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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左丰岐
通讯员 魏志尚 葛金余 报道

本报新泰讯 “以前在井下开煤机，现在不同
了，在井上就能操纵煤机启停。”3月18日，山东能源
新矿集团翟镇煤矿智能集控中心操作员董合波如往常
一样端坐在智能集控中心操作台前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

在此之前，他已经在井下开了12年采煤机和顺槽皮
带。“如果说以前在井下开的煤机是拖拉机，那么现
在在井上所操纵的采煤机智能控制设备就像是奔驰、
宝马。”

董合波所在的智能集控中心，除了远程控制井下
的智能采煤工作面外，还担负着21部掘进工作面运输皮
带、41部原煤运输皮带、9个井上下配电所、3个井下泵
房、主副井提升系统等多项井上下设备的可视化控
制，以及安全监测系统、人员定位系统的地面监控。
全方位的智能化集控，涵盖了矿井采、掘、机、运、
通等所有生产环节。

“我们从2018年底开始进行“智慧矿山”建设，先
后建成4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工作面只保留2人巡检，
剩余操作全部在智能集控中心完成，真正实现地面集
控生产，人均工效提高9倍。”

翟镇煤矿总工程师郑永胜介绍，1个智能化采煤工
作面的月产量约在4万吨，产量同比普通采煤工作面提
升了近30%。除了产量提升，在煤机运行速度、皮带运
输等方面也已经实现了提速提效，整个矿井效能都得
到了很大提升。

除此之外，翟镇煤矿还在掘进方面试验应用了远
程控制综掘机，第一代综掘机初步实现近地遥控截
割、远程控制截割等功能，迎头500米遥控，巷道成型
精度控制在100毫米范围。目前第二代远程控制综掘机
也已组装完毕，在11502W轨道巷应用。

“我们加快了小型盾构机的调研应用，积极对接
北方重工，超前制订了安装方案，分批次到厂家学习
了组装、配件下井、运输、安装等事项，提前完善了
运输系统。”掘进矿长王清峰向记者介绍。

不仅如此，掘进专业持续攻关掘进一体化，推广
应用气动联网机、巷修机等先进设备，打造“综掘机+
装载机+40T溜子+铲车”快速掘进作业线，掘进效率大
幅提升，掘进迎头控制在7人以内。

“现在我坐在液压掘进钻车驾驶舱内，操作一
下按钮就能轻松掘进，比以前方便多了。”操作锚索
支护机器人的青工朗秀帅高兴地说。该矿综掘一区正
施工的11502工作面应用了锚索支护机器人，采用了整
体升降的工作平台，一个钻臂至少相当于2部风动锚杆
钻机的效率，而且只需1人操作。

“智慧矿山”建设引进采煤机智能控制设备、锚
索支护机器人等新型装备，直接成果就是减少了井下
人员。数据统计显示，自推进“智慧矿山”建设以
来，翟镇煤矿大量作业人员从危险岗位、薄弱时段中
解放出来，单班生产人员由年初的375人降到149人，减
幅60%。

“以前一个采煤工作面至少需要17人，但现在智能
采煤工作面只需要3个人。”该矿副矿长胡佩东表示，
这3个人中，1人在地上负责远程操控采煤机，而另外2
人则在井下负责巡检。在减少井下作业人员的同时，
矿井优化形成“4776”新型劳动组织形式，职工井下作
业环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产能成倍提升，人工
效率提高近4倍。

推进“智慧矿山”建设

提速提效

翟镇煤矿井下人工效率提高近4倍

□记 者 左丰岐
通讯员 程敬海 许红波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近期，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位于威海市中国广核集团下属的山东海维辐照灭
菌中心，迅速开通电子束辐照灭菌站点绿色通道，24小
时待命，为防护服、手套等医疗物资提供快速免费的
消毒灭菌服务。

辐照灭菌技术是核技术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是
利用射线（包括X射线、γ射线和加速电子束等）的辐
照来杀灭有害细菌和微生物的一种有效方法。目前，
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百姓生活之中，形成了一定产业
规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电子束辐照灭菌法是辐照灭菌技术的一种，利用
高压电场加速产生的高能电子束，在常温常压下对包
装好的一次性医疗用品、卫生用品等进行辐照，破坏
微生物结构，使之失去生物活性，从而达到消毒灭菌
功效的一种技术手段。其原理类似晒太阳，整个过程
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产品只接受电子束带来的能
量，无需拆封并且不与辐射源直接接触，在杀灭细菌
的同时不会产生辐射残留物，可放心使用。相比于需
要较长时间（7天—14天）去除残留物的环氧乙烷等化
学熏蒸技术，电子束辐照灭菌使用的电子束穿透力
强，可以深入产品内部进行全面、彻底、快速的灭
菌，具有效率高、无残留、立等可取、灭完即用等优
点。

