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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印发《关于印发“5G+工业互联网”512 工程推

进方案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印发《关于印发“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推进方案的通知》（以

下简称《方案》），明确到 2022年，将突破一批面向工业互联网特定需求的 5G关键技术，“5G+

工业互联网”的产业支撑能力显著提升。

具体目标来看，《方案》要求，到 2022年，要打造 5个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创新载

体和公共服务能力；加快垂直领域“5G+工业互联网”的先导应用，内网建设改造覆盖 10个

重点行业；打造一批“5G+工业互联网”内网建设改造标杆、样板工程，形成至少 20大典型

工业应用场景；培育形成 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叠加、互促共进、倍增发展的创新态势，促

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方案》对网络关键技术产业能力的提升也提出了多项要求。在“5G+工业互联网”技

术标准攻关方面，《方案》要求，要对标工业生产环境和现有网络体系，着力突破 5G超级

上行、高精度室内定位、确定性网络、高精度时间同步等新兴技术，着力突破 5G在工业复

杂场景下对高实时、高可靠、高精度等工业应用的承载能力瓶颈。方提高服务质量水平等。

《指导意见》还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大融资支持、强化人才支撑、保障用地需求、

落实财税和价格政策、建立健全统计制度 6个方面提出政策保障措施。《指导意见》要求，

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推动本地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各有关

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细化制定配套政策，加强对地方工作的督导，推动指导意见有效落实，

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方案》

近年来，我国生态补偿资金渠道不断拓宽，资金规模有所增加，但仍存在资金来源单一、

使用不够精准、激励作用不强等突出问题。为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国家发展改革

委印发了《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的目标为，到 2022年，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资金使

用效益有效提升，生态保护地区造血能力得到增强，生态保护者的主动参与度明显提升，与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基本建立。

《方案》提出，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工作涉及多方利益格局调整，要按照“先易后难、重

点突破、试点先行、稳妥推进”的要求，扎实做好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工作，积累形成一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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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为做好全国生态补偿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方案》明确，要鼓励地方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自 主创新、积极探索，破除现有

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灵活多样、操作性强、切实有效的补偿方式。加强制度设计，完

善配套政策，优化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实现由“输血式”补偿向“造血 式”补偿转变。

《方案》指出，对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二级国家级公益林和天然商品林，要引导和鼓励其

经营主体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在不破坏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

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非木质资源开发与利用，科学发展林下经济，实现保护和利用的

协调统一。要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使用方式，优先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转成生态

保护人员。

在推进建立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制度方面，《方案》要求，要推进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加强省内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工作。完善重点流域跨省断面监测网络和绩

效考核机制，对纳入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的流域开展绩效评价。鼓励地方探索建立资金补

偿之外的其他多元化合作方式。

在发展生态优势特色产业方面，《方案》明确，要按照空间管控规则和特许经营权制度，

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地方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依托，加快发展特色

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以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为特色的 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实现生态产

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支持龙头企业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建设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原料生产基地，

带动农户和农民合作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

体方案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 19日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已经国务院批

复同意，并于近日印发。根据方案，到 2035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将形成

更加成熟、更加有效的绿色一体化发展制度体系，全面建设成为示范引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的标杆。

方案指出，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

棋和突破口。一体化示范区范围包括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

善县，面积约 2300平方公里（含水域面积约 350平方公里）。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是生态优势转化新标杆，绿色创新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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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人与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在区域发展布局上，将统筹生态、

生产、生活三大空间，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不搞集中连片式开发，打造“多中心、组

团式、网络化、集约型”的空间格局，形成“两核、两轴、三组团”的功能布局。

根据方案，选择青浦区金泽镇、朱家角镇，吴江区黎里镇，嘉善县西塘镇、姚庄镇作为

一体化示范区的先行启动区，面积约 660平方公里，着力构建“十字走廊引领、空间复合渗

透、人文创新融合、立体网络支撑”的功能布局，严格控制开发强度，蓝绿空间占比不低于

75%，规划建设用地不超过现有总规模。

根据方案，到 2025年，一批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等重大项目建

成运行，先行启动区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生态友好型产业创新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宜居

