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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与结构预测——以煤为主

年 2015 2020 2030

总消费量（亿吨标煤） 43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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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量比重（%） 63 11 26 59 26 15 51 29 20

2020年中国预计能源消费总量为5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比63%，油气占比26%，非化

石能源占比11%；

2030年中国预计能源消费总量为6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比51%，油气占比20%，非化

石能源占比29% 。

一、中国能源消费现状



近几年，中国雾霾问题频发，尤其冬季供暖期间，雾霾往往进一步加重。电力、热电、供暖、

工业、农村等领域不清洁用煤是主要原因之一。首先，国家对于燃煤火电超低排放的要求：

5/35/50毫克，目前东部和中部的全部燃煤电厂基本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西部地区的煤电超低排放

改造要在2020年完成。

燃煤电厂相继完成超低排放



除电厂锅炉外，中国还有工业及供暖燃煤锅炉约54万台，年耗煤量约7.3亿

吨，量大分散，吨位大小不一，效率普遍不高，污染物处理装置不够完善，大多

是汽运，沿途扬尘洒落比较严重。

工业及供暖锅炉散用煤是雾霾元凶之一



中国的能源国情是“富煤、贫油、少

气”，天然气大量需要进口，从国家能源

安全的角度考虑，天然气只能作为有益补

充。而且存在着气源紧张、价格偏高、配

套资金落实不到位、基础设施不完善、安

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大面积推广“煤改

气”不现实，不符合中国国情。

二、中国天然气及新能源特点



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电动热泵（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水源热

泵）等技术也在积极推广，但由于成本较高，不能大面积使用等局限性，尚不具备大范围替代燃煤

锅炉的能力，而只能作为补充。



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治理大气污染，大力发展清洁煤技术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清洁煤利用技术是指在煤炭从开发到利用全过程中，旨在减少污染排放与提高利用

效率的加工、燃烧、转化和污染控制等新技术的总称。

清洁煤利用技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煤直接清洁利用技术。这是在直接燃烧情

况下，通过采用相应的技术措施，实现煤的洁净利用，如：燃烧前的净化加工技术，主

要是煤炭洗选、型煤加工和水煤浆制备技术。二是煤转化为洁净燃料技术。主要是煤的

气化、液化技术以及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

随着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转变，清洁煤利用技术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两个根本转

变的战略措施之一，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三、大力发展清洁煤技术是出路



2014年，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下发《关于促进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

清洁高效利用的意见》，意见指出要积极推广先进的型煤和水煤浆技术。

2015年4月，国家能源局下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 （国能煤炭

【2015】141号），文件中提到：“构建清洁、高效、低碳、安全、可持续的现代煤炭清洁利用体

系”；“积极开展低氮燃烧技术及水煤浆燃烧技术改造示范，实现全面达标排放”；“采用选煤、配

煤、型煤、水煤浆、低阶煤提质等先进的煤炭优质化加工技术，提高、优化煤炭质量”

2016年4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全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的意见》

（鲁政办发〔2016〕16号），文件中明确指出：“积极推广先进的高效煤粉、洁净型煤和水煤浆技

术，加大洗选煤和配煤技术推广力度，加快实施工业绿动力工程”







2019年7月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下发鲁政办字【2019】117号文《
关于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推进清洁高效利用的指导意见》，文件指
出加大老旧设备改造力度，推广新型水煤
浆、煤粉锅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2017年，山东省人民政府下发

《山东省“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加强工业节能。拓展“工业绿动力”计划实施范围，加快新型水煤浆锅炉等新

能源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山东省正在实施的新旧动能转换六大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能源利用，

包括煤炭在内的矿物资源精细化利用，它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驱动力。

2016年，山东省经信委、发改委、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山东省“十三五”
节约能源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调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在“十三五”期间，着力推广一批重点装备和产品，确保实现行业节

能目标，加快新型水煤浆锅炉等新能源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推动煤炭清洁化利用和新能源高效利用。



四、特利尔公司介绍

青岛特利尔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注于清洁煤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的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核心技术与产品是新型水煤浆制备

