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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关系北方地区广大群众温暖过冬，关系雾霾天能不能减少。该文在总结中国北
方农村地区采暖现状的基础上，阐释了清洁采暖的现实问题和基本需求。归纳梳理了生物质热解多联产的技术特征和
主要多联产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生物质热解多联产技术为核心，适合中国北方农村地区清洁供暖的技术路径
与应用模式，对各模式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环境影响等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生
物质热解多联产适用于北方地区农村清洁供暖，尤其适合优先示范推广以自然村或新型农村社区为单位的小型集中或
分散供暖，200户左右的自然村供暖项目初投资一般不超过300万元，投资回收期为4～5a。该研究为破解北方地区农
村清洁取暖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途径。

 0引言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等6个问题，都是大事，关系
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关系北方地区广大群众温暖过冬，
关系雾霾天能不能减少，是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农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内容[1]。

 农村地区大量劣质散煤的利用导致污染物排放严重。2014年，中国农村能源消耗量为7.6亿t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
耗总量的17.8%，农村煤炭消耗量为3.14
亿t，在农村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为41.4%[2]

。受社会经济条件制约，农村供暖中散煤使用普遍，尤其是中国北方供暖季，农村地区散煤使用总量大、时间集中、
排放分散，不加装任何脱硫除尘装置，污染物排放严重[3-6]。

 生物质热解多联产以生物质连续炭化技术为核心，通过固气、气液分离和燃气净化提质，生产热解气、生物炭、木
焦油和木醋液等多种产品[7-10]

。热解气清洁、环保、可再生，可作为农村地区重要
的替代能源[11-12]

。生物炭可用作吸附材料、土壤改良剂、
肥料缓释载体和二氧化碳封存剂等[13-14]

，也可经成型加工机制炭作为高品质能源利用[15]

。木焦油和木醋液作为生物质炭化副产物，可用作
燃料或化工原料[16]

。中国具有丰
富的农林废弃物资源，据统
计，中国农作物秸秆和林业三剩物资源量分别达到10和3.
5亿t[17-19]

。热解多联产是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符合生物质资源化、能源化综合利用原则，能够进一步提升农
林废弃物资源开发综合效益，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7,9-10]。

 本文旨在总结中国北方农村地区取暖现状，阐释农村地区清洁供暖的现实问题和基本需求，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生物
质热解多联产技术为核心，适合中国北方农村地区清洁供暖的技术路径与应用模式，并对模式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可
行性和环境影响进行分析，以期为破解北方地区农村清洁供暖提供新思路、新途径。

 1北方农村地区清洁供暖需求分析

 1.1供暖现状

 中国北
方地区大多数农村
住宅布局分散，建筑多为单层单院式
，不适合采用城市普遍使用的集中供暖方式[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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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方农村地区应用的分散
采暖方式主要有火炕、火炉、土暖气或散热器等[22-23]

。火炕或火炉供暖在东北、西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农村尤为普遍，黑龙江、吉林、辽宁和河北四省区的农村冬季取暖
还有一定比例的农户采用火墙，火墙多数与火炕配合使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部分地区农
村建筑结构及面积趋于城镇化，传
统的供暖方式已不能满足农民对取暖舒适性要求[24-25]。近年来，土暖气对火炕的取代率很高[26]。

 近年来，全社会对大气质量持续高度关注，在政府补贴资金和激励政策引导下，宜电则电，宜气则气，旨在治理冬
季农村燃煤污染的行动在北方农村地区稳步推进[27-29]

。“煤改电”、“煤改气”、“煤改太阳能”、“煤改生物质”、“煤改地热能”等工程大力推进，电暖气、空调、
空气源
热泵、太阳能
集热器、地源热泵和多能互
补供热系统等新型清洁取暖技术在农村地区的使用率逐
年提高[30-31]

。北方农村地区采暖使用的能源既有化石能源，也有可再生能源，如清洁或可再生能源包括电能、太阳能、生物质能
、地热能等[32]。

 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制约，北方农村采暖还存在供暖基础设施落后、能源利用率低、污染排
放严重等问题。农村人口分散化居住特征明显，集中的农村能源和供暖市场难以形成，造成供暖基础设施的建设、运
营和管理成本较高。以火炕、火炉等传统取暖方式能源利用率较低，小型的燃煤炉存在燃烧不充分、热耗散大等问题
，能源利用率一般仅40%～50%，在能源利用率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33-34]。

