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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现代工业生产的新理念就是要实施清洁生产，在原辅料、能源资

源的使用上，生产过程和产品服务中都要体现整体污染预防的环境战

略。清洁生产是长期的、持续的，开展清洁生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需要，是控制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是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最

佳途径，开展清洁生产可大大减轻末端治理的负担，实现经济和环境

效益的统一。如何促进企业清洁生产的开展，首先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是其前提与基础。“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行清洁生产，

在农业、工业、建筑、商贸服务等重点领域推进清洁生产示范，从源

头和全过程控制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降低资源消耗。加强共伴生矿产

及尾矿综合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清洁生产审核是对现在和

计划进行的工业生产实行预防污染的分析评估，制定并实施节能降

耗，清除和减少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有毒物质的使用，减少各种废弃物

排放的方案。由此可见，通过清洁生产审核摸清了企业的排污现状，

并分析其废弃物产生的原因，针对性地制定与实施方案，以达到节能、

降耗、减污、增效的目的。 

江苏武进不锈钢管厂集团有限公司属高能耗企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及省、市环保局的要求，是需要重点开展

清洁生产审核的单位，被列入江苏省第七批强制清洁生产审核名单。

本公司从 2011 年年初开始，按照清洁生产审核要求和流程，持续采

取技术改进、设备更新、小改小革等措施实现节能、降耗、减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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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在常州市环保局的关心和支持下，2011 年 6 月起，本公司积极

开展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进一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整改问题。

在审核过程中，公司领导层高度重视，审核小组和技术人员认真工作。

在南京工业大学教授的指导下，使本次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得以顺利进

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企业概况 

本公司是目前国内不锈钢无缝管和焊接钢管最大的生产企业。公

司目前有中南车间、世纪车间、钢管车间、焊管车间、管件车间、穿

孔车间以及新厂区九大车间，其中中南、世纪、钢管车间均生产不锈

钢无缝管，新厂区目前处于试生产阶段，进入正式生产阶段后世纪车

间和焊管车间将会搬迁到新厂区进行生产。中南车间（原名常州中南

特种钢管有限公司）、钢管车间以及新厂区位于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

武澄西路 1 号，世纪车间（原名常州市武进世纪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位于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工业开发区，焊管车间（原名江苏武进不锈

焊管有限公司）位于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南区，管件车间（原

名常州科安重型钢管有限公司）位于武进区郑陆镇常澄路 8 号，穿孔

车间（原名常州天能金属穿孔有限公司）位于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工

业园区，后勤和精轧车间位于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创业路西侧（旗胜

厂区）。 

公司最早为武进县郑陆排涝站水泥制品厂，成立于 1970年 12月，

后更名为武进工程机械制造厂，开始开发不锈钢管产品，并于 1992

年领取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经过不停的重组与发展，在 2007



江苏武进不锈钢管厂集团有限公司清洁生产报告 

 3 

年成立了江苏武进不锈钢管厂集团有限公司。经过三十余年的拼博，

本着“永不生锈”的企业精神和“精益求精，赶超先进水平；真诚服

务，满足顾客需求”的质量方针，不断开拓进取，稳步发展，目前公

司已发展成资产超二亿，年产能力超二万吨的国内生产规模最大、规

格组距最宽、品种最齐全的奥氏体、铁素体/奥氏体双相不锈钢管生

产基地。 

公司是首批生产许可证（原国家冶金工业局）的取证单位，公司

于 2004 年取得了国家锅炉及压力容器用钢管生产许可证，2006 年取

得了国家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管道）；公司于 1998 年通过中国

冶金工业质量体系认证中心的 ISO9002 质量体系认证，2002 年通过

法国 BVQI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中心的 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

2011 年一次性通过了法国 BVQI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中心的

ISO9001-2008 质量体系， ISO14001-2004 环境体系， OHSAS 

18001-2007 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SA 8000-2008 社会责任体系审

核；公司于 2005 年被评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明星企业，

2005 年 6 月被确认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生产的大口径不

锈钢焊接钢管 2001 年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2002 年通过达产验

收，2003 年被评为国家优秀火炬项目；公司于 2006 年起相继取得了

挪威船级社认证（DNV）、韩国船级社认证（KR）、美国船级社认证

（ABS）、法国船级社认证（BV）、意大利船级社认证（RINA）和欧

盟认证（PED）；2007 年，公司生产的锅炉用不锈钢无缝钢管被评为“中

国名牌产品”。 

在全体员工励精图治的努力下，本公司确立以求真务实、精益求

精为企业工作作风；科学、高效和全面管理为企业方针；精细从严、

精品强企、精诚铸业为企业理念；创新求实、自强敬业为企业精神；

以客为本、以信立市、全面发展为企业经营理念。建立以来，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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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产销两旺，项目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特别是生产技术、产品工艺和市场开发得到江苏兴达集团各方面的有

力支持，因而无论在装置设备、工艺技术和质量控制方面，还是在经

营理念、企业管理和企业研发方面，公司均从投产开始就与国际同类

企业水准看齐，从而为求取更大发展打下基础。 

企业名称：江苏武进不锈钢管厂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私营 

行业类别：制造业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 

联系电话：0519-88737346 

邮政编码：213111 

法人代表：朱国良 

清洁生产负责人：张浩谨 

清洁生产联系人：周志斌 

职工人数：1300 人，工程技术人员 280 余人，其中中、高级职

称人员 30 余人，专职检验人员 130 余人。 

主要产品：不锈钢无缝钢管、不锈钢焊接钢管和钢制管件 

生产能力：18000 吨/年不锈钢无缝管、5000 吨/年不锈钢焊管、

10 万只/年机械零部件、2 万吨电站高压锅炉钢管（本质为不锈钢无

缝管） 

实际产量：2009 年总产量为 30555 吨，2010 年总产量为 35517

吨，2011 年上半年总产量为 19291 吨。 

企业固定资产总值：15719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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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09 年产值 15.9 亿元、10 年产值 15.8 亿元、11 年上半年

产值 70750 万元  

利税：09 年 0.52 亿元、10 年 0.95 亿元、11 年上半年 0.7767 亿

元 

建厂日期：2006 年 5 月 

投产日期：2007 年 8 月 

2  企业清洁生产情况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加快推进清洁

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保护环境，促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公司按照环保局的要求实施清洁生产审

核，并于 2011 年 6 月开始筹划本轮清洁生产审核，组建清洁生产审

核小组。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历时 4 个月。清洁生产审核小组以无缝管

车间和穿孔车间为审核重点，全面分析产污、排污情况，寻找清洁生

产的潜力和机会，制定了清洁生产目标。通过本轮清洁生产方案的实

施，取得了一定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使环境管理更科学，更

规范，为公司持续清洁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己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成果 

清洁生产审核小组提出 18 个方案，其中无低费方案 15 个，已经

完成了 15 个， 完成率达到 100%；中/高费方案 3 个，已经完成 3 个，

完成率达到 100%。方案总投资 1121.11 万元，取得 354.25 万元/年的

经济效益。 

（2）清洁生产审核前后的减污、节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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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煤耗 1238.97 吨标煤/年，减少电耗 139.25 万kwh/年，减少

天然气耗用 42 万立方米/年，总计节能折合成标煤 2471.61 吨标煤/

年，减少SO2排放量 13 吨/年、烟尘排放量 10.86 吨/年，减少炉渣产

生 706 吨/年。 

3  清洁生产审核的标准和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1989 年 12 月 26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3 年 1 月 1 日。 

3．《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环保总局，

2004 年 10 月 1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8 年 4 月 1 日。 

5．《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 年 2 月 1 日。 

6．《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GB/T15587-2008）。 

7．《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术通则》（GB/T3485-1998）。 

8．《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9．《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 

10．《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1.《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08）。 

12.《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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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环发[2008]60 号）。 

13.《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环发[2010]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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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筹划与组织 

筹划和组织阶段的目的是通过宣传教育使领导和职工对清洁生

产有一个初步的、正确的认识，消除思想上和观念上的障碍；了解清

洁生产审核的工作内容、要求及其工作程序。 

1.1  领导的支持和参与 

为了适应当代环境保护及市场需求，提高自身环境绩效及管理水

平，促进公司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公司形象，增强公司的

市场竞争能力，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公司领导对清洁生产

工作高度重视，与南京工业大学合作，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为此

成立了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小组。在清洁生产专家、行业专家及环境工

程专家的指导下，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使企业实现减污、降耗、节能、

增效的目的。 

清洁生产审核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到企业的各个部

门，而且随着审核工作阶段的变化，参与审核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可能

会变化。因此公司高层领导的支持与参与是审核工作取得成果的关

键。只有高层领导参与并协调公司各个部门，以及全体职工积极参与，

审核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在本轮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中，公司投入了一定的费用、时间等，

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必要的时间投入；监测费用等

的投入；编制审核报告的费用；聘请外部专家的费用等。  

1.2  组建清洁生产审核小组 

公司领导层非常重视本轮清洁生产审核，经研究决定成立清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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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审核工作小组，全面负责组织和协调本公司的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具体名单见表 1-1。 

表 1-1 审核工作小组成员表 

姓名 
审核小组 

职务 

来自部门 

及职务职称 
专业 职  责 

周志斌 组长 生产副总 冶金 清洁生产整体推进 

张浩谨 副组长 安保部（审核专员） 化学 
协助组长开展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工

作，负责方案整理汇总 

任晓燕 组员 生产设备部部长 机械 负责与本部门相关的清洁生产工作 

朱秋华 组员 企管技术部部长 金属材料 负责与本部门相关的清洁生产工作 

高虹 组员 
生产设备部常务副

部长 
机械 负责与本部门相关的清洁生产工作 

陆训伟 组员 钢管车间主任 机械 负责与本部门相关的清洁生产工作 

陈泽民 组员 质检部部长 冶金 负责与本部门相关的清洁生产工作 

徐健 组员 理化中心 冶金 
负责与本部门相关的清洁生产工作 

王锦荣 组员 财务部 会计 
负责与本部门相关的清洁生产工作及

清洁生产方案的效益核算和经济评估 

李毅 组员 生产办 机械 
负责与本部门相关的清洁生产工作 

1.3  制定审核工作计划 

根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内容、清洁生产项目进度，结合公司生产

现状，审核小组制定的工作计划，见表 1-2。 

表 1-2  审核工作计划表 

阶段 工作内容 完成 
时间 

责任部门 
及负责人 产出 

1. 筹划和组

织 

1、领导支持 
2、组建审核小组 
3、制定审核计划 
4、开展宣传教育 

6 月 2 日- 
6 月 12 日 

组长 
副组长 

1、确定主要负责人 
2、审核小组成员表 
3、审核工作计划表 
4、开展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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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工作内容 完成 
时间 

责任部门 
及负责人 产出 

2.预评估 

1、现状调查 
2、现场考察 
3、评价产污状况 
4、确定审核重点 
5、设置清洁生产目标 
6、提出和实施无/低费方案 

6月 13日- 
6 月 23 日 

工作小组 
咨询机构 

1、现状调查资料 
2、审核重点 
3、清洁生产目标 
4、无/低费方案产生

和实施 

3.评估 

1、准备审核重点资料 
2、实测输入输出物流 
3、建立物料平衡 
4、分析废物产生的原因 
 

6月 24日- 
6 月 30 日 

工作小组 
咨询机构 

1、物料平衡图 
2、废弃物产生原因

分析 
 

4. 方案产生

和筛选 

1、产生方案 
2、分析汇总方案 
3、筛选方案 
4、研制方案 
5、继续实施无/低费方案 
6、汇总无/低费方案实施效

果 

7 月 1 日- 
7 月 10 日 

工作小组 
咨询机构 

1、清洁生产方案汇

总表 
2、推荐可行性方案 
3、中期评估前无/低
费方案实施效果 

5. 可行性分

析 

1、进行市场调查 
2、进行技术评估 
3、进行环境评估 
4、进行经济评估 
5、推荐可实施方案 

7月 11日- 
7 月 15 日 

工作小组 
咨询机构 

1、方案的可行性分

析结果 
2、推荐的可实施方

案 

6.方案实施 

1、组织方案的实施 
2、汇总已实施的无/低费方

案 
3、验证已实施的中/高费方

案的成果 
4、分析总结已实施方案的

效果 

7月 16日- 
9 月 25 日 工作小组 

1、推荐方案的实施 
2、已实施方案的成

果分析总结 

7. 持续清洁

生产 

1、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组

织 
2、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管

理制度 
3、制定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4、完成编写清洁生产审核

报告 

9月 26日- 
9 月 31 日 

组长 
副组长 

1、清洁生产组织机

构 
2、清洁生产管理制

度 
3、持续清洁生产计

划 

1.4  开展清洁生产宣传工作 

公司聘请了清洁生产审核师和专家来企业指导清洁生产审核工

作，帮助组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小组，制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

公司领导在企业的重要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了清洁生产的重要性，明

确要求各职能部门必须密切配合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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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清洁生产审核培训 

    抽调公司各车间的主要负责人参加 2011年 6月 12日南京工业大

学组织的清洁生产审核培训班，开设讲座进行清洁生产的宣传。发放

并收集清洁生产方案征集表，鼓励各部门人员积极提出清洁生产方案

的建议。通过宣传教育，帮助员工树立必须开展清洁生产的共识，自

觉主动地投入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中。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小组通过深入基层来了解工厂开展清洁生产

