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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海制图

随着北方进入采暖季，我国多地（特别是华
北和东北地区）进入雾霾高发期。监测数据表
明，冬季是我国大气污染较为集中的时期，全国
重点区域各省（区、市）供暖季 PM2.5 平均浓度
均比全年平均浓度高 20％左右。特别是北方地
区，在进入采暖期后，受季节性燃煤影响，污染
物排放量剧增。

为了应对雾霾天气，不少城市都在供暖方
式上采取了改进措施。北京市近年来一直在实
施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现在清洁能源占比
已达 80%左右，今年城六区将基本实现无燃煤
锅炉。

然而，此次北京所受的“霾伏”非但不比以
往有所减轻，雾霾持续天数、空气质量指数反而
超过了历史同期的程度。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蒋大和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这
次雾霾如此严重，有可能受到更大范围污染源
的影响。

“气象条件的变化有可能引发地区性的污
染浓度峰值。像北京这次严重雾霾，不像是污
染源突然高过往年，而是即使京津冀减少了产
能，污染物还可以因为气象条件从山东、江苏、
山西、河南、安徽等地传输过来。在北京地区积
压造成新的峰值。”蒋大和对记者说，北京是
26 日开始雾霾加重的，到 11 月 29 日还在原来
严重的程度内。反而是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
PM2.5 浓度上升到新的峰值。“我认为可以怀疑
山东、山西、河南、安徽的污染物向北输送影响
到了北京。”

蒋大和告诉记者，11 月 26 日 ~29 日这几
天的天气条件，PM2.5 很难被清除掉，容易被输
送和积累。

河北、山东等地的雾霾成因与燃煤采暖关
系不小。也就是说，北京此次遭遇强雾霾天气，
燃煤排放污染物的积累和输送难脱干系。

环保部近日组织对北京、天津以及唐山、廊
坊、保定、沧州等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核心区散
煤洁净化工作进行了专项督查。督查发现，煤质
不达标仍旧是焦点问题之一，此次环保部随机
抽查 10 家集中供热企业，7 家储煤煤质没有达
到非电工业用煤标准。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一位负责人
介绍，供暖只是压垮空气质量的最后一根稻草。
表面看是供暖导致雾霾，但根子还是供暖结构
和消费模式不合理。我国北方绝大部分地区城
镇和农村建筑的采暖是依靠燃煤，而且存在大
量低质煤。城市大院、农村民宅使用的独立小锅
炉比较多，污染物的排放就比较大。

多地燃煤采暖，北京难偏安

近日，英国《每日电讯》刊
登的报道援引了一位生物分析
化学和化学病理学教授的观
点，该教授称植物油在高温烹
调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醛类物
质，醛类物质有潜在的毒性，可
导致心脏病、癌症、痴呆等相关
疾病。

该研究发现，在加热到
180 摄氏度一段时间后，相比
葵花籽油和玉米油，黄油、橄榄
油、猪油产生的醛类物质会少
很多，椰子油情况最好，因此该
研究人员建议厨房不要用玉米
油和葵花籽油。

食用油的脂肪酸分为饱和
与不饱和两种。饱和脂肪酸多
含于牛、羊、猪等动物的脂肪
中，有少数植物如椰子油、可可
油、棕榈油等中也多含此类脂
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多含于红
花籽油、核桃油、花生油、大豆
油、阿甘油、橄榄油、茶油等植
物油中。

由于饱和脂肪酸摄入过
多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对于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
群来说，不建议选择饱和脂肪
酸含量高的油类。

正因如此，近些年来，富含
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仿佛成
为了健康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传播标题以偏概全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
教授朱毅提示道，国内媒体在对《每日电讯》报道
传播的过程中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朱毅认为，国内报道在经过层层传播之后精
练出一句话：植物油做饭可致癌。“事实上在原实
验结果中，橄榄油和椰子油在高温加热过程中产
生的醛类物质也较少。这项研究是这么表述的：
食用油在 180 摄氏度高温下，葵花籽油和玉米油
能产生更多一些的醛类有害物质，黄油橄榄油和
猪油会更少，椰子油最少，椰子油和橄榄油都属
于植物油的范畴，所以信息传播过程中，‘植物油
致癌’这种说法自以为是精练出一句话，事实上
以偏概全，和事实并不相符。所以我认为只能说，
部分植物油未必经得起高温的考验。‘植物油做
饭可致癌’的标题可能造成了社会公众的误读。”

