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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 21344-2015《合成氨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2035-2015《尿素单位产品能

源消耗限额》、GB 31829-2015《碳酸氢铵单位产品电耗限额》、GB 29138-2012《磷酸一铵单位产品能

源消耗限额》和 GB 29139-2012《磷酸二铵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与 GB 21344-2015、GB 

32035-2015、GB 31829-2015、GB 29138-2012、GB 29139-2012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a) 将 GB 21344-2015、GB 32035-2015、GB 31829-2015、GB 29138-2012、GB 29139-2012 整合为

一个标准； 

b)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 1 章）； 

c) 对部分术语与定义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见第 3 章）； 

d) 删除了节能管理与措施部分内容； 

e) 增加了标准实施缓冲期及正式实施时间节点（见第 5 章）； 

f) 增加了褐煤为原料合成氨能耗限额要求(见第 4 章)； 

g) 调整了氨的利用率（见附录 C3.1）； 

本文件由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8 年首次发布 GB21344-2008、2015 年第二次发布 GB21344-2015，2012 年分别首次发布

GB 29138-2012、GB 29139-2012，2015 年首次发布 GB 31829-201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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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以优质无烟块煤、非优质无烟块煤、型煤、粉煤（包括无烟煤、烟煤）、褐煤、天然

气为原料生产的合成氨；以液体无水氨（以下简称液氨）和二氧化碳为原料生产的尿素；用水吸收气氨

制备氨水、用氨水吸收变换气中二氧化碳生产碳酸氢铵；生产固体磷酸一铵（MAP）、磷酸二铵（DAP）

肥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以下简称能耗）限额等级、技术要求、能耗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标准的实

施。 

本文件适用于以优质无烟块煤、非优质无烟块煤、型煤、粉煤、褐煤、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氨；

以液氨和二氧化碳为原料生产尿素；用水吸收气氨制备氨水、用氨水吸收变换气中二氧化碳生产碳酸氢

铵；以硫酸、磷矿、氨为原料，采用二水法湿法磷酸工艺生产磷酸，再采用传统法、料浆法工艺生产磷

酸一铵、磷酸二铵的生产企业进行能耗的计算、考核以及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的能耗控制。 

本文件不适用于重油、渣油、焦炉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氨；不适用于三聚氰胺尾气等副产碳酸氢铵；

不适用于外购商品磷酸生产的磷酸一铵、磷酸二铵；也不适用于工业磷酸一铵、工业磷酸二铵。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219 煤灰熔融性的测定方法 

GB/T 1573 煤的热稳定性测定方法 

GB/T 2440 尿素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3559 农业用碳酸氢铵 

GB/T 9143 常压固定床气化用煤技术条件 

GB 10205  磷酸一銨、磷酸二銨 

GB/T 11062 天然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标的计算方法 

GB/T 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GB/T 17608 煤炭产品品种和等级划分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723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合成氨综合能耗 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of synthetic ammonia 

在报告期内，生产合成氨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其值等于报告期内合成氨生产界区所输入的能源

总量减去向外输出的各种能源总量。 

3.2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of per unit product of synthetic 

ammonia  

用单位产量表示的合成氨综合能耗。 

3.3 

优质无烟块煤 high quality anthracite  

能达到表 1 各项指标的无烟块煤。 

表 1 合成氨原料用优质无烟块煤技术要求和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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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技术要求 测定方法 

粒度/mm ≧25 GB/T 17608 

灰分（Ad）/% ≤18 GB/T 212 

热稳定性（TS+6）/% ≧85 GB/T 1573 

软化温度/℃ ≧1350 GB/T 219 

注：本表未涉及项目应符合 GB/T 9143的规定。 

 

3.4 

非优质无烟块煤 unproper anthracite  

达不到 3.3 优质无烟块煤各项指标的无烟块煤和其他煤。 

3.5 

型煤 coal briquette    

无烟粉煤添加不同的粘接材料加工而成的具有一定大小、一定形状的人造块煤，如石灰碳化煤球、

腐植酸煤球、煤棒等。 

3.6 

尿素产品综合能耗 compreher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of  Urea 

在统计报告期内，企业生产尿素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 

3.7 

尿素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product of urea  

用单位产品产量表示的尿素产品综合能耗。 

3.8  

碳酸氢铵电耗 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of  ammonium bicarbonate   