技术、新型水煤浆燃烧技术及新型水煤浆锅炉。

公司业务聚焦在城市集中供热和工业园区热电联

产等产业，致力于为各地政府与客户提供全过程

煤炭浆体化利用解决方案，以减少燃煤对大气环

境造成的污染。



集团拥有30多项知识产权专利，先后与上海交

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等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合作专家包括海内外院士

和国家特聘专家，获得山东省重大节能成果奖、山

东省科学技术奖，先后被列入国家工信部《国家工

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山东省清洁生产先

进技术名单》及《国家发改委产业调整目录》，与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共建省级院士工作站，集

团于2016年初成功登陆新三板，成为中国清洁燃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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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能源领域世界顶尖专家开展合作

岳光溪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能源

与动力工程系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煤清洁燃烧国家工程中心常

务副主任

第20届国际流化床燃烧会议

主席

王翔宇

欧盟科学院院士

澳大利亚科汀大学终身教授

澳能公司首席科学家

澳洲国家专业评估委员会专家

评委

澳洲“先进技术与创新”企业技术

联盟创始人及主席



公司与能源领域世界顶尖专家开展合作

刘科

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

国家特聘专家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清洁能源

研究院院长

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

研究院院长

刘清侠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国家特聘专家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化学

和材料工程系教授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

加拿大清洁煤和清洁能源

及矿物加工中心总监

加拿大中国教授协会主席



设计院及商业模式

具备工程设计、电力设计、市政

和特种装备设计等八个资质，能够独

立开展EPC总包和热电工程设计。公司

可采取EPC/BOT/BOO/PPP/EMC等

多种合作模式。



公司主要股东

中日节能环保投资基金

青岛国信集团

杭州城投集团

上海爱建资本



新型水煤浆由70%煤+24%水+6%添加剂组成。

公司的新型水煤浆技术实现了全过程的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其燃料密闭储运，无损耗、无扬尘污染。安全

