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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冰岛岛的的地地热热““进进击击””
■■本本报报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齐齐琛琛冏冏

■牟思南

当前，推动绿色发展、实现零碳目标已
成各行业及全社会共识。瞄准节能环保、高
效安全的能源生产消费形势， 不断创新清
洁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和系统方案， 正成为
能源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课题。

正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智慧绿色能
源强企的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陕鼓”），着眼于市场和用户显性和潜
在需求，创新提出了“供给侧、需求侧、技
术侧”互联三特征的“陕鼓能源互联岛系
统解决方案”（下称 “陕鼓能源互联岛”），
为引领绿色能源变革与发展增添了创新
引擎。

“陕鼓能源互联岛是一个涵盖生产、输
送、配给、转化和消耗等全产业链各环节的
完整能源体系，‘供给侧、需求侧、技术侧’
互联是其最明显特征。 ”陕鼓党委书记、董
事长李宏安近日如是表示。

供给侧： 从“九联供”到最大化利用
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供应开放互联

2017 年， 陕鼓在西安临潼工业园区建
成了能源互联岛全球运营中心， 使园区内
能源系统形成智能“九联供”，实现了土地
集约、设备集约、功能集约、运营集约，并打
造了行业内万元产值能耗最低、 排放最少
的智能制造基地。

近年来，陕鼓不断创新思路，持续丰富
能源互联岛供给模式。 通过持续集成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多方面优势技术，
又在“九联供”理念基础上，不断扩展能源
互联岛要素联供范围， 进一步强化了服务
用户、创造价值的核心目标。

“‘开放互联’拓宽了供给侧的资源禀
赋。 ”李宏安指出，目前，陕鼓能源互联岛利

用先进的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智能控
制等技术，致力能源开放互联，目前，已打
破了传统的冷、热、电、风、水、废、气、油、
（交）通等能源供给壁垒，同时最大化利用
太阳能、地热能、污水余热、工业余能、储
能、生物能等各种可再生能源，实现按时、
按需、按质，为用户端提供开放互联的分布
式清洁能源综合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需求侧：精准把握用户需求
达成节能、节本、绿色互联

“在全球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以及
能源变革新时代发展背景下， 我们也更加
注重市场和用户需求侧的研究， 精准把握
用户需求， 不断创新能源互联岛技术方
案。 ”李宏安说。

在需求侧方面，李宏安指出，能源互联
岛实现了能源低损耗甚至零损耗、 端对端
零损耗传输、 选择路径传输、 低成本储能
等，实现了能源利用在节能、节本、绿色三
个维度的互联。

“我们将上述理念落实到流程工业领
域， 解决了各类能源介质之间的输配、转
换、平衡问题，提升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
了能源使用成本。 ”李宏安说。

在塞尔维亚某高炉鼓风系统能效优
化升级改造总承包工程项目中，陕鼓为
用户量身定制了“冶金全流程能源动力
系统解决方案 ” ，将释放掉的煤气加以
回收利用 ，解决了用户需求侧高成本 、
低效率 、高污染的痛点 ，使高炉鼓风机
运 行 效 率 由 原 来 的 62% 提 升 到 了
90% ，最终使园区实现了能源高效配给
和利用。

在钢铁行业某 500 万吨级跨省搬迁项
目中，陕鼓通过节能降耗环保新技术、能源
梯级利用等能效优化系统解决方案， 使能

源利用率提升 5%—7%左右，每年为用户增
加收益超过 3.37 亿元， 同时实现了全流程
二氧化碳、 粉尘等污染物零排放和环保全
面达标， 促进了钢铁企业所在地的区域经
济发展和大气污染治理。

在石化领域某 550 万吨/年重油催化
热裂解项目中， 陕鼓能源互联岛智慧绿色
方案帮助用户提升能源利用率 3%—5%，提
升能源回收效率 8%—10%，且在“三废”排
放达优和降低成本的基础上， 每年可为用
户增加效益 1.2 亿元以上。

与此同时， 陕鼓还打造了国内第一
个汽车行业能源互联岛项目，为陕西新
能源汽车创新产业园能源基地规划建
设了燃气锅炉站 、污水处理站 、智慧空
压站、地源热泵站、各级配电室、厂房动
力管道等能源供应一体化系统，使园区
达到了节能减排 、 降本增效的良好效