工作所面临的障碍，针对在清洁生产审核宣传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对概

念理解上的偏差和其它各种障碍，审核小组能够及时做出总结并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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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提出解决办法加以克服，保证了清洁生产审核工作顺利进行。 

此外，还利用宣传海报、宣传标语等宣传手段使员工积极投入到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中去。 

宣传教育的重点是： 

（1）清洁生产与末端治理的比较； 

（2）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必要性、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清洁生

产的必要性； 

（3）清洁生产审核的内容和方法； 

（4）每个员工在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中的作用； 

（5）开展清洁生产审核需要克服的障碍； 

（6）国内外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成功实例； 

（7）本公司各部门通过清洁生产审核可能或已取得的成果及具

体实施情况。 

具体的宣传培训情况见附件，包括培训人员签到表及培训考试成

绩。 

企业初次开展这项工作，难免遇到许多障碍，不清除这些障碍，

则很难达到预期目标。经南京工业大学的专家、厂审核小组共同讨论，

列出如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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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清洁生产障碍及解决办法表 

障 碍 表     现 解 决 办 法 

观念 
障碍 

1、 认为环保工作不是公司的重点，

且过程的防治没有重视，环境

治理的经济效益不明显。 
2、 认为公司各生产环节已经考虑

了节能，降耗，而清洁生产审

核工作复杂，怕影响生产，且

可挖掘的余地不大。 

1、 通过不同的方式，学习理解清洁生产审

核的意义、要求与方法。合理安排并分

配相关人员的工作,在开展清洁生产工

作时也保证生产的正常运作. 
2、 宣传清洁生产和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知

识，提供先进的清洁生产审核企业的成

功经验。 

生产

技术

障碍 

1、 缺乏清洁生产的经验,相关的专

业技术人员不够。 
2、 清洁生产中的污染预防技术可

能会给实际操作作业的工人带

来麻烦，不易于贯彻执行。 
3、 缺乏进一步清洁生产相关的技

术知识，在生产各环节深层次

挖掘节能、降耗的技术力量不

够。 

1、自学与培训，请专家咨询并现场指导，

向有关部门请教。 
2、加强工作人员技术培训，提高技术理论

水平，加强作业人员的意识培训，养成

良好的工作习惯。 
3、请专门的节能、环保专家现场指导，结

合行业经验，进一步深化清洁生产经验

的推广。 

经济 
障碍 

1、 担忧开展清洁生产及清洁生产

审核工作会引起资金运用上的

困难。 
2、 认为清洁生产的资金投入不能

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 

1、合理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并从公司内部挖

掘资金，建立专项资金，从而解决清洁

生产所需资金。 
2、及时总结无/低费方案或已经实施的中

高费方案，取得的明显经济和环境效

益。 

管理 
障碍 

1、 生产任务重、事务多、部门独

立性较强、协调困难。 

1、由总经理和部门骨干组建清洁生产工作

小组，直接领导与参与清洁生产审核全

过程。 

其他 
1、尚有部分人员认为工作过于复

杂、严格、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

影响生产。 

1、继续开展工作，随着审核工作的不断深

入，真正找到生产、管理中的不足，并

及时实现无/低费或中/高费方案，收到明

显的经济和环境效益，从根本上消除人

员的各种顾虑，促进生产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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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预评估 

预评估是通过对企业全貌现状进行调研和考察，旨在评估企业产

污、排污现状，分析并发现企业清洁生产的潜力和机会，从而确定本

轮清洁生产审核的重点。本阶段的重点是在企业现状调研考察的基础

上确定审核重点、设置清洁生产目标、产生一批备选方案并着手实施

其中简单易行的无/低费清洁生产方案。 

2.1  公司概况 

2.1.1 地址 

 

图 2-1 地理位置图 

公司位于郑陆镇工业集中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常焦公

路、常州大外环线穿径而过；北塘河南通大运河，北通长江；镇区距

沪宁高速公路横山道口仅 4 公里，距常州民航机场 30 公里，南有沪

宁铁路，北有长江常州港。 

武进不锈钢管厂 

集团有限公司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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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公司组织机构见图 2-2。 

 
图 2-2  组织机构图 

生产设备部主要负责各不锈钢产品的生产以及各生产设备如锅

炉、水冷却水塔等生产配套公用设备的管理与维护，生产车间设备的

维护及保养。安环部为公司安全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主

要负责生产和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固废等废弃物处理工作，

其他部门根据相应的部门职责负责各项环保工作的落实和清洁生产

相关要求的实施。 

2.1.3 厂区平面布置图 

厂区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1。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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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状调研与考察 

公司清洁生产审核小组对公司整个生产过程进行实际考察，从原

材料的存储开始，逐一考察前期准备、生产车间中物料损耗大、能耗

大和排污的工序环节，考察了实际生产管理状况，工人操作技术水平

及清洁生产意识等。 

2.2.1 主要调查方法 

（1）分析有关设计资料和图纸，工艺流程图及其说明，物料衡

算、能量、水量平衡的情况，设备与管线的选型与布置等。 

（2）阅读岗位记录、生产报表、原料及成品库存记录、废弃物

报表、监测报表等。 

（3）与车间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座谈，了解并核查实际的生产

与排污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发现关键问题和部位。 

2.2.2 现场考察内容 

（1）考察整个生产过程，即从原料开始，逐一考察库房、罐区、

各生产车间及污染物排放处理设施。 

（2）重点考察各产污排污环节、水耗、电耗和能耗大的环节，

设备事故多发的环节和部位。 

（3）实际生产管理状况，如岗位责任制执行情况，工人技术水

平及实际操作状况，车间技术人员及工人的清洁生产意识等。 

2.2.3 现状 

（1）公司产品汇总 

公司现有 9 个车间，其中中南、世纪和钢管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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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管，焊管车间生产不锈钢焊接钢管，管件车间生产钢制管件，穿

孔车间主要对圆钢进行穿孔操作加工厂不锈钢荒管（不锈钢无缝管的

前道工艺），精轧车间主要对半成品不锈钢无缝管进行精轧加工（成

品进入中南、世纪车间再加工成成品不锈钢无缝管），后勤车间主要

生产机械零部件（不外售，全部用于其他生产车间），新车间目前处

于试生产状态，今后主要用作生产不锈钢无缝管和不锈钢焊管。因此

本公司的是主要产品为不锈钢无缝钢管、不锈钢焊接钢管和钢制管

件。 

表 2-1  近 3 年产品的产量汇总表 

名称 
年产量/t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上半年 

不锈钢无缝钢管 22000 25000 13000 

不锈钢焊接钢管 8200 10000 6000 

钢制管件 323 472 265 

机械零部件（不外售） 32 45 26 

总产量（t） 30555 35517 19291 
产值（亿元） 15.9 15.8 7.075 
利税（亿元） 0.52 0.95 0.7767 

（2）主要原辅材料耗用情况统计 

公司使用的主要有毒有害原辅材料理化性质及毒理毒性见表 2-2。 
表 2-2 主要原材料理化性能统计表 

名称 分子式 危规号 理化特性 毒性毒理 燃烧爆炸性 

氢氟酸 HF 7664-39-3 
分子量 :20.01，沸点：

120℃（35.3%），熔点：

-83.1℃（纯），溶解性：

与水混溶，相对密度

1.26（75%）。 

急性毒性：LC501276mg/L，1 小

时（大鼠吸入）。亚急性和慢性毒

性：家兔吸入 33-41mg/m3,经过

1-5 个月可出粘膜刺激，消瘦，呼

吸困难，血红蛋白减少，网织红

细胞增多，部分动物死亡。 

本品不燃 ,具强腐

蚀性、强刺激性，

可致人体灼伤。 

硝酸 HNO3 7697-37-2 
密度：纯酸 1.51 g/cm3，

熔点：-42℃（纯），沸

点：83℃（纯），溶解

性：与水混溶，相对密

高毒。 与易燃物和有机物

接触会发生剧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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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5（无水）。  
应，甚至引起燃烧。 

表 2-3   近三年主要原辅材料消耗统计表 

产品 原辅材料名称 
原辅材料年消耗（t） 

2009年 
单位产品

消耗量 
2010年 

单位产品

消耗量 
2011年上半

年 
单位产品

消耗量 

不锈钢无缝钢管 

氢氟酸（40%） 55 0.002464 45 0.001767 20 0.001508 
硝酸（98%） 147 0.006585 136 0.005339 59 0.004448 

3号锂基脂、石灰混

合物 
33 

0.001478 
36 

0.001413 
18 

0.001357 

不锈钢圆钢 24200 1.084084 28000 1.099246 15000 1.130795 

不锈钢焊接钢管 

不锈钢板材 8600 1.04878 10300 1.03 6200 1.033333 
氢氟酸（40%） 20 0.002439 18 0.0018 8 0.001333 
硝酸（98%） 53 0.006463 50 0.005 24 0.004 

3号锂基脂、石灰混

合物 
12 

0.001463 
14 

0.0014 
8 

0.001333 

钢制管件 
不锈钢无缝钢管

（无缝钢管产品） 
340 

1.052632 
496 

1.050847 
278 

1.049057   

机械零部件（不外

售） 
不锈钢圆钢 35 

1.09375 
49 

1.089 
28 

1.0769 

表 2-3列出了近三年来主要原辅材料的年消耗和单位产品消耗情

况。近三年各原辅材料的年消耗变化趋势基本上与总产量变化趋势保

持一致。其中不锈钢板材的单位产品耗用量持续增加是由于不锈钢板

材主要是用于生产不锈钢焊管，而近三年的产量中不锈钢焊管产量占

总产量的比例不断上升。总体来说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量随着产品技

术改造，设备更新等措施的实施，基本呈现下降趋势。 

公司生产使用原料中有硝酸和氢氟酸，这些原料都属于危险化学

品，具有毒性、危险性，但这些原辅料都是必需用到的，目前暂没有

可替代的原料。为了保证安全使用这些原料，公司设立专门机构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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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管理人员对有毒有害原料的仓储、生产使用、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无

组织排放进行管理、监控，做到原料进出都有记录，每个生产工序有

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业指导书，工作人员持证上岗，熟悉所

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 MSDS，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物产生部位、生

产工序挂警示牌并分级考核，生产过程中加强现场监测管理，减少有

毒有害物质对环境和员工的危害。 

（3）生产车间的主要设备 

表 2-4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主要生产设备名称 数量（台） 规格 型号 功率 kw 车间 
1 普通车床 1 ￠1000*3000 CZ61100 50 世纪 
2 普通车床 1 ￠600*2800 C630 60 世纪 
3 圆钢剥皮机 2 ￠50*￠131 / 37 世纪 
4 卧式金属带锯床 7 ￠400mm GB4240 35 世纪 
5 空气锤 2 250KG C41-250 16 世纪 
6 七辊矫直机 3 ￠60-￠160 W56-160 12 世纪 
7 链式冷拔机 5 / / 204 世纪 
8 拖拉机 2 / 195 型 16 世纪 
9 金属圆锯机 2 / MC-275 4.4 世纪 
10 四柱万能液压机 1 315T Y32-315 30 世纪 
11 依玛士喷码机 1 / / 1 世纪 
12 天然气固溶热处理炉 1 / / 45 世纪 
13 光亮退火炉 1   160 世纪 
15 电加热退火设备 1 DD2320/0.5 / 100 世纪 
16   步进式烘烤炉 1 / / 7.5 世纪 
17 钢管探伤设备 2 / / 20 世纪 
18 电动水试压泵 1 / DSB-25 5.5 世纪 
19 空气压缩机 6 / / 45 世纪 
20 蒸汽锅炉 2 / / 13 世纪 
21 电力变压器 2 / / 1300 世纪 
22 氩弧/电弧两用焊机 6 / / 200 世纪 
23 氩弧焊机 1 20A-630A ZX5630B 40 世纪 
24 空气等离子切割机 1 100A PC/00 15 世纪 
25 可控硅直流调速柜 9 / ZZJ-01 2260 世纪 
26 冷轧管机 9 / LG60-H 1950 世纪 
27 单梁桥式起重机 2 5T LD5-22.5A5D 18 中南 
28 载货汽车 1 14.73 吨×9.5 米 EJ016 80 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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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矫直机 6 / / 47 中南 
30 单梁桥式起重机 7 19.5 米×5T LD5-19.5A5D 63 中南 
31 双梁桥式起重机 5 19.5 米×5T QD5-19.5A5D 65 中南 
32 冷轧管机 6 / LG60-H 870 中南 
33 链式冷拔机 2 / / 77 中南 
34 金属圆锯机 1 ≤￠57 FHC-315SA 3 中南 
35 电动坡口机 1 ￠208-￠630 STPG600  中南 
36 电火花数控线切割机 4 320×400×400 DK7732 12 中南 
37 空气锤 1 150KG C41-150 7.5 中南 
38 连续气氛保护正火炉 1 ≤￠194 16.2M 50 中南 
39 连续天然气退火炉 1 ≤￠150 39.6M 45 中南 