性方面，水煤浆属于非易燃易爆流体燃料，相对于油、

气等易燃、易爆性来说，其安全性是独特优势。



1、技术优势

公司利用最新燃烧技术设计研发的新型水煤浆循环流化高效环保锅炉（简称：新型水煤浆高效

环保锅炉），具有三个突出优势：

（1）环保优势：在锅炉源头控制污染物生成实现低排放，污染物原始排放浓度能够达到目前国际

上最严的美国南加州标准，NOx原始排放浓度＜50mg/Nm3，优于天然气锅炉指标；炉内SO2 脱除

率＞95%，炉后无须脱硫脱销设施，一个除尘器就可实现达标排放。岳光溪院士讲“这是一个认知

上的突破，原来想都不敢想”。

（2）高效节能优势：热效率达90%以上，风机节电20%~30%。

（3）安全优势：因水煤浆固有的特性，在燃烧包括运输、储存、输送整个过程中没有危险，项目

可在人口密集等敏感区域选址，不必担心像燃气、煤粉那样的燃爆事故所带来的各种危害。锅炉受

热面几乎没有磨损，锅炉连续运行可达6500小时以上。



2、性能特点

（1）实现了水煤浆的低温高效洁净燃烧，炉膛温度830～880℃，与其它燃煤燃气锅炉相比低

200℃左右，具有不易结焦、运行稳定、安全性好的特点；

（2）在燃烧过程中水煤浆能够形成颗粒团，在炉膛内反复燃烧，具有很高的燃烧效率，燃烬率在

99%以上；

（3）采用高效高温绝热分离器，分离效率99.6%（d50值为9～12微米，d99值90～100微米），

媒体物料的利用率高，减少了媒体物料的补充量，通过媒体物料的良好循环能够大幅度降低床温；

（4）锅炉燃烧温度低、炉温均匀、分离效率高、气固混和好，为炉内脱硫（喷钙）提供了最佳

的反应条件，锅炉能够在燃烧过程中实现高效脱硫，石灰石利用率高；

（5）锅炉低温燃烧，抑制了热力型NOx的生成，并通过优化一、二次风配置，实现分级配风，营

造还原性气氛，减少燃料中N和O结合的机会，控制NOx的生成量；



（6）有很好的负荷调节特性，在燃用设计燃料或校核燃料时，能够在30～100%额定负荷范围内

保持稳定燃烧；

（7）采用低床压低风量运行，一次风压降低，与燃煤循环流化床锅炉相比，风机电耗大幅降低；

（8）锅炉对水煤浆燃料的适应性好，质量指标宽泛，燃料制备成本大大降低；

（9）系统简洁，自动化程度高，运行稳定；

（10）锅炉系统从燃料输送到卸灰过程全密闭，现场环境清洁，可建成花园式工厂。

（11）锅炉系统占地少，节约用地。



3、锅炉结构与实现流态重构的关键部件

A、高效高温绝热型分离器

B、高流率、低能耗、自平衡回料阀

C、低阻力、易更换夹套式风帽

D、高效穿透力的二次风布置

E、依据水煤浆元素分析以及污染物

生成与破坏机理而确定的炉膛结构与系统配置。



4、 燃烧过程

由专用粒化器将水煤浆均匀投入到燃烧室下部的热媒体流化床料上，其温

度在830～880℃左右。水煤浆在底部缺氧状态下通过处于流化状态的热媒体的

加热，迅速完成水份蒸发，挥发份析出、着火燃烧，在密相区的上部通过合理

的补充有一定富裕量的二次风，使水煤浆燃料在缺氧状态下燃烧形成的可燃气

体及未燃烬的固定碳沿炉膛高度完全燃烧。在炉膛出口设有高效高温绝热分离

器，热烟气携带的热媒体物料被高效分离器分离，通过分离器下部的返料器返

回炉膛，实现了水煤浆颗粒团的循环燃烧，既获得很高的燃烧效率，又减少了

媒体物料的损失，同时控制床温实现低温、低氮燃烧。



序号 用户名称 型 号
数量 用途 订货年限

1 厦门泓信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SHS20-1.25-J 1 生产 2008

2 济南热力集团东新热电有限公司 SHFS35-3.82/450-SM 2 供热 2008

3 东营市海科瑞林化工有限公司 SHFS35-3.82/450-SM 2 生产 2009

4 山东神驰化工有限公司 DHFS75-3.82/450-SMJ 1 生产 2009

5 胜利油田石油化工总厂 DHFS60-3.82/450-SM 燃油锅炉改造为75T/H水煤
浆锅炉

2 生产 2009

6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SHS15-1.25-J 1 生产 2009

7 中国化工正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FS35-3.82/450-SM 3 生产 2010

8 山东忠谊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SHFS14-1.0/115/70-J 1 供热 2010

9 盘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 SHFS35-3.82/450-J技术服务 3 生产 2011

10 东营赫邦化工有限公司 SHFS35-1.6-J 2 生产 2011

11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SHFS35-1.6-J 2 生产 2011

五、清洁煤技术工程项目案例



12 山东中原热力有限公司 SHFS14-1.0/115/70-J 1 供热 2011

13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基地） SHFS10-2.5-J 1 生产 2011

14 辽宁鞍山国锐化工有限公司 SHFS15-1.25-J 1 生产 2012

15 山东东方华龙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SHFS35-3.82/450-J 1 生产 2012

16 重庆龙海石化有限公司 SHFS35-3.82/450-J 3 生产 2012

17 石家庄诺奇热力 SHFS14-1.0/115/70-J 1 供热 2012

18 山东中原热力 SHFS14-1.0/115/70-J 1 供热 2012

19 济南热力集团东新热电有限公司 QXF70-1.6/130/70-SM 2 供热 2013

20 山东兴阳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SHFS35-3.82/450-J 2 热电 2013

SHFS75-3.82/450-J 1 热电 2013

21 山东东方华龙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SHFS35-3.82/450-J 1 生产 2013

