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狠抓管理———

“算着干”、“上封顶”收奇效

“我们有两个轮子， 技术是硬
件，管理是软件，只有两个‘轮子’一
起‘跑’，才能跑得动、跑得远、跑得
快。”刘卫健如是说。于英明也认为，

凡是节能工作搞得好的企业， 没有
一个不是管理好的企业， 搞节能必
须依靠严格的管理。

为了将节能工作做实， 青岛碱
业提出了“算着干”的管理理念，即
将节能目标层层分解， 落实到人。

“算着干就像包饺子，比如，准备包
10

个人的饺子，包完之后一定要够
10

个人吃才行。如果拿起来就包，不
管不顾， 最后一算账只够

8

个人吃，

那么肯定是在包的环节浪费了。 因
此，应该先算好需要多少面、多少馅
儿，一边包一边算，还要找原因，是皮
擀厚了，还是馅儿放多了，只有这样
包完了

10

个人才能都吃饱。 ”于英明
以包饺子为例，为记者深入浅出地进
行了解释。 理念提出后，青岛碱业又
通过企业内部的电台、报纸、各种会
议对员工进行宣贯，转变员工不顾投
入、只顾产出的观念。 “就是要让工人
们明白， 节能是为了企业的生存，不
节能就会被淘汰。 ”于英明说。

与“算着干”配套，青岛碱业从
2006

年开始实施“上封顶”政策，就
是规定原料供应指标， 超出范围不
会再配给。 “比如，一天只给车间

6

吨氨或
7

吨氨， 出多少产量你自己
掂量着用， 相关车间自己控制。 此
外，对于中间品运转，我们采取零库
存的方式。原料用完了就没，不够怎
么办？ 哪里跑了、哪里漏了，员工需
要自己去找，找不到就别下班。 ”于
英明说。

“公司对节能降耗采取倒逼机
制，第一年是走钢丝，第二年是走刀
刃，第三年是走刀尖。公司逼着你想
办法，逼着你控制成本，逼着你提高
能效。 那段时间我都是穿着工作服
回家，没时间换，回家能睡上个觉就
不错了。 ”杨东升对此记忆犹新。

于英明也坦言， 那两年职工压
力非常大，经常完不成任务，交不了
班。他把这比喻为，对倒了的小树苗
在扶起来的时候要稍微扶过一点，

小树才能站直， 要不然正起来又弯
了。通过这样近乎残忍地管理，青岛
碱业能效水平实现了大幅度提升，

企业的氨耗从吨碱六七千克降到四
五千克， 到现在氨耗达到吨碱

3

千
克，在同行业企业中名列前茅。

有了好的管理理念之后， 青岛

碱业又将这种理念制度化， 保障其
持久有效运行。 具体的做法是在年
初制定节能分解目标， 将其写在与
各分公司签订的《经营目标责任书》

中， 把节能完成情况与直接经济责
任制考核挂钩。 各分公司在生产组
织过程中， 又将消耗指标分解到车
间班组，生产中时时算、班班算、天
天算，做到消耗水平心中有数。接下
来，公司还实行能源月报分析制度，

定期按时组织召开能源消耗分析
会，对中压汽、低压汽、电力等各项
消耗逐项分析，找出未知损失，更好
地制定降耗措施， 有力促进了能源
管理工作。 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节
能管理网络，设专职节能管理人员，

负责具体的报表收集与填报、 政策
法规的收集下达监督执行、 能源利
用的总结分析、 提出不足及对策等
日常工作。

完善的制度需要有力的执行。

当记者问到怎样具体实施节能工
作？ 杨东升直接把记者带到了办公
室的电脑前， 屏幕上显示的是重碱
车间

2012

年度工作计划，公司消耗
指标分解表上列举了公司

8

大消耗
指标：盐耗

1420

千克
/

吨、石耗
1291

千克
/

吨、煤耗
86.5

千克
/

吨、氨耗
3.5

千克
/

吨、 中压汽
1266

千克
/

吨、

低压汽
1240

千克
/

吨、电耗
170

千克
/

吨、

水耗
0.80

千克
/

吨， 每一项还具体分
解为月度目标。

杨东升说，重碱车间将各个指标
继续分解到车间控制的主要工艺上，

每一项都有具体的指标，接着，这些
指标会分到每一个管理员头上。 “前
几个月目标完成得不错，前

3

个月氨
耗在

3.1

千克左右， 上个月就达到
2.9

千克了。 ”杨东升高兴地说。

总结节能经验，刘卫健这样说：

“企业在节能降耗方面之所以能走
在前面，就是一手抓技术，一手抓管
理取得的成效。忽视了管理是误区。

再好的技术、再好的设备，没有先进
的管理理念、深厚的管理文化，就好
比一流的设备，三流的管理。一个企
业驾驭不了整个生产管理系统，多
好的技术也会付之东流。 ”

结束了一天的采访， 记者在青
岛碱业一条绿树成荫的小道上，看
到一块竖立在路边的石墙， 上面写
着“为了一个湛蓝的天”。 这句话不
仅刻在墙上， 也印在了每个青岛碱
业人的心里。