40 连续天然气固溶炉 1 ≤￠150 
20M  （含炉

辊） 
50 

中南 

41 自动探伤器 2 / / 18 中南 
42 水压机 1 ≤219 CHT4106 70 中南 
43 水压试验机 1 4-16 米 ￠133-￠610 110 中南 
44 门式起重机 2 7.23 米×5T MH5-7.23A3D 18 新厂区 
45 载货汽车 2 / / 160 新厂区 
46 液压升降机 3 11 米×0.5T SJY0.5-11 9 新厂区 
47 冷轧管机 7 / / 2210 新厂区 
48 矫直机 5 / / 257 新厂区 
49 单梁桥式起重机 33 19.5 米×5T LD5-19.5A5D 297 新厂区 
50 双梁桥式起重机 7 19.5 米×5T QD5-19.5A5D 91 新厂区 
51 链式冷拔机 6 / / 272 新厂区 
52 液压冷拔机 4 / / 1425 新厂区 
53 卧式金属带锯床 3 / / 17 新厂区 
54 金属圆锯机 2 / MC-275 4.4 新厂区 
55 坡口机 2 ￠208-￠630 STPG600 13 新厂区 
56 空气锤 4 150KG C41-150 31.5 新厂区 
57 四柱万能液压机 2 / / 45 新厂区 
58 液压压力机 1 100T LB100 13 新厂区 
59 七辊矫直机 10 / / 305 新厂区 

60 台车式天然气箱式炉 1 250m3/h 0.1mpa 
14.5*1.5*1.2m

3 
50 

新厂区 

61 天然气固溶热处理炉 1 22M ≤￠219 45 新厂区 
62 光亮退火炉 1 / / 160 新厂区 
63 步进式烘烤炉 2 / / 15 新厂区 
64 可控硅直流调速柜 3 / ZZJ-01 1330 新厂区 
65 氩弧/电弧两用焊机 1 40A-400A ZX5-400-2 200 新厂区 
66 交流弧焊机  3 / / 85 新厂区 
67 氩弧焊机 2 20A-630A ZX5630B 80 新厂区 
68 逆变式直流弧焊机 1 10A/10V-200A WS-200 7.5 新厂区 
69 空气等离子切割机 1 / G160-D 20 新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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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空气压缩机 8 / / 59 新厂区 
71 电力变压器 2 / / 1100 新厂区 
72 超声波自动检测系统 1 ￠14～￠114.3 CUA-120 10 新厂区 
73 涡流自动探伤机 1 ￠16～￠114 / 8 新厂区 
74 钢管超声波探伤设备 1 ￠10～￠50 / 10 新厂区 
75 钢管涡流探伤设备 1 ￠15～￠89 / 7 新厂区 
76 钢管探伤检测设备 1 ￠89～￠508 / 8 新厂区 
77 柴油机发电机组 1 160KVA / 160 新厂区 
78 煤气发生炉 4 Φ2m / 100 穿孔 
79 斜底炉 4 20*1.8m / 100 穿孔 
80 空气压缩机 3 / / 20 穿孔 
81 穿孔机 4 / / 400 穿孔 
82 普通车床 5 / CW6163D 250 穿孔 
83 摇臂钻床 2 ￠25 / 16 穿孔 
84 立式钻铣床 1 ￠50 ZX6350A 8.5 穿孔 
85 卧式金属带锯床 3 / / 20 穿孔 
86 圆钢剥皮机 1 ￠50*￠131 / 20 穿孔 
87 单梁桥式起重机 10 19.5 米×5T LD5-19.5A5D 297 穿孔 
88 双梁桥式起重机 2 19.5 米×5T QD5-19.5A5D 91 穿孔 

89 等离子切割机 1 / 
BODA-4000-I-

0 
15 焊管 

90 空气等离子切割机 1 / PC 200-D 20 焊管 
91 板料边缘刨床 2 / B81070A 30 焊管 
92 卷圆机  / 2000T 20 焊管 
93 液压机 4 / YU32-500 15 焊管 
94 坡口机 2 / STPG-600 13 焊管 
95 车床 1 / JCB-22 17 焊管 
96 锯床 1 / ZS7550C 20 焊管 
97 电加热炉 1 / / 80 焊管 
98 矫直机 3 / / 50 焊管 
99 工业洗衣机 1 / / 15 焊管 
100 工业脱水机 1 / / 10 焊管 
101 液压升降机 1 / / 25 焊管 
102 焊剂烘干机 1 / / 30 焊管 
103 数控机床 2 / CAK4058 30 管件 
104 普通车床 8 / CA6140A 50 管件 
105 万柱立式转床 3 / Z5150 100 管件 
106 锯床 5 / GX4250X 60 管件 
107 坡口机 3 / PK-400 80 管件 
108 台车式电阻炉 2 / RT3-160-11 200 管件 
109 普通车床 12 ￠630*1500 CA6163A 50 后勤 
110 牛头刨床 3 500 B6050B 30 后勤 
111 立式钻床 1 ￠35 Z535 20 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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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外圆磨床 2 ￠315×1000 M131 40 后勤 
113 立式升降台铣床 1 300×1000 X5030 15 后勤 
114 单梁桥式起重机 21 10.97 米×3T LD3-10.97A3D 189 后勤 
115 40 型尼龙矫直机 1 / 40 型 20 精轧 

116 动力辊道 2 
长 10m，宽

450mm，高 850
±50 

/ 40 
精轧 

117 冷轧管机 17 ￠19～￠45 LG30-H 5355 精轧 
118 三辊冷轧管机 10 ￠15～￠36 LGE30 3150 精轧 
119 不锈钢管光亮退火炉 2 / NGL-135-11Q 160 精轧 

本公司所用设备不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中，

无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 

（4）水耗及水平衡情况 

表 2-5 为近三年来公司产品生产过程中用水的消耗情况。近三年

来水的年消耗量变化趋势与总产量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单位产量

水的消耗量由于公司生产技术的革新及设备的更换基本呈下降趋势。 

表 2-5  全厂水资源单耗表 

年度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上半年 
产量/t 30523 35472 19265 

自来水 
自来水量（t) 36830 42300 20800 

用水金额（万元） 13 22 11 
河水 水量（t） 5000 6000 3000 

单位产量水耗（t/t） 1.370442 1.361637 1.235401 

图 2-3 为 2010 年全公司水平衡图。由该图可看出，主要生产用

水主要为冷却补水以及酸雾吸收和清洗补水，占总用水量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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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水平衡图（t/a） 

说明：其中酸洗清洗水和酸雾吸收水经过废水处理站处理后循环使用的，循环量为 90000t/a。

循环冷却系统水经过处理后循环使用，年循环量为 300000t/a。 

（5）能源耗用 

公司所使用的主要能源为电、天然气和蒸汽。分析近三年来公司

产品生产过程中，电、天然气及蒸汽的消耗情况，特别是单位产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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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及蒸汽的消耗情况，寻找公司能耗大的方面及清洁生产的机

会，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 

表 2-6 主要能源单耗表 

年度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上半年 
产量/t 30523 35472 19265 

电 
用电量（万度） 1035 1185 557 
用电金额（万元） 776 1185 560 

单位产量电耗（度/t） 339.0886 334.0663 289.1254 

天然气 
天然气耗用量（万立方米） 388 378 201 
耗用天然气金额（万元） 1629 1588 854 

单位产量天然气耗用（立方米/t） 127.1173 106.5629 104.3343 

蒸汽 
蒸汽耗用量（吨） 1890 2083 1079 

耗用蒸汽金额（万元） 68 75 39 
单位产量蒸汽耗用（t/t） 0.0619 0.0587 0.056 

煤 
煤的耗用量（吨） 4517.4 4664.44 2173.48 

耗用煤的金额（万元） 452 467 217 
单位产量煤的耗用（t/t） 0.148 0.1315 0.1128 

焦炭 
焦炭的耗用量（吨） 1374 1577 833 

耗用焦炭的金额（万元） 234 268 142 
单位产量焦炭的耗用（t/t） 0.045 0.0445 0.0432 

由表 2-6 的统计情况可以看出，近三年能源年消耗变化趋势与总

产量变化趋势保持一致，能源消耗主要集中在生产消耗上。单位产量

能源消耗变化趋势，随着公司生产技术的革新及设备的更换均呈现下

降趋势。因此从节能方面上考虑，公司应进一步从如何降低单位产量

能耗上寻找潜在的节能增效方案。 

为更清晰明确分析能源的平衡情况，画出了公司各车间、部门在

2010 年的能源平衡图。 

①电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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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全厂电平衡图（度/a） 

备注：中南、世纪、钢管车间都是生产不锈钢无缝管的车间。 

经计算后发现，总的线损率为 6.23%，符合《评价企业合理用电

技术导则》（GB/T 3485-1998）中的线损率三级要求。 

②天然气平衡 

 

 

 

 

 

 

图 2-5 全厂天然气平衡图（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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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蒸汽平衡 

 

 

 

 

 

 

 

 

 

 

 

 

图 2-6 全厂蒸汽平衡图（t/a） 

（6）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①穿孔车间（不锈钢圆钢加工至荒管工艺流程—无缝管前道） 

 

主要工艺说明： 

a) 原材料进厂检验：对原材料的外形质量和尺寸、化学成分、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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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车床车剥：对圆钢表面进行车剥，去除表面的氧化皮及裂纹等缺

陷； 

c) 切断标识：对圆钢进行切断，切断后立即在端面涂上相应钢种对

应颜色的油漆； 

d) 定心：在圆钢的一端部找出中心点，打出样眼然后垂直固定在钻

床工作台上进行定心； 

e) 修磨：圆钢的表面缺陷，采用局部修磨方法来消除； 

f) 标识打捆：圆钢按炉号打捆，并挂上标签； 

g) 圆钢加热：对圆钢进行加热、保温，为穿孔作准备； 

h) 热轧穿孔：对加热温度和保温时间到位后的圆钢，进行热轧穿孔。 

②无缝管车间（荒管加工至成品不锈钢无缝管工艺流程） 

 

 

 

 

 

 

 

 

 

主要工艺说明： 

a) 打头，在坯管的一端锻打（焊接）一个工艺头，用于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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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或冷拔后的管子用行车缓慢进入酸洗槽，酸洗温度 50-60℃，直

接将蒸汽通入酸槽内保温，酸槽内的酸液成分为：15%HNO3、

8%HF、77%水。酸洗槽不使用时加盖密闭，酸液不更换，由于酸

洗钢管带走酸液，因而须添加酸液，挥发的酸雾由酸雾净化装置

处理后通过 15 米得排气筒排放。 

c) 修磨，消除坯管上的缺陷，如小裂纹、折叠等。 

d) 润滑，在钢管进行冷拔之前，在钢管表面涂上润滑剂并烘干；在

钢管进行冷轧之前，钢管内孔涂润滑油保证内孔的润滑。 

e) 冷拔（冷轧），根据工艺要求，改变钢管的外径和壁厚。酸洗后的

钢管根据产品规格经冷拔机组进行冷拔。冷拔时需要用配置的 3

号锂基脂、石灰混合物进行涂装润滑，冷拔结束后需把它清除。 

f) 脱脂，在固溶处理之前，去除钢管表面的润滑脂。 

g) 固溶处理，也叫退火，主要是为了消除钢管生产中产生的应力，

并使材料内部组织还原。将钢管送入退火炉中进行退火，退火温

度为 600-700℃，退火炉的能源为天然气。 

h) 矫直，对热处理产生的变形进行矫直，达到工艺及要求。 

③焊管车间（不锈钢板材加工至成品不锈钢焊管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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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艺说明： 

a) 板材下料，根据钢管的尺寸以及生产科的工艺计划卡，车间用等

离子切割的方法进行板材下料。 

b) 刨边，根据工艺计划卡的计划尺寸要求利用刨边机对板材的两边

进行刨边加工，以满足尺寸要求和坡口要求。 

c) 卷圆，将刨边加工的板材卷制成圆形。 

d) 整形预焊，卷成圆形的半成品，在压模中压制成圆形，并采用钨

极氩弧焊进行定位焊。 

e) 焊接，整形预焊的钢管进行焊接，焊接方式：壁厚≦8mm 的，采

用等离子自动无填料单面焊双面成型的方法进行焊接；壁厚﹥

8mm 的，采用等离子焊打底焊，并采用填充金属进行面焊。 

f) 热处理，所有的钢管均进行固溶热处理。 

g) 矫直、整圆、平头，钢管焊接和热处理后产生的变形，有矫直整

圆进行修正，并把二端切齐。 

h) 酸洗，所有的钢管均酸洗后交货。 

④钢制管件车间（不锈钢无缝管加工至钢制管件工艺流程） 

板材下料 刨边 卷圆 整形预焊 焊接 

热处理矫直 整圆平头 酸洗 成品检验 

标记 包装入库 

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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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后勤车间（圆钢加工成机械零部件工艺流程） 

 

 

 

 

⑥精轧车间（半成品不锈钢无缝管精轧工艺流程） 

 

 

 

 

 

2.3  评价产污和排污状况 

三废监测数据详见附件。 

2.3.1 废水 

（1）废水产生情况统计如下： 

①酸洗冲洗废水及酸雾吸收产生的更换废水：经污水处理装置处

理达到回用标准后回用于生产中。 

②生活、办公废水排入郑陆区污水处理厂。 

③循环冷却系统废水：冷却后循环使用。 

半成品不锈钢无缝管 精轧 进入中南、世纪车间再加工成成品 

管坯圆钢 检验 车床 机械零部件 

S6 

用于其他车间 

不锈钢材 落料 金加工 检验 

成品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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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2010 年企业各股废水产生情况 

