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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陽能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又沒有

污染的超潔淨可再生能源。在當前石油價格高企、全球 

變暖加劇的情況下，開發和利用這種可再生能源，意義十

分重大。

據計算太陽的幅射能每秒放射出相當於 3.75×1026 瓦

的能量，而其每秒抵達地面的能量亦高達 80 萬億千瓦，相

當於 550 萬噸原煤的能量。地球每年接收的太陽能相當於

目前地球上每年燃燒的固、液、氣體燃料的兩千倍左右。

在我國土地上的太陽幅射能約為 1.2 萬億千瓦，相當

於十萬個發電量為 1200 萬千瓦發電廠的總和。如以高度現

代化水平時人均裝機二千瓦計，則至 21 世紀 50 年代，當

我國人口達到 15 億人時，全國總裝機約 30 億千瓦，僅相

當於 1.2 萬億千瓦的 0.25%；可見太陽能的潛力和開發前景

是多麼鉅大。

本文共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美國的太陽世紀計

劃，第二部分對我國利用和開發太陽能光熱資源的一個可

能前景略作描述。

一、美國的太陽世紀計劃  �

太陽能潛力鉅大，40 分鐘內通過陽光抵達地球的能

量，就相當於全球一年消耗的總能量。美國擁有的太陽能資

�   本節的內容來自肯．茨魏貝爾等：〈太陽世紀〉，《環球科

學》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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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極為豐富，僅是西南地區就有 65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適

合建造太陽能電站。這片土地每年接收的太陽能輻射超過

450 億億英熱單位（一英熱約等於 1055 焦耳），將其中 2.5%
的輻射轉化為電力，就能滿足 2006 年全美的能量需求。

目前的技術已經具備，肯．茨魏貝爾等三位學者因此

制訂了一個宏大的計劃：到 2050 年，太陽能將為美國提供

69% 的電力和 35% 的總能量（包括交通工具耗能在內）。

預計：這樣的電力能以每度電五美分的價格出售給消費

者，與目前常規電力的電價相當。如果風能、生物質能和

地熱資源都能得到開發的話，到 2100 年，美國所有的電力

供應和所消耗能量的 90%，都將由可再生能源提供。
要實現這一計劃，美國政府要在未來 40 年內投入 4200

億美元。太陽能電站幾乎不需要燃料，每年能節省數十億

美元。這些基礎設施將取代三百座大型燃煤電站和三百多

座大型燃氣電站，將它們所消耗的燃料全部節省下來。

由於太陽能技術幾乎沒有污染，該計劃每年將減少 17

億噸原本由常規電站排放的溫室氣體。通過太陽能電網補

給燃料的充電式複合動力汽車也將取代常規汽車，會另外

再削減 19 億噸溫室氣體。到 2050 年美國二氧化碳排放量

將比 2005 年降低 62%，為緩解全球變暖作出鉅大貢獻。

光伏電站

在過去幾年裡，光伏電池及其模塊的生產成本大大降

低，這為光伏產業的大規模發展鋪平了道路。在現有的各

種光伏電池中，由碲化鎘製造的薄膜電池最為便宜。為使

太陽能發電成本在 2020 年降到每度電六美分，碲化鎘電

池必須能將 14% 的太陽輻射轉換為電力，系統裝機容量的

平均成本也必須降到每瓦 1.5 美元。目前，光伏模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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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轉換效率只有 10%，裝機容量的平均成本約為每瓦四美

元。但這項技術正在迅速發展：僅在過去一年裡，商業電

池的效率就從 9% 提高到 10%。
按照該計劃，到 2050 年，光伏技術將提供近 30 億千

瓦的電力。為此，美國必須建造 7.8 萬平方公里的光伏電

池陣列。這個數字聽起來十分龐大，但不妨換一種思路：

如把煤礦的面積也計算在內，燃煤電站產生一百萬度電力

所需的土地，其實比美國西南地區太陽能產生相同電力所

需的土地更大。美國西南地區可利用的土地資源非常充

足，無須徵用環境敏感、人口密集或地形複雜的地區。光

伏電站特有的優勢（如不需要水），可把人們對環境問題

的擔憂減至最小。

在美國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碲化鎘光伏電池的效

率已達到 16.5%，並且仍在昇高，但目前商業電池的效率

還達不到這一水平。但至少有一家生廠商 — First  Solar 公

司已將光電轉換效率從 2005 年的 6% 提高到了 2007 年的

10%，並預計在 2010 年達到 11.5%。

壓縮儲能

太陽能的最大局限是：陰天和夜晚幾乎發不了電。因

此，陽光明媚時生產出的多餘電力，必須儲存起來以供夜

晚使用。然而，電池之類的大多數儲能系統都十分昂貴，

且效率較低。

壓縮空氣儲能方式是一種相當成功的替代方案。用

光伏電站產生的電力來壓縮空氣，將空氣泵入地下空洞、

廢棄礦坑、含水土層和廢棄的天然氣井中。需要時，再將

壓縮空氣釋放出來，通過燃燒少量天燃氣加以輔助，便能

推動渦輪產生電力。德國亨托夫市的壓縮空氣儲能站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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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就開始運行，至今仍安全可靠地提供電力；美國麥

