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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低碳经济是未来发展趋势，火电行业节能减排势在必行。全球气候变
暖，低碳经济成时代潮流，以及我国面临人均能源资源少的现实问题，
这些因素都对我国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的火电行业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火电行业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我国火电行业节能潜力巨大，高效低排放发电技术蕴藏巨大商机。超
超临界发电技术、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发电系统和增压循环流
化床技术是未来火电行业的发展趋势。关注超超临界机组制造企业—
—上海电气（601727）和东方电气（600875）
。凯迪电力（000939）
拥有全球领先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燃
烧技术应用于生物质发电和垃圾焚烧发电，采用生物质能电厂商业模
式，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华光股份（600475）开发了一系列（增压）
循环流化床锅炉以及垃圾焚烧锅炉，并涉足IGCC发电技术设备的开
发。关注凯迪电力和华光股份。



火电行业污染物排放限制日益严格，电站环保行业前景看好。脱硫、
脱硝、除尘等行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特别是电力行业开始试点脱
硝，脱硝环保产业前景看好。关注龙净环保（脱硫、除尘）、菲达环
保（脱硫、除尘）、九龙电力（脱硫、脱硝和筹备重庆涪陵核电）、
众合机电（脱硫）等从事电站环保的上市公司。



电机节能潜力大 变频技术前景广阔。2008 年，全国高压变频器市场
规模为 34 亿（电力行业占 26.1%）
，2009～2012 年年均增长约为 45%。
智光电气、荣信股份和合康变频具有技术优势，变频器营业收入增长
迅速，值得关注。



电站空冷技术节水效果显著，前景看好。电站空冷技术非常适合我国
煤炭资源丰富而缺少水的三北地区，该技术具有良好的市场空间。关
注制造空冷设备的哈空调（600202）和双良股份（60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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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全球气候变暖 节能减排倍受关注
随着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能源的需求量仍将继续增长。在消耗大量石油、煤炭、
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同时，也排放了大量的 CO2、N2O 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
暖。全球温室效应改变了当前的世界气候格局并导致厄尔尼诺、干旱、洪涝等极端天
气出现频率与强度增加，并破坏和影响了生物链，带来更为严重的自然恶果。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1 年出版的第三次评估报告对 21
世纪的气候变化作出了预测，预计到 2100 年，地球平均温度可能增加 1.4℃～5.8℃，
地球平均海平面可能上升 9cm～88cm。全球极端天气（平均气温高于 30℃的炎热天数
和降水量大于 100mm/天的大暴雨等）出现频率与强度增加（图 1）
。
瑞典、挪威和丹麦等欧洲国家为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实施了碳税，目前已获得美
国众议院批准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也规定将于 2020 年开始对来自不实施碳
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由此看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实施节能减
排、发展低碳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广泛共识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图 1 预测全球每年平均炎热天数（左图）和大暴雨天数变化

资料来源： IPCC，长城证券研究所

1.2 低碳经济成时代潮流，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压力巨大
我国CO2 排放总量大，增长快，即将超越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由于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暂不履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但面临越来越大的减排
压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
我国政府日益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并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列为我国的基本国
策。自 2006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节能减排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
变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之后，节能减排和环保工作的重要性提
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国火电行业是主要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的行业。截至 2008 年年底，我国电力装机
容量达 79253 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 75.7％。2008 年，火电发电
量 27793 亿千瓦时，约占全部发电量 80.95%。我国煤炭消费稳步增长，从 1999 年的
12.64 亿吨，增长到 2007 年的 25.86 亿吨，其中主要用于发电，其次是工业及民用终
端消费、炼焦用煤和供热。电煤比例逐步提高，电煤在总的煤炭消费中的比例从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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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40.5%上升到 2007 年的 50.5%（图 1）
。
图 2 我国煤炭消费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火电比例过高导致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大量排
放。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2008 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报道，2008 年酸雨
发生面积约 150 万平方公里，与 2007 年相比略有增加，酸雨污染仍然较重。火电行
业节能减排形势严峻，刻不容缓。

