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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石是高耗能产品的
代表， 国家对这个行业不断
施加强力政策， 提高行业门
槛，淘汰落后产能，人们已经
习惯看到电石企业成为被整
治的对象。 但是，电石行业中
也不乏节能降耗的佼佼者。
2011 年，宁夏大荣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吨电石综合能耗是
1008 千克标煤，吨电石电耗
是 3362 千瓦时，综合水平居
全国电石行业前三名， 成为
电石行业能效的领跑者之
一。 那么，宁夏大荣是如何做
到这一切的呢？
“做节能工作，谁都可以
做到精打细算， 但要解决根
本问题， 还是要做好节能技
术改造和废物综合利用。 ”宁
夏大荣总经理朱振林这样认
为。 从电石炉烟气综合利用
入手， 宁夏大荣实现了余热
与 粉 尘 同 步 再 利 用 及 CO2
回收，这是业内少有的。
眼见为实， 不久前记者
来到了宁夏大荣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深入到企业的生产
区， 对这家电石企业的节能
降耗工作进行调查， 一点点
揭开这家节能领跑企业的神
秘面纱。

驱车从石嘴山市区来到宁夏
大荣电石生产基地，记者看到，简
洁朴素的厂区埋在丛山之中。 下
车伊始， 记者就急切地想要一探
究竟， 与大型现代化的生产基地
相比， 宁夏大荣靠什么做到能效
领跑者？
富的下游产业体系是电
“丰
石节能工作的基石。”宁夏大荣总
经理朱振林这样认为，“电石炉是
生产电石的关键设备， 大荣现有
的一台2 万kVA 电石炉， 属于内
燃式， 余热、 烟尘、CO 等废物排
放量大， 而这些废物可以被大荣
电石下游产品很好的利用起来。”
据介绍， 目前宁夏大荣的产
品有电石、 氰胺化钙、 正肥丹、 双
氰胺、 单氰胺、 硫脲、 氨基胍碳酸
盐等20 余种，形成的产业格局是
横跨高耗能源头、 立足精细化工
主导产业。
是其他企业做不到的事
“这
情， 我们有这个基础把废物利用
做好，实现节能降耗。”朱振林说，
这就是宁夏大荣一直坚持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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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荣：“吃掉”废物提能效
—石油和化工行业能效领跑者调研报告之六
——
□ 本报记者 孔凡涛

行业分析

勇于突破节能难题
□ 中国石化联合会副秘书长、电石协会秘书长 孙伟善

图为公司循环利用水资源冷却水湖。

循环经济扛大旗
经济理念。
一直以来， 宁夏大荣立足地
区资源优势，坚持将节能降耗、环
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用摆在生产
经营的重要位置， 大力推行清洁
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构筑起电石
深加工“ 资源— 产品— 再生资
源— 再生产品”的循环经济圈。 该
公司也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宁夏环境友好企业、宁夏循环
经济试点企业、 石嘴山市和宁夏
节能减排达标企业。
大荣是宁夏第一家构筑起循
环经济产业链的企业。 当时宁夏
很多同类型企业还没有循环经济
这个概念，循环产业链连不起来。
在2005 年的一次全国性的环保
会议上， 宁夏大荣作为宁夏唯一
一家企业向大家介绍了循环经

济。 此后，宁夏大荣构建的企业循
环经济基本框架逐步被业界所熟
知。
朱振林说：“我们不做就没人
做，那我们就先做，走些弯路也没
有关系。 比别人先走一步，就能够
领跑行业， 让其他企业见识到好
的做法。 ”
只有改变资源高消耗、 污
染高排放的增长方式， 企业才
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正是基于
这种认识， 宁夏大荣始终将环
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摆在组
织生产的头等位置上， 超前谋
划实施一个个治理方案， 大力
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
对“ 三废” 进行循环利用研究和
综合治理， 实现了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的双赢。

社会效益就是为同类企业节
能技改提供借鉴， 推动全行业节
能进步， 这是宁夏大荣创造社会
效益的出发点。 宁夏大荣2005 年
上马的余热锅炉， 当时耗资480
万，随着推广面不断扩大，如今不
到300 万就可以上马这样的锅
炉；2000 年宁夏大荣就开始上马
氰胺产品废渣及电石渣制水泥的
项目， 也带出了学生。 有企业
后开始上马电石渣制水
2007 年
泥项目， 还被宁夏自治区政府评
为循环经济优秀企业。
宁夏大荣的实践受到了国家
的鼓励。 “十一五”期间，国家加大
了支持节能减排工作的投入力
度， 在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对节
能效果显著、 推广意义较大的示
范项目和重大项目及高效节能产

