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节能中心节能评审评价指标 

通   告 

（第 5号） 

为进一步规范钢铁类项目的节能评估，中心参考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结合评审实践，对部分评

价指标的计算范围和方法进行了梳理。现予以通告，供从事相关工作的机构和人士参考。 

钢铁类项目节能评估报告应针对项目具体用能情况，参照行业通用方法，编制项目能源平衡表，

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具体能效指标。推荐方法具体如下： 

 

一、工序能耗指标 

工序 指标 统计范围 计算方法 

焦化 

焦化

工序

单位

产品

备煤（不包括洗煤）、炼焦和煤气净化工

段的能耗扣除自身回收利用和外供的能

源量，不包括精制。备煤工段包括贮煤、

粉碎、配煤及系统除尘；炼焦工段包括

EJT =
eyl + ejg − ecp − eyr

PJT
 

式中： 



 

综合

能耗 
炼焦、熄焦、筛运焦、装煤除尘、出焦

除尘和筛运焦除尘；煤气净化工段内容

包括冷凝鼓风、脱硫、脱氰、脱氨、脱

苯、脱萘等工序和酚氰污水处理；干熄

焦产出只计蒸汽、不含发电。 

EJT——焦化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eyl——原料煤量（kgce）； 

ejg——加工能耗量，指炼焦生产所用焦炉煤气、高炉煤

气、水、电、蒸汽、压缩空气等能源（kgce）； 

ecp——焦化产品外供量，指供外厂（车间）的焦炭、焦

炉煤气、煤焦油、粗苯等的数量（kgce）； 

eyr——余热回收量，如干熄焦工序回收的蒸汽量等

（kgce）； 

PJT——焦炭产量（t）； 

烧结 

烧结

工序

单位

产品

能耗 

包括生产系统（从熔剂、燃料破碎开始，

经配料、原料运输、工艺过程混料、烧

结机、烧结矿破碎、筛分等到成品烧结

矿皮带机进入炼铁厂为止的各生产环

节）、辅助生产系统（机修、化验、计量、

环保等）和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等

消耗的能源量，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量。

ESJ =
esjz − esjh

PSJ
 

式中： 

ESJ——烧结工序单位产品能耗（kgce/t）； 

esjz——烧结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量总和



 

不包括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

（如食堂、保健站、休息室等）消耗的

能源量。 

（kgce）； 

esjh——烧结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SJ——烧结工序合格烧结矿产量（t）； 

球团 

球团

工序

单位

产品

能耗 

从原、燃料准备开始，到成品球团矿输

出为止这一全过程的能量消耗。应包括

铁精矿干燥与再磨、煤粉制备、配料、

混合、造球、生球干燥、预热与被烧，

球团矿冷却与筛分等工艺设施的能源消

耗量。 

EQT =
eqtz − eqth

PQT
 

式中： 

EQT——球团工序单位产品能耗（kgce/t）； 

eqtz——球团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量总和

（kgce）； 

eqth——球团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QT——球团工序合格球团矿产量（t）； 

高炉

炼铁 

高炉

炼铁

工序

单位

包括高炉工艺生产系统（原燃料供给、

高炉本体、渣铁处理、鼓风、热风炉、

煤粉喷吹等系统）、辅助生产系统（机修、

检化验、计量、环保等）和生产管理及

EGL =
eglz − eglh

PGL
 

式中： 



 

产品

能耗 
调度指挥系统等消耗的能源量，扣除工

序回收的能源量。不包括直接为生产服

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如食堂、保健站、

休息室等）消耗的能源量。 

EGL——炼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kgce/t）； 

eglz——炼铁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量总和

（kgce）； 

eglh——炼铁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GL——炼铁工序合格生铁产量（t）； 

炼钢 

转炉

炼钢

综合 

工序

单位

能耗 

包括从原料进厂到钢锭、连铸钢坯、铸

造用液态钢（铸钢水）出厂的整个炼钢

工序过程，包括铁水预处理、转炉冶炼、

二次冶金（精炼）、连铸和铸锭精整、产

品出厂等全过程的能源消耗量，扣除炼

钢工序外供能源量。 

转炉炼钢综合工序单位能耗（kgce/t）=转炉炼钢综合工序

净耗能量（kgce）/转炉钢坯合格产出量

（t） 



 

转炉

冶炼

工序

单位

产品

能耗 

包括从铁水进厂到转炉出合格钢水为止

的生产系统（铁水预处理、转炉本体、

渣处理、钢包烘烤、煤气回收和处理系

统等）、辅助生产系统（机修、检化验、

计量、环保等）和生产管理及调度指挥

系统等消耗的能源量，扣除工序回收的

能源量，不包括精炼、连铸（浇铸）、精

整的能耗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

系统（如食堂、保健站、休息室等）消

耗的能源量。 

EZL =
ezlz − ezlh

PZL
 

式中： 

EZL——转炉冶炼工序单位产品能耗（kgce/t）； 

ezlz——转炉冶炼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量总和

（kgce）； 

ezlh——转炉冶炼工序外供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ZL——合格转炉粗钢产量（t）； 

电炉

炼钢

综合 

工序

单位

能耗 

包括从原料进厂到钢锭、连铸钢坯、铸

造用液态钢（铸钢水）出厂的整个炼钢

工序过程，包括：废钢预热和处理、原

材料的烘烤、干燥（包括石灰的二次烘

烤、耐火材料及粉状材料的干燥、铁合

金的烘烤等），电炉冶炼（包括熔炼、洗

炉、液渣保护等），二次冶金（炉外精炼、

炉外处理等），连铸和铸锭精整等的电力

消耗量，不是仅指电弧炉冶炼耗电。 

电炉炼钢综合工序单位能耗（kgce/t）=电炉炼钢综合工序

净耗能量（kgce）/电炉钢合格产出量（t） 



 