1.3 我国人均能源资源少

能源安全急需加强

我国拥有较为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其中，煤炭占主导地位。2006 年，煤炭保有
资源量 10345 亿吨，剩余探明可采储量约占世界的 13%，列世界第三位。但我国人口
众多，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煤炭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
平均水平的 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15 左右。所以在高
耗能、高排放的火电行业实行节能减排，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我国火电行业节能减排现状
近年来，电力行业通过采取关停小火电、实行上大压小和节能发电调度办法，以
及规范小火电的价格和收费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节能降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供电煤
耗大幅度降低（表 1）。全国火电供电煤耗从 2005 年的 374 克/千瓦时降低到 2008 年
的 349.35 克/千瓦时。根据 Wind 咨讯统计，截至 2009 年 11 月，全国火电供电煤耗进
一步降低到 339 克/千瓦时，提前完成“十一五”规划的 355 克/每千瓦的节能标准。不过，
同世界最先进发电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仍需继续努力节能降耗。
电力行业也高度关注减排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2008 年底，我国火电厂烟气脱
硫装机容量超过 3.79 亿千瓦，约占煤电装机总容量的 66%。全国火力发电机组采用电
除尘器的比例逐年提高，6000 千瓦以上燃煤电厂平均除尘器效率由 98%上升到 98.5%
以上。2007 年、2008 年新投产的燃煤机组，除尘效率超过 99%。2007 年二氧化硫排
放绩效为 5.32 克/千瓦时。单位发电量的废水排放量由 2002 年的 1.17 千克/千瓦时下降
为 2007 年的 0.78 千克/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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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五大电力集团平均供电煤耗 （克/千瓦时）
年份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华能集团

345.80

344.87

337.37

333.59

大唐集团

357.51

352.00

342.94

335.15

华电集团

363.06

355.82

347.11

341.01

国电集团

361.00

355.50

348.00

340.50

中电投

367.00

363.26

357.70

349.55

全国平均水平

374.00

367.00

356.00

349.35

公司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3．火电行业节能减排趋势及投资机会分析
3.1 高效低排放的发电技术潜力巨大
大力发展高效低排放的火电技术对于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和提高经济效益有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提高火电厂发电效率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超超临界技术、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IGCC) 和增压流化床联合循环技术 ，其中超超临界发
电技术和增压流化床联合循环技术已工业化，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IGCC）目
前处于示范阶段。
超超临界发电技术前景广阔
超超临界发电技术是国际上先进的燃煤锅炉发电技术，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
和地区被广泛采用，具有发电效率高、供电煤耗低和可靠性好的优点，可大大减少环
境污染。近年来，在我国火电建设领域，超超临界发电机组项目的比例不断提高，已
成为今后我国燃煤火电机组建设的发展重点。2007 年典型发电机组（60 万千瓦级及
以上发电机组）供电煤耗情况见表 2 所示。可以看出，超超临界机组的供电煤耗远低
于超临界机组和亚临界机组。
目前，我国制造超超临界机组的上市公司包括上海电气（601727）和东方电气
（600875）
，此外在香港上市的哈动力（1133H）也是制造超超临界机组的主要厂家之
一。宝钢股份（600019）于 2008 年年底自主开发的超超临界锅炉用不锈钢管新品顺
利通过技术评审，打破了国外厂商对该技术的长期垄断。关注超超临界机组迅猛发展
给上海电气（601727）和东方电气（600875）带来的投资机会，由于超超临界锅炉用
不锈钢管在宝钢股份（600019）产品中所占比重较小，对公司收益影响较小。
我国首次投产的国产超超临界机组是 2006 年底投产的华能玉环电厂两台百万千
瓦机组。我国近年来大力发展超超临界机组，目前已有 15 台 1000MW 级和 10 台
600MW 级的超超临界机组相继建成并投入商业运行。同时，还有几十台 1000MW 级
和 10 台 600MW 级的超超临界机组被核准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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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7 年典型发电机组（60 万千瓦级及以上发电机组）供电煤耗情况一览表
机组

机组所

机组

机组容量

投运

供电煤耗

类型

属企业

编号

(万千瓦）

时间

(克/千瓦时)

