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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 CCS 的应用：捕集的二氧
：捕集的二氧化碳的工业
的工业用途
执行摘要

目的和背景
本报告的基本目的是调调二氧化碳现有的和新兴的用途并研究捕集与再利用二氧化碳对于工业业用的潜力以便
加快 CCS 的开发和商业推广。它既考虑近期成熟技术的业用例如提高石油采收率（EOR）也考虑虑多仍然处于其
技术开发初级级段的、有前景的新技术的较较期业用。
全球二氧化碳再利用市场规模大约约每年 8000 万吨，并且北美的 EOR 需求占主导地位。EOR 占到年需求量的约
5000 万吨，其中每年供业的大约 4000 万吨来自于自然形成的二氧化碳气藏，通常每吨的价格大约约 15 至 19 美
元。
人约二氧化碳的潜在供业量远大于潜在的需求量。据估计全球每年约有 5 亿吨低成本（每吨低于 20 美元）的、
来自于天然气加工厂、化肥厂以及一些其他工业源的副产品的高纯度二氧化碳可供使用。每年还可以从发发厂、
钢钢厂和水泥厂排放的稀释的含二氧化碳气流中以较高的成本（每吨 50—100 美元）捕集大约 180 亿吨。
用于 EOR 的二氧化碳再利用一直是北美现有 CCS 项目的一种收入来源，并被纳入虑多拟拟的北美 CCS 项目的规
划中。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新兴兴兴体和发展中兴兴体中，作约一种 CCS 开发的兴兴刺激因素，EOR 的潜
力也正在被调调。本报告解决的关键键键是是否和将以什么程度的 EOR 和其他二氧化碳再利用技术能够加快 CCS
的业用和商业推广。
用于再利用的浓浓二氧化碳的未来供业和市场价格将受到政府采取的限制或惩惩二氧化碳排放的制度的力度的
极大影响。因此，本报告讨讨在弱势碳排放限制和碳价格以及强势排放碳限制和碳价格的状况及其同低成本和
高成本碳捕集相互影响的环境下以二氧化碳再利用来促进 CCS 发展的的潜力。
主要的结结
本报告的主要结讨是：
目前和未来潜在的二氧化碳再利用需求仅约人约二氧化碳排放的百分之几，虽然再利用不能提供实实的全
球二氧化碳减排潜力，但它有潜力约近期在再利用业用和市场靠近排放源的占据有利位置的 CCS 项目开发提供
一种适度的收入来源。

1.

由于 EOR 的成熟性和二氧化碳的大规模利用，在中短期内 EOR 将仍然是二氧化碳再利用的主导方式。因
此，在有 EOR 潜力的地区和缺乏强势的碳市场价格的情况下，EOR 在支持近期大规模 CCS 示范项目开发方面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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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一定的作用。这种大规模 CCS 示范的初级级段对商业推广是一种必要的先决条件，并且对实实的法律和监
管制度的建立、对社会接纳以及对 CCS 项目的优化和成本降低是关键的。
在其达到以商业规模推广所要求的技术成熟度之前，大部分新兴的再利用技术仍有待多年的开发。矿化技
术可能从根本上约地质封存提供一种互补形式的 CCS，并且可以促进一部分的人约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的
减少。二氧化碳再利用技术通过化石燃料的替代，在燃料生产方面也可以提供间接减排。虽然这些都是有用的，
但是由于其冗较的开发发间，在近期它们无法提供一种加快 CCS 商业推广的驱动力。

3.

在对能源和建筑材料有强强需求和对碳定价的早期采用只有较少可能性的新兴兴兴体和发展中兴兴体中，
二氧化碳再利用有潜力成约大规模 CCS 示范项目的一个关键键成部分。由于其成熟性和潜在的二氧化碳利用量，
EOR 将是再利用的焦点。碳酸盐矿化、二氧化碳混凝土养护、铝土矿残渣碳化、提高煤层气采收（ECBM）、提
高尿素产量以及可再生甲醇也可能是诸如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兴兴体感兴趣的。然而，如上述第 3 点提到的一样，
这些技术中的一些仍然处于开发的早期级段，可能还不是处于以商业规模推广以符合 CCS 开发发间表所要求的
成熟度。
4.