电炉

冶炼

工序

单位

产品

能耗 

包括从原料进入厂到电炉出合格钢水为

止的生产系统（废钢预热和处理、原料

的烘烤和干燥、电炉本体、渣处理、钢

包烘烤等）、辅助生产系统（机修、检化

验、计量、环保等）和生产管理及高度

指挥系统等消耗的能源量，包括炉外精

炼、炉外处理、铸（坯）锭、钢锭退火、

精整的能耗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

产系统（如食堂、保健站、休息室等）

消耗的能源量。 

EDL =
edlz − edlh

PDL
 

式中： 

EDL——电炉冶炼工序单位产品能耗（kgce/t）； 

edlz——电炉冶炼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之和

（kgce）； 

edlh——电炉冶炼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DL——合格电炉粗钢产量（t）； 

炉外

精炼

工序

单位

能耗 

从钢水进入炉外精炼装置，到钢水吊到

连铸大包回转台全过程的直接能耗；应

包括精炼、电加热及电磁搅拌电耗、辅

助及环保等工艺设施的能源消耗量。 

EJL =
ejlz
PJL

 

式中： 

EJL——精炼工序单位能耗（kgce/t）； 

ejlz——精炼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

（kgce）； 



 

PJL——精炼工序处理钢水量（t）； 

连铸

工序

单位

能耗 

从钢水送入钢包回转台，到合格坯运出

连铸车间全过程的直接能耗。 
ELZ =

elzz
PLZ

 

式中： 

ELZ——连铸工序单位能耗（kgce/t）； 

elzz——连铸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总和

（kgce）； 

PLZ——连铸工序合格铸坯产量（t）。 

铁水

预处

理工

序单

位能

耗 

包括预处理剂的运输及输送、喷吹或机

械搅拌、铁水扒渣和渣处理（不包括炉

渣后加工），辅助设备及除尘环保等设施

的能源消耗量。 

EYCL =
eyulz
PYCL

 

式中： 

EYCL——铁水预处理工序的单位能耗（kgce/t）； 

eyclz——铁水预处理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折标准煤量

总和（kgce）； 



 

PYCL——预处理工序处理铁水量（t）。 

热轧 

热轧

工序

单位

能耗 

包括预处理或加热、轧制、精整及热处

理等工艺设施的直接能耗量，并扣除回

收的能源量。 

应分别按轧线计算。 

ERZ =
erzz − erzh

PRZ
 

式中： 

ERZ——热轧工序单位能耗（kgce/t）； 

erzz——热轧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量总和

（kgce）； 

erzh——热轧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RZ——合格热轧轧材产量（t）； 

冷轧 

冷轧

工序

单位

能耗 

包括酸洗、轧制、退火、涂镀层处理、

平整、精整等工艺设施的直接能耗量。 

应分别按轧线计算。 

ELZ =
elzz − elzh

PLZ
 

式中： 

ELZ——冷轧工序单位能耗（kgce/t）； 

elzz——冷轧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量折标准煤量总和



 

（kgce）； 

elzh——冷轧工序回收的能源量折标准煤量（kgce）； 

PLZ——合格冷轧轧材产量（t）； 

二、项目综合指标 

指标名称 统计范围 计算方法 

吨钢综合能耗 

计算时应包括钢铁工业生产直接消耗的

各种能源及其辅助生产系统、直接为钢

铁工业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实际消

耗的各种能源总量，不包括非钢铁工业

生产消耗的能源量和外销能源量。 

钢铁工业生产是指铁、铬、锰等黑色金

属矿物的采选、人造块矿、铁合金冶炼、

炼铁、铁钢、钢加工、钢丝及其制品、

焦炭、耐火材料制品、碳素制品和为钢

铁工业生产服务的运输、机修、动力等

生产。在这些之外的生产活动为非钢铁

吨钢综合能耗（kgce/t）=净耗能源量（kgce）/粗钢合格

产出量（t） 

其中，净耗能源量=购入能源量+期初库存量-期末库存量-

非钢铁工业生产消耗的能源量-外销能源

量 

通告建议，吨钢综合能耗计算应同时满足下式平衡： 

吨钢综合能耗=[钢铁工业生产各部位（扣除能源回收）能



 

工业生产。 耗量之和+钢铁工业生产能源亏损量]/粗

钢合格产出量 

吨钢耗电 
计算时应包括钢铁工业生产直接消耗的

各种电力及其辅助生产系统实际消耗的

各种电力，即企业净耗的全部电量。 

吨钢耗电（kWh/t）=钢铁工业生产中净耗电总量（kWh）

/粗钢合格产出量（t） 

余热余能自发

电比例 
项目利用余热、余压、余能机组的发电

量占企业自耗电量的比例。 

e = Eyn
Ezh

×100% 

式中： 

e——余热余能自发电比例（%）； 

Eyn——余热余能自发电量（104kWh）； 

Ezh——自耗电量（104kWh）。 

年综

合能

源消

费量 

当量

值 
 

Zdl = ∑eixi − ∑fixi 

式中： 

Zdl——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值）； 

ei——购入洗精煤、无烟煤、电力等各种能源介质实物量； 



 

fi——调出焦炭、煤气等各种能源介质实物量； 

xi——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当量）； 

其中，电力折标系数采用 0.1229kgce/kWh。 

等价

值 
 

Zdj = ∑eiyi − ∑fiyi 

式中： 

Zdj——年综合能源消费量（等价值）； 

ei——购入洗精煤、无烟煤、电力等各种能源介质实物量； 

fi——调出焦炭、煤气等各种能源介质实物量； 

yi——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等价）； 

其中，电力折标系数采用项目所在省份上一年平均火电发

电煤耗。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