在统计报告期内，生产碳酸氢铵所消耗的电量。 

3.9 

碳酸氢铵单位产品电耗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product of ammonium 

bicarbonate 

用单位产品产量表示的碳酸氢铵电耗。不包括合成氨生产过程中碳酸氢铵生产工序以外的其它工序

的电耗。 

3.10 

碳酸氢铵附属生产系统电耗

accessory production system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of  ammonium bicarbonate  

在统计报告期内，供水、供气系统分摊的电耗。 

3.11  

传统法磷酸一铵工艺  Traditional monoammonium phosphate process 

将湿法生产的符合要求的磷酸原料，在预中和、管式反应器或加压反应器中进行氨化；所得氨化料

浆再进行造粒、干燥制粒状磷酸一铵，或喷雾干燥制粉状磷酸一铵。 

3.12  

料浆法磷酸一铵工艺  Slurry monoammonium phosphate process 

直接用湿法生产的稀磷酸为原料，在中和槽或快速氨化蒸发器中进行氨化，再将中和料浆蒸发浓缩，

以降低含水量，经喷浆造粒干燥制粒状磷酸一铵，或喷雾干燥、流化床干燥制粉状磷酸一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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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传统法磷酸二铵生产工艺  Traditional diammonium phosphate process 

将湿法生产的符合要求的磷酸原料，在预中和、管式反应器或加压反应器中进行氨化；所得氨化料

浆再进行造粒、干燥制粒状磷酸二铵，或喷雾干燥制粉状磷酸二铵。 

3.14  

料浆法磷酸二铵工艺  Slurry diammonium phosphate process 

直接用湿法生产的稀磷酸为原料，在中和槽或快速氨化蒸发器中进行氨化，再将中和料浆蒸发浓缩，

以降低含水量，经喷浆造粒干燥制粒状磷酸二铵，或喷雾干燥、流化造粒干燥制粉状磷酸二铵。 

3.15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产品能源消耗总量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of monoammonium 

phosphate and diammonium phosphate 

报告期内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含磷酸）生产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总量。包括生产系统以及按规定

分摊到该产品中的辅助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各种能源消耗量和损失量，不包括基建、技改等项目消耗

的、生产界区内回收利用的向外输出的能源量。 

3.16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产品综合能耗  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per product of 

monoammonium phosphate and diammonium phosphate 

用折质量分数 100% P2O5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单位产品产量表示的综合能耗，包括直接消耗的能

源量，以及分摊到该产品的辅助系统的能耗量和体系内能耗损失量。单位为 kgce/t。 

4. 能耗限额等级 

4.1 合成氨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合成氨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见表 2，其中 1 级能耗最低，各等级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符合

表 1 的规定。 

表 2  合成氨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原料类型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能耗限额等级 

1级 2级 3级 

优质无烟块煤 ≦1090 ≦1100 ≦1350 

非优质无烟块煤、型煤 ≦1180    ≦1200 ≦1520 

粉煤（包括无烟粉煤、烟煤） ≦1340 ≦1350 ≦1550 

褐煤 ≦1700 ≦1800 ≦1900 

天然气 ≦996 ≦1000 ≦1200 

4.2 尿素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尿素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见表 3，其中 1 级能耗最低，各等级尿素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尿素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驱动类型 

尿素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能耗限额等级 

1级 2级 3级 

二氧化碳压缩机汽轮机驱动 ≦130 ≦150 ≦170 



GB xxx-xxxx 

 

６ 

二氧化碳压缩机电动机驱动 ≦115 ≦138 ≦165 

 

4.3 碳酸氢铵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碳酸氢铵单位产品能耗等级见表 4，其中 1 级能耗最低，各等级碳酸氢铵单位产品电耗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4  碳酸氢铵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碳酸氢铵单位产品电耗/(kW·h /t) 

能耗限额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18 ≤20 ≤30 

4.4 磷酸一铵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磷酸一铵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见表5，其中1级能耗最低，各等级磷酸一铵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符

