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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化工节能技术协会、安徽节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中国石化节能服务有限公司、海油总节能减排监测中心有限公司、国瑞沃德（北京）低碳经济

技术中心、北京化工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化工生产力促进中心、华石联合(北京)国际能源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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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化企业节能诊断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炼油化工企业节能诊断工作的一般性原则、方法、诊断要点、工作程序、报告要求等

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以原油或油品为主要原料的炼油和化工企业开展节能诊断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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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 工业余热术语、分类、等级及余热资源量计算方法

GB/T 2587 用能设备能量平衡通则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484 企业能量平衡导则

GB/T 3485 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则

GB/T 3486 评价企业合理用热技术导则

GB/T 13234 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 16664 企业供配电系统节能监测方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0901 石油石化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GB/T 28749 企业能量平衡网络图绘制方法

GB/T 28750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

GB/T 28751 企业能量平衡表编制方法

GB 30250 乙烯装置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0251 炼油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1533 精对苯二甲酸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1534 对二甲苯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1826 聚丙烯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2048 乙二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2053 苯乙烯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节能诊断 diagnosis of energy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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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能单位的用能工艺技术装备、能源利用效率、能源管理体系开展的全面检查、对比、评估的过

程，其目标是帮助用能单位发现用能问题，查找节能潜力，为用能单位提升能效和节能管理水平提供建

议和参考。

3.2 能效标杆 energy efficiency benchmark

用能单位在某一时期选定的要达到或超越的能效水平。

4 一般性原则

4.1 专业性原则

节能诊断实施单位应挑选合适专业人员组成专家组并开展工作。专家组成员的专业领域应覆盖被诊

断单位的主要工艺，以及热力、电气和能源管理等诊断工作所需专业。专家组成员应熟悉炼化行企业生

产一线实际情况，熟悉节能诊断工作的内容要求、评价标准、工作流程等。

4.2 系统性原则

节能诊断实施单位应对被诊断单位进行系统性诊断，涵盖其能源输入存储、输送分配、加工转换、

最终使用的全过程，并进行全系统分析。节能诊断应照工作计划有分工、有步骤的开展；节能诊断报告

宜依照规范化的框架编制，形成完善、规范的节能降耗系统解决方案。

4.3 实操性原则

节能诊断实施单位应根据被诊断单位的具体特点，提出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的节能措施及建设

方案、用能工艺调整意见、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方案和能源管理制度完善措施等意见，并尽可能提出以上

改进措施在炼化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应用案例与实施效果；应尽可能避免在节能诊断建议中仅作原则性、

方向性的描述。

5 节能诊断方法

5.1 标准对照法

通过对照相关节能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标准等，对炼化企业的能源利用是否科学合理进行分析比

对，包括能耗设备是否属于淘汰范围或有无能效提升空间，工艺路线是否先进等。

5.2 类比分析法

通过与处于同行业领先或能效先进水平的能效标杆进行对比，分析判断被诊断单位的能源利用是否

科学合理。类比分析法应判断所参考的类比工程能效水平是否达到国内领先或先进水平，并具有时效性。

当采用类比分析法时，专家应提供类比设施或节能措施信息，并提出有可操作性的节能措施。

5.3 专家判断法

在采用上述两种节能诊断方法的同时，利用专家经验、知识和技能，对被诊断单位能源利用是否科

学合理进行分析判断，对企业能源利用存在问题集中商议，充分考虑运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和具体实践，

提出切实可行解决方案的方法。

6 诊断要点

6.1 一般要点

6.1.1 工艺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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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 炼化企业工艺流程和采用的技术、产能、产量、消耗指标等基本情况，对于企业综合能耗计算

可参照 GB/T 2589 进行。

6.1.1.2 炼化企业详细工艺流程图及物料、能量平衡表或者网络图，可参照 GB/T 3484、GB/T 28749、
GB/T 28751等相关要求进行诊断。

6.1.1.3 炼化企业重点耗能工艺和设备，工艺流程中高耗能工序。可参照 GB/T 2587相关要求进行诊断。

列出主要用能设备一览表，包括但不限于冷却和制冷设备、间接加热设备、直接加热设备、空气压缩机、

干燥设备等，以及淘汰设备清单，并针对其中存在的能效问题。

6.1.1.4 炼化企业主要产品的单项能源消耗及综合能耗情况，可参照 GB 30250、GB 30251、GB 31533、
GB 31534、GB 31826、GB 32048、GB 32053等标准以及工业节能主管部门发布的重点产品能效指标、