华能玉环电厂

1

100

2006.11.28

298.04

上汽 哈锅 有脱硫

超超临界

华能玉环电厂

2

100

2006.12.30

300.96

上汽 哈锅 有脱硫

机组

华电邹县电厂

7

100

2006.12.4

305.44

日立东方 东锅 有脱硫

华电邹县电厂

8

100

2007.7.5

300.27

东方 东锅 有脱硫

华能太仓电厂

3

60

2006.1.13

315.89

哈汽 东锅 有脱硫

华能德州电厂

6

70

2002.10.13

327.23

华电潍坊发电厂

3

67

2006.10.24

326.19

上汽 上锅 有脱硫

华电福建可门发电厂 2

60

1997.12.4

316.05

上汽 上锅 有脱硫

华电山东邹县电厂

5

60

1997.1.17

321.17

日立 美国福斯特 有脱硫

华电山东邹县电厂

6

60

1997.11.5

321.81

日立 美国福斯特 有脱硫

4

60

2006.2.9

317.15

上汽 上锅 有脱硫

5

60

2006.11.28

317.08

上汽 上锅 有脱硫

超临界机组

亚临界

国华广东粤电台山电

机组

厂
国华广东粤电台山电
厂

备注（机组产地、有无脱硫）

GE

德国巴布科夫 脱硫装臵

拟 2008 年投运

资料来源：2007 年电力企业节能减排情况通报（国家电监委、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注：在 60 万千瓦级及以上超超临界、超临界、亚临界机组中，取供电煤耗较低的代表性机组填写。

增压流化床联合循环技术发展迅速
增压流化床联合循环是一种高效率、低污染的新型洁净煤发电技术。它的重要特
点是燃烧与脱硫效率高。能除去烟气中 90 %以上的 SO2，同时减少 NOx 的排放， 无
需增加特殊设备，电站的污染排放物即可大幅度减少。目前国内开发增压流化床联合
循环技术的上市公司主要有凯迪电力（000939）和华光股份（600475）等，开发的循
环流化床和增压循环流化床设备用于煤矸石和洗中煤、垃圾焚烧发电和生物质发电等
环保电站，符合国家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政策，值得关注。
凯迪电力公司开发的 100MW 循环流化床技术 2004 年在山西永济热电厂投产运
行，公司开发的 135MW 级超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已应用于河南蓝光环保热电厂，
并成功中标越南国家煤炭-矿业工业集团环保热电项目，获得 2 亿美元的合同。2009
年 12 月 9 日，股东大会同意以不低于 12.04/股的价格向包括控股股东凯迪控股在内的
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1.5 亿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用来
投资南陵凯迪、淮南凯迪等 7 个生物质能电厂项目。这意味着公司将进入生物质能发
电领域。根据生物质发电优惠上网电价等有关配套政策：当地标杆电价+0.25 元至 0.35
元，且生物质发电全额上网，利用小时可以高达 6700-8000 小时，从而使生物质发电
获得较高盈利水平。上述生物质能电厂项目一旦投产运营将显著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华光股份通过自主开发、合作开发与技术引进等方式，开发出一系列循环流化床
和超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此外还开发了一系列垃圾焚烧炉、余热锅炉和生物质燃料
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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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发电系统蓄势待发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是将煤气化技术和高效的联合循环相结合的先进
动力系统。IGCC 技术把高效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系统与洁净的煤气化技术结
合起来，既有高发电效率，又有极好的环保性能，是一种有发展前景的洁净煤发电技
术。在目前技术水平下，IGCC 发电的净效率可达 43%～45％，今后可望达到更高。
而污染物的排放量仅为常规燃煤电站的 1/10，脱硫效率可达 99%，二氧化硫排放在
25mg/Nm3 左右。氮氧化物排放只有常规电站的 15%～20%，耗水只有常规电站的
1/2-1/3，有利于环境保护。
2009 年 7 月 6 日，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等 7 大集团助推的华能集团绿色煤
电 IGCC 示范电站在天津临港工业区正式开工。这也是国内第一座、世界第六座 IGCC
发电站。华光股份（600475）拟以 1.5 亿元进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关键设备及
大型垃圾焚烧装备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项目建设期限 2009 年 9 月～2011 年 7 月。