（本系列报道到此结束）

穷则思变———

谋发展先要做好节能

2006

年，也是“十一五”的开局
之年，距青岛碱业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已有

6

年之久。作为青岛市化工行业
的首家上市公司，青岛碱业的领导们
心中却始终有一块心病———企业节
能工作的推进依然步履蹒跚。

“氨耗是衡量一个氨碱企业节
能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 氨耗
越高节能管理水平越低，反之，节能
管理水平越高。理论上，氨在产品中
是不消耗的， 少了无疑就是跑冒滴
漏了。当时，我们的氨耗已经到了七
八千克，我觉得作为一个

1958

年建
厂的老企业，氨耗这么高，是一件很
丢人的事情。 ”说起当年的窘境，青
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
级工程师于英明不住地摇头。

于英明分析总结认为， 企业员
工落后的观念， 成为制约企业发展
的一大瓶颈。 尽管青岛碱业当时已
经完成了国有企业向股份制企业的
转型， 但企业职工的观念大多还停
留在过去。 “职工们普遍缺乏节约意
识，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既然单位
是国家的，浪费的东西都是国家的，

反正不是自己家的， 浪费就浪费
吧。 ”于英明说。

除了观念落后，青岛碱业还同时
陷入地域限制和资源匮乏的两难境
地。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刘卫健告诉记者，由于青岛市是著
名的旅游城市、海滨城市，在这里搞
化工对环保的要求非常高，必须要保
护好胶州湾，因此化工企业的环境压
力比较大。 特定的地域环境，如果不
加大节能降耗力度，生存空间会越来
越小，政府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青
岛碱业也不具备资源优势， 没有盐、

没有石灰石、也没有煤炭资源。

“中国有句古话，穷则思变。 我
们是在面临种种困难的情况下求
变，开始从管理和技术上做文章，下
决心把能耗降下来。 ”于英明说。

刘卫健也认为，节能降耗是企业
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政府强迫企业的
行为。正因为认识到节能降耗是企业
自身的需求，青岛碱业始终没有把节
能降耗这件事情做虚，近

10

年来，企
业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通过狠
抓节能，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科技为本———

技改、新项目双管齐下

要把节能工作落在实处， 必须
要有“真东西”。 技术是企业发展的
硬件， 青岛碱业的节能工作正是从
技术改造开始的。 从

2008

年开始，

青岛碱业不断的对技术设备进行改
造。在众多技改项目中，重碱二次脱
水节能降耗技术改造项目和纯碱节
能技术改造项目是企业节能技改的
两大亮点。

重碱二次脱水节能降耗技术改
造项目采用高效节能的离心机，将
经过滤碱工序后的碳酸氢钠， 在煅
烧工序前进行二次脱水， 有效降低
煅烧用中压蒸汽的吨碱消耗。 站在
重碱车间新上的离心机前， 青岛碱
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碱车间主任杨东
升给记者算了一本节能账：“新上的
离心机在提高煅烧炉生产能力和生
产稳定性的同时，在节能方面也有实
质性作用。离心机的节能主要是减少
中压汽消耗，目前，蒸汽吨耗已经从
之前的

1600

千克下降到
1300

千克。

另外，以前的离心机一台总装机容量
185

千瓦，共
4

台，新的每台装机容
量只有

100

千瓦，共
6

台，因此现在
6

台离心机耗电量比以前
4

台的耗电
量还要低。 ”

纯碱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是节能
技改的另大一亮点。 该项目采用先
进工艺、 设备及流程， 重点突出节
能、减排，结合设备的大修更新，淘

汰能源利用率低的工艺和陈旧设
备， 对现有生产装置的节能技术改
造，实现合理平衡、优化设备配置。

2011

年经青岛市发改委委托通标标
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审核， 这两个
项目年节能约为

1.6

万吨标准煤。

除了开展节能技改， 青岛碱业
还上马了一些新项目。

2010

年，为更
好地实现海水综合利用， 青岛碱业
投资

1.5

亿元建设了
2

万立方米
/

日
海水淡化项目。 该项目是国内首个
实现“纯碱—海水淡化—热电三联
产”循环经济模式的项目，实现资源
的最大化利用。目前，该项目一期工
程已投入使用， 淡化海水供锅炉使
用，浓海水供化盐使用，吨碱节约原
盐

20

千克。

2011

年， 青岛碱业又实施了碳
回收利用升级改造项目。青岛碱业拥
有该项目的技术专利，是国内首家运
用此技术的企业。于英明一边将工艺
流程图递给记者， 一边为记者介绍
说：“热电分公司锅炉产生的大量烟
道气， 在

2008

年已经实现了白泥二
氧化硫双向治理。现在我们又着手实
施低碳经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烟
道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总排放
量

16%

左右， 其回收数量非常可观，

回收后的二氧化碳可用于生产小苏
打。 ”据悉，该项目建设的一套碳回收
装置，已投产使用，减排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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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管理是软件，只有两个‘轮子’一
起‘跑’，才能跑得动、跑得远、跑得
快。”刘卫健如是说。于英明也认为，

