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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恒化纤成立于2012年7月，2016年6月参加了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与
苏州节能管理进修学院合作实施的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SEM）试点项目。企业
以2015年作为基准年进行了能源审计，结合化纤行业的能源结构和耗能特征，
建立了符合企业经营生产状况和中长期发展需求的能源管理体系。
在该体系的运作下，盛恒化纤在2016-2017年投资628.2万元，实施了4项管理
节能与5项节能技改项目，初步实现年节电量306.44万kWh，节省能源费用约
214.51万元1。
企业将通过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不断发掘节能机会，持续实现能效
提升和用能优化。本案例研究主要介绍企业第一年的项目实施情况和成果。

注1：节省能源费用按节约的实物量计算，详见后面的节能技改项目汇总表。

江苏盛恒化纤有限公司

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试点项目
案例研究

试点企业介绍

江苏盛恒化纤有限公司引进日本、德国等世界一流企业最先进的纺丝生产线及配
套设备；核心技术源于日本、韩国最新复合纤维技术。产品以功能性、差别化、
海岛复合纤维为主。年产6万吨以FDY/DTY海岛纤维、SPH、CEY等系列为主的
中高端功能性差别化涤纶复合纤维。主要用于生产麂皮绒、高密防水织物、中高
端功能性服装面料、高性能家装家纺面料等。产品具有手感柔软、高吸湿和排湿、
抗菌防霉、抗皱滑爽、富有弹性等特殊优良性能，广泛应用于时装、运动休闲、
家纺等领域。

◆公司性质：私营企业
◆投产时间：2012年7月
◆注册资本：3.1亿元
◆地址：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科技路2588号

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Strategic Energy Management)

通过推动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挖掘
节能空间，企业获得2017年度：

2016-2017项目减少了：

标煤
1011.25tce

能源费
214.51万元

温室气体
排放量
2528.13吨

现场经验

“

”

对企业节能降耗工作得到了全新的认

识和重视，更加计划性、系统性地去

推动节能工作；有效的能源管理制度

能让全员学习参与，充分挖掘企业节

能空间；通过奖罚分明，养成良好的节

能习惯，形成企业特有的节能文化。

              ——盛恒化纤副总经理徐俊

· 苏州市“三星级能效之星”企业

· 苏州市“循环经济示范”  企业

· 苏州市吴江区“节能标杆”企业

· 吴江区盛泽镇“节能降耗先进”企业



• 建立了能源管理团队，编写了能源
管理体系各级文件，各车间编写了
能源考核细则，建立了三级奖惩考
核制度；

• 通过推动能源管理体系的建设，提
高了领导和员工的节能意识，提升
了企业的节能文化，从而使体系推
行更加顺利；

• 通过提升企业能源管理能力，挖掘
节能机会，开展节能项目，获得节
能收益。

• 未设置专职的能源管
理部门，企业节能工
作未能形成体系；

• 企业投产时间较短，
缺少体系建设运行相
关经验；

• 能源管理人员能力不
足，缺乏节能项目实
施经验。

• 2016年7月，节能专
家进行现场访问，形
成三份节能诊断报告

• 2016年9月，完成能
源审计，对企业节能
潜力和经济效益做出
诊断；对企业现有能
源管理状况进行分析
和评估，提出能源管
理体系建设建议

项目实施流程

• 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企业技术骨干和能源管理团队成员参加了
能源管理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记录表单的编写、整理和完善
的培训，于2017年3月建立并发布能源管理体系。

• 企业技术骨干和能源管理团队参加了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项目第二阶段
培训，学习了能源管理体系的内部审核、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效果评价要
点、能源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机制以及技术改造措施和案例等。

• 实施9项节能优化项目，其中管理节能项目4项、节能技术改造项目5项

• 公司最高管理者任命办公室主任为能源管理者代表，全面负责公司能源
管理事宜。

第一年

能源审计
节能诊断

第二年

建立能源
管理体系 

能源管理团队
能力建设

编写能源管理体系文件

实施能源管理与节能技改项目
实现持续改进

第三年及以后

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
(Strategic Energy Management)