合表5的规定。 

表5 磷酸一铵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生产工艺 

磷酸一铵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能耗限额等级a 

1级 2级 3级 

传统法 

粒状 235 255 
305 

275 

粉状 220 240 
285 

260 

料浆法 

粒状 150 170 
210 

190 

粉状 140 165 
205 

185 

注：2024年 12月 31日前，本标准传统法工艺粒状三级指标执行 305，粉状三级指标执行 285，料浆法

工艺粒状三级指标执行 210，粉状三级指标执行 205；2025年 1月 1日后，本标准传统法工艺粒状三级

指标执行 275，粉状三级指标执行 260，料浆法工艺粒状三级指标执行 205，粉状三级指标执行 185。 

4.5 磷酸二铵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磷酸二铵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见表6，其中1级能耗最低，各等级磷酸二铵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符

合表6的规定。 

表6 磷酸二铵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生产工艺 

磷酸二铵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能耗限额等级b 

1级 2级 3级 

传统法 粒状 225 250 
305 

275 

料浆法 粒状 160 185 
220 

200 

a，b采用渣酸生产磷酸一铵、磷酸二铵产品，在统计产品综合能耗时，按实际产品综合能耗扣减 11%。 

注：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本标准传统法工艺粒状三级指标执行 305，料浆法工艺粒状三级指标执行

275；2025年 1月 1日后，本标准传统法工艺粒状三级指标执行 220，料浆法工艺粒状三级指标执行 200。 

5. 技术要求 

5.1 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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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标准实施起，现有合成氨、尿素、碳酸氢铵、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装置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应分别符合表 2 至表 6 中 3 级的要求。 

5.2 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 

自本标准实施起，新建及扩建合成氨、尿素、碳酸氢铵、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装置单位产品综

合能耗应分别符合表 2 至表 6 中 2 级的要求。 

6. 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6.1 统计范围 

合成氨、尿素、碳酸氢铵、磷酸一铵、磷酸二铵产品综合能耗包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附属

生产系统所消耗的各种一次能源量、二次能源量（电力、热力、石油制品、焦炭、煤气等）、生产使用

的耗能工质（水、氧气、压缩空气等所消耗的能源），以及未包括在生产界区内的企业辅助生产系统的

能源消耗量和损失量，按消耗比例法分摊产品中的部分，也不包括建设和改造过程用能和生活用能（指

企业系统内宿舍、学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和托儿幼教等方面用能）。 

碳酸氢铵单位产品电耗包括生产系统所消耗的各种电量和辅助生产系统分摊给碳酸氢铵生产的各

种电量。 

6.1.1 生产系统耗能 

6.1.1.1 合成氨生产系统能耗 

从原材料经计量进入原料场（库）开始，到合成氨产品输出后阀为终点的其间所有工序和装备所组

成的完整的工艺过程的生产能耗。包括原料预处理、空分、煤气化（天然气转化）、变换、净化、压缩、

氨合成、冷冻。 

6.1.1.2 尿素生产系统能耗 

包括二氧化碳压缩、液氨加压、尿素合成、未反应物的分解与回收、蒸发浓缩、造粒、包装及皮带

运输（至尿素入库），配套的安全环保设施的能耗。不包括尿素生产原料液体合成氨、气体二氧化碳的

生产能耗。 

6.1.1.3 碳酸氢铵生产系统电耗 

包括制备氨水、氨水吸收二氧化碳、气体净化、结晶分离、包装及皮带运输（至碳酸氢铵入库）的

电耗。 

6.1.1.4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系统能耗 

包括从选矿（磨矿）装置输送来的矿浆（粉）经计量进入储罐（料仓）开始，到磷石膏离开磷酸装

置、磷酸储罐输送泵出口为止的包括萃取、过滤、磷酸浓缩（传统法）、尾气洗涤、以及成品酸贮存输

送等组成的完整的工艺过程和设备；从液氨进入罐区、磷酸储罐出口阀开始，到成品库（含散库、产品

包装、贮运以及成品库用能）为止的包括中和、料浆浓缩（料浆法）、造粒干燥、尾气除尘（含治理）、

气体洗涤、成品冷却包装储运等组成完整的工艺过程和设备的生产能耗。 

6.1.2 辅助生产系统能耗 

包括为满足生产需要而配置的工艺过程、设备和设施的能耗，包括供电、供水、供汽、采暖、机修、

仪表、磷石膏输送、厂内原料场地以及安全、环保装置（不包括为实现废水零排放而建设的分盐装置）

和各种载能工质的能源消耗。 

6.1.3 附属生产系统能耗 

包括为生产系统配置的生产调度系统和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设施，包括办公室、操作室、休息室、