凡是节能工作搞得好的企业， 没有
一个不是管理好的企业， 搞节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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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着干就像包饺子，比如，准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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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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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一边包一边算，还要找原因，是皮
擀厚了，还是馅儿放多了，只有这样
包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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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才能都吃饱。 ”于英明
以包饺子为例，为记者深入浅出地进
行了解释。 理念提出后，青岛碱业又
通过企业内部的电台、报纸、各种会
议对员工进行宣贯，转变员工不顾投
入、只顾产出的观念。 “就是要让工人
们明白， 节能是为了企业的生存，不
节能就会被淘汰。 ”于英明说。

与“算着干”配套，青岛碱业从
2006

年开始实施“上封顶”政策，就
是规定原料供应指标， 超出范围不
会再配给。 “比如，一天只给车间

6

吨氨或
7

吨氨， 出多少产量你自己
掂量着用， 相关车间自己控制。 此
外，对于中间品运转，我们采取零库
存的方式。原料用完了就没，不够怎
么办？ 哪里跑了、哪里漏了，员工需
要自己去找，找不到就别下班。 ”于
英明说。

“公司对节能降耗采取倒逼机
制，第一年是走钢丝，第二年是走刀
刃，第三年是走刀尖。公司逼着你想
办法，逼着你控制成本，逼着你提高
能效。 那段时间我都是穿着工作服
回家，没时间换，回家能睡上个觉就
不错了。 ”杨东升对此记忆犹新。

于英明也坦言， 那两年职工压
力非常大，经常完不成任务，交不了
班。他把这比喻为，对倒了的小树苗
在扶起来的时候要稍微扶过一点，

小树才能站直， 要不然正起来又弯
了。通过这样近乎残忍地管理，青岛
碱业能效水平实现了大幅度提升，

企业的氨耗从吨碱六七千克降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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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千
克，在同行业企业中名列前茅。

有了好的管理理念之后， 青岛

碱业又将这种理念制度化， 保障其
持久有效运行。 具体的做法是在年
初制定节能分解目标， 将其写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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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考核挂钩。 各分公司在生产组
织过程中， 又将消耗指标分解到车
间班组，生产中时时算、班班算、天
天算，做到消耗水平心中有数。接下
来，公司还实行能源月报分析制度，

定期按时组织召开能源消耗分析
会，对中压汽、低压汽、电力等各项
消耗逐项分析，找出未知损失，更好
地制定降耗措施， 有力促进了能源
管理工作。 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节
能管理网络，设专职节能管理人员，

负责具体的报表收集与填报、 政策
法规的收集下达监督执行、 能源利
用的总结分析、 提出不足及对策等
日常工作。

完善的制度需要有力的执行。

当记者问到怎样具体实施节能工
作？ 杨东升直接把记者带到了办公
室的电脑前， 屏幕上显示的是重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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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升说，重碱车间将各个指标
继续分解到车间控制的主要工艺上，

每一项都有具体的指标，接着，这些
指标会分到每一个管理员头上。 “前
几个月目标完成得不错，前

3

个月氨
耗在

3.1

千克左右， 上个月就达到
2.9

千克了。 ”杨东升高兴地说。

总结节能经验，刘卫健这样说：

“企业在节能降耗方面之所以能走
在前面，就是一手抓技术，一手抓管
理取得的成效。忽视了管理是误区。

再好的技术、再好的设备，没有先进
的管理理念、深厚的管理文化，就好
比一流的设备，三流的管理。一个企
业驾驭不了整个生产管理系统，多
好的技术也会付之东流。 ”

结束了一天的采访， 记者在青
岛碱业一条绿树成荫的小道上，看
到一块竖立在路边的石墙， 上面写
着“为了一个湛蓝的天”。 这句话不
仅刻在墙上， 也印在了每个青岛碱
业人的心里。

（本系列报道到此结束）

穷则思变———

谋发展先要做好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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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是“十一五”的开局
之年，距青岛碱业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已有

6

年之久。作为青岛市化工行业
的首家上市公司，青岛碱业的领导们
心中却始终有一块心病———企业节
能工作的推进依然步履蹒跚。

“氨耗是衡量一个氨碱企业节
能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 氨耗
越高节能管理水平越低，反之，节能
管理水平越高。理论上，氨在产品中
是不消耗的， 少了无疑就是跑冒滴
漏了。当时，我们的氨耗已经到了七
八千克，我觉得作为一个

1958

年建
厂的老企业，氨耗这么高，是一件很
丢人的事情。 ”说起当年的窘境，青
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
级工程师于英明不住地摇头。

于英明分析总结认为， 企业员
工落后的观念， 成为制约企业发展
的一大瓶颈。 尽管青岛碱业当时已
经完成了国有企业向股份制企业的
转型， 但企业职工的观念大多还停
留在过去。 “职工们普遍缺乏节约意
识，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既然单位
是国家的，浪费的东西都是国家的，

反正不是自己家的， 浪费就浪费
吧。 ”于英明说。

除了观念落后，青岛碱业还同时
陷入地域限制和资源匮乏的两难境
地。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刘卫健告诉记者，由于青岛市是著
名的旅游城市、海滨城市，在这里搞
化工对环保的要求非常高，必须要保
护好胶州湾，因此化工企业的环境压
力比较大。 特定的地域环境，如果不
加大节能降耗力度，生存空间会越来
越小，政府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青
岛碱业也不具备资源优势， 没有盐、