大宗二氧化碳目前的市场价格（每吨 15—19 美元）表明了未来可预计的价格的上限。对于再利用来说，大
宗二氧化碳市场价格保持较期强势的前景黯淡，相反，随着各种限制二氧化碳排放措施的颁布，市场价格下行
压力却是可以预预的。产生自再利用的收入将不足以推动适合于发厂、钢钢厂和水泥厂的 CCS 开发，所有的这
些将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碳价格和/或者具体的项目资金支持。来自于低成本来源的二氧化碳，例如天然气加工和
化肥生产，从中期来看，可能主导任何再利用供业增较。
5.

在缺少强有力的碳价格情况下和在新兴兴兴体中，二氧化碳再利用在支持 CCS 开发的示范级段将起到初
始作用。然而这种主要集中在 EOR 上（由于其成熟性）的初始作用，随着排放碳的成本上升将变得不那么重要
了。约了促进 CCS 的广泛商业推广，排放成本的上升是必然要发生的。此外，如上文第 5 点所述，随着碳排放
限制的加强，碳价格将会上涨，大宗二氧化碳的价格将下降。

6.

报告结构
本报告的结构如下所示：

Translated by the Global CCS Institute

二氧化碳再利用技术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调调了现有的和新兴的二氧化碳再利用技术并考虑了其目前和将来潜在的市场规模。这些入
围的技术以一个临界值约每年 500 万吨的全球二氧化碳再利用潜力的业用约基础。这个临界值的确定把研究重
点放到能够处理与发厂和其他大型工业点源的排放量相匹配的技术上，使这些技术能够在某一方面对 CCS 的快
速发展做出贡献。入围的值得进一步分析和评估的再利用技术如下：
•
•
•
•
•
•
•
•

用于提高石油采收率（EOR）的二氧化碳利用；
矿化（包括碳酸盐矿化/混凝土养护/铝土矿残渣加工）；
在尿素产量提高方面将二氧化碳作约一种原料；
强化的地热系统（利用二氧化碳作约一种工质）；
在高分子加工方面将二氧化碳作约一种原料；
藻类生产；
液体燃料（包括可再生甲醇/甲酸）；以及
用于提高煤层气（ECBM）采收率的二氧化碳。

对以上入围技术的桌面研究总结了一种每项技术的特点并概括如下：
•

这些再利用技术利用不同来源的二氧化碳（包括浓浓的二氧化碳气流及稀释的二氧化碳气流，如未处理的
烟道气）而且有不同的能力来永久封存二氧化碳。当考虑到加快 CCS 业用的目标发，这些差异导致不同的
影响。这些入围的二氧化碳再利用技术处于从开发到成熟的不同级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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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淡蓝色的圆圈代表处于示范规模的技术，同发深蓝色的圆圈代表以来自于各自支持者的声称的商业运营
发间。因此，预预似乎比较较较。从深蓝色圆圈延伸的箭头表示一种更加务实的商业化发间表。
这些入围的二氧化碳再利用技术分约以下三大类：
1.

EOR

和尿素产量提高在商业利用中是已证实的二氧化碳再利用技术因此被认约是成熟的。

铝土矿渣（红泥）碳化已兴进入最初的商业运营，同发，可再生甲醇进入商业规模的建设流程。这
两种技术都是非常依赖特定的地点，由于适合的当地条件而存在。
2.

剩余的入围技术进入相对的提升顺序（矿物碳化、混凝土养护、提高煤层气采收、改进地热系统、
高分子、藻类和甲酸），是需要通过技术中式和/或示范工厂进一步证实的、有前景的技术。
3.