更衣室、洗浴室、中控分析、成品检验、三废处理（硫磺回收、油回收、污水处理等）；电气、仪表检

修和机械加工以及车间照明、通风、降温等设施的能源消耗。 

6.1.4 输出能源是指生产系统向外输出的供其他产品或装置使用的能源。废气、废液、废渣等未回收使

用的、无计量的、没有实测热值以及不作为能源再次利用的（如直接用于修路、盖房等），均不得计入

输出能源。 

6.1.5 统计回收利用的能量时，用于本系统的余热、余能及化学反应热，不计入能源消耗量中。供界区

外装置回收利用的，应按其实际回收的能量从本界区内能耗中扣除。如炉渣、可燃气体、热水、蒸汽等

向外系统输出时，不得折为标准煤从输入原料煤和燃料煤中扣除，而应计入输出能量中。 

6.1.6 生产所必须的安全、环保措施消耗的能源（如硫磺回收、油回收、变换冷凝液汽提、尿素工艺冷

凝液水解解吸、污水处理等的消耗），应计入各项消耗。 

6.1.7 多用户共享的原料、公用工程（蒸汽、含能工质等）能耗，应按有关规定合理分摊。 



GB xxx-xxxx 

 

８ 

6.1.8 大修、库损及不合格产品等消耗的能量，应按月分摊。 

6.2 计算方法 

6.2.1 综合能耗的计算应符合 GB/T 2589 中的规定。 

6.2.2 各种能源的热值折合为统一的计量单位千克标准煤(kgce)。各种能源的热值以企业在报告期内实测

的热值、焓值为准，没有实测条件的，采用附录 A或附录 B给定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进行折算。

煤、天然气的发热量测定方法按 GB/T213 和 GB/T 11062执行。 

6.2.3 产品产量计算方法 

6.2.3.1 合成氨产品产量计算 

合成氨产品产量计算方法见附录 C。 

6.2.3.2 尿素产品产量计算 

尿素产品产量等于报告期内所有尿素合格产品之和。按式（1）计算：  

BAM                                                                 （1）                                                                       

式中： 

M—报告期内尿素产量，单位为吨（t）； 

A—报告期内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GB2440 的全部产品数量，单位为吨（t）； 

B—报告期内符合供需双方签订合同质量标准的尿素产品量以及企业自用和卖出的液尿量，尿

素含氮量小于 46%的按 46%的等氮量折尿素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6.2.3.3 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产品产量 

在报告期内以传统法或料浆法生产并经厂级质量部门检验（含复检）符合GB/T 10205或合同质量要

求的磷酸一铵、磷酸二铵产品产量。产品产量以折质量分数100%P2O5 计。按式（2）计算： 





n

1

iiNM


            ………………………………（2） 

式中： 

M—报告期内磷酸一铵、磷酸二铵产品产量（折质量分数 100%P2O5 ），单位为吨（t）； 

Ni—报告期内生产各种等级产品的实物量，单位为吨（t）； 

ri—报告期内生产各种等级产品 P2O5的实测质量分数，用%表示； 

n—报告期内生产各种等级产品的批数。 

6.2.4 综合能耗计算公式 

6.2.4.1 报告期内合成氨、尿素综合能耗等于生产过程中所输入的各种能源量减去向外输出的各种能源

量。按式（3）计算： 

1 1

( ) ( )i i j j

n m

i j

E E k E k
 

      ............................................... （3） 

式中： 

E—合成氨、尿素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 

Ei—合成氨、尿素生产过程中输入的第 i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千克（kg）或千瓦时（kW·h）或

立方米（m3）; 

ki—输入的第 i 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 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千瓦时[kgce/（kW·h）]或千克标准煤

每吨（kgce/t）或吨千克标准煤每立方米（kgce/m3）； 

n—输入的能源种类数量； 

m—输出的能源种类数量； 

Ej—合成氨、尿素生产过程中输出的第 j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千克（kg）或千瓦时（kW·h）或

立方米（m3）; 

kj—输出的第 j 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千瓦时[kgce/（kW·h）]或千克标准

煤每吨（kgce/t）或千克标准煤每立方米（kgce/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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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磷酸一铵、磷酸二铵能耗计算边界从生产界区开始，到产出磷酸一铵、磷酸二铵产品为止，

如磷酸有用于其他产品原料的，计算时进行分摊计算。报告期内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界区内消耗的