名称 废水量 
t 
 

CODCr SS NH3-N TP 总铁 总镍 总铬 pH  
 

备注 
 

浓度

mg/
L 

产生量 
t/a 

浓度

mg/
L 

产生量 
t/a 

浓度 
mg/L 

产生量 
t/a 

浓度

mg/
L 

产生量 
t/a 

浓度

mg/L 
产生量 

t/a 
浓度

mg/L 
产生量 

t/a 
浓度

mg/L 
产生量 

t/a 
 

酸雾吸

收水及

酸洗废

水 

90000 300 

27 

300 

27 

6 0.54 / / 100 9 70 6.3 2 0.18 1-3 
厂区污水处理站处

理达标后回用，不

外排 

生活、办

公废水 
20240 

 
400 

8.096 

250 

5.06 

30 0.6072 5 0.1012 / / / / / / 6-7 
达到接管标准后接

入常州市郑陆污水

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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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处理情况 

①酸洗冲洗废水及酸雾吸收产生的更换废水进入污水处理设施

经调节、中和、混凝沉淀、过滤处理系统处理后，达到回用水水质要

求后全部回用于生产。废水处理工艺如下： 

 
图 2-7 废水处理流程 

a)污水处理工艺流程简述 

废水经收集后汇入调节池，均质均量后由提升泵送入中和池，投

入石灰调整 pH 至 5 左右，通入空气搅拌，氧化二价铁离子，出水进

pH 调节池，投加消石灰，调整 pH 至 8 左右，通入空气搅拌，使各

种重金属离子产生氢氧化物沉淀，并添加 PAM 助凝剂加强混凝效果。

出水进入沉淀池进行固液分离，下层污泥排入污泥浓缩池，上层清水

流入中间水池，再用增压泵打到机械过滤器过滤，进一步去除悬浮物

及重金属物质，出水进回用水池回用。实现工艺废水零排放。 

贮灰池 化灰池 

石灰乳池 加药泵 

加石灰液 
加石灰液 

酸性废水 
废水调节池 中和池 pH 调节池 混合反应池 

PAM 

斜板沉淀池 中间水池 机械过滤器 清水池 回用 

污泥浓缩池 泥饼外运 

上清液、压滤机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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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要构筑物及主要设备 

厂内污水处理站主要构筑物及主要设备如表 2-8 和表 2-9。 

表 2-8 主要构筑物 

序 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调节池 座 3 钢筋混凝土结构 
2 中和池 座 3 钢筋混凝土结构 
3 混合反应池 座 3 钢筋混凝土结构 
4 斜板沉淀池 座 3 钢筋混凝土结构 
5 pH 调节池 座 3 钢筋混凝土结构 
7 中间水池 座 3 钢筋混凝土结构 
8 污泥浓缩池 座 3 钢筋混凝土结构 
9 清水池 座 3 钢筋混凝土结构 
10 设备基础 座 3 钢筋混凝土结构 
12 综合处理间 座 3 砖混结构 

表 2-9  主要设备 

序号 名   称 型号规格 单 位 数量 备 注 

1 机械过滤器 Φ1800×3600 套 3 钢制防腐 
2 加药装置 / 套 3 / 

3 各类水泵 / 台 9 / 

4 搅拌机 / 台 3 / 
5 管道阀门 / 批 3 / 
6 电控设备 / 套 3 / 
7 箱式压滤机 XAJ60-800-UB 台 3 / 
8 刮泥机 / 套 3 / 
9 曝气风机 / 套 6 / 

c)污水处理系统设计处理效果 

废水设计处理效果见表 2-10。 

        表 2-10  废水处理效果    单位：mg/L 
CODCr SS 

处理前浓度 处理后浓度 去除率(%) 处理前浓度 处理后浓度 去除率(%) 

300 50 / 300 10 96.7 

pH 总铁 

1-3 7-8 / 100 0.3 99.3 

总铬 总镍 

2 0.054 97.3 70 0.043 99.9 

厂内污水处理设施为 5 套，其中三个无缝管车间各一套，焊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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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一套，新厂区一套。每套设计能力为 30t/h，本项目每个车间的工

艺废水为 10t/h，符合处理站设计能力。而且上述污水处理工艺属成

熟工艺，广泛使用，污水达到回用水标准是可靠的。 

②生活污水由郑陆污水处理厂接管，废水执行《常州郑陆污水处

理厂接管水质标准》，见表 2-11。尾水最终执行 GB18918-2002《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 标准，排入舜河。 

表 2-11《常州郑陆污水处理厂接管水质标准》  单位：mg/L 

污染物 pH CODCr SS NH3-N TP 

污染物排放标准 6～9 500 400 35 8 

注：①pH 无量纲 

表 2-12  废水排放统计    

序号 项目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上半年 

1 废水（t） 18400 20240 11960 

2 COD 排放量(t) 7.36 8.096 4.784 

3 SS 排放量(t) 4.63 5.06 3.1 

4 氨氮排放量（t） 0.55 0.6072 0.36 

5 TP 排放量(t) 0.095 0.1012 0.059 

说明：废水产生量中酸洗废水、酸雾吸收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回用，不外排。排放的废

水均为生活污水。 

2.3.2 废气 

（1）废气产生及达标排放情况 

①酸洗过程中产生的酸雾，主要污染物成分为 HF 和 NOx，采

用碱水喷淋吸收达标排放； 

②退火炉燃烧天然气产生的烟尘、SO2、NOX，通过烟囱直接达

标排放； 

③硝酸储罐及氟化氢储罐无组织排放的酸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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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酸洗车间无组织排放的酸雾 

⑤穿孔车间煤燃烧废气采用湿式水膜除尘脱硫处理装置达标排

放。 

（2）废气防治措施 

①酸洗废气 

本项目设置 5 套酸雾吸收处理装置，酸雾由集气罩收集，收集率

98%，再经废气洗涤塔碱水喷淋吸收后通过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

整个系统酸雾的去除率为 90%，每套装置的引风机风量为 40000m3/h。

本项目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表 2 中的二

级标准：即氟化物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0.10kg/h，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9.0mg/m3；氮氧化物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0.77kg/h，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240 mg/m3。 

具体的废气工艺流程见图： 

 

酸洗槽吸风口 

风管 

风机 

缓冲塔 

废气净化塔 

烟囱 

废水处理池 

药泵 

NaOH 溶液 

HF 酸雾、氮氧化物 



江苏武进不锈钢管厂集团有限公司清洁生产报告 

 36 

图 2-8 废气处理工艺流程 

每台酸洗槽产生的酸性废气经吸风道收集后，经废气输送管道进

入风机，由风机压入缓冲塔（二级喷淋填料），缓冲塔内的氨液经耐

腐循环泵向下喷淋，气体逆流而上，气液两相充分接触反应。废气经

缓冲塔后再由风机引入主塔（三级喷淋填料），与氢氧化钠溶液继续

进行反应。经过二次（五级）反应后，所需处理的废气达《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表 2 中的二级标准，净化后的气

体经脱水后（脱水装置在塔内）高空排放。 

②天然气燃烧废气 

退火炉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产生的污染物产生量较小，燃烧废

气由 15 米高排气筒直接排放，排气筒风机风量为 9000m3/h。 

③硝酸储罐平时密封，气孔采用水封。为避免硝酸投料时饱和蒸

汽挥发溢出，采用软管将贮罐气孔与槽罐的气孔相连，使灌装、投料

过程中饱和蒸汽闭态循环。本项目在储罐周围设置卫生防护距离，即

硝酸储罐车间应设置在原理居民点 50 米处。 

④穿孔车间煤燃烧废气 

本项目设置1套湿式水膜除尘脱硫处理装置，锅炉烟气进入除尘器

后，首先进入一级喷淋水膜室，与循环池的碱水接触。烟气在曲折流

道中冲撞，受喷淋洗涤与水膜的吸附，使烟气中粒径较大的尘粒与部

分SO2去除。剩余难除的烟气经加速冲入水浴槽，即二级除尘室，正

面触水，全部烟气均能充分被水洗涤，在惯性力的作用下，烟气中的

颗粒物被水吸附，SO2在碱性水作用下中和，发生化学反应完成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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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经过两次洗涤后的烟气及雾滴进入脱水段，在减速作用下依靠

气水密度差进行气水分离，烟气再经两组折流挡板除雾滴后，由引风

机抽走排入烟囱。除尘脱硫后的灰水从除尘器底部排灰阀进入排灰

沟，最终汇入锅炉煤渣渣沟。灰水中未反应完的亚硫酸被渣水中的碱

性物继续中和生成固态沉淀物，与锅炉灰一起进入渣场，经除渣机去

除沉淀后，碱性清液流入循环池，由循环泵打入除尘器循环使用。烟

气进入除尘器后受喷淋洗涤后与水膜吸附，从而去除烟尘和二氧化

硫。烟尘去除率达90%，二氧化硫去除率达70%，尾气通过一根15米

高排气筒排放，装置的引风机风量为12000m3/h。废气达《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中的二级标准。 

表 2-13  废气排放统计    

序号 项目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上半年 

1 烟尘（t） 18.24 19.45 9.44 

2 NOx（t） 2.457 2.394 1.273 

3 氟化氢（t） 0.976 0.82 0.364 

4 SO2（t） 21.89 23.34 11.33 

5 硝酸雾(t) 0.608 0.565 0.252 

 

2.3.3 固废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金属屑和金属废料为一般

废物，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污泥属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危废处理协议以及危废处理单位的资质详见附件。其中大冶英达思有

色金属有限公司为外省公司，江苏省环保厅关于废物跨省转移事项的

复函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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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固废产生和处理情况统计 

项目 2009 年量/t 2010 年量/t 2011 上半年年量/t 处理方法 

生活垃圾   45 40  20  环卫所集中处理 

金属屑、金属废料等 2277 2828 1935 外售给废品收购站 

污泥  1185 1320  600  
委托大冶英达思有色金

属有限公司处理 

冷轧工段产生油泥 3 3.5 1.5 
委托常州市嘉成废物处

理利用有限公司处理 

炉渣 659 933 435 外运制砖 

2.3.4 噪声 

表 2-15  噪声产生和处理情况统计 

序号 设备名称 声级值 dB(A) 治理措施 处理效果 

1 空气锤 95 

厂房、围墙隔声、

隔声罩隔声、距离

衰减 

达《工业企业厂界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II

类标准 

2 冷拔机组 80 

3 矫直机组 85 

4 引风机 85 

5 行车 80 

6 废水处理设施 85 

公司主要噪声设备为空气锤、冷拔机、矫直机、引风机、行车等。

各生产设备按照规范安装，主要设备安装在室内，对室外安装的噪声

设备安装隔声罩。通过厂区平面的合理布置；对主要噪声源安装减振

隔声设施；厂房、厂内绿化带、厂界围墙等隔声。厂界噪声排放执行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II 类标准要求，昼间

≤60dB（A）、夜间≤50dB（A）。 

2.3.5 排污费及环保事故 

（1）排污费缴纳情况 

表 2-15   排污费缴纳情况 

序号 年份 排污费，万元/a 罚款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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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9 82 无 
2  2010 79 无 
3 2011 年上半年 36 无 

（2）近年来本公司未发生过重大环保事故。 

2.4  确定审核重点 

2.4.1  备选审核重点 

清洁生产审核重点确定的基本原则是： 

1）污染物产生量大、能源消耗大的部位； 

2）污染物毒性大或污染物难于处理、处置的部位； 

3）生产效率低，构成企业生产“瓶颈”的部位； 

4）对工人身体健康危害较大，公众反映强烈的部位； 

5）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的部位； 

6）事故多发和设备维修较多的部位。 

根据以上原则，确定清洁生产备选审核重点为：不锈钢管无缝管

车间、穿孔车间和焊管车间。 

2.4.2  确定审核重点 

从废物排放量、原料及废物有害性、资源能源消耗、生产效率改

进以及积极性等方面考虑，得出审核重点。详见表 2-16。 

表 2-16  清洁生产审核重点筛选表 

权重因素 权重值 W 
焊管车间 无缝管车间 穿孔车间 

R W·R R W·R R W·R 

改进潜力 10 5 50 9 90 8 80 

发展前景 9 5 45 8 72 8 72 

积极性 8 6 48 7 56 6 48 

主要原料消耗 7 8 56 7 49 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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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产生量 6 6 36 6 36 5 30 

环保费用 5 7 35 5 25 5 25 

总分∑W·R 450 270 328 304 

排次 / 3 1 2 

注：R 值取值范围为 1-10 分 

根据表 2-18，将穿孔车间和无缝管车间确定为本次清洁生产审核重点。 

2.5  设定清洁生产目标 

清洁生产目标是针对审核重点设置具有定量化、可操作性的指

标。通过这些硬性指标的实施，实现减污、降耗、节能、增效的目的，

从而达到循序渐进，有层次地实现清洁生产。我厂制定的清洁生产目

标详见表 2-17。 

表 2-17  清洁生产目标一览表 

项目 现状 
近期目标（2011 年底） 远期目标（2012 年底） 
削减量 相对量 削减量 相对量 

单位产品总能源消耗（折合成标煤/t） 0.7115 0.0671 9.43% 0.1797 25.26% 

二氧化硫排放量（t/a） 23.34 3.25 13.92% 13 55.7% 

 

2.6  无/低费方案的产生 

在进行现状调查和现场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动各车间员工的力

量，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发现了一些投入资金少或无需投入资金，但

可以取得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无/低费方案，这些方案的实施将进

一步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降低成本，减少污染。详见表 2-18，预评

估阶段无/低费方案一览表。 

表 2-18  预评估阶段无/低费方案一览表 

方案

类型 
序

号 
方案内容 具体内容 预投资 

预估效果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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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

