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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审核案例

推荐机构：广东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认证人员：曾庆远

审核时间：2011 年 10 月 18-19 日（2天）

审核类型：能源管理体系初次认证审核（二阶段）

审核准则：GB/T 23331-2009 标准

一、审核案例发生的背景介绍

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1 月成立，地处佛山市三水区白坭

镇中部开发区，拥有自动化陶瓷生产线 12 条，主要产品为瓷片内墙砖（吸水率 E>10%）、

外墙砖（吸水率 E≤0.5%），设计产能为 60 万吨，生产能力达到 4000 万平方米/年。2010

年总消耗 175145.83 吨标煤。根据粤经信节能【2011】543 号文件要求及政府下达的节

能任务，该公司在“十二五”期间实现 21467.34 吨标煤的节能量，并且要求产值能耗

下降率达 25%。

面对节能减排指标的巨大压力，该公司适时导入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2011

年被我司选为全国首批 3家陶瓷行业能源管理体系试点企业之一。

能耗核算边界：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中部工业开发区，配料、球磨、喷雾干燥、压

制成型、素烧、喷釉、印花、釉烧、磨边、检验生产过程所涉及的能源管理活动，涵盖

水煤浆制作、水煤气生产、变电配电、余热回收利用、通风除尘、供水、污水处理、压

缩空气、照明、厂内运输等辅助生产过程所涉及的能源管理活动。

审核组第一阶段审核发现，该公司生产所消耗的主要能源是原煤(94%)、电力（5.5%）

及柴油（0.5%）。块煤用于制水煤气，用于窑炉烧成；粉煤用于制作水煤浆，用于喷雾

制粉；电力主要用于球磨、压制、抛光/磨边，柴油主要用于叉车、铲车等使用。用水

水源由自来水和河水构成。主要耗能部门为原料车间、成型车间、窑炉车间、釉线车间、

工艺车间、磨边车间、煤气站和其他部门。

2010 年公司共生产外墙砖(吸水率 E≤0.5％)产品产量为 157188.19 吨、瓷片内墙

砖（吸水率 E>10％）产品产量为 431126.26 吨，总消耗 175145.83 吨标煤，2010 年公

司总资产为 98513.8 万元，全年实现利税为 3303.1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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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砖的生产工艺

原料 球磨 喷雾干燥 成形

能源占比 2-3% 23% 1-1.5%

坯体干燥 烧成 抛光

能源占比 69%

审核组组长在第二阶段审核前的内部会议上，通报了第一阶段审核情况，客户陶瓷产品生产工艺流程，明确了第二阶段审核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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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关注二段式煤气发生炉将块煤转化为水煤气的转换效率，关注球磨电能消耗和泥浆

的含水率，喷雾干燥燃料消耗，关注压制过程的电耗、粉料损耗、坯砖的破损率，关注

干燥和烧成的水煤气消耗、空窑率、破损率、排烟温度、烟气过氧系统、余热回收和利

用，关注抛光磨边的电能消耗、破损率，供电的稳定性、功率因数。 从“能量利用原

则：动态有序、连接紧凑、高效集成、耦合匹配。合理用能：按质用能，不高质低用，

不高质能低质回收；完全用能：外部损失降低到 小，如排烟、排液、散热等；充分用

能：数量、质量、层级用用户方面实现耦合控制，温度对口、分级回收、梯级利用；优

化用能：能量综合利用，信息化手段、智能控制、精准运行，消除操作裕度大、能效低

的因素。”的角度，审视企业的能源管理，关注企业节能空间的识别、节能减排方案的

制定与实施，节能目标的分解、考核和实现情况。

二、案例发生的主要过程

审核员在原材料车间审核喷雾干燥过程中审核发现，该公司采用湿法造粒法，将砂、

石、泥、水、减水剂、水玻璃等原料，按工艺要求秤重配比后投入 40 吨球磨机，再按

要求配一定比例的中铝球石，球磨约 11 小时后制成含水率 32%左右的泥浆料。浆料在约

300 吨的浆料池中陈腐均化约 24 小时后通过柱塞泵，从浆池以 1.0MPa 的压力送入喷雾

干燥塔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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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干燥塔系统示意图

审核发现，2004 年投入时，该公司热风炉使用的燃料为重油，2006 年以来石油价

格暴涨，导致企业成本压力巨大，于是在 2008 年改用水煤浆，以替代价格高昂的重油。

水煤浆（CWM）是以煤代油为目标的新型燃料。由于水煤浆既能保持煤的物理化学

性能，又能象石油一样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可以泵送，又易储运和调整，可以

雾化燃烧，又属低污染洁净燃料，而且燃烧效率高，在陶瓷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

审核发现，该公司的水煤浆主要使用二段式煤气发生炉筛选下来的煤粉，加 49%左

右的水及煤气站产生的酚水，再加约 1%的化学添加剂混合后，经球磨机研磨 11 小时，

强力搅拌，形成煤—水两相，含 50%左右水分的流浆体。

一直坚持烧水煤浆的原因：

1、也许满足于现状，替代重油，效果良好，节约成本。

2、也许守旧，全行业都用水煤浆，对节能空间认识不足。

3、也许技术不成熟，存在安全隐患，下不了决心。

4、也许生产太繁忙，没有时间、空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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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粉