据介绍，电子束辐照灭菌所需要的厂房并不大，
完成整个灭菌过程的区域就是一条100余米长的传送
带。根据加速器功率和所需灭菌剂量的不同，每箱产
品在电子束下的实际辐照时间只有几秒钟。全程辐照
加工时间，包括产品传输进去、出来一个流程，或者
产品翻面后再辐照一遍，总共20分钟—40分钟。产品完
成消毒、灭菌、检测后，可直接装车发货。

除了可以给防护服、手套等医疗物资消毒灭菌
外，电子束辐照在食品保鲜、工业材料改性优化等方
面也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它可以用在各种电线电
缆、管材、轮胎上，增强其在高温高压等极端环境下
的耐受性，延长使用寿命等。

医疗物资“灭消”

用上电子束辐照技术

□ 本报记者 张思凯
本报通讯员 缪久田 魏志尚

赵楠楠

新能源是引领能源行业技术变革、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领域，也是调整优化山
东能源结构、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支
撑。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
利影响，全省能源主管部门在组织新能源企
业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多方协调
新能源项目投资建设，加快推进在建、新建
项目复工开工，以项目加快推进、早见成效
为稳投资、惠民生提供坚强支撑。

新能源发电逆势增长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春节长假等多重因素
影响，今年以来，全省全社会用电负荷保持
低位运行，加上大多数火电机组承担城乡居
民供暖任务，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
面临严峻消纳压力。

为确保新能源机组稳发、多发，全省能
源主管部门一方面积极协调国网山东省电力
公司，在保障供电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加强
负荷预测分析、加强火电深度调峰、增加抽
水蓄能调峰频次等有效措施，优化电力调度
运行，充分挖掘消纳潜力，尽最大努力保障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另一方面，督促新能
源发电企业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坚决执
行疫情防控安排部署，配合电网企业及时做
好调度响应，加大故障排查和风险防控，全
力保障电力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今年前两个月，在全省机组发电量比去
年同期下降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仍
达到77 . 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占全省发
电量的比重达到10%以上，为全省抗疫保供

提供坚强有力绿色电力保障，有效保证新能
源企业发电收益和健康持续发展。

项目开复工按下“快进键”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也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
攻坚年。全省能源行业围绕“发展绿色能源、助
力动能转换”核心任务，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项目建设。经过多方对接，确定125个项目作
为全年重点推进建设的新能源项目，涵盖光伏、
风电、生物质和垃圾发电、地热能利用、多能互
补及抽水蓄能等领域，项目总投资825 . 6亿元，年
内计划完成投资338 . 9亿元。

为加快推进项目开工建设，全省各级能
源主管部门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主动下沉

一线，与企业对接协调，帮助解决制约项目
开工复工难题。建立“三个一”包保责任
制，每个项目明确一位牵头负责人、落实一
个责任处室、建立一本工作台账，实行问题
逐一销号管理。针对部分项目反映外地施工
人员需要点对点接送问题，积极协调项目所
在县区经济运行工作指挥部，帮助协调联系
大巴车、中巴车，及时把施工人员安全接送
到施工现场，有效解决了施工人员返岗难的
问题；针对微山垃圾发电外送电配套工程进
展时序不统一问题，积极协调电网公司，根
据项目建设进度，将配套工程列为今年重点
工作推进，确保项目进展顺利。

通过一系列有效对接和精准服务，全省
新能源项目复工开工按下“快进键”。截至3
月15日，125个新能源建设项目中已复工开工

111个，复工开工率89%；另外12个项目将在4
月底前实现复工开工，2个项目预计下半年全
面实现开工。

新能源发展助力群众增收

新能源项目既关系能源多元供应保障，
又关系群众增收和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对决
战决胜实现全面小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更好发挥新能源项目在稳投资、惠民生
等方面的拉动作用，全省各级能源主管部门在
抓好项目建设的同时，把项目建设与环境保
护、清洁取暖、民生发展等有机结合起来，放大
项目综合效益，千方百计增加人民群众获得
感。

记者在枣庄市山亭区鑫能生物质热电联产
项目建设施工现场看到，各种工程机械有序运
转，施工人员正在紧张忙碌施工中。山亭区是林
果之乡，全区仅果树种植面积达到80余万亩，
该项目今年年底建成投产后，将每年综合利用
当地农作物秸秆和果树枝丫近30万吨，增加群
众收入8000余万元。同时，项目还承担着山亭
区100万平方米清洁供暖任务，项目建成将彻底
结束山亭城区集中供暖不稳定的历史。

