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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

推进清洁生产，推进重点
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
造，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利用。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
推广高效节能技术，支持传统
领域节能改造升级，推进节能
标准制修订，推动重点领域和

新基建领域能效提升。

在北方地区县城积极发展清
洁热电联产集中供暖，稳步

推进生物质耦合供热。

中共
中央

2021年能
源工作指导

意见

关于加快建
立健全绿色
低碳循环发
展经济体系
的指导意见

国家能
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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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介绍

   “永恒能源”多元化燃料（包含：清洁煤粉、生物质炭粉、
畜禽粪便&燃气）高效除尘、脱硫、脱硝、脱白烟一体化超低
排放清洁供热系统技术是公司技术团队在公司创始人与核心专
家团的带领下自主研发，经过数年运行数据积累，不断改进升
级后的创新发明，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本技术秉承“以废治废”的绿色循环发展理念，是替代
我国民用供暖、工业热源使用的高耗能、高排放燃料锅炉
的有效技术，系统以粉体燃料为主、气体燃料为辅，粉体
燃料可适应生物质粉、煤粉或污泥粉，可纯烧也可耦合燃
烧，为我国燃煤工业锅炉解决“雾霾源”提供整装方案，
可广泛应用于企业清洁供热、园区集中供热、热电联产、
城镇清洁供暖等项目，对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的绿色
化改造，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化燃料高效超低排放系统



多元化燃料- 供应稳定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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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蒸汽锅炉 
t/h 

热水锅炉
MW 

有机热载体炉
（导热油锅炉）

wKCal/h

热风炉  
wKCal/h

热电联产   
 背压式机组

压力MPa 1.0-9.8 0.7-2.5 1.0 / 9.81

温度℃ 185-540

 95/70

200-380 500-600 540115/70
130/70
150/90

 锅炉容量

35 29 800 800 35
65 42 1200 1000 7575 58 1500 1200

100 70 1800 / 130130 90 2500 / 

热能服务类型与容量



以单台22MW（35吨/小时）锅炉为例-系统超低排放运行煤耗对比
                             “永恒能源”多元

化燃料清洁供热锅
炉系统

              