没有石灰石、也没有煤炭资源。

“中国有句古话，穷则思变。 我
们是在面临种种困难的情况下求
变，开始从管理和技术上做文章，下
决心把能耗降下来。 ”于英明说。

刘卫健也认为，节能降耗是企业
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政府强迫企业的
行为。正因为认识到节能降耗是企业
自身的需求，青岛碱业始终没有把节
能降耗这件事情做虚，近

10

年来，企
业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通过狠
抓节能，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科技为本———

技改、新项目双管齐下

要把节能工作落在实处， 必须
要有“真东西”。 技术是企业发展的
硬件， 青岛碱业的节能工作正是从
技术改造开始的。 从

2008

年开始，

青岛碱业不断的对技术设备进行改
造。在众多技改项目中，重碱二次脱
水节能降耗技术改造项目和纯碱节
能技术改造项目是企业节能技改的
两大亮点。

重碱二次脱水节能降耗技术改
造项目采用高效节能的离心机，将
经过滤碱工序后的碳酸氢钠， 在煅
烧工序前进行二次脱水， 有效降低
煅烧用中压蒸汽的吨碱消耗。 站在
重碱车间新上的离心机前， 青岛碱
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碱车间主任杨东
升给记者算了一本节能账：“新上的
离心机在提高煅烧炉生产能力和生
产稳定性的同时，在节能方面也有实
质性作用。离心机的节能主要是减少
中压汽消耗，目前，蒸汽吨耗已经从
之前的

1600

千克下降到
1300

千克。

另外，以前的离心机一台总装机容量
185

千瓦，共
4

台，新的每台装机容
量只有

100

千瓦，共
6

台，因此现在
6

台离心机耗电量比以前
4

台的耗电
量还要低。 ”

纯碱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是节能
技改的另大一亮点。 该项目采用先
进工艺、 设备及流程， 重点突出节
能、减排，结合设备的大修更新，淘

汰能源利用率低的工艺和陈旧设
备， 对现有生产装置的节能技术改
造，实现合理平衡、优化设备配置。

2011

年经青岛市发改委委托通标标
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审核， 这两个
项目年节能约为

1.6

万吨标准煤。

除了开展节能技改， 青岛碱业
还上马了一些新项目。

2010

年，为更
好地实现海水综合利用， 青岛碱业
投资

1.5

亿元建设了
2

万立方米
/

日
海水淡化项目。 该项目是国内首个
实现“纯碱—海水淡化—热电三联
产”循环经济模式的项目，实现资源
的最大化利用。目前，该项目一期工
程已投入使用， 淡化海水供锅炉使
用，浓海水供化盐使用，吨碱节约原
盐

20

千克。

2011

年， 青岛碱业又实施了碳
回收利用升级改造项目。青岛碱业拥
有该项目的技术专利，是国内首家运
用此技术的企业。于英明一边将工艺
流程图递给记者， 一边为记者介绍
说：“热电分公司锅炉产生的大量烟
道气， 在

2008

年已经实现了白泥二
氧化硫双向治理。现在我们又着手实
施低碳经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烟
道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总排放
量

16%

左右， 其回收数量非常可观，

回收后的二氧化碳可用于生产小苏
打。 ”据悉，该项目建设的一套碳回收
装置，已投产使用，减排效果良好。

特色技术成就领跑者

□ 中国纯碱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齐玉娥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以生