金托市的同類電站也從 1991 年運行至今。目前，壓縮空氣

儲能站消耗的天然氣，只有傳統燃氣電站的 40%。如採用

更好的餘熱回收技術，該數還可降至 30%。
美國電力研究所的研究顯示，現有壓縮空氣儲能成本

約是鉛蓄電池的一半；研究還指出，這些設施的成本分攤

到電價上，將使 2020 年時美國的太陽能電價增加 3~4 美

分，達到每度電 8~9 美分。

美國西南地區光伏電站生產的電力，將通過高壓直流

輸電輸送到全國各地的壓縮空氣儲能站，那裡的渦輪發電

機再不分晝夜地生產電力。美國電力研究所和天然氣業界共

同繪製的地圖顯示，地質構造適合建造壓縮空氣儲能站的

地區佔美國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三，而且往往靠近大都市。實

際上，這種儲能系統與美國天然氣存儲系統非常類似。天

然氣業界在四百個地下貯存庫中存儲的天然氣總量達 2300 

億立方米。預計到 2050 年，美國將需要 150 億立方米的存

貯空間，來容納壓強為 75 個標準大氣壓的壓縮空氣。儘管

技術開發仍有難度，但可供選擇的地下貯存庫數量豐富，天

然氣業界投資壓縮空氣儲能網絡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聚光太陽能電站

在計劃中，太陽電力中有五分之一將由另一項技術提

供，即「聚光太陽能發電」技術。其中，長長的金屬反射

鏡槽把陽光聚焦在一根充滿液體的管道上，如一個鉅大的

放大鏡那樣加熱液體，熱液穿過一個熱交換器，產生蒸汽

推動渦輪旋轉發電。

為了儲存能量，被加熱的液體沿著管道流經一個鉅

大的隔熱容器，容器充滿了熔鹽 — 它們可以有效保持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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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這些熱量在夜晚被提取出來，產生蒸汽。儲存的熱量

要在一天內提取出來用掉。

美國有九座聚光太陽能電站已安全運行多年，總裝機

容量達 35.4 萬千瓦，但它們不具備儲熱功能。第一座具備

儲熱功能的商業化電站正在西班牙建造，這個五萬千瓦的

電站配有可持繼放熱七小時的熔鹽儲能裝置。世界各地都

在建造類似的裝置。在此計劃中，這種電站需配備可維持

16 小時的儲能裝置，讓電站能 24 小時不間斷地發電。

現有的電站證明，聚光太陽能電站是可行的，但必須

降低成本；而規模經濟和進一步的改進研究都會對此有所

幫助。最近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如四百萬千瓦的太陽能

電站能夠建成，到 2015 年，聚光太陽能電站的發電成本就

有可能低於每度電十美分。提高熱交換液體的溫度，可提

高發電效率；專家還在研究如何將熔化鹽本身用作熱交換

液體，來減小熱量損失，這樣也可降低投資成本，但此需

要更耐腐蝕的管道。

上述兩種太陽能發電技術都還沒有完全發展成熟，因

此，該計劃在 2020 年以前，對它們同時進行大規模開發。

多種太陽能技術的組合使用或許更符合經濟學的要求。

2100 年的遠景

按照該計劃，到 2100 年，包含交通耗能在內的全美能

量總需求將達到 14 億億英熱，發電裝機容量將是目前的七

倍。在採取了最保守的策略後（如假設從 2020~2100 年，

在太陽能利用方面沒有出現任何技術改進和成本降低），

美國將用以下方式滿足能量需求：光伏電站產生的電力，

29 億千瓦直接併入電網，另外 7.5 億千瓦用於壓縮空氣儲

能；聚光太陽能電站產生 23 億千瓦的電力；分散式光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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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設備還將輸出 13 億千瓦的電力。除此之外，風力電站將

提供十億千瓦的電力，地熱電站提供二億千瓦電力，生物

質燃料提供的能量相當於 2.5 億千瓦電力。這個模型中還

包括五億千瓦地熱泵，直接給建築物加熱或者冷卻。所有

的太陽能設備將佔地 50.5 萬平方公里，仍然小於美國西南

地區適宜開發太陽能的土地面積。

到 2100 年，美國所有的電力供應和所消耗能量的 90%，
都將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在春季和夏季，太陽能基礎設施

