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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氯 碱 ： 大上海驶出节能旗舰
——
—石油和化工行业能效领跑者调研报告之七
□ 本报记者 张秀凤
引言 作为一家有着 38 年烧碱生产历史的企业，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全国最大
的氯碱产品供应商之一。 2011 年上海氯碱的烧碱产量为 62.5 万余吨，烧碱平均电耗约为 2260
千瓦时 / 吨，比行业平均电耗低 110 千瓦时 / 吨，年节电达 7000 万千瓦时。 上海氯碱采用复极
槽和零极距离子膜装置生产烧碱的平均电耗约为 2100 千瓦时 / 吨，低于行业平均电耗 10%以
上。 由于节能降耗成效显著，2011 年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被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授
予全国石油化工系统“十一五”节能减排先进单位称号。
同样是生产烧碱产品，上海氯碱何以“棋高一着”，能效水平能够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呢？ 记者走进上海氯碱，对该公司的烧碱节能工程展开实地调研。

结构节能：
淘汰“两高”应对挑战
自1974 年建成5 万吨级23S
隔膜电解装置后， 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 上海氯碱主要采用隔
膜型电解工艺生产烧碱产品， 最
高电耗曾达到2500 千瓦时/吨，
装置年耗电约8.25 亿千瓦时， 公
司被列入上海市耗能大户。 进入
新世纪后， 随着国内烧碱装置竞
相上马， 国内市场逐渐显现出产
能过剩。 同时，电力价格也持续推
高， 由原来每千瓦时0.33 元的优
惠电价逐渐上升至0.6 元， 仅此
一项每年就要吃掉上亿元的利
润。 这样一来，原有老装置因高能
耗而导致企业市场竞争力差的问
题骤然凸显。
企业还面临来自外界的压
力。 2005 年， 上海氯碱被列入国
家发改委“ 千家节能行动” 单位。
进入“ 十一五”， 公司又首当其冲
被列为上海市节能减排工作第一
批试点单位。 加之上海城市功能
的重新定位，对化工企业的能耗、
安全、 环保等实行从严控制与考
核， 使上海氯碱面临调整、 改造、
升级的压力和挑战。
对于企业所面临的压力和挑
战，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何刚做了这样的分析： 首

先，企业缺乏资源优势。 目前我国
约200 家烧碱生产制造企业， 其
中70% 以上分布在盐资源产地，
具有得天独厚的原材料资源优
势。 但上海氯碱却依赖进口和国
内产地供应的原材料组织生产。
其次，企业地处国际大都市，
上海建设“四个中心” 的城市定
位， 高密度的城市人口， 以及“ 十
一五” 以来， 先后开展的两轮“ 三
年环保行动计划”、节能减排考核
和举办上海世博会等大背景， 对
城市安全、 绿色发展提出明确的
要求， 而烧碱生产“ 两高” 的落后
特性显然与其不相容。
再次是由于原料价格、 电力
价格以及上海的商务成本、 劳动
力成本远高于其他地区和企业，
公司产品明显不具有竞争优势。
作为耗电大户, 电价每上涨1 分，
就影响公司效益达2000 多万元。
以，要在上海继续生存与
“所
发展， 唯一办法就是融入国家节
能减排的大趋势。 ”何刚说。 上海
氯碱的领导班子下定决心大力度
开展节能减排工作， 首当其冲的
就是淘汰落后产能。
本世纪初， 上海化学工业区
开发建设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图为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化学工业区内的第三套烧碱生产装置。

为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 上海氯
碱规划了“江河入海” 的发展战
略。 不仅率先将位于苏州河岸的
中国氯碱行业“鼻祖”企业—
—— 上
海天原化工厂迁入杭州湾畔的园
区， 还精心设计了与化工区产业
链相配套的“氯的三次利用”核心
工艺路线。 与此同时，主动将解决
高能耗、 高污染落后产能纳入公
司产业结构调整规划。
针对高能耗、 高污染的传统
电解系统已成为制约公司发展
的瓶颈这一关键问题， 上海氯碱
的领导班子决定， 通过先建后
停， 调整产业结构， 淘汰吴泾地
区落后产能， 实现“ 高端、 循环、
绿色” 发展， 大幅降低能耗物耗，
以此实现公司重生。 “ 十一五” 期
间， 上海氯碱又抓住上海化学工
业区发展的契机， 以“ 壮士断腕”
的勇气， 先后将23 型、47 型、F1
型等7 套“ 两高” 型电解等生产
装置全部关闭。 对高耗能的生产
装置坚决实施永久性停产。 这些
装置的关停， 使公司年综合能耗
下降了45 万吨标煤。 新装置创
造的人均劳动生产率达1000 万
元以上， 大大提升了企业和产品
的竞争力。