等方面的显示度明显提升，一体化示范区主要功能框架基本形成，生态质量明显提升，一体

化制度创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重大改革系统集成释放红利，示范引领长三角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作用初步发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 年

版）》的通知

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于近期正式印发实施《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2019年版）》（以下简称《清单（2019年版）》）。

《清单（2019年版）》在保证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减和优化了管理措施，

丰富了信息公开内容，整个清单更加成熟完善，以清单为主要形式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体系不断健全。一是纳入“地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或

禁止限制目录）”，取消各地区自行编制发布的市场准入类负面清单 23个，“全国一张清单”

体系更加完善。二是及时纳入新设立的措施，增列部分符合清单定位的措施，进一步丰富地

方性措施，确保合法有效准入措施全部纳入。三是放开一批有含金量的措施，移出部分不符

合清单定位的措施，持续推动缩短负面清单长度。四是公布清单措施主管部门，完成清单事

项统一编码，为实现“一目了然、一网通办”奠定基础。五是广泛听取并吸收有关部门、各

地区、相关行业协会和市场主体的意见建议，清单更加全面准确反映市场主体的诉求和期盼。

《清单（2019年版）》共列入事项 131项，相比《清单（2018年版）》减少了 20项。清

单的出台，将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市场准入门槛不断放

宽，有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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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我国环保行业在国家政策与财政支持下产值规模将进一步增长

“环境保护行业的产业链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环保产业链即从本身涉及的单

位来看，上游的研发主要是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实验室等，中游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所

涉及的制造商、经销商、及施工单位等，下游主要为直接环保提供商以及环保设施运营商。

我国环保产业历经“政策元年”的 2015年→产业井喷式发展的 2016年→“十三五”关键节

点的 2017→环保行业巨变发展的 2018年，进入到 2019年，水土固废气的大监管格局已形

成，在新的格局下，环保产业进入到全面的政策深耕时代。

近两年我国部分环保政策汇总

国家对于环保产业的支持不仅体现在政策上，还加大了我国环保节能产业的财政支出力

度。2014-2018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财政支出呈上升趋势，2018年，我国环保节能财政支

出 6353亿元，同比增长 13%；2019年上半年，节能环保支出 3145亿元，同比增长 19.7%，

增速仅低于第一的交通运输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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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十年环保投资领域情况，2009-2017年我国环保投融资整体处于稳定上升的态势，

然而到了 2018年，受资管新规、金融去杠杆以及 PPP清库存等工作实施的影响，环保领域

的投资事件数量较上年腰斩，从 2017年的 71起跌至 2018年的 35起，但融资金额有所提升，

升至 86.78亿元。

2018年我国环保产业营业收入约 1.5万亿元，较 2017年的 1.35万亿元增长 11.11%，预

计 2019-2020年将保持双位数正增长态势，到 2020年，我国环保产业营收将达 2万亿。

从细分领域环保企业数量分布看，约 90%的环保企业聚集在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

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与资源化、环境监测 4大细分领域，其中水污染防治类的企业占比最

多，为 36.60%。

http://daqi.bjx.com.cn/zt.asp?topic=%bb%b7%b1%a3%c6%f3%d2%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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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环保行业总产值达 8.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34%，按此增长速度，预计

2019-2023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11.07%，到 2023年中国环保行业总产值将接近 14万亿元。

2018 年中国余热发电行业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未来业务范围

向其他废弃物利用延伸

一、中国余热发电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耗总量总体上仍呈上升趋势，2018年达到 46.2亿吨标准煤，同比

增长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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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8年中国一次性能源消耗总量及增长

