成型燃料的配套系统，形成固体成型燃料生产、供热燃
烧器具、客户服务等完善的市场和技术体系；
（4） 以农林剩余物为原料，建立年生产能力在 3000 吨以上的生物质固化
成型燃料示范工程。
（5） 成型燃料设备单台处理能力 300～1000kg/h，成型能耗小于 70kWh/
吨。
由于当时对成型燃料技术设备的理解和认识还不够深入和全面，课题中有的
任务和指标提得过高，比如研制“一体化、可移动的成型燃料生产设备”就非常
困难。加上课题承担单位的企业体制、人事变化等原因，这个课题也没有圆满完
成。
2007 年 11 月，由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和科教司立项的全国第一个年产万吨级
生物质成型燃料示范工程项目在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建成并投入试生产。该项目
由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并设计建设，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营
运。该项目利用农作物秸秆、木屑、果木剪枝、花生壳等农林固体剩余物为原料，
采用环模颗粒燃料成型技术，形成了从燃料处理到成型燃料产品包装的完整生产
线，实现了产业化运营。经过两年多的生产运行考验，项目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通过竣工验收[38]，在实践中肯定了项目工艺路线的可行性。项目自投入运行以
后，先后受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发改委、农业部、财政部、科技部、环
保部等中央部门和北京市领导的视察和参观，对中央部门出台有关支持成型燃料
产业的实际政策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CRESP 项目的支持。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China Renewable
Energy Scale‐up Programme ‐ CRESP ）是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WB）及全球环境
基金（GEF）合作开展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开发和投资项目。从项目准备、签订协
议，到实际执行持续了将近 8 年的时间，至 2011 年底以机制发展和能力建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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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一期项目全部结束。该项目的宗旨是在调查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和借鉴发
达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支持
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建立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逐步实现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
展。在一期能力建设项目中，有 4 个成型燃料技术的项目得到了 CRESP 项目赠款
的支持，它们分别是：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担的“高效、低成本生物质颗粒
燃料成型设备”，通过对生物质原料理化特性研究，及对成型机的关键部件——
压辊、环模、喂料装置等的优化设计，研究开发了 PM485‐Ⅱ型高效、低成本的
生物质固体颗粒成型机，提高了关键部件的使用寿命，解决了成型燃料生产过程
中生产率低、单位产品能耗高及原料适应性差等问题[39]；山东大学承担的“低能
耗生物质常温压块成型技术与装备研发”，通过研究动力传动与成型模块两项核
心技术，研发了低能耗生物质常温压块成型装备样机，变传统的“正压力高温挤
压成型”为“偏张量常温碾切成型”，从机理上解决了秸秆类生物质原料“力传
导性差”和“含水率高”的问题，降低成型所需压力和能耗[40]；北京奥科瑞丰机
电技术有限公司承担的“生物质致密成型成套设备”，完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分体式环模压块成型机定型设计、研制和生产[41]；河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有
限公司承担的“低成本生物质颗粒燃料致密成型技术及成套设备的优化”，目标
是改进环模和模孔的设计，研究制造出智能化、集成化的颗粒燃料成型机系统成
套设备，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应用的要求[42]。这些项目的实施，提高了我国成型燃
料生产装备的自主研发能力。
“十二五”期间，科技部将“固体成型燃料产业化”列入了《“十二五”农
业与农村科技发展规划》的重点领域和方向[43]；在第一批启动的支撑计划的“生
物质能源与生物基材料”领域中，
“生物质低能耗固体成型燃料装备研发与应用”
项目已经签约实施。项目实施的目标就是为加快成型燃料的产业化提供技术支
撑。整个项目的三个课题分别由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河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
所和华北大学分别承担，其中由河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承担的“大规模生物质
成型燃料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课题要形成年产 300 台套颗粒燃料成型设备和
10 万吨颗粒燃料的生产能力。

8

问题与讨论

在此项研究中，我们注意搜集了从事成型燃料产业的企业和政策研究人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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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方面的反映和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 普遍认为中央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经济激励政策对农作物秸秆等
农业固体剩余物能源化利用的产业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扶持作用。如果没有
这些政策的支持，由于成本高、起点低、规模小、市场不成熟等原因，这个产业
就不会发展到目前的状态。要实现“十二五”和 2020 年成型燃料的发展目标，
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完善已有的政策，否则很多已经初
具规模的企业就会很快垮掉或退出这个产业，其它想进入这个产业的市场主体更
会望而却步，不会进入。
（2） 林业固体剩余物是成型燃料重要的、而且是更优质的原料，而在目
前的利用量中，木质原料占的比例较小，原因之一是可获得的资源数量有限，原
因之二是木质（颗粒）成型燃料的生产成本更高，又没有像秸秆能源化利用那样
的中央财政补贴，除非是对成型燃料品质有严格要求的用户群体，一般用户承担
不起高昂的木质颗粒燃料的价格。因此要研究专门针对以林业固体剩余物为原料
的成型燃料的补贴政策。
（3） 迄今为止，从国家环保部到各个地方的环保局对成型燃料在工业锅
炉领域推广应用对环境的影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政策依据，主要表现在没
有一个全国性的政策文件对成型燃料的燃料品质、成型燃料的燃烧利用对环境的
影响进行定位。在国际上的发达国家中，从环境影响的角度，特别是在 CO2 减排
方面，都是把合乎标准的生物质成型燃料作为清洁的、可持续的、环境友好的燃
料对待。但是我国有些地方环保部门，甚至一线城市环保部门的负责人，缺乏成
型燃料的知识，对成型燃料仍采取排斥态度。这就需要国家环保部制定一个统一
的指导政策，对各地环保主管部门在审批新建或改造工业和民用成型燃料锅炉项
目时有部门政策依据。
（4） 目前对成型燃料生产销售企业有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对
成型燃料终端用户没有优惠政策。从单纯的燃料单位热值市场价格看，目前在许
多地方成型燃料对煤炭还不具有优势，如果没有其它限制，燃料用户往往是选择
煤而不是成型燃料。另一方面，成型燃料工业锅炉的热效率一般比同容量燃煤锅
炉的热效率高 5 ‐ 10%，仅从节能角度看，使用成型燃料也是节能的。但是国家
发改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 2012 年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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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目的通知》 [44] 根据文件《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财建
[2011]367 号）[45]却不支持终端用户用生物质能源（如：秸杆、稻壳和其它废弃
物）替代燃煤、燃油锅炉（窑炉）的节能改造。这从鼓励节能和扩大成型燃料终
端用户两方面看都是不合理的。
（5） 在绿色能源示范县的建设中，生产成型燃料的工程项目建成后，如
何保证成型燃料在农村的市场销售具有可持续性和投资项目的企业有合理盈利
水平的动力，目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6） 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根据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明确
将秸秆成型燃料生产设备列入通用农机补贴目录，而不是像目前的做法，秸秆成
型燃料机械搭成型饲料机械的便车享受农机购买补贴的政策，造成潜在的不确定
性，秸秆能源化利用和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造成可能的伤害。
（7） 科技政策和经费对成型燃料技术的支持在某些环节上存在与产业发
展实际情况脱节的现象，比如一方面企业出于技术和经营保密的考虑不愿与研究
单位交流技术问题，另一方面研究单位对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认
识不深，从而造成企业单打独斗和研究机构难以把握研究的切入点。

七、
1

地方政府有关支持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政策

有关政策及典型案例

在省、市、县几级地方政府中，目前采取的支持成型燃料发展的政策主要是
从改善城市空气环境出发的限烧煤炭及奖惩政策，从解决地头焚烧秸秆问题出发
的鼓励在城镇以秸秆成型燃料替换煤炭的政策，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政府
部门的资源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精神制定的各项地方性规
划中鼓励发展成型燃料的政策。下面是这些政策的两个例子。
（1） 郑州市的政策和做法
郑州市、昆明市、石家庄市、长沙市、苏州市、宁波市、洛阳市、潍坊市等
城市先后制定了在一定市区范围内限期禁烧煤炭或劣质煤炭的强制性政策。例如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在 2007 年 6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推进燃煤锅炉洁净燃料
改造的通知》（郑政办文[2007]69 号）中明确规定：“建成区内 10 蒸吨以下燃煤
锅炉按计划逐步拆除、改用清洁能源或清洁燃料”；
“在本市市区建成区内，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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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与天然气无法满足需要的用户，其燃煤锅炉可改用生物质燃料替代燃煤”；
“市区出入市口的主要路段两侧各 1 千米范围内的锅炉用户，不得使用高污染燃
料，可改用生物质燃料和洁净煤技术替代”。在郑州市人民政府 2011 年发布的《关
于印发郑州市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实施方案和郑州
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奖惩暂行办法的通知》（郑政
[2011]23 号）中规定：“各县（市、区）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市政府下达的
拆除、改造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任务，并符合《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
进燃煤锅炉洁净燃料改造的通知》（郑政办文[2007]69 号）要求，经市环保部门
核定确认后，给予当地政府每 1 蒸吨锅炉 2 万元奖励，每拆除一根废弃烟囱 1
万元奖励；给予拆除锅炉单位每 1 蒸吨 3 万元奖励，改造为清洁能源的每 1 蒸吨
2 万元奖励”；
“对未按规定的时间完成拆除改造燃煤锅炉、拆除废弃烟囱任务的
县（市、区）政府，锅炉按照每蒸吨 3 万元、未拆除的废弃烟囱按照每根 1.5 万
元计算扣缴至市财政部门”。郑州市执行上述有关政策认真、坚决、严格，极大
地推动了对成型燃料的市场需求，所以近几年在市区范围内将 10 吨/时以下燃煤
锅炉改/更换为成型燃料锅炉很普遍，成型燃料的销售很旺盛。
（2）