品的推广，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实行节能税收优惠政策， 加大对
节能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 宁夏
大荣的烟道气余热利用及二氧化
碳回收项目被国家发改委列入
节能十大重点工程项目
2008 年
投资计划， 并获得260 万元国债
资金的支持， 这是该企业又一个
获得国债资金扶持的项目。
宁夏大荣的不少员工认为，
淘汰落后装备和工艺， 超前进行
循环经济建设， 投入大、 水平高、
难度大， 存在畏难心理。 但宁夏
大荣在重大决策方面体现了科
学、 稳健和谨慎， 但又坚持果敢
和进取， 保证了公司主业相对突
出、 核心竞争力鲜明的特点， 在
发展的质量和速度上偏重质量，
长期保持了企业在行业中的领
先地位。
据朱振林介绍， 今年宁夏大
荣的节能措施还要迈上一个新台
阶， 一步步完善精雕细琢的节能
技改体系， 有信心在全行业进一
步起到示范作用。

来到电石炉跟前， 该公司
技术部副部长刘丰海向记者介
绍说， 电石炉产生的高温烟气
一部分进入余热锅炉， 生产蒸
汽， 另一部分用于烘干电石的
炭材原料。 同时，在余热锅炉后
配备布袋除尘器回收烟尘， 用
来生产水泥。
谈到技术改造中遇到的难
题， 刘丰海回忆说， 高温烟气带
有粉尘， 进入余热锅炉中， 粉尘
会粘结在锅炉内壁， 对此， 从
起， 大荣集团先后派出
2000 年
技术人员赴同类企业和科研机
构考察交流， 同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第七研究院七一一研究所
联合攻关， 研究出利用落丸清
灰技术解决烟气通过锅炉排管
结垢、 回收粉尘再利用于水泥
生产配料等技术， 专门设计出
国内科技含量最高、 炉体和产
汽量最大的电石炉余热再利用
锅炉及粉尘回收装置。
台1998 年建成的2 万
“这
燃式电石炉， 经过改造，
kVA 内
现在的能耗水平与目前国内先
进的大型密闭式电石炉差不
多。 ” 说起企业的节能业绩，刘
丰海显得很自豪。 大荣集团辐
射作用也已经突显开来， 宁夏
及周边省区数十家电石生产企
业先后到大荣参观电石炉余热
利用锅炉及除尘装置。
一般来讲， 余热锅炉产生
的蒸汽温度和压力不高， 不能
带动普通的蒸汽发电机， 从发
电的角度看， 这是典型的垃
圾。 而江西华电的新型动力机
利用这种蒸汽也可以发电， 实
现变废为宝。 记者在采访朱振
林时， 他刚刚接待完江西华电
集团前来做技术交流的人员，
双方交流的就是这种低压蒸
汽发电技术。 现在， 宁夏自治
区政府鼓励宁夏大荣先行试
用这种技术， 取得经验后， 再
向全区推广。
夏大荣已经开始尝试
“宁
用余热产生的蒸汽发电。 电石
产品能耗一般在3400 千瓦时左
右， 用这套装置的话， 大荣电石
装置的电耗能下降到3200 千瓦
时， 这在国内是处于领先水平
的。 ”刘丰海对记者说。

行的 CO2 回收项目，这些举措都走
在了行业的前列。
另外， 宁夏大荣的电石下游
产业链为资源综合利用提供了平
台。 当前，电石企业的电石下游产
品单一， 回收的热量等没有使用
的途径,很多企业只能放弃热、尘、
CO2 等的同步回收。 宁夏大荣大力
开发农产品， 开辟新的电石下游
产业链， 为传统电石企业突破节
能桎梏提供了借鉴。 该公司提出
大力推进“荣宝” 等系列产品生
产、建设“双百万”氰胺产品生产
基地、 推动宁夏高载能企业的产
业升级带动全区电石行业发展的
做法， 对电石这种高载能产业发
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宁夏大荣的可贵之处在于其
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 他们做的这
些事情在行业内是领先的，产生的
效果也让业内认可和效仿。 宁夏大
荣不惜投入大量的资金推进技术
改造，从电石及其下游产品的生产
布局上切实转变了发展方式，实现
了节能减排， 在推进清洁生产、发
展循环经济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专家点评