果，使单车制造能耗降低 5%。

技术侧：新基建“添翼”
致力供需双向智能互联

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永恒话题。 据
介绍， 陕鼓能源互联岛采用双向传输、无
线传输等技术， 实现了能量双向传输；借
力大数据、5G 等实现通讯无线传输，以开
放对等的接入形式为能源生产者和消费
者提供保障，支撑需求侧响应和虚拟电厂
等应用，缓冲或解决了用户生产的电能在
并网时对大电网的冲击，助力大电网稳定
运行。

“陕鼓能源互联岛形成开放对等的信
息—能源一体化架构， 真正实现了能源的
双向按需传输和动态平衡使用， 促使了能

源传输网络的智慧化。 ”李宏安说。
目前， 陕鼓能源互联岛正以互联网思

维和方法构建新一代多能流集成的综合能
源系统， 为智慧绿色能源方案在供给侧与
需求侧互联、互享、互为市场、互为资源提
供了技术硬核。

“能源互联岛是推动新基建发展的重
要力量。 我们将以更加开放互联的智能化
方案，为流程工业、工业园区、智慧城市及
军民融合等领域提供高品质的智慧、 绿色
系统服务。 ”李宏安强调。

目前，陕鼓已与国家电网战略合作，跻
身能源领域“数字新基建”重点工程项目布
局，推动 5G 时代下的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迈向新征程。 并持续推进传统工业向高
端、智能、绿色方向快速升级。

与此同时， 陕鼓也在持续创新能源互
联岛绿色智慧方案的实践中实现了高质量
发展。今年上半年，陕鼓集团总销售订货额
266.51 亿元，同比增幅 149.24%，营业收入
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呈两位数以上增长。

陕陕鼓鼓：：能能源源互互联联岛岛成成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新新引引擎擎

在欧洲最西北角的大洋深处， 有一个
建立在海岛之上的国家—————冰岛。 这个
四面环海的北欧岛国， 总人口仅为 34 万
人， 极高的纬度使国土面积的 1/8 都被巨
大的冰川覆盖。

虽然以冰为特色，但在冰岛依然到处
可感受到火般的“温暖”：全岛分布着大大
小小的火山与温泉，地下也蕴藏着丰富的
地热，是名副其实的“冰火之岛”。

2016 年， 冰岛约 85%的一次能源使用
来自本地可再生能源。其中，地热能约占一
次能源的 65％，水电占 20％，地热利用率为
全球最高。

在 20 世纪的发展进程中， 冰岛从欧
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转变为高生活水平
的国家。 在这几十年中，冰岛从最初依靠
泥炭和进口煤炭获取能源，到逐渐取“热”
于地下，将地热能变成了驱动国家不断前
行的动力，成为欧洲使用清洁能源占比最
高的国家。

地热为 90%家庭提供采暖
并贡献 27%电力

冰岛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火山地区之

一。这里横跨大西洋中脊，分散的构造板块
活动使热量和岩浆更接近地球表面， 因此
岛内地热资源丰富，温泉广布。

虽地处北极圈附近， 但冰岛冬季却并
非想象中那么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
全国近 2/3 人口居住于此， 平均冬季温度
约在 2℃左右，夏季气温也在 7℃—12℃之
间。 然而由于以前传统化石能源资源均需
依赖进口，如果没有地热，当地人也许根本
无法度过寒冷、黑暗、潮湿的冬季。

在冰岛，地热能的主要用途是供热，
热量通过分布广泛的区域供热管网进行
输配。 和很多欧洲国家类似，冰岛的区域
供热系统并没有固定的供暖期限， 如果
有需要，一年四季都可有“暖”可供，也可
随时提供生活热水。 冰岛国家能源局的
数据显示， 采暖约占冰岛地热直接利用
的 77%， 冰岛有约 90%的家庭在使用地
热能供暖。 根据规划，未来将实现 100%
地热供暖。

据了解， 仅地热供暖每年就可为冰岛
节省约 1000 亿冰岛克朗 （约合 50 亿元人
民币）的能源进口费用。

发电是地热能利用的另外一种主要方
式。 有数据显示，2015 年，冰岛的总用电量

为 18798GWh， 其中约 27％来自地热能发
电，73％来自水力发电， 即可再生能源提供
了近 100％的电力生产。 冰岛是世界上人均
最大的电力生产国， 人均每年电力产量约
5.5 万 kWh。 相比之下，欧盟平均水平不到
6000kWh。

由于丰富的地热和水力资源， 冰岛的
发电成本相对低， 较低的电价带动了铝冶
炼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扩张， 也吸引了国
外公司将数据中心落户冰岛， 推动了当地
经济的发展。

