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基本情况调研 

（一）企业基本情况 

介绍企业的组织结构、主要产品、生产能力、行业地位

等情况、主要产品及上年度产量 a.产品名称 b.上年度产量

（单位：吨、立方米等）、上年度企业总产值（单位：万元）。 

（二）生产工艺流程 

绘制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简要介绍工艺原理及关键用

能设备。 

（三）能源消费概况 

介绍企业能源消费的特点和能源利用总体情况。 

上年度综合能源消费量，水电气。 

上年度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a.产品名称 

b.单位产量综合能耗（单位：千克标准煤/吨或立方米

等） 

（四）能源管理情况 

1.组织构建与责任划分 

2 制度建立及执行 

3 计量统计与信息化建设 

4 宣传教育与岗位培训 

（五）主要能耗设备情况 

 



 

 

示例 
1.1企业基本情况 

1.1.1基本概况 

XXXXXXXX 集团有限公司是由 XXXXXXX 有限公司和 XXXXXXX 有限公司于 2008

年共同发起并组建，占地 600 亩，注册资本 2 亿元，员工 1788 人，中高级技术

人才 600 余人，总资产 10 亿元，产品广泛用于农业、冶金、医药、化工等行业。

年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 20 亿元。 

公司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为统领，

以“居安思危、自强不息”的企业精神为动力，以“经济规模适度、产品结构合

理、资源配置优化、装备安全高效、环境友好和谐”三十字方针总揽生产、经营、

建设、发展全局，以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以及和谐企业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大力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着力实现“企业长青，员工幸福”的泽东梦。 

1.1.2主要产品或服务 

现生产规模为：硫酸 65 万吨/年，磷酸一铵 61 万吨/年，硝酸钠、亚硝酸鈉

16 万/年，合成氨 10 万吨/年，高效碳铵 10 万吨/年，甲醛 3 万吨/年，铁粉 25

万吨/年，自发电 1.5 亿度/年，现以硫酸、合成氨为基础，磷酸一铵、硝酸钠、

亚硝酸、碳铵、甲醛为最终产品的产业发展，构建了“硫-磷-氮-钠-铁”循环经

济发展格局。 

1.1.3行业地位 

公司坚持科学管理，2011 年取得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

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并通过清洁生产审核，

2015年取得GB/T23331-2012能源管理体系证书，电力需求侧管理A级示范企业。

公司先后被评为 XXX 优秀工业企业、XXX 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湖北省模范劳动

关系和谐企业、湖北省优秀民营企业、湖北省最佳成长型民营企业、湖北省企业

精神文明建设突出贡献单位、全国质量诚信承诺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现已发展

成为 XXX 市规模最大的化工企业。 

 

1.2生产工艺介绍 



 

 

1.2.1生产工艺及流程 

（1）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1) 合成氨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合成氨生产工艺流程图 

 

  



 

 

2) 硫酸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硫酸的生产工艺流程见下图 

硫酸生产工艺流程图 

3) 磷酸一铵生产工艺流程图 

磷酸一铵生产工艺流程见下图 



 

 

（2）工艺流程简述 

1) 合成氨工艺流程简述 

①预热单元 

    由循环机出来的循环气由分离器分离掉油、水后分作两路，一路约占气量

30％的气体作为合成塔一入沿合成塔壁自下而上冷却塔壁，出塔后一部分作为冷

激气送至塔顶作为 f3 冷激气调节第二层径向温度；另一部分气体与另一路约占

70％的气体混合进入热交换热气管间，与管内气体换热至 160—180℃后分四路

进入合成塔。 

②合成反应单元 

   合成塔内件为两轴两径结构，触媒层一、二段为轴向，三、四段为径向，各

段用冷激控制温度，经热交换器加热后的入塔气分为四路：a、f0 塔副线由塔顶

进入氨合成塔调节零米温度；b、f1 冷激气从塔顶进入催化剂层调节第二轴向层

温度；c、f2 从塔顶进入第一径向层，调节第一径向层温度；d、二入气体经下

部换热器换热后与 f0 回合，四路气体经过触媒层反应后经下部换热器换热后出

塔，温度降至约 320℃。 

③余热回收单元 

    出合成塔的气体经废热锅炉换热，温度约降至 210℃后进入热交换器加热入

合成塔气体，同时副产 1.2Mpa 饱和蒸汽，送变换使用。 

④冷却分离单元 



 

 

出热交换器的合成气进入蒸发冷进一步冷却到约 40℃后，进入冷交换热器

换热程冷气回收热量，温度降至 25℃进入冷交换热器分离段分离液氨。分离液

氨后进入继续降温，然后与补充新鲜气汇合进入氨分离器分离掉液氨。分离掉液

氨的气体到冷交换热器与蒸发冷出口气体换热后，进入循环机进入下一个循环。 

压缩来的新鲜空气经过补充气氨冷器冷却，油分离掉油水杂质后，从氨分离

器进入循环系统与循环气混合。冷交换热器与氨分离器分离下来的液氨送至氨站

液氨贮槽。 

⑤其他辅助单元 

冷冻的液氨来自冰机工作站或氨站；系统设补充气放空、塔前放空，塔后放

空，循环汽油分出口至循环机进口设一大近路。热交冷气设一近路。 

 