22 文登世洁新能源供热有限公司 SHFS10-1.25-J 1 供热 2013



23 江苏必康制药有限公司 SHFS20-1.25-J 2 生产 2013

24 湖南金沙置业 SHFS20-1.6-J 1 供热 2013
25 文登世洁新能源供热有限公司 SHFS35-3.82/450-J 1 热电 2014

26 威海南海新区世洁供热有限公司 SHFS14-1.0/115/70-J 1 供热 2014

27 江苏必康制药有限公司 SHFS35-1.6-J 1 生产 2014

28 城阳区惜福镇热源厂 QXF29-1.6/130/70-J 1 供热 2015

29 济南热力集团莲花山热源厂 QXF70-1.6/130/70-J 2 供热 2015

30 山东博山制药有限公司 SHFS10-1.25-J 1 生产 2015

31 山东博山制药有限公司 SHFS20-1.25-J 1 生产 2015

32 江苏必康制药有限公司 SHFS20-1.25-J 1 生产 2015

33 江苏必康制药有限公司 SHFS35-1.6-J 1 生产 2015

34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电燃气总
公司

QXF70-1.6/130/70-J 1 供热 2015

35 济南热电集团领秀城热源厂 QXF70-1.6/130/70-J 2 供热 2015



36 西藏世洁热力有限公司（格尔木
藏青工业园项目）

SHFS75-3.82/450-J 1 供热 2015

37 济南热电集团腊山热源厂 QXF70-1.6/130/70-J 6 供热 2016

38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SHFS35-3.82/450-J 1 生产 2016

39
中国化工正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TG-75/3.82-J 3 生产 2016

40 泰山城建热电有限公司 SHFS50-3.82-J 2 热电 2016

41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QXF70-1.6/130/70-J 2 生产 2016

42 济南热力集团莲花山热源厂二期 QXF70-1.6/130/70-SMJ 2 供热 2016

43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DHFS40-1.25-J 2 生产 2016

44 山东圣方热力有限公司(曲阜) QXF70-1.6/130/70-J 1 供热 2017

45
济南热电集团领秀城热源厂二期 QXF70-1.6/130/70-SMJ 改建

2 供热 2017

46 滨州中洁能热力有限公司 TG-75/3.82-M 2 热电 2017

47 菏泽市鄄城县集中供热项目 QXF58-1.6/130/70-SMJ 2 供热 2017

48 山西和顺县集中供热项目 TG-130/9.82-SMJ 3 热电 2017



49 秦皇岛富阳热力有限公司 QXF58-1.6/130/70-SMJ 2 供热 2018

50 克拉玛依市热动力中心项目 TG-220/9.81-SMJ+2×TG-130/9.81-
SMJ

3 热电 2018

51 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能源供热有限公司热电
项目

TG-170/5.29-SMJ+TG-160/5.29-SMJ 2 热电 2018

52 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能源供热有限公司供热
项目

TG-20/1.25-SMJ 2 供热 2018



打造清洁供热“山东模式”

在全省范围内合理布局新型水煤浆制备

中心以及水煤浆物流配送中心，实现水煤浆

集中制备、统一配送，逐步在全省范围内形

成百公里水煤浆快速配送网点体系。依托各

地市城市供热和工业园区供汽，对现有燃煤

锅炉进行高效环保水煤浆锅炉改造，实现燃

煤锅炉的清洁燃烧，超低排放，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形成安全清洁能源供应体系，打造

新型供热“山东模式”。

六、清洁用煤“山东模式”



全国战略布局

以“山东模式”为模板，在全国进

行复制推广，包括环渤海区域，京津冀、

辽宁半岛地区，山西全省区域，河南郑

州区域，新疆克拉玛依区域，青海省格

尔木区域，江苏徐州、盐城区域，以及

浙江、广东等南方省份的工业园区。



一带一路战略

沿着一带一路，向沿线国家推广清

洁煤技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的

清洁能源，尤其印度、巴基斯坦等用煤

技术相对落后、污染较为严重的国家和

地区。特利尔助力中南亚国家解决大气

污染难题。



“互联网+锅炉安全/节能/环保”的模式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先进

过程控制等技术应用，加强锅炉节能减排

效果在线监测、诊断和分析应用平台建设，

最终形成区域能源互联网，从而实现锅炉

装备的智能化运行，确保环境清洁、设备

安全、环保、高效、节能运行。



未来三到五年：

特利尔环保集团将进一步加强清洁

煤技术研发，朝着近零排放努力，

并加大技术推广应用，打造清洁煤

技术全产业链百亿级企业，争做清

洁煤技术领域的独角兽企业，为全

人类的大气污染治理和人居环境改

善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