河南省沈丘县的政策和做法

河南省沈丘县是以种粮为主的农业县，全县 114 万亩耕地，每年可产各种农
作物秸秆（含秧蔓）110 万吨。为了解决这些秸秆的综合利用，克服资源浪费和
环境污染的现象，推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2009 年 3 月 12 日，沈丘县发改
委和能源局联合印发了《沈丘县 2009‐2013 秸秆综合利用规划》（沈发改农字
[2009]2 号），计划在全县 22 个乡镇（办事处）558 个行政村设置秸秆收集中心，
添置秸秆成型燃料加工设备，对玉米、小麦等秸秆进行集中收集和加工，同时对
城（镇）区内燃煤锅炉及煤烟型和油烟型污染问题开展整改，县政府大力支持积
极使用成型燃料替代燃煤的企业、单位和个人。紧接着在 2009 年 3 月 20 日，沈
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沈政办
[2009]12 号）
，其中决定对 2009 年 5 月 30 日前建成的秸秆压块燃料厂，根据规
模大小奖励 1 万至 4 万元；每购 1 台秸秆压块燃料成型机，政府补助购机款的
50%；对发展快、规模大、带动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秸秆压块燃料厂，政府给予
奖励。2010 年 3 月 22 日，沈丘县人民政府发文《关于进一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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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实施意见》
（沈政[2010]17 号），其中对秸秆综合利用的目标任务、工作措
施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包括“全县境内作物秸秆完全实现禁烧”；
“强力推进秸秆
压缩成型燃料生产。各乡镇（办事处）要积极帮扶企业或个人建立秸秆压缩成型
燃料生产场点 1 至 2 处，每个场点配备大型秸秆压缩成型燃料机械 1 至 2 台（套）
；
10 月 1 日前每新建 1 座标准秸秆压缩成型燃料生产场点，县财政扶持以奖代补
资金 3 万元”；
“对秸秆压缩成型燃料销售实行托市收购保护政策，以全县为单位
核算，当加工企业每吨秸秆压缩成型燃料净收入低于 50 元时，实行托市收购”；
“秸秆压缩成型燃料生产场点用电享受农用电价”；
“加快建立秸秆收储体系。采
取市场化方式推进秸秆收储体系建设，鼓励个人或企业建设秸秆收购中心，对新
购置大型秸秆打捆机，新建大型秸秆收贮站（占地 20 亩以上）的个人或企业，
县财政补助以奖代补资金 3 万元”；“对全县辖区内小锅炉进行改造”。这就从政
策上打通了全县范围内的秸秆收储——成型燃料生产场点布局和建设——成型
燃料生产、销售——成型燃料终端利用的产业链通道。同日，沈丘县人民政府发
出“沈政[2010]21 号”文，提出“改善大气环境保障城区群众健康集中整治城区
燃煤锅炉专项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在 2010 年 10 月底以前全部改造淘汰县城区
内 71 台 2 t/h 以下（含 2t/h）的燃煤锅炉（每年消耗煤炭约 24,610 吨），鼓励 2 t/h
以上容量的燃煤锅炉也进行改造，代以秸秆成型燃料或气化燃料。第二天，即
2010 年 3 月 23 日，沈丘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县秸秆综合利用领导小组，由一
位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任组长，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任常务副组长，一位副县
长任副组长，其它县委、县政府各相关委办局、乡镇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共 49
人任组员，县能源办主任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全县秸秆综合利用
的服务、监督和管理工作（见沈办文[2010]11 号）。这就为落实该县秸秆综合利
用（包括秸秆成型燃料）的举措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证。
像沈丘县这样从规划、组织、财政、环境保护、市场运作多方面整体推进秸
秆资源综合利用，特别是成型燃料的生产利用，在全国县级政府中是很典型而且
有示范意义的。

2

问题与讨论

在地方政府推动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政策中，停留在规划上的多，能付诸实
80

施的少；原则政策多，财政奖励少；单项政策多，系统政策少；一般号召的多，
具体落实的少；定性规定的多，定量规定的少；文件与实施不符的多，不折不扣
执行的少。比如在辽宁省某煤烟型污染严重的城市，市环保局几年前曾经发文件
限制燃煤锅炉的运行，有些锅炉业主也改烧成型燃料，但由于成型燃料的成本较
高，已经改烧的又退回来烧煤，并没有受到监督和查处。这样就使环保局原来发
的文件形同虚设，成型燃料在该市的市场难以打开。像河南省郑州市和沈丘县的
政策和实施的经验值得在其它省市县宣传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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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

中国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分析

“十二五”期间以及 2020 年的发展目标

成型燃料在发展生物质能产业、节能减排、改善城镇空气质量和建设绿色能
源示范县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牵头，中央
有关政府部门正在研究“十二五”期间加快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政
策措施，同时为实现 2020 年的规划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根据已经公开或媒体
披露的消息，
“十二五”期间及 2020 年成型燃料发展规划的目标规模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反映出来。

1 “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目标
（1）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有媒体报导，生物质能源“十二五”规划即将
出台，其中包括固体成型燃料的发展目标是 2015 年达到 1,000 – 2,000 万吨/年[46]。
（2）建设绿色能源示范县。
“十二五”期间，全国的目标要建设 200 个绿色
能源示范县[47]。按照绿能县的一个评价指标，全县可再生能源年开发利用量要达
到 15 万吨标准煤以上或户均 1 吨标准煤以上。如果在 200 个绿能示范县中，有
100 个在长江以南，可再生能源以小水电、沼气、太阳能为主；另外 100 个在长
江以北，可再生能源以生物质能（成型燃料和秸秆气化）
、太阳能、风能为主。
在长江以北的 100 个县中，如果每个县有 2 万户使用成型燃料，户均年利用 2
吨（折合约 1 吨标准煤），只占全县可再生能源利用量的 13.33%。从农村可再生
能源开发利用的实际条件看，成型燃料的这个比例似乎偏小。即使如此，那么全
国到 2015 年，仅绿能县就要利用 400 万吨成型燃料，占全国 1,000 万吨利用量
目标的 40%。从目前全国成型燃料生产利用的实际状况看，这个比例又似乎偏高。
就是说，如果 2015 年实现了绿能示范县的规划目标，全国的成型燃料利用量可
能要超过 1,000 万吨。
（3）农作物秸秆利用规划。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财政部 2011 年 11 月
29 日《关于印发“十二五”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
[2011]2615 号）[48]中，要求到 2015 年力争“重点在粮棉主产区的示范村，秸秆
清洁能源入农户项目村入户率达到 80%以上，年秸秆能源化利用量约 3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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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能入农户的秸秆清洁能源只有沼气、村级气化燃气和成型燃料。就技术的
成熟度和利用的方便程度说，成型燃料的比例不应低于 30 – 40%，即如要实现这
个规划的目标，用于成型燃料的秸秆消耗了不应低于 900 – 1200 万吨。
（4）林业能源发展规划。即将出台的《全国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规划（2011～
2020 年）》提出：
“十二五”期间，我国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将着力发展以固体
成型燃料、生物柴油、生物质发电和燃料乙醇为代表的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同
时明确了到 2015 年，林业生物质能源替代 700 万吨标煤的石化能源，其中生物
质热利用贡献率为 90%，生物柴油贡献率为 10%[49]。这就意味着 2015 年的林业
能源产品大约要消耗 1,200 万吨林业固体剩余物。其中成型燃料的消耗量会占多
少尚不明确，如果按四分之一计，将有约 300 万吨。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规划数据，可以推测到 2015 年，全国成型燃料的生产
消耗量至少需要达到 1,200 – 1,400 万吨，才能基本实现以上规划的目标。

2

2020 年的发展目标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出，到 2020 年要利用 5,000 万吨成型燃
料，这与建设 500 个绿色能源示范县的目标和 2020 年林业生物质能源要替代
2,025 万吨标煤石化能源的目标是否相合，难以评论。在分析 2020 年前成型燃料
的发展趋势时，应以 5,000 万吨的目标作为依据。

二、
1

中国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路径研究

一张地图的启示

图 45 是由生物质能源国际（Bioenergy International）绘制的一张地图，标题
是“颗粒燃料世界，2012”
（The World of Pellets, 2012）。这是一幅世界各个国家
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分布点的地图，地图上每一个红色的圆点表示一个生产生物
质颗粒燃料的公司，红点的疏密表达了各个洲各个国家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公司
的数量，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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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生物质固体颗粒燃料世界

2012

图上共标出了 634 家公司，包括公司名称、地理位置和装机生产能力。可以
清楚地看出，西欧、东欧、北欧和美国生产成型燃料的公司最多，俄罗斯的数量
也不少。图中在中国版图上的公司共有 19 家，占世界公司总数的 0.3%。图中统
计的世界各国装机的总生产能力为 3,304.675 万吨/年，其中中国的生产能力为
88.2 万吨/年，占总量的 2.7%。世界上生产能力最大的单一公司为美国的
Georgia`Biomass，年产 75 万吨，第二为加拿大的 Pinnacle Pellet，年产 40 万吨，
其它一般在 5 ‐ 15 万吨不等，中国公司的年生产能力一般在 2 ‐ 3 万吨，最大为
12 万吨。图 46 是上图的局部放大。
年产能力小于 1 万吨颗粒燃料的公司不在统计之列。这是一份世界颗粒燃料
生产能力的统计资料，不知道是否包括像中国有的压块燃料。如果只是颗粒燃料
生产能力的统计，对中国的统计还是比较准确的。从图上可以看出，我国颗粒燃
料产业的发展水平相比欧洲（包括东欧）、北美、甚至俄罗斯都有很大差距。应
该说，这种规模与数量的差距，归根结底反映的是技术、市场、能源结构、甚至
是认识上和政策上的差距。
“十二五”期间是我国努力缩小这些差距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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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2