产经营纯碱、化肥、热电及相关精细

化工产品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化工企

业。这家 1958 年成立的老企业，在节

能降耗工作上能够从同行业脱颖而

出，难能可贵。 青岛碱业作为一家仍

然留在大城市的氨碱厂，环境压力比

任何一家氨碱企业都要大。 然而，也

正是由于内外环境压力的倒逼，使该

企业利用自身技术特色，加大节能降

耗力度，将工作做到了实处。

该企业在上下游产品的衔接和资源

综合利用相关技术及工艺研发上， 努力

推广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

料， 逐步形成完善的资源能源节约和循

环利用、回收利用的技术体系，提高了能

源利用效率， 形成了一批循环经济产品

集群，构建起了企业内部循环体系。

近年来， 该企业根据自身特点，

坚持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相结

合，开发、集成应用了一批在行业内处

于领先水平的资源综合利用与节约技

术，夯实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基础。

主要有：自身返碱煅烧炉技术、蒸馏废

液闪发节能技术、 干法加灰蒸馏节能

技术、滤碱机洗后液分离技术、汽液两

相流控制液位节汽技术、 热碱回收制

小苏打技术、造气吹风气回收技术、机

泵变频调速技术、 海水多级综合利用

技术、 制碱废渣高值化利用生产优质

水质改良剂生态宝技术、 氨法脱硫技

术、大颗粒小苏打生产技术等。

其中，三大特色技术在节能降耗

上功不可没。 其一是干法加灰技术，

该技术是当年由国家支持，从荷兰阿

克苏公司引进的国内纯碱行业独家

的干法加灰蒸馏回收氨新工艺，成为

该企业专有技术。 由于全部回收了石

灰工序的水合热，废液当量又明显减

少，蒸馏汽耗每吨可降低 250 千克。

其二，该企业碳回收利用升级改

造项目大量回收烟道气中的二氧化

碳，节能降耗效果显著。

其三，白泥与二氧化硫双向治理

技术的显著特点是白泥用量大、无残

留，效益好，以废治废，节能节材，同

时解决了电厂脱硫和碱厂白泥治理

两个难题。 据测算，白泥脱硫技术比

目前国内外沿海地区通常采用的海

水添加石灰粉脱硫、完全用海水脱硫

等方法，更为经济适用，有着广泛的

推广应用价值。

这些特色技术使青岛碱业不单

位列纯碱行业能耗领跑者之首，也成

为清洁生产的领跑者。 由此可见，节

能技术为企业节能提供了广阔的发

展前景，给企业节能带来质的飞跃。

纯碱行业———

细微之处做文章

□ 本报记者 郑璐

记者从中国纯碱工业协会获悉，《纯
碱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到

2015

年，用氨碱法制纯碱，轻质纯碱综合能耗
不高于

400

千克标准煤
/

吨， 氨耗不高于
4.5

千克
/

吨，盐耗不高于
1500

千克
/

吨（不
包括海水含盐）， 淡水循环利用率达到
95%

以上。 中国纯碱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齐
玉娥指出， 要想完成

2015

年节能降耗的
目标， 整个行业必须进一步降低消耗，降
低成本，推广节能减排技术，提高产品质
量，提升纯碱的市场竞争力。

据齐玉娥介绍，早在国家还没有明确
提出节能减排具体要求的时候，纯碱协会
就开始着手节能降耗工作。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协会建立了纯碱生产月报制

度，企业每个月都要上报能耗情况，各个
企业利用这个平台进行经验交流。 每年协
会都公布各家企业的能耗情况，并评出氨
耗、盐耗等各项指标的第一名。 月报制度
一直坚持到现在，仍是协会一项重要的日
常工作。 此外，目前协会一年举办两次纯
碱行业技术交流大会，就是为了把好技术
让大家分享，提升整个行业能效水平。

齐玉娥向记者透露，纯碱是百年生产工
艺，通过大的变化、采取大的举措来完成节
能降耗比较难， 只能从细小的工作上做文
章。当前协会正在准备培育一家能效管理公
司，希望能把行业里面先进的节能技术整合
到一起，利用一些国家优惠政策，通过能效
管理公司来统一推广这些先进技术。 另外，

协会将继续在行业里普遍推广自动化控制，

优化操作指标， 推进
DCS

在纯碱行业大中
型企业中广泛应用

,

以此来减少工作面、缩小
工作点、减少指标波动。 其中，为配合工信部
能源管理中心项目，今年已经开始组织对各
个企业的总工程师进行自动化培训，让企业
主管技术的负责人能够深入了解自动化的
重要性，认识到它的好处。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行业鼓励纯
碱生产采用先进自动化控制技术及大型
和高效节能设备，推广重碱二次过滤技术
和带式滤碱机， 对蒸汽的多级利用更有
效、更细化。 氨碱法推广干法加灰技术和
真空蒸馏技术，推广废渣用于烟道气脱硫
技术及其他废渣综合利用技术。

齐玉娥也坦言，接下来，行业在节能
降耗方面也面临着一些困难。 比如，废液、

废渣一直是氨碱生产环保矛盾的焦点。 氨
碱法生产纯碱， 每吨碱约排

10

立方米废
液，其中固体渣为

300～350

千克。 由于产
生量大，很难大幅度综合利用，这也是困
扰世界纯碱工业的难题。 又如，西北、内蒙
古等地企业相对来讲跟中东部企业在节
能降耗上还存在很大差距，节能减排力度
不够。 这些都将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狠抓管理———

“算着干”、“上封顶”收奇效

“我们有两个轮子， 技术是硬
件，管理是软件，只有两个‘轮子’一
起‘跑’，才能跑得动、跑得远、跑得
快。”刘卫健如是说。于英明也认为，

凡是节能工作搞得好的企业， 没有
一个不是管理好的企业， 搞节能必
须依靠严格的管理。

为了将节能工作做实， 青岛碱
业提出了“算着干”的管理理念，即
将节能目标层层分解， 落实到人。

“算着干就像包饺子，比如，准备包
10

个人的饺子，包完之后一定要够
10

个人吃才行。如果拿起来就包，不
管不顾， 最后一算账只够

8

个人吃，

那么肯定是在包的环节浪费了。 因
此，应该先算好需要多少面、多少馅
儿，一边包一边算，还要找原因，是皮
擀厚了，还是馅儿放多了，只有这样
包完了

10

个人才能都吃饱。 ”于英明
以包饺子为例，为记者深入浅出地进
行了解释。 理念提出后，青岛碱业又
通过企业内部的电台、报纸、各种会
议对员工进行宣贯，转变员工不顾投
入、只顾产出的观念。 “就是要让工人
们明白， 节能是为了企业的生存，不
节能就会被淘汰。 ”于英明说。

与“算着干”配套，青岛碱业从
2006

年开始实施“上封顶”政策，就
是规定原料供应指标， 超出范围不
会再配给。 “比如，一天只给车间

6

吨氨或
7

吨氨， 出多少产量你自己
掂量着用， 相关车间自己控制。 此
外，对于中间品运转，我们采取零库
存的方式。原料用完了就没，不够怎
么办？ 哪里跑了、哪里漏了，员工需
要自己去找，找不到就别下班。 ”于
英明说。