可持续能源管理是在现有企业能源管理体系
（GB/T23331）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先进的
能效技术和管理手段：
• 帮助企业完善能源管理体系
• 提高能源管理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
• 实现能源管理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
• 降低工业能耗和排放
• 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具体措施包括：
• 建立和健全企业能源管理体系
• 建立和完善企业能源管理有关规章制度
• 优化能源利用体系和分析体系
• 完善目标责任考核和节能奖励制度
• 强化运行和维护程序，优化制造工艺

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试点项目 /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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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

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Strategic Energy Management)

项目成果

项目实施前 项目实施后

建立
能源管理体系

可持续的
节能效果

形成
企业节能文化



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试点项目 /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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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

•  形成以总经理为组长的节能小组，以常态化开展工作：
o 明确 能源管理的方向和目标
o 明确 能源管理的领导小组和部门班组管理职责
o 明确 能源管理的各项制度流程控制

•  借助PDCA管理工具系统性开展工作
•  能源管理体系程序文件，边试行边修订，
       逐步完善，持续优化

可持续的能源管理体系

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Strategic Energy Management)

能源管理方针：贯彻国家政策，遵章守法；倡导以
人为本，全员参与；强化用能管理，提高能效；走
可持续发展，优化创新。

经能源管理团队讨论并经企业最高领导者同意，企
业设立了如下的节能目标：
1）公司“十三五”期间节能量目标为800tce；
2）“十三五”期间公司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8%；
3）公司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100%。

• PDCA的管理理念
• 全面、系统的管理要求
• 过程控制的管理方法
• 兼容协调的管理模式

盛恒化纤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运行模式

形成企业节能文化

• 资源充沛
• 沟通氛围良好
• 持久有效推动

企业领导的关注和支持使节能工作：

领导
重视

全员
参与

企业能源管理体系目标

不符合、纠正、纠正
措施和预防措施

监视、测量
与分析

管理评审

能源管理体系
内部审核

能源方针

能源规划

实施与运行

检查

宣贯、培训、考核等多种方式培植节能文化 

养成节能习惯（车间编写能源考核细则，
自发张贴节能宣传资料）

有序开展节能工作（每月通过资源
利用会进行各部门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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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

项目名称 具体措施 节能效果

车间空调调控 规定员工使用空调采用单侧风，在适宜范围内尽量下调风速

节电约
18万kWh

箱体优化控制 根据生产需求，安排箱体使用计划，合理调节箱体运行，
减少箱体空载的现象，降低箱体用电量。

合理安排峰谷电 将切片输送、组件清洗等间歇性工序尽量安排于谷电时段

压缩空气
系统检漏

巡查生产线漏气状况，对设备和系统漏气及时通知责任单位
改善

√ 已实施的管理节能项目（无投资）：

√ 已实施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管理节能每年：

· 节电18万kWh，

· 节约能源费用12.6万元，

· 折等价标煤59.4tce，

· 减排温室气体148.5吨。

技术改造节能每年：

· 节电288.44万kWh，

· 折等价标煤951.85tce，

· 减排温室气体2379.63吨。

· 投资628.2万元，

· 节约能源费用201.91万元，

· 投资回收期约3.1年。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年节电
（能）量

 年节约能源
费用（万元）

投资回收
期（年）

纺丝车间智能化干燥系统改造 69.35

由于5个技术改造项目全部在纺丝

车间实施，各个项目间相互关联，

收益相互影响，故合并计算节能量。

   

纺丝车间侧吹风工艺改造 18.6

纺丝车间自动化控制系统升级改造 279

切片增粘筛选输送系统升级改造 133

空压机系统升级改造及余热回收
再利用

128.25

合计  628.2  288.44万kWh        188.46                 3.1

获得节能收益

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Strategic Energy Management)

• 开展内审，进一步发掘节能机会。
• 实施空压机智能联控。
• 进一步树立绿色采购理念。采购设备时注重智能化、节能化、高质量化。
• 开展质量体系、环境体系等体系建设工作，并对体系进行整合，以便体系运行更有效更便捷。

持续改进方案

联系我们

nrd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