而在华能新泰市朝辉新能源100兆瓦农光
互补项目建设现场，500余人正在加快施工，
在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同时，施工单位还同
步高标准建设470余个冬暖式大棚。建在新泰
市农光互补整治采煤沉陷区的这一项目，是
光伏领跑技术基地二期项目开工建设的“头
阵”项目，借着一期50万千瓦项目的成功经
验，未来将聚力打造棚外发电、棚内种植、
农光互补、产业融合、互馈互补、共赢发展
的示范样板，具有修复土地生态、促进农民
增收、优化产业结构的经济社会效益，助力
当地乡村振兴。

■山东能源业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之新能源篇

125个新能源项目稳投资惠民生

□记 者 张 楠
通讯员 朱煜梁 魏志尚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学法规、抓落实、
强管理”活动的通知》要求，山东省能源局
与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联合部署安排，印发
活动实施方案，以“五个全方位”着力推动
活动深入开展。

全方位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山东省能源
局、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组成的省级活动领导
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两局有关部
门人员组成，负责组织协调、考核通报和信息

报送等工作。要求各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成
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分层次制订具体活动方
案，层层推进活动开展。

全方位拓展活动范围。活动范围包括全
省正常生产建设煤矿及其上级企业、集团公
司，煤矿安全设备材料生产制造企业，煤矿
安全评价、检测、鉴定等中介服务机构，实
现了对各类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的全覆
盖。

全方位强化责任落实。以活动实施方案
为基础，将学习培训、普法宣传、对标对表
整改、督导检查等四个方面工作进一步详细

分解为19项具体任务安排，并逐项确定时间节
点、责任单位，形成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责
任书，干什么事、由谁干、什么时间完成均一
目了然。同时，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对照工作进度，排兵布阵、扎实推进，确保
按时保质完成。

全方位提高学习实效。要求各煤矿安全
生产经营单位以单位为主体开展学习培训，
分级、分类、分专业学习煤矿安全法律法规
规程标准，组织全员培训、考试，确保做到
“干什么、学什么”“管什么、懂什么”。
并对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和监管监察部门查处

的安全隐患相关责任人员，分层级采取反思
式、检讨式、案例式精准培训，实现“缺什
么、补什么”，确保安全培训取得实效。

全方位开展督导检查。各级煤矿安全监
管监察部门结合专项整治、明查暗访、联系
督导、专项监察等工作，强化督导检查，督
促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把对标对表整改各
项要求落到实处，确保真学、真查、真改。
全省对活动开展情况按月以煤矿上级企业、
集团公司为单位进行排名通报，对开展不认
真、走过场的，将严肃追责问责，结合集中
整治要求“开小灶”。

□记 者 张思凯
通讯员 赵楠楠 贺永杰

李一夏 报道
本报平原讯 近日来，位于鲁西北大地

的平原县再传喜报：继三唐乡入选全省首
批10个绿色能源示范村镇创建单位后，又
被列入山东省支持的生物质能源推广应用
重点县，而这一荣誉，全省仅有5家。

作为平原县生物质能源应用先行先试
的三唐乡，在推进清洁能源应用领域开展
了积极探索，一个“生物质能+太阳能+地
热能+空气能”多能互补的特色小镇即将建
成。以往，三唐乡冬季取暖以燃煤为主，每
户家庭供暖季平均要消耗燃煤1吨左右，全乡
燃煤消费总量约4800吨。如何改善能源消费
结构、实现绿色清洁取暖，是困扰历任乡镇
领导的难题。

“利用生物质能是综合考量、多方权衡
后确定的突破口。”三唐乡党委书记王鹏介
绍，“去年以来，经过认真考察，确定实施

多能互补清洁供热、秸秆收储体系建设、生
物质颗粒加工中心等一批生物质能源应用项
目。”

据了解，前期三唐乡政府邀请县发改局
等行业主管部门，在实地考察、摸底调研、
深入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符合当地实际的
“秸秆收储体系+分布式生物燃料加工中心+
生物质燃料+多能互补”的清洁取暖模式，
引入清华大学多能互补清洁供暖技术和生物
质燃料加工企业。该项目首期将采取多能互
补方式清洁供暖1 . 7万平方米，两年内将扩大
到15万平方米左右，建设生物质分散取暖示
范村20个、多能互补示范社区4个。同时，投
资1800万元，新建3处、扩建1处标准化秸秆
收储固化加工中心，达到年产生物质颗粒燃
料8万吨的规模。力争到2021年，全乡绿色能
源覆盖率达到85%以上。

三唐乡应用生物质能源的例子是该县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平原县高度重视生态环
境建设，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开发利用

绿色能源，为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实现绿色
可持续发展探索了一条有效路径。

“我县绿色能源应用起步早，门类
全”，县发改局能源科科长尹传涛向记者介
绍，“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风能、太阳
能、生物质能‘三位一体’的绿色能源产业
发展格局。”

