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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建丽

在新巨龙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的办公大楼里，中央空调
里吹出凉爽的风。外人很难知
道，这舒适的温度来自于采用
水源热泵技术，通过提取矿井
水热量，替代燃煤锅炉，用于
地面制冷和供暖。诸如此类

“用水不采水”、“采煤不用
煤”的节能技术，促进该企业
成长为现代化节能型煤矿企
业。

新技术应用，年节约用

水成本近千万元

据介绍，新巨龙公司积极
加强全过程节能减排管理，大
幅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和效益。2018年
完成节能量6523 . 64吨标准
煤 ，原 煤 生 产 综 合 能 耗 为
4 . 60千克标准煤/吨，原煤生
产电耗为25 . 97kWh/吨，选
煤电力单耗为6 . 97kWh/吨，
均符合山东省产品能耗限额
标准要求。

针对矿井超大涌水量，新
巨龙公司建设了“两站两厂三
中心”，形成井下涌水——— 超磁
净化——— 地面处理回用生产生
活——— 污水回收处理再利用的
循环利用体系。此举既防治了
水害，又使水资源得到合理利

用，可谓“用水不采水”。
据悉，再生水回用中心将

矿井水回用于生产、生活各环
节，满足了井下防尘、注浆、
WAT降温补水、液压设备软
化循环水、高端设备冷却用
水、地面洗选用水、沉陷区农
业灌溉需求等。“像我们现在
正喝着的水，就是经过超磁净
化处理的矿井水。”公司节能
部门负责人王伟介绍。矿井水
回用率可达到85%，满足了矿
区 4 0 0 0人日常生活饮用需
求，年节约用水成本近千万
元。

在公司的办公大楼里，中

央空调的运转，并不仅仅来自
于电力。新巨龙应用水源热泵
技术，替代燃煤锅炉。采用水源
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热量，用
于地面制冷、供暖。记者了解
到，冬季可制出45-60C热水，
夏季可制出8-12C冷水，供应
于矿井筒防冻、浴室供热、中央
空调店制冷供暖等。

目前矿区建设6座水源热
系机房，装备16套水源热泵机
组，供热制冷面积达13万平方
米，彻底拆除了燃煤锅炉，实现
了“采煤不用煤”。计算下来每
年可节约标准煤2万多吨，年经
济效益2000余万元。

井下煤研分离技术，获

山东重大节能成果奖

记者了解到，在煤炭的开
采过程中，除了挖出对人类有
用的煤炭，同时还会带出无用
的矸石。对于煤矿企业来说，处
理矸石成为费时费力又费钱的
活。

因此，新巨龙公司努力钻
研，研发出井下煤研分离重大
节能技术，建设了研石充填和
煤研分离工程，从根本上杜绝
了煤炭生产中副产物研石提
升、运输产生的耗电问题，实现

了研石不升井。利用矸石填充
地下，有效减少了地面塌陷下
沉，同时减少了矸石对地面的
污染。此项技术获得了山东省
重大节能成果奖。

王伟介绍，目前该技术已
在山东省内翟镇煤矿、新阳能
源、协庄煤矿、赵官能源等单位
推广应用，地域涉及省内菏泽、
泰安、济南、德州，年可实现节
能量17 . 15万吨标准煤。该成果
的推广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山
东省煤炭工业整体节能水平，
对山东乃至全国煤炭工业节能
工作开展具有革命性意义。

另外，在促进资源综合利
用方面，新巨龙积极对接中国
矿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高
校院所，全面分析沉陷地土壤
属性和塌陷程度，编制实施了
沉陷区治理规划。充分整合开
发沉陷区治理形成的耕地，湿
地、淡水、地热、生物质五大资
源，积极推进农、林、牧、渔、游
等多元产业开发，把沉陷区建
成为集高效种植养殖为一体的
综合经济园区。

如今，已经建设园林苗圃
7300亩，可利用水面3000亩，以
及建成32栋日光大棚、2栋智能
连栋温室、3个标准化养殖场，7
个品种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
证，打造了国家级沉陷地生态
治理、产业开发名片，将负面的
采煤沉陷转换成区域经济发展
的新动力、新活力。

用用水水不不采采水水、、采采煤煤不不用用煤煤
新巨龙成长为现代化节能型煤矿企业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建丽

核心提示：种植区的废物
秸秆，在沼气区进行发酵，变沼
气成为育苗区的天然暖气资
源，发酵剩下的沼渣再次成为
生物菌肥回到种植区……在巨
野县章缝镇，巨野德福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实施大型沼气
工程，形成了“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种植业”的生态农业循
环模式，不仅为企业带来了可
观效益，更助推了整个园区的
绿色发展。