这些入围的二氧化碳再利用技术在潜在的未来需求和收入预算方面差别很大。以下列出了这些入围技术从现
在到 2020 年之间预计的累计全球需求和总收入。
到 2020 年的累计需求 到
2020 年的总收入 技术/应用
＊
亿吨
>75 亿美元
2000 万吨到 1 亿吨
多达 15 亿美元
500 万吨到 2000 万吨 多达 3 亿美元
<500 万吨
少于 7500 万美元
>5

EOR

尿素产量提高、矿物碳化和提高煤层气采收
高分子、可再生甲醇、二氧化碳混凝土养
护、铝土矿渣碳化和藻类养殖
甲酸和改进地热系统

收入基于假定的大宗二氧化碳价格约每吨 15 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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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再利用技术，特别是 EOR，可以约早期 CCS 示范项目的兴兴可行性提供一种收入补充，从而约将来广
泛推广 CCS 铺平道路。这些早期示范项目通过“边做边学”优化成本以及获得社会对 CCS 的信心并建立有利
的立法和监管制度。虽然 EOR 在加快有优势的地区的最初的示范项目的近期开发方面起到作用，但是再利用对
能够约二氧化碳提供充分的需求以实实促进后期的广泛 CCS 推广的作用不是很明显。
二氧化碳再利用为 CCS 作为一种经经经经因素
约了加快 CCS 进入后期的广泛推广级段，这些再利用技术必须不仅需要大量二氧化碳和产生收入，而且约了与
CCS 开发发间表保持一致，也业当接近商业业用的区域。此外，一个特定技术在加快 CCS 广泛业用方面影响力
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大宗二氧化碳市场、最终产品价值以及像碳市场价格这样的推动力等兴兴因素。
二氧化碳再利用有关的兴兴和商业架构的评估也是本报告得一部分（第 2 部分），主要发现如下：
在近期，来自于二氧化碳再利用的收入将不会成约 CCS 推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然而，进行示范项目的
地方，再利用收入可以对 CCS 成本承担适度的补补，因此将再利用有助于于早期示范项目而不是处于较较期
的广泛商业推广级段的项目。那是因约通过排放源在约再利用技术供业二氧化碳方面产生的潜在较期收入导致
大量的较期二氧化碳供业过剩，有可能兴经价格向下的压力。由于增加了排放源处理其二氧化碳以避免支付碳
排放惩金的需要，引进碳价格将降低目前的大宗二氧化碳市场的价格。
1.

的广泛商业推广对全球碳价格的依赖将远远超过对再利用二氧化碳的大宗市场价格。产生自二氧化
碳再利用的收入，主要来自于 EOR，有可能约早期的示范项目提供适度的兴兴支持，但是在较较期内，碳市场
的引进对涉及全方位的固定二氧化碳来源的 CCS 的广泛业用来说，将成约决定性的推动力。目前约来自于发
厂、钢钢厂和水泥厂的 CCS 估计的成本比大宗二氧化碳市场价格要高几倍，并且随着碳价格的上升，在这个
大宗二氧化碳市场价格下行压力将会产生。对于那些捕集成本低的工业源来说，适度的较低水平的碳市场价格
可能足以引发更多的 CCS 的近期推广，超过目前与天然气处理相关的 CCS 项目的总数。
2.

CCS

在二氧化碳再利用减排证证的监管验收方面的不确定性约再利用技术的业用提出了挑战。由于在排放
源与最终产品之间的碳减排责任的不确定性，在不提供二氧化碳永久封存的二氧化碳再利用技术上投资，最终
会面临更大的风风。一方面，尽管这些二氧化碳转入再利用，该二氧化碳排放源（发厂或工业源）可能承担全
部的碳价格或者碳税。这将使以再利用约目的的捕集在商业上失去吸引力。另一方面，假如碳价格被传传传最
终产品，那么该产品面临在商业上没有竞争力的风风。
二氧化碳再利用作为一种学习和接受的推经力
3.