將產生足夠的氫，除了滿足 90% 的交通燃料需求以外，還

將取代在壓縮空氣渦輪中起到輔助作用的少量天然氣。此

外，480 億加侖的生物質燃料將補足餘下 10% 的交通能量需 
求。與能量有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比 2005 年減少 92%。

二、中國的太陽能利用前景

到 21 世紀 50 年代末，我國將實現高度現代化，屆時人

口達 15 億人，人均用電量約六千度，總用電量約九萬億度。

其中，各種電能的供應結構大體如下：水電四億千

瓦，年利用 4500 小時，供應電能為 1.8 萬億度；可設核電

提供的電能佔總電能的 20%，則其供應電量 1.8 萬億度；

風能裝機五億千瓦，年利用三千小時，年發電量為 1.5 萬

億度；利用生物質能 4.5 億噸（約合三億噸標煤），年發

電量一萬億度；以六億噸標煤（約合原煤 8.4 億噸）用於

發電，年發電量兩萬億度。

以上五項總計 8.1 萬億度，其餘約一萬億度的電量由太

陽能提供，如設年利用 1500 小時，則太陽能電站需裝機約

六億千瓦。太陽能提供能源主要分成以下三種方式：一種為

集中式的光伏電站，一種為集中式的聚光電站，一種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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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頂面積的分佈式供能裝置。下面對此分別略加討論。

我國太陽能資源的分佈類型

我國各地太陽能輻射年總量大致在每年 80~200 千卡 � 平

方釐米之間。每年 140 千卡 � 平方釐米的等值線的走向和森

林與草原分界線大體一致，它將全國分為西北與東南兩大部

分，西北高於東南。這是因為西北受乾旱大陸性氣候影響，

降水少，晴天多，所以其接受的太陽總輻射較東南為高。

根據我國各地太陽能資源的多少，可把全國劃分為以

下五種類型區。

第 I 類地區：全年日照時數 2800~3300 小時，太陽能

資源每年 160~200 千卡 � 平方釐米，每年一平方米所接受

的太陽熱量相當於燃燒 285 公斤標煤：寧夏北部、甘肅北

部、新疆東南部、青海西部、西藏。

第 II 類地區（指標同上，下同）：3000~3300 小時，

140~160 千卡 � 平方釐米，228 公斤標煤：河北西北部、山

西北部、內蒙、寧夏南部、甘肅中部、青海東部、西藏東

南部、新疆南部。

第 III 類地區：2200~3000 小時，120~140 千卡 � 平方

釐米，兩百公斤標煤：山東、河南、河北東南部、山西南

部、北疆、吉林、遼寧、陝西北部、甘肅東南部、雲南、

廣東南部、福建南部。

第 IV 類地區：1400~2200 小時，100~120 千卡 � 平方

釐米，171 公斤標煤：湖北、湖南、廣西、江西、浙江、

福建北部、廣東北部、陝西南部、江蘇南部、安徽南部、

黑龍江。

第 V 類地區：1000~1400 小時，80~100 千卡 � 平方釐

米，143 公斤標煤：四川、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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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我國太陽能資源的類型看，太陽輻射的年總量

在分佈上差異很大，這主要是受太陽高度角的變動、雲量

的變化等因素的制約，從而形成各地分佈不均的狀況。但

是，總的來看，我國太陽能資源十分豐富的地區佔全國總

面積的三分之二以上。�

我國各地根據不同條件，已發展了太陽灶、熱水器、

製冷取暖、溫室、發電等利用方式，節省了一定數量的燃

料，其中尤以太陽能熱水器最為普遍，年產熱水器面積

一千多萬平方米，累計已達兩億平方米左右，目前我國是

世界上生產太陽能熱水器最多的國家。

但太陽能的大規模利用，由於受各種因素的限制，

長期以來發展緩慢。不過，由前述第一節的介紹可知，近

十年以來，在大規模集中利用太陽能的技術方面，進展很

快，已離根本性的突破相距不遠。對此，我國與世界先進

水平的差距很大，特別是在工程放大和產業化方面，差距

尤為明顯。例如，目前世界上已有數百座高溫太陽爐，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最大的一座在法國，它的聚光鏡有九層樓