料和

能源 

1 
原辅材料限量

领用 
严格按产品限额及生产计划领用原辅料，采

用用多少领多少，减少浪费现象 
0 

减少边角料的

产生,最大化

的杜绝了浪费 
3 万/年 

2 
合理控制采购

量 
制定并控制合理采购量，实施准时化采购，

缩短仓储时间，节省采购，仓储资金占用 
0 

根据生产需要

进行实时采

购,避免仓储

占用场地,资
金., 

2 万/年 

设备

维护

和更

新 

3 
制作水箱 

 

原来酸洗工段冲洗水泵每次开泵经常要灌

水，现在制作了一个不锈钢水箱在泵的上

方，一开泵直接可以使用。不锈钢水箱靠自

动潜水泵补充水 

2 
节约了人工灌

水 
节约人工费

2 万/年 

 
 

过程

优化 

4 增加水表、电表

分表 每个车间及办公区域增加水表、电表的分表 5 
提高员工节能

意识，挖掘潜

在节能空间 
-- 

5 加强设备计量

与检测 
提高质量，降低消耗 2 

加强计量后杜

绝了不必要的

损耗 
2 万/年 

6 
隔油池不锈钢

扶梯 

原来隔油池水位比较高，工人可以直接站在

隔油池上方用器具直接舀油，现在水位降低

以后，工人够不着操作。在隔油池上建造了

一个不锈钢扶梯约 2 米通道隔油池下去，在

扶梯的底部建造了一个不锈钢平台，方便工

人操作 

0.18 便于工人操作 
缩短工时，

节约人工费

1.2 万/年 

7 
酸雾塔改用液

碱 
 

原来酸雾塔使用片碱，老是堵塞，现改用液

碱 
3 

节约成本,节
约人工,减少

了设备的维修

费用 

2 万/年 

8 不锈钢盛油盘 

空压机会有漏油的现象出现，为了不让漏出

的油乱流，依空压机的尺寸做了不锈钢的盘

子，空压机就放在不锈钢盘子里，漏出的油

就掉在盘子里 

0.1 

提高工作场所

安全性,降低

污染,杜绝不

必要的浪费 

0.2 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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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9 

加强管道冒、

跑、滴、漏管理；

修护破损的保

温层 

对企业设备进行全面的排查，对发现跑、冒、

滴、漏和保温层破裂的情况及时修复完善，

并建立定期检查的机制，提高企业的管理水

平。 

1 

减少因跑、冒、

滴、漏和保温

层破裂等情况

引起的不必要

的能源损失 

减少了公司

的能耗成本

1.8 万/年 

10 办公用电管理 
各办公室必须在下班时将所有电脑主机，显

示器及各类电源关掉。 
0 

节省电能 2.25
万 kwh/a 

节省电费

1.8 万/年 

11 完善应急预案 
针对企业运行及危险废弃物等，完善环境应

急预案内容 
3 

减少污染事故

产生的经济损

失 

降低污染事

故发生时的

影响 

12 
增加危险废物

标示牌 
在堆放危险废物的显目位置放标示牌 0.2 

减少污染事故

产生的经济损

失 

降低污染事

故发生时的

影响 

13 提高岗位责任 严格各个岗位人员的责任 0.1 
提升员工责任

心 
降低污染事

故发生几率 

14 
严格生产调度

和操作管理 
避免设备空运转，节能和能量高峰使用 0 

节约能源，降

低能耗 
降低成本 

人员 15 员工培训 
组织公司人员参加清洁生产和能源管理培

训 
0.03 

提高员工的节

能降耗意识，

降少污染物排

放 

降低了能源

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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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评 估 

评估是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第三阶段，目的是通过审核重点

的物料平衡，发现物料流失的主要环节，找出废弃物产生的原因，查

找物料储运、生产运行、管理及废弃物排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清

洁生产提供依据。 

3.1 审核重点审核概况 

3.1.1 不锈钢无缝管的生产工艺 

3.1.1.1 不锈钢无缝管工艺流程 



江苏武进不锈钢管厂集团有限公司清洁生产报告 

 44 

 

图 3-1 不锈钢无缝管工艺流程图 

主要工艺说明： 

i) 打头，在坯管的一端锻打（焊接）一个工艺头，用于冷拔； 

j) 酸洗，去除钢管表面的氧化皮，前道酸洗是为了发现坯管上的缺

焊头 

酸洗 

修磨 

润滑 

冷拔 

脱脂 

固溶处理 

矫直 

酸洗 

成品检验 

包装入库 25000 

标记 

荒管 

氢氟酸、硝酸 
蒸汽 

3 号锂基脂、石

灰混合物 

S2 废油 

W2 废水 

W1 废水 
G1 废气 

W3 废水 
G2 废气 

氢氟酸、硝酸 
蒸汽 

S3 废油 

S1 废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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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并消除，成品酸洗去掉氧化皮并使钢管表面产生钝化膜。将荒

管或冷拔后的管子用行车缓慢进入酸洗槽，酸洗温度 50-60℃，直

接将蒸汽通入酸槽内保温，酸槽内的酸液成分为：15%HNO3、

8%HF、77%水。酸洗槽不使用时加盖密闭，酸液不更换，由于酸

洗钢管带走酸液，因而须添加酸液，挥发的酸雾由酸雾净化装置

处理后通过 15 米得排气筒排放。 

k) 修磨，消除坯管上的缺陷，如小裂纹、折叠等。 

l) 润滑，在钢管进行冷拔之前，在钢管表面涂上润滑剂并烘干；在

钢管进行冷轧之前，钢管内孔涂润滑油保证内孔的润滑。 

m) 冷拔（冷轧），根据工艺要求，改变钢管的外径和壁厚。酸洗后的

钢管根据产品规格经冷拔机组进行冷拔。冷拔时需要用配置的 3

号锂基脂、石灰混合物进行涂装润滑，冷拔结束后需把它清除。 

n) 脱脂，在固溶处理之前，去除钢管表面的润滑脂。 

o) 固溶处理，也叫退火，主要是为了消除钢管生产中产生的应力，

并使材料内部组织还原。将钢管送入退火炉中进行退火，退火温

度为 600-700℃，退火炉的能源为天然气。 

p) 矫直，对热处理产生的变形进行矫直，达到工艺及要求。 

3.1.1.2 不锈钢无缝管物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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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不锈钢无缝管物料平衡图（t/a） 

通过实测后发现，生产过程中物料平衡的偏差小于 5%，比较客

观反应了生产的实际情况。 

3.2.1 审核重点主要能资源平衡 

焊头 

酸洗 25493 

修磨 25492.95 

润滑 25472.05 

冷拔 25472.05 

脱脂 25472.05 

固溶处理 25472.05 

矫直 25472.05 

酸洗 25472.05 

成品检验 25472 

包装入库 25472 

标记 

荒 管

25493 

氢氟酸 23、 
硝酸 69、 
水 4000 

3 号锂基脂、石

灰混合物 20 

废油 1.2 

废气 2.5 
Fe 进入废水 0.05 
氢氟酸、硝酸进入废水 90 
 

废油 0.8 

氢氟酸 22、 
硝酸 67、 
水 4000 

水消耗 4000 

废金属 20 

水 2000 

水消耗 2000 

废气 2.5 
Fe 进入废水 0.05 
氢氟酸、硝酸进入废水 87 
 

水消耗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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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结合清洁生产的要求，设置本次清洁生产

审核重点为减少单位产品各种能源消耗包括水耗、电耗、天然气耗用、

蒸汽耗用等。 

（1）车间蒸汽平衡 

 

 
图 3-3 公司蒸汽平衡图（t/a） 

生产车间用汽主要用于不锈钢管车间的酸洗工段，降低这个工序

的用汽量，或者利用余热生产蒸汽，就能解决公司购买蒸汽的问题，

使能源消耗达到减量化和再循环。 

（2）车间电平衡 

由于公司用电平衡中，见图 3-4，主要生产用电量占总用电量的

98%，。车间用电包括冷轧管机、链式冷拔机、各种车床、矫直机、

照明用电等，各设备型号、功率见表 2-4。 

 

 

蒸汽蒸发 45 

主要生产 无缝管车间 

中南 

世纪 

钢管 

2000 2000 2000 

600 

700 

700 

560 

655 

蒸汽蒸发 40 

蒸汽蒸发 45 

655 

1870 

生

产

用

蒸

汽 

进
入
酸
洗
废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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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车间用电平衡图（kwh/a） 

（3）水平衡 

车间用水主要集中在酸雾清洗水和循环冷却用水，产生的废水经

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均回用，实现了废水的零排放。 

 

主要生产 

穿孔车间 

管件车间 

焊管车间 

无缝管车间 

中南车间 

世纪车间 

钢管车间 

11393084 
 

4657420 
 

1313932 

2328706 

3093026 

1064700 

1259042 

1159400 

车
间
用
水 

自来水 

8000 

废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 

16130 

10130 

6000 

300000 

损耗 6000 

循环冷却系统 

生

产

用

电 

酸洗清洗水 

损耗 8000 

90000 

河水 

蒸汽 2083 

1870 损耗 135 

蒸汽冷凝水 
78 

酸雾吸收水 
2130 

损耗 4000 

6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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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车间用水平衡图（t/a） 

（4）天然气平衡 

 

图 3-6 天然气平衡图（m3/a） 

 

3.2  高消耗原因分析 

清洁生产审核中分析废物产生原因，一般通过以下 8 个方面来进

行： 

（1）原辅料和能源 

原辅料指生产中主要原料和辅助用料；能源指维持正常生产所用

的动力源，包括电、水、蒸汽、天然气、煤等。因原辅料及能源而导

致产生废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原辅料不纯或未净化；原辅料储

存、发放、运输的流失；原辅料的投入量或配比的不合理；原辅料及

能源的超定额消耗；有毒、有害原辅料的使用；未利用清洁能源和二

次资源。 

审核小组经过实地考察发现：生产用电占总用电量的 96%，生产

用电为各车间的设备用电、照明用电等。设备用电包括冷轧管机、链

总
天
然
气 

主要生产 无缝管车间 

中南车间 

世纪车间 

钢管车间 

3780000 3780000 

1279850 

1191160 

130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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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冷拔机、各种车床、矫直机、照明用电、仪器仪表用电等。其中穿

孔车间和不锈钢无缝管车间的用电占生产用电的 61.3%，为全厂的用

电大户。如果能从这两个车间着手节约电能，那对于全厂的节能减排

工作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蒸汽耗用的车间较集中，主要为不锈钢无缝管车间，占总用气量

的 96%，为用汽大户。生产车间用汽主要用于不锈钢管车间的酸洗工

段，降低这个工序的用汽量，或者利用余热生产蒸汽，就能解决公司

购买蒸汽的问题，使能源消耗达到减量化和再循环。 

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本项目的煤和焦炭只用在穿孔车间的圆钢热

穿孔斜底炉窑，且煤用量较大，产生的气体污染物较为严重，降低该

车间的煤耗量，即解决了降低单位产品煤耗量的问题。 

（2）技术工艺 

因技术工艺而导致产生废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技术工艺落

后，原料转化率低；设备布置不合理，无效传输线路过长；生产转化

步骤过长；连续生产能力差；工艺条件要求过严；生产稳定性差；需

使用对环境有害的原料。审核小组经过实地考察发现：精密管制造工

艺流程中不锈钢管冷轧工艺流程长：必须平均 5道次左右的流程（每

一道次，必须要冷拔/冷轧、修磨、矫直、酸洗、固溶热处理、切割、

润滑/烘烤工序组成），能耗高、污染多，与现在先进的冷轧工艺相比

较为落后，需要有所改进。 

（3）设备 

因设备而导致产生废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设备破旧、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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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自动化控制水平低；有关设备之间配置不合理；主体设备和公用

设施不匹配；设备缺乏有效维护和保养；设备的功能不能满足工艺要

求。审核小组经过实地考察发现：设备机器保养得宜，自动化控制水

平较高，主体设备较为先进。 

（4）过程控制 

因过程控制而导致产生废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计量检

测、分析仪表不齐全或检测精度达不到要求；某些工艺参数，如温度、

压力、流量、浓度等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过程控制水平不能满足技术

工艺要求。 

（5）产品 

产品包括审核重点内生产的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和循环利用

物。因产品而导致产生废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产品储存和搬

运中的破损、漏失；产品转化率低于国内外先进水平；不利于环境的

产品规格和包装。审核小组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在产品的生产过程和

厂内部运输过程都较为规范，基本不存在问题。 

（6）废物 

因废物本身具有的特性而未加利用导致产生废物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原因：对可利用废物未进行再用和循环使用；废物的物理化

学性状不利于后续的处理和处置；单位产品废物产生量高于国内外先

进水平。审核小组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企业的大多数废物都得到了合

理的利用，但是企业的水处理污泥产生量过多，究其主要原因为污泥

含水量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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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管理 

有利于清洁生产的管理及操作规程未得到有效落实；岗位操作规

程不够严格；生产纪录不够完整。 

审核小组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办公区存在电量浪费问题，如在无

人办公室，电脑主机、显示器等各类电源未关掉，浪费电源。 

（8）员工 

因员工导致产生废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员工素质不能满

足生产需求：缺乏优秀管理人员；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熟练操作

人员；员工的技能不能满足本岗位的要求；缺乏对员工主动参与清洁

生产的激励措施。 

3.3  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审核小组从原料及能源、技术工艺、设备、过程控制、产品、废

