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焚烧发电监管又多一“紧箍咒”。2020年1月1日

起，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

据应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对我国所有投入运行的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使用实时在线监测数据进行执法监管。

业内人士表示，此举旨在建立垃圾焚烧发电行业长效

管理机制，提高全行业环境管理水平，促进达标排放。

监管无死角

垃圾焚烧发电是当前处理垃圾的主要方式。近年来，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垃圾焚烧发电开始步入高速发展阶

段。目前，全国已投入运行垃圾焚烧发电厂394家、焚烧炉

1000多个，垃圾焚烧发电装机规模、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

预计到 2020年，国内垃圾焚烧产能将达到 60万吨/日，年

处理总量近 2亿吨，垃圾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1200万千

瓦。

在垃圾焚烧发电高速发展的同时，环保也成为该产业

不得不迈过的一道坎。《规定》将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

硫、氯化氢、一氧化碳等污染物的自动监测日均值数据作

为考核指标。

对此，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云

高认为，《规定》就是为行业划定的红线和标准。“之前总会

有个别垃圾焚烧电厂‘光说不练’，希望标准向自己看齐。

而《规定》统一了管理规范和相同尺度的违法认定条件，目

的是为了实现行业公平竞争，确保所有垃圾焚烧电厂规范

运行、达标排放。”

“自动监测具有连续在线运行的优势，是监督企业排

放行为的前沿哨兵，充分利用好自动监测数据，可以有

效避免监管死角。”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称，《规定》

进一步发挥自动监测数据的监管作用，规范垃圾焚烧

发电厂环境管理，为促进企业自觉守法常态化提供法

律保障。

与此同时，近年来，生活垃圾焚烧行业的“邻避效应”

较为突出。“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在发展早期经历过探

索和不成熟的阶段，有一些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环境责任意

识薄弱，导致社会和公众对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排放行为

心存疑虑，也让大部分遵纪守法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受到

不利影响。”郭云高表示，《规定》出台并实施，确保了自动

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及时让公众知晓，充分

尊重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化“邻避”为“邻利”。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乔德卫表示，实

时监控自动监测数据，并通过信息平台向公众信息公开，

让行业监管愈加透明，是缓解“邻避效应”的重要方式。“垃

圾焚烧发电的‘邻避效应’，影响了项目选址、落地、环评、

运营等工作。”重庆三峰环境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雷

钦平也表示，“对焚烧垃圾发电厂进行自动在线监测，可确

保排放达标，变‘邻避’为‘邻利’。”

监测数据可作违法依据

《规定》的最大亮点，是创新性地提出自动监测数据可

作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污染物排放超标等违法行为

的认定和处罚的依据。业内人士表示，《规定》通过自动

监测手段，实现全天候环境监管，依法打击超标排污、弄

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填补了自动监测数据直接用于行政

处罚的空白。

“《规定》是行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监考官’。”郭云高表

示，《规定》让“天眼”对违规排放行为由‘看’升级为‘抓’，

有力震慑违规排放行为。“通过自动监测手段,垃圾焚烧发

电厂的违规排放行为将会被及时发现，并可据此作出处

罚。”

“自动监测数据可以作为判定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否存

在环境违法行为的证据,可以威慑违法排污行为。”乔德卫

也表示，生态环境部门可以利用自动监控系统，及时收集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境违法行为证据，以便后期做出处

罚。同时也可以实现常态化执法监管。

不仅如此，《规定》加大处罚力度，明确提出1个月内颗

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化氢、一氧化碳等常规污染

物日均值超标天数累计5天以上的，在予以处罚的同时，还

应责令限制生产或停产整治。

《规定》还提出，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

动监测设备排放污染物，涉嫌构成犯罪的，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保排放不达标，影响到行

业健康发展。因此，需要提高行业门槛，加强监管。”雷钦

平认为，“采用严格的处罚手段，可以规范行业发展。”

郭云高也表示，严厉打击对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

法行为，可以倒逼垃圾焚烧厂主动提高自动监测设备运行

质量，确保自动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

行业优胜劣汰加速

“任何一个监管或督促类的政策出台，对被监管督促

的行业都是一个挑战。”郭云高坦率地说，《规定》对垃圾焚

烧发电行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郭云高还表示：“《规定》对垃圾焚烧电厂自动监测系

统的要求非常严，每个季度只给了30个小时的运行维护时

间，这近乎于理想状态，垃圾焚烧电企业压力很大，促进行

业优胜劣汰。”

