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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的效益有多大钥
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 缘 年节能 远园 万吨标

准煤袁相当于一座中型煤矿的年产量浴
这并不是耸人听闻遥 圆园园远 年袁他们在氧化

铝产量和经济总量比 圆园园员年翻一番的情况下袁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同比降低 圆园豫以上袁产品环
比节能量达 圆员援猿 万吨标准煤袁产品综合能耗比
圆园园员 年降低 圆园豫以上遥

一家原本高耗能的企业袁 却走出了一条高
效益与低能耗并存的科学发展道路遥

近日袁 记者来到位于郑州市上街区的这家
公司袁一探奥秘遥

野吃耶粗粮爷的胃口很大啊浴 冶

高品位铝土矿具有低硅尧低铁尧高氧化铝等
特性袁备受铝工业企业欢迎袁因此俗称野细粮冶遥

野但是袁铝土矿不可再生袁我们不能吃子孙
饭袁走高消耗尧低增长的老路袁必须不断提高资
源综合利用率袁耶粗粮爷和耶细粮爷搭配吃袁走可持
续的科学发展道路遥冶中铝河南分公司总经理王
熙慧如是说遥

可是袁吃野粗粮冶多了袁就会消化不良袁直接
导致产品综合能耗和生产成本的上升袁 影响企
业整体效益遥

怎么办钥
为使中低品位的铝土矿得到充分利用袁中

铝河南分公司在拜耳要烧结混联法生产氧化铝
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袁 成功摸索出一条中
低品位铝土矿综合利用的新途径袁 大大延长了
河南铝土矿的服务年限遥

与此同时袁公司加快推进自主创新袁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袁积极探索资源能源综合尧高效利用
的新技术尧 新工艺袁 使灰渣等废弃物 野变废为
宝冶袁年创经济效益 圆园园园 万元以上遥

溶出工序是氧化铝生产中的核心环节袁能
耗占整个生产过程能耗的 猿园豫遥

从上世纪 缘园 年代开始袁世界同行就开始致
力于如何在这道工序上降低能耗的攻关研究袁
但迟迟没有结果遥

中铝河南分公司却对现有工艺流程进行大
胆创新袁 建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第一
套野一水硬铝石管道化溶出冶工业化装置遥

与传统工艺相比袁热利用效率提高了近 圆园
个百分点袁 而吨氧化铝能耗降幅接近 缘园豫袁单
位产品成本降幅达 愿援愿远豫袁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均达国际先进水平遥

类似这样的科技成果袁还有很多遥 圆园园圆年
以来袁河南分公司通过省部级鉴定的科技成果袁
就有 远源项之多遥 其中熏苑 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袁
圆圆 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遥 科技成果转化率达
怨圆豫袁 科技项目整体回报率连续 缘 年保持在
猿园豫以上遥

国际上首创了以碳分母液连续苛化技术为
核心的 野混联法氧化铝补碱新工艺研究与应
用冶袁大幅提高了碳分产量袁年创造经济效益近
源园园园 万元遥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间接加热连续脱硅技
术与烧结法粗液常压脱硅技术袁 使烧结法脱硅
工序能耗降低 源园豫以上遥

铝电解野三低冶技术袁即低初晶温度尧低过热
度和低电解温度的推广袁 使吨铝电耗减少 猿园园
千瓦时遥 与 圆园园员 年相比袁电解阳极效应系数由
园援源 次 辕日槽降至目前的 园援圆 次 辕日槽袁吨铝 孕云悦
渊多氟化碳冤气体排放量消减近 远园豫遥

一系列具有自主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袁为
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节能减排尧 减污增效奠定
了基础袁使这个老国企焕发了青春遥

能耗松一松袁就是一个偌大的野窟窿冶曰紧一
紧袁就是一块不小的野奶酪冶遥中铝河南分公司就
是这样袁在节能降耗尧减污减排中袁抓住了科技
创新这个重点和关键环节遥

决不能让废水白白流走

中铝河南分公司热力厂除盐水站袁 拥有一
套国内最先进的制水设备要要要反渗透系统遥

这个系统清洁尧高效尧无污染尧低能耗袁但在
冬季基本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袁 夏季运行效率
则较低袁近半数装置处于停运状态袁通过轮流倒
停系统袁解决了系统内细菌繁衍问题袁但又会造
成废水白白流失的新问题遥