能效领跑者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生产工艺单元技术和设备方案；原材料及动力消耗、能耗情况。

6.1.1.5 近三年能源消耗品种、实物消耗量、热值等和单位能耗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情况；当地能源价

格情况（标煤价、工业电价、蒸汽价格、工业水价格等）。

6.1.1.6 装置自动化控制水平。

6.1.1.7 近三年节能增效方面开展的工作、实施的效果、存在问题和今后努力方向的新举措。对现有能

耗进行评价，包括节能存在问题、节能潜力，已采用节能措施的说明，已经实施的节能改造设备清单和

采用技术类型，对企业或节能项目的节能量计算可参照 GB/T 13234、GB/T 28750进行。

6.1.2 公用工程

6.1.2.1 炼化企业公用工程主要包括水、电、风、汽、气、制冷等系统的基本情况。

6.1.2.2 炼化企业蒸汽系统基本情况（近 3年主要用汽设施、用汽参数及用汽负荷、蒸汽冬夏季平衡情

况、主要蒸汽管网布局及管损情况、凝结水设施运行情况等）；企业蒸汽系统目前存在的问题；可参照

GB/T 1028、GB/T 3486进行。

6.1.2.3 炼化企业余热余压资源情况（热源、温度、压力、余热数量），已经使用的技术；厂内厂外蒸

汽利用情况（管径、管长等）；余热余压资源利用工作存在的问题。

6.1.2.4 炼化企业循环水系统运行情况。

6.1.2.5 炼化企业电机系统运行情况。

6.1.2.6 炼化企业耗能工质使用情况。

6.1.2.7 炼化企业输配电系统运行情况，可参照 GB/T 3485、GB/T 16664进行。

6.1.2.8 空分系统运行情况。

6.1.3 能源管理措施

6.1.3.1 能源管理标准与基础制度制定情况。

6.1.3.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应参照 GB 17167、GB/T 20901的相关要求进行诊断。

6.1.3.3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情况，宜参照 GB/T 23331的相关要求进行诊断。

6.1.3.4 能源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6.2 重点装置要点

6.2.1 常减压蒸馏装置

重点诊断其原油换热、初馏塔系统、常压炉系统、常压塔系统、减压炉系统、减压塔系统等流程，

主要能耗包括电、蒸汽、燃料、循环水等。

6.2.2 催化裂化装置

重点诊断其反应再生、分馏、吸收稳定、脱硫等流程，主要能耗包括电、蒸汽、水等，如用于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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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透平的 3.5MPa中压蒸汽。

6.2.3 制氢装置

重点诊断其脱硫、转化、中低温变换、脱 CO2、甲烷化等系统，主要能耗包括电、蒸汽、燃料、循

环水和除盐水等，例如用作各加热炉和转化炉的高压燃料气。

6.2.4 加氢裂化装置

重点诊断其原料油、反应、分馏、酸性气、循环氢、公用工程等系统和流程，主要能耗包括电、蒸

汽、燃料、循环水和除盐水等，例如用作循环氢压缩机动力的 3.5MPa蒸汽、加热炉燃料气等。

6.2.5 连续重整装置

重点诊断其预加氢、重整、再生、余热锅炉等系统和流程，主要能耗包括燃料、电、蒸汽、循环水、

除盐水和新鲜水等，例如用于驱动连续重整反应系统循环氢压缩机机和氢气产品增压机的 3.5MPa蒸汽、

用于两台润滑油小透平、抽真空系统、加热器及伴热系统的 1.0MPa 蒸汽等。

6.2.6 催化重整装置

重点诊断其原料分馏、原料预加氢精制、原料汽提、重整反应、重整油稳定、加热炉、余热锅炉、

增压机等系统和流程，主要能耗包括电、蒸汽、燃料、新鲜水、除盐水和循环水等，例如为氢压机提供

能源的 1.0MPa等级蒸汽。

6.2.7 延迟焦化装置

重点诊断其焦化、冷焦水、吸收、稳定、切焦水、除焦等系统和流程，主要能耗包括电、燃料、蒸

汽、水等，例如用于焦化气压机驱动和炉管注汽的 3.5MPa中压蒸汽、用于吹扫蒸汽，球阀和自动顶底

盖机气封蒸汽的 1.0MPa蒸汽等。

6.2.8 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重点诊断其原料油换热、临氢系统反应、汽提、公用工程等系统和流程，主要能耗包括电、蒸汽、