传统煤粉锅炉系统 水煤浆锅炉系统 循环流化床系统
传统原煤链条炉   
+除尘+脱硫+

脱硝系统            
备注

锅炉热效率（%） 93.5 90 88 88 80

燃料低位发热值(Kcal) 5800 6300 4000 3500 5000

吨蒸汽用煤量（kg） 110.64 105.82 170.5 194.81 150.0

吨蒸汽折标煤（kg） 91.67 95.24 97.41 97.41 107.1

吨耗煤成本（元） 64.17 66.65 68.19 68.19 74.97 700元/吨标煤

年用汽量（t） 221760

年耗煤成本（万元） 1423 1478 1512 1512 1663

超低排放 颗粒物10mg/m3，二氧化硫35mg/m3，氮氧化物100mg/m3，烟气黑度≤1

燃煤工业锅炉对比

项目

   不用炉型
不同燃料



燃煤工业锅炉对比
以单台22MW（35吨/小时）锅炉为例-超低排放综合能效对比

                           
“永恒能源”多元化燃
料清洁供热锅炉系统 传统煤粉锅炉系统 水煤浆锅炉系统 循环流化床系统                  链条炉 备注

锅炉热效率 93.5 90 88 88 80
吨蒸汽折标煤（kg） 91.67 95.24 97.41 97.41 107.1

永恒能源系统较其他系统耗
煤节标煤（kg/t） / 3.57 5.74 5.74 15.43

超低排放综合运行电耗
（kwh/t） 19.95 33.04 36.63 40.3 29.58

永恒能源系统较其他系统超
低排放综合运行节电

（kwh/t）
/ 13.09 16.68 20.35 9.65

永恒能源系统较其他系统超
低排放综合运行电耗节标煤

（kg/t）
/ 1.61 2.05 2.5 1.19

永恒能源系统较其他系统年
节约标煤（t）

/ 1148.7 1727.5 1827.3 3685.7

永恒能源系统较其他系统锅
炉热效率提升（%） / 3.5 5.5 5.5 13.5

永恒能源系统较其他系统烟
气余热提升能效（%） / 2 2 2 2

永恒能源系统较其他系统脱
硫浆液余热能效提升（%） / 1-2 1-2 1-2 1-2

永恒能源系统较其他系统综
合能效提升（%）

/ 6.5-7.5 8.5-9.5 8.5-9.5 16.5-17.5

   不用炉型   
不同燃料

项目



清洁供热优势
以单台22MW（35吨/小时）锅炉为例-优劣势对比

除尘方式

脱除尘塔+湿法电除尘技
术，不用布袋，，排放浓
度≤5mg/Nm³，排烟温
度低至100℃，提高锅炉

效率。

布袋除尘+湿法电除
尘，排烟温度高达

150℃以上，影响锅
炉效率，布袋更换困
难且成本高，增加喷

吹电耗。

布袋除尘+湿法电
除尘，烟气含水率
高，排烟温度高达
150℃以上，影响
锅炉效率，布袋更
换困难且成本高，
增加喷吹电耗。

布袋+湿电除尘，
排烟温度高达

150℃以上，影响
锅炉效率，布袋
更换困难，增加
喷吹电耗，运行

成本高。

布袋除尘+湿法电
除尘，排烟温度高
达160℃以上，影
响锅炉效率，布袋

更换困难且成本高，
增加喷吹电耗。

脱硫方式

以锅炉运行中产生含钙基
的煤灰或生物质灰及其他
碱性物质作为脱硫剂，以
废治废，工艺成熟，行业
内首创，双层涡轮技术，
脱硫效率高达99%，SO2 

排放浓度≤30mg/Nm³。

传石灰石膏、双碱法
脱硫，外购脱硫剂，

运行成本高。

传石灰石膏、双碱
法脱硫，外购脱硫
剂，运行成本高。

传石灰石膏、双
碱法脱硫，外购
脱硫剂，运行成

本高。

传石灰石膏、双碱
法脱硫，外购脱硫
剂，运行成本高。

脱硝方式

低氮燃烧+烟气再循环炉
内脱硝，无需外任何脱硝
剂，NOx初始排放浓度

≤100mg/Nm³。

NOx初始排放浓度
≥400mg/Nm³，需
上炉外脱硝设备和外
购脱硝剂（氨水/尿
素），系统复杂，投
资与运行成本高。

NOx初始排放浓度
≥450mg/Nm³，
需上炉外脱硝设备
和外购脱硝剂（氨
水/尿素），系统
复杂，投资与运行

成本高。

NOx初始排放浓
度≥300mg/Nm，

必须上炉内或炉
外脱硝设备，投
资与运行成本都

高。

NOx初始排放浓度
≥600mg/Nm³，
需上炉外脱硝设备
和外购脱硝剂（氨
水/尿素），系统
复杂，投资与运行

成本高。

                           

“永恒能源”多元化燃
料清洁供热锅炉系统 传统煤粉锅炉系统 水煤浆锅炉系统 循环流化床系统                  链条炉系统 备注

   不用炉型   
不同燃料

项目



环保排放标准

类型 烟尘 SO2 NOX

国标GB13271-2014
燃煤锅炉 50 300 300

天然气锅炉 20 50 200

国家热电联产项目超低排放标准 5 35 50

山东“工业绿动力”排放标准 10 50 100

“永恒能源”
多元粉体锅炉
一体化系统

标准型 10 50 150

超微型-热电联产 5 20 50

天然气锅炉 5 10 30

单位：mg/Nm³

环保排放标准



综合优势

Ø 锅炉系统综合能效88%以上；

Ø 节能平均指标20%-35%；

Ø 系统水循环利用，无工业废水外排；

Ø 节电量25%-30%；

Ø 排烟温度约40 ℃，脱“白烟”技术；

Ø 节省用地50%以上；

Ø 该系统包含除尘脱硫协同净化塔系统、湿式静电除尘系统

等，该系统将脱硫和除尘结合一起，替代原锅炉系统的袋

式除尘器，大幅节省占地面积及投资运维成本。

超低排放清洁供热系统中综合运行成本行业最低



主导综合能耗标准制定

“永恒能源”主导起草《燃煤工业锅炉烟气超低排放综合能耗验收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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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粉体燃料优势

减少占地
解决燃料储存堆放问题：农林有机固废经过处理制粉后，进入
罐体储存，储存效率为堆放的24倍以上，大大节省用地。

解决燃料二次污染问题：通过低温水解处理，彻底杀灭生物
质上病菌及虫卵等，避免焦油析出，且粉体采用封闭运输，
无二次污染。

解决燃料热值不稳定问题：经低温水解后降低燃料水分，热值
4000Kcal/kg以上，罐体储存，适合于粉体燃烧，纯烧、燃煤
耦合均可。

解决成本高、运输距离受限问题：涵盖农林废弃物，来源广泛
，分布式布置集中处理，增加收集半径，不受季节天气影响；
可根据需要合理规划产能，满足项目燃料需求。

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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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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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直燃与生物质轻炭化燃烧对比：

序号 优势点 生物质轻炭化粉体燃料 生物质直燃 备注

1 存储占地减量化
罐体储存，罐体有效容积高度可达24米，堆积密
度0.4t/m³，燃料存储占地仅为直燃的1/24。

场地堆放，堆放高度一般不高于2米，堆积密度
0.2t/m³，燃料堆场面积大，基础建设投资大。

场地投资减小，燃料堆
场基础建设投资减小。

2 燃料标准、稳定

生物质轻炭化加工，50-100目，热值稳定，罐体
存储，可统一燃料标准，锅炉运行工况稳定，效
率高；炭化秸秆、畜禽粪便、污泥等，资源丰富
多样，可最大程度减小由于季节变化对燃料供应
产生的波动。