“公司对节能降耗采取倒逼机
制，第一年是走钢丝，第二年是走刀
刃，第三年是走刀尖。公司逼着你想
办法，逼着你控制成本，逼着你提高
能效。 那段时间我都是穿着工作服
回家，没时间换，回家能睡上个觉就
不错了。 ”杨东升对此记忆犹新。

于英明也坦言， 那两年职工压
力非常大，经常完不成任务，交不了
班。他把这比喻为，对倒了的小树苗
在扶起来的时候要稍微扶过一点，

小树才能站直， 要不然正起来又弯
了。通过这样近乎残忍地管理，青岛
碱业能效水平实现了大幅度提升，

企业的氨耗从吨碱六七千克降到四
五千克， 到现在氨耗达到吨碱

3

千
克，在同行业企业中名列前茅。

有了好的管理理念之后， 青岛

碱业又将这种理念制度化， 保障其
持久有效运行。 具体的做法是在年
初制定节能分解目标， 将其写在与
各分公司签订的《经营目标责任书》

中， 把节能完成情况与直接经济责
任制考核挂钩。 各分公司在生产组
织过程中， 又将消耗指标分解到车
间班组，生产中时时算、班班算、天
天算，做到消耗水平心中有数。接下
来，公司还实行能源月报分析制度，

定期按时组织召开能源消耗分析
会，对中压汽、低压汽、电力等各项
消耗逐项分析，找出未知损失，更好
地制定降耗措施， 有力促进了能源
管理工作。 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节
能管理网络，设专职节能管理人员，

负责具体的报表收集与填报、 政策
法规的收集下达监督执行、 能源利
用的总结分析、 提出不足及对策等
日常工作。

完善的制度需要有力的执行。

当记者问到怎样具体实施节能工
作？ 杨东升直接把记者带到了办公
室的电脑前， 屏幕上显示的是重碱
车间

2012

年度工作计划，公司消耗
指标分解表上列举了公司

8

大消耗
指标：盐耗

1420

千克
/

吨、石耗
1291

千克
/

吨、煤耗
86.5

千克
/

吨、氨耗
3.5

千克
/

吨、 中压汽
1266

千克
/

吨、

低压汽
1240

千克
/

吨、电耗
170

千克
/

吨、

水耗
0.80

千克
/

吨， 每一项还具体分
解为月度目标。

杨东升说，重碱车间将各个指标
继续分解到车间控制的主要工艺上，

每一项都有具体的指标，接着，这些
指标会分到每一个管理员头上。 “前
几个月目标完成得不错，前

3

个月氨
耗在

3.1

千克左右， 上个月就达到
2.9

千克了。 ”杨东升高兴地说。

总结节能经验，刘卫健这样说：

“企业在节能降耗方面之所以能走
在前面，就是一手抓技术，一手抓管
理取得的成效。忽视了管理是误区。

再好的技术、再好的设备，没有先进
的管理理念、深厚的管理文化，就好
比一流的设备，三流的管理。一个企
业驾驭不了整个生产管理系统，多
好的技术也会付之东流。 ”

结束了一天的采访， 记者在青
岛碱业一条绿树成荫的小道上，看
到一块竖立在路边的石墙， 上面写
着“为了一个湛蓝的天”。 这句话不
仅刻在墙上， 也印在了每个青岛碱
业人的心里。

（本系列报道到此结束）

穷则思变———

谋发展先要做好节能

2006

年，也是“十一五”的开局
之年，距青岛碱业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已有

6

年之久。作为青岛市化工行业
的首家上市公司，青岛碱业的领导们
心中却始终有一块心病———企业节
能工作的推进依然步履蹒跚。

“氨耗是衡量一个氨碱企业节
能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 氨耗
越高节能管理水平越低，反之，节能
管理水平越高。理论上，氨在产品中
是不消耗的， 少了无疑就是跑冒滴
漏了。当时，我们的氨耗已经到了七
八千克，我觉得作为一个

1958

年建
厂的老企业，氨耗这么高，是一件很
丢人的事情。 ”说起当年的窘境，青
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
级工程师于英明不住地摇头。

于英明分析总结认为， 企业员
工落后的观念， 成为制约企业发展
的一大瓶颈。 尽管青岛碱业当时已
经完成了国有企业向股份制企业的
转型， 但企业职工的观念大多还停
留在过去。 “职工们普遍缺乏节约意
识，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既然单位
是国家的，浪费的东西都是国家的，

反正不是自己家的， 浪费就浪费
吧。 ”于英明说。

除了观念落后，青岛碱业还同时
陷入地域限制和资源匮乏的两难境
地。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刘卫健告诉记者，由于青岛市是著
名的旅游城市、海滨城市，在这里搞
化工对环保的要求非常高，必须要保
护好胶州湾，因此化工企业的环境压
力比较大。 特定的地域环境，如果不
加大节能降耗力度，生存空间会越来
越小，政府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青
岛碱业也不具备资源优势， 没有盐、