果说淘汰落后与引入先
“如
进， 为上海氯碱提升能效水平提
供了硬件保障， 那么， 管理上的不
断创新则为企业提供了软件支
持。 近些年企业在提升能效管理
水平方面， 不断加大工作力度， 形
成了长效管理机制。 ”上海氯碱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经理
周雄如是说。
一见到记者， 上海氯碱能源
主管王立贵立刻打开随身携带的
文件夹， 一边拿出今年1 月公司
度
下发的两个文件—《
—— 2012 年
工作方针目标》和《关于下达2012
年物耗能耗节能降排指标的通
知》， 一边对记者解释道：“ 这两个
文件是公司下达的年度经营目标
和包括烧碱产品在内的物耗能耗
控制指标， 所有指标都是依据行
业和历史最好水平而设定的。 每
年初都会下达到各二级生产单位
和职能管理部门， 明确企业和生
产装置用能计划。 ” 记者了解到，
就在今年1 月18 日， 上海氯碱按
照惯例召开干部大会， 分别与二
级单位和职能部门负责人签订
能减排责任书》。 签约后，所属
《节
企业也丝毫不敢放松， 不仅对所
有指标进行细化， 而且都加码下
达，责任到人。

管理节能：
创新强化能效机制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来到华
胜厂的车间， 在这里记者发现工
作人员对日常管理丝毫不敢放
松。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降低烧碱
产品的电耗， 与合理控制槽电压
和优化生产负荷相关， 日常班组
对电解槽管理是毫不含糊。 “有一
次在抽查时， 我们发现部分电解
槽金属网面有脱焊情况， 这将造
成电耗大大提高。 紧急商量后，班
组决定对全部焊点进行检查。 单
元槽总焊点多达500 万个， 但为
保持优良的生产状态， 班组全体
出动， 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
华胜厂电槽管理班组王家根说。
为了实现烧碱产品物耗能效
最优， 上海氯碱采取了从头到尾
一系列管理办法。 一方面，企业从
源头抓起， 通过采购高纯度的氯
化钠原料来降低盐水制备过程的
电耗， 减少残料数量， 并采取原盐
单耗“日日盘”措施。 另一方面，在

技术节能：
新工艺与循环经济并举
进先进工艺， 打造以
“引
氯的三次利用’ 为核心的工艺
路线， 把企业内部能循环利用
的资源都充分循环利用起来，
同时融入高端发展产业链， 为
大量下游外资企业配套。 这对
提升能效水平产生积极而重要
的影响。 ” 何刚在总结企业节能
经验时这样归纳道。
通过引进新工艺、新装置实
现节能降耗，让上海氯碱尝到了
甜头。
给上海化工
，为
2006 年
4月
区90 万吨／ 年乙烯工程配套， 上
海氯碱先后建成36 万吨／ 年烧
碱装置及36 万吨／ 年二氯乙烷
氧氯化装置。 在此基础上，企业
着力引进新工艺、 新装置， 又相
继实施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
的项目。
海氯碱启动以
， 上
2007 年
的二次利用” 为核心的工艺
“氯
路线， 投资5.6 亿元， 引入能耗
更低、 效率更高的国际先进离
子膜电解技术， 开工建设了年
产15 万吨烧碱项目。 项目建成
后， 不仅使烧碱能耗大幅下降，
从最高2500 千瓦时/吨降为
瓦时/吨， 而且在上海化
2260 千
工区串起氯资源二次利用的氯
化工产业链。
底， 上海氯碱又投
2010 年
资8.5 亿元， 启动了“ 氯的三次
利用”建设项目，建成年产16 万
吨液氯、18 万吨烧碱、36 万吨二
‘