1、生物质直燃燃料受季节及天气影响大，燃料
含水率差异较大，燃料供应质量不能保证，燃烧
工况变化大；2、燃料供应量不能保证。

燃料标准化和稳定有助
于锅炉的长期高效运行。

3 能耗经济性
轻炭化粉体燃料可选用底置粉体锅炉，粉体燃料
水分低，约为 1.5%-2%，锅炉热效率高，达到 
90%，吨蒸汽耗电 16kwh。

生物质直燃一般往复炉排和循环流化床锅炉，燃
料水分高，约为20%，效率约为 85%，吨蒸汽耗
电 28kwh。

燃料含水率低，能效高，
节能效益显著。

4 环境友好
高温炭化，彻底杀灭生物质上的病菌及虫卵等，
炭化后粉碎，采用封闭运输，无二次污染。

生物质直接长距离运输，附着于生物质上的病菌、
虫卵无法消灭，助长植物病虫害的传播，二次污
染严重。



多次主导/ 参与制修订国标、行标、地标、团标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GB24500-2020

《工业锅炉烟气治理工程
技术规范》

《煤粉工业锅炉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燃煤工业锅炉烟气超低
排放综合能耗验收要求 》



资质荣誉



序号 客户/项目名称 序号 客户/项目名称

1 晋江恒盛纺织有限公司 12 淄博大桓九宝恩皮革集团有限公司

2 晋江万兴隆染织实业有限公司 13 陕西洛南250万平米集中清洁供暖项目

3 汇盈化学品实业（泉州）有限公司 14 国家级韩城花椒产业园区集中供热项目

4 福建柒牌时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浙江百得利制革有限公司

5 福建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6 厦门雀巢（银鹭）食品工业园集中清洁供热&热电联产项目

6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陕西长武县亭口镇集中供暖及供热项目

7 宁夏银川孔雀湖500万平米集中清洁供暖项目 18 山东泰安市泰山城区热力有限公司

8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19 山东龙口市新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 山东淄博海景服装水洗股份有限公司 20 福建漳州龙海东园海澄工业园集中供热项目

10 山东永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1 山东兰陵县富源牧业生物质固废处理项目

11 济南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2 山东寿光市蔬菜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项目

项目案例- 绿色化改造应用清单



项目案例- 工业园区集中供热&热电联产

● 工业园区集中清洁供热供电项目
   9.81兆帕高温高压热电联产工业园
项目名称：厦门雀巢（银鹭 ）食品工业园
                 热电联产供热项目
项目规模：总规模2*40 t/h +75t/h 
投产时间：2017年 4月
项目地址：厦门市翔安工业园区银鹭片区
总投资额：人民币1.8亿



项目案例- 清洁供暖

● 高效粉体锅炉一体化清洁供暖项目
项目名称：泰山城区热力公司集中供暖
                 泰安热力合作项目
项目规模：14MW/h+2x29MW/h热水炉 
投产时间：2017年 11月
项目地址：山东省泰安市省庄镇
总投资额：1355万（一期）



项目案例- 集中供暖

● 高效粉体锅炉一体化清洁供暖项目
项目名称：陕西洛南县域250万平米集中供暖项目
项目规模：300t/h
投产时间：2016年11月
项目地址：陕西省洛南县
总投资额：6000万（一期）



项目案例- 集中供暖

● 高效粉体锅炉一体化清洁供暖项目
项目名称：宁夏银川孔雀湖500万平米集中供暖项目
项目规模：480t/h
投产时间：2014年11月
项目地址：宁夏银川石油城
总投资额：4.2亿元（一、二期，含管网）



项目案例- 工业企业清洁供热

● 企业定制清洁供热项目
项目名称：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供热项目
                 （上市公司）
项目规模：1500wkcal/h导热油锅炉
                  目前煤粉锅炉行业单台最大容量
投产时间：2015年5月
项目地址：福建省浦城县南浦生态工业园区
总投资额：人民币1280万元



项目案例- 工业企业清洁供热

● 企业定制清洁供热项目
项目名称：福建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供热项目
                 达利园食品饮料-中国食品行业前茅
项目规模：20t/h
投产时间：2013年11月
项目地址：福建省惠安林口
总投资额：人民币1100万元



项目案例- 工业企业清洁供热

● 企业定制清洁供热项目
项目名称：宝恩集团-大桓九皮革
项目规模：25t/h
投产时间：2016年10月
项目地址：山东淄博
总投资额：950万元



项目案例- 工业企业清洁供热

● 企业定制清洁供热项目
项目名称：浙江百得利皮革导热油锅炉
                 煤粉与燃气两用锅炉系统
项目规模：700wkcal/h
投产时间：2016年12月
项目地址：浙江绍兴
总投资额：850万



生物质耦合供热    能效提升   绿色循环发展 

携手蓄力     碳达峰     碳中和

联系人：赵雪

手机与微信号：+86 189-5999-6388

E-mail:  sans@eemco.cn

总部地址/Add:福建泉州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安泰路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