朱毅提示到，全面的说法应该是，在比较不
同种类的食用油之后，有的植物油并没有我们
想象的“健康”。

“不饱和脂肪酸比饱和脂肪酸更容易发生
氧化反应，所以在高温条件下更容易生成醛类
化合物，这种结果是正常的，不用去怀疑。”按
照朱毅的解释，虽然在实验室条件下的研究结
果是正确的，但想要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指导
意义，还需加上其他可做证的研究结果，比如
实验中油的用量、烹调方式，这样就会对我们日
常生活中使用食用油的指导作用更大。

控量控温最重要

朱毅认为，就其影响来说，我们应该尊重这
个实验结果。“在过去几年中，因为一边倒式的传
播，社会公众有了这样一个误解：只要是植物油，
吃多少都没问题，怎么炒也没问题。植物油成为
了健康的‘保险箱’。”朱毅说道。

但是，植物油也是油，也不一定能经历高温
考验。在朱毅看来，这才是这个报道对中国消费
者来说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根据目前的科学证据，我们没必要对这些油
脂中的醛类物质感到特别恐慌。只要做到食物多
样化、营养均衡、少吃高温煎炸的食物，控制油脂
用量，就足以减少包括油脂氧化在内的很多健康
风险。

相比高温烹调产生的醛类物质，朱毅认为食
用油摄入量过多、高温烹调方式才是首先需要引
起国人重视的问题。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食用油
摄入总量为每日 25~30 克。“但中国城市居民每
日摄入食用油的量太多了，平均每人每天为 50
克左右。在摄取食用油的量没有降下来之前，去
计较食用油经高温产生的醛类物质较多的意义
不大。吃多少才是最重要的。”朱毅接着说。

其次，中国人的烹调方式是“无油不欢，无炒
不成菜”。朱毅认为，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不能不
把植物油当油看。“由于我们现在大多数使用的
食用油烟点都在 180 摄氏度以上，也就是说如果
炒菜时油已冒烟，温度就已经超过上述实验时的
温度了。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热锅冷油’来炒菜。”

总而言之，任何一种油都不能过量摄入，也
不能长时间高温烹炒。在这两点都做好了的前提
下，讨论“吃植物油还是动物油”“吃植物油中的
哪一种”才有意义，后者也是最次要的一个问题。

朱毅建议，尽可能减少用油量，控制在每日
25~30 克；尽可能降低烹调温度、减少烹调时间。
不管是用哪一种油，高温长时间烹调都是无益
的，常见的高温爆炒、煎炸的烹调方式都要少用；
尽量不要重复使用食用油。

食用油的营养价值受烹调方式、温度和时间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任何一种食用油都不提倡在
高温下长时间（或反复）使用。据相关研究表明，
烹调过程中的加热温度与时间对食用油的营养
成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高温下长时间（或反复）
煎炸的油脂会发生氧化、水解、聚合等反应，产生
醛、酮、内酯等化学物质，长期食用对人体有一定
危害。

“只有把量和温度都控制好了的时候，什么
都吃一点，什么都少吃一点，经常变换品牌和种
类，才是最健康的摄入油类的方式，可以规避很
多食品安全的风险。”朱毅最后提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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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和蓝天可否
■本报记者赵广立

这些天，北京的小伙伴们又上演了新一届
的“朋友圈杯雾霾‘段子’大赛”———

“在朋友圈爆照，哪里爆得过雾霾？雾霾不
仅爆照率高，它的爆表率也不低。”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随着大气污染的加
剧，未来的人类进化最快的部位是……鼻毛。”

“空气太差会不会影响下一代的长相？答案
是会的，原因是很多人相亲的时候看不清对方
长什么样。”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 日，北京迎来了“今年
以来最严重的大气污染过程”。特别是 12 月 1
日，北京全城多地出现空气质量指数（AQI）“爆
表”现象，能见度不足 200 米。这天，居住在北京
的人们几乎都能用一张灰图代表身处北京任何
一个地方———不仅天安门、故宫、鸟巢纷纷“消
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北京许多标志性建筑如央
视大楼也纷纷“发射成功”。