弃物、管理和员工等八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公司水、电消耗量

大，废水产生量大的环节，评估了能资源消耗以及废弃物产生对生产

和环境的影响，拟定了解决措施。 

表 3-2  能资源耗用、废弃物产生原因分析表 

内容 产生原因 

圆钢热穿孔斜底炉窑主要用煤，污染

大，效率低，用量大。 
使用的能源过于落后 

不锈钢管冷轧工艺过于复杂、产污大、

能耗高 
工艺落后 

酸洗工段蒸汽耗量大，不锈钢管热处理

工序产生废气温度很高，存在余热流失

的现象 
余热未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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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方案产生和筛选 

本阶段阐述了清洁生产方案的产生，对所有产生的方案进行了

筛选和分类，并根据评估阶段的结果确定中/高费清洁生产方案供下

一阶段进行可行性分析。 

4.1 方案的产生 

江苏武进不锈钢管厂集团有限公司清洁生产方案的产生主要有

以下几个途径： 

①通过清洁生产的宣传发动，提高员工清洁生产意识，发放清

洁生产合理化建议表，鼓励员工提案，广泛征集能源和原材料、工

艺、设备、过程控制、废弃物利用管理、员工等方面的清洁生产方

案； 

②在确定了审核重点后，咨询机构和审核小组成员根据清洁生

产审核程序，对清洁生产审核重点进行了分析，并对重点车间的员

工进行培训，集思广意，分析探讨可改善的地方，共同商讨后形成

可施行的改善方案； 

③咨询机构邀请了清洁生产专家多次到企业，通过实地调查找

出可能存在改进的环节，整理后交由审核小组讨论，对于可以实施

的方案予以实施。 

4.2 方案的分类汇总 

将在本轮审核过程中，由各种途径产生的各类清洁生产方案进

行了汇总，最终得到清洁生产方案共计18项，详见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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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清洁生产方案汇总 

方案编

号 
方案 
类型 

方案名称 方案内容 

预期

投资 
预期效益 

（万元）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1 

原辅

材料 

原辅材料

限量领用 

严格按产品限额及生产

计划领用原辅料，采用

用多少领多少，减少浪

费现象 

0 
减少边角料的

产生,最大化的

杜绝了浪费 
3 万/年 

2 
合理控制

采购量 

制定并控制合理采购

量，实施准时化采购，

缩短仓储时间，节省采

购，仓储资金占用 

0 

根据生产需要

进行实时采购,
避免仓储占用

场地,资金., 

2 万/年 

3 
 

设备

维修

与更

新 

圆钢热穿

孔斜底炉

窑节能改

造 

原先 4 座用煤的炉窑

改用 4 座使用清洁能

源天然气炉窑 
 

230 
减少煤耗，减少

炉渣、SO2排放 
182.5 万 

4 

精密管制

造工艺进

行再造 

用环孔型轧辊工艺替代

原直线内外模冷拔工

艺，对不锈钢管冷轧工

艺进行节能改造， 

860 
减少电耗、煤

耗、天然气消耗 
168.01 万 

5 
水箱 

 

原来酸洗工段冲洗水泵

每次开泵经常要灌水，

现在制作了一个不锈钢

水箱在泵的上方，一开

泵直接可以使用。不锈

钢水箱靠自动潜水泵补

充水 

2 
节约了人工灌

水 
节约人工费 2

万/年 

6 余热利用 

利用不锈钢固溶热处理

箱式炉窑的排烟废气的

热量，在管道上加装余

热锅炉 

14.5 
减少蒸汽耗用，

节能降耗 
50.04 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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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编

号 
方案 
类型 

方案名称 方案内容 

预期

投资 
预期效益 

（万元）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7 

过程

优化 

增加水

表、电表

分表 

每个车间及办公区域增

加水表、电表的分表 
5 

提高员工节能

意识，挖掘潜在

节能空间 
-- 

8 
加强设备

计量与检

测 
提高质量，降低消耗 2 

加强计量后杜

绝了不必要的

损耗 
2 万/年 

9 
隔油池不

锈钢扶梯 

原来隔油池水位比较

高，工人可以直接站在

隔油池上方用器具直接

舀油，现在水位降低以

后，工人够不着操作。

在隔油池上建造了一个

不锈钢扶梯约 2 米通道

隔油池下去，在扶梯的

底部建造了一个不锈钢

平台，方便工人操作 

0.18 便于工人操作 
缩短工时，节约

人工费 1.2 万/
年 

10 
酸雾塔改

用液碱 
 

原来酸雾塔使用片碱，

老是堵塞，现改用液碱 
3 

节约成本,节约

人工,减少了设

备的维修费用 
2 万/年 

11 
不锈钢盛

油盘 

空压机会有漏油的现象

出现，为了不让漏出的

油乱流，依空压机的尺

寸做了不锈钢的盘子，

空压机就放在不锈钢盘

子里，漏出的油就掉在

盘子里 

0.1 

提高工作场所

安全性,降低污

染,杜绝不必要

的浪费 

0.2 万/年 

12 管理 

加强管道

冒、跑、

滴、漏管

理；修护

破损的保

温层 

对企业设备进行全面的

排查，对发现跑、冒、

滴、漏和保温层破裂的

情况及时修复完善，并

建立定期检查的机制，

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1 

减少因跑、冒、

滴、漏和保温层

破裂等情况引

起的不必要的

能源损失 

减少了公司的

能耗成本 1.8万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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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编

号 
方案 
类型 

方案名称 方案内容 

预期

投资 
预期效益 

（万元）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13 
办公用电

管理 

各办公室必须在下班时

将所有电脑主机，显示

器及各类电源关掉。 
0 

节省电能 2.25
万 kwh/a 

节省电费 1.8万
/年 

14 
完善应急

预案 

针对企业运行及危险废

弃物等，完善环境应急

预案内容 
3 

减少污染事故

产生的经济损

失 

降低污染事故

发生时的影响 

15 
增加危险

废物标示

牌 

在堆放危险废物的显目

位置放标示牌 
0.2 

减少污染事故

产生的经济损

失 

降低污染事故

发生时的影响 

16 
提高岗位

责任 
严格各个岗位人员的责

任 
0.1 

提升员工责任

心 
降低污染事故

发生几率 

17 
严格生产

调度和操

作管理 

避免设备空运转，节能

和能量高峰使用 
0 

节约能源，降低

能耗 
降低成本 

18 人员 员工培训 
组织公司人员参加清洁

生产和能源管理培训 
0.03 

提高员工的节

能降耗意识，降

少污染物排放 

降低了能源的

损耗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小组根据企业资金使用的具体情况，按方案

投资金额额度将方案分为无低费、中费和高费方案三类: 

（1）10万元以下（不含10万元）为无/低费方案； 

（2）10-20万元（不含20万元）为中费方案； 

（3）20万元以上为高费方案。 

根据表5-1在各部门产生的清洁生产方案中，共有无/低费方案15

个，中/高费方案3个。 

4.3 方案初步筛选 

初步筛选是要对已产生的所有清洁生产方案进行简单检查和评

估，从而分出可行的无/低费方案、初步可行的中/高费方案和不可行

方案三大类。其中，可行的无/低费方案可立即实施，初步可行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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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费方案供下一步进行研究、制定和筛选，不可行的方案则搁置或

否定。 

公司审核小组认识到方案筛选是抓好清洁生产的一个重要环

节。对于要实施的方案，要求能做到：⑴投入后效果好；⑵工期、

技术允许；⑶资金上公司能尽量予以解决。 

为此我们在方案筛选上，尤其中高费方案，杜绝随意性，逐条

调研、逐项科学论证、每项都经过审核小组讨论后决定。 

4.3.1 确定初步筛选考虑的因素 

公司审核工作小组的成员，对于无/低费方案，一经提出，立即

做出是非判断，可行的方案立即实施。对于中/高费方案，由于投入

资金较多，先进行初步筛选，再作可行性分析。初步筛选因素主要

考虑技术可行性、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实施难易程度以及对生产

和产品的影响等几个方面。 

技术可行性：主要考虑该方案的成熟程度，国内外是否已有类

似已实施的技术。 

环境效果：主要考虑该方案是否可以减少废弃物的数量和毒性，

是否能改善工人的操作环境等。 

经济效果：主要考虑投资和运行费用能否承受得起，是否有经

济效益，能否减少废弃物的处理处置费用等。 

实施难易程度：主要考虑是否在现有的场地、公用设施、技术

人员等条件下即可实施或稍作改进即可实施，实施的时间长短等。 

4.3.2 初步筛选 

采用简易筛选法，对各个方案进行初步筛选，结果如表4-2。 

表4-2  方案筛选表 



江苏武进不锈钢管厂集团有限公司清洁生产报告 

 58 

方案编号 筛选因素 

技术可行性 环境效果 经济效果 难易程度 结论 

3 √ √ √ √ √ 

4 √ √ √ √ √ 

6 √ √ √ √ √ 

从方案的初步筛选结果来看， 3号、4号、6号、3个中/高费方案

从技术、环境、经济效益上来看均是可行的。 

4.4 汇总筛选结果 

经过以上的汇总和初步筛选，现将选出的无/低费方案、技术可

行的中/高费方案、推荐可行性分析的方案和暂时放弃的方案列入表

4-3。 

表4-3 方案筛选汇总 

筛选类型 方案编号 

无/低费方案 1，2，,5，7-18 

推荐可行性分析的中/高费方案 3，4，6 

暂时被放弃的方案 无 

审核工作小组对筛选出的方案，按照先易后难，边审核边改进

的原则，同时结合企业资金筹集情况和技术改造实际需要，分批分

期对上述方案进行实施。对投入较大的中高费方案，在可行性分析

的基础上，逐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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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可行性分析 

本阶段的目的是将推荐出来的3个中/高费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和

环境的可行性分析。通过多角度分析，全面论证方案实施的可行性，

避免盲目性，确保资金投入的可回报性。 

5.1市场调查 

仅当清洁生产方案涉及产品结构调整、产生新的产品和副产品以

及得到用于其他生产过程的原材料时才需进行市场调查，否则不需

要。我公司提出的初步可行的 3 个中高费方案均不涉及产品结构变

动，因此不再就这些方案进行市场调查。 

5.2  技术评估 

技术评估中应考虑： 

（1）方案设计中采用的工艺路线、技术设备在经济合理的条件

下的先进性、适用性 

（2）与国家有关的技术政策和能源政策的相符性 

（3）技术引进或设备进口要符合我国国情，引进技术后要有消

化吸收能力 

（4）资源的利用率和技术途径合理 

（5）技术设备操作上安全、可靠 

（6）技术成熟 

5.2.1 方案 3：圆钢热穿孔斜底炉窑节能改造 

方案 3 选用优质的设备,聘请专业工程人员对原炉窑进行改造，

操作完全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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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在不锈钢无缝管制造工艺中，在圆钢加热炉窑上，根

据公司现有的热穿孔机组，在不锈钢圆钢斜底炉上进行节能改造，采

用先进计算机控制的节能型天然气不锈钢圆钢加热斜底炉，炉窑的炉

体材料为氧化铝超细纤维耐热材料，炉体外温度≤50℃。采用计算机

实行精确控温的空燃比控制技术，保证炉体内各加热段圆钢受热均

匀，充分利用废气通过换热器对助燃压缩空气进行预热（进炉空气预

热达到≤300℃），提高了燃烧热效率; 传动、助燃风机等系统采用变

频调速电机系统来降低能耗和提高产品质量。 对固溶热处理换热器

后的高温废气，充分利用余热资源进行综合利用，使能源消耗达到减

量化和再循环。淘汰了落后的煤气发生炉产气后供给炉窑燃烧的方

式。便于温度的控制、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4 座炉窑改造费用

总计约 230 万。 

优点：改造后 4 座炉窑实际年节能量折合标煤 1331.96 吨标煤/

年, 直接减少SO2排放量 13 吨/年、烟尘排放量 10.86 吨/年，减少炉

渣的产生量 706 吨/年。 

5.2.2 方案 4：对精密管制造工艺进行再造 

方案 4 通过对同类企业进行对比，购置了二、三辊冷轧管机组

13 台套，利用先进冷轧工艺技术将后道的冷拔工艺取消，聘请专业

人员进行安装改造，操作完全可行。 

技术方案：用环孔型轧辊工艺替代原直线内外模冷拔工艺，对

不锈钢管冷轧工艺进行节能改造，购置了二、三辊冷轧管机组 13

台套，利用先进冷轧工艺技术将后道的冷拔工艺取消，按照工艺流

程合理、高效、优化的原则，实行生产场地的调整，并按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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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工序向下工序流转的原则按冷轧工艺进行合理布局，新增了高