“环保监管制度化、飞行检查常态化，对垃圾焚烧发电

行业有非常大的挑战。”乔德卫说，随着环保的监管力度越

来越大，违法的成本越来越高，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要加大

环保投入，推动核心技术创新，比如采用中间再热、高效汽

轮机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吨垃圾焚烧的发电量。同

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要实行精细化管理，降低运行成本，

提高运营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

“随着环保监管趋严，排放标准提高，不仅会提高运营

成本，也要求企业革新技术。”雷钦平也表示，垃圾焚烧发

电企业要强化核心设备创新，并应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新

技术，进行在线管控，实现达标排放。

在业内看来，《决定》的实施，将会推动垃圾焚烧发电

行业优胜劣汰，行业将由拼规模走向拼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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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发明

▶ 本报记者 叶伟报道

行业动态

本报讯“连续工作 141 小时，进尺 857 米，

最大造斜率每 30米 6.6度。”这是近期由中国石

化自主研发的 SINOMACSATSⅠ型旋转导向工

具，在山东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埕 913-斜 80井施

工时取得的一组数据。对此，钻井技术知名专

家刘汝山认为，这组数字标志着中国石化自主

研发的旋转导向系统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解

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为油气田勘探开发提质

提速提产提效、用适度技术保障稳油增气降本

提供了“金刚钻”。

油气田开发需要在地下油气储层中用最小

成本和最快速度完成钻井。对此，石油企业优

先选择能够在油气储层中穿行的水平井钻井技

术。与一般钻井作业不同，水平井作业要求钻

头能够在地层深处按照设计好的轨道钻进，直

至命中目标“靶点”。目前，全球超过40%的定向

井采用旋转导向系统钻成，其优势在于能实时

控制井下钻进方向，好似给钻头装上“千里眼”

和“飞毛腿”，高效精准地实现一趟钻贯穿目标

地层。

但是，一直以来，由于涉及专业领域多、技

术含量高、研发难度大，该技术一直被外国公司

垄断，且服务费用昂贵。国内同行虽然也在进

行攻关研究，但尚未形成大规模应用能力。于

是，中国石化进行了自主研发旋转导向钻井系

统，经过20年技术攻关，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产品、系统技术和装备体系。

“哪怕在油服市场的‘寒冬期’，我们仍投入

大量物力财力，以确保旋转导向技术研究顺利

进行。”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锡坤说。

该系统由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牵头推进，胜利石油工程公司负责科

研攻关。研发团队从原理设计和计算入手，通

过对机械、电子和软件等模块进行反复设计实

验、组装调试、模拟验证，于 2018年 12月研发出

中国石化首套静态推靠式旋转导向系统。经过

不断地改进完善，2019年 12月 5日，在胜利油田

1-2-斜 596 井现场试验中，一串旋转导向工具

总进尺 347米，累计工作时间 52小时，造斜率达

到每30米4.2度，地面监控、双向通讯、随钻测量

和井下导向控制四大模块均达到理想效果。12
月19日，现场实验再次成功，标志着由中国石化

自主研发的旋转导向工具具备了工业应用的条

件。

据了解，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以及旗下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将继续

致力于旋转导向系统的完善、升级，逐步实现仪

器量产和大规模推广应用，推动石化油服向高

端化、专业化迈进。 吴莉

本报讯 近日，大连化物所李灿院士领导的团队与大连连城数控

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出光伏单晶炉氩气净化回收技术并一次

试车成功，为光伏晶硅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保障，填补了我国在太

阳能光伏晶硅制造领域技术空白。

近年来，光伏发电行业发展迅猛，氩气需求量激增，其价格持续

攀升，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影响到光伏产业的发展。氩气在空

气中含量极低（仅0.93%），通常作为副产物从空分制氧过程中分离提

取，高纯氩气生产成本较高。高纯氩气（纯度>99.999%）是单晶硅和

多晶硅制备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净化和保护气。国外氩气净化回收技

术昂贵，且产能规模有限。因此，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成本、

高产能氩气净化回收技术成为亟待解决的任务。

该团队研发出高活性、高稳定性相关催化技术，根据规模化光伏

单晶炉氩气净化回收工业需求，研发出成套工艺技术及装备，中试样

机在包头美科硅能源有限公司一次开车成功。数据显示，在较温和

条件下，有效消除单晶炉氩气尾气中多种杂质，净化后氩气中各种杂

质浓度低于0.5ppm，远优于光伏晶硅生产过程的PV6-1110氩气行业

标准（杂质浓度<10ppm）。该技术在实际工况条件下能够同时满足

至少 4-6台单晶炉氩气尾气净化要求，大幅减少晶硅制造过程中高

纯氩气的消耗量，帮助光伏企业克服氩气供给波动的影响。中试装

置开车成功，为后续量产奠定技术基础。

该技术的成功研发，将进一步降低太阳能发电成本，为光伏行业

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有效提升我国光伏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李军 谢小芳

五项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

技术规范发布

本报讯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 制药工业—生物药品制品制造》《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