调侃完了，人们只剩下一个盼头：等风来。
12 月 2 日夜间，北风如约而至，送来一个

清爽干净的北京。紧接着，环保部公开表态称找
到了这次雾霾“元凶”：燃煤和工业排放———入
冬以来燃煤供暖和工业排放造成污染物排放量
迅速增加。

许多人迷糊了：北京城六区不都已经实现
燃气供暖了吗？“疗效”呢？

煤炭清洁利用，成本是瓶颈

一个当前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我国是世界
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年消耗量约在 40 亿
吨标煤上下，燃煤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仍占约
65%~70%。

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煤炭产业的出路在于
实现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今年两会以来，“煤
炭洁净利用”开始为人们熟知和关注，而如何加
快洁净煤的发展和有效利用，更是人们关注的
焦点。

一般意义上的煤炭“清洁”主要是指将煤炭
中的灰分、硫分和其他有毒有害元素的去除，一
般要经过洗煤和脱硫脱硝这两个技术步骤。否
则这些有害物质遇到高温会氧化，一旦进入烟
气中就成了污染物，再净化的成本更高。

在不多的拥有蓝天的日子里，“APEC 蓝”
“阅兵蓝”让人印象深刻。然而这些短暂的北京
蓝的背后是限煤和限排。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
洪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指出，要解决
煤炭利用中的污染问题，不应仅停留在“限煤”
方面，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更是关键举措。

据曹湘洪介绍说，在我国煤炭消耗结构中，
大中型火力发电厂等“用煤大户”每年烧掉约
80%的燃煤，其余 20%煤炭被小锅炉或居民用
于餐饮、取暖。

“‘用煤大户’用煤情况相对集中，所以更容
易做到对其进行污染控制。为此，我们应着力于
借助清洁利用技术，治理‘大户’用煤的污染问
题。”曹湘洪说，目前利用 IGCC 技术，火电站
尾气已经达到近零排放的清洁程度。

相比于常规燃煤发电技术，整体煤气化联
合循环（IGCC）电站具有发电效率理论值高（实
际值因为系统不稳定、个别电站的好坏差距相
当大）、空气污染物排放低等特点。因此，IGCC
也被业界认为是洁净煤发电技术中的关键和希
望，是煤炭的“救世主”，有望“曲线救国”。

然而，尽管 IGCC 的前景几乎无人质疑，但
高成本却使其饱受争议。据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业内人士指出，虽然 IGCC 电站目前并
不稳定，甚至同一座电站在不同期间的发电
效率变动也很大，但 IGCC 目前最大的障碍
仍旧是成本。

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临港工业区的华能天
津“GreenGen”电站示范工程是中国第一个，也
是目前唯一的 IGCC 电站，根据财经国家新闻
网的报道，当前华能 IGCC 电站的投资估计已
经达到了每千瓦 13000~14000 元人民币。现在
IGCC 电站的上网电价一度电约 0.5 元，但电价
成本却接近 0.9 元。据华能内部人士透露，目前

IGCC 电站不仅赔固定资产的折旧，也赔变动
成本，“基本上一个月亏一亿元”。

谷歌公司曾在 2007 年时提出了“Re < C”
的愿景，希望借由发展技术让可再生能源变得
比煤炭更便宜。然而，随着 IGCC 洁净煤技术
的发展，意外反向地“实现”了“C > Re”，即如
果未来燃煤发电采用 IGCC 技术，那么燃煤发
电就会比可再生能源还要贵得多。

据了解，华能天津 GreenGen 的发电成本
已经比风力发电贵一倍，跟太阳光伏发电成本
接近。而美国两座最新的 IGCC 电厂造价比
GreenGen 还要高几倍。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下
去，“C > Re”多少有点讽刺。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庚辰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在煤炭清洁
利用方面，发展了许多脱硫脱硝的技术手段，有
些技术很成熟。只不过这些技术限于成本等因
素，并没有被很好地使用。