为避免这种局面袁 技师王建军和他的伙伴
们看在眼里袁记在心上遥

他们反复试验袁 最终成功组装了一套反渗
透低压冲洗水回收装置遥

这个装置充分利用浓水箱里的水袁通过反洗
装置袁又将低压冲洗水回收至浓水箱里袁一举解
决了反渗透系统长期停运时的野老大难冶问题遥

类似这样袁围绕生产过程中的瓶颈环节袁深
入开展专项技术攻关活动袁 在中铝河南分公司
已经蔚然成风遥

水电厂改进水源连续排泥生产工艺为间

歇式排泥袁每年可减少外排水 愿源援远 万吨袁年节
电 缘园万千瓦时遥

运输部通过革新车辆转向架冲洗工艺袁把
一次性用水改为水循环冲洗袁 提高了水资源的
利用率袁减少了废水排放遥

氧化铝一厂通过管网整合将 猿源 个新水点
减少到了 员圆个袁新水用量降低 缘园豫袁实现了污

水 园 排放遥
除了野看好冶厂区的废水外袁中铝河南分公

司还把眼光盯在了上街地区的污水上遥 圆园园缘
年袁 公司投资 缘园园园 万元建设了一座污水处理
厂袁 投产后该厂每年可处理污水 员猿园园万吨袁回
收中水 员圆园园万吨袁实现上街地区生活污水的 园
排放遥

通过积极探索效益最佳尧 能耗最低的生产
组织最优方案袁 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实现了中
低品位矿石的高效经济利用遥 圆园园远 年袁公司 缘远
项内控指标中袁源圆 项优于或与上年同期持平袁
指标优化率达 苑缘豫遥 缘年来袁员工提出的小改小
革尧 合理化建议尧 质量管理 匝悦 成果累计达
愿缘源猿员项袁为公司创造效益 愿园园园余万元遥

高耗能企业里的野旅游景点冶

在中铝河南分公司采访袁 公司领导热情邀
请去公司的野旅游景点冶看看遥

记者颇为诧异遥 但公司方面说袁决非戏言遥
这就是他们 圆园园缘年 怨月建成投产的 苑园万

吨氧化铝项目袁即现在的氧化铝二厂遥
这里是郑州市首批野工业旅游冶项目之一袁

还是郑州市科普教育基地遥
公司党委书记王立建自豪地说院野这在中国

铝工业发展史上是首屈一指的浴 冶
副总经理吕子剑介绍袁 这是他们依托自主

研发的管道化溶出技术袁 建成的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野一水硬铝石管道化溶出技术冶示范基地遥
其人均实物劳动生产率和节能减排效果袁 达到
国际同行业领先水平袁被国内外专家誉为野氧化
铝工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冶遥

这个新型氧化铝生产厂袁 集成了管道化溶
出尧二段磨矿尧高效沉降分离尧立式叶滤机尧机械
搅拌种分槽尧 多效降膜蒸发技术和沸腾焙烧等
多项世界一流技术和装备袁 可谓我国铝工业高
新技术的博览会遥

与目前国内同类项目相比袁 氧化铝二厂的
工艺设备投资节省 圆源援苑豫袁 生产能耗降低约
缘园豫袁 新水消耗降低 猿圆豫袁 烟尘排放量减少
愿苑援缘豫袁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 愿园豫袁工业废水得
到循环处理袁实现了 园排放遥

而这仅仅是中国铝业河南分公司的一个缩
影遥

重组 缘 年来袁 他们围绕结构调整进行的大
修尧技改项目袁就累计投入 苑园亿元以上遥氧化铝
挖潜提产尧 蒸发节能技术改造等一大批提产增
效尧节能降耗项目相继建成袁有力推动了公司整
体技术装备水平的全面升级遥

他们还实施熟料窑收尘改造等清洁生产项
目 愿远远 项袁创效 苑园源怨万元袁一大批节能减排的
重点项目相继开工或建成投用遥 如采用先进的
气态悬浮焙烧炉全部替代高能耗的焙烧窑袁使
吨氧化铝的油耗降低 源园豫曰 锅炉和熟料窑收尘
改造尧 新建碳素 猿 号焙烧炉等项目建成投用
噎噎