1.3能源消费概况 

XXXXXXXX 有限公司能源消费主要为电力、原煤。是以煤炭为主的化工生产

企业，2018 年度能源消费总量为 26.155516 万吨标准煤。 

 

XXXXXXXX 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消耗的能源主要是电力、蒸汽、煤炭。企业能

源消费构成及消费量情况见下表所示。 

企业能源消费构成及消费量 

序号 能源种类 单 位 数 量 

1 白煤 吨 181442.01 

2 烟煤 吨 1482.62 

3 褐煤 吨 7985 

4 磷硫电耗 万 kWh 17033.96 

5 合成氨电耗 万 kWh 19705.89 

 

XXXXXXXXX 有限公司 2018 年主要产品产量和产值情况，见下表所示。 

主要产品产量和产值表 

序号 主要产品 单位 产量 产值（万元） 

1 硫铁矿制酸 t 345143 

155368.5 2 硫磺制酸 t 332186 

3 磷酸一铵 t 498722.37 



 

 

 
表：企业能源消费指标汇总表（企业总指标） 

序号 指标类别及名称 计量单位 数值 说明 

0 企业总指标    

1 能源利用指标    

1.1 各能源品种消费量    

1.2 综合能耗 万 t 26.155516  

2 生产经营指标    

2.1 主要产品产量    

 硫铁矿制酸 t 345143  

 硫磺制酸 t 332186  

 铃酸一铵 t 498722.37  

 甲醛 t 35130  

 硝酸钠、亚硝酸 t 129421.90  

 合成氨 t 140811.43  

2.2 企业总产值 万元 155368.5  

3 能源效率指标    

3.1 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    

 硫铁矿制酸 kgce/t 123.65  

 硫磺制酸 kgce/t 191.91  

 铃酸一铵 kgce/t 161.1  

 甲醛 kgce/t 2.42  

 硝酸钠、亚硝酸 kgce/t 89.49  

 合成氨 kgce/t 1469.83  

 

 
  



 

 

1.4能源管理诊断 

1.4.1组织构建与责任划分 

襄阳泽东化工有限公司已成立专门的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和工作办公室，形成

协调及推动环保节能的平台，努力完善节能减排管理制度，摸清管理规律，使节

能减排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标准化，形成长效工作机制。节能减排工

作办公室按照要求，将节能减排纳入目标管理体系，制订并细化分解各项目标指

标，将目标分解到各车间和部门，各车间分解到班组及个人，层层落实节能减排

目标和责任。 

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由常务副总担任组长，公司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为公

司能管组成员。公司对各级领导及部门的职责、权限作出明确规定，形成工作标

准。 

1.4.2制度建立及执行 

为提高公司的能源管理水平,更好地遵守国家、地方、行业的政策、法律、

法规、标准及要求,依据 GB/T23331-2012/ISO50001：2011《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公司建立健全了企业能源管理制度，编制和不断完善了相关规章制度，如《能源

采购和审批管理制度》、《能源财务管理制度》、《源生产管理制度》、《能源计量统

计制度》、《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能源消耗定额、考核和奖惩制度》等，并

建立了与此相适应的较为完善的公司物流管理体系、计量管理体系、综合管理与

绩效考核体系。这些管理制度与体系对公司能源以及所有采购物质的计划、采购、

计量、使用、评价、考核、节能改进措施等方面确定了严格的程序化规定，能在

现有技术设施与工艺水平上达到并保持不断降低能源消耗的目的。 

（1）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及管理情况 

企业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能源计量人员一览表及培训、上岗情况、能源计量

器具一览表、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表，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网络

图、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2）能源消费统计制度情况 

企业能源统计管理分析制度、按生产工序和或生产单元的各种能源消费统计



 

 

月、年报表。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编制和上报情况说明）。 

（3）单位产品能耗核算及能耗限额标准对标达标情况 

列出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过程。黄磷、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单位产品综合能

耗对标分析及变化说明。 

⑷定期评价与考核 

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确定定期对各工序、各部门月、季、年度绩效进行分析

评价，其中主要项目之一是各部门、各工序针对制定的年度经济技术指标进行分

析评价，根据历史数据的分析结果与识别的改进机会，制定改进计划，组织改进

实施，特别是过程成本与能源消耗，是我公司近年过程目标控制的关键指标。以

系统化的管理模式促进公司从细微的过程环节、工艺过程到大的项目改造的有效

开展。通过明确各部门和各生产环节、岗位的节能工作责任，将能源利用管理制

度落实到人，纳入经济责任制，并定期检查制度的执行情况。 

1.4.3 计量统计与信息化建设 

（1）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能源计量是企业实施科学管理的基础工作，金凤凰纸业建立了能源计量管理