能源数量，包括摊入的辅助系统能源消耗量和能源损失量。按式（4）计算： 

1 1 2 2

1 1 1 1

( ) ( ) ( ) ( )i i j j p p q q

i j p q

n m n m
E E k E k E k E k

   

                     …………（4） 

式中： 

E—磷酸、磷酸一铵及磷酸二铵产品生产消耗的能源数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Ei—磷酸生产过程中输入的第 i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千克(kg)； 

ki—磷酸生产过程中输入的第 i 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ni—磷酸生产过程中输入的能源种类数量； 

mi—磷酸生产过程中输出的能源种类数量； 

Ej—磷酸生产过程中输出的第 j 中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千克(kg)； 

ki—磷酸生产过程中输出的第 j 中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p—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过程中输入的第 p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千克(kg)； 

kp—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过程中输入的第 p 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

吨(kgce/t)； 

n2—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过程中输入的能源种类数量； 

m2—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过程中输出的能源种类数量； 

Eq—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过程中输出的第 q 中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千克(kg)； 

kq—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过程中输入的第 q 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

吨(kgce/t)。 

6.2.5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公式 

 合成氨、尿素、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等于报告期内综合能耗除以报告期内产品

产量，按式（5）计算 

 e
E

M
  ............................................................ （5） 

式中： 

e—合成氨、尿素、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其中，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方法具体见附录 D。 

E—合成氨、尿素、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 

M—报告期内合成氨、尿素、磷酸一铵、磷酸二铵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6.2.6 综合电耗计算公式 

6.2.6.1 碳酸氢铵电耗计算公式 

碳酸氢铵电耗按式（6）计算： 

E=E1+E2                                                                （6） 

式中： 

E—碳酸氢铵电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 

E1—生产过程耗电量，包括碳酸氢铵生产系统所有机、泵以及车间照明等的全部电耗，单位为千

瓦时（kW·h）： 

E2—附属生产系统的耗电分摊给碳酸氢铵生产的电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6.2.6.2 碳酸氢铵单位产品电耗计算公式 

碳酸氢铵单位产品电耗等于报告期内碳酸氢铵电耗除以报告期内碳酸氢铵产量，按式（7）计算： 

 
E

e
M

                                                            （7） 

式中： 

e—碳酸氢铵单位产品电耗，单位为千瓦时/吨(kW·h/t )； 

E—报告期内碳酸氢铵电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 

M—报告期内碳酸氢铵产量，指统计报告期内企业按国家标准 GB3559 或按供需双方签订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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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标准生产的全部碳酸氢铵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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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表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的参考系数见表 A.1。 

表 A.1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的参考系数表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标准煤系数 

原煤 20908 kJ/kg (5 000 kcal/kg) 0.7143 kgce/kg 

洗精煤 26344 kJ/kg (6300 kcal/kg) 0.9000 kgce/kg 

其他洗煤 

洗中煤 8363 kJ/kg (2000 kcal/kg) 0.2857 kgce/kg 

煤泥 
8363 kJ/kg～12545 kJ/kg 

(2000 kcal/kg～3000 kcal/kg) 

0.2857 kgce/kg 

～0.4286 kgce/kg 

焦炭（干全焦） 28 470 kJ/kg（6 800 kcal/kg） 0.971 4 kgce/kg 

燃料油 41816 kJ/kg (10000 kcal/kg) 1.4286 kgce/kg 

汽油 43070 kJ/kg(10300 kcal/kg) 1.4714 kgce/kg 

柴油 42652kJ/kg(10200 kcal/kg) 1.4571 kgce/kg 

油田天然气 38931 kJ/m3 (9310 kcal/m3) 1.3300 kgce/m3 

气田天然气 35544 kJ/m3 (8500 kcal/m3) 1.2143 kgce/m3 

焦炉煤气 
16726 kJ/m

3
～17981 kJ/m

3 

(4000 kcal/m
3
～4300 kcal/m

3
) 

0.5714 kgce/m
3
～

0.6143kgce/m
3
 

 

表 A.2  电力和热力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 

能源名称 折标准煤系数 

电力（当量值） 0.122 9 kgce/（kW • h） 

热力（当量值） 0.034 12 kgce/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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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各种耗能工质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表 