欧洲、北美（上）
和中国的（下）颗粒燃料生产企业分布图

政策和规划引导产业发展的巨大作用

（1） 政策引导
正确的经济、产业、财政、环保等政策是政府引导产业发展的保证，决定产
业的生命，对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业尤为如此。
有关成型燃料产业的政策法规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法律和规划
的基础文件，如《可再生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它们提出
了产业发展的法律框架和依据；第二个层面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根据总的法律框架
和规划依据而确定的产业发展的具体阶段性目标，如“十一五”和“十二五”期
间的可再生能源规划等；第三个层面是为保证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制定的正向激
励和反向惩罚的具体操作性政策文件，如前述的《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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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办法》等，以及郑州市的限煤政策和沈丘县禁止随意焚烧秸秆政策中的处罚
办法，它们从中央财政和税收优惠等角度直接扶持行业中的优秀企业，鼓励和帮
助他们积极发展，同时对违反全国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企业实行惩罚，迫
使他们改正。正向激励和反向惩罚的政策是同时并举、相反相成、互为补充的。
一、二两个层面的政策对企业确定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和步骤起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个层面的政策则对企业运行起直接的推动和抑制作用。
对于刚刚步入产业化发展阶段的成型燃料产业而言，在“十二五”期间，一、
二两个层面的政策都已经具备了，最需要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尽快使第三个层面
上的政策完善化、配套化和协调化。非如此，完成“十二五”成型燃料规划的指
标将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关于完善化。需要把中央现有的财政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到以林业固体
剩余物为原料的成型燃料生产销售企业；把节能奖励政策扩大到利用成型燃料代
替煤、油、气生产热能终端产品（蒸汽、热水、热交换介质）的企业；把农机购
买补贴政策（包括产品目录）扩大到直接为农林固体剩余物成型燃料产业服务的
机械产品等。
关于配套化。在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方面，需要环保部制定对全国适用的文
件，防止地方环保主管部门对利用成型燃料的工业和民用项目采取歧视和排斥的
态度。成型燃料产业的装备研发制造、燃料生产、燃料使用各个环节上的标准、
规范、细则要配套齐全，使整个产业迅速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关于协调化。成型燃料产业的政策与能源、环保、资源利用、农业和农村、
林业、财政、工商税收、科技等部门都有关系，有些政策是几个部门联合发布的，
有些政策是一些部门单独发布的，政策之间要互相照应，协调一致，而不能互相
冲突、互相抵消。要建立监督、保证已经发布的政策得到有效贯彻的机制。
（2） 规划管理
一个具体规划的实现，条件之一是要加强对规划的管理，包括对规划任务的
分解和制定规划的实施细则。
全国在“十二五”期间的成型燃料发展目标，应根据资源、市场、资金、发
展基础等条件分解到各省市自治区加以落实。
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涉及到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单项规划，如秸秆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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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林业能源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循环经济规划等，应有具体的实施细
则加以配套，其中对成型燃料的生产布局、规模、成型燃料利用的市场要有具体
的描述。

3

成型燃料产品分类分级

成型燃料的质量差别很大。造成差别的原因很多：成型燃料的形状有颗粒燃
料和压块燃料；生产颗粒燃料的原料有木质原料和草本原料，压块燃料的原料主
要是草本原料；在木质原料和草本原料里，各种原料的质量也各不相同；各个厂
家生产成型燃料的工艺装备和条件不同等等。对成型燃料进行分级分类有利于其
优质优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成型燃料的使用价值；有利于根据成型燃料的品种设
计制造不同结构和性能的利用设备；有利于优质优价，发挥市场竞争、调节和淘
汰的作用；有利于刺激成型燃料生产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
在国外，高质量的木质颗粒燃料已经像日用商品一样，能在超市里任顾客选
购。用于工业锅炉使用的批量颗粒燃料采用散装散运。随着我国成型燃料产业规
模的扩大，也要向这个方向引导。只有建立了分类分级的产品标准，才能实行市
场准入制度。
我国的动力用煤就是按照煤的质量指标进行分类，使不同的用户选用不同的
煤种。燃料油也是分类分级的。对成型燃料也需要这样做。
参考我国煤炭分类标准，结合成型燃料的特殊性质和它们的原料来源，成型
燃料的分类分级指标似乎可以包括挥发分、热值、密度、灰熔点、含灰量、含硫
量、含氯量、形状和尺寸。分类分级标准的具体制定，应由权威部门组织专家去
完成。

4

市场定位

（1） 替代中小燃煤燃油燃气工业锅炉
使用成型燃料，首要的目标是帮助解决节能环保问题。我国有四、五十万台
中小容量燃煤工业锅炉，每年消耗的煤炭折合约 4 亿吨标准煤，实际运行效率只
有 60 ‐ 70%，是 SO2、NOx、烟尘（含可吸入颗粒物）、废炉渣等污染物排放的主
要源头之一。正因为如此，其节能减排的潜力巨大。这些锅炉主要分布在人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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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稠密和工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即城市区域和工业区。这些燃煤锅炉自然成了成
型燃料锅炉第一位的替代对象。
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加工工业集中的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企业
有一定存量的燃油燃气锅炉，生产工艺用蒸汽。很高的油价气价使这些企业的能
源成本不堪重负，成型燃料是理想的替代燃料。
“十二五”期间规划的成型燃料使用量，只占这些工业锅炉所消耗的燃料量
很小的一部分，在理论上不愁成型燃料找不到市场。问题在于：1. 如何保证替
换的成型燃料能得到稳定、可靠的供应？2. 成型燃料在供应有保障的前提下，
能不能得到环保部门的批准顺利进入这个市场？3. 如何消化成型燃料代替煤炭
给用户带来的燃料成本的增加？这些问题，要靠成型燃料生产供应商和政府政策
两方面共同来解决。
（2） 北方冬季采暖地区区域供热
在上述城市区域的燃煤锅炉中，有相当一部分担负着北方地区冬季采暖供热
的任务。为了控制城市空气污染，在气源不足的情况下，用成型燃料替代煤是很
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供热采暖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正常生活，所以在替代方案确定
以后，稳定、可靠地供应成型燃料就显得更加重要。
（3） 农村市场
农村市场分为二类，生产用能和生活用能。
农村生产用能主要是北方地区现代农业温室大棚的冬季供暖，用于育苗、蔬
菜、菌类、特种水果的种植，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其用能量越来越大。温室供暖
的特点是白天利用太阳能，傍晚到第二天清晨供暖。盛昌绿能公司用成型燃料在
北京大兴、房山等地已有过成功的探索和实践。
农村生活用能的主体是农户家庭及村镇养老院、幼儿园、学校、医务站、办
公室等公用设施，用于炊事、供开水和取暖。成型燃料和专用小锅炉、炉具大有
用武之地。在绿色能源示范县建设中，这个市场举足轻重。成型燃料在这个市场
里的应用，对于改善农村用能结构和农户家庭的室内空气质量，将起重要的作用。
同时，全球清洁炉灶联盟确定了到 2020 年实现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有 1 亿户使
用清洁炉灶的目标。成型燃料在我国农村市场成功的示范和积累的经验，对我国
成型燃料炉具走向国际市场，在这个市场里占据一定的份额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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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燃料在农村市场里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特别是成型燃料的价格如何
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适应，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改变农民
长期来形成的生活用能习惯，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这些都要通过实践加以解
决。
（4） 市场培育
当前成型燃料产业的市场还远没有发育成熟，市场培育要从扩大成型燃料用
户的范围和数量入手，迅速增加全国的成型燃料消费量，以此带动成型燃料的生
产、成型燃料生产装备以及成型燃料锅炉和炉具市场的发展。成型燃料的需求增
长，始终是产业发展的原动力。所以要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保、财政经
济政策等各方面推动需求端的发育。前几年我国成型燃料行业的发展经验表明，
各级政府通过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市场需求增长所起的作用，在很多地方、很多
时候是决定性的。

提升和完善成型燃料产业链

5

（1） 产业链构想
完整的成型燃料产业链如图 47 所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产业链分成几
个部分。
政府与政策支撑体系/市场规则与管理