与 缘年前相比袁在年产量翻番的情况下袁工
业烟尘尧氟化物尧厂区和生活区降尘量分别削减
了 猿缘豫豫尧愿愿豫豫尧猿远豫豫和 猿圆豫豫袁主要环保指
标全部达到或优于国家标准遥

目前袁中铝河南分公司已作出野十一五冶发
展规划袁高效尧节能尧环保项目袁将进一步在企业
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装备升级等方面 野唱主
角冶遥

人人都在算节约账

在中铝河南分公司采访袁发现人人都在算
节约账遥 水电厂厂长高锡新见到记者的第一句
话就是院野我们这个用水大户袁 目前已经实现工
业废水耶园排放爷了遥 冶

高锡新这样算账院 公司每天生产生活用水
约 远猿万吨左右袁员年就是 圆援猿亿吨左右遥为了节
约用水袁公司在全厂设立了工业废水处理装置袁
远 个循环水泵房将处理后的水再引入生产流
程袁使工业水循环利用率达到 员园园豫遥 原来氧化
铝年产量 员园园多万吨时袁新水用量是这么多袁而
今年产量翻番至 圆猿园 万吨袁用量基本没有增加袁
缘 年累计节水达 远园源万吨遥

作为大型资源型企业袁除水之外袁中铝河南
分公司还将煤尧 电等资源的利用也纳入节能减
排一盘棋中遥他们从细节着手袁自主研发新技术
对工业野三废冶回收再利用袁不仅培育了新的经
济增长点袁而且形成了新的高附加值产业链院

在氧化铝和电解铝生产现场袁 加装收尘装
置袁将氧化铝微粉收集再焙烧袁形成了年产 员万
吨高白尧超硬的化学品氧化铝的产能袁成为生物
制药尧微电子等领域的基础材料曰

自主研发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树脂法提
取金属镓技术和精炼高纯镓技术袁 能从氧化铝
生产过程中循环的母液中提取金属镓袁 总回收
率达 苑缘豫以上袁 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资源综合节
约利用袁 中铝河南分公司也因此成为亚洲最大
的镓系列产品研发和生产基地曰

将废弃的灰渣和除碱后的赤泥作为水泥生
产的原料袁缘年利用灰渣 源园万吨以上曰

投入环保改造资金 员亿多元袁 对热力锅炉
除尘系统进行改造袁 烟尘排放总量削减 怨缘豫以
上袁 每年 猿 万多吨的粉煤灰用做了水泥混合材
料袁 企业所在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因而也大为
改善遥

潮平两岸阔袁风正一帆悬遥 展望野十一五冶袁
王熙慧坚定地说院野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袁深化自主创新袁力争到 圆园员园
年袁氧化铝产能突破 猿园园万吨袁资产总值和销售
收入双双突破 员缘园亿元袁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比
耶十五爷末下降 圆园豫袁节能 猿园万吨标准煤以上遥冶

要要要中铝河南分公司靠科技创新推进节能减排
阴通讯员 李国刚 马三朝 刘晓宁 记者 乔地

圆园园远年袁热力厂在保证分公司氧化铝产能尧
量尧 资产总值和销售收入均比 圆园园员 年翻了一
的基础上袁在基本没有新增大型的主体设备的
况下袁蒸汽产量净增 圆员怨援源 万吨袁自发电量净
愿愿缘怨援员 万千瓦时遥 缘 年累计节约标煤 缘圆远远园
遥

依靠技改院拓展增产降耗空间
近年来袁热力厂相继对 远至 怨 号 源 台锅炉进

了提产改造遥改造涉及高效膜式省煤器 尧高效
能螺旋槽式管空气预热器尧新型浓淡燃烧技术
员园多项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和装备遥 通过改
袁全厂新增台时产能 员园园 吨袁相当于新建 员 台
温中压锅炉袁节约投资 猿园园园 多万元袁锅炉热效
和燃烧效率分别达到 怨圆援缘豫和 怨愿豫袁 经济尧环

年前的近 缘园园 万吨一举突破 苑园园多万吨遥经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鉴定委员会鉴定院该成果在国
内锅炉改造中尚属首次袁 具有极大的创新性袁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遥