速冷轧管机组（其中电机调速系统采用可控硅内反馈斩波调速电机

系统），在公司生产的精密不锈钢管规格组距范围内均采用冷轧工

艺进行制造，其中去除了原冷拔工艺中的打头/焊头工序和润滑烘烤

工序；使原先必须平均 5 道次左右的流程（每一道次，必须要冷拔

/冷轧、修磨、矫直、酸洗、固溶热处理、切割、润滑/烘烤工序组

成），减少到目前的二道次。总改造费用约 860 万。 

优点：由于采用短流程生产方式，简化了工艺，大大地缩短了

工艺流程，年节能量折合成标煤约 876 吨。 

5.2.3 方案 6：利用不锈钢管加热炉的余热废气进行再利用 

方案 6 选用优质的设备，聘请专业人员对设备进行改造，操作完

全可行。 

技术方案：不锈钢管热处理工序中，炉窑的排烟废气经前道热交

换器，对进炉的助燃压缩空气进行预热达 300℃，提高了炉窑的燃烧

热效率外，出口的温度仍很高达 250-350℃。在排烟管道上加装了 1

吨余热锅炉，利用废气的高温对能源进行再利用。所产生的蒸汽应用

于酸洗工序生产，充分利用余热资源进行综合利用，使能源消耗达到

减量化和再循环。总投资约 14.5 万。 

优点：年节能量折算成标煤 260.88 吨标准煤。 

5.3  环境评估 

环境评估应包括： 

（1）资源消耗与资源永续利用要求的关系  

（2）生产中废弃物排放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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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污染物组分的毒性及其降解情况 

（3）污染物的二次污染 

（4）操作环境对人员健康的影响 

（5）废弃物的复用、循环利用和再生回收 
表 5-1 中高费方案环境评估表 

方案 
编号 

方案名称 环境评估内容 环境评估结果 

3 

圆钢热穿

孔斜底炉

窑节能改

造 

1、资源消耗与资源利用 
改造后 4 座炉窑实际节能量折合标煤

1331.96 吨标煤/年 

2、废弃物排放量 
减少SO2排放量 13 吨/年、烟尘排放量

10.86 吨/年，减少炉渣产生 706 吨/年 
3、污染物组分毒性及其降解 -- 

4、污染物的二次污染 -- 

5、操作环境 
用煤改用天然气，操作场所变的干净整

洁 
6、废弃物回用 -- 

4 
对精密管

制造工艺

进行再造 

1、资源消耗与资源利用 年节能量折合成标煤约 786 吨。 
 

2、废弃物排放量 -- 

3、污染物组分毒性及其降解 -- 

4、污染物的二次污染 -- 

5、操作环境 
用煤改用天然气，操作场所变的干净整

洁 
6、废弃物回用 -- 

6 

利用不锈

钢管加热

炉的余热

废气进行

再利用 

1、资源消耗与资源利用 年节能量折算成标煤 260.88 吨 
 

2、废弃物排放量 -- 

3、污染物组分毒性及其降解 -- 

4、污染物的二次污染 -- 

5、操作环境 变干净整洁 

6、废弃物回用 -- 

3 个中高费方案均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均不会对环境造成不良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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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经济评估 

经济评估是对清洁生产中/高费方案的综合性全面经济分析，主

要计算方案实施时所需各种费用的投入和所节约的费用以及各种附

加的效益，通过分析比较来选择最少耗费和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的方

案。 

方案 3：圆钢热穿孔斜底炉窑节能改造 

项目实施前圆钢加热炉主要能源为煤和焦炭；由于工艺的需要,

２.５米３煤气发生炉在二班运行中平均每天需消耗煤为 7.74 吨,焦

炭为 4.92 吨（含一班不生产炉窑空燃）,为满足工艺要求不运行时

也必须要保持发生炉关小风门,不停火炉窑空燃,每班要添加煤 0.26

吨,焦炭 0.17 吨,每年由于生产、检修等原因，非生产平均要达 100

天左右； 

改造前实际消耗折合标煤＝（7.74×0.7143+4.92×0.9714）×260

＋（0.26×0.7143+0.17×0.9714）×100＝2715.16 标煤/年 

改造后实际消耗的能源为天然气，炉窑的单位耗天然气量为

250 米3/小时，每天二班制运行，全年按 260 天生产计算；年消耗量

为 1040000 米3； 

改造后实际消耗折合标煤＝104×13.3＝1383.2 吨标煤/年 

实际年节能量＝2715.16-1383.2＝1331.96 吨标煤/年 

每吨按 1370 元计算得： 

①每座炉窑改造投资费用（I）＝230 万元  

②年净现金流量（F）＝年净利润+年折旧费 

＝0.137×1331.96+23＝205.48 万元 

③投资偿还期（N）＝I÷F＝230÷205.48＝1.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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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净现值(NPV) =205.48×7.024-230=1213.29 万元 

折旧年 n=10 年，银行利率按 7％计算，查得年贴现值系数表

得年贴 现值系数为 7.024 

⑤净现值率（NPVR）=NPV/I×100％=1213.29÷230=5.28 

由以上计算可知，此方案 N<10，NPV>0。所以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方案 4 对精密管制造工艺进行再造 

原项目采用冷拔工艺按平均 5 道次(一个道次：冷拔、矫直/切

割、打头、修磨、固溶热处理、润滑/烘烤、酸洗工序组成流转一次)，

冷却机功率 45KW、矫直机/切割机功率为 28KW、打头和修磨功率

22KW、润滑/步进式烘烤炉总功率为 33KW，每小时消耗煤 24 公斤；

热处理炉窑总功率为 90KW，消耗蒸汽为 100 米3/小时； 

项目实施前所消耗的能源： 

①电力：生产 1 吨不锈钢管成品=（冷拔 45×2.5 小时+矫直/切

割 28×0.8+打头 /修磨 22×1+润滑 /烘烤 33×0.4+固溶 90×0.6）

×5=1120.5Kwh 

折合成标准煤=0.138 吨 

②煤：烘烤过程中所消耗煤 55 公斤/小时，1 吨不锈钢管润滑/

烘烤时间为 20 分钟。消耗煤=0.055×0.4×5=0.11 吨 

折合成标煤=0.11×0.7143=0.08 吨标煤 

③天然气=100×0.6×5=300 米3/小时 

 折合成标准煤=13.3×0.03=0.399 吨 

合计=0.138+0.08+0.339=0.557 吨标煤; 

项目实施后所消耗的能源: 

轧机的功率 55KW, 矫直机/切割机功率为 28KW、打头和修磨

功率 22KW、润滑/步进式烘烤炉总功率为 33KW，每小时消耗煤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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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热处理炉窑总功率为 90KW，消耗蒸汽为 100 米3/小时； 

①电力：生产 1 吨不锈钢管成品=（冷拔 55×4 小时+矫直/切割

28×0.8+ 打头 / 修磨 22×1+ 润滑 / 烘烤 33×0.4+ 固溶 90×0.6 ）

×2=663.6Kwh 

折合成标准煤=0.082 吨 

②天然气=100×0.8×2=160 米3/小时 

 折合成标准煤=13.3×0.016=0.213 吨标煤 

合计=0.082+0.213=0.295 吨标煤; 

节能量=0.557-0.295=0.262 吨标准煤 

精密钢管生产能力为 3000 吨/年; 

年节能量=3000×0.262=876 吨 

每吨标煤按 1370 元计算得: 

①总投资费用（I）＝860 万元  

②年净现金流量（F）＝年净利润+年折旧费 

＝876×0.137+86＝206.01 万元 

③投资偿还期（N）＝I÷F＝860÷206.01＝4.17 年 

④净现值(NPV) =206.01×7.024-860=587.01 万元 

折旧年 n=10 年，银行利率按 7％计算，查得年贴现值系数表

得年贴 现值系数为 7.024 

⑤净现值率（NPVR）=NPV/I×100％=587.01÷860=0.68 

由以上计算可知，此方案 N<10，NPV>0 。所以在经济上是可

行的。 

方案 6：利用不锈钢管加热炉的余热废气进行再利用 

    利用不锈钢固溶热处理箱式炉窑的排烟废气的热量，在管道上加

装余热锅炉，锅炉容量为每小时产生 1T,烟气流量 15000-2000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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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温度 250-350℃、工作压力 4Kg。目前炉窑是连续生产，箱式炉

扣除节假日停炉、检修等原因，每年实际运行按 330 天计算，产生的

蒸汽按 0.9T计算 

年产生的蒸汽量=0.9×24×330=7128T 

年节能量折算成标煤=0.0366×7128=260.88 吨标准煤 

每吨标煤按 1370 元计算得: 

①总投资费用（I）＝14.5 万元  

②年净现金流量（F）＝年净利润+年折旧费 

＝260.88×0.1370+1.45＝37.2 万元 

③投资偿还期（N）＝I÷F＝14.5÷37.2＝0.39 年 

④净现值(NPV) =37.2×7.024-14.5=246.8 万元 

折旧年 n=10 年，银行利率按 7％计算，查得年贴现值系数表

得年贴 现值系数为 7.024 

⑤净现值率（NPVR）=NPV/I×100％=246.8÷14.5=17 

由以上计算可知，此方案 N<10，NPV>0 。所以在经济上是可

行的。 

5.5  确定推荐方案 

上述 3 个中/费方案经过评估均为可行方案，因此向企业管理者推

荐实施该 3 个方案，待管理层批准后分别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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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方案实施 

本阶段的目的有二个: 第一是将已确定的可行性方案组织实施，

确保可行性方案的实施进度，使其尽快发挥效益。第二是对已实施

的无/低费方案的效益进行总结，通过总结，让事实说话，让事实教

育全体员工。 

6.1 方案实施计划 

方案实施阶段必须根据方案可行性分析结果，企业现有资金状

况，技术难易程度以及其它外部条件等因素，确定各选定方案实施

的先后顺序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各中/高费方案的实施计划见

表6-1至表6-3。 

表6-1  圆钢热穿孔斜底炉窑节能改造方案实施计划表 

序号 作业步骤 
2011 年 活动工作 

分配 7 8-9 10 

1 调研    审核小组 

2 决   策    公司领导层 

3 购置设备    设备科 

4 安    装    设备科 

5 调    试    生产科 

6 运    行    生产科 

 

表6-2  精密管制造工艺方案实施计划表 

序号 作业步骤 
2011 年 活动工作 

分配 7 7 8 9 10 

1 调研      审核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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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   策      公司领导层 

3 购置设备      设备科 

4 安    装      设备科 

5 调    试      生产科 

6 运    行      生产科 

 

表 6-3 余热废气进行再利用方案实施计划表 

序号 作业步骤 
2011 年 活动工作 

分配 7 8 9 10 

1 调研     审核小组 

2 决   策     公司领导层 

3 购置设备     设备科 

4 安    装     设备科 

5 调    试     生产科 

6 运    行     生产科 

6.2 汇总已实施方案的成果 

6.2.1 已实施方案汇总 

在本轮清洁生产中，咨询机构和审核小组本着边审核、边实施

整改的原则，及时实施了一部分方案，收到了一定的环境和经济效

益，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以来，咨询机构和审核小组共提出清洁生产

方案18项，本轮审核中实施18项，其中已实施完成无/低费方案15项

（详见表6-5），中/高费方案3项（详见表6-6），在预评估和评估阶段，

均有无/低费方案提出，对可行的无/低费方案均安排实施，通过各个

清洁生产方案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坚定了公司

实施清洁生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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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  已实施无/低费方案汇总 

方案编

号 
方案 
类型 

方案名称 方案内容 
投资 效益 

（万元）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1 

原辅

材料 

原辅材料

限量领用 

严格按产品限额及生产

计划领用原辅料，采用

用多少领多少，减少浪

费现象 

0 
减少边角料的

产生,最大化的

杜绝了浪费 
3 万/年 

2 
合理控制

采购量 

制定并控制合理采购

量，实施准时化采购，

缩短仓储时间，节省采

购，仓储资金占用 

0 

根据生产需要

进行实时采购,
避免仓储占用

场地,资金., 

2 万/年 

5 
 

设备

维修

与更

新 

水箱 
 

原来酸洗工段冲洗水泵

每次开泵经常要灌水，

现在制作了一个不锈钢

水箱在泵的上方，一开

泵直接可以使用。不锈

钢水箱靠自动潜水泵补

充水 

2 
节约了人工灌

水 
节约人工费 2

万/年 

7 
过程

优化 

增加水

表、电表

分表 

每个车间及办公区域增

加水表、电表的分表 
5 

提高员工节能

意识，挖掘潜在

节能空间 
-- 

8 
加强设备

计量与检

测 
提高质量，降低消耗 2 

加强计量后杜

绝了不必要的

损耗 
2 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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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编

号 
方案 
类型 

方案名称 方案内容 
投资 效益 

（万元）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9 
隔油池不

锈钢扶梯 

原来隔油池水位比较

高，工人可以直接站在

隔油池上方用器具直接

舀油，现在水位降低以

后，工人够不着操作。

在隔油池上建造了一个

不锈钢扶梯约 2 米通道

隔油池下去，在扶梯的

底部建造了一个不锈钢

平台，方便工人操作 

0.18 便于工人操作 
缩短工时，节约

人工费 1.2 万/
年 

10 
酸雾塔改

用液碱 
 

原来酸雾塔使用片碱，

老是堵塞，现改用液碱 
3 

节约成本,节约

人工,减少了设

备的维修费用 
2 万/年 

11 
不锈钢盛

油盘 

空压机会有漏油的现象

出现，为了不让漏出的

油乱流，依空压机的尺

寸做了不锈钢的盘子，

空压机就放在不锈钢盘

子里，漏出的油就掉在

盘子里 

0.1 

提高工作场所

安全性,降低污

染,杜绝不必要

的浪费 

0.2 万/年 

12 

管理 

加强管道

冒、跑、

滴、漏管

理；修护

破损的保

温层 

对企业设备进行全面的

排查，对发现跑、冒、

滴、漏和保温层破裂的

情况及时修复完善，并

建立定期检查的机制，

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1 

减少因跑、冒、

滴、漏和保温层

破裂等情况引

起的不必要的

能源损失 

减少了公司的

能耗成本 1.8万
/年 

13 
办公用电

管理 

各办公室必须在下班时

将所有电脑主机，显示

器及各类电源关掉。 
0 

节省电能 2.25
万 kwh/a，折合

标煤 2.77 吨/年 

节省电费 1.8万
/年 

14 
 

完善应急

预案 

针对企业运行及危险废

弃物等，完善环境应急

预案内容 
3 

减少污染事故

产生的经济损

失 

降低污染事故

发生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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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编