原料收购供应商

资

源

成型燃料生产供应商

终端用户、合同能源承包商

原料收储运

生产成型燃料

农业剩余物

原料收储运

成型燃料、

成 型 燃 料

成型燃料锅

林业剩余物

机械设备开

木片成套生

储、运、物

炉炉具开发

能源林

发配套

产设备制造

流配送平台

制造

终端利用

技术人才资金支撑体系/技术标准与规范
图 47

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链示意图
89

从生物质资源到成型燃料利用的物流流程看：资源 ——原料收储运——成
型加工——产品储运和物流配送——终端利用；
从产业链的运行行为主体看：原料收储运设备设计制造商——原料收购供应
商——成型技术设备设计制造商——成型燃料生产商——成型燃料储运配送平
台+成型燃料利用设备设计制造商——终端用户和合同能源管理承包商；
从产业硬件支撑体系看：原料收储运技术设备+成型燃料加工技术设备+产品
储运配送技术+设备成型燃料终端利用技术设备
从产业软环境支撑体系看：政府和政策的支撑体系+人才和技术（包括技术
标准和规范）支撑体系+资金支持体系+市场管理体系。
上述产业链实际上是一个矩阵系统，其中的许多元素相互之间是互相联系和
依赖的。因为市场的不成熟，至少在 2020 年以前，政府和政策体系的导向和支
撑作用，对产业链的成长发育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它环节都将在政府和政
策的引导下按市场规律进行发展。
（2） 原料的规模化收储运体系建设
原料的收集、运输和储存，尤其是专用机械的开发是成型燃料产业中的一个
薄弱环节。随着农村劳动力的逐步转移和劳动力价格的攀升，这个矛盾会越来越
突出。虽然现有的农林固体剩余物资源量能满足“十二五”期间和 2020 年前生
产和消费成型燃料的规划目标对原料的要求，但是随着每年生产总量的快速增加
和单个生产厂规模的扩大，不建立机械化、规模化、商业化的原料收储运体系，
原料的稳定供应就可能成为成型燃料生产环节的制约因素。建设原料的规模化收
储运体系，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探索运作模式和开发配套设备。
关于运作模式。现有的散户分送、经纪人运营和生产商自行收集三种模式还
会继续存在。随着产业规模化的进展，经纪人运营的模式将会占主导地位。这种
运营模式在保障生物质直燃发电厂燃料供应的收储运体系中已有大量的成功经
验，可以移植到成型燃料产业中来。经纪人可以隶属于成型燃料生产商，也可以
是独立的法人。经纪人模式会增加原料的供应成本，将给控制成型燃料生产成本
带来压力。
关于收储运设备。我国在发展秸秆直燃发电的过程中，通过国家立项和生物
质发电公司权属单位（如国家电网公司）的投资，开发了若干种农作物秸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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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的机械，已能部分满足需要，但是品种尚不齐全。在林业能源领域，这类机
械基本上还是空白。一方面要完善农作物秸秆的收集机械，另一方面要开发林业
固体废弃物的收集 — 捆扎 — 粉碎 — 装运的成套机械，在这方面应该借鉴国
外林业能源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
一般来说，年产 5 万吨成型燃料的生产厂需要的原料收集和运输半径不会超
过 25MW 秸秆直燃发电厂的一半，也就是说不会超过 25 km，在原料充足的地方
还会更短。原料运输的技术问题比收集简单。
原料收储运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必然要求向这方面增加投资，能源消耗也会
增加。在本研究中，我们没有收集这方面的数据，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在资金方
面的需求和控制能耗的途径。
（3） 成型燃料生产装备的设计制造
如在第三章中介绍过的那样，
“十二五”期间直到 2020 年，我国成型燃料生
产装备的设计制造将主要依靠“三厂二平台”的优化、整合和提升，颗粒成型和
压块成型装备方面重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已经做过分析，这里不再重复。
本章开始指出，2015 年和 2020 年全国生产和利用的成型燃料数量分别是
1,200（ – 1,400）万吨和 5,000 万吨。如果生产燃料的装机设备平均留有 25 %的
冗余度，那么 2015 年和 2020 年全国成型装机的年生产能力应分别为 1,500 万吨
和 6,250 万吨。假设压块设备对颗粒设备的比例为 6 : 4，则 2015 年成型设备的
装机为 900 万吨压块燃料产能和 600 万吨颗粒燃料产能，2020 年为 3,750 万吨压
块燃料产能和 2,500 万吨颗粒燃料产能。若 2012 年全国已有装机产能 300 万吨
（压块 250 万吨，颗粒 50 万吨），设定今后规模化的压块燃料厂和颗粒燃料厂的
年生产能力下限分别为 3 万吨/年和 5 万吨/年，那么今后 8 年内全国装机产能的
增加幅度如表 14 所示。
表 14

2013‐2020 期间全国成型燃料生产装机能力增长预测

2013 ‐ 2015

2015 年总数

2016 ‐ 2020

2020 年总数

～220

900

570

3,750

压块燃料装机产能平
均增幅，万吨/年
新增年产 3 万吨压块

177
59

燃料厂*，个/年

760
152

（3 年新增）
91

（5 年新增）

颗粒燃料装机产能平
～180

600

380

2,500

均增幅，万吨/年
新增年产 5 万吨颗粒

87
29

燃料厂**，个/年

305
61

（3 年新增）

（5 年新增）

*——若实际新增压块生产厂产能为 6 万吨/年，则 1 个厂相当于表中的 2 个厂；
**——若实际新增颗粒生产厂产能为 10 万吨/年，则 1 个厂相当于表中的 2 个厂。

上表意味着到 2020，生产成型燃料装备的企业每年至少要为成型燃料生产
环节提供表中的装备数量，才能实现“十二五”期间和 2020 年的成型燃料规划
目标。这是一个既繁重又艰巨的任务。正如第三章中所说的，繁重和艰巨的原因
不在于成型主机的制造能力，而在于成型机产品的质量（环模和压辊的寿命，设
备运行的可靠性等）和成型工艺系统设备的配套能力。这是成型设备设计制造环
节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4） 成型燃料的生产
表 14 给出了“十二五”后三年和“十三五”期间成型燃料生产环节的大致
发展速度。在研究这一阶段成型燃料生产环节的发展时，需要着重指出以下三点：
新厂布局、新厂建设标准、投资估算。
z 新厂布局。建设新的成型燃料生产厂的布局必须慎重。因为新厂生产规
模较大，建设投资多，而且直接与实现规划目标有关，投资必须有效，所以无论
是投资商的决策还是政府的指导，都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生产成型燃料的原
料来源有保障而且可持续；产品离销售市场较近，尽量避免跨省区长途运输；新
厂占地、交通、电源条件较好。
z 新厂建设标准。首先是规模化标准，要逐渐摈弃重复建小厂从事简陋生
产的思路，做到建一个成一个，能维持长期规模化生产；其次是规范化标准，颗
粒燃料生产厂必须是成套的完整生产线，压块燃料生产厂即使一步达不到完整的
生产线水平，也要经过系统化的设计，有一定的机械化水平，给今后完善生产流
程预留改造空间；第三是清洁生产标准，生产环境要防粉尘、降噪音，保护工人
健康，尽量保持设备整洁有序。
z 投资估算。对颗粒燃料厂和压块燃料厂分别按实际年产 5 万吨颗粒和 3
万吨压块估算。设颗粒厂装备 6 ‐ 8 台 508 或 520 成型机，并按标准生产工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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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全套辅助生产设备；压块厂装备 6 ‐ 8 台 45 模块压块机，并按标准生产工艺配
置全套辅助生产设备。表 15 和表 16 分别是新建上述两个标准成型燃料生产厂的
投资估算（2011 年不变价）以及为实现“十二五”和 2020 年的成型燃料发展规
划每年需要的平均建设投资。
表 15

建设年产 5 万吨颗粒燃料生产厂的投资估算（2011 年不变价，仅供参考）

序号
1

名称与说明

数量

占地面积，亩

40

2

购买或租赁

～13,000:

建筑工程，m :
‐生产车间，m

资金需求，万元

2

～3,000

‐原料堆场
2

‐原料库，m2

～3,000

2

～4,000

‐成品库，m

‐办公室、检测化验室、食堂、宿舍等，m2

1,200

～2,000

‐公用工程、道路、绿化、上下水、电信
3

‐防火工程（蓄水、水泵、消防龙头等），m2

～1,000

电源（电源接入、变压器等），kVA

1,850

1,000

设备及安装：
（原料预处理、制粒系统、包装系统、操作
控制系统，除尘等资金需求合计）
‐原料粉碎
‐原料清理
4

‐热风炉与烘干

1,500

‐熟料仓与混合调制

6‐8 台颗粒成

‐压缩制粒（以 520，508 为基准）

型机

‐冷却包装
‐除尘系统
‐电器与控制
‐质量检测设备
‐原料收集设备
5

‐叉车、铲车、场地原料翻倒设备等

300

‐运输设备
‐办公设备等

6

基本建设与固定资产总投资，万元

4,000

7

单位产能平均投资，元/吨

800

8

平均电耗，kWh/吨

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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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不可预见费，万元

500

10

流动运行资金，万元

3,000

资金总需求（6+9+10，不含土地购买或租赁

11

7,500

费），万元

12

“十二五”后三年平均每年颗粒燃料厂投资*

～21.8 亿元

13

“十二五”后三年颗粒燃料厂总投资*

～63.4 亿元

14

2016 – 2020 每年平均颗粒燃料厂投资*

～45.8 亿元

15

2016 – 2020 颗粒燃料厂总投资*

～229 亿元

*——不含土地购买或租赁费。
表 16

建设年产 3 万吨压块燃料生产厂的投资估算（2011 年不变价，仅供参考）

序号
1

名称与说明

数量

占地面积，亩

30

建筑工程，m2：
‐生产车间，m

资金需求，万元
购买或租赁

10,500：

2

2,500

‐原料堆场，m2
2

‐原料库，m2

2,000

‐成品库，m2

3,000

‐办公室、检测化验室、食堂、宿舍等，m2

2,000

900

‐公用工程、道路、绿化、上下水、电信
3

‐防火工程（蓄水、水泵、消防龙头等），m2

1,000

电力（电源接入、变压器等），kVA

800

400

设备及安装：
‐原料储存
‐原料铡切和揉搓
‐原料干燥
4

‐原料回性

8‐12 台 压 块

‐压块成型（以 45 模块压块机为例）

机

700 万元

‐冷却包装
‐除尘系统
‐电器与控制
‐质量分析检测设备，
材料费与工程安装费
其他辅助设备资金需求合计
‐原料收集设备
5

200 万元

‐叉车、铲车、场地原料翻倒设备等
‐运输设备
‐办公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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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本建设与固定资产投资汇总，万元