余热资源从其来源可分高温烟气余热、冷却介质余热、废气废水余热、高温产品和炉渣

余热、化学反应余热、可燃废气废液余热和废料余热等六种类型。其中高温烟气余热数量大，

分布广，如冶金、化工、建材、机械、电力等行业的各种冶炼炉、加热炉中、内燃机中，且

回收容易，因此高温烟气余热约占余热资源总量的 50%左右。

中国余热资源来源结构分布（单位：%）

余热锅炉是工业锅炉中的一类细分产品。据统计，2018 年中国工业锅炉产量为 32.23

万吨蒸汽，余热锅炉产量为 5.8万吨蒸汽。

http://huanbao.bjx.com.cn/hot/hot_37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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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8年中国工业锅炉、余热锅炉产量统计

从 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耗情况来看，中国余热资源最小可达 7.85亿吨标准煤，最高

可达 30.95亿吨标准煤。

2018年中国余热资源总量统计

中国巨量的能源消耗，产生了大量的余热资源，据统计，中国有 50%左右的工业能耗

没有被利用，余热资源平均回收利用率只有 30%左右，即 2018年回收利用资源总量最低为

2.36亿吨标准煤，最高为 9.29亿吨标准煤，平均为 5.54亿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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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现状以及未来潜力

有机朗肯循环检测 ORC，是以低沸点有机物为工质的朗肯循环，主要由余热锅炉（或

换热器）、透平、冷凝器和工质泵四大部分组成。据统计，2017年中国 ORC低温余热发电

系统产量为 43.2万千瓦，同比增长 22%，需求量为 42.6万千瓦，同比增长 22.4%。

2012-2017年中国 ORC 低温余热发电系统产量与需求量

二、中国余热发电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中国余热锅炉行业为市场充分竞争的行业。经过多年的市场选择，中国余热锅炉骨干企

业综合优势明显，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在不同细分产品领域，只有少数几家具备研发、

设计和生产能力，在余热锅炉细分产品市场体现为仅有少数竞争者的状态。目前，杭州锅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余热锅炉生产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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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余热发电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运营模式的转变

从单一 EPC 模式向 EPC 与 BOOT、EMC 模式共存的方式转变，当前行业内的主要服

务模式是 EPC总承包模式，大约占到 60%左右的市场，相比 EPC模式，BOOT模式具有的

显著特点就是电厂一投产就开始盈利。但是由于前几年有还本付息的压力，所以电厂投产后

的几年内公司的现金流是较为紧张的。一旦还本付息完成，则公司的现金流状况会变得非常

好。针对新增水泥生产线逐年减少的情况，BOOT 模式对于维持企业长久持续的盈利能力就

显得至关重要，该模式有助于企业从一个传统的建造者参与到后续电站的运营，分享电站投

资所带来的稳定收益。同时，EMC模式，因为不用企业投资，由投资公司投资，且承担风

险，而受到青睐。

2、细分领域的转变

从水泥到钢铁、化工等余热发电作为一项通用技术，不仅是水泥、玻璃生产线可以安装

余热发电设备，其他如钢铁、冶金、化工这些高耗能行业将来都是余热发电行业的目标市场。

目前中国除水泥行业外，其他高耗能行业大部分低温废气余热没有进行有效利用。以钢铁企

业为例，只有少量的企业如济南钢铁、邯郸钢铁、昆明钢铁等企业安装了余热发电设备，大

部分钢铁企业排放的 600度以下的高炉余热和烟道废气基本都被浪费。钢铁行业的余热电厂

的规模较大，一般是水泥余热电厂发电功率的 2-3 倍，相应地投资金额也较大为行业内公司

提供了新的拓展空间。

3、区域市场的转变

从中国到海外国际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市场，除日本外，其他国家水泥窑余热发电的普及

率不高，技术装备相对落后。中国水泥窑余热发电系统无论从技术装备水平还是发电效率都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近两年刚刚进入国际市场，未来的前景十分广阔。