 1.2供暖需求分析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和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在清洁、便利、安全、节能等方面对北方农村取暖
均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采暖费用大幅度提高，造成了农民生活成本增加。中国北方农村采暖需求主要表现为
3方面的特征。

 1）北方农村地区供暖需求体量大。截至2016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即中国人口的42.65%，相当
于5.90亿人口常年
居住在农村，位于北方供暖区的1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常住人口近3亿人[35]

。2012年，农村总建筑面积为234亿m2

，北方供暖区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面积约为82亿
m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
村新建住宅越来越多，中国农村每年新增住房面积约为8
亿m2

，农村建筑处于改旧换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以供暖为主的各类能源需求不断增加。尤其在东北高寒地区，冬季的采暖
期达5～6个月，农
村住宅采暖能耗达到农村住宅总能耗
的52%，与城镇供暖能源需求平均水平接近[26,33]。满足体量巨大的北方农村冬季供暖需求成为时代新命题。

 2）“散炭替代”是北方农村采暖的首要任务。冬季北方空气污染加剧，农村采暖用煤是重要原因之一。农村采暖
以烧散煤为主，中国每年民用散煤消耗量超过3亿t，总量较工业用煤少，但时间集中、低空分散，不加装任何脱硫除
尘装置，对大气污染严重[24-25]

。据报道，燃烧1t散煤的大气污染物
排放量是一般电厂燃烧等量煤炭的10倍以上[32]

。京津冀地区农村冬季供热采暖能耗占全年能耗的35%左右，散煤（很多是劣质煤）的使用量陡然加剧，是雾霾形成
的重要原因之一。环境保护部华北督查中心专项督查数据显示，京津冀地区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煤炭消费量总计为42
24万t，占三地全社会总耗煤量的11%。污染物的排放占到同期环境统计烟尘总排放量的23.2%，二氧化硫总排放量的1
5.2%，氮氧化物总排放量的4.4%[5]。清洁采暖和“散煤替代”成为北方农村地区取暖新需求。

 3）节能推广在北方农村地区冬季采暖中亟需落实。开源与节流并举，农村节能，尤其是北方采暖地区农村建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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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炉具节能技术推广不容忽视。中国
北方大部分住宅为坡顶或平顶单层住宅[36]

，绝大多数的农村住宅没有保温措施，供暖方式设计、建造不合理，造成农宅舒适性普遍较差，冬季供暖耗能普遍较
高。受社会经济条件制约，农村供暖中散煤使用普遍，近80%的居民使用低效炉具燃用劣质散煤，量大面广，不仅燃
烧排放高，而且能源效率低[30,32]。北方农村采暖节能中，一方面要做好建筑物自身的保暖改造，另一方面需做好节
能技术与产品的推广应用。

 2生物质热解多联产及其供暖模式分析

 2.1生物质炭化及其多联产技术

 生物质炭化技术又称为生物质干馏技术，属生物质热化学转化技术范畴，指生物质原料在绝氧或低氧环境中受热升
温引起分子内部分解形成生物炭、生物油和不可冷凝气体产物的过程[7,9]。

 生物质热解工艺参数不同，固气液三态产物产率存在较大差异。生物质炭化技术即指生物质慢速低温热解技术，此
工艺
条件下生
物炭得率相对较高
。与传统气化技术相比，炭化技术产
物多样，且热解气热值一般可达到15MJ/m3左右，明显高于气化气热值[7,9,37]

。另外，生物炭和木焦油、木醋液的综合开发，也使得这一技术具备了生物质能源化资源化综合开发利用的潜质，具
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连续式生物质炭化技术具有生产效率高、产品性能稳定、过程控制方便等优点，已成为近年来生物质热化学转化技
术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其技术研发和
装备制造水平已具备示范推广应用条件[9]

。生物质热解炭气油联产工艺以创新发展传统生物质炭化技术为核心，通过炭化技术工艺改进优化，以及热解气分离
、净化和提质等技术集成，
生产高品质生物炭、生物质燃气、木焦油和木醋液等多
种产品[10]。该工艺是各类生物质热解多联产工艺模式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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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质连续热解炭气油联产工艺路线如图1所示，主要包括原料预处理、连续炭化、除尘、多级冷凝、深度净化等
工序。多级冷凝和深度净化用将焦油与醋液从高温热解气中逐级分离，最终实现炭气油（液）联产。对于木质炭或果
壳炭，可进一步活化处理，生产活性炭，用作吸附剂或钝化剂等，深度净化后的热解气如进一步脱碳处理，可以生成
更高品质的燃气。