没有石灰石、也没有煤炭资源。

“中国有句古话，穷则思变。 我
们是在面临种种困难的情况下求
变，开始从管理和技术上做文章，下
决心把能耗降下来。 ”于英明说。

刘卫健也认为，节能降耗是企业
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政府强迫企业的
行为。正因为认识到节能降耗是企业
自身的需求，青岛碱业始终没有把节
能降耗这件事情做虚，近

10

年来，企
业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通过狠
抓节能，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科技为本———

技改、新项目双管齐下

要把节能工作落在实处， 必须
要有“真东西”。 技术是企业发展的
硬件， 青岛碱业的节能工作正是从
技术改造开始的。 从

2008

年开始，

青岛碱业不断的对技术设备进行改
造。在众多技改项目中，重碱二次脱
水节能降耗技术改造项目和纯碱节
能技术改造项目是企业节能技改的
两大亮点。

重碱二次脱水节能降耗技术改
造项目采用高效节能的离心机，将
经过滤碱工序后的碳酸氢钠， 在煅
烧工序前进行二次脱水， 有效降低
煅烧用中压蒸汽的吨碱消耗。 站在
重碱车间新上的离心机前， 青岛碱
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碱车间主任杨东
升给记者算了一本节能账：“新上的
离心机在提高煅烧炉生产能力和生
产稳定性的同时，在节能方面也有实
质性作用。离心机的节能主要是减少
中压汽消耗，目前，蒸汽吨耗已经从
之前的

1600

千克下降到
1300

千克。

另外，以前的离心机一台总装机容量
185

千瓦，共
4

台，新的每台装机容
量只有

100

千瓦，共
6

台，因此现在
6

台离心机耗电量比以前
4

台的耗电
量还要低。 ”

纯碱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是节能
技改的另大一亮点。 该项目采用先
进工艺、 设备及流程， 重点突出节
能、减排，结合设备的大修更新，淘

汰能源利用率低的工艺和陈旧设
备， 对现有生产装置的节能技术改
造，实现合理平衡、优化设备配置。

2011

年经青岛市发改委委托通标标
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审核， 这两个
项目年节能约为

1.6

万吨标准煤。

除了开展节能技改， 青岛碱业
还上马了一些新项目。

2010

年，为更
好地实现海水综合利用， 青岛碱业
投资

1.5

亿元建设了
2

万立方米
/

日
海水淡化项目。 该项目是国内首个
实现“纯碱—海水淡化—热电三联
产”循环经济模式的项目，实现资源
的最大化利用。目前，该项目一期工
程已投入使用， 淡化海水供锅炉使
用，浓海水供化盐使用，吨碱节约原
盐

20

千克。

2011

年， 青岛碱业又实施了碳
回收利用升级改造项目。青岛碱业拥
有该项目的技术专利，是国内首家运
用此技术的企业。于英明一边将工艺
流程图递给记者， 一边为记者介绍
说：“热电分公司锅炉产生的大量烟
道气， 在

2008

年已经实现了白泥二
氧化硫双向治理。现在我们又着手实
施低碳经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烟
道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总排放
量

16%

左右， 其回收数量非常可观，

回收后的二氧化碳可用于生产小苏
打。 ”据悉，该项目建设的一套碳回收
装置，已投产使用，减排效果良好。

特色技术成就领跑者

□ 中国纯碱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齐玉娥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以生