4、业务范围的转变

从余热利用到其他废弃物利用余热利用从技术、设备、营运模式等角度来讲，与其他废

弃物利用(比如余压利用、固废利用等)相似之处较多，比如海川公司在水泥窑协同处理城市

垃圾、淤泥的技术和市场突破方面已经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模式，已经领先于行业其他企业。

因此，虽然目前主要企业仍以水泥余热利用工程为主，但是从一个较高的高度来看，这仍只

是众企业“节能”、“环保”业务中的一个细分领域中的一个细分环节，未来业务范围将会向其

他废弃物利用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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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物质能发电现状及结构分析

生物质是指把光能以化学能的形式储存起来的有机物质。所有的生物质都是由绿色植物

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化为植物物质而产生的。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

物质是一种可再生、可持续发展和对环境相对友好的能源。

为了应对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在全球各国积极支持和推动生物质能发电项目。

生物质能装机容量实现了持续稳定的上升，2009年全球生物质能装机容量为 61.8GW，至

2018年达到 117.8GW，年复合增长率达 7.43%。

全球生物质能发电量从 2009年的 277.1GWh 增长到 2017年的 495.4GWh。

生物质能源燃料来源广泛，品类众多，包括固体生物燃料和可再生废物（包括秸秆、垃

圾、其他固体生物燃料）、液体生物燃料、沼气三大类。

2018年全球秸秆发电装机量为 18.68GW，占比 15.91%；沼气发电装机量为 18.13GW，

占比 15.44%；垃圾发电装机量为 12.60GW,占比为 10.73%。

中国、巴西、美国是全球排名前三的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国家。根据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

（IRENA）数据，巴西以 14.78 GW的装机容量占比 12.55%，位于世界第一位。美国以 12.71

GW的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占比全球生物质能发电量的 10.79%，位于第三位。

我国能源依然面临着总量不足、石油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人均占有量少和能效低等诸

多问题。而我国生物质能资源相当丰富，理论生物质能资源大约有 50 亿吨标准煤，达到了

我国目前总能耗的 4倍左右。因此，大力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源已成为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

首要问题。而我国在生物质能发电方面起步较欧美晚，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生物质能

发电装机已经位居世界领先地位。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19年上半年，生物质发电新增

装机 214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 1995万千瓦，同比增长 22.1%；生物质发电量 529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21.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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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节能拟转让新疆五个余热发电 BOOT 项目资产

中材节能公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库车中材节能余热发电有限公司、富蕴中材节能余热发

电有限公司、克州中材节能余热发电有限公司、若羌中材节能余热发电有限公司、吐鲁番中

材节能余热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吐鲁番节能”)拟将水泥熟料生产线余热发电BOOT项目

(以下简称“新疆五个BOOT项目”)资产转让给新疆天山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投资建设的库

车、富蕴、克州、若羌、吐鲁番五个 BOOT 项目相关余热发电资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富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克州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若

羌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为方便上述五个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公司分别在各项目所在地设立了库车节能、富

蕴节能、克州节能、若羌节能、吐鲁番节能五个全资项目运营子公司。库车项目建设完毕且

已并网发电，富蕴项目建设完毕但仍为在建工程并正在办理并网手续。克州、若羌、吐鲁番

三个项目因新疆区域水泥产能严重过剩、市场供求情况恶化、竞争加剧等原因导致水泥熟料

生产线运转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仍在建设中为在建工程。

公司的新疆五个项目运营子公司因一直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结合瘦身健体、提质增效

工作，天山股份近年来经营状况逐渐好转、资金压力得到缓解，余热电站与水泥生产线互相

依附以及与水泥生产线的一体化运营等因素，公司与天山股份同意提前解除五个项目的《投

资合同》及《合作约定书》,由公司五个项目运营子公司将相关项目余热发电资产以协议转

让方式转让给天山股份所属五家水泥企业，交易价格以经国资备案的评估报告记载的相关余

热发电资产截至 2019年 6月30日的评估值为基准确定，最终确认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9,860.87