氯乙烷等数套大型化工装置。 在
参观刚刚建成投运的华胜三期
海化工区第三套烧
项目—
—— 上
碱电解装置时，氯碱公司华胜厂
厂长王林造高兴地说：“ 新装置
采用先进复极槽和零极距技术，
单位产品能耗大大降低，吨碱电
耗要比原隔膜碱工艺低200 千
瓦时以上呢！ ”
除了新工艺、新装置带来的
能耗大幅下降，上海氯碱能效水
平的提升也得益于融入上海化
工区循环经济产业链中。 目前，
上海氯碱在化工区的烧碱产能
已达到72 万吨、 液氯产能64 万
吨、二氯乙烷产能72 万吨。 公司
的烧碱产品一部分直接供应给
化工区内企业， 减少了产品包
装、 后处理各环节的能源消耗；
氯气和氢气通过管道直接输送，
在化工区全部进行循环利用；氢
气全部供给化工区气体公司作
为相关企业原料或能源使用。 上
海氯碱每年有40 多万吨的氯气
供应给下游巴斯夫、 联恒、 拜耳
等企业， 不仅不产生能源消耗，
而且这些公司生产中的尾气氯
化氢再次返回到华胜厂，用作二
氯乙烷的生产原料。
过去的经营模式相比，
“与
这种与化工区内跨国企业产品
链紧密对接，上下游产品联动循
环等优势叠加的模式，对降低综
合能耗起到积极助推作用。 ”上
海氯碱的一位负责人说。

图为上海氯碱华胜公司总控室。 （本版图片由特约记者汪雍诚摄）

生产过程中， 由生产装置、 生产岗
位上配备的能效管理专员负责用
能监控， 公司总生产调度中心的
大屏幕上显示着生产耗能即时数
据，但凡有不正常情况， 会第一时
间反馈到相关生产环节。
此外， 公司每月还组织能源
管理网络人员开展用能检查， 将
不合理和违章用能情况均一一记
录在册， 督促相关部门查找、 整
改， 并将此作为考核奖惩的依
据。 自2009 年起， 上海氯碱还成
立33 个群众性JJ （ 节能减排） 小
组， 先后实施了氨冷器改造，循环
水利用、 余热回收等30 多个节能
减排项目，为节能减排作出积极的
贡献。
上海氯碱在淘汰落后产能、
发展循环经济、 推进管理优化、 持
续提高能效方面进行的有益实
践，也为行业提供了以下启示：
第一， 勇于自我加压， 承担社
会责任， 坚决淘汰“ 两高” 型落后
产能。 淘汰落后需要巨大资金投
入，企业要敢于担当， 将企业的经
济效益与环保效益、 社会效益一
并考虑。 要意识到： 优化产业结

构， 促进节能减排， 必须从本质上
促进技术进步， 提升能效水平， 以
新技术、 新工艺取代传统落后的
生产方式。 同时，烧碱作为基础化
工产品， 由于技术能级不高， 更要
提高准入门槛， 坚决抑制传统高
耗能、高排放产能的增长。
第二，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
方向。 在基地建设、 项目实施、 产
业发展过程中， 要融入循环经济
产业链， 精心设计和谋划产业布
局与发展； 规模要与上下游产业
需求相配套， 最大发挥装置效
能；运营要实现紧密衔接， 把产业
链拉得更长， 把能够利用的资源
充分利用起来， 努力实现“ 吃干榨
尽”。
第三， 应用节能工艺技术要
持之以恒。 除了采用先进节能装
备，发挥节能优势外， 还要加快建
立节能减排的技术支撑体系， 吸
收引进和开发应用先进节能技术
和工艺， 从生产的整个环节和各
个领域， 制定能源目标， 强化能源
管理， 实施革新改造， 着力推进资
源综合利用、 能源回收使用， 不断
提升能效管理水平。

行业分析

烧碱行业——
—

技术提升大有作为
□ 本报记者 郁红

图为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电解装置。

专家点评

产业链无缝链接提能效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 张鑫
身处资源短缺的东部，上海氯
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借搬迁进园
之机，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实现了
本企业产品产业链的构建与园区
产业链建设的无缝链接，并实现了
“氯的三次利用”， 大幅降低了能
耗， 还提高了能源的使用效率，给
东部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同
时，其在淘汰落后烧碱产能、发展
循环经济、推进管理优化、持续提
高能效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实践。
首先， 企业抓住进园机遇，淘
汰落后产能。他们牢牢抓住上海化
学工业区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的机
遇，淘汰了隔膜电解槽和单极离子
膜电解槽，通过“先建后停”，实现
了与化工区产业链的无缝链接。同
时，公司积极做好减员分流的职工
安置工作，使得企业能耗水平大幅
度下降，并提升了企业和产品的竞