此外，地热资源还用于温泉和游泳池，
温室种植、渔业养殖、街道融雪等。

政府力推
地热升级成能源转型主力

冰岛对当地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探索，
从化石能源到可再生能源的过渡也经历了
漫长过程。

最早利用地热能为房屋供暖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 1908 年，当时雷克雅未克的一个
农民率先将温泉水通过管道引入自家进行
房屋供暖。之后市政府在此基础上，对地热
资源进行了更系统的勘探。 通过借鉴石油
工业的钻探技术使钻探更深， 从而获得更
多的热水，为更多房屋供暖。 1930 年，雷克
雅未克修建了一条 3 公里长的供暖管道；
1943 年， 一条 18 公里的供热管道投入使
用；到 1945 年底，供热管网已连接 2850 所
房屋。

1973 年和 1979 年的石油危机致使冰
岛改变了能源政策， 减少了进口能源的依
赖，转向发展国内能源，尤其是地热和水力
发电。这种能源转型，使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迅速下降，并逐步退出电力和供热领域。

从地热田到城镇，传输管道往往长达
数十公里，大量供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较
高。 为筹措更多的资金发展地热供暖，冰

岛政府集中力量组织私人和公共机构，最
终发展成为如今的雷克雅未克能源公司。
如今， 首都雷克雅未克拥有世界上最大、
最复杂的地热集中供热系统。

比建设供热管网花费更大、 更具风
险的，是地热井的开采。 为了鼓励企业进
行地热开发，1960 年代后期，冰岛政府将
前电力基金和地热基金合并， 成立了能
源基金， 以进一步促进该国地热资源的
开发。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该基金已向地
热勘探和钻探公司提供了大量贷款。 如
果钻探未能产生预期成效， 贷款则可转
换为赠款。

这种“政府买单”式举措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企业顾虑，从而加快了地热开发过
程。 政府“力挺”之下，冰岛地热开采规模
不断扩大，相应的地热供暖价格也逐步在
降低。

规范管理与科学研究
确保可持续发展

冰岛的地热开发路线以水热型地热
井为主，即将深层地下水抽取上来以利用
其中的热量。 对地热的利用，其中一个重
要的技术要求是地热水的同层回灌。

不同于浅表水体，其水位下降可通过
降雨等形式补给，但深层地下水在抽取之
后，很难完成自然补给。 为了维持地热水
的可持续使用，需要保证地热井水位维持
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因此抽取出的水和补
进来的水量要一致。 这样不仅能保证地热
井使用的高效性和经济性，也防止地下水
位下降可能造成的岩层水体空缺、对地质
的破坏，以及海水侵入地下水岩层，造成
地下水污染等。

值得关注的是，冰岛的土地分为私人
土地和公共土地，如何保证私人土地的地
热开发规范有序？

为此， 冰岛制定了完整而严格的法
律体系，最为重要的两部法律是《土地资
源勘察和利用法》和《电力法》。 基于这两
项法律， 尽管土地所有权决定了资源所
有权， 但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依然需要
工业能源和旅游部的许可。

此外， 冰岛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
关法律，包括《自然保护法》《环境影响评
估法》及《能源法》等。 重要的项目工程需
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法》接受评估。 如规
定地热开采量超过 25MW 的项目必须提
交详细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特别在同层回灌监管等方面， 冰岛
国家能源局专门负责监测矿产勘探或开
采区经营公司的合规性。 如果许可证持
有者有违规行为， 冰岛国家能源局将发
出书面警告并提供纠正期限， 甚至将给
予吊销许可证的惩罚。

除了遵守严格的政策框架，为了保证
地热开采可持续，冰岛公司探索深层地热
能的开发技术时，还往往在前期花费大量
时间进行详细勘探和分析研究。

2000 年， 冰岛三家能源公司和冰岛
国家能源局共同发起 “冰岛深度钻孔计
划 （IDDP）”，旨在探索利用超临界地热
流体是否可以改善地热田发电的经济
性。包括在 Hengill 地区钻探 35 口高温生
产井、15 口回灌井。 钻井深度超过 5000
米，是常规中深层地热井的两倍左右。

该计划与 2001 年成立国际咨询小组
进行工程规划，2003 年完成了地球科学
研究选址、评估。 在长达两年的谨慎研究
之后，项目才开始实施，并最终取得了成
功，即建设的地热发电厂，单井发电规模
可达 5 万千瓦， 是目前普通地热井发电
能力的约 10 倍。

总结经验来看，一是政府给予了资金
方面的大力支持；二是科技研发在地热开
采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