“环保意味着成本增加，这对于大型企业
而言或许还可以承担，但对更多的小型企业
来讲就难以承受。”王庚辰告诉记者，许多小
企业明知道上面来查，还是我行我素。“为什
么？他们也没办法，成本高可能是迈不过去的
一道坎。”

替代煤炭，地热供暖或是契机

煤炭清洁利用有瓶颈，再找办法就是替
代了。

早在今年 5 月，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第四次
会议上就曾强调，全力推进燃煤控制，一手抓煤
炭减量，一手抓散煤替代。

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是目前世界上最清洁
的首都之一。然而，人们或许难以想象，就在上
世纪 90 年代，雷克雅未克的上空也被雾霾所笼
罩。1970 年，雷克雅未克实现 99.8%的住宅采用
地热系统供暖，全市区 90%的能源来自地热。
2008 年，雷克雅未克成为国际知名的环境友好
型城市标杆。

中国地热物理学会地热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庞忠和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冰岛成功利用地热供暖
的模式，在中国也有样板，就在距离北京不远的
河北雄县。

庞忠和介绍说，“雄县地热城”是中科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所和中石化绿源公司科研合作的
成果之一，是利用“大型岩溶热储”地热资源实
现规模化城市供暖、打造无烟城的国家示范工
程，是河北版图上为数不多的一抹绿色，被誉为

“雄县模式”。
“地热能是我们脚下踩着的宝，京津冀地区地

热资源丰富，开发出来用于冬季供暖的话，能够为
减少雾霾解决一部分问题。”庞忠和告诉记者，现
在地热供暖在技术上已经没什么阻碍了，随着浅
层地热产业规模的形成，成本也会降下来。

今年 11 月，北京市地勘局、北京市地热研
究院近日在通州西集地区打出了本市第三眼水
温高达 92℃的地热井，出水量也超出预想。据
测算，西集地区的地热资源若充分开发，将足够
为 300 多万平方米的建筑清洁供热。北京市政
府领导考察后希望新的北京政府办公楼能够用
上地热供暖。

无独有偶，即将建成的北京第二机场也明
确了未来要用地热来供暖。

“习主席在巴黎气候大会作出 2030 年减少
碳排放的政府承诺，也给我们提出了要求。现在
雾霾又来得这么凶猛，我认为地热的推广力度
还需要再加强。”庞忠和对记者说，浅层地热到
处都有，现在该产业每年以十几个百分点的速
度在增长。

“我们算了笔账，”庞忠和说，“整个中国的地
热能———包括浅层热、水热和深层热如果都利用
起来，每年应该能够超过 10 亿吨标准煤的利用
量。”现阶段中国能源消费的年消耗量约在 40 亿
吨标煤上下。替代 10 亿吨标煤的概念，就是 20%
以上能源为清洁能源，空气污染将减少近 1/4。

“这值得举国家之力去做。”庞忠和指出，地
热资源虽然说不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前
期调查评价工作到位、设计到位，合理把握开采
量，是可以做到持续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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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
要解决煤炭利用中

的污染问题，不应仅停留
在“限煤”方面，发展煤炭
清洁利用更是关键举措。

中国地热物理学会地热
专业委员会主任庞忠和：

地热能是我们脚下
踩着的宝，我国许多地方
地热资源丰富，开发出来
用于冬季供暖的话，能够
为减少雾霾解决一部分
问题。

当地时间 11 月 18 日，英国能源和气
候变化大臣 Amber Rudd 在公布英国新的
能源发展方向和能源政策时表示，英国政
府计划到 2023 年限制燃煤电站使用，到
2025 年将关闭所有的燃煤电站。

目前，煤炭发电占英国电力的近三
分之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在 2014 年的报告中称，持
续增长的煤炭消耗带来的二氧化碳增
加，使得地球温室效应加剧。与此同时，
煤炭的燃烧产生二氧化硫和其他一些有
毒化学物质不仅威胁着人类肺部健康，
还导致了建筑物结构的损伤以及海水的
酸度增加。而根据某种计算方式，煤炭发
电厂所排放的辐射物质甚至比核电厂所
排放的还要多。