酚水 球磨机 水煤浆 管道输送
原料车间
水煤浆池

热风炉 喷雾塔

水及添加
剂

水煤浆消耗系统水煤浆制作系统 水煤浆输送系统

水煤浆系统简易流程

审核发现，水煤浆在热风炉内的燃烧过程为：第一阶段蒸发水分预热及雾化；第二

阶段快速加热水分完全蒸发，煤浆颗粒结团；第三阶段水煤浆中的挥发分气化开始点大，

即一般的形成火焰阶段；第四阶段强力燃烧阶段，水煤浆的煤颗粒内水和附着水分发生

水爆现象并伴有水煤气反映；第五阶段燃尽阶段。水煤浆依靠水煤浆在入炉前于燃烧器

处预热蒸发，和通过喷嘴使煤、水、蒸汽三项物质在不同压力下，合理配合雾化，使煤

颗粒以均匀雾化，以利于快速蒸发和高效率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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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煤浆燃烧过程

喷雾干燥塔

审核发现，2010 年该公司喷雾干燥过程生产 64.8 万吨粉料，耗用 42064.87 吨（占

原煤 22.3%），单位粉料产品的水煤浆消耗为 129kg 水煤浆/吨。即：42064.87 吨原煤用

于制作含水率 50%的水煤浆，水煤浆用于热风炉燃烧产 生烟气，蒸发了浆料中水分 28

万吨和水煤浆中的 4万吨水分(占 14.3%，6009 吨原煤)。水分的蒸发量非常大，原煤耗

量也很大。从水蒸汽的焓熵图(h-s 图)上查得，20℃的热焓值为 83.90 kJ/kg，260℃的

蒸汽热焓值为 2994.1 kJ/kg， 蒸发水分理论吸热 958112 GJ，折合 32745 吨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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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发现，喷雾干燥过程水分的蒸发量非常大，因此所需的水煤浆耗量也会很大，

单位粉料产品的水煤浆消耗为 120 kg 水煤浆/吨（其中 2011 年 9 月水煤浆消耗为

134.43kg/t ）。2010 年该公司用于制作水煤浆耗用的原煤量为 42064.87 吨。该公司所

用水煤浆全部为自制。

三、主要审核发现和审核沟通

审计组针对喷雾干燥塔用 50%水分的水煤浆为燃料的现象，结合能源知识指出，少

量水分对着火有利，从燃烧动力学角度看，在高温火焰水蒸气对燃烧具有催化作用，可

以加速煤粉焦碳的燃烧，可以提高火焰黑度，加强燃烧室炉壁的辐射换热。另外，水蒸

气分解时产生的氢分子和氢氧根可以提高火焰的热传导率。一般来说，水分为 5～8%为

宜。但是，50%水分含量过大，水煤浆燃烧过程中，水分吸收大量的热量变为水蒸汽被

蒸发掉，带走了一部分热量，使热风炉的热效率降低；高水分使煤的着火点升高，引火

困难，影响燃烧速度，降低炉膛温度，使得其火焰温度平均比煤粉火焰低 100－200℃；

水分蒸发汽化，增加了烟气量，提高了引风机的电力消耗；从而使煤粉气流吸卷的烟气

温度以及火焰对煤粉的辐射热都降低，这对着火不利。

我们参考 GB/T 213—2008《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应用如下公式，将收到基高位

发热量转换成收到基恒容低位发热量：

Qnet,v,cwm = Qgr,v,cwm-206Hcwm -23Mcwm

式中，

Qnet,v,cwm 为水煤浆的恒容低位发热量，单位为焦耳每克（J/g）；

Qgr,v,cwm 为水煤浆的恒容高位发热量，单位为焦耳每克（J/g）；

Hcwm 为水煤浆中氢的质量分数，%；

Mcwm 为水煤浆中水分的质量分数，%；

206 为对应于空气干燥水煤浆样中每 1%氢的汽化热校正值（恒容），单位为焦耳每

克（J/g）；

23 为对应于收到基水煤浆中每 1%水分的汽化热校正值（恒容），单位为焦耳每克

（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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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煤浆热值与水分关系图

由上可知，燃煤中水分的增加对低位发热量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水分增加使煤

中的可燃质成份减少，导致低位发热量降低；二是水分增加使其在煤中吸收的汽化潜热

量增加，加大了干燥塔排湿。

审核组结合亲身经历，列举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使用原煤磨

粉直接燃烧的成熟应用案例。认为陶瓷行业可以借鉴，若能改变喷雾塔燃烧方式，即将

燃烧水煤浆方式改变为直接燃烧煤粉方式，将会大大的提高煤粉的热量利用率提出改用

煤粉为喷雾干燥塔燃料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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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示意图