3.2 电站厂用电率下降潜力大 变频技术前景广阔
我国 2006 年至今，按月度统计，水电站厂用电率为 0.35%～0.65%，而火电站厂
用电率较高，为 6.51%～6.87%。2008 年，全国火电发电量 27793 亿千瓦时，如果厂
用电率下降 1%，将节省 278 亿千瓦时，节能空间巨大。火电站厂用电主要用于引风
机、给水泵、循环泵、灰浆泵、磨煤机等高压大容量旋转设备，这些设备的节能降耗
是发电机组主辅机实施节能的主要途径。对机组中的这七类设备可利用变频技术实行
节能，节电率可达 20～50％，效益显著。
以一台 300MW 机组为例，适用于进行变频节能应用的设备统计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一台 30 万 kW 机组可进行变频节能的设备统计
序号

设备名称

功率等级

运行方式

所占厂用电率

1

引风机

2000kW/6kV

2台

1.33%

2

一次风机

1400kW/6kV

2台

0.93%

3

排粉机

710kW/6kV

3台

0.71%

4

给水泵

3350kW/6kV

2 用一备

2.23%

5

凝结泵

1120kW/6kV

1 用一备

0.37%

6

循环泵

1800kW/6kV

2台

1.20%

7

灰浆泵

560kW/6kV

3台

0.56%

8

变频可应用容量

20230 kW/6kV

15 台

7.34%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变频器除用于电力系统外，还广泛应用于石化、冶金、机械、建材等行业。2008
年低压变频器市场规模约为 84.3 亿，2009 年～2011 年年均增长率约为 12%，但国内
中外厂家众多，低压变频器竞争激烈。中压变频器 2008 年的市场规模约为 15 亿，2009
年～2011 年年均增长率约为 30%。高压变频器 2008 年市场规模为 34 亿（电力行业占
26.1%），2009～2012 年年均增长约为 45%。高压变频器市场规模增长较快，且厂家较
少，竞争不如中低压变频器激烈，看好高压变频器特别是高性能高压变频器上市公司
未来前景。2009 年中国高压变频器行业市场份额见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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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9 年中国高压变频器行业市场份额（按订单金额）
排名

厂商名称

市场份额（%）

1

北京利德华福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外资）

20.5%

2

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外资）

14.7%

3

东芝三菱电机工业系统（北京）有限公司（外资）

11.8%

4

北京合康亿盛科技有限公司 （300048)

11.5%

5

东方日立（成都）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7.4%

（合资，日立公司占 49%，东方电气集团占 51%）
6

北京 ABB 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外资）

5.9%

7

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00040)

5.0%

8

广州智光电机有限公司（智光电气 002169 子公司） 4.7%

9

湖北三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4%

10

山东新风光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0%

11

Allen－Bradley（外资）

3.8%

12

深圳市微能科技有限公司

1.5%

13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002123）

1.3%

14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405）

1.2%

15

其它

2.5%

合计

100%

资料来源：
《2009 年中国高压变频器市场研究报告》

我国生产变频器的上市公司（表 5 所示）有智光电气（002169）、荣信股份
（002123）
、金自天正（600560）
、动力源（600405）
、科陆电子（002121）和创业板上
市公司九洲电气(300040)和合康变频（300048)。其中智光电气、荣信股份和合康变频
在变频器领域具有技术优势且营业收入增长迅速，上述公司更为看好。
表 5 我国生产变频器的上市公司情况简介
上市公司

公司变频器业务简介

智光电气（002169） 1）拥有 7000kVA 级、10000kVA 级高压变频器；
2）2008 年高压变频器收入 1.59 亿元（同比增长 39%）
，占主营收入的 42.5%；
3）2009 年 1～6 月高压变频器收入 5382.8 万元，同比增长 9.75%
荣信股份（002123） 1）6KV 系列高压变频器（包括牵引型高压变频器等）
，1140V 牵引变频器；
2）2008 年高压变频器收入 4395.6 万（同比增长 285%）
，占主营收入的 7.54%；
3）2009 年 1～6 月高压变频器收入 4352.3 万元，同比增长 47.8%
金自天正（600560） 1） 公司为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子公司，
大功率交流调速达国际先进水平，
具备 6kV
等级 4000kW 以下高压变频器供货能力；
2） 包括高压变频器在内的电气传动装臵 2008 年为 3.82 亿；
动力源（600405）