万元，此外因库车项目水泥窑实际运转率未达到《投资合同》、《合作约定书》约定，库车水

泥需按照《投资合同》2.3条约定的因供电量不足导致库车节能减少的收入，向库车节能一

次性支付人民币 4,735.10万元。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的款项合计为人民币 1.46亿元。

双良节能签署 1.35 亿元订货合同

双良节能公布，公司(“卖方”)与西北电力工程承包有限公司(“买方”)、华能新疆吉木萨

尔发电有限公司(“业主”)于 2019年 11月 14日签订了《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PC总承

包项目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三电厂 1号 2号机组工程(2×660MW)间接空冷系统订货合同》，卖

方向买方供应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三电厂 1 号 2 号机组工程(2×660MW)供应间接空冷系统，

包括所有合同设备(含设备成套成品、安装附件、满足第一次运行的附件、技术资料、图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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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卖方负责提供的详图设计和竣工图设计)、专用工具、备品备件、人员培训及技术协调、

技术服务及技术指导和设备运输及运输保险等。合同总价款：人民币约 1.35亿元。

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三电厂 1 号 2 号机组(2×660MW)工程为新建工程。工程建设规模为

2×660MW高效超超临界燃煤间接空冷发电机组，同步建设脱硫装置和脱硝设施。第一台机

组计划于 2021年 5月建成投产，第二台机组计划于 2021年 7月建成投产。

合同的履行将对本年度以及未来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净利润有积极影响；该合同的签

署彰显了公司的空冷系统的行业竞争力，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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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能节材纵向流管壳式换热器

技术简介：

该技术基本原理为：采用高效三维变形管作为换热元件，消灭了传统换热器中的折流板，

对管内外流体进行变空间变流场的特殊设计，使得管内外流体呈纵向螺旋流动，纯逆流换热，

提高换热温差，破坏了近壁面的传热边界层，并且，依据强化传热原理，使得冷热流体的温

度场、速度场、压力场达到最佳匹配，从而实现高效换热和节能减排。该技术关键技术包括：

（1）三维变形管特殊加工工艺和设备，采用强化传热三维变形管作为换热管，其表面

是一个曲面与平直截面的结合体，也称之为三维隐形肋化技术，既是一种新型加工技术，又

是增加单位体积表面和湍流的强化换热的技术，可以精确控制传热管由圆形加工为非圆形的

变形比例，优化壳程与管程空间比例，确保三维变形管换热器适用于各工艺条件下换热器的

传热过程，实现强化传热。

（2）壳程流体纵向螺旋流动，取消传统弓形折流板，依靠三维变形管之间节点形成自

支撑，构成的逆流强化传热效应；提高换热温差，同时在不提高压降的前提下，使得壳程流

体实现纵向顺紊流的流动形态，利用管内外产生的二次流优化速度场、温度场、压力场之间

的协同角度，达到流动减阻和强化传热双重目的。

（3）管束防振动固化设计，采用特殊的装配制造工艺，使得换热器管束形成网格状一

体化结构，彻底消除换热管的位移，避免了换热管的振动。

（4）拥有快速设计和选型软件，建立了适用于流体在三维变形管束外纵向对流换热的

理论模型，拟合了流体在三维变形管束外的传热与压降计算准则关系式，开发了一套可快速

高效设计高效节能节材纵向流管壳式换热器的软件。

应用情况：

该技术适用于石油、化工、机械等领域各类管壳式换热器。

典型案例：广东中泽重工有限公司采购三维变形管；广州市心德实业有限公司采购三维

变形管。换热效率提高 87.8%，换热面积减少了 37.4%，壳程气体压降降低了 36.9%，每年

为用户节约大量能耗费用。

技术支撑单位：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四、节能环保技术
安徽节源 2019 年 11 月度信息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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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废气余热循环利用工艺技术