 2.2多联产技术衍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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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生物质热解炭气油联产模式为基础，融合能源梯级利用，多能互补与分布式能源等现代能源利用技术与理念，可
实现炭、气、油、汽、冷、热、电等多种高品位产品多种形式的联产，联产模式与实现路径如图2所示。生物质热解
多联产技术具有资源利用率高、产品形式多样、二次污染少等优点，可进一步提高生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综合效益，
符合中国生物质资源开发利用战略需要，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下文分述3种典型热解多联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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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质热解炭气联产技术模式如图3所示。高温热解气一般不进行冷凝分离直接进入蒸气锅炉燃烧生产高温蒸汽，
或将高温热解气进一步增温，进行催化裂解除焦并经除尘设备脱尘后，通入蒸汽锅炉燃烧生产高温蒸汽。高温蒸汽可
用于居民供暖或工业生产。该联产模式与炭气油联产模式相比，具有工艺简单，生产成本低等优点，适合在有蒸汽需
求的工业园区或供暖需求的居民区推广使用，若本技术模式只用于冬季供热，设备的利用率将受到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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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质热解炭气电联产技术模式如图4所示。高温热解气经净化分离后进入储气柜存储，热解气通过管道入户优先
供应居民作为炊事、取暖等日常用能，多余的热解气用于内燃机发电。该模式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几乎不受地域
和自然条件限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目前小型发电系统上网或建立微电网系统还比较困难，使得该模式应用中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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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质热解炭气汽电联产技术模式如图5所示。高温热解气经净化分离后进入储气柜存储，热解气通过管道入户优
先供应居民作为炊事用能，多余的热解气用于内燃机发电或生产蒸汽。与炭气电联产模式相比，该模式具有更好的适
用性，对于生产规模较大的项目，夏季供户外的燃气主要用于发电，冬季供户外的燃气主要用于生产蒸汽集中供暖，
可实现全年生产平衡、供暖与发电互补。但与炭气电联产模式相比，此模式的项目投资会相应增加。

 2.3多联产供暖应用模式分析

 考虑农村经济社会与农业生产等发展条件，结合对生物质热解多联产技术现状与应用模式的分析，以热解炭气油联
产和炭气联产技术为核心，提出了2种适宜北方不同条件的农村地区清洁供暖应用模式。

 图6a是基于炭气油联产的清洁循环供暖模式（以下简称“模式一”），适用于以自然村为主体的农村清洁供暖。热
解气经净化分离后经管道入户，通过燃气壁挂炉对农户分散供暖。生物质热解后分离出的液相产物包括木焦油与木醋
液。木焦油全部回用燃烧对炭化系统和干燥系统供热，醋液农用作为杀虫剂。生物炭包括秸秆炭与木质炭，其中秸秆
炭经复混调质加工后生产炭基肥就地利用，木质炭粉碎成型后制作机制炭，通过专用的炉具供农户冬季取暖。由于夏
季和冬季用气需求变化较大，设备可在不同的负载模式下运行。

 图6b是基于炭气联产的循环供暖模式（以下简称“模式二”），适用于以农村社区为主体的农村清洁供暖。高温热
解气直接进入燃气锅炉生产蒸汽，蒸汽经供暖管道对社区农户集中供暖。生产的生物炭包括秸秆炭与木质炭，其中秸
秆炭经复混调质加工后生产炭基肥就地利用，木质炭粉碎成型后制作机制炭，可作为烧烤炭出售。该模式技术路线简
单实用，但用气量受季节性影响比模式一还要大。

 以上2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包括：1）生产清洁，通过热解气净化处理，将热解过程产生的焦油与醋液有效回收并妥善
应用，使生产过程中无焦油等污染物排放；2）运行高效，通过焦油或部分热解气的燃烧回用，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
输入性能源消耗，可降低生产成本；3）循环生产，各类产品均实现了物质或能量的本地消纳或循环，建立了以自然
村或农村社区为单位的物质能量微循环系统，对发展循环农业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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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技术适用性评价