2,200

7

单位产能平均投资，元/吨

～730 元/吨

8

平均吨电耗，kWh/吨

～80

9

不可预见费，万元

300

10

流动运行资金，万元

2,000

11

资金总需求(6+9+10)，万元

4,500

12

“十二五”后三年平均每年压块燃料厂投资*

～26.6 亿元

13

“十二五”后三年压块燃料厂总投资*

～79.7 亿元

14

2016 – 2020 每年平均压块燃料厂投资*

～68.4 亿元

15

2016 – 2020 压块燃料厂总投资*

～342 亿元

*——不含土地购买或租赁费。

（5） 终端应用设备——成型燃料锅炉和其它民用炉具
成型燃料的终端利用主要是代替煤炭、燃油和燃气进行热利用，无论是 2015
年还是 2020 年,成型燃料的终端用户仍将主要是蒸汽用户、集中采暖用户和农户
家庭。因此，成型燃料的终端利用设备主要是中小型的蒸汽锅炉、热水锅炉和户
用炊事/采暖/炊事‐采暖两用炉具。在分析产业链中终端利用设备的发展时，需要
考虑的问题是：规划目标年的数量规模；产品品种与质量；设计制造能力的需求；
投资与市场环境。
z 目标年的数量规模
以 2015 年和 2020 年为目标年。按照前面的分析，
“十二五”结束时，即 2015
年，规划的成型燃料利用量为 1200（– 1400 万吨），2020 年为 5000 万吨。大多
数成型燃料锅炉的容量在下面的范围内：1t/h / 700kW、2t/h / 1.4MW、4t/h /
2.8MW、6t/h / 4.2MW、8t/h / 5.6MW、10t/h / 7MW、20t/h / 14MW。现在无法
预测在目标年每个容量的锅炉究竟需要多少台。假设在目标年成型燃料锅炉的平
均容量为 6t/h / 4.2MW，锅炉平均热效率为 85%；锅炉额定负荷年运行时间为
3500 小时；成型燃料平均收到基发热量为 13.5MJ/kg；平均每个农户一年利用 3
吨成型燃料；工业和集中供热用的成型燃料和农户分散利用的成型燃料比例为 6 :
4。这样可以估算在目标年拥有的成型燃料锅炉和民用炉具的大致规模。表 17
是估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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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2015 年和 2020 年全国成型燃料锅炉和炉具的数量

年份

工业锅炉

民用炉具

成型燃料消耗量:

成型燃料消耗量:

720 万吨/年
2015

2020

平均容量

燃料消耗量

(t/h / MW)

(t/台·年)

6 / 4.2

4,600

480 万吨/年
锅炉台数
1,565

燃料消耗量
(t/台·年)

炉具台数
160×104

3

成型燃料消耗量:

成型燃料消耗量:

3000 万吨/年

2000 万吨/年

平均容量

燃料消耗量

(t/h / MW)

(t/台·年)

6 / 4.2

4,600

锅炉台数
6,520

燃料消耗量
(t/台·年)
3

炉具台数
666.7×104

从表 17 可以看出，按平均容量 6t/h / 4.2MW 计，2015 年和 2020 年全国成
型燃料锅炉的数量分别约 1600 台和 6500 台，即使考虑到不同容量的分布，锅炉
总数与这两个估计数的差别也不会太大。户用炉具的数量分别是约 160 万台和
670 万台。这个数只占全球清洁炉灶联盟计划的 1 亿台的 6.7%。
z 产品品种与质量
1 t/h – 20 t/h （0.7 – 14 MW）的燃煤工业蒸汽和热水锅炉都是常用的锅炉
产品，对于成型燃料，也应该是通用产品。但是在用成型燃料作燃料时，要考虑
几个专门的问题：热效率要足够高，按容量从小到大和不同的燃料品种，热效率
要达到 80% ‐ 90%，这要通过燃烧系统和受热面的精细设计加以保证；一、二次
风的配风方式要讲究，风量能调节，既保证气体和固体可燃成分有很高的燃烧效
率，又要控制烟气过量空气系数在合理的范围内；颗粒燃料的给料系统要专门设
计，压块燃料的给料系统与给煤系统类似，但是也有其特殊性；要提高锅炉（房）
的运行操作、监控和管理水平，监测锅炉运行参数（工质的流量、温度、压力，
燃烧温度，烟气含氧量，燃料消耗量，锅炉效率测算等）的系统设计要完备，一
次和二次传感元件的质量要过关，电动操作的执行机构要可靠，为科学、安全和
清洁生产提供保证；要绝对保证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使用地区的排放标准，
特别是随着国家和地方对烟气中细颗粒物排放浓度的要求逐步严格，高质量的布
袋除尘将成为成型燃料锅炉的主要除尘方式。
目前民用炉具的品种多样，质量参差不齐，但是也有性能优良、制造工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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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新颖美观的产品在出现。户用炉具也要像家用电器和家具那样，向标准化、
实用化、艺术化方向发展。今后要通过提高标准、规模化生产、质量监督、市场
竞争和管理，把劣质和山寨产品驱逐出成型燃料炉具市场。
z 设计制造能力的需求
目前在成型燃料工业锅炉的设计制造方面，有些企业是从燃煤锅炉设计制造
企业转型发展而来的，如河南的奥科瑞丰德润锅炉和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
司，有的是从燃油燃气锅炉的设计制造企业转型发展而来的，如广州迪森生物能
源有限公司。虽然从锅炉制造的工艺装备和工艺质量看，燃油燃气锅炉制造厂可
能要优于燃煤锅炉制造厂，但是成型燃料工业锅炉的设计和制造对原来两种类型
的制造商来说都有新的课题和挑战。从估算的 2015 年和 2020 年成型燃料工业锅
炉的拥有数量看，国内的制造能力很容易满足“十二五”期间直到 2020 年的市
场需求，因为这些数量只占国内现有的燃煤、燃气、燃油工业锅炉制造能力的很
小一部分。能力的重点将集中在成型燃料工业锅炉的设计方面。不仅是锅炉本体
的设计，还有整个锅炉房的设计。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成型燃料的工业化、规模
化应用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各个公司都是边干边摸索，逐步积累经验，形成自
己企业的设计标准和规范，一般只在企业内部进行交流和讨论，基本处于内部封
闭运行的状态，对外则很少公开信息和交流讨论，造成了各个公司关门照自己的
设计方案、方法、标准、规范搞的局面，产品的设计水平和制造质量差别不小，
妨碍整个成型燃料工业锅炉水平的迅速提高。随着成型燃料工业锅炉使用量和运
行实践经验的增加，要着手组织设计院、制造厂的工程技术人员，集体编写带有
通用性质的锅炉和锅炉房设计规范和手册，国家有关部门要组织制定相应的设计
制造标准。
对小型成型燃料炉具而言，因为需求量很大，就要求生产规模要相对集中，
才能克服小、散、乱的现状。要着力扶持和培育产品适销对路的，有资本、技术
和市场营销实力的，年产销 10 万台套量级炉具的龙头企业。
z 投资与市场环境
取锅炉整套设备（包括电器测控设备）价格为 15 ‐ 20 万元/吨（0.7MW）、
新建锅炉房的成套造价为 40 – 50 万元/吨（0.7MW）、炉具平均价格为 2,000 元/
台套（以上均为 2011 年价格），根据表 17 估算的数据，到 2015 年和 2020 年购
97

买成型燃料工业锅炉和炉具，以及新建锅炉房（假设全部为新建）的累计投资见
表 18。
表 18

至 2015 年、2020 年累计购买成型燃料锅炉和炉具及新建锅炉房的投资估算

项目

工业锅炉

锅炉房

小型炉具

15 ‐ 20

40 ‐ 50

2,000

9,390

9,390

（6,573）

（6,573）

～14.1 – 18.8

～37.6 – 47

39,120

39,120

（27,384）

（27,384）

～58.7 – 78.2

～156.5 – 195.6

万元/蒸吨（0.7MW），

价格指标
元/台套

2015 年

蒸吨（MW）
，万台套

累计量
2015 年

亿元

累计投资
2020 年

蒸吨（MW）
，万台套

累计量
2020 年

160

亿元

累计投资

～32

667

～133.4

表 18 给出了到 2015 年、2020 年社会向成型燃料终端利用设备方面累计投
资的大致数量（2011 年不变价）。
到 2015 年，累计投资在成型燃料工业锅炉设备、建设完整的锅炉房和小型
炉具方面的资金大约分别为 14.1 – 18.8 亿元、37.6 – 47 亿元和 32 亿元，合计大
约为 69.6 – 79 亿元（锅炉设备投资含在锅炉房投资内），“十二五”还有 3 年半
时间，平均每年大约需投入 20 – 22.6 亿元。
到 2020 年，累计投资在成型燃料工业锅炉设备、建设完整的锅炉房和小型
炉具方面的资金大约分别为 58.7 – 78.2 亿元、156.5 – 195.6 亿元和 133.4 亿元，
合计大约为 289.9 – 329 亿元（锅炉设备投资含在锅炉房投资内），扣除“十二五”
期间的投资，“十三五”期间平均每年大约需投入 44 – 50 亿元。
（6） 建设跨地区的成型燃料物流配送平台
在原则上，成型燃料应该就地加工，就地利用。但是实际上由于资源和原料
相对集中的地区与成型燃料消费相对集中的地区不一定重叠，成型燃料的生产周
期与消费周期不一致（比如城镇冬季集中供热）等因素，从而造成在一个地区内
或一个时段内产销不平衡。目前广州迪森公司就遇到了这样的矛盾，并且已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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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考虑建立公司自己的跨省区的成型燃料存储调运中心。可以设想，今后随着成
型燃料消费量的增加，以及林业固体剩余物的开发利用和木质颗粒燃料生产量的
增加，地区之间和一年中不同季节之间产销不平衡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突出。在
这种情况下，建立成型燃料的存储调运配送平台自然就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对大宗物资的存储调运，我国已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煤炭、燃油、粮食等物
资在存储调运方面的经验都可以学习借鉴。只要有市场需求和盈利空间，市场行
为主体就会投入参与进来。
（7）