“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如英国，依靠
污染严重、50 岁‘高龄’的燃煤发电站是不
能让人满意的。以煤炭为原料的火力发电
站不是未来。我们需要构建新的能源基础
设施，来适应 21 世纪。”Rudd 说。

“我们要确保英国有安全、充足、可供
给的能源。这些是家庭、企业现在和未来
能依靠的。英国正在解决投资不足、老化
的电站，代替以可靠，效率高能减少碳排
放的电站。”Rudd 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除了英国政府，一些发达国家也在行
动。今年 8 月份，奥巴马公布了他所称的
有史以来抗击气候变化的“最宏大、最重
要”的一步———《清洁能源计划》的最终版
本，将减少美国对煤电的依赖程度，同时
进一步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这也是 2014 年 11 月奥巴马访华时，中美
共同发表的气候声明中的承诺。据估计，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数百座燃煤发电站将
被关闭。

此外，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也在 2014
年宣布，全省已关闭所有燃煤电厂，这相
当于 700 万汽车停止行驶，对环境有更大
改善效应。

然而，“告别煤炭”在能源上的支出将
是印度、非洲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难以承
担的。贫穷问题也同样危害着发展中国家
居民的生命安全，而缓慢的经济增长更将
拖累其领导人在能源问题上作出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气候大会
上，中国再次承诺 2030 年单位 GDP 的二
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65%，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比重提升到 20%左右，
2030 年左右化石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
放达到峰值，2030 年森林蓄积量比 2005
年增加 45 亿立方米。（赵鲁整理自网络）

在可再生能源大家族中，地热是唯一的来
自地球内部的能量。我们的地球正处于“壮年
期”，地心温度高达 4500℃，因此能量巨大。由
于人类利用的热量很小，地温一般可以在相同
的时间尺度上恢复，因而地热能是可再生能
源。并且，地热能是一种清洁的能源，基本上不
污染大气，也不排放温室气体。

尽管地热能具有巨大潜力和显著的优势，
但是由于技术发展水平及政策等因素的制约，
目前它在能源结构中发挥的作用仍然较小。

不过，未来地热能可望发挥很大作用。近年
来，国际能源署（IEA）、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等先
后牵头制定了世界地热能技术路线图，充分肯定
了地热能在未来能源构成中的重要地位。

地热能分为浅热、水热和干热 3 种主要类
型。其利用方式包括发电和直接利用两个主要
方面。考虑到技术上的差异，IEA 的路线图仅
包括水热能和干热能开发。根据目前的评价结
果，水热型地热能的电力资源量为每年 45EJ

（或 12500TW·h），这个数字相当于 2008 年全
世界发电量的 62%。而直接利用的地热资源量
为每年 1040EJ，相当于 289000TW·h，这个数
字是 2008 年全世界用热量的 6.5 倍。

此外，干热岩地热资源的开发潜力巨大。
尽管目前尚未作出全球总量的评价结果，但
是，美国和中国的数据已经表明，这个量也将
是个天文数字。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评估报
告，美国在深度 3.5~7.5km、温度 150~250℃范
围内具有约 1330×104EJ 的巨大热量资源，只
开发这些资源的 2%，就相当于 2006 年美国一
次能源消耗量的 2600 倍。

目前，全球共有 78 个国家利用地热能，其
中 27 个国家拥有地热发电厂。截至 2010 年，
全球地热发电的装机容量为 10.7GWe。全球地
热直接利用的装机容量达到 50.1GWt，约为地
热发电的 5 倍。以 1995~2010 年为例，世界地
热直接利用的增长率达到 13%，其中浅层地热
能的贡献比较大。目前这一增长率仍在保持。

中低温地热发电技术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
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0 世纪 70 年代初，
我国先后在广东丰顺、山东招远、辽宁熊岳、江西
温汤等地建成试验性地热电站。这些地热区热水
的温度低，均属于中低温地热，大部分采用一次
扩容发电，仅有江西温汤采用双工质循环。目前，
已建成 30 多年的广东丰顺地热电站仍在运行。

（赵鲁摘编自《科技导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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