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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估算，2012 年中国单位 GDP能耗下降 3.5%以上，
达到了《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的年度分解目标。”国家发展

改革委气候司司长苏伟 1 月 10 日在《中国低碳发展报告
(2013)》发布会上透露。

此前，2012 年 5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二
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节能环保产业、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

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产业明确了发展方

向。

一系列信息表明，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利用在能源利

用新形势下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作为高能耗行业，钢铁业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能

源科技创新是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的关键。”河北首鼎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兆宗表示。

高能耗产业为节能重点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2倍，单位 GDP能耗为 1.034吨标准煤/
万元。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节能环保目标为，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降低 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化学需氧
量、二氧化硫排放分别减少 8%，氨氮、氮氧化物排放分别减
少 10%。

苏伟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应

对气候变化的任务愈发艰巨。国内改革开放 30多年以来，总
体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当前不协调、不平等、不可持续问题突

出，资源环境对经济的约束日益强化，生态恶化趋势加剧。而

且国际上对中国节能减排的期望很高，所以中国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目前看已初见成效。

事实上，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总体仍然偏低。国家能源局

副局长吴吟曾指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 GDP的 9%左
右，但中国能源消费达到 19%。中国单位 GDP能耗是世界平
均水平的 2.5倍，主要产品的能耗与先进水平相比也有很大
差距，像钢铁生产能耗差距在 11%左右。

在谢兆宗看来，在当前形势下，钢铁企业节能工作必须

把握国家战略导向，拓宽发展领域，培育战略新兴产业。

谢兆宗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该公司发明的多功能

磨球与金属连铸成型加工设备，可以在进行摩擦作业时实现

多面接触，磨擦面积是普通圆球的 10倍、二代磨球的 5 倍；
自主研发的金属连铸成型加工设备能在 20小时内生产 100
吨钢球，可为大型钢铁企业每吨钢材节约用电 400千瓦时。

高科技助推钢铁企业节能

随着能源形势日趋紧张，如何处理好环保与效益间关

系，如何将环保投入转化为企业竞争力的一部分，仍需要企

业进行艰难的探索。

据谢兆宗介绍，首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8年，
主导产品为矿山磨矿介质。金属熔化采用中频感应电炉熔

化，工艺先进、设备齐全、检测手段完善。公司生产的“雾灵

山”牌“多功能磨球”，于 2009 年 1 月至 2010 年 1月在承德
兆丰钢铁集团试用，增产幅度为 33%。凭借先进的产品，公司
业务量迅速扩张到东北、山西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张家口、

秦皇岛、承德等地。根据市场需求，首鼎果断决定 2012年投
资“用于金属的连铸成型加工设备和方法”生产线二条，预计

年生产量 6万吨，并将大大提高产品质量。谢兆宗说，“雾灵
山”牌“多功能磨球”是首鼎的最新专利产品。它在磨机内工

作磨擦时，是以点、线、面接触，其中线接触占 60%以上，球总
的接触面积是传统磨球接触面积的 4倍之多，大大提高了磨
矿效率，是磨矿介质的一场革命。“多功能磨球”具有节电 8%
—10%、降球耗 30%、增加入磨处理量 20%以上的特点，是目
前磨球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将给选矿企业带来丰厚利

润。

2011年，首鼎研发了“金属连铸成型加工设备”生产线，
将推动钢铁行业由粗加工生产转向精加工生产，同时改变了

中国铸造球工艺落后的现状，并且减少了运输成本，大大提

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2012年 1月 16日，温家宝总理在世界能源峰会上指出：
“科技决定能源的未来，科技创造未来的能源。从长远看，最

终解决未来能源问题，并不取决于对能源资源的拥有，而是

取决于对能源高科技的拥有，取决于能源科技革命的突破性

进展。”

以科技进步促进能源利用效率，已为众多钢铁企业所认

知并实践。

“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提高综合国力的主要驱

动力，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的主体，以市场为导向，

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谢兆宗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中节佳源湖北建筑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利用航天航空技术中的蜂窝

