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读 C04-C06

2013年12月3日 星期二
编辑：翟恒水 美编：金红 组版：韩舟

一个热源厂的环保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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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雾霾天气，不少供热企业要进行限产或临时停产。不过正
值供暖季，热企停产限产并不现实。热企进行环保设施改造面临着
众多难题，环保设备改造费用高，成本主要靠企业消化，企业难以承
受，致使供热企业压力大增。

11月22日，济南再次遭遇雾霾
天气，济南市启动了应急响应措施，
其中规定36家污染企业限产限排和
临时停产。

不过在36家企业中，涉及到黄
台发电厂、北郊热电厂、明湖热电
厂、南郊热电厂、金鸡岭热源厂、东
新热电厂等8家省城热源厂。据了解，
这8家热源厂的供热面积占到了省城
供热面积的八成以上。

不少涉及热企表示，在雾霾天
气下，热源厂废气排放确实应该得
到限制。“冬季供暖关系到民生，热
企限产必须由济南市供热主管部门
下达通知。”随着天气的日渐寒冷，

“供暖是冬季的头等大事，热企临时
停产，更不可能”。

据一家热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热企在调整生产参数时，主要

参考的是天气等因素。”随着天气日
渐寒冷，“热企会逐步增加负荷，还
没启用的锅炉也会逐步点火。”当遇
到极寒天气，“气温低于零下7摄氏
度，同热源厂相比污染严重的一些
小锅炉也会启用。”

黄台电厂为省城最大的热源
厂，供热面积占了三成左右，“为了
供暖，黄台电厂的4台机组已经全部
运行。”还有正在安装脱硝设施的8

号机组，“如果不供暖，8号机组完
全可以不运行，但为了供暖，还是必
须要启动8号机组。”

多家热企都表示，各热源厂前
期都进行了环保改造，基本都能达
到环保要求。“为了减少雾霾天气，
热企将调整使用含硫量低的优质煤
炭，在热量不变或增加的同时减少
废气排放。”

今年的煤炭平均每吨价格为
750元左右，比去年低了近 50元，
很多市民质疑为什么煤价持续走
低，供暖费却不下滑。济南市政部
门和供热企业大都说，环保设备
投入高，虽然买煤花销小了，但环
保成本高了，“实际成本并没有降
低。”

据济南市政部门相关负责人
介绍，按照山东省最新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要求，2012年、2013年，省城
供热企业实施环保设施的升级改
造，总投资约3 . 1亿元。脱硫、脱硝
以及除尘等环保配套设施建设费
用已超过了锅炉本体建设费用，同
时环保设备运行维护费用也逐步
提高，增加了供热成本。

据介绍，济南市目前共有9300

万平方米供热面积，摊到每平方米
上，环保增加的成本就要4元。

“现在环保设施的改造所需的
资金主要还是靠企业内部进行消
化。”一热企负责人说。每年各家热
源厂都向相关部门缴纳了数额不
菲的排污费，“但是环保设施改造
的资金需要企业自行消化。”

“环保设施的改造费用已经占
了供暖成本的二成左右。”投资近
亿元的环保设备，环保补助资金才
近百万元，“实在是杯水车薪”。由
于供暖是民生工程，“通过上涨供
暖费来转嫁企业的环保成本短期
来看并不现实，希望政府的环保补
贴能提高。”

随着环保标准的提高，省城不少热源厂加大了环保改造。
记者2日深入济南热力公司浆水泉热源厂采访发现，从除尘脱
硫到污水处理，各个环节都有越来越高的科技含量。环保改造
后每吨燃煤的烟尘排放量只有10克左右，气态含硫物经过处理
变成石膏外运，不但实现了环保，还实现了变废为宝。

“以前规定每立方米烟气中的
烟尘含量最高80毫克，现在则是
不能超过50毫克。”济南热力公司
浆水泉热源厂经理闫明告诉记者，
煤炭燃烧时会出现大量烟气，其中
含有烟尘、硫化物等对大气污染的
物质，烟气在排入空气前需要进行
处理。