1）3KV、6KV、10KV 高压变频器；
2）2008 年高压变频器收入 4044.5 万元（同比增长 651%）
，占主营收入的 6.96%；
3）2009 年 1～6 月高压变频器收入 1304.7 万元，同比增长 10.97%

科陆电子（002121） 1） 高、中、低压全系列变频器；
2） 2008 年变频器收入 635 万元，只占营业收入的 1.6%
创 业

九洲电气

1）3KV、6KV、10KV 高压变频器；

板

(300040)

2）高压变频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48.4%。2006 年以来营业收入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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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和 2008 年同比增长 190%和 6.7%，2008 年变频器收入 1.45 亿；
3）2009 年 1～9 月高压变频器收入 1.49 亿元
合康变频

1）6kV 和 10kV 通用高压变频器、矢量控制高压变频器、同步机高压变频器；

（300048)

2）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变频器，2006 年以来营业收入增长迅速，2007 年和 2008
年同比增长 188%和 68.4%，2008 年变频器收入 1.697 亿；
3）2009 年 1～9 月高压变频器收入 2.046 亿元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3.3 电站空冷技术顺应潮流 稳定发展
目前多数火力发电厂是通过开放式大水塔来实现循环水的冷却，需消耗大量淡水，
而空冷电站则不需建水塔，用空气来冷却低压蒸汽使之凝结为水，水的消耗量只相当
于水冷电站的 20％－35％，节水性能显著，适合我国煤炭资源丰富而缺少水的三北地
区。按国家政策要求，北方干旱缺水地区（主要是内蒙、山西、陕西等地）新上火电
机组必须是大型空冷机组。原有大中型水冷机组改空冷机组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关注
制造空冷设备的上市公司包括哈空调（600202）和双良股份（600481）。

3.4 火电行业环境保护日益重视 电站环保行业大受其益
电站环境保护技术主要包括脱硫、脱硝、除尘等用于直接燃烧发电“尾部处理”技
术。目前，我国火电厂烟气脱硫产业化已取得了重大进展，约 92％采用的是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技术。我国控制氮氧化物排放的主要手段仍是低氮燃烧技术，部分
电站安装了烟气脱硝装臵。在众多的烟气脱硝技术中，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是
脱硝效率最高，最为成熟的脱硝技术。
2007 年，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环境局印发了《现有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十一
五”规划》
。该《规划》提出：到 2010 年底，现有燃煤电厂二氧化硫将比 2005 年下降
61.4%。随后，一系列火电站脱硫相关政策陆续出台，脱硫行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今年 7 月，国家环保部发布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和《钢铁
行业烧结烟气脱硫实施方案》，脱硫行业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按照 150 元/千
瓦的脱硫工程造价，2009 和 2010 年火电脱硫新增市场容量分别为 75 亿元和 46.5 亿
元；按照 75 元/千瓦的改造均价，2009 和 2010 年火电脱硫设施改造市场容量分别为
57 亿元和 64 亿元。另一方面，随着脱硫行业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2008 年，脱硫行
业的整体毛利率水平有所回升。
在除尘技术方面，我国新建大中型火电机组几乎 100％配臵了电除尘器，除尘效
率可达 99％以上。从事电站环保业务的上市公司见表 6 所示，龙净环保、九龙电力和
众合机电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关注上述公司。
表 6 从事电站环保业务的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控股或参股的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环保业务

国电电力

控股北京国电龙源环

1．大型火电厂燃煤机组烟气脱硫和脱硝工程，到 2008 年底累计投运的脱

（600795）

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
比例 49%

硫电站工程容量为 39663MW。脱硝工程，总业绩达到 2600MW。
2．布袋除尘、海水淡化、水处理、干排渣、垃圾焚烧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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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电力

参股武汉凯迪电力环

（000939）

保有限公司，股权比例

1. 拥有 30 万 kW 装机以上干法烟气脱硫技术和 60 万 kW 装机以上湿法
烟气脱硫技术。
到 2008 年底累计投运的脱硫电站工程容量 34310MW。

