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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车队　势在必行

Forming Green Motorcade Must be Enforced

陈雪樵(福建省石油化学工业设计院,福州 350001)

摘要　通过分析福州市区机动车排气污染状况,讨论了采用液化石油气( LPG )作为燃料的作用及经济与技术分

析, 提出组建“绿色车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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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 te o f vehicles exhaust pollu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unct ion of taking LPG as

fuel, and analyses its economy and technique, then puts fo rw ard the impor tance and feasibility o f fo rming g reen

mo tor 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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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我国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尾气排

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福建省从 90 年代开

始,机动车辆快速增长,到 2000年为止,福州市的汽

车总量已超过 4. 8万辆,在排放污染物中, 对人类健

康危害最严重的是一氧化碳( CO) , 碳氢化合物

( HC) ,氮氧化合物( NOx ) ,其中一氧化碳对人体的

危害是破坏血液的输氧能力,造成煤气中毒的症状,

而碳氢与氮氧化合物在阳光作用下,会形成刺激性

很强的光化学烟雾。根据我国环境部门对全国大中

城市的调查统计 [ 1] [ 2]大气中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

物和氮氧化合物;其中来自机动车排放所占的比例

分别达到 60%、70%和 30%。福州现状也与国内其

他大城市相似[ 3] ,机动车排放是城市大气污染的主

要来源。见表 1、表 2。

表 1　福州市区机动区污染物排放量及分担率

车型

CO T HC NO 2

排放量
( t/ a )

分担率
( % )

排放量
( t / a)

分担率
( % )

排放量
( t/ a)

分担率
( % )

出租车 19999 29. 7 2353 25. 9 588 26. 9

公共汽车 7134 10. 6 1226 13. 5 443 20. 3

摩托车 12629 18. 8 1754 19. 3 8 4. 0

其他车辆 27440 40. 9 3740 41. 3 1061 48. 8

根据福州市区固定大气污染源排放情况和福州

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情况比较, 可计算出福州市区

机动车排气对福州地区空气污染的分担率大小
[ 3]
,

见表 2。

表 2　机动车排气污染物分担率

污染物名称

流动源 固定源

排放量
( t/ a )

分担率
( % )

排放量
( t/ a)

分担率
( % )

CO 67202 98 974 2

THC 9073 97 230 3

NO 2 2268 74 765 26

从表 2列出数据可看出, 随着福州市区工业污

染源的严格治理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空气中 CO、

T HC、NO 2 的污染来源主要是来自机动车排气污

染。

“八五”以来,我国在汽车排放控制技术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 随着我国新的汽车排放标准

GB17691—2001, GB18352—2001的正式发布,电喷

技术首先在轿车上得到普及, 尾气三元催化转化技

术也得到普遍应用,与此同时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颁布了新的车用无铅汽油, 国家标准《GB17910—

1999》;通过全国范围内停止生产、销售含铅汽油, 并

执行不断严格的排放法规、标准、不仅推动了汽车行

业的技术进步, 同时也为整治城市空气污染作出贡

献。

然而,目前我国油品的质量还不能完全满足我

国汽车运行的要求, 如我国汽油含硫高达 800-

1000ppm ,而美国汽油含硫量为 300ppm。由于原油

成份及炼油技术的差异使得我国的成品油含硫量

大,烯烃含量较高。硫含量高将导致电喷发动机三元

催化转换装置中毒, 失效, 使发动机排放更加恶劣,

因此提高油品质量是我国清洁汽车行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然而它又是一项长期复杂涉及面广的系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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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因此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即考虑以其他代用燃

料来实现降低污染的目的。目前可资代用的燃料有:

燃气、氢气、醇类和电力等。在技术发展的现阶段,汽

车技术界普遍公认, 燃气是当前较为理想的低污染

汽车燃料。燃气汽车所排放的 CO、HC 与 NOx 指

标,与汽油机相比,可大幅度下降。汽车燃料包括:液

化石油气( LPG)和压缩天然气( CNG)两类。

福建汽车联合研究所曾对桑塔纳牌轿车进行燃

用液化石油气与汽油两种燃料的试验,运行 3000公

里的试验结果如下:最大降幅度为: CO—96. 44%,

THC—71. 4%其最小降幅亦达到: CO—93. 8%,

THC—23. 7%。

现在全国各大城市市区内行驶的公共汽车,出

租汽车基本上都用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作燃料。福

州作为一个省会,首先在市区内推广液化石油气汽

车是环保的需要, 势在必行。

世界上使用液化石油气汽车(以下简称 LPG汽

车) ,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技术也很成熟,我国使用液

化石油气汽车起步较晚,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已有

200 余个大中城市, 组建了“绿色车队 ( LPG 出租

车)”。

福州市汽车行业是否能接受改汽油为用石油液

化气吗? 请看以下经济比较:

目前每吨液化石油气的进口价格为 3300元,据

有关部门对同样一辆的士的试验, 得出结论是, 跑

100公里耗汽油是 10升,耗液化石油气是 7公斤,

每升汽油价格 2. 9元, 液化石油气价格是 3. 3元/公

斤,则燃料节约费

29—23. 1
100

= 0. 059元/公里

汽车改装费及回收公里数

每辆出租车改装费约 3000元,改装费回收公里

数

3000
0. 059

= 50847公里

出租车年营运 15×104公里, 则在 4 个月内回

收改装费, 第 5 个月开始减少燃料费, 而收益近

8850 元/辆年,可见汽车改用液化石油气做燃料不

管是公交公司或汽车个体户都可接受。

当然汽车燃料改成液化石油气, 与之相配套的

设施必须跟上, 首先在市交通方便的地方建设液化

石油气加气站。经测算建一个液化石油气二级加气

站只需投资约 200万元人民币。其主要设备: 如加气

机、潜油泵、压缩机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自动仪表靠进

口外,其余用国产的设备。整个站按有关规范总平面

图布置占地面积 3亩多。若条件允许在原有的加油

站上改造成加油加气站也是可行的。

目前可利用成熟的汽车改造技术及液化石油气

建站的技术,在福州组织并推广绿色车队,首先改造

出租车和公共汽车, 逐步过滤到其他车型,对减少福

州市空气中 CO、THC、NO 2的污染, 改善大气环境

质量是势在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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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果与讨论

5. 1　对于吨纸排水量在 150m
3
、COD cr在 1200—

1800 mg / l中小型再生纸企业采用本工艺, 经处理

后的出水水质可稳定达到 GB3544—92二级标准和

GWPB2—99标准。

5. 2　在造纸过程中浆料流失不可避免,做好流入污

水中的废浆回收利用不但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而且

降低污水处理负荷,减少药剂消耗。

浆料回收,采用筛网微滤,筛网规格和材质的选

用与水质有关,应通过试验选用,建议采用自动机械

格栅,栅距在 0. 15～0. 25 mm 规格,其截留纤维效

果最佳, SS 去除率为 30%～50% , CODcr去除率在

20%～30%。

5. 3　通常原料废纸有 5%左右进入污水, 吨纸将产

生 70～80 kg 的绝干污泥, 折合经沉淀浓缩后含水

率为 97%的污泥量为 2. 3～2. 6 t / t纸,故应加强污

泥处置的运行管理, 以免造成二次污染。

5. 4　经运行实践证明,本工艺技术成熟、可靠、效果

稳定,投资省、能耗和运行费用低, 操作管理简便, 且

所加药剂对污水回收、造纸质量无影响,极适应再生

制浆造纸企业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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