为了将排放量降低30毫克，
浆水泉热源厂新上了除尘设备，对
烟尘进行过滤收集处理。

烟气首先需要进入除尘设备。
浆水泉热源厂采用布袋进行除尘，

“除尘设备共有1200层布袋，烟气
来到除尘设备，经过1200层布袋
的拦截。烟气中的灰分，99 . 99%都
被截留下来了。”据介绍，按照10%
的标准，一吨煤中的灰分大约为
100公斤。经过除尘处理后，只有
0 . 01%的烟尘排放到大气中，总重
量只有10克。

经过除尘器处理，回收的烟尘
集中在灰室里，通过除渣系统，与水
混合后形成灰膏。这些灰膏将随煤
渣一起外运，这样就不会在大气中
扬散了，避免对大气造成二次污染。

燃煤烟气经过除尘后，下一步
进入脱硫设备。除了灰分，硫化物
质对空气的污染最大。按照目前的
规定，所进燃煤的含硫量一般都控
制在0 . 5%以下。

“以前二氧化硫的含量为每立
方米烟气 900克，现在则降到了
300克以下。”闫明说，为了排放达
标，浆水泉热源厂投资200万元对
脱硫塔进行了改造。

据介绍，含硫标准的高低，
市民凭借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只
能通过专业检测设备。但硫化物
聚少成多，排放多了对大气的污
染就严重。“烟气经过除尘后，进
入除硫设备。烟气在除硫设备内
与石灰水发生反应，最终将气态
的硫转换成固态的石膏，方便运

输。”闫明说。
“这是曝气池，是将含硫物由

气态变成固态的关键。”在厂区
内，记者看到一个方形池翻滚着
白色的浆液，气态的硫化物经过
脱硫塔形成亚硫酸钙，经过曝气
池变成硫酸钙。浆液经过脱水处
理后就形成了石膏，气态的硫化
物也就变成了固态，不会对大气
产生污染。

从煤炭的角度计算，按照
0 . 5%的含硫标准，一吨煤大约有5
公斤的含硫物。经过脱硫塔能回收
95%以上，大约只有250克排入大
气。“这个算法不太精确，从环保的
角度是按照烟气量来计算。”据介
绍，浆水泉热源厂的脱硫效率一般
都超过了95%。

离浆水泉热源厂很远，记者就
看到有一股浓重的白烟从高大的
烟囱中冒出来，慢慢飘散到空中。

“这些白色的烟气大部分都是
水蒸气。”据热源厂工作人员介绍，
如果燃煤烟气不经过处理，发黄说
明硫排放超标，发黑说明烟尘处理
不合格。发黄发黑的烟气在空气中
能飘散很长时间，就像黏稠的液体
似的。而白色的烟气很快就能消
散，说明里面大部分都是水蒸气，
这些就是热源厂的用水风耗。

据介绍，很多人都认为热源厂
主要是对烟气进行除尘、脱硫处
理，其实生产当中会产生大量的废
水，污水处理也是热源厂的重头
戏。

“脱硫的废水量最大，每天有
200吨-300吨。”闫明表示，为了脱
硫，需要将硫化物变成水浆，然后
进行脱水变成石膏。而水浆分离后
的废水由于化学物质含量超标，无
法直接排到市政管网中。

另外，煤炭燃烧后会产生大量
煤渣，温度很高，需要用水进行冷
却。煤渣遇到水后炸开，也有利于设
备的安全运行。热源厂每天光除渣
废水就产生50吨-100吨，除了10%左
右的风耗，大部分需要外排。

“我们有一整套废水处理系
统，处理后的水质接近于自来水。”
据了解，生产废水回收集中处理
后，其中一部分要循环利用，用不
了的再通过市政管网排出去。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蒋龙龙

今年正式供暖前，由于部分项
目排放超标，明湖热电厂上了环保
黑名单。

“市区内立个大烟囱确实不协
调，可真拔了烟囱市民供暖又成了
大问题。”对此，市政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了保障居民供暖，该热
源厂还是无法限产停产。

据介绍，作为省城建成历史较
早的热源厂，明湖热电厂紧挨着大
明湖，几乎位于市区中心位置。为
了应对雾霾天气，明湖热电厂进行
了环保改造，但受制于资金和周边
空间，很难像新建热源厂一样实行