20%

2. 脱硝、粉尘治理。

众合股份

控股浙大网新机电工

1．湿法烟气脱硫、干法烟气脱硫技术，到 2008 年底累计投运的脱硫电站

（000925）

程有限公司

工程容量 32870MW。
2．选择性催化还原（SCR）烟气脱硝技术。

九龙电力

控股中电投远达环保

（600292）

工程有限公司，股权比
例 64.44%

龙净环保

1．烟气脱硫脱硝，到 2008 年底累计投运的脱硫电站工程容量为
20744MW。
2．水处理和电厂节能降耗。
1．干法脱硫技术，湿法脱硫，到 2008 年底累计投运的脱硫电站工程容量

（600388）

为 18040MW。
2．国内电除尘器行业龙头企业，市场份额大约为 10%-15%。

同方股份

全资子公司：清华同方

（600100）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1．烟气脱硫、脱硝 、粉尘净化，到 2008 年底累计投运的脱硫电站工程
容量为 16105MW。
2．固体废物焚烧处理及污染控制技术。
3．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经济 、工程咨询服务。

菲达环保

1．烟气脱硫，到 2008 年底累计投运的脱硫电站工程容量为 5140MW。

（600526）

2．电除尘器综合市场占有率为 25%，其中 300MW 机组电除尘器市场占
有率为 33.65%，600MW、1000MW 机组电除尘器占有率保持在 75%
以上。

东方电气

控股子公司：东方锅炉

（600875）

烟气脱硫、脱硝装臵的研究、设计、制造和供货, 配套提供
200MW,1000MW 火力发电机组烟气脱硫、脱硝设备和工程总承包业
务。

山大华特

山 大 华 特 环 保工 程 有

大型燃煤、燃油锅炉湿法烟气脱硫工程总承包，包括工程咨询、设计、

（000915）

限公司

设备成套、设备安装、系统调试、技术培训等；

信雅达

袋式除尘器、电除尘器和围护产品

（600571）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电力行业开始试点脱硝，脱硝产业大有前途
氮氧化物是形成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氮氧化物已成为电厂的
主要排放物之一，到了需要防控的地步。我国目前对氮氧化物排放的要求较低，电站
锅炉燃烧器只需要采用低氮氧化物燃烧技术就可以达到国家要求的排放标准。但是，
这样的低排放标准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环保的要求。
2009 年 7 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
稿)。对比新标准和旧标准(GB 13223-2003)，在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三个主要
污染物的排放量限制方面，新标准均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在脱硝方面，新标准规
定 了 到 2015 年 所 有 火 电 机 组 都 将 执 行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浓 度 在 重 点 地 区 不 高 于
200mg/m3、非重点地区 400mg/m3 的限值。重点地区的新增机组从 2010 年开始实行
200mg/m3 的排放限值。
“十一五”期间，国家强制要求新建燃煤电站项目同步建设烟气脱硫装臵，并同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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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每度电加价 1.5 分钱的脱硫加价政策，电站脱硫取得良好效果。国家发改委借鉴
电站脱硫经验，正在积极研究烟气脱硝的经济政策和电价政策，电力行业试行脱硝有
望得到补偿政策支持。在一些政策推动下，脱硝行业将迎来大好发展机遇。 据报道，
在 2015 年以前，脱硝行业每年平均市场容量可达 100 亿元以上，市场容量巨大。
东方电气（600875）、九龙电力（600292）、国电电力（600795）、同方股份（ 600100）、
龙净环保（600388）等公司已开始涉足脱硝领域。九龙电力（600292） 控股子公司
远达环保已购买意大利 TKC 公司脱硝技术，其脱硝示范工程——上海外高桥第三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百万千瓦燃煤机组脱硝工程已于 2008 年年初建成投产， 另在江西新
昌电厂两台 66 万千瓦超临界机组烟气脱硝工程也正在建设当中， 目前该公司 SCR 催
化剂生产线正处于调试阶段。龙净环保采取的是与丹麦托普索公司进行技术合作的方
式，成为国内首批掌握脱硝技术的环保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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