电石行业——
—

深度挖潜正当时
□ 本报记者 孔凡涛

余热利用见成效
朱振林头脑里一直盘算着
一笔账：一吨蒸汽要150 千克标
煤， 电石生产产生的余热要是
不用， 烧锅炉一年就多消耗
吨标煤。 另外，一般的电
8000 多
石企业产品结构单一， 没有使
用蒸汽的途径， 因此也就不上
余热锅炉， 但宁夏大荣不仅冬
天要采暖， 而且生产长年需要
蒸汽。 比如双氰胺生产线，利用
余热直接可以节省燃煤。
但是， 虽然经济上看上去
划算， 实际操作起来并不简单。
电石生产不但产生大量余热，
还有大量的粉尘排放， 既污染
环境又浪费资源。 在电石行业
中， 有的企业单一治理粉尘， 有
的企业单一利用余热， 节能减
排效果都不好。 症结就在于当
时的环保技术还没有解决既治
理粉尘又利用余热这个难题。
宁夏大荣决定要啃下这个
硬骨头， 抛弃短期行为， 不满足
于投资上项目单纯治理粉尘达
标排放， 而是紧盯环保前沿技
术， 追求既要治理回收粉尘再
利用于生产水泥， 还要综合利
用烟尘中的余热。
下半年， 大荣集团
2004 年
投资570 余万元铺开2 万kVA
电石炉粉尘治理余热利用工
程， 在当年底建成并投入运行。
夏自治区
，宁
2005 年
1月
31 日
科技厅、 自治区环保局、 石嘴山
市政府组织专家对这一科技攻
关项目进行验收并授予科技示
范工程牌匾。 专家组的验收结
论是： 大荣集团在国内率先建
成2 万kVA 电石炉烟尘净化装
置， 在国内具有先进水平， 技术
具有一定创新， 实现了电石生
产过程中节能与烟尘的同步治
理， 对全区电石行业具有示范
作用和广泛推广应用价值。
经环保部门跟踪监测， 新
装置的烟尘排放浓度已从未建
装置前的1800 毫克/立方米降
为93.6 毫克/立方米； 每小时产
蒸汽7 吨， 按一年11 月的运行
期计算， 可产蒸汽5.5 万吨， 节
约标准煤8500 余吨， 减少3200
余吨尘粒排放并增加生产水泥
吨， 每年可节约排污费
3200 余
万元。
80 余

宁夏大荣早在“十五”期间就
投入资金下大力气治理工业“三
废”， 先后完成了对工业废水、固
体废渣、烟气和粉尘的综合治理，
构 筑 起 电 石 深 加 工 “资 源—产
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 的循
环经济圈。 在传统的电石企业里，
这样的做法是比较突出的一家，
也符合国家循环经济发展的要
求。
该公司的电石炉是典型的内
燃式电石炉， 这种电石炉炉气量
较大， 烟气处理装置的投资及运
行费用较高。 电石炉运行过程中，
高温炉气裹夹着烟尘逸出吸烟
罩，造成炉面劳动、安全条件较为
恶劣，热能和炉气损失大。
为电石炉配置炉气利用系统
是内燃式电石炉节能改造的重点
方式之一。 通过建设炉气利用系
统，充分利用炉气的显热和潜热，
如碳材烘干、化学品生产等。 宁夏
大荣的节能工作正是从处理烟气
入手，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改造
突破了一些电石行业降能耗普遍
面临的掣肘。 2005 年就上马余热
锅炉，并装配除尘器，以及现正进