该公司用于制作水煤浆的原煤低位发热量为 25526.4 kJ/kg，含水率为 8%。制成含

水率为 50%的水煤浆，需加入 0.92-0.08=0.84kg 水分。在常压下水分由常温（假设是

20℃）升温加热，再以 260℃水蒸汽形式排出所消耗 低热量为：

0.84kg 水分×（2994.1-83.90）kJ/kg =2444.6 kJ，折合 83.5g 标准煤。

注：从水蒸汽的焓熵图(h-s 图)上查得，20℃的热焓值为 83.90 kJ/kg，260℃的蒸

汽热焓值为 2994.1 kJ/kg。

因此，1kg 的煤粉，制成 1.84kg 的水煤浆后，有效热值下降率为：2444.6/25526.4

×100%=9.6%。按当前平均单耗 120kg 水煤浆/吨（含水率 50%），120 kg 水煤浆由 65.2 kg

原煤（8%含水率）加 54.8kg 水分配合而成计算，54.8kg 水分所消耗 低热量为 54.8kg

水分×（2994.1-83.90）kJ/kg =133,962.3kJ，折合 4.58kg 标准煤,折合 5.25kg 原煤。

以日产 500 吨喷雾干燥塔，每吨粉料消耗原煤（65.2 kg）不变计算，以原煤制煤

粉直接使用，每天至少可节省水煤浆中无效水分 54.8kg×500 蒸发所消耗的原煤

5.25kg/t×500=2625 kg 煤粉，按进价 996 元/吨计，每天至少可节省 2614.5 元。

另，由于燃料中水分的减少，可提高燃烧速度和炉膛温度，减少水分蒸发汽化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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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烟气量，降低引风机的电力消耗，可提高煤粉气流吸卷的烟气温度以及火焰对煤粉

的辐射热，大大提高热风炉的热效率。

审核组所提出的上述改进建议，得到企业领导层高度的认可和重视。他们认为有理

论依据，有相关应用案例，表示立即制定管理改进的方案和措施。

四、受审核方主要的改进方法及其成效

该公司立即与专业厂家技术洽谈，签订技术改造合同，2011 年 12 月完成了二厂原

料车间 2#5000 型喷雾塔改造成燃煤粉项目技术改造。

燃烧水煤浆（改造前）工艺流程

粉煤 → 球磨机(含水率 50%的水煤浆) → 浆池 → 输送 → 水煤浆（50%）中转缸

→ 柱塞泵 → 喷射水煤浆进热风炉内燃烧。

燃烧煤粉（改造后）工艺流程

粉煤 → 研磨制粉(150-180 目干煤粉) → 压缩罐 → 罗茨风机 → 气流输送 →

中转罐 → 燃烧罐 → 喷射干煤粉进热风炉燃烧。

燃水煤浆与燃煤粉简单流程图

根据《 2011 年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节能自查报告》，该公司在二厂

原料车间进行了煤粉改造试验。在泥浆含水率为 32.33%，水煤浆含水率 50%，喷雾干燥

塔正常且稳定生产定量粉量条件下， 2011 年 12 月 6 日单位粉料水煤浆消耗为 113.21

kg/吨粉料，12 月 7 日为 113.93 kg 水煤浆/吨粉料，平均单耗为 113.57 kg 水煤浆/吨

粉料，折合原煤 64.90kg。2011 年 12 月 17 日对燃烧煤粉喷雾塔热风炉能耗测试，在泥

浆含水率为 32.97%条件下，燃料消耗为 46.87 kg 煤粉/吨粉料，比烧水煤浆节省 38.47%

原煤。

依据《 2012 年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节能自查报告》显示：

2#喷雾塔项目改造前：2012 年 3-4 月份 2#喷雾塔实际生产粉料量为 27439.47 吨，

水煤浆耗用量为 3498.26 吨水煤浆，单位粉料能耗为 127.49 千克水煤浆/吨，折合

72.85 千克原煤/吨。

2#喷雾塔项目改造后： 2012 年 5 月-12 月 2#喷雾塔实际生产粉料数为 95758.04

吨，煤粉耗用量为 6211.988 吨煤粉，单位粉料煤粉耗用为 64.87 千克煤粉/吨。节省 11%

原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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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效果：（72.85-64.87）×95758.04=764149.16 千克原煤，764.15 吨原煤，按

照 2012 年公司按实际采购单价 996 元/吨计算，节省 76.1 万元。按实际原煤折标系数

0.8744 计算， 2#喷雾塔 2012 年 5 月-12 月节能量 668.17 吨标煤。

该公司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计划再对 10 台喷雾干燥塔的直接烧煤粉的改造，以

进一步扩大节能减排绩效。

改造后烧煤粉的喷雾干燥塔及煤粉罐

该公司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计划再对 10 台喷雾干燥塔的直接烧煤粉的改造，以

进一步扩大节能减排绩效。

2013 年 8 月 29 日该公司在接待国家认监委能源管理体系调研组的工作汇报中，充

分肯定了能源管理体系的作用及认证审核给企业带来的帮助。

结束语：

掌握热工学、电工学，用理论武装自己；

学习国家行业推荐节能减排新技术，更新知识，开拓视野；

深入实际，吃苦耐劳；认真分析，活学活用；强化服务，体现价值。

融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滚滚洪流，帮助企业推进绿色、低碳、清洁发展，为

建设“美丽中国”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