新型能源服务

像目前的广州迪森、吉林宏日、北京盛昌绿能等公司同时扮演成型燃料生产
商和合同能源管理承包商的角色一样，今后在产业链中可能会大量出现类似的新
型能源服务公司。
新的能源服务公司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的同时从事成型燃料的生产和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有的从事成型燃料的存储调运和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有的甚
至从燃料生产、锅炉制造、燃料调运，到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一条线下来做到底（如
广州迪森公司的业务），以追求公司利润的最大化。从已有的案例分析看，面对
客户用成型燃料开展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是有一定利润空间的业务，可以比较有
效地部分规避成型燃料生产成本高的缺点。正因为如此，上述几个公司才在实践
中摸索到了这条出路。特别是用成型燃料代替燃油燃气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留
给承包商的利润空间还比较大。对于用户来说，省去了热源更新改造投资和燃料
采购、日常运行的负担，花合理的成本获得所需要的热能和优质的服务，环保排
放达标又得到了保障，何乐而不为呢？
实行合同能源管理，对管理服务承包商的要求很高，即有较雄厚的资本实力，
有专项的技术特长，拥有多种专业的人才，管理和抗风险能力较强，等等。改造
或新建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热源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运行费用都由服务承包商承担，
一般在 8 年左右的合同期内，承包商必须兑现其节能减排和所有其它的服务承
诺，才能回收他们的投资和运行成本，并得到期望的利润回报。
有能力承担成型燃料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的公司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打造出来
的，而必须经过在行业中的锤炼，所以这种新型能源服务的成长一定是渐进和有
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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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业标准化工作
标准是一个行业生存发展的基础，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成型燃料产业是一
个年轻的产业，涉及的行业多、专业多，在生产工艺和设备、成型燃料产品等方
面，目前所缺的标准也多，特别是缺少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即使已有的标准也没
有得到普遍严格的执行。这种情况使产品生产商和用户无法用比较统一的尺度开
展业务。对有关行业标准、规范、规程的现状和建议见表 19。
表 19

序号

项

有关成型燃料产业的标准现状和建议

目

目前状况

备

注

颗粒燃料基本性能标准

已发布农业部标准和北京市标准

没有普遍执行

压块燃料基本性能标准

已发布农业部标准和北京市标准

没有普遍执行

分类分级标准

无

质量检测试验标准

已发布农业部标准和北京市标准

基本没有执行

包装和运输标准

已发布农业部标准和北京市标准

没有严格执行

技术条件标准

已发布农业部标准

没有严格执行

试验方法标准

已发布农业部标准

没有严格执行

成型燃料标准

1

成型设备标准

2

设计制造标准、规范
（程）
成型燃料生产工厂设计建

3

设规范
生产原料的存储规范

4

成型燃料工业锅炉技术条

5

件标准与试验规程
成型燃料户用炉具性能与

6

试验方法标准
成型燃料锅炉厂房设计与

7

建设规范
成型燃料产业市场准入与

8

市场管理条例

6

无行业标准、规范（程）

距大

无

急需制定

无

需要制定
目前套用一般工

无

业锅炉标准，不完
全合适。

已发布北京市标准

无全国性标准
目前套用燃煤锅

无

炉房规范，不完全
合适。

无

需要研究制定

资金与金融产业进入

（1）

各厂执行标准差

资金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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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建设我国成型燃料规模化发展的产业体系，从“十二五”规划的第
三年开始才能加快步伐。虽然需要的投资资金量不太大（按 2011 年不变价，
“十
二五”后三年平均每年投入约 70 亿元，“十三五”平均每年约投入 160 亿元），
但是任务紧迫而且繁重，产业中现有的法人主体又多是中小型私营企业，他们的
资金实力十分有限，如果国家不帮助建立起投资资金保障体系，需要的资金筹措
不到，成型燃料产业的规划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
要动员资金的拥有者向成型燃料投放资金，首先要保证他们投入的资金能够
回收回来。这个前提就是投入资金后形成的产品和服务能进入市场创造出产值和
利润，就是说生产的成型燃料和锅炉、炉具等利用设备能被终端用户所充分消费，
从消费带来的利润中逐步收回投资。所以政府一定要促成建立可持续的成型燃料
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机制。
国内银行、基金公司、投资公司、行业内实力较强的公司，大型能源企业和
其它行业的企业、外资都是成型燃料产业潜在的投资者。只要有积极的产业政策
让他们看到光明的投资前景，筹集到上述需要的资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资金来源结构示意

如上所述，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所需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如图 48 所示。
金融产业：
企业投入：
z

内资企业

z

外资企业

成型燃料产业

z

贷款、贴息

z

投资基金

z

资本市场

z

世界银行

国家投入：

图 48

7

z

专项基金

z

发展基金

z

税收优惠

z

补贴奖励

发展成型燃料产业资金来源结构示意

产学研结合与人才队伍的培养

通过产学研结合，集中三方面的优势，扬长避短，联合攻关，是世界上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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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和技术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国不少产业和技术领域也受益于此。在加快
发展成型燃料产业的过程中，也需要走这一条路。同时产学研结合也是高校为产
业和研究部门培养和输送专业对口技术人才的捷径。
在成型燃料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产学研的结合都很薄弱，许多企业的
骨干技术队伍十分紧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
法来促进产学研的结合。
（1） 现有的和准备进入成型燃料产业的企业，特别是成型燃料原料的收集
运输、成型燃料生产装备和成型燃料利用设备的设计制造企业，在观念上要认识
知识产权和企业经营信息保护与技术保密、市场竞争的联系和区别，把握好保密
的分寸，努力把企业办成与外界有人员和信息交流的开放式企业。对企业在技术
方面的短板和瓶颈要敢于公开，敢于主动地吸纳社会资源参与解决。
（2）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在科技项目方面支持成型燃料产业发展时，要有
意识地加强对产学研结合的引导，避免只靠一方面的力量单打独斗，提高科研经
费的使用效率。在国家资金支持下产生的科研成果中，凡是非保密的成果，项目
承担单位都有责任和义务向社会无保留地公开。
（3）在成型燃料产业技术方面有研究基础和条件的高校，可开办专题短期
培训班，面向对口的有关企业招生开课，企业派人带着生产实践中需要解决的急
难问题参加培训班，这样一方面批量系统地普及专业基础知识，另一方面群策群
力探讨急难问题的解决方案。对办这些培训班需要的经费，采取企业出大头、相
关政府部门出小头给予补助鼓励的办法解决。
（4）企业主动向高校对口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开放，每年提前公开发布
计划接纳学生到企业开展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的人数、专业范围等信息，既吸引
学生走进企业、熟悉企业、研究企业，又为今后招揽专业人才进入企业工作打好
基础。
（5）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联盟筹备成立后，可以在推动产学研结合中发挥
重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

8

产业政策的完善和配套

为了实现“十二五”期间和到 2020 年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目标，中央和地
102

方政府加强和完善现有的支持激励政策，研究和制定还需要出台的政策，是必不
可少的重要的前提条件。在产业政策的完善和配套方面，需要重视的问题有以下
几个方面。
（1）对现有的中央财政支持的秸秆能源化补贴、以农林固体剩余物为原（燃）
料的能源产品的所得税和增值税优惠、农机购买补贴、科技支持等政策一定要坚
持下去并加以补充完善，即使在实际贯彻执行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能动
摇。因为成型燃料产业目前的状态还很不成熟，行业在整体上刚刚步入产业化发
展的轨道，今后 5 — 10 年的任务又重又急，只有坚持积极的政策扶持方向不动
摇，才能巩固整个行业的发展信心，注入发展的动力，保持良性的发展势头。政
策执行中产生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2）需要环境保护部从全国的角度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相应
的文件，对成型燃料燃烧利用的总体环境影响作出积极的、实事求是的界定，给
全国各地的环保技术部门在进行成型燃料利用项目的环评和环保主管部门在审
批项目时有一个统一的政策依据。
（3）建议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农业部、国家发改委资源
节约与环境保护司等部门协同，对现有的能涵盖成型燃料的生产、销售和利用的
各项政策和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和回顾，使从不同部门发出的文件能够互相协调、
平衡和兼容，对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兼容的地方进行适当的修订，对缺失的地方
进行补充。
（4）迄今已出台的对成型燃料适用的政策多与农作物秸秆及农产品加工固
体剩余物的能源化利用有关，对以林业固体剩余物为原料的成型燃料适用的不
多，这种情况已不适应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木本成型燃料的质量和环境影响比
草本成型燃料的更好，应用面更广，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另一方面，木本成型
燃料的生产技术更复杂，成本更高，因此要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建议有关部门
尽早把制定这方面的鼓励政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5）为了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刺激向可持续和绿色经济转型，国家需要
建立国内的 CO2 减排行业责任制度和交易（CDM）机制。如果建立起这样的制度
和机制，将有利于成型燃料的推广使用。
（6）地方各级政府应当针对包括成型燃料产业在内的生物质能发展制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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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可实施的、可量化评估的政策，从一般规划和号召转向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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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