冬天沼气给区大棚供

暖，一季度节省30多万

据了解，巨野德福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是由山东奥德
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巨野三
农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投资打
造的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整
个产业园分为育苗区、示范区、
种植采摘区、养殖区、沼气区
等。园区通过大型沼气工程，实
现了污水、垃圾处理率100%。
园区形成了奥德福品牌的有机
蔬菜种植、瓜果采摘、大田作物
规模化、现代化、标准化、产品
标准可追溯化，电子网络化的
现代农业。

在育苗区，虽然大棚外是
烈日炎炎，棚内却是凉爽舒适。
育苗场的总经理姜继贤告诉记
者，育苗区一期工程13000平米
高标准育苗温室已建成投产，
二期6000平米智能温室正在筹

建，拥有40多个温室供观光采
摘、优良品种示范，总投资1千
多万元，是标准化的智能化大
型育苗基地。由于瓜果的幼苗
比较娇嫩，大棚内常年保持着
冬暖夏凉的适宜温度。记者在
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忙着嫁接，
将纤细的西瓜幼苗嫁接到大棵
的南瓜苗上。经过培养后，它们
将成为优质的健壮种苗，随后
一部分进入种植采摘区培育瓜
果，还有一部分被老百姓买回
去种植。育苗区一年可生产两
千万棵种苗。

“实施沼泽工程后，我们育
苗区受益匪浅。”姜继贤表示，尤
其是在冬季时，为了保证种苗的
合适温度，以前需要购买氢锂子
油供暖，从11月份使用到第二年

的2月份，3个月大概需要花费30
万元。如今使用沼气供暖，基本
上没有什么成本，节省了30多万
元。同时使用沼气供暖，不仅热
能高，对于环境来说亦是清洁资
源，不会造成污染。

沼液沼渣成为绿色有

机肥，产出好瓜果

在“绿色消费”已成为世界
总体消费的大趋势下，生态园进
一步加强有机绿色农产品生产
区的规划，以有机栽培模式采用
洁净生产方式生产有机农产品，
并注意将有机农产品向有机食
品转化，形成品牌。园区已完成
建设高标准冬暖式蔬菜大棚65
个，日光拱棚10个，冬暖式果品

大棚4个，总占地面积1000余亩，
大田蔬菜1950余亩，果树100余
亩。2016年实现产值600万元。

整个园区以生态科学和原
理为指导，利用动物、植物、微
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应
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培植和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减
少环境污染，形成农林牧副渔
良性循环。

据介绍，园区发展订单农
业与家畜养殖，发展果树与散
养柴鸡结合，推广“树下种草，
种草养鸡，鸡粪肥树”的生态立
体种养新模式。为避免破坏植
被，根据柴鸡生理生活特点，建
造“流动鸡舍”采取“划区轮牧”
的饲养方式。在养殖区实施自
然放养，对禽畜几乎不用打针

喂药。散养的柴鸡在果园内奔
跑、追逐，恢复原有的天性，从
而增强了体质，提高了免疫力。
同时，鸡群又为林果除虫，并提
供优质有机肥。另外，养殖区的
粪便和种植区的秸秆被送去沼
气区进行沼气发酵后，沼液和
沼渣又用于蔬菜林果树上肥，
有机肥无公害，增加了瓜果的
收获和质量。

“沼渣是经过厌氧处理的，
没有细菌，具有驱虫作用。”姜
继贤介绍，种植的瓜果基本上
不用打农药，绿色环保，因此瓜
果的品质优良。比如西瓜的测
糖达到14 . 5%，最近一棚西瓜
刚一成熟即被整棚包下来。园
区拥有6项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2017年被授予“国家级蔬菜示
范园区”荣誉称号。

据悉，巨野县三农种植合
作社既为合作社社员提供资金
互助、农资供应、农产品生产、
销售、技术支持，又吸纳、带动
贫困户脱贫致富。按照政府+
企业+合作社+基地的运作模
式，先后承担了“山东省科技发
展计划”、“山东省西部经济隆
起带基层科技人才支持计划”、
山东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
营、2016年高效特色农业扶贫、
一村一品特色种植等项目。巨
野德福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沼
气、沼渣、沼液综合利用、科学
配肥、化肥减量增效、绿色防
控、信用互助、种养结合、产、
供、销一条龙方面走出了一条
新型的生态循环农业之路。

巨野德福生态农业实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种植业”模式

沼沼气气工工程程打打造造生生态态循循环环农农业业

水水源源热热泵泵技技术术，，替替代代了了燃燃煤煤锅锅炉炉。。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建建丽丽 摄摄水源热泵技术，替代了燃煤锅炉。 本报记者 张建丽 摄

育育苗苗区区大大棚棚内内，，工工人人们们正正在在嫁嫁接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建建丽丽 摄摄育苗区大棚内，工人们正在嫁接。 本报记者 张建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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