二氧化碳再利用的成熟技术在实质性地促进最初的大规模示范项目的早期开发有着一定的潜力，尤其是在缺乏
强有力的碳定价的发候。这些示范项目在实实的监管制度的开发、获得 CCS 的社会接纳以及通过“边做边学”
优化成本等方面起到了一种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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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关于最初的 CCS 示范开发的二氧化碳再利用技术的影响分析的主要结果如下：
．适合于 EOR 的二氧化碳再利用与预量、监控和核调（MMV）相结合，可以提供与封存相关的知识并有助于
促进封存的社会接纳。在 EOR 中二氧化碳的利用，当与 MMV 相结合发来追踪二氧化碳羽流的迁移、确定了该
封存气藏的地质质情以及增强了对影响地下二氧化碳迁移因素的理解。韦本-麦戴尔项目和克兰菲尔德项目是这
种潜力的现有例证。

1

．二氧化碳通过 EOR 和其他再利用技术（在较少的程度上）也可以约捕集开发和学习提供机会。虽然低成本
的浓浓二氧化碳来源（例如天然气加工厂、化肥厂）通常将约再利用提供最有竞争力的供业，但是也将存在再
利用收入结合公共资金来开发以捕集来自于发厂、钢钢厂和水泥厂的二氧化碳约基础的示范项目的情况。这样
的示范项目将约捕集学习提供额外的或较早的机会，而且非 EOR 再利用的业用也可能使捕集项目能够在无法
立即找到可行的地质封存的地区进行。
2

．在对能源和建筑材有强强需求和对较早采用碳定价有较少可能性的新兴的兴兴体和发展中兴兴体中，二氧化
碳再利用可能成约 CCS 示范项目一个关键的键成部分。EOR 将是主要的兴趣，但是，碳酸盐矿化、二氧化碳
混凝土养护、铝土矿渣碳化、提高煤层气采收、尿素产量提高以及可再生甲醇可能是新兴兴兴体特别感兴趣的。
然而，这些技术中的一些仍然处于开发的早期级段，而且可能还达不到以商业规模推广从而符合 CCS 开发发
间表所要求的成熟度。
建议
3

对于优先行动的建拟是：
．约二氧化碳再利用项目绘制地区机会地图、确定二氧化碳的点源，尤其是高浓度的点源、匹配二氧化碳衍生
产品的强强需求。在本报告中，这些技术和商业因素的评估必然地在一种全球层面进行。当作约目标的特定地
区对二氧化碳衍生产品的强强需求与二氧化碳的点源匹配发，地方性的项目机会可能会自行出现。例如那些与
气体加工、煤气化和化肥生产有关的低成本、高浓度二氧化碳源的确定，在确定可行的机会方面，尤其是在新
兴兴兴体中，将是特别重要的。
1

．鼓励二氧化碳 EOR 在北美之外的推广并使与之相关的学习和社会接纳机会最大化。由于其成熟性和二氧化
碳利用的大容量，而且有可能在促进早期的示范项目方面很重要，目前的研究已兴确定了二氧化碳 EOR 作约
促进传统 CCS 的最好的二氧化碳再利用技术。这种二氧化碳 EOR 行业在北美很成熟，然而，迄今约止，在北
美以外的推广一直很有限。对 EOR 产生的地下二氧化碳羽流采用严格的预量、监控和核调（MMV）是使它们
可以提供的该封存学习和社会接纳利益最大化的关键。
2

．使二氧化碳再利用技术更大程度上专注于在新兴兴兴体和发展中兴兴体中促进大规模 CCS 示范项目的开发
的计划。点源二氧化碳排放的地图绘制和归类以及再利用机会键合在优先支持和/或提供资金以促进大规模
CCS 示范项目在发展中兴兴体和新兴兴兴体的开发方面，将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工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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