主要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按能源等价值计）（参考值）见表 B.1。 

表 B.1  各种耗能工质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表 

品种 单位耗能工质耗能量 折标准煤系数 

新鲜水 2.51MJ/t(600 kcal/t) 0.2587kgce/t 

软化水 14.23MJ/t(3400 kcal/t) 0.4857kgce/t 

循环水 4.19MJ/t(1000 kcal/t) 0.1428 kgce/t 

除氧水 
28.45 MJ/t (6800 

kcal/t) 
0.9714 kgce/t 

除盐水 41.868 MJ/t 1.4290kgce/t 

氮气
1
（做主产品时） 

19.66MJ/m3(4700 

kcal/t) 
0.6714 kgce/m3 

氮气（做副产品时） 
11.72 MJ/m3 (2 800 

kcal/m3) 
0.4000 kgce/m3 

二氧化碳气 
6.28 MJ/ m3 (1500 kcal/ 

m3) 
0.2143 kgce/ m3 

非净化压缩空气
1
 1.17MJ/m3(280 kcal/t) 0.0400 kgce/m3 

净化压缩空气
1
 1.59MJ/m3(380 kcal/t) 0.0543 kgce/m3 

1
气体体积是指 0℃、0.101325MPa 状态下的体积。 

注：单位耗能工质耗能量和折标煤系数是按照电厂发电标准煤耗为 0.404kgce（kW 

·h）计算的折标准煤系数。实际计算时，推荐考虑上年电厂发电标准煤耗和制备耗能

工质设备效率等影响因素，对折标准煤系数进行修正。 

 

表B.2 不同品质蒸汽的热焓 

蒸汽类别 蒸汽压力/MPa 蒸汽温度/℃ 蒸汽热焓/（kJ/kg） 

饱和蒸汽 

0.1-0.25 ≤127 2 593 

0.3-0.7 135-165 2 634 

0.8 ≥170 2 676 

过热蒸汽 

15 ≤200 2 718 

15 220-260 2 843 

15 280-320 2 927 

15 350-500 3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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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合成氨产量计算方法 

C.1 计算范围及方法 

C.1.1 合成氨产量以液态氨为最终计量状态，按实物量计算。A.1.2 合成氨产量包括：厂内各用氨

单位的使用量、销售的商品液氨量、合成氨生产过程中的自用量（净化与脱硫用）以及氨罐驰放气、合

成放空气、中间槽解析气等气体回收的氨水含氨量（按回收产品折氨 100％计）。合成氨产量不包括：

冰机自用氨量（损失）、净化和氨水脱硫回收的氨水含氨量、碳化清洗塔及回收塔出来的氨水含氨量。 

C.1.2合成氨产量可采用仪表计量或以最终含氮产品计算。 

C.2 仪表计量 

为保证液氨流量表准确计量，氨流量表前应安装中间槽用以减压解吸液氨中溶解的气体，并对流量

表进行温度补偿。当企业既有氨产量总氨表，又有各用户的使用量分表时，总表必须与分表平衡，不得

超过液氨流量表允许误差值。 

C.3 以最终含氮产品计算合成氨产量 

C.3.1以最终含氮产品计算合成氨产量时，按含氮产品的实际含量折算氨产量。 

计算公式如下： 

321

11

98.098.082245.0
MMM

MN

M

m

j

jj

n

i

ii

















………………………(A.1)        

  

式中： 

M—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单位为吨（t）； 

Ni—报告期内生产的第 i 批合格和不合格化肥实物量，单位为吨（t）； 

γi—第 i 批化肥的实际含氮量，数值以%表示，以实测为准（以干基分析含氮时，应从实物量

中扣掉水分）； 

Mj—报告期内第 j 批氨水实物量，单位为吨（t）； 

δj—报告期内第 j 批氨水含氨量，数值以%表示； 

n—报告期内生产化肥批次数量； 

m—报告期内生产氨水批次数量； 

0.822 45—氨的理论含氮量； 

0.98—氨的利用率；  

M1—自用氨量，单位为吨（t）； 

M2—商品液氨量，以装瓶或装车量为准，单位为吨（t）； 

M3—氨库存期末与初期之差，单位为吨（t）。 

C.3.2合成氨生产过程自用氨量以表记值为准。 

C.3.3氨水折氨量包括：直接用合成吹出气、中间槽解析气、氨罐弛放气回收生产的合格和不合格农业

氨水和工业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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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方法 