燃料燃料气、循环水和软化水等，例如用于驱动循环（氢）机的 3.5MPa中压蒸汽、用于汽提塔吹汽和

装置消防、吹扫的 1.0MPa 蒸汽等。

6.2.9 丙烷脱沥青装置

重点诊断其萃取系统和溶剂回收系统、轻脱油液系统、重脱油液系统、沥青溶液系统、低压丙烷气、

中压丙烷气系统等流程，主要能耗包括电、1.0MPa 蒸汽、燃料、新鲜水和循环水等，例如用作驱动原

料、产品泵以及空冷风机等的电、用于工艺冷却的新鲜水和循环水等。

6.2.10 硫磺回收装置

重点诊断其克劳斯硫磺回收部分、尾气处理部分、吸收再生部分等，主要能耗包括电、蒸汽、水、

瓦斯气等，例如用于尾气再生塔重沸器热源的 0.35MPa 蒸汽、用于焚烧炉燃烧净化尾气的瓦斯气、对

外输出的 3.5MPa 蒸汽等。

6.2.11 石蜡加氢精制装置

重点诊断其原料蜡罐区流程、原料蜡预处理（包括调和）流程、新氢流程、反应系统流程、后部处

理流程等，主要能耗包括燃料气、电、蒸汽、新鲜水和循环水等，例如用在塔汽提、原料蜡罐及管线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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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的 0.3MPa 和 1.0MPa 蒸汽、用在冷却器及氢压机的循环水等。

6.2.12 裂解装置

重点诊断其裂解炉系统、急冷油和急冷水、压缩机压缩、深冷分离等流程，主要能耗包括燃料气、

蒸汽、电、水、工业风、仪表风和氮气。

6.2.13 加氢装置

重点诊断其前脱戊烷塔、脱辛烷塔、一段加氢反应器、二段加氢反应器、稳定塔等，主要能耗包括

燃料气、蒸汽、电、水、工业风、仪表风和氮气等。

6.2.14 芳烃装置

重点诊断其预分馏塔、抽提蒸馏单元、精馏单元等，主要能耗包括蒸汽、电、水、工业风、仪表风

和氮气等。

7 节能诊断工作程序

7.1 概述

节能诊断工作一般分为六个阶段：

——确定节能诊断任务并成立联合工作组织；

——制定工作方案；

——收集企业资料；

——召开节能诊断工作启动会；

——现场诊断；

——编制节能诊断报告。

7.2 确定任务并成立联合工作组织

首先应明确开展节能诊断工作的必要性。节能诊断实施单位与炼化企业沟通协商后明确节能诊断合

作意向，随后宜与炼化企业成立联合工作组，并沟通协商中初步确定节能诊断范围。

联合工作组根据炼化企业技术工艺特点等具体情况，组建一个专业性的节能诊断专家组。专家组应

明确组长、副组长、小组成员，专家组组成人员的专业背景以技术工艺、公用工程和能源管理为主。专

家组规模可根据节能诊断对象生产工艺、能耗复杂性和节能诊断范围确定。

7.3 制定工作方案

工作组参照节能诊断任务和专家组人员的专业背景与行程安排，制定节能诊断工作方案。工作方案

应明确工作内容、时间节点、具体对接人员等内容。

7.4 收集企业资料

初步收集被诊断单位基本信息，供专家组进行前期的文件审核。

专家组可进行初步诊断，对企业基本资料进行分析，初步形成节能工作重点方向，梳理出无成本项

目、低成本项目和需一定成本项目，并在节能诊断工作启动会中讨论。专家组成员应结合自身专业背景

对基本资料进行文件审核，提出补充资料清单。

7.5 召开节能诊断工作启动会

工作组可择机组织节能诊断工作启动会。会上介绍本次节能诊断的工作方案，同时企业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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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基本情况，并准备详细的资料供各位专家查阅，专家通过讨论初步形成节能诊断关键点。会议中