据了解，该县2010年引入的山东平原汉
源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当时由深圳汉源绿
色能源有限公司、韩国GSEPS株式会社、
韩国ECO FRONTIER株式会社共同出资
设立，是德州市首家生物质能热电联产企
业，2018年1月17日公司改制为国有控股混
合所有制企业，现为省属一级国有企业水
发集团旗下控股公司。该公司投资3 . 5亿元
建设的生物质能热电联产项目，装机容量
30兆瓦，已于2012年12月实现并网发电。
年可利用作物秸秆、玉米芯、枝丫柴、树
皮、树根等农林废弃物30余万吨，发电量
2 . 1 9亿千瓦时，供电量1 . 9 3亿千瓦时，供

暖量50万吉焦，供汽量15万吨，供暖面积
120万平方米。每年可为当地农民增收1亿
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0万吨，减少标煤
使用量15万吨。除积极推广生物质能应用
外，该县还注重发展太阳能、风能等绿色
能源。先后引进了国瑞新能源、中节能等
风电行业领军企业，其中国瑞一期50兆瓦
风力发电项目计划2020年上半年并网，预
计全部建成后，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200兆瓦。拥有协合太阳能、协衡新能源、
锦诚新能源、中节能光伏、乾鑫新能源等
一大批光伏发电企业，全县光伏发电装机
容量超过130兆瓦。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
已成为当地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

据了解，目前该县已聘请第三方机构编
制《平原县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规划》，计划
利用2年—3年的时间，持续推广生物质能等
清洁能源在偏远社区及农村地区的应用，大
力提高生物质能源利用效率和水平，力争成
为北方地区生物质能源应用示范区。

□记 者 张 楠
通讯员 贺永杰 袁杨杨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9年初，我省利用亚洲
开发银行资助首批项目偿还的循环转贷资
金，继续投资3 . 8亿元启动了二期项目。目
前，2个子项目正在加速建设当中，亚行贷款
在我省实现了良性循环，持续助推我省能源
企业绿色发展。

我省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省，能源消费
总量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煤炭消费长期居
全国首位。全省能源行业牢固树立“节能就
是第一能源、节约就是增加资源”的理念，
始终把节约优先放在能源战略首要位置，充
分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资金引导作用，助推企
业绿色发展。

2012年，我省引进亚洲开发银行节能减
排贷款1亿美元，支持节能减排项目开展。该

贷款以省内能源密集型企业为重点，通过金
融中介贷款模式滚动使用亚行贷款资助多批
次节能减排项目，这是亚洲开发银行在我国
采用金融中介循环转贷创新模式的项目之
一。目前，亚行贷款支持的第一批项目已全
部完成，累计投资人民币10 . 2亿元，其中利用
亚行资金1亿美元，带动配套资金3 . 8亿元，支
持了58个子项目，累计节约标煤119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292万吨，超出预期目标。

利用第一批次项目偿还的循环转贷资
金，我省启动了亚行贷款第二批项目，支持企
业绿色发展。截至目前，亚行第二批资金支持
了2个子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中，预计总投资
5 . 3亿元，本批项目利用亚行资金5480万美元，
带动配套资金人民币1 . 5亿元，项目建成后年
可节约标煤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万吨。

其中，利用资金2300万美元，支持山东

能源重型装备制造集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该项目规划装机总容量为35兆瓦，利用
重装集团各工业园区自有厂房屋顶、采用
BIPV形式（光伏建筑一体化）铺设单晶硅光
伏组件。采取分片发电、就近并网的技术方
案，实行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运作模式，自
用比例达85%以上。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平均
上网电量3500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1 . 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万吨，减少厂房维护
修缮、厂房面板更换等各类费用共计近2亿元。

利用资金3180万美元，支持新泰市康平
纳智能染色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筒子纱智能染
色工厂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57448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34672 . 7平方米，年产各类染色棉
纱2万吨。该项目依托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的“筒子纱数字化自动染色成套技术与装
备”建设，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替代当前的

人工操作，将机械自动化、计算机、自动化
控制、软件技术等应用于印染行业，通过多
种节能措施，使传统印染车间成为清洁、绿
色、智能化的工厂，也是纺织工业“4 . 0”的
示范工程。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环境效
益，可实现吨纱节约用水7 0%、节约用电
45%、节约蒸汽58%、节约用工80%，并使生
产效率提高28%。截至目前，该项目建设完
成，进入调试运营阶段。

据介绍，我省将继续积极探索节能减排
市场新机制，学习借鉴国际绿色金融模式，
搭建与国际、国内金融机构沟通交流新平
台，以能源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以节能降
耗助力新旧动能转换为落点，全力打造多层
次、多渠道、专业化的能源绿色金融体系，
为全省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供坚强有力的
金融支持。

一期项目累计节约标煤119万吨，二期项目加速建设中

亚行贷款擦亮山东绿色能源品牌

山东省能源局与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联合部署安排

深入开展“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

■山东省首批绿色能源示范村镇巡礼之七

三唐乡：多能互补助力平原碧水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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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信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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