高，中心溫度可達攝氏四萬度，輸出功率約一千千瓦。再

如，前述第一節提到國際上各種太陽能利用設施，在我國

均未見諸報道。因此，如何儘快縮小這種差距，實乃亟待

考慮和解決的戰略性課題。

大規模集中式的太陽能發電設施

先看太陽能光伏電站。我國大規模光伏電站的首選場

地應為騰格里沙漠。它位於雅布賴山與賀蘭山之間，面積

約 4.3 萬平方公里（其中 3.3 萬平方公里位於內蒙，其餘

一萬平方公里分屬甘肅和寧夏），南臨黃河，北至中蒙邊

�   陳國新主編：《地學基礎手冊》，測繪出版社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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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該區地勢平坦，降水量 100~150 毫米；全年 10 ℃的積

溫在 3300~3400 ℃，屬於我國第 I 類和 II 類光照條件最好

的地區。

根據前述第一節所提供的參數：美國南加州地區 7.8

萬平方公里的沙漠面積可提供近 30 億千瓦的電力。據此，

則只需在騰格里沙漠開闢出兩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就可使

其光伏電站的裝機達到 7.7 億千瓦；如年利用 1500 小時，

則總發電量為 1.16 萬億度。如向西拓展至巴丹吉林沙漠

（4.4 萬平方公里），還可開闢出不少於兩萬平方公里的面

積；在總計四萬平方公里的沙漠上可裝機 15.4 億千瓦，年

發電總量 2.3 萬億度。

這個大面積光伏電站的選址還有以下幾大優點：其

一，它與我國蒙寧陝晉的煤炭、油氣基地和火電基地相毗

鄰，較易解決貯能問題。其二，可以就近利用我國西電東送

的北線，不需建設新的高壓輸電線路。其三，它位於我國陸

上風能最佳區域南緣 — 世界上最佳的北緯西風環流帶，可

實現風光互補發電。其四，如需建設太陽能聚光電站，使用

蒸汽輪機發電，可就近從黃河取水，水源有充分保障。

關於儲能問題可作如下考慮：由第一節的描述可知，

為解決 30 億千瓦光伏電站的壓縮空氣儲能問題，需配置

150 億立方米的存儲空間，即每億千瓦的光伏電站要配有

五億立方米的存貯空間。那麼，上述 7.7 億千瓦的騰格里

光伏電站，需配有約 40 億立方米的存貯空間；就現有的

資料可知，僅山西省就已累計採出煤炭數十億噸，其已廢

棄的礦井就夠壓縮空氣存貯空間的大半之用。如展望未來

二、三十年，這就更不成為問題。�

�   目前陝北蘇里格氣田已探明的天然氣儲量達五千億立方米，

現已向華北（包括北京）年輸氣數十億立方米。隨著這些天然氣

的開發，那些採空的氣井均可作存貯壓縮空氣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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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風光互補問題：在上述北緯西風環流帶內的我國

諸省區，十米以下高度內的可開發風能約有 2.5 億千瓦，

如展高至 40~50 米的高度，其可開發的風能將超過五億千

瓦。內蒙古中西部是我國唯一連成一片的太陽能和風能都

豐富的地區。這一區域太陽月總輻射量最小值出現在 12

月，最大值出現在 6~7 月。9、10 月冷空氣開始南侵，每

7~10 天就有一次，每當冷空氣過境，就有 5~6 級以上的

大風，所以冬半年風大。夏半年冷空氣勢力減弱，地面為

熱低壓佔據，由於水平氣壓梯度小，風力不大。故而兩種

能源出現的最大和最小值的時間是相反的，恰好補充了兩

者各自的不足，是我國綜合利用太陽能∼風能最優越的地

區。� 如此，電網的供電負荷將更為均衡，同一單位的存

貯空間，可供兩種能源貯能之用。

再看太陽能聚光（熱）電站。由前述可知，新疆的東

南部是我國太陽輻射的最高值區，在吐∼哈盆地、羅布泊

一帶至少可闢出不少於四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建立太陽能

聚光（熱）電站。由前面相應的參數可知，其總裝機可達

15 億千瓦，年利用 1500 小時，發電量為 2.3 萬億度。

由於塔里木盆地下面貯有數萬億立方米的地下水（大

部分為苦鹹水，但最近有報道稱，在羅布泊下面發現了數

百億立方米的淡水資源）；因此，用太陽能電站抽取地下

水，作為儲能介質和冷卻用水，應無問題。另外，在發電的

過程中，可利用蒸汽餘熱及周邊的太陽能光熱資源聯產淡

水，為種植高品質作物提供水源，並兼收改造沙漠之效。

這種模式的開發還可拓展至塔里木盆地的其他地區，

如臺特瑪湖一帶、盆地南緣，在用太陽能聚光（熱）發電

�   朱瑞兆等：《中國太陽能、風能資源及其利用》，氣象出版

社 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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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聯產淡水，可實現對沙漠的大規模改造，其前