专家组将继续提出需要企业进一步准备的补充资料，形成补充资料清单，以便现场节能诊断查阅。

工作组向各位专家通报现场节能诊断的行程和人员分组安排，并向各位专家发送现场节能诊断日程

安排和节能诊断意见反馈表。必要时宜签订保密承诺书。

7.6 现场诊断

现场节能诊断主要是对企业关键用能工艺、装置、公用工程和能源管理体系进行摸底调查，主要通

过收集资料、查阅档案和与有关人士座谈等方式来进行。收集的资料包括企业具体的设备信息、生产记

录和管理状况等。

现场节能诊断通常为期 3至 5天，节能诊断工作首日各小组组长直接与企业人员对接。首日节能诊

断工作结束后将举行探讨会，分析现场节能诊断中的发现。现场节能诊断结束后，与企业人员举行节能

诊断工作初步成果对接会，听取企业人员意见。

7.7 编制节能诊断报告

报告编制任务宜由工作组人员负责。主要工作包括分析企业用能情况，对比有关指标，汇总专家意

见，补充参考资料等。在报告编制期间，工作组与专家组人员应充分沟通以修改和完善内容。形成节能

诊断报告初稿后与企业沟通，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完善报告直至报告定稿。

工作组根据需要，组织召开专家审定会，向企业正式提交报告。同时对节能诊断工作进行梳理总结。

被诊断单位可组织召开节能诊断报告汇报会，工作组派员赴企业汇报报告编制情况，与企业具体负

责人员进行研讨对接。

8 节能诊断报告编写要求

8.1 报告编写一般原则

节能诊断报告应全面、概括的反映节能诊断的全部工作，文字应简洁、准确，评价和建议要有针对

性，并尽量采用图表和照片，以使提出的资料清楚、论点明确、便于使用。

原始数据、全部计算过程等不必在报告中列出，必要时可编入附录。

节能诊断内容较多的报告，其重点诊断项目可编写分报告，主要的技术问题可另编专题技术报告。

8.2 节能诊断报告内容要求和深度要求

节能诊断报告内容要求和深度要求见表 8.1。

表 8.1 节能诊断报告内容要求和深度要求表

内容分类 项目 内容要求 深度要求

1、节能诊

断事项说

明

节能诊断目的
根据节能诊断要求和企业具体情况,制
定节能诊断目的。

简要说明。

节能诊断依据 列出有关标准、法规。 简要说明。

节能诊断范围
以节能诊断类型确定节能诊断具体范

围，由双方共同商定。

节能诊断的能耗范围与产值/项目

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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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类 项目 内容要求 深度要求

2、企业基

本情况

企业简况

企业简介，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利税，

员工数，总资产，占地面积等相关指标，

主要产品简介及生产能力。

对企业介绍简明扼要。

主要产品生产

工艺概况

主要工艺、主要设备的名称及生产能

力；主要工艺流程图：从原料到成品的

流程；主要工艺能源消耗情况。

对主要工艺介绍简明扼要；说清流

程图中能耗的主要工艺框（工艺或

工序）的能耗情况。

电力、热力、

载能工质、供

水等系统基本

情况

电力系统包括配电、电力线路及主要供

电设备情况；热力系统包括热力站、管

网的情况；供水系统包括主要供水设备

情况；载能工质系统包括转换站、主要

转换设备。

对主要供能系统介绍简明扼要（供

能系统除输配环节单元外，还包括

企业自产二次能源和耗能工质的

生产单元即能源转换站房）。

企业能源流向

概况

绘制企业能源流向图；对企业能源流向

图作简要文字说明。

3、企业能

源管理运

行状况分

析

企业能源管理

方针和目标

企业领导应根据国家能源政策和有关

法律、法规，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和环

境效益，确定能源管理方针和目标，推

进目标责任制管理。

目标包括五年计划期间目标和年

度目标。评价和诊断目标责任实施

情况。

企业能源管理

机构和责权

企业能源管理机构能源管理负责人现

状、节能管理网络，管理机构的责权；

企业能源管理机构运行情况，对存在问

题的分析。

对企业能源管理机构运行情况有

评价和诊断意见。

企业能源文件

管理

企业能源管理制度综述；能源管理制度

执行情况；依据管理文件，追踪检查每

一项能源管理活动是否按文件规定开

展，达到预期效果。

对企业能源管理计划、执行、检查、

总结文件有评价和诊断意见。

企业能源计量

管理

能源计量器具表和能源计量网络情况；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完好率和受检率

情况；计量存在问题分析。

对企业现有能源计量情况审核清

楚。

企业能源统计

管理

企业能源统计现状，包括原始记录、台

帐、报表、分析报告等情况。

对企业现有能源统计报表的完整、

准确性有审核意见。

企业能源定额

管理

企业能源定额管理情况，包括能耗定额

制定、下达、考核情况。
对定额管理的有效性有审核意见。

企业节能技改

管理

企业节能技改管理模式；节年度节能技

改项目计划及完成情况；对节能技改项

目的评估。

列出项目的年节能能力和实际节

能量；对实施的重大节能技改项目

有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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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类 项目 内容要求 深度要求