争力。
其次，通过搬迁，以工业园区
产业链构建企业循环经济模式，提
高氯资源利用率。目前氯碱行业内
一些老企业普遍存在“
退城进园”
的搬迁问题，如何借助搬迁使企业
重新获得竞争力以及采用先进节
能装备淘汰落后产能，上海氯碱的
一些经验和做法值得这些企业学
习和借鉴。 该公司在搬迁中，不仅
考虑到了本企业产品产业链的重
新构建， 还兼顾园区的产业链建
设，走上了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目前获得氯资源的最佳途径
是通过电解技术，特别是在能源相
对紧张的东部地区，主要以网电为
主的氯碱企业，只有将氯资源充分
利用好，才能从节能中出效益。 当
前上海氯碱在上海化工园区产业
链中采用了一些新型制氯技术，提

升了氯资源的利用率。盐酸氧阴极
电解技术和氯化氢氧化催化制氯
技术（DEACON 技术）的应用不仅提
高了氯资源循环利用率，相比电解
法工艺，在能耗和效益上具有较强
的优势，氯碱企业可以关注这些技
术的应用、消耗和投资情况，依靠新
技术将园区和企业的产业链有机结
合在一起。
最后，上海氯碱凭借丰富的管
理经验以及对能效工作的高度认
识，使得企业制定的能效目标能层
层推进，落实到位。 如将能效目标
分解细化落实到责任人、 对电解
槽的精细 化 维 护 管 理 以 及 成 立
群众性 JJ（节能减排）小组，使得
其节能降耗工作走在了行业的前
列。 特别是群众性 JJ（节能减排）
小组， 其做法及取得的成果经验非
常值得推广。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秘书长
助理张鑫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近年来， 我国烧碱行业
通过技术引进和国内自主开发，
整体装备水平有大幅提升，部分
企业的生产装置和运行水平达
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行业淘汰落
后产能成绩显著，能效水平大幅
提升。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11
年，我国181 家烧碱生产企业的
总产能达到3412 万吨， 其中离
子膜法烧碱产能约占总产能的
模在20 万吨/年以上的
89% ， 规
烧碱企业达到了72 家， 约占总
产能的72.2%。
在能效方面，烧碱单位产品
能耗大幅下降。 据中国氯碱工业
协会统计，2011 年全行业隔膜
法烧碱电解单元交流电耗平均
值为2384 千瓦时/吨烧碱，30%
烧碱蒸汽消耗平均值为3.08
吨/吨烧碱， 相比2005 年分别下
降2.3% 和15.6% ； 离子膜法烧碱
电解单元交流电耗平均值为
瓦时/吨烧碱，30% 烧碱
2328 千
蒸汽消耗平均值为0.29 吨/吨
烧碱， 相比2005 年分别下降
着产业结构不断
2.5% 和
37% 。 随
调整以及节能技术的应用， “ 十
一五” 期间，30% 烧碱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整体下降了25.3%。
近年来一些先进适用节能
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助推了氯碱
行业节能降耗不断取得新的突
破。 在电解法烧碱生产中，其生
产主要包括整流、 盐水精制、电
解、氯氢处理、蒸发等几大工序。
在整流方面，变电整流技术近来
主要向高电流、 大型化发展，变
电整流效率从94% 提升到98% ，

节电效果明显。
在电解节能技术方面，隔膜
电解槽采用“ 扩张金属阳极+ 改
性隔膜+ 小极距” 以及采用活性
阴极的节能改造使得隔膜法烧
碱电耗呈现下降趋势，离子膜电
解槽趋向于大型化、 高电流密
度、 低电压的方向发展， 新一代
膜极距电解槽及其改造技术可
以使得吨碱电耗至少下降100
千瓦时以上；在蒸发节能技术方
面，国内隔膜法烧碱蒸发正朝着
多效、逆流、强制循环方向发展；
离子膜法烧碱蒸发采用节能显
著的三效逆流降膜蒸发技术及
装置， 节能效果显著， 在业内已
广泛应用。
此外，在氯气和氢气输送节
能技术、变频调速技术应用和电
能质量优化节电技术等方面，也
均取得一定进展。
虽然如此， 相比发达国家，
我国氯碱企业在运行管理方面
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一是非事
故停车次数较多； 二是设备运
行维护费用较高； 三是装备相
同条件下， 物耗能耗的消耗水
平偏高。
此外， 行业还有约370 万吨
隔膜法烧碱产能面临在“ 十二
五” 末淘汰， 相关企业面临来自
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压力。 业内还
有1000 多万吨离子膜电解槽要
进行膜极距节能改造，需要大量
的资金支持。 张鑫表示，未来要
将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装备水平
与提高各氯碱企业从业人员素
质相结合， 加强节能减排先进适
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制定产品能
耗限额标准， 推动行业节能工作
不断取得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