技术、自主创新研发生产的蜂窝复合

墙板及全套生产设备以及房屋低碳

能源供应系统及装备，并获得多项国

家专利。利用粉煤灰水泥蜂窝复合板

及配套钢架结构体系以及系统建筑

节能技术及低碳能源利用系统，建设

低碳可持续生态房屋。通过前期生产

研发复合墙体墙体材料的基础上，与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国家住宅与环

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增加了钢

结构和系统化，发展研发设计的节能

环保抗震材料，利用蜂巢结构力学和

仿生的特点，生产各种蜂窝复合材

料，包括墙体材料内外墙板、楼面板、

屋面板，该复合材料具有整体结构强

度好、重量轻、比刚度高、隔音、保温、

隔热、阻燃、抗震、安装简便快捷、干

法作业不开裂变形、占用空间少及无

放射性污染等诸多优点。

该特征是其他任何材料都无法比

拟的，它的重量是木材的 1/5、铝材的
1/10、钢材的 1/16，可它的比刚度和强
度是铝材的 6倍、钢材的 10 倍，所以
利用该蜂窝复合材料的特点设计和建

造抗震节能环保生态房屋是最佳方

案。蜂窝结构生态组合装配式的抗震

房屋体系是在蜂窝墙板的基础上设计

研发而成的。该房屋的主要特点为，该

房屋的形态是蜂窝六边形，也就是以

单元六边形蜂窝为核心设计的轻钢结

构房屋，把它系统化，包括内外墙体、

楼面板、屋面板、轻钢结构；也可采用

水泥框架结构，把包括各种连接件、构

件和辅助材料用技术标准统一进行标

准化设计，成为系列产品，用户可根据

需要把各个系列组合成各种房屋，该

房屋建造所用基础材料全部采用蜂窝

复合材料建造完成。

中节佳源湖北建筑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新源佳宝

建筑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在北京市和

湖北省建立了“粉煤灰水泥蜂窝复合

墙板”的生产基地。“粉煤灰水泥蜂窝

复合墙板”，就是利用航空技术，将重

量极轻的纸蜂窝芯材作为夹心支撑

构件，通过特殊配制的粘接剂，将硬

化处理过的蜂窝芯材与粉煤灰水泥

板进行冷压粘结，从而形成复合结构

的轻型墙体材料，是目前国内外同比

性能最好，生产成本最低，各项综合

指标都优于国家标准的“高标准轻型

复合墙板”。

“粉煤灰水泥蜂窝复合墙板”的

特点是：整体结构、强度高、面积大、

接缝少、不易开裂、平整度高。同时它

的比重轻，每平米仅重 22kg，仅为实
心砖七分之一的重量。并且具有良好

的隔音、隔热、阻燃、防潮、防蛀、无放

射性污染及抗霉变等诸多优点。

“粉煤灰蜂窝复合墙板”现已分

别通过了国家防火、隔音、强度和防

腐性检验，各项指标均优于国家标

准。其中，耐火极限大于 120分钟。隔
音指数单墙 41分贝、双墙 54分贝。达
到无放射性污染 A级。

由于蜂窝复合墙体的单位重量

仅 22—23kg/m2，对于用户而言可以在
结构设计上减少工程总投资，节约大

量钢材，增加楼层高度，更合理有效

的使用土地和自然资源。与粘土砖等

轻型材料相比粉煤灰水泥蜂窝复合

墙板完全实现了干法作业。安装简

单、快捷并能保证现场整洁。不仅能

够提高开发商的资金周转率，而且可

以缩短业主的建设周期。是产业化、

一体化、可持续化的不二选择。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

重茅”。杜甫的这一名句在 1200多年
后因刘培仁的研发而改写。

同样是以农作物秸秆作为原材

料当屋顶，经过安徽传树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科研队伍 5 年多的不懈努力
和研发，环保型秸秆瓦应运而生。

20世纪末，国内许多城市实施了
“平改坡”工程，秸秆纤维超强聚酯瓦

和秸秆纤维铝箔波形瓦凭借自身品

质超群的优势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国

内建筑业对彩瓦的需求量急剧攀升，

强势推动了这个新型产业的迅猛发

展，延续了千年的“秦砖汉瓦”即将全

面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新型绿

色环保建材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中国秸秆瓦之王”

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重

大挑战，低碳绿色发展已成为世界各

国的共识。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到 2020 年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达到

1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比 2005 年降低 40%—45%。
秸秆作为优质的生物质能可部分替

代和节约化石能源，有利于改善能源

结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缓解和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的意见》提出到 2015 年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0%以上的目
标。按照中央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

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

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既为秸

秆综合利用提供了新机遇，也提出了

新要求、新挑战。

秸秆瓦系列产品的诞生，从此告

别了“农作物秸秆是垃圾”的历史。

提起秸秆瓦，安徽传树建材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培仁滔滔不绝地

说了起来：“环保型秸秆纤维超强聚

酯瓦、秸秆纤维中空波浪瓦、秸秆纤

维铝箔波形瓦等产品各有各的特点，

适用不同建筑物。”

这些产品的原材料正是来自人

们通常见到的稻草、麦秆、玉米秆、花

生壳、油菜籽秆、豆秆、芦苇、高粱秆、

棉花秆、甘蔗秆、稻糠壳、锯末等各种

秸秆废弃物，再经过一系列的工艺技

术配置成型，整个生产过程无废气、

废水、废渣，用秸秆纤维的古法工艺

升华到科学的原理制作出来的产品。

刘培仁表示，“广泛适用于各种

类型的建筑物，而且还经久耐用、成

本低、性能独特。它是彩钢瓦、水泥

瓦、琉璃瓦、石棉瓦和塑料瓦无可相

比的更新换代科技产品。”

经多次检测，2011年中国硅酸盐
学会授予传树秸秆瓦“中国秸秆瓦之

王”称号。

小材料大能量

“秸秆制瓦，行吗？”面对众多质

疑，刘培仁坚定地回答道：“当然可

以！”