景未可限量。�

分佈式的太陽能利用

展望 21 世紀中葉，我國農村居民的生活和生產方式也

將實現高度現代化，屆時農村人口約為三億人（其中農業

人口約為兩億人左右），居住在縣級市及其以下的小城鎮

人口約為五億人左右。

對於三億農村人口而言，如以人均住房建築面積 60 平

方米及樓層不超過兩層來計算，則其屋頂面積不少於 90 億

平方米。對後一部分的五億城鎮人口而言，人均住房建築

面積 50 平方米，樓層平均為五層，則其屋頂面積約 50 億

平方米。兩者之和為 140 億平方米。

根據工程院院士翁史烈提供的參數，� 如在 140 億平

方米的房頂上安裝太陽能熱水系統，則可替代約 24 億噸

標煤。140 億平方米等於 1.4 萬平方公里，以前述每萬平

方公里裝機 3.85 億千瓦的一半和年利用一千小時來計算，

如在太陽能熱水系統上面相隔兩米再裝一層光伏發電系

統，則 140 億平方米的面積可裝機約 2.7 億千瓦，年發電量

2700 億度。

若以高度現代化水平時人均消費能源四噸標煤來計

算，則上述八億人口需消費的能源總量為 32 億噸標煤（包

�   參見本書第 10 篇〈塔里木盆地光熱土水資源綜合利用構想〉。

�   翁史烈認為：中國現有建築屋頂面積為一百億平方米，如果

20% 的屋頂（20 億平方米）安裝太陽能熱水系統，則可替代 3.4

億噸標煤；如果 20% 的屋頂面積和 2% 的沙漠面積安裝光伏發電

系統，發電量將達到每年 2.9 萬億度，相當於目前全國全年的用

電量（翁史烈：〈我國可開發風能超過十億千瓦〉，《經濟參考

報》2008 年 4 月 23 日）。



844

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

括生活和生產的全部用能）。上述雙層分佈式太陽能屋頂

設施所提供的約 25 億噸標煤（2700 億度電折合約一億噸

標煤），佔 32 億噸標煤的 78%。若再加上數十億噸的畜

禽糞便所提供的沼氣、數億噸秸稈和分佈式的風電系統，

則居住在縣域八億人口的現代化能源消費量便可全部由可

再生能源來滿足。�

三、小結

展望未來 50~100 年，我國大規模集中式的太陽能電

站面積可逐步發展到八萬平方公里以上，總裝機 30 億千

瓦，年發電量約 4.6 萬億度，佔總用電量九萬億度的一半

以上。在這個過程中，煤電和核電可逐步收縮至一定規

模，以完成電能來源的可更新化。

通過分佈式的太陽能利用設施，可實現對 25 億噸標煤

的替代，這為生活在縣域的八億人口（含三億左右的農村

人口），可提供現代化水平的全部生活用能以及相當一部

分生產用能。如再利用由畜牧業提供的沼氣能源、部分秸

稈資源和分佈式的風能系統，這八億人口的現代化生產和

生活的能源供應將全面實現可更新化。

2008 年 8 月 6 日

�   這是從能量總量上來說的，對於具體的用能形態而言，現代

技術的進展也提供了相應的解決方案。例如，太陽能熱水系統的

出水溫度只要達到 60 ℃以上時，便可用溴化鋰作介質實現直接

製冷，不需發電這一環節；而美國的空調用電量達到總用電量

的 15~17%。又如，通過秸稈汽化製合成氣，經過催化可成二甲

醚，後者是超清潔的交通運輸工具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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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太陽能 — 替代常規能源的主力

2008 年 6 月 16 日下午，鄧英淘、薛玉煒在濟南市山

東省科學院新材料研究所，座談黑瓷複合陶瓷板太陽能利

用技術及前景，此項技術由新材料研究所原所長曹樹梁教

授發明，山東省科學院副院長姜笛、院科研處處長霍蘭、

院辦公室主任崔雷、新材料研究所所長王緒科、黨委書記

李蔚、原所長曹樹梁教授、科研科科長張新恩、研究員許

建華、山東省委政研室蘇道年參加。其後，參觀了此項技

術的試驗室及其生產車間，並冒雨觀看了已安裝在屋頂上

的黑瓷複合陶瓷太陽能板集熱器。為方便起見，以下不再

註明具體發言人，簡稱「新材料研究所」。本文根據錄

音、筆記和資料整理，未經本人審閱，錯誤遺漏之處由編

者負責。

課題組：曹教授，我們是在《科技日報》的一篇報

道上得知，說你們研製出的一種釩鈦黑瓷複合陶瓷太陽能

板，可以使太陽能的利用成本降到目前的十分之一以下。

如果真是如此，那可稱得上是太陽能利用上的一次革命，

很想瞭解你們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

新材料研究所：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首

先是材料的來源、開採；其次是從加工到製造的工藝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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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再次是安裝、使用、維修的全壽命期間的費用。目