号 
方案 
类型 

方案名称 方案内容 
投资 效益 

（万元）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15 
增加危险

废物标示

牌 

在堆放危险废物的显目

位置放标示牌 
0.2 

减少污染事故

产生的经济损

失 

降低污染事故

发生时的影响 

16 
提高岗位

责任 
严格各个岗位人员的责

任 
0.1 

提升员工责任

心 
降低污染事故

发生几率 

17 
严格生产

调度和操

作管理 

避免设备空运转，节能

和能量高峰使用 
0 

节约能源，降低

能耗 
降低成本 

18 人员 员工培训 
组织公司人员参加清洁

生产和能源管理培训 
0.03 

提高员工的节

能降耗意识，降

少污染物排放 

降低了能源的

损耗 

备注：方案3圆钢热穿孔斜底炉窑节能改造，总计有四座炉窑需要改

造，因时间问题，目前已有三座炉窑已改造完并投入使用，另外一

座正在改造中，这里所有的实际效益按三台计算。 

表6-6  已实施中/高费方案汇总  

方案

编号 
方案类

型 
方案名称 方案内容 

已投资 实际效益 

（万元）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3 

设备

维修

与更

新 

圆钢热穿孔

斜底炉窑节

能改造 

原先用煤的炉窑改用

清洁能源天然气 
 

230 

年节能量折合成

标煤约 1331.96
吨。减少SO2排

放量 13 吨/年、

烟 尘 排 放 量

10.86 吨/年，减

少炉渣产生 706
吨/年 

182.5 万/年 

4 
精密管制造工

艺进行再造 

用环孔型轧辊工艺替代

原直线内外模冷拔工

艺，对不锈钢管冷轧工

艺进行节能改造 

860 
年节能量折合成

标煤约 876 吨 
120.01 万/年 

6 余热利用 

利用不锈钢固溶热处理

箱式炉窑的排烟废气的

热量，在管道上加装余

热锅炉 

14.5 
年节能量折算成

标煤 260.88 吨 
35.74 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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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方案效益汇总 

清洁生产方案效益汇总详见表6-7，汇总明细详见表6-8。 

表6-7  已实施完成清洁生产方案经济/环境效益汇总表 

无低费方案个数 15 完成个数 15 

中高费方案个数 3 完成个数 3 

投入   

（万元） 

资金额（万元） 1121.11 

资金来源 公司支出 

经济效益（万元） 354.25 

增效 
降低厂能源消耗折合标煤 (吨/

年) 
2471.61 

表6-8  经济/环境汇总明细表 

方案编号 投资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万元） 

节能折合标煤（吨） 

1 0 
减少边角料的产生,最大化的杜绝

了浪费 3万/年 

2 0 
根据生产需要进行实时采购,避免

仓储占用场地,资金。 2 

3 
230 

年节能量折合成标煤约 1331.96 吨。

减少SO2排放量 13 吨/年、烟尘排放

量 10.86 吨/年，减少炉渣产生 706
吨/年 

182.5 万/年 

4 860 
减少了电能消耗 137 万 kwh/a，节能

折合标煤 876 吨/年 
120.01 

5 2 -- 2 

6 14.5 
改造后年产生蒸汽 7128 吨。节能折

合标煤 260.88 吨/年， 35.74 

7 5 提高员工节能意识，挖掘潜在节能

空间 -- 

8 2 加强计量后杜绝了不必要的损耗 
 

2 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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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18 便于工人操作 
缩短工时，节约人

工费 1.2 万/年 

10 3 --- 2 

11 0.1 --- 0.2 

12 1 --- 减少了公司的能

耗成本1.8万/年 

13 0 
节省电能 2.25 万 kwh/a，折合标煤

2.77 吨/年 
节省电费 1.8 万/年 

14 3 --- --- 

15 0.2 --- --- 

16 0.1 ---     --- 

17 0 ---     --- 

18 0.03 ---     --- 

总计 1121.11 节能折合标煤2471.61吨/年。减少

SO2排放量13吨/年、烟尘排放量

10.86吨/年，减少炉渣产生706吨/

年。 

   354.25 

6.3 本轮清洁生产目标完成情况 

本轮清洁生产目标完成情况列于表 6-9。 

 
表 6-9 清洁生产审核前后目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项目 现状 
近期目标（2011 年底） 实际完成 

完 成 率

（%） 
削减量 相对量 削减量  

单位产品总能源消耗（折合成标煤/t） 0.7115 0.0671 9.43% 0.0713 106.2 

二氧化硫排放量（t/a） 23.34 3.25 13.92% 9.75 300 



江苏武进不锈钢管厂集团有限公司清洁生产报告 

 74 

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后，与国内同类企业相比，该企业能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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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持续清洁生产 

随着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不断推进，公司领导以及广大员工看

到了审核的成效，明白了清洁生产工作是应该在公司长期、持续的

推行下去。因此，在这个阶段，审核工作小组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和

完善清洁生产工作的组织机构，建立实施清洁生产的长效管理制度，

并制定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7.1 继续保留清洁生产审核小组 

通过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全公司上下领导、职工对清洁生产有

了一个深刻的认识，体会到了清洁生产审核“节能、降耗、减污、增

效”目标是的确能实现的。如果能将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在企业内长期

持久的开展下去，不仅可以巩固已取得的清洁生产成果，而且可以

促进发现更多的清洁生产机会，取得新的经济和环境效益，进一步

降低公司的物耗、能耗，实现企业的良性循环。因此，虽然本轮清

洁生产工作即将结束，我公司领导讨论后决定继续保留现有的清洁

生产审核小组，并考虑扩大审核小组规模，让更多的员工能够真切

的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来。 

7.2 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管理制度 

通过本轮清洁生产方案的实施，我公司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对企业现行的管理制度也进行了逐一审核挖掘潜力，

但相比之下成果稍显薄弱。虽然管理制度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和环

境效益，但是它对公司的整体运营起到了规范作用，间接的影响了

企业的运转，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持续清洁生产阶段，我

们将从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管理制度做起，加大对管理制度关注的

力度，一旦发现不不合适的管理制度立即修改，同时积极关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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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等各类渠道的资讯，保障企业管理与时俱进。 

在本轮审核中，我们深刻的认识到员工是企业的主人，一线员工

对生产接触多，最容易发现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以往没

有改进改善的意识，所以往往会让很多优秀的工艺技术改进方案悄悄

溜走。因此，提高员工的清洁生产意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在持

续清洁生产审核中，我们将建立清洁生产定期培训制度，提高员工的

职业敏感性；更好的贯彻公司现有的奖励制度，对在清洁生产工作中

表现突出的，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方案被采纳的、工艺改进有突破的、

研究开发出清洁生产成果的职工，根据贡献大小，给予精神表彰和物

质奖励。 

7.3 制定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为持续搞好清洁生产工作，使该项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不断深

化、细化，审核小组制定了持续清洁生产计划，见表7-1，并上报公

司有关领导。 

持续清洁生产的重点主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减少全公司电耗，尤其生产过程中电耗偏高，考虑是否做谐

波测试或者无功补偿，提高供电因素，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2、减少全公司水耗，关注生产过程中的冷却水，循环水能否更

好得重复利用。 

3、在厂界栽种吸声植物，进一步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建立环保定期监测制度。根据环保部门要求，加强公司废水、

废气、噪声、固废的定期监测，确保公司安全生产，无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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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计划分

类 
主要内容 时间 

负责

部门 

下一轮

清洁生

产工作

计划 

制订详细的清洁生产工作方针及目标 2012.2 

清洁

生产

审核

小组 

对已实施的方案的管理上进一步加强相应的管理

措施，并形成制度 
2012.2-2012.5 

继续调查、征集清洁生产无低费、高中费方案 2012.2 

调研、筛选可实施的，具有经济、环境效益的中

高费方案，并安排实施 
2012.3-2012.6 

落实清洁生产责任制，确保清洁生产工作的正常

有效开展 
2012.7-2012.12 

下一轮

清洁生

产工作

重点 

改进生产设备及生产工艺流程，进一步降低产品

电耗、水耗、物耗以及三废尤其是重金属的产生 
2012.7-2012.8 

生产

科、设

备科 

厂界栽种树木或者安装隔音屏进一步降低噪声 2012.9- 

进一步完善废水处理及回用过程，提高现场管理

水平 
2012.9- 

招聘实验员，每天监测水质情况，建立环保定期

监测制度 
2012.9- 

 

清洁生

产培训

计划 

利用黑板报、会议等形式，宣讲清洁生产相关政

策、技术等，继续提高员工清洁生产认识和业务

水平 
全年 

清洁

生产

审核

小组 
积极参加地方政府或上级组织的清洁生产培训 不定期 

有机会参观清洁生产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同行，学

习人家的先进经验 
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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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总结与建议 

本公司的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自 2011 年 6 月开展至今，已接近尾

声。本次清洁生产工作得到了公司领导层的大力支持和广大员工的

热烈响应，现对本次审核工作总结如下。 

8.1 审核工作成效评价 

①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通过对企业实际情况的系统调查和清洁生产专家的指导，发动

全体员工提合理化建议，邀请专家多次到生产现场踏勘，找出了公

司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调整了部分生产过程中不合理的地方，

本次审核共确认清洁生产方案 18 个，其中无低费方案 15 个，中高

费方案 3 个，共计投入资金约 1121.11 万元，至 2012 年 4 月，已完

成无低费方案 15 个，中高费方案 3 个。这些方案实施的取得了明显

的经济效益，每年可节约资金约 354.25 万元。 

②取得了丰硕的环境效益 

本轮清洁生产审核查找了我公司所存在的环境问题，通过针对性

方案的实施，公司的能耗、物耗均有下降，全年节约能源折合标煤约

2138.62 吨，达到了国内同行业清洁生产的先进水平。 

③激发了领导和企业职工参与清洁生产的工作热情 

通过本次清洁生产审核，组织员工培训，鼓励员工提合理化建议，

激发职工参与清洁生产的工作热情。对于职工提出的建议，公司领导

都非常重视，审核小组也积极鼓励和协助，使建议及时实施。这些方

案的实施，让全公司职工体会到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给企业带来的积极

变化，从而逐步克服了各类障碍，在日常工作中养成一种下意识的节

能、降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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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本轮清洁生产使我公司在节能、降耗、减污、增效各方面都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节约了生产成本，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全体员工对

清洁生产有了新的认识。由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明显提高，同时公司的社会形象也大大提升。 

8.2 审核工作的体会 

在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公司得到了上级环保主管

部门的大力支持。审核之初，在咨询机构的协助下，公司迅速成立了

清洁生产审核小组，并进行了清洁生产培训，大部分员工转变了清洁

生产只是清洁工厂卫生的错误观念，真正了解到什么是清洁生产。原

来清洁生产是指通过产品设计、能源和原料选择、工艺改革、生产过

程管理和物料内部循环利用等环节，实现源头控制，使企业生产所用

的原料、能源降低，生产效率提高，产生的污染物减少的一种手段。

经过培训，所有员工了解了清洁生产的真正目的，每个人都积极行动，

出言献策，将自己对本岗位清洁生产的认识汇报给领导。 

在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过程中，公司始终遵循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的原则，在专家的指导下，从深层次查找分析原因，注重实效。清

洁生产方案的实施也是遵循先易后难，先无低费，后中费或高费的原

则。清洁生产方案的实施与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革新相结合，在企

业的技改中实现清洁生产。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通过各项清洁生产

方案的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就已经小有成效。 

本次清洁生产审核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环境效益，通过取得的各

项效益我公司充分认识到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是防治企业污染、解决环

境问题、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益的最佳途径，它是一项持续长期的工作，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再接再厉、持之以恒，把清洁生产工作不断

深入下去，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通过不断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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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创新，才能持续实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目的，提高环境

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才能为公司的不断壮大和持续发展打下

良好的基础。 

8.3 致谢 

通过本轮清洁生产审核，我公司取得了又一个新的良好开端，

有利于经营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总

结、提高我们的清洁生产工作水平，把企业的清洁生产工作不断推

向深入，把清洁生产工作做得更好，争取更大的环境及经济效益。 

我公司本次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得到了江苏省环保厅、常州市环

保局、常州市经贸委等有关单位领导的支持、关心和指导，在此表

示最衷心的感谢。 

特别感谢南京工业大学的领导及专家对审核工作的悉心指导，

感谢南京工业大学项目组所有成员对审核报告编制的大力帮助，最

后感谢本公司领导的支持与审核小组成员的积极配合。 

由于时间仓促及水平有限，如有谬误之处，敬请各位领导、专

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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