技术简介：

烧结低温废气自烧结支管风箱/环冷机排出后，再次被引入、通过烧结料层时，因热交

换和烧结料层的自动蓄热作用，可以将其中的低温显热供给烧结混合料，与此同时热废气中

的二噁英、PAHs、VOC等有机污染物在通过烧结料层中高达 1200℃以上的烧结带时被激烈

分解，NOx在通过高温烧结带时亦能够通过热分解被部分破坏，尽管二噁英、PAHs、VOC

等有机污染物在烧结预热带又可能重新合成，但废气循环烧结仍然可以显著减少有机污染物

的排放以及大幅度削减废气排放总量。烧结废气余热循环利用可以富集 SO2,提高脱硫效率，

并使 NOx被降解、二噁英在高温下热解、粉尘被吸附并滞留于料层，减少排入大气的烟气

量，降低废气净化装置及运行成本，并提高已有烧结机的产能。

该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 烧结工艺节能 5%以上；2. 烟气总量减排 20%以上。

应用情况：

该技术适用于钢铁行业烧结。典型用户有宝钢、沙钢、宁钢等。

典型案例：宁波钢铁 2#烧结机废气循环示范工程：建设规模：430m2烧结机（烟气循

环量 90万 m3/h）。建设条件：钢铁烧结工艺。主要建设内容：新建烟道、烧结机烟气循环

风机、烧结机烟气循环风机出口挡板门、循环烟气事故挡板门、循环烟气风罩、除尘器及气

力输灰系统、仪电控制系统等。主要设备为烟气循环风机、除尘器等。项目总投资 4500万

元，建设期为个 12个月。年节能量 8173tce，年减排量约 18000tCO2，产生年经济效益 1936

万元，投资回收期约 2.5年。

技术支撑单位：宝钢集团中央研究院

纳米梯度结构保温材料节能技术

技术简介：

该技术基于纳米颗粒的表面与界面特性，通过物理加工将不同成分的纳米微粒形成梯度

结构，并进一步形成微米尺度上的颗粒团，使材料具有良好的加工特性和环境友好性。利用

材料体系中的纳米颗粒和结构，显著降低热量的传导、对流和辐射，起到绝热保温的效果，

从而减少工业锅炉、窑炉及管道的热损失，实现节能。其关键技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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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法纳米颗粒制备技术，该技术以物理方法将各种天然矿物材料破碎加工为

100nm 以下的颗粒。天然矿物的选择依据纳米梯度结构的设计，包括层状的高岭石、纤维

状的硅灰石、颗粒状的白云石等。

（2）纳米梯度复合技术，将各种纳米颗粒按照结构和功能的不同，在纳米尺度上实现

结构上的梯度复合，以形成具有特定性能的材料体系。首先以颗粒状的纳米矿物材料（白云

石）为核心，采用专用材料复合设备，在其表面先包裹一层纤维状纳米矿物材料（硅灰石），

再二次包裹一层层状纳米矿物材料（高岭石），使得纳米晶体界面上形成梯度结构，并进一

步构成类似洋葱状的壳层结构，形成具有近于封闭纳米孔的纳米梯度材料体系。

应用情况：

该技术适用于建材、冶金、化工等行业工业锅炉、窑炉、城市热力管道保温等领域。目

前已在燃煤锅炉、造纸干燥机、燃油金属熔炼炉、箱式电电炉、台车式电炉、高压热力管道

等领域进行应用。

典型案例：1.金湖县海新热工机械有限公司台车式电阻炉节能改造工程，对 50台 220kW

台车式电阻炉电阻炉进行节能改造，利用该技术生产的新型保温板替换原炉的陶瓷纤维保温

棉。项目年节能量为 2251tce，年碳减排量为 5942tCO2。年节能经济效益 1373万元，投资

回收期约为 6个月。 2.中煤图克煤制化肥项目的高压蒸汽管道改造工程，对 38.5m的高压

蒸汽管道进行节能改造，更换保温材料。项目年节能量为 47tce，年碳减排量为 125tCO2。

年节能经济效益 9528元，投资回收期约 6个月。

技术支撑单位：北京德重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