前，一噸普通瓷質實心毛板的價格約六百元，鑄鐵三千元

（一噸），鋼材 4500 元，鋁材 2.4 萬元，銅材七萬元，平

均來看，前者與後者的噸成本相差五倍至幾十倍。瓷質材

料價格低廉是由於原料儲量大、分佈廣泛、平均運距短，

燒成溫度約攝氏 1200 度，燒成時間短、加工工藝簡單。

金屬材料價格昂貴是原料儲量少、有效含量低、平均運距

遠、冶煉溫度約攝氏 1600 度或需電解冶煉、加工工藝複

雜。製造玻璃真空管的硼硅玻璃是特種玻璃，溶解溫度高

於攝氏 1600 度，加工工藝複雜，氧化硼售價每噸約二萬

元。利用太陽能的目的是為了節約和替代常規能源（煤、

石油和天然氣等），其中的關鍵是能量的得失，即在熱收

集器壽命期間得到的太陽能與收集器製造、銷售安裝及壽

命期間使用維護中消耗常規能源的能量的比值，稱此為 A

值。初步估算玻璃真空管型熱水器的 A 值為 2.16~0.864，

金屬平板型熱水器的 A 值為 1.44~0.48，太陽能電池的 A 值

為 0.1 左右。黑瓷複合陶瓷板太陽能收集器的 A 值可能達

5~10，甚至更高。這因為無白度要求的普通陶瓷材料是最

廉價的工程材料之一，與金屬、硼硅玻璃等相比，本質上

是採用廉價原料，以燒結取代了冶煉、熔製和電解，因此

在材料和製品的製造能耗大幅度下降，同時使生產工藝和

產品結構大為簡化。

現在我國的太陽能熱水器年產約 1500 萬平方米，我

國的房頂面積粗略估計也在一百億平方米以上；每年新

建房屋面積約 20 億平方米，房頂面積五億平方米，也需

要 30 多年的生產能力。

課題組：依此計算太陽能的利用要想進入億萬百姓家

將永無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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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研究所：這還不僅僅是太陽能的熱水利用，

如果包括取暖、製冷、發電等方面的利用，那將是遙遙

無期了。而用我們的黑瓷複合陶瓷太陽能板，其年生產

能力可以達到 10~30 億平方米。這種鉅大的反差來源於成

本和 A 值的比較。現在的太陽能板集熱器，使用壽命只

有 15 年，在這個期間，它的集熱效率還會衰減；而我們的

陶瓷太陽能板集熱器，可以使用 50~100 年，在這個過程

中，它的集熱效率基本不衰減，這是它的材料和製造工藝

所決定的。另外，太陽能利用主要是靠房頂，我們的陶瓷

集熱板可以和房頂共用保溫層、防水層，這樣在建造和安

裝上又可省下一筆費用；而玻璃管太陽能熱水器做不到這

一點，平板式太陽能熱水器雖可做到這一點，但材料太昂

貴（銅材）；我們的陶瓷太陽能板最易和建築一體化。建

築物的壽命要求至少在 50 年，乃至 70~100 年，在這個期

間，其他的太陽能集熱器要更換 4~7 次，而我們的板可以

和建築同壽命，且集熱效率基本不下降，如以一百年計，

我們的陶瓷板集熱器的 A 值可以達到 38~72。這就比其他

的 A 值高出了幾十倍。

課題組：你們的這些理論和實踐，在太陽能的利用方

面是具有顛覆性的進展和突破，用你們的陶瓷板集熱器獲

得的熱水，能用來發電嗎？

新材料研究所：可以！廣州能源所搞了一個地下熱

水發電，裝置的功率是幾百千瓦，用 91℃ 的熱水，熱效

率 6%，自用 2%，輸出 4%，已運行了 30 年，現在還在運

行。現在美國人用 70℃ 的水來發電。目前用地下熱水發電

存在以下幾個問題：第一，要打一千米的深井，第二，有

腐蝕性，第三，資源分佈不普遍、不均勻。因此，你的熱

水獲得的成本足夠低，量又足夠大，那麼 4% 的淨效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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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觀了。這裡的關鍵是要能夠獲得大量的廉價熱水，只