较大规模的改造。
“作为一个老厂，改造的成本

甚至要超过新建成本。”一位业内
人士表示，随着城区发展，热源厂
外迁是大势所趋。但明湖热电厂一
旦外迁，虽然保证了环保，周边居民
供暖如何保证又成了难题。

据济南市市政部门负责人介
绍，为了给省城筹集更多热源，省
城拟通过各热电厂的管网联网，实
现热源的联合调度，为城区供热提
供更多保障。而针对明湖热电厂的
问题，根据济南市政府的统一规
划，明湖热电厂未来两三年内或将
被关停，其供热面积用其他热源进
行替代。

为解决环保与民生的难题，济南市供热部门试点了煤改气、污水供暖等多种新型供暖方式，
但绿色供暖仍难消市民寒意。为此，供热部门尝试进行大温差供暖，长距离输送利用稳定的工业
余热，如何引入市场资金仍是该规划的关键。

据济南市供热部门工
作人员介绍，为了推广绿
色能源供暖，省城专门成
立了济南能源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统筹推广市域
内天然气、太阳能及地热
能等多元化供热。

目前，济南市西城新
上了10台燃气锅炉，东城
11家工业用户也实现了
燃气锅炉改造。另外，污
水处理三厂率先在滨河
新区局部区域进行了污
水供暖试点，一个日处理
10万吨的污水厂能为约
85万平方米的小区供暖。

“煤改气只改了126
吨，所占的比重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据济南市
供热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煤改气供热效率能

提高三成，氮氧化物排
放减少 60%，二氧化硫
排放减少 99 . 5%，但所
占比例不到一成。

据介绍，煤改气的
最大制约因素在于气源
不足和成本较高。燃气
锅炉的后期运行费用要
比燃煤费用高出两到三
倍。而污水供热是一种
低品位热源，只能为污
水厂周围3公里范围内
的居民供热，受限较大。

“煤改气和推广新
能源供热只能是个辅
助，关键还得寻找合适
的替代热源。”业内人士
认为，省城供暖面积逐
年增加，靠燃气锅炉和
新能源供热无法解决供
暖问题。

省城东北部的王
舍人片区是热源“空白
地”，片区供热缺口巨
大。根据设想，利用济
钢生产过程中的工业
余热向王舍人供热。据
了解，济钢开发的供热
面积达3000万平方米。
最初受益济钢工业余
热的是济钢宿舍区，后
逐渐扩展到济钢宿舍
区之外的小区。去年，
金河山庄也享受到了
济钢的工业余热。

工业余热的利用
在全国不少城市早有
先例，太钢为太原城区
的供热面积已经达到
1400万平方米。不过济
南市的工业余热利用
却遭遇到了寒流。进入

供暖季已经近20天，金
河山庄的工业余热不
来了。小区只能新建燃
气 锅 炉 ，解 决 供 暖 问
题。

据了解，余热利用
尚还处于起步阶段，难
免出现问题。今年，济
南供热部门和济钢在
配套费、采暖费上迟迟
达不成协议，造成了济
钢余热利用刚破冰又
遇寒流。

济钢余热利用不
仅存在利益难协调的
问 题 ，而 且 工 业 余 热
作为一种热源并不稳
定。如果钢铁减产，作
为副产品的余热也将
受 到 影 响 ，进 而 影 响
供暖。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蒋龙龙

污水供暖环保却难消寒意

工业余热利用刚破冰又遇寒流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蒋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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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天热源厂限产停产？

大冷天的恐怕不太可能！

本报记者 蒋龙龙 王光营

遇雾霾热源厂限产陷两难

环保成本已占供暖成本两成

除尘：烟气中的灰分99 . 99%都被截下

脱硫：一吨煤只有250克硫排入大气

污水处理：每天处理脱硫的废水二三百吨

明湖热电厂

两三年内有望关停

多渠道绿色环保供暖能力有限 炼钢余热供暖利益难协调不给力

经过环保处理之后，热源厂烟囱里冒出来的基本上是水蒸汽。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每个锅炉都配有除尘器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含硫物脱水后成为石膏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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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

脱硫

污水处理

一吨煤 灰分
100公斤

排放大气
中仅10克

经过除尘处理后

一吨煤

经过脱硫塔回收

5公斤
含硫物

250克
排入大气

每天处理脱硫的废水二三百吨

废水 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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