产经营纯碱、化肥、热电及相关精细

化工产品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化工企

业。这家 1958 年成立的老企业，在节

能降耗工作上能够从同行业脱颖而

出，难能可贵。 青岛碱业作为一家仍

然留在大城市的氨碱厂，环境压力比

任何一家氨碱企业都要大。 然而，也

正是由于内外环境压力的倒逼，使该

企业利用自身技术特色，加大节能降

耗力度，将工作做到了实处。

该企业在上下游产品的衔接和资源

综合利用相关技术及工艺研发上， 努力

推广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

料， 逐步形成完善的资源能源节约和循

环利用、回收利用的技术体系，提高了能

源利用效率， 形成了一批循环经济产品

集群，构建起了企业内部循环体系。

近年来， 该企业根据自身特点，

坚持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相结

合，开发、集成应用了一批在行业内处

于领先水平的资源综合利用与节约技

术，夯实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基础。

主要有：自身返碱煅烧炉技术、蒸馏废

液闪发节能技术、 干法加灰蒸馏节能

技术、滤碱机洗后液分离技术、汽液两

相流控制液位节汽技术、 热碱回收制

小苏打技术、造气吹风气回收技术、机

泵变频调速技术、 海水多级综合利用

技术、 制碱废渣高值化利用生产优质

水质改良剂生态宝技术、 氨法脱硫技

术、大颗粒小苏打生产技术等。

其中，三大特色技术在节能降耗

上功不可没。 其一是干法加灰技术，

该技术是当年由国家支持，从荷兰阿

克苏公司引进的国内纯碱行业独家

的干法加灰蒸馏回收氨新工艺，成为

该企业专有技术。 由于全部回收了石

灰工序的水合热，废液当量又明显减

少，蒸馏汽耗每吨可降低 250 千克。

其二，该企业碳回收利用升级改

造项目大量回收烟道气中的二氧化

碳，节能降耗效果显著。

其三，白泥与二氧化硫双向治理

技术的显著特点是白泥用量大、无残

留，效益好，以废治废，节能节材，同

时解决了电厂脱硫和碱厂白泥治理

两个难题。 据测算，白泥脱硫技术比

目前国内外沿海地区通常采用的海

水添加石灰粉脱硫、完全用海水脱硫

等方法，更为经济适用，有着广泛的

推广应用价值。

这些特色技术使青岛碱业不单

位列纯碱行业能耗领跑者之首，也成

为清洁生产的领跑者。 由此可见，节

能技术为企业节能提供了广阔的发

展前景，给企业节能带来质的飞跃。

纯碱行业———

细微之处做文章

□ 本报记者 郑璐

记者从中国纯碱工业协会获悉，《纯
碱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到

2015

年，用氨碱法制纯碱，轻质纯碱综合能耗
不高于

400

千克标准煤
/

吨， 氨耗不高于
4.5

千克
/

吨，盐耗不高于
1500

千克
/

吨（不
包括海水含盐）， 淡水循环利用率达到
95%

以上。 中国纯碱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齐
玉娥指出， 要想完成

2015

年节能降耗的
目标， 整个行业必须进一步降低消耗，降
低成本，推广节能减排技术，提高产品质
量，提升纯碱的市场竞争力。

据齐玉娥介绍，早在国家还没有明确
提出节能减排具体要求的时候，纯碱协会
就开始着手节能降耗工作。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协会建立了纯碱生产月报制

度，企业每个月都要上报能耗情况，各个
企业利用这个平台进行经验交流。 每年协
会都公布各家企业的能耗情况，并评出氨
耗、盐耗等各项指标的第一名。 月报制度
一直坚持到现在，仍是协会一项重要的日
常工作。 此外，目前协会一年举办两次纯
碱行业技术交流大会，就是为了把好技术
让大家分享，提升整个行业能效水平。

齐玉娥向记者透露，纯碱是百年生产工
艺，通过大的变化、采取大的举措来完成节
能降耗比较难， 只能从细小的工作上做文
章。当前协会正在准备培育一家能效管理公
司，希望能把行业里面先进的节能技术整合
到一起，利用一些国家优惠政策，通过能效
管理公司来统一推广这些先进技术。 另外，

协会将继续在行业里普遍推广自动化控制，

优化操作指标， 推进
DCS

在纯碱行业大中
型企业中广泛应用

,

以此来减少工作面、缩小
工作点、减少指标波动。 其中，为配合工信部
能源管理中心项目，今年已经开始组织对各
个企业的总工程师进行自动化培训，让企业
主管技术的负责人能够深入了解自动化的
重要性，认识到它的好处。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行业鼓励纯
碱生产采用先进自动化控制技术及大型
和高效节能设备，推广重碱二次过滤技术
和带式滤碱机， 对蒸汽的多级利用更有
效、更细化。 氨碱法推广干法加灰技术和
真空蒸馏技术，推广废渣用于烟道气脱硫
技术及其他废渣综合利用技术。

齐玉娥也坦言，接下来，行业在节能
降耗方面也面临着一些困难。 比如，废液、

废渣一直是氨碱生产环保矛盾的焦点。 氨
碱法生产纯碱， 每吨碱约排

10

立方米废
液，其中固体渣为

300～350

千克。 由于产
生量大，很难大幅度综合利用，这也是困
扰世界纯碱工业的难题。 又如，西北、内蒙
古等地企业相对来讲跟中东部企业在节
能降耗上还存在很大差距，节能减排力度
不够。 这些都将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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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①为白泥脱硫双向治理项目———热点脱硫塔。 （企业供图）

图②为碳回收节能项目———重碱碳回收塔。 （企业供图）

图③为青岛碱业从德国进口的离心机设备。 该设备对提高煅烧炉生产负荷，降低蒸汽消耗

有良好效果。 （本报记者 郑璐 摄）

图④为重碱车间工作人员在重碱离心机现场检查设备运行情况。 （本报记者 郑璐 摄）

图⑤为碳回收节能项目———小苏打生产装置。 （企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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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轮子一起跑

———石油和化工行业能效领跑者调研报告之十

□ 本报记者 郑璐

引言 行走在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区里，记者看到，在所有“青岛碱业”的标识下，都印着这样一句话：绿色创造未来。 青岛碱业的工作人员说，这既是企业的理念，也是

一种文化。 在充满绿色的海滨城市，青岛碱业用技术和管理两个“轮子”共同驱动节能工作，书写了一份绿色的成绩单。 2011年，青岛碱业综合能耗约为 53万吨标准煤。 氨碱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轻质纯碱为 341千克标准煤 /吨，低于行业准入标准 370千克标准煤 /吨，低于山东省地方标准规定的 400千克标准煤 /吨；重质纯碱 405千克标准煤 /吨，

低于山东省地方标准规定的 470千克标准煤 /吨。 中国纯碱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青岛碱业轻、重质纯碱能效水平分别居协会成员第一、二名，分别较行业平均能

耗水平低 90千克标准煤 /吨和 26千克标准煤 /吨。

面对这样一份亮眼的节能成绩单，背后有着企业怎样的担当与努力？ 又有着哪些生动的节能故事？ 这一切都要从青岛碱业节能工作最困难的 2006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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