有我們的陶瓷板可以做到這一點；特別是中國西北地區有

上百萬平方公里的沙漠，陽光又特別充足。

現在在太陽能利用上，有很多炒作。例如青島奧體中

心採用進口平板太陽能集熱系統，每平方米六千餘元；太

陽能電池每瓦售價約 25 元；目前太陽能發電成本約每度五

元。如以他們的 A 值計算，實際上是得不償失的。

課題組：必須從全過程的角度看能量的產投比。從太

陽能給家庭取暖來看，是個什麼樣的參數。

新材料研究所：可以這麼看，一平方米的房頂集熱器

可以帶動一平方米的取暖面積。但其中的關鍵還是 A 值，

即全過程的能量收支。現在消耗大量的常規能源只取得少

量的可再生能源，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陶瓷材料的製作是燒結，它取代了冶煉，這在材料加

工上的能耗比冶煉降低十分之九以上，這是事物性質的根

本。另外，陶瓷原料來源分佈廣泛，中國的陶瓷生產能力

每年有 40 億平方米，相當於熱水器面積 1500 萬平方米的

三百倍。到目前為止，中國的陶土資源還根本看不到枯竭

的跡象。而富鐵礦石要從澳大利亞、巴西運過來，中國的

鐵礦石含鐵量只有 30%，富集過程要消耗大量的能源。陶

瓷燒成只需 1200 ℃，時間很短、反應熱很少，這就是陶

瓷板太陽能集熱器革命性突破的來源；而且這種材料不老

化、不褪色、不衰減。因此，用它取得的廉價熱水來發電

可以做到比用煤發電還便宜，這是完全可能的。

簡單的計算表明：十萬平方公里的沙漠用來發電可

以供全世界的電能消耗。十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一千億平方

米。中國的陶瓷業一年的生產能力是 40 億平方米，25 年

就把十萬平方公里鋪滿了；如果擴產的話，可達到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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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億平方米。1982 年，西德搞了一個風道發電的試驗裝

置，近來澳大利亞提供了一個大規模的利用風道煙筒發電

的設想，可以達到幾十萬乃至上百萬千瓦的功率，煙筒的

高度一千米，直徑 130 米，長處是利用大面積的溫室搞出

了人造風，克服了風力的間隙性，缺點是效率低，只有不

到 2% 的效率，另外一千米高的煙筒在工程上沒有先例。

把這個設想拿出來，用我們的陶瓷板來做地面溫室，靠

在山的斜坡建風道，我們的風道發電效率可以達到 5% 左
右。這種設計可以在西北沙漠裡做試驗。

水泥承插接口、超薄（一毫米）向陽面壁、槽型板、

自保溫多層槽型板、無機材料儲水箱，這五項技術一旦取

得突破，那就不得了，這就完成了太陽能利用材料的全部

無機化，這就為大規模利用太陽能打好了基礎。目前一年

一、二千萬平方米的利用面積，在全局上沒有多少意義，

太陽能是面能源，每年利用面積只有達到幾百平方公里、

上千平方公里，才在宏觀上具有顯著性。

課題組：用黑瓷複合陶瓷板加熱水後用來發電，每平

方米發電有多少？

新材料研究所：一平方米陽光能量的上限是一千瓦，

平均利用率大約是 5%，即 50 瓦 � 平方米，折合白天黑夜

平均 30 瓦 � 平方米，然後乘以當地全年日照小時，如全國

平均為 2300 小時，最大的為 3300 小時，就是全年的發電

量。因此，這個約束還是挺大的，所以必須採用最廉價的

材料，才能使所得大於所失，否則一定是得不償失。在人

口密集的地區搞太陽能發電，肯定是得不償失；例如現在

太陽能路燈一盞要 2~3 萬元，這有些概念炒作的味道。以

如此高昂的代價，獲得那麼一點可再生能源，怎麼能持續

呢？這裡面有一個本質的判別，即 A 值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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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這是一個成本問題，現在大家的一個共識