论

1.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是一种可再生的绿色能源，不仅使农林固体剩余物
废弃资源得到综合利用，而且可以代替煤炭、燃料油和天然气，既能改善能源结
构，又能减排 SO2、NOx、粉尘，还能减排 CO2。发展成型燃料产业一举多得，
利国利民。
2. 2015 年和 2020 年全国生产和消费成型燃料的目标分别是大约 1,200 万
吨和 5,000 万吨。这些目标意味着，2013 到 2015 三年中，成型燃料的生产消费
量平均每年要增加 250 – 300 万吨；2016 – 2020 五年中，平均每年要增加约 800
万吨。从现在起，如果不采取非常规的跨越式发展的刺激政策和有力措施，上述
目标就很难实现。
3. 我国成型燃料产业经过“十一五”期间的摸索和培育，已经具备了进行
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设计和制造成型设备方面，国内形成了上海申德、江
苏牧羊、北京奥科瑞丰、江苏溧阳和河北石家庄“三厂二平台”的格局；我国制
造成型燃料工业锅炉和炉具等设备的能力很强；对成型燃料在城市和农村消费市
场的开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条件为今后的产业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4. 我国现有的农林固体剩余物资源中，大约有 4 亿吨农业固体剩余物和 3
亿吨林业固体剩余物可做能源化利用，完成对其中的部分资源的收储运就能满足
2015 年和 2020 年的成型燃料发展目标对原料的需求。但是因为农林固体剩余物
散布在农村和山区，堆积密度小，形状各异，原料的收储运在技术和成本上都是
难题。
5. 在成型燃料产业链中，目前大多数的行为主体都是小型企业，虽然已经
成长了一些有一定的技术、资金、经营管理实力的企业，但是数量太少。在成型
燃料生产装备设计制造方面，已经初步具备了颗粒燃料环模成型机和整条生产线
的设计、制造和配套能力，但是装备运行的可靠性有待提高，特别是环模、压辊
等易损件的工作寿命需要加长；压块燃料环模成型机的设计制造能力也已具备，
但是尚无完整的生产线设计方案，更无示范工程，压块成型机运行不稳定和环模、
压辊等易磨损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年产 3 – 5 万吨成型燃料的规模化燃料
生产厂在全国屈指可数。成型燃料消费市场总体规模小，地域分布不平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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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不足，极大地限制了成型燃料产业健康快速地发展。
6. 成型燃料的产业链很长，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原料的收储运
到燃料的加工和终端利用，涉及到农村、林区和城市的广大地域，农业、林业、
能源、环保多个部门，机械、热能转换和利用、环境、工业化生产和经营管理等
多个专业。今后产业化发展的重点是建设年产 3 万吨及以上的压块燃料厂和 5
万吨及以上的颗粒燃料厂，中小型成型燃料工业锅炉及锅炉房和户用炉具。为了
实现规模化发展目标，经过测算，按 2011 年的价格水平，2013 – 2015 三年中，
整个产业需要的投资平均每年约 70 亿元，其中成型燃料生产方面的投资约 48
亿元，终端利用方面的投资约 22 亿元；2016 – 2020 五年中的投资平均每年约 160
亿元，其中成型燃料生产方面的投资约 114 亿元，终端利用方面的投资约 46 亿
元，这些资金的来源还没有落实和整合。
7. 总结过去五、六年我国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经验，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
并坚决贯彻一系列扶持和激励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政策，如秸秆能源化利用财政
补贴政策、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所得税优惠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农机购买补
贴政策、建设绿色能源示范县政策、科技项目支撑、城区限制燃煤的政策等，对
成型燃料的生产和利用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今后政府积极支持成型燃料产
业发展的政策和对政策实施的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8.

建议中央和各地有关政府部门尽快完善和配套支持成型燃料产业发展

的政策，加强对落实 “十二五”和 2020 年成型燃料规划目标的监督和管理。政
策的重点是：
（1）环保部尽快出台全国适用的支持利用成型燃料的文件，推广河
南省郑州市和沈丘县利用成型燃料代替煤炭改善市区和县城空气质量的经验，为
迅速扩大成型燃料消费市场创造政策条件，带动整个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2）
有关涉及支持生产和利用以农业剩余物为原料的成型燃料的财政补贴、奖励、税
收优惠和减免的政策要扩大到适用于以林业剩余物为原料的成型燃料的生产和
利用；
（3）对利用成型燃料实现节能减排的终端客户应给予奖励；
（4）国家对成
型燃料产业的科技支持项目要紧密结合产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技术瓶颈问题，推
动产学研结合；
（5）组织制定产业发展所必需的标准、规范和条例；
（6）建立成
型燃料产业发展的投资保障体系；（7）建立年产 3 ‐ 5 万吨及以上成型燃料规模
化生产项目的省内审批和向国家能源局备案的制度，以利全国范围内的综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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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8）推动建立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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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一、
1

附

件

《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经验交流会》简介
会议简报

全国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研讨会简报
一、会议概况
2011 年 11 月 25-26 日在北京神舟国际酒店召开了全国生物质成
型燃料产业化发展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业
内专家和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企业。
这次会议是课题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设计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
将调研的基本情况和初步结论向与会领导、专家和企业代表做一汇
报，并征得反馈意见；倾听“十二五”成型燃料规划对行业发展的要
求和政策精神；与到会企业代表进行深入访谈、讨论，获得深入的行
业信息和需求。这次会议的时间安排在课题的第一阶段现场调研之后
和第二阶段现场调研之前，达到对项目前期工作小结，和对后期工作
指导的目的，使得本课题的最终报告能尽可能贴近中国产业发展现状
和产业发展政策。
会议由课题组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凤起研究员主
持并致开幕词，主要议程有：
（1）项目组汇报；
（2）典型企业广州迪
森、上海申德发言；
（3）主要领导讲话；
（4）领导、专家和企业代表
针对产业现状和规模化发展交流、讨论；
（5）讨论关于成立产业联盟
事宜。此外还安排了预备会议、会外会、会外交流和访谈等。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现阶段产业发展的需要，是完成“十二五”全
国成型燃料发展规划的需要，也是多年来企业、专家、政府领导共同
不懈追求与实践的小结和对未来的期待和展望。

二、 发言要点
项目组汇报调研情况和初步结论的要点是：自 2009 年以来，成
型燃料产业呈现了一波发展的高潮，状况比想象的要好，表现在成
型燃料生产工艺与设备的基本成熟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成型燃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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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民用热能领域，特别是中小型工业锅炉中成功应用的诸多案
例；成型燃料的生产销售应用出现了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地方性市
场；成型燃料的发展势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同时还要看到整个
产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产业链还不够完整，不够成熟，要达到
正常的产业化发展阶段还有相当一段路程。
随后，广州迪森公司、上海申德公司重点介绍了企业的发展历程
和主要经验。广州迪森是业内企业的典范，是成型燃料规模生产、生
物质锅炉制造与应用的综合型企业，也是业内唯一一家集产学研于一
体的现代企业。他们已经建设了或正在建设 10 个年产 5 万吨成型燃
料的生产基地，在工业中利用成型燃料代替煤炭、燃油和燃气的规模
和水平也很高。上海申德是制造成型燃料生产设备的骨干企业之一，
2006 年以来经过不断的探索、创新、实践，成功开发出 420、520、
600、800 等系列生物质颗粒燃料压缩成型机及成套设备，目前其产
品主要的市场在欧洲、美国、加拿大和韩国等地，代表着国内的高端
产品。广州迪森和上海申德两个公司的发展经验值得成型燃料产业内
的其它企业思考和借鉴。
在广州迪森和上海申德介绍了他们企业发展的情况后，国家发改
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首先讲话。他指出生物质固体
成型燃料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技术和能源生产消费形式，它的产业化发
展是必须的。“十二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即将确定生物质固体成
型燃料的发展目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高标准，也是“十二五”可再
生能源管理的重点之一，其产业化发展有着比较好的机遇。一个是生
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在新能源城市建设中用于供热、供暖是合适的，并
且要求达到一个绝对数量或者一定的比例，以此来带动商品化发展和
产业化进程。另一个是绿色能源县建设，每一个绿色能源县都要有
1-2 万户农民使用成型燃料作为他们生活用能的能源，同时还要有一
定数量的农业或工业生产用能。现在的问题是行业要尽快制定各领域
的技术、质量标准，提高行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为市场和客户提供可
靠的产品。
紧接着农业部原副部长洪绂曾在发言中指出，要提升农业生物能
源的发展速度，生物质能源对可在生能源的贡献将是巨大的，在座的
都是开拓者。生物质固 体成型燃料产业还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仍面
临很多问题、难题，资源的利用就是其中之一。资源的数量巨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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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能利用的数量很少。还有设备的标准化、规模化也是一个问题。
发展新兴产业要依靠科学技术，做应用研究，也要做些必要的基础研
究，可以实施产学研相结合，也可以跨系统、跨部门的整合资源，解
决技术难题。根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 2020 年中国生物
质固体成型燃料生产应用将达到 5000 万吨，这对代替煤炭等化石燃
料，减排 CO2 和 SO2，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带动直接投资和 GDP 增
长都有重要的意义。另外成立成型燃料产业联盟是很重要的举措，是
组织化、规范化之举，使整个行业受益，所有企业受益。
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元春为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已奔
走呐喊多年，他很有感慨地说，很多事情预料不到，成型燃料产业在
我国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不过能生存，能发展
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一是不容易，二是必然有它的道理。相比起来，
固体成型燃料是最简单、最实在、最有群众基础的生物质能源技术路
线，认识这个问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的声音太弱小，适当的时
候邀请媒体帮助宣传，做些报道是必要的。由于这是一个新产业，看
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点不少，首先是政策层面不够成熟，在战略层
面的考虑不够清晰，应更清楚些，积极推动战略新兴（型）产业的发
展。第二是定位支点问题，对成型燃料的生产和清洁应用，怎样表达
才更准确，更有引导性、鼓励性和易于推广。第三，在中小工业锅炉
上使用成型燃料替代煤，是有优势的。第四，整个产业还很幼小，还
不成熟，需要扶持和一个较长时间的建设。
环保部污控司大气处刘孜处长的发言很受企业的关注，因为大家
知道环保部门拥有一票否决权，环保政策对推动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
举足轻重。刘处长说，第一，当前大气污染形势非常严峻，区域性污
染、灰霾天气和污染源头控制，但是各地产生污染的原因又是不一样
的，其中煤的污染主要是 SO2、NOx 和粉尘（可吸入颗粒物，包括 PM10），
目前正在制定《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将很快发布。第二，国
办 32 号文和“十二五”规划都支持、鼓励发展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
环保部也不例外，只是需要制定具体操作、检测办法。第三，成立产
业联盟后要制定出产业自身的技术路线和发展路线，要制定相关标准
和规范，包括规范生产和规范生物质锅炉、炉具等。还有，能否编写
一个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哪怕是参考性的。最后他说，生物质固体成
型燃料减排很有特色，控制得好，操作得好可以与天然气相比，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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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切入点。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研究员秦世平是固
体成型燃料的专家，是参与国家有关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政策性文
件的起草人之一。他在发言中说，第一是（市场）理念的转变，即要
树立工业理念，走工业化生产、消费的道路，成型燃料的生产是规模
化，成型燃料的应用是工业化，其主导市场是中小工业锅炉，农村、
农民的应用是辅助的、低成本的。因此无论是生产装备、锅炉等都不
能是低端产品，要开发中高端产品才能适应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要
求。第二关于看得见的市场，其中城市使用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和生
物质锅炉集中供热，农村 108 个绿色能源县，每个县国家补贴 2500
万元，发展沼气和成型燃料，计算下来有 1,000 个乡，再加上 10,000
个林业生物质点都要使用成型燃料作为家庭炊事、采暖的能源。
中国炉具协会副会长贾振航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是成型燃
料行业成立产业联盟的时候了，我们 100%支持成立产业联盟。我在
中国炉具协会工作，深知“行业协会”或“产业联盟”对企业和行业
发展的重大作用。产业联盟可以把企业组织起来，为企业做很多实实
在在的事，在推动成型燃料产业化发展进程中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第二，目前成型燃料产业还不成熟，比如成型设备及相关产品都缺乏
相关行业标准，所借用的一些农机产品的非专用设备，其相关标准有
的也已落后。另外行业中的大多数企业，规模过小，处于一种无组织、
无序,有的甚至还是作坊状态，难于适应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要求。
第三，我们所推动使用的清洁炉具的目标是替代燃煤和提高室内空气
质量。中国一些地区的老百姓在生活中所使用的煤的含氟、含硫量几
十倍甚至上百倍超标，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带来严重
威胁。而使用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替代当地的劣质煤是解决这个问题
的有效方法之一。因而，中国推广生物质成型燃料和生物质清洁炉具
是功德无量的伟大事业。
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周篁博士闻讯也赶来参加会
议。他的发言开宗明义，说他就是为成型燃料产业联盟来的，有了产
业联盟，企业就有了找到家的感觉。站在产业整体的高度，产业联盟
的出现是必然的，是产业发展的产物，也是具备了初步产业化发展条
件的结果。接着他又讲了市场和产业化之间的关系。他列举了生物质
发电的例子，说生物质发电首先解决了上网问题，也就是解决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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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有了市场就不愁卖。借助这个思路，把成型燃料和城市集中供
热联接起来，也就解决了成型燃料的市场出路，这样产业发展动力就
解决了，因而明确成型燃料的市场方向和定位是至关重要的。他最后
说，协鑫集团还是有些实力的，出资 10-20 个亿是可能的，问题是看
准项目，看准着力点，希望能和大家合作。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能源环保研究所副所长孟海波说，对今天
的会议感受非常深，和五年前产业比较，和五年前的会议比较，确实
跨出了巨大一步，登上了新的台阶。今天是总结的会议，也是研究发
展的会议。现提两点建议：一是为了产业化发展，企业要组织起来，
要团结协作；二是成立产业联盟，企业是主体。
到会的嘉宾、学者发言的还有美国能源基金会代表卢红、国能生
物发电公司科技部总经理庄会永、山东大学教授董玉平、中南林业大
学教授陈喜龙、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总工程师李金良、农业部规划设
计研究院新能源室主任田宜水、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工程中心讲师朱万
斌等，他们的发言角度不同，各具特色。
辉南宏日、江苏牧羊、北京奥科瑞丰、辽宁森能、北京盛昌绿能、
溧阳荣达、河北天太、湖北和泰等企业的负责人也都争先恐后发了言。
根据专业不同，这些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成型燃料的生产设备制
造企业，第二类是成型燃料的生产企业，第三类是成型燃料终端利用
设计制造企业。在这三类企业中，有的第二类和第三类企业还兼负有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的任务。到会的企业负责人代表了整个行业的缩
影。
出席研讨会的企业代表们集中反映了成型燃料产业目前面临的
一些突出问题，它们主要是，一，可收集和利用的资源在价格和数量
方面的不确定性，，缺乏一种原料收储运的长效运行机制。二，多数
生产成型燃料的厂家不具备工业生产规模，并且存在生产工艺粗糙和
成型设备运行不稳定等问题。三，成型燃料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规范
性，扩大市场的动力不足。四，行业标准不完整，不健全。5，产业
政策不配套。这些问题都要在企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尽快解决，扫
清成型燃料大规模产业化发展的障碍。