针对氧化铝生产工况频繁变化导致发电机
组负荷带不满的难题袁该厂实施了野发电机组提
高出力改造冶遥改造后袁每台机组出力较以往提高
了 愿园园千瓦以上袁 吨蒸汽发电由原来的 远圆千瓦
时提高到 苑圆千瓦时袁年节约 愿愿园园多吨蒸汽遥 发
电机组总运转率由 缘年前的 怨员援苑源豫提高至目前
的 怨远豫以上遥

今年 猿 月袁锅炉煤粉单炉计量项目尧球磨机
群自寻优节能集散控制系统研究开发项目等 圆园
多项节能改造项目顺利完成了内部招标工作遥目

可提高锅炉效率近 员豫袁每年预计可节约 缘园园园 多
吨原煤遥 其他项目也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要要要

强化管理院形成节能减排合力
几年来袁热力厂深入推行管理升级野三步走冶

战略袁 缘 年整改缺陷 缘园园园 多项袁员圆苑 项管理技术
标准体系构成了全厂节能减排的标准化网络和
长效机制袁管理流程的成功再造袁充分调动了全
员立足岗位节能减排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遥同时坚
持开展全员尧全过程尧全方位的节能减排工作袁将
物耗尧能耗和污染等指标层层细化分解到每道工
艺尧每个岗位尧每名员工袁做到野人人心中有目标袁
人人肩上有指标冶遥

该厂每年都要组织开展以 野降本增效冶为内
容的劳动竞赛袁这已经成为推动节能减排的新动

低了 圆园 摄氏度袁 其他锅炉排烟温度也下降了 苑
摄氏度以上遥排烟温度每降低 员源摄氏度袁锅炉热
效率可提高 员豫袁相当于年节约 缘园园园多吨原煤遥

该厂还广泛动员全厂员工自己动手构建以岗
位尧炉台尧班组尧机台为基点的微循环圈袁从而使进
入热力系统的物料和产生的蒸汽尧 电能及废料迅
速动起来尧循环起来遥 圆园园远年 猿月袁热力厂燃化车
间员工王建军针对除盐水站反渗透系统夏季细菌
繁衍形成污染源的难题袁 成功组装了一套反渗透
低压冲洗水回收装置袁 二次废水利用率达 怨园豫以
上袁年可回收低压冲洗水近 源万吨袁可反洗过滤器
苑缘远台次袁节约费用 源万多元遥

综合利用院实现化害为利
热力厂本着环保生产由污染末端治理向污

染预防治理转变的原则袁先后将 远 至 愿 号锅炉水
膜收尘器全部改建为电收尘系统袁收尘率由过去
的 怨园豫以下提高到现在的 怨怨援愿豫遥 同时利用配套
建设的粉煤灰浓相气力输送系统袁将收集的粉煤
灰作为生产水泥的添加料袁每年可消耗粉煤灰 怨
万吨以上遥 圆园园远 年袁在年蒸汽产量不断增产袁而
煤种基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袁 烟尘排放总量比
圆园园员 年降低了 缘园豫以上袁 灰渣综合利用率达到

系统和锅炉厂房负压收尘装置等环保项目袁岗位
粉尘合格率全面达标遥 下一步袁热力厂将加快实
施 猿 至 缘号锅炉水膜收尘器改建电收尘器步伐
并配套建设两座粉煤灰库袁实施野电除尘器垣袋式
除尘器冶的复式除尘技术的可行性研究袁使每标
准立方米粉尘浓度降到 缘园 毫克以下遥 力争早日
上马粉煤灰制砖生产线袁野吃掉冶灰渣堆场的堆存
粉渣袁到野十一五冶末袁实现粉煤灰综合利用率达
到 员园园豫遥

在废水利用方面袁 热力厂通过优化工艺袁建
立了工业废水二次循环利用系统袁 使转机冷却
水尧反渗透浓水尧灰渣坝渗水等工业废水全部循
环起来袁每年可少排放工业废水 员园园园多吨袁基本
实现了 园排放袁园污染遥 热力厂还成功开发并安
装了两套螺杆膨胀动力发电机组袁利用锅炉连续
排污水发电袁充分利用余热袁产生了较好的效益
单机功率为 圆园园 千瓦袁 年可发电 猿圆园 多万千瓦
时袁年创效达 苑愿万元遥 目前袁螺杆蒸汽动力机拖
动高压给水泵项目也已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袁余
热利用前景将更加广阔遥

节能减排院为了野又好又快冶发展
要要要热力厂以节能减排促发展考略

阴 肖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