是：太陽能的利用如能解決成本問題，那也就解決了人類

大部分能源問題。而成本問題又歸結為：材料、工藝和結

構。有人說，隨著常規能源越來越貴，太陽能的利用可能

就合算了，實際上，常規能源貴了，相當於 A 值的分母

增大了，水漲船高，你的分子即便有所增大，但 A 值並

沒變，還是不合算。要知道冶煉、熔融所需的能源要比燒

結的多出十倍以上；還有我們的陶瓷板是擠壓成型，而金

屬、玻璃是擠壓不出來的。

課題組：用你們的板，搞熱水發電的成本是多少？

新材料研究所：現在火電的成本是每度電 0.3 元，賣

到老百姓手裡是 0.7 元左右。我們如在全國 I 類太陽能地區

搞太陽能熱水發電，可以使成本達到目前常規能源的一半

左右，即一度電 0.15~0.2 元。在寧夏、青海等地，幾十平

方公里搞一座電站，周圍半徑五百公里就可以抵達我國人

口密集區。在人口密集區裡搞大規模的太陽能電站是有問

題的。

課題組：在大中城市裡，高層建築多，人均屋頂面積

就小了，人均可利用的太陽能也變小了。

新材料研究所：20 層的樓房，足夠太陽能熱水器用

了。因為一般的太陽能熱水器是一臺一臺的，無效面積很

大，而我們的陶瓷太陽能板是全房頂鋪設，戶均有兩個平方

米（20 層樓房），就可為每家每戶提供足夠的洗澡熱水。

另外，每人還有向陽牆面八平方米，這也可以高效利用。

課題組：如果是 20 層的樓房，給每戶冬季供暖恐怕

不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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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研究所：不夠！不能把太陽能變成神話。人

均八平方米向陽牆面可以作為一個輔助熱源。但在農村地

區，用太陽能作冬季取暖熱源是完全可以自給的。在農

村，一戶四口之家，有一百平方米房頂，它的全部能量就

都可以自給了。

課題組：夏天的空調製冷呢？

新材料研究所：一般說來，一平方米集熱面積可以解

決一平方米房間的空調製冷問題，室溫在 25~26 ℃。高水

平可做到 1 比 1.5，最好的示範是五百平方米集熱面積可帶

動一千平方米的房間空調製冷，按 1 比 1 來計算，是有一

定餘度的。

課題組：家庭用能的 60~70% 是以熱的形態利用的，

其中第一位是取暖，現在夏季的製冷大概要排在第二位

了，洗澡用熱水可能要排在第三位。按您剛才的說法，是

不是可以這樣來理解：即人均有 25 平方米的房頂或向陽牆

面，即可解決冬季取暖、夏季製冷及全年的洗澡熱水。

新材料研究所：應該差不多。最近，我們做了一系列

的對照試驗：一個是我們的集熱器（每平方米二百元），

一個是玻璃真空管（每平方米 1300 元），一個是平板式的

（每平方米 2500 元），情況如下：從早上放水進去，到中

午時分，真空管的溫度還沒有我們的高；平板式的溫度比

我們高 3~4 ℃，但它有 10% 的熱水放不出來，到了晚上自

然冷卻，溫度都損失了；而我們的水可以都放出來，每平

方米比它多得 17 公斤熱水，因此從綜合效率上看，我們的

陶瓷集熱板是最高的。如果從更長時間尺度來看，結果更

為明顯：以 70 年計，1300 元一平方米的太陽能熱水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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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七套，即每平方米投入 9100 元，陶瓷集熱板與建築同

壽命，無需更換，且不老化、不衰減，每平方米仍是二百

元，前者相當於後者 45 倍。在幾十年裡，我們和他們比平

均效率，優勢很明顯。另外，用陶瓷板把水加熱到 65℃

後，放到我們陶瓷水箱裡，經一天一夜後，溫度只降低了三

攝氏度；也就是說，把水箱加大後，我一天的熱水可以供應

你洗三天、甚至一個星期，你用不鏽鋼做一百公斤的水箱，

我可以做五百公斤的陶瓷水箱，因為陶瓷材料非常便宜！

課題組：從您講的情況看，有了黑瓷複合陶瓷板，大

規模的太陽能利用已經不再是遙遙無期的事了，而是觸手

可及，這確實令人感到鼓舞啊！展望未來 50 年，大約有

三億人口在農村，這部分人口的熱利用問題已可以用太陽

能自給了；另外還有五億人口居住在縣級市及小城鎮，如

樓層為五層，人均建築面積為 50 平方米，則人均房頂有十

平方米，如採用雙層陶瓷板，則人均房頂為 20 平方米，再

加上人均向陽牆面八平方米，則這五億人口的冬季取暖、

夏季空調、洗澡熱水也可用太陽能自給了。八億人口現代

化時，人均能源消費以四噸標煤計，總量約 32 億噸標煤，

其中生活用能約佔一半，即為 16 億噸標煤，如其中的 70%
以生活用熱的形式存在，即為 11.2 億噸標煤。如再開闢

三萬平方公里的沙漠集熱場，用陶瓷板加熱水來發電，並

用壓縮空氣儲能，則年發電總量約三萬億度，折標煤九億

噸，二者相加約 20 億噸標煤。這就是說，太陽能的大規模

利用，至少可替代 20 億噸標煤。這可就派上大用場了！

2008 年 9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