三、 倡议成立产业联盟
与会领导、专家和企业代表一致同意由会议提出成立产业联盟的
112

倡议，并委托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能源环保研究所副所长孟海波博
士、辉南宏日新能源公司董事长洪浩博士和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工程中
心朱万斌同志共同负责前期筹备工作，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成立生物
质成型燃料产业联盟的倡议书》。
2
二、

关于成立产业联盟的倡议
参加《2012 可再生能源与环境材料国际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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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企业、机构联系索引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行业主要企业和机构联系索引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邮箱

1

任

曙

上海申德机械有限公司

2

唐林强

上海申德机械有限公司

3

易炳权

牧羊集团

副总裁

0514‐87848888，13905279635

ybq@muyang.com

4

张国平

牧羊生物能源设备公司

总经理

0514‐85828990，13952562869

zgp@muyang.com

5

管

溧阳市荣达饲料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0519‐67180580，13801495939

lyrdgh@163.com

6

宋旭伟

江苏鼎邦生物质能源机械有限公
司

董事长

0519‐87327388，13901496326

jslyxy@163.com

7

杨小亮

河北天太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总经理

0311‐82238229，18631198293

hebeitiantai@163.com

8

石书田

北京奥科瑞丰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010‐64843368，18611013323

stshi@bjakrf.com

9

周子丹

北京奥科瑞丰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010‐64850100，18611013356

zdzhou@bjakrf.com

10

贾振海

河北奥科瑞丰生物质技术有限公
司

总经理

0316‐8937041，13343263900

zhjia@bjakrf.com

11

王

辉

北京奥科瑞丰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010‐64850100，18611013368

wanghui@bjakrf.com

12

马

革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020‐82199653

dsmage@devotiongroup.com

13

曾剑飞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公司
总经理

020‐82199902，18675625631

xh2311389@yahoo.cn

14

洪

辉南宏日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010‐82601957，18611705333

hh@hrxny.com

君

浩

总经理

电话
021‐57745781

市场部副经理 021‐57745779，1391769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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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shu@shendemach.com
shendetlq@163.com

15

赵

威

辽宁森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0413‐5262909，13904230018

silverport2008@yahoo.com.cn

16

李金斗

辽宁森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

0413‐5263433，13009268888

silverport2008@yahoo.com.cn

17

傅友红

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010‐65831226，13901360476

honghuif@vip.163.com

18

张晓姣

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010‐60215442，15810207709

janazhang@bj‐sbst.com

19

李善学

湖北和瑞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

027‐81881668，15872397812

info@harmonybe.com

20

石

哈尔滨金石生物质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首席执行官

0451‐53753466，13845083267

owenshi@ksenergy.cn

21

魏保欣

河南奥科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2

王

蚌埠市中科新能源有限公司

23

张春德

24

磊

珏

常务副总经理 0371‐65636930，13323827688

bxwei@bjakrf.com

副总经理

0552‐6619966，18611036016

gege139@hotmail.com

雄县牛宝秸秆青草加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0312‐5752319，13703323119

niubaogongsi@126.com

王艳秋

雄县牛宝秸秆青草加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0312‐5752319，13933271279

niubaogongsi@126.com

25

李

巍

连云港皓越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0518‐85328999，13951498808

26

邵

勇

云南省西部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0871‐5358641，13308718866

ynkm_shao@126.com

27

陈惠良

云南腾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0871‐8314085，18669078316

tenzhong@163.com

28

郭建平

云南腾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0871‐8314085，13312558815

tenzhong@163.com

29

彭世润

河南德润锅炉有限公司

总经理

0371‐65861212，13837168831

pengshirun@126.com

30

崔桂娟

辽宁葫芦岛华东锅炉厂

总经理

13709898694

cuiguiguan@163.com

31

刘正请

湖南万家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0736‐4427428，13707427238

hnwjsy@163.com

32

邢立力

北京老万生物质能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010‐69743044

stsyb@laowan.com

33

徐海东

河北鑫华新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0312‐2838888，15831208066

hx@xinhuaxin.com.cn

34

姜仲国

北京金荣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010‐51350866，13911388195

zxluju@sina.com

副总经理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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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刘丽峰

保定奥普奥普机械有限公司

36

曹津生

石家庄青欣炉具有限公司

37

王瑞林

38

销售部长

13633322868

bdopop@hotmail.com

总经理

0311‐85346329，18631125592

Jinsheng612@sina.com

河北神禾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0311‐86508760，13582338364

周亚君

通辽和田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0475‐2861877，18647580577

39

周

篁

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官

021‐68862858，13910084997

zhouhuang@gcl‐power.com

40

吴创之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所长

020‐87057688

wucz@ms.giec.ac.cn

41

何晓峰

河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有限公
司

0371‐65710049，13838098845

hexfh@163.com

42

孟海波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43

田宜水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节能与新
能源室

主任

010‐65929410，13331003085

yishuit@yahoo.com

44

郝芳洲

中国节能炉具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010‐85989148，13801210836

haofangz@126.com

45

秦世平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可再生能源发
展中心

研究员

010‐63908475，13911518113

qinshp@amr.gov.cn

46

庄会永

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科技
部

总经理

010‐58681607，13910883668

hyzhuang@163.com

总工程师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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