D.1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D.1.1 系报告期内合成氨综合能耗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按式（B.1）和式（B.2）计算： 

e
E

M
  ...........................................................（B.1） 

1 1

( ) ( )i i j j

n m

i j

E E k E k
 

      ......................................... （B.2） 

式中： 

e—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合成氨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 

M—报告期内合成氨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Ei—合成氨生产过程中输入的第 i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吨（t）或千瓦时（kW·h）或立方米

（m3）; 

ki—输入的第 i 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 单位为吨标准煤每千瓦时[tce/（kW·h）]或吨标准 

煤每吨（tce/t）或吨标准煤每立方米（tce/m
3
）； 

n—输入的能源种类数量； 

m—输出的能源种类数量。 

Ej—合成氨生产过程中输出的第 j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吨（t）或千瓦时（kW·h）或立方米 

（m
3
）； 

kj—输出的第 j 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吨标准煤每千瓦时[tce/（kW·h）]或吨标准 

煤每吨（tce/t）或吨标准煤每立方米（tce/m
3
）。 

D.1.2 电折标准煤系数为 0.1229kgce/（kW·h），其他能源（天然气、煤、蒸汽等）的折标准煤系数

以企业在报告期内实测的热量值计算为准。煤和天然气等发热量测定方法按GB/T 213和GB/T 11062 执

行。 

D.2 合成氨单位产品耗入炉原料煤 

D.2.1 系指报告期内合成氨耗入炉原料煤总量折标准煤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按照式（B.3）、式

（B.4）和式（B.5）计算： 

M

E
e m
m  ×1000……………………………………………………..(B.3) 

)(
1





n

i
iimm kEE …………………………………………………….(B.4) 


i

i

Q
k  ………………………………………………………………….(B.5) 

式中： 

em——合成氨单位产品耗入炉原料煤，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M——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单位为吨（t）； 

Em——报告期内合成氨耗标准入炉原料煤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Emi——报告期内第 i 批入炉原料煤实物量，单位为吨（t）； 

ki——第 i 批入炉原料煤折标准煤系数； 

n——入炉原料煤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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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第 i 批入炉标准煤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每千克（MJ/kg），测量方法参考 GB/T 213; 

α——标准煤低位发热量，其值为 29.3076兆焦每千克（MJ/kg）。D 

D.2.2标准入炉原料煤总量是指报告期内各批投入造气炉的原料煤折标准煤之和，不包括入炉前筛出的

粉煤、煤矸石和造气炉的返炭（返焦）。 

D2.2.3 多用户共享原料气时，应按各产品有效气体用量分摊原料煤耗。 

D2.2.4 合成氨联产甲醇的企业，氨与粗甲醇（折 100%甲醇）单位产品消耗原料的比，按 1:1.06 分摊

共用的原料。合成氨耗标准入炉原料煤分摊计算公式： 

MxN

M
EE inmnm




06.1
……………………………………………………(B.6) 

式中： 

Enm——报告期内合成氨耗标准入炉原料煤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Einm——报告期内标准入炉原料煤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M——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单位为吨（t）； 

N——报告期内粗甲醇产量，单位为吨（t）； 

x——报告期内粗甲醇中甲醇的平均含量，质量分数数值以%表示。 

D.3 合成氨单位产品耗天然气 

D.3.1 系报告期内合成氨耗天然气总量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按式（B.7）计算：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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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B.7) 

式中： 

eg——合成氨单位产品耗天然气，单位为立方米每吨（m
3
/t）; 

Eg——报告期内合成氨耗天然气总量，单位立方米（m
3
）; 

M——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单位为吨（t）。 

D.3.2“合成氨耗天然气总量”包括用于原料和燃料的天然气。D 

D.4 合成氨单位产品耗标准燃料煤  

系指报告期内合成氨耗燃料煤总量折标煤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 

D.4.1合成氨耗燃料煤系指实际投入锅炉的燃料煤，不包括掺烧的造气炉返炭(返焦)和锅炉炉渣等。 

D.4.2 锅炉生产的（或外购的）蒸汽为多产品使用时，应按各用户消耗的蒸汽热量分摊燃料煤（或外购

蒸汽）的消耗量。合成氨消耗的蒸汽量，包括合成氨生产系统和辅助、附属生产系统所消耗的蒸汽总量。

合成氨生产过程副产的蒸汽不计消耗量，放空或输出的蒸汽也不从消耗中扣除。输出蒸汽热量应计入输

出能源。 

D.4.3蒸汽来自企业自备电厂时，应合理分摊自备电厂的燃料煤消耗。 

D.4.4 合成氨联产甲醇企业，单位产品合成氨耗燃料煤与单位产品粗甲醇（100%）耗燃料煤的比按 1 : 