的企业标准，从制度上为能源管理和能源消耗定额管理提供了保证。全公司对能

源一至三级计量从配备、管理和数据的录入都有一整套严格科学管理措施。 

公司生产部、质管部负责公司计量工作的管理与考核工作。外购的燃料煤由

质管部负责过镑、抽样化验，按照相关的质量指标进行考核。外购电力由电力公

司计量。各车间的蒸汽流量计等计量工作由电仪车间仪表班负责计量工作。 

根据公司制定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能源管理办法》等条例，厂区实行

能源二次计量体系：对所有外购一次能源均进行计量。对各部门入口处的能源设

置二次计量装置，以便于对各种能耗进行全面的计量考核。对高耗能设备，如锅

炉设置单独的计量装置，以随时监控其能耗。 

各种计量装置：电能表、蒸汽表等定期检验，校正，以保证计量的准确性和

权威性。公司计量仪表的配置达到了国家标准《GB1716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



 

 

配备与管理通则》的相关要求。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置详见表。 

能源计量器具配置情况表 
（2）能源计量器具使用和维护档案建立情况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和维护档案均已建立。 

（3）能源消费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建立情况 

能源消费有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 

（4）能耗数据分析及上报统计情况 

企业实行能耗统计制度，对能耗分析和上报统计均有制度要求。 

（5）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设情况 

目前企业的能源管理平台已立项，正在调研过程中。 

（6）能耗数据在线采集和实施监测情况 

部分能耗数据均已安装在线采集设备，数据实时采集。 

1.4.4 宣传教育与岗位培训 

（1）节能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 

企业定期开展节能宣传教育活动。新入职员工都会安排节能宣传教育。 

（2）能源计量、统计、管理和设备操作人员岗位培训情况 

能源计量、统计、管理和设备操作人员都有岗前培训和定期培训。 

（3）主要用能设备操作人员岗前培训情况 

主要用能设备操作人员均参加岗前培训。 

  

分级数 

能源品种 

一级计量 二级计量 三级计量 

应装  

表数 

安装  

表数 

装表

率 

应装 

表数 

安装 

表数 

装表

率 

应装

表数 

安装

表数 

装表

率 

原煤 1 1 100%       

电 6 6 100% 18 18 100% 11 11 100% 

蒸汽 1 1 100% 4 4 100% 4 4 100% 

水 1 1 100% 2 2 100% 3 3 100% 

柴油 1 1 100%       



 

 

表：企业能源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制度类别及名称 

是 否 制

定 

实 施 时

间 
执行情况 

是 否 年月 
良好、一般、

较差 

1 组织构建与责任划分 是   良好 

1.1 设立能源管理部门，明确部门责任。 是   良好 

1.2 设置能源管理岗位，明确工作职责。 是   良好 

1.3 
聘用的能源管理人员拥有能源相关

专业背景和节能实践经验。 
    

2 管理文件与企业标准 是   良好 

2.1 

编制能源管理程序文件，如《企业

能源管理手册》、《主要用能设备管

理程序》等。 

是 
  

良好 

2.2 

编制能源管理制度文件，如计量管

理制制度、统计管理制度、定额管

理制度、考核管理制度、对标管理

制度等。 

是 

  

良好 

2.3 
建立企业节能相关标准，如部门、

工序、设备的能耗定额标准等。 
    

3 计量统计与信息化建设 是   良好 

3.1 
备有能源计量器具清单和计量网络

图。 

是   良好 

3.2 
建立能源计量器具使用和维护档

案。 

是   良好 

3.3 
建立能源消费原始记录和统计台

账。 

是   良好 

3.4 
开展能耗数据分析，按时上报统计

结果。 

是   良好 

3.5 
建有或正在建设企业能源管理中

心。 

是    

3.6 
实现能耗数据的在线采集和实时监

测。 
 否   

4 宣传教育与岗位培训 是   良好 

4.1 开展节能宣传教育活动。 是   良好 

4.2 
开展能源计量、统计、管理和设备

操作人员岗位培训。 

是   良好 

4.3 
开展主要用能设备操作人员岗前培

训。 

是   良好 

 



 

 

1.5主要能耗设备 
表：工艺设备统计表 

序号 
设备类别及

名称 

规格 

型号 

数

量 

主要能源

消费品种 
功率 备注 

1 生产设备      

2.1.1 风机      

 
硫一Ⅰ系统

主风机 
S1500-1.29/0.9   1250kW  

 
硫一Ⅱ系统

主风机 
D800   630kW  

 
硫一Ⅰ系统

炉底风机 
AI750-1.21/1.02   350kW  

 
硫一Ⅱ系统

炉底风机 
AI680-1.21/1.02   315kW  

 硫二主风机 S2000-11   2240kW  

 
两钠氧化Ⅰ

期 A 风机 
C200-2.2   500kW  

2.1.2 水泵      

 
硫一Ⅰ系统

锅炉给水泵 
DG46-50×12   103.9  

 
硫一Ⅰ系统

强制循环泵 
200RII-72A   67.1  

 
硫一Ⅰ系统

干燥循环泵 
300S-19   49.5  

 
硫一Ⅰ系统

一吸循环泵 
350S-26A   80.1  

 
硫一Ⅰ系统

二吸循环泵 
250S-24A   41.87  

 
硫一Ⅱ系统

锅炉给水泵 
DG25-50×12   86.38  

2.1.3 
锅炉等其他

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