技术规范 制药工业—化学药品制剂制造》《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 制药工业—中成药生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毛皮加工工业》《排污许可证申请

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工业》五项技术规范，完善排污许可技术支

撑体系，全面推进落实排污许可制度改革。

“生物药品制品制造技术规范”根据该行业药物种类多、工艺

复杂等特点，分别规定了以产品命名的生产线单元、公用单元的

产排污情况和许可管理要求。“化学药品制剂制造技术规范”根据

固体制剂、液体制剂、半固体制剂及气体制剂的生产工艺和排放

特征，明确废气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口，不许可排放量。“中成药

生产技术规范”结合该行业排污单位所包含的炮制、提炼、制剂等

单元产排污环节，明确了中成药生产排污许可证许可排放限值、

实际排放量核算环境管理要求。三项规范实施后，将进一步完善

制药工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体系，有力促进全行业环境管理水平

的提升。

“毛皮加工工业技术规范”根据我国毛皮加工工业企业分布

广泛、生产品种差别大、用水量较大等特点，明确了毛皮加工工业

排污许可证许可排放浓度限值等环境管理要求，将会对提升毛皮

加工工业污染防治水平、推进毛皮加工工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具有

重要意义。“印刷工业技术规范”明确了印刷工业排污许可证许可

排放浓度限值等环境管理要求，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印刷工业污染

物排放管控要求，推进印刷工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杜宣逸

四川水电累计外送电量

突破1万亿千瓦时

本报讯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日前发布的最新结算数据显

示，四川水电全口径外送电量在2019年11月底累计突破1万亿千

瓦时大关，达到 10093亿千瓦时，相当于 10个三峡水电站的年发

电量。同时，四川电网跨省最大外送能力超过 3000万千瓦，居全

国第一。

据测算，自 1998年四川电网开始向省外送电起，四川外送的

清洁电能相当于为华东、华中地区累计减少电煤消耗约4亿吨，减

排二氧化碳约 10 亿吨、二氧化硫约 800 万吨、氮氧化物约 150 万

吨。这标志着四川落实“西电东送”取得了丰硕成果，四川清洁能

源实现了在全国优化配置。

据悉，“十一五”以来，国家电网公司在四川投资 1000多亿元

用于建设水电外送通道，省内建成了雅安、茂县、康定等八大 500
千伏电力汇集通道，跨省建成了3条±800千伏特高压输电线路、1
条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以及8回500千伏交流输电线路，为川电

外送提供了硬件基础。

截至2019年11月，四川水电装机容量已达到7839万千瓦，既

有外送通道已无法满足水电开发形势，新一轮外送通道建设正在

推动。除了已经全面开工的雅中-江西±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外，白鹤滩-江苏、白鹤滩-浙江特高压工程直流输电工程

正在办理相关建设手续。据国网四川电力董事长谭洪恩介绍，三

条新建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部投运后，将为四川电网再添

2400万千瓦外送能力，将极大缓解四川富余水电“弃水”问题，届

时四川省年外送电量将达约2500亿千瓦时。 杨迪 陈地

国内首个市场化运营

共享储能电站开建

本报讯 日前，中国国内首个市场化运营(电网侧)共享储能

电站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开建，对于促进

青海共享储能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该储能电站由上海电气电站集团投资，建设规模为 32 兆

瓦，容量 64兆瓦时，将储能与光伏、风电相结合，在风光资源好

时进行储能，以抵御风光资源较差条件下新能源发电电力波动

情况。

据了解，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青海电网总装机 3153 万千

瓦，其中新能源装机 1577万千瓦，占比达到 50%，为该省第一大

装机电源，目前青海电网也是中国新能源占比最高省域电网。

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青海通过实

施储能市场化交易和调峰辅助服务两种商业化运营模式，研发

多能互补智能发电协同控制系统，建成共享储能市场化交易平

台和区块链平台，并首次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共享储能电力市场

化交易，以促进储能产业发展，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

同时，据了解，2020 年国内首条清洁能源外送特高压通道

(青海至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投运后，青海新能源装

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清洁能源占比将达到90.6%。

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共享储能已成

为能源互联网框架下重要研究方向，未来将深化基于区块链技

术的储能电站与电网协同调度控制研究，突破吉瓦级储能电站

协同控制技术，丰富储能市场化交易品种，提升青海新能源消纳

及送出能力。 罗云鹏 徐有蕊

垃圾焚烧发电监管再添“紧箍咒”

自主钻井旋转导向系统破解“卡脖子”难题 光伏单晶炉氩气净化回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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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1日起，生态环境

部印发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正

式施行。《规定》明确了自动监测

数据可用于环境执法，标志着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环境管理进入

新阶段，有效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健全环境治理体系，促使行业从

“要我守法”到“我要守法”的转

变，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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