1.06分摊公共燃料煤消耗。 

D.4.5外购蒸汽按购入蒸汽的焓值折标准煤，不考虑锅炉效率。 

D.5 合成氨单位产品耗电 

系报告期内合成氨耗电总量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 

“合成氨耗电总量”包括合成氨生产系统和辅助、附属生产系统、贮运和码头系统的消耗和损失的电

量，也包括生产系统中的事故检修、计划中小修和年度大修耗电，不包括基建项目用能和生活用能（生

活用能是指企业系统内的宿舍、学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和托儿幼教等方面用能）。以电

表计量为准。 

D.5.1合成氨联产甲醇企业，按单位合成氨耗电与单位粗甲醇(100%)耗电比按 1:0.8分摊耗电量。 

D.5.2合成氨热电联产企业：当热电系统全部用合成氨余热、余压发电时，合成氨的耗电量不扣减余热

发电量；当热电系统全部或部分利用外购燃料煤发电时，热电系统独立核算，合成氨的耗电量也不扣减

自发电量。用于热电联产的合成氨余热、余压的热量，计入合成氨输出能源。 

D.5.3合成氨联产碳铵企业的碳铵工段（属合成氨的脱碳过程）耗电应全部计入合成氨耗电。 

D.5.4合成氨联产纯碱企业采用浓气制碱工艺时，与合成氨系统相对独立，不存在电耗的分摊；变换气

制碱工艺的重碱工段电耗应全部计入碱生产的电耗。 

D.6 合成氨单位产品耗氧 

D.6.1系报告期内合成氨耗氧总量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合成氨耗氧总量”，指以空分制氧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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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氧气供煤气化单元所需氧气总量，以氧流量表计量为准。 

D.6.2合成氨联产甲醇企业，按合成氨与甲醇消耗的合成气实际值分摊耗氧量。 

D.7 单位合成氨各种输出能源 

D.7.1系报告期内合成氨系统输出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之和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 

D.7.2合成氨放空气、弛放气作为能源（原料、燃料）供其它产品或装置使用的（包括作为民用燃料气

使用的）按实测低位发热值计入输出能源。 

D.7.3合成氨系统输出的物料（造气排出的炉渣、干灰、湿灰和锅炉排出的炉渣等）作为能源供其它产

品或装置使用的（如制蜂窝煤，煤球，烧制砖瓦，作热电厂燃料等）按实测低位发热值折标准煤计入输

出能源。 

D.7.4 蒸汽锅炉或自备电厂全部利用合成氨系统余热（含自产的炉渣、废气、热水）、余压发电、产汽

时（不掺烧其它外购燃料），其外供蒸汽和外供电量分别折标准煤计入合成氨输出能源。全余热自发电

量折标准煤系数为 0.1229kgce/（kW•h）。 

D.7.5利用合成氨生产中的余热来预热物料（或生产用水），供其它产品或装置使用的(按回收热能量)。

回收热能量 Q按式（B.8）计算： 

Q ＝ D×C× (T 出－T 入)………………………………………..(B.8) 

式中： 

D—被预热的物料量，单位为千克（kg）; 

C—为被预热物料的比热，单位为兆焦每千克摄氏度[MJ/(kg·℃)];  

T 出、T 入—为被预热物料出、入合成氨系统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D.7.6 合成氨系统外送冷凝液（热水）供其它产品或用户使用的（包括用于生活目的），可作为输出能

源按其利用热量从综合能耗中扣除（向外输送冷凝液或热水所耗用的电力也应扣除）。计算式（B.9）如

下： 

Q = W ×C ×(T 出－T 环)  ………………………………………………..(B.9) 

式中：  

W—合成氨系统外送冷凝液（或热水）量，单位为千克（kg）； 

C—为外送冷凝液（或热水）量的比热，单位为兆焦每千克摄氏度[MJ/(kg·℃)]； 

T 出—外送冷凝液（热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 环—为报告期平均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