在刘培仁的眼里，凝聚了他全部

心血的环保型秸秆瓦几乎无所不能。

据刘培仁介绍，秸秆纤维铝箔波

形瓦、秸秆纤维中空波浪瓦、秸秆纤

维超强聚酯瓦与其他瓦类的性能比

较，具有防水、防火、防蛀、隔热、保

温、隔音、抗紫外线、耐老化、防震、抗

污、绝缘、耐酸、耐阻燃、韧性强、强度

大、使用寿命长的特点。

其中，环保型超强聚酯瓦，克服

了 PVC化学合成树脂瓦表层薄、有异
味、易褪色的缺点，采用聚酯加强纤

维精制而成，其优势突出地体现在：

质量好、强度大、具有高温稳定性，与

PVC 在化学树脂瓦类相比提高了低
温抗裂性，增强了产品的抗疲劳性，

更加提高了产品的柔韧性、抗剥落性

的耐腐蚀性能。

秸秆纤维超强聚酯瓦同 PVC 化
学合成树脂瓦相比，超强聚酯瓦具有

超强的耐候性、色彩持久性。经国家

建筑材料测试中心测试推理，自然使

用寿命可达到 30年以上。

秸秆纤维中空波浪瓦外形时尚

美观，重量轻便于长途运输，长度不

限、可根据自身要求任意订做。秸秆

纤维铝箔波形瓦尤其对不耐腐蚀不

耐酸碱的化工类厂房、治污类厂房最

为适合。

它们不仅是世界各国环保组织

关注的热点，更是政府政策扶持、利

国利民、低碳环保的好产品。

“对着镜子给自己打气”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作物秸秆

产量大、分布广、种类多，长期以来

一直是农民生活和农业发展的宝贵

资源。

近年来，农业连年丰收，农作物

秸秆产生量逐年增多，秸秆随意抛

弃、焚烧现象严重，带来一系列环境

问题。这一切深深触痛着刘培仁。

从 2003年开始，刘培仁和专家
们长途跋涉，走访跟踪，希望能将秸

秆变废为宝。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在研

发的过程中，刘培仁的实验一次又一

次地受阻，百次千次万次的小试、分

试、批试……原料变成了废品，堆积

如山，无不令目睹者倍感心疼。

那段时间，由于经常熬夜研究、

实验，刘培仁显得很憔悴。为此，刘培

仁特意买了一面镜子，“每天早上照

照镜子，给自己打气。”

几年下来，刘培仁在研发上耗费

的资金达到上千万元，债务缠身。但

回想起研发的那段日子，刘培仁只是

淡淡一笑，“都过去了。”

经过 5 年多的专项研发和两年
市场论证，环保型秸秆纤维超强聚酯

瓦、秸秆纤维中空波浪瓦、秸秆纤维

铝箔波形瓦等产品相继得到了市场

的认可。这些产品被伊利集团滁州奶

牛养殖示范基地、安徽省天长市天叶

集团、河北保定高阳县住宅小区、安

徽得力集团厂房等示范工程项目选

用。

如今，刘培仁给产品定位为低碳

环保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传

树牌秸秆纤维系列产品正以朝阳的

姿态走向世界。

打造世界航母企业

受环境保护的制约，中国传统产

品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但随着城

市改革、农村改革的进一步加快，对

瓦的需求量在 5年之内上升了 80%。
据调查，每年瓦的需求量，县级

城市为 100多万平方米，中等城市为
几百万平方米，大城市为千万平方米

以上，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有着广阔的

销售市场。

刘培仁给记者粗算了一下，以安

徽省为例：全省有规模的养殖场（鸡、

兔、牛、羊、猪等畜牧业）54.86万家；全
省有规模化的化工企业（自主拥有厂

房场地的）11.2万家；全省粮食储备库
（包括地级市、县区乡镇）100家；新农
村建设平改坡工程，全省共有 1624个
乡镇，已有 60%的新农村建设刚刚启
动，全省统计每年按 1/10用量，可达
473万平方米；大中型新旧厂房、农贸
市场、堆货场等以及民用住宅、别墅、

仿古建筑、阳光房等，面积太大无法统

计；还有建筑工地围栏、活动板房等，

“潜在客户无法统计。”

根据阿里巴巴市场数据统计显

示，在超强聚酯瓦相类似产品的使用

份额上，北美市场占 38.96%，欧洲占
36.66%，亚洲占 20.15%，中东占
4.22%，这也就是说在国内大力发展
建设的同时，国外的需求量也在逐年

上升。

广阔的市场让刘培仁充满激情。

现在传树的产品已遍布 23个省、206
个地级城市，真正形成了销售网络一

体化。其中秸秆纤维超强聚酯瓦和秸

秆纤维铝箔波形瓦已远销澳洲、孟加

拉、德国、菲律宾及东南亚地区。2012
年 6月，传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又同
中华友好促进会正式签订了长期合

作协议，传树的秸秆系列产品已被中

华友好促进会指定为推向世界友好

的唯一环保品牌。

本报记者 陈玮英

秸秆制瓦 传承绿色

自主创新建设“可持续生态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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