 3.1技术可行性分析

 炭气油联产或炭气联产2种技术应用模式涉及的核心技术均为生物质连续热解炭化技术，国内相关科研机构与企业
，经过多年攻关，在物料有序输送、高效换热、动态密封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尤其是回转连续热解装备已
初步具备示范推广的基础条件。借鉴煤化工领域成熟的燃气处理工艺方法，结合生物质热解气组分特征，开发的生物
质热解气净化分离技术可有效脱除热解气中的灰尘和液体产物，保障清洁生产，避免环境污染。

 炭基肥能够补充植
物所需的碳元素，改善土壤团粒结构，提
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和肥料利用率[15]

。炭基肥分为炭基有机肥、炭基无机肥和炭基有机无机复合肥3类。炭基肥产品种类开始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炭基肥
配方以及复混、成型等生产技术日趋成熟，已初步具备试点示范应用和商品化推广的基本条件。机制炭成型设备、燃
气蒸汽锅炉等配套技术完全成熟，配置市场上型号合适的设备即可满足生产需要。

 3.2经济可行性分析

 以
上2种模式
分别以200户规模的
自然村和农村社区为例进行经济性测算
。供暖季每户热解气消耗量为15～18m3/d（其中炊事用气为1m3/d，热解气热值>15MJ/m3）[38]

，模式一需要原料处理能力为1t/h的连续热
解设备1套，日产气量为3360m3左右[39]

。同等条件下蒸汽集中供热热效率更高，且不提供炊事用燃气，模式二需要原料处理能力为0.8t/h的连续热解设备1套
。供暖期按4个月计算，每个供暖季2种模式分别需要处理各类生物质原料量为2880和2304t。因秸秆炭与木质炭用途不
同，秸秆原料和木质原料比例按1∶1计算。

 项目投资与产出情况如表1所示，2种模式的设备与土建投资均按目前技术比较成熟的回转连续式炭化设备核算，可
满足相关部门安评、环评和能评等方面的要求。

 干秸秆和干树枝（含水率不超过15%）到厂价分别为250、350元/t。通过热解气回用燃烧对系统加热，只有在系统
启动时用柴油点火，燃料费用较低。项目运行需3个人工，人均工资按3000元/月计算。项目运行中的电力消耗主要用
于原料粉碎，每粉碎1t原料需要耗电32kW�h，系统运行每小时耗电8kW�h左右。秸秆炭作为炭基肥的原料，价格
按1200元/t测算，木质炭作为机制炭
原料，价格按3000元/t测算。燃气价格为1元/m3

，蒸汽供热每个供暖季平均每户按1600元计算。设备折旧按8a计算，经测算分析，该2种模式的毛利润分别为101.4和7
9.7万元，4～5a可收回项目投资。

 根据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和现有类似项目的运营经验，此类项目也可以通过政府或村集体筹资建设，运营过程中，
农民用原料换产品（比如秸秆换气、秸秆换机制炭等），项目运行将表现出更好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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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环境影响评价

 生物质能温室气体减排CO 2

当量按40g/MJ计算[40]，通过燃
煤替代和炭基肥固碳减排，2个项目每年折合减排CO2

分别为2304和1843t。另外，通过燃气燃烧供暖，可有效减少供暖季农村散煤利用产生的颗粒物与S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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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种模式采用的生产工艺科学合理，通过部分燃气回用给系统加热，其中模式1分离出的热解油通过油气混燃实现清
洁燃烧，生产过程清洁，无污染物排放。另外，生物炭无论制成机制炭作为能源利用，还是通过复混加工炭基肥作为
肥料利用，在能源替代与化肥替代方面对环境均有重要影响。

 4结论

 1）北方农村取暖分布分散，与城市采暖存在明显不同，北方农村采暖存在供暖基础设施落后、能源利用率低、污
染排放严重等突出问题。同时，在采暖需求方面主要表现为北方农村地区供暖需求体量大、“散炭替代”是北方农村
采暖的首要任务、节能推广在北方农村采暖中亟需落实。

 2）连续式生物质炭化技术具有生产效率高、产品性能稳定、过程控制方便等优点，以连续式热解炭气油联产模式
为基础，生物质热解可衍生出多种联产模式。以炭气油和炭汽联产技术为核心，提出了适宜自然村和农村社区应用的
北方地区农村清洁供暖模式。

 3）对2种清洁供暖模式可行性分析结果表明，生物质热解多联产适用于北方农村清洁供暖，尤其应优先示范推广以
自然村或新型农村社区为单位的小型集中或分散供暖。该技术方案可为破解北方地区农村清洁取暖问题提供新思路、
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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