▲图为本报记者正在宁夏大荣采访。
▲ 图为大荣集团二氧化碳回收装置。
荩图为 1998 年建成宁夏炉容最大、 科技
含量最高的 2 万 kVA 电石炉外景。

CO2 回收成抓手
节能技改的潜力空间越来越
小是各个企业老装置面临的现
状，对于电石炉更是如此。 废渣做
水泥、 余热回收、 粉尘做水泥， 似
乎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没有其他
挖潜的方式， 但朱振林不这么认
为。“对老装置进行节能技术改造
还是有潜力的， 就看企业有没有
理性的思考和突破的勇气。”朱振
林说。
宁夏大荣现有双氰胺、 单氰
胺等化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
体进行碳化。 这些CO 是
CO 气
由300 立方米石灰窑装置提供，
每年消耗石灰石10 万吨，消耗燃
煤1.2 万吨。 但CO 浓度偏低且
不稳定，难以达到工艺要求，影响
了化工产品生产装置能力的发
挥， 也影响产品质量。 最重要的
是， 用石灰窑造CO 要消耗大量
的煤炭资源。
离双氰胺装置不远处的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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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和水泥窑的烟气中含有12%～30%
的CO 资源还没有回收利用。 刘
丰海带着记者来到施工现场说：
这么短的距离， 要是让有用的
“就
资源随意丢掉，太不应该了。 ”据介
绍， 企业现有电石炉、 水泥窑的
年排放量约为19.3 万吨。
CO 每
为了改变一边制造CO 、 一
边排放CO 的状况， 大荣集团在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反复论证技术
方案， 采用日益成熟的CO 吸附
过滤技术，突破电石炉、环保水泥
生产线距离远、 难于连成一体等
难点， 计划投资2000 余万元， 自
开始实施回收电石炉和
2009 年
水泥窑烟道气CO 项目， 目标是
实现生产治污一举多得。 一方面
可以节约资源， 另一方面可大大
降低各化工产品的生产成本， 提
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据介绍，CO 回收项目也是
大荣集团今年全力推进完工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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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被全公司寄予厚望。 现在，该
项目建设已经趋近尾声。 完成后，
宁夏大荣将淘汰原有的300 立方
米立式石灰窑制取CO 生产设
施， 每年可节约石灰石10 万吨，
节约燃煤9000 多吨； 还克服了
体浓度低制约化工生产的
CO 气
缺陷， 提高了现有化工生产装置
的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 同时每
年还可减排8 万吨CO 气体。
现在， 电石炉烟气中的CO
回收项目被宁夏大荣认为是实现
能效水平跃升的重要支撑， 也成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抓手。
宁夏自治区已将该项目列为科技
创新重点推广示范项目， 组织企
业前往大荣学习借鉴。
垃圾，促节能。 ”朱振林这
“吃
样总结宁夏大荣的节能工作。 从废
渣制水泥，到余热发电，宁夏大荣
将这些所谓的“垃圾”变废为宝，实
现能效水平几年上一个新台阶。

“十一五”以来，我国电石生产
技术不断改进， 生产水平不断提
高，能耗持续下降。 目前我国节能
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对于电石这
个传统耗能行业更是如此。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中
国电石工业协会秘书长孙伟善表
示， 电石行业降低能耗尚有潜力，
落后企业与先进企业在能耗水平
上的差距还很大，全行业应该抓住
当前深度挖潜的关键时期，着力做
好密闭式电石炉节能技术推广等
工作，以能效领跑者为样本，做好
节能工作。
近年来，随着国际油价的不断
攀升和石油深加工产品成本的持
续上涨，电石法聚氯乙烯和其他电
石下游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电石
产能迅速增长，我国电石产能超过
2600 万吨 / 年， 是世界上电石产
量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 与此同
时，电石在生产过程中要消耗大量
的电和煤炭，并向环境中排放大量
废气、粉尘等污染物。 电石行业迫
切需要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积极采
用先进、节能、环保的技术和装备，
提升自身能源利用水平，减少废弃
物排放量， 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
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少的发展道路。
此次电石行业的能效领跑者
为全行业树立了榜样，他们的节能
工作各具特色而又效果显著。浙江
巨化电石有限公司坚持技术进步
与加强管理并举，在余热利用等方
面较早地取得了成效；湖南蓝伯化

工有限公司大力应用了新型生产
工艺和设备，尝试电石炉生产尾气
回收煅烧石灰项目，开创了电石行
业先例。
但作为传统的“两高一资”行
业， 电石行业仍然存在装置规模
小、能耗高、含尘废气排放量大等
问题。 目前全国电石生产企业有
300 多家， 差的企业能效水平较
低， 吨电石产品能耗甚至超过
1500 千克标煤 / 吨。 从另一个角
度看，存在的差距正是电石行业提
高能效水平的潜力所在。 据测算，
如果全行业企业能够达到能效领
跑者的水平，全行业每年可以节省
将近 100 万吨标煤。
孙伟善认为，当前电石行业必
须针对传统发展方式存在的突出
矛盾和问题，采取有力举措，推进
产业结构全面升级优化。 在“十二
五”期间基本完成对内燃式电石炉
的技术改造是当前电石行业结构
调整、提高能效水平的重点；要将
约 500 万吨 / 年的大中型内燃式
电石炉改造为密闭式电石炉，预期
可形成 100 万吨标煤 / 年的节能
能力； 提升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减
少废弃物排放量，促进行业平稳和
可持续发展。
目前， 我国电石生产设备已经
完全实现国产化， 国内科研院所和
设备制造企业已经完全掌握大型密
闭式电石生产装置的设计、制造。 能
耗低、 污染排放量少的大型密闭式
电石炉在行业内得以迅速推广，将
促使电石行业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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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荣集团公司一角。
（本版图片由企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