能源管理的有

效性综合分析

评估

对以上企业能源管理各主要环节管理

状况及其各项活动的有效性作综合分

析和评估。

对企业能源管理总体水平有综合

评价。

4、企业能

耗指标计

算和分析

企业购入能源

实物量平衡表

编制企业购入能源实物消费平衡表，平

衡表中企业购、消、存数据与企业能源

年报数据不相同时应有说明。

简要描述。

按管理层次

（企业、部门、

产品、工序）

计算并分析能

耗指标

企业：企业综合能耗、单位产值综合能

耗、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部门：部门

综合能耗；产品：产品综合能耗、单位

产量综合能耗工序：工序综合能耗、工

序单位产出综合能耗。

列出主要耗能产品的综合能耗、单

位产量综合能耗。

产品可比能耗

计算和分析

有行业产品可比综合能耗计算方法的

计算产品可比综合能耗和可比单位产

量综合能耗。

简要对比。

淘汰设备情况
查清被国家列入淘汰设备目录的设备

的情况。

未列淘汰设备目录表应说明经节

能诊断企业无淘汰设备。

能源成本计算

和分析

对成本计算原则进行审核；计算产品能

源成本和单位产量能源成本。
简要描述。

节能减排计算

和分析（与上

一年度比）

产值节能量计算；产品节能量计算；产

品结构节能量计算；上年完成的节能技

改措施实际节能量计算；减排计算；分

析要点包括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产品节

能量、节能技改措施节能量完成情况对

节能目标完成的影响程度。

简要描述。

5、企业节

能潜力分

析和建议

测试情况
对有较大节能潜力的设备必要时进行

现场效率测试。
现场测试结果汇总表。

对企业能源消

耗水平的分析

通过对企业能源统计数据的分析、结合

现场节能节能诊断，对企业的用热、用

电等系统进行全面的用能合法性和合

理性分析；根据行业工艺、装备信息，

分析企业现有工艺、装备的节能潜力；

对企业余能余热资源调查，分析利用的

可能性。

对主要供、用能系统进行系统性分

析；对重点工艺、装备开展分析；

查清有否淘汰工艺、生产能力；对

产品能耗水平进行评估；余能余热

资源调查清楚。

节能潜力汇总
按管理、设备、工艺总分类汇总企业节

能潜力。

查明企业规划期内的节能潜力；节

能潜力与节能目标差距较大时，必

须阐明原因；查清有否淘汰工艺和

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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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类 项目 内容要求 深度要求

节能管理改进

建议

列出节能管理改进建议清单，并汇总；

主要管理措施的说明。
改进建议应实事求是。

节能技术改造

项目与建议
列出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清单，并汇总。

整改措施节能量与节能潜力差距

较大时，必须阐明原因。

主要节能技术

改造项目分析

对主要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技术上和经

济上可行性的简要分析。

节能技术改造措施静态投资回收

期原则上不大于 6年；采用的节能

技术应是先进的；有资金、技术上

的保障，有时间节点。

主要整改措施 根据改进建议,由企业提出整改措施。

整改措施有责任人,有实施内容,进
度,节能效果等内容；汇总的整改

措施可能取得的节能量应能保障

企业完成节能目标。

6、节能诊

断结论
节能诊断结论

对企业年节能目标和主要经济技术指

标完成情况的评价；对企业能源管理和

节能技术进步状况的评价；主要的节能

潜力和改进建议，节能潜力要量化估

算。

评价基本正确，节能潜力分析合

理，整改建议可行，应确保企业节

能目标的完成。

7、参考资

料

技术性参考资

料

建议实施的节能技改项目或节能措施

所对应的参考信息（如技术工艺简介、

国内外同类项目实施效果、技术工艺指

标、投资及运行成本等）。

尽可能详细，作为节能诊断报告附

件。

政策性参考资

料

列出与节能有关的奖励政策，如中央预

算内投资、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

录、淘汰目录等。

尽可能完整，作为节能诊断报告附

件。

8.其他资

料

现场节能诊断

专家意见反馈

表和现场照片

完成《现场节能诊断专家意见反馈表》，

并向工作组发送其电子版。

现场节能诊断中识别出的关键问

题建议附相应设备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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