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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和化工工艺装置自动化 

项 

目 

牵 

头 

单 

位 

信 

息 

单位名称 

（盖章） 
河南骏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463000 

通讯地址 驻马店市中华大道 439号 

负责人 姓名 康启 职务/职称 仪表车间主任 

联系人 姓名 李祥 职务/职称 DMF车间主任 

项目执行时间 2015年 6月至 2016年 6月 总经费 585万元 

申报级别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试点示范    □省级试点示范 

所属领域 □煤矿  □金属非金属  □√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 

创新类型 □√自主创新  □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  □国外进口 

参 

与 

单 

位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华林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特瑞尔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瀚淇科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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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示范概况 

1.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所属行业领域、主要经营范围、产量、营业额等。） 

河南骏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驻马店市中华大道 439 号，成立于 2003 年 6 月，

是中国化工集团下属昊华骏化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主要生产尿素、三聚氰胺、DMF、

DMAC、纯碱、氯化铵、甲醇、塑料编织袋等产品，产能分别为尿素 100 万吨、甲醇

40 万吨、三聚氰胺 15 万吨、DMF3 万吨、DMAC3 万吨、纯碱 80 万、氯化铵 80 万

吨、塑料编织袋 1500 万条，年销售收入超过 25 亿元。公司现有职工 1256 人，各类

专业技术人员 420 人。公司已通过 ISO9001 和 ISO14001 管理体系认证，主导产品“驿

马”牌尿素为“国家免检产品”、“中国驰名商标”、“河南省名牌产品”，今年被

工信部评为“合成氨能效领跑标杆企业”。产品销往全国十多个省区，并出口到欧盟、

美国、东南亚等国家。河南骏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DMF 分厂，筹建于 06 年 4 月，07

年 2 月投产，该分厂采用化六院技术，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公司和中国化学工程

第四建设公司施工。项目投资 9000 多万，占地面积 26000 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 6800

余平方米。DMAC 项目筹建于 09 年 10 月，10 年 11 月投产，项目由中昊（大连）化

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河南省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现已达到 3 万吨产

能,年销售收入 2 亿元，年利润 3 千万元。 

2.试点示范环节基本情况。 

（机械化自动化改造的关键环节、重点部位情况。） 

甲胺、DMF、DMAC 是甲醇和液氨的深加工产品。目前，DMF 分厂虽然配备的

DCS 控制等现代化操作管理手段，但每套装置均独立存在，用工较多，同时自动化水

平也较为落后。本项目计划通过自动化升级改造完善：优化现场摄像监控系统，设备

在线、离线监测，DCS、MES、ESD 操作系统等，实现控制室集中控制，现场无人化

操作，引进先进的 CTPM 管理工具，进行流程再造，制定星级员工制度，培养一岗多

能员工，提升员工综合素质，进行岗位优化，岗位合并，配合自动化实现减员增效，

保障生产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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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目标与考核指标 

1.示范效果。 

（通过机械化、自动化改造，在换人减人、提质增效等方面提高的量

化目标。减少具体岗位人数的绝对数和相对数<百分比>等。） 

通过对装置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预期生产系统 DCS 自控率达到95%以上，完全

实现 DCS 远程自动控制，能够实时监控工艺变化，发生偏差及时远程操作控制，减少

人工误差，从而减少不正常的工况和事故停车。自动化控制不仅减少人员劳动强度，

而且优化操作岗位，现场无人操作，生产稳定运行，预计员工从128人降到72人，直

接减少管理操作人员56人，用工数较改造前下降43.75%，资产收益率≥1.75%，资产

周转率≥45.34%，人均劳动生产率≥187.41万元/人。 

2.形成企业标准、规范的数量。 

可凝练本企业甲胺装置、DMAC 装置、LNG 装置、甲醇装置自动化操作标准及岗

位 SOP。 

3.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先进技术、工艺、方法等方面的数量。 

形成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装置 DCS 远程自动控制、MES 系统等先进技术工艺。 

 

三、主要任务 

1.建设方案。 

（用于示范的现场已有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与建设目标存在的差距

等；采取的技术路线和技术先进性。） 

与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合作，针对 DMF 分厂生产装置现状进行自动化

减员增效整体改造升级。 

2.机械化自动化改造主要工作内容。 

（1）DMAC项目、LNG项目自动化改造，实现减员增效。 

①DMAC、LNG项目 DCS操作系统改造，实现画面合并，方便操作。 

②DMAC、LNG项目安装摄像头 5 台，实现现场实时监控。 

③LNG项目蒸发冷传动设备电流和运行状态加装远传，共 8台，实现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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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DMAC、LNG项目完善语音报警系统共计 23个点，协助员工安全稳定生产。 

⑤加装 DMAC 二塔循环水自调阀、三塔侧线采出自调阀、三塔塔顶采出自调阀、

三塔釜液回收自调阀、冷却水回收自调阀、LNG 合成进气自调阀、合成放空自调阀、

氮气进气自调阀、纯化塔吹除自调阀、共 9 台，实现远传自动控制。 

⑥加装 DMAC 二塔远传压变、三塔塔顶采出流量计、三塔塔釜排料流量计、三塔

侧线采出流量计、三塔侧线采出槽液位计、LNG 氮气远传压变、LNG 冷箱远传压变、

蒸发冷液位计共计 8 台，实现实时监控。 

（2）甲胺项目、精醇项目自动化改造，实现减员增效。 

①甲胺项目安装摄像头 5台，实现现场实时监控。 

②精醇项目蒸发冷传动设备电流和运行状态加装远传，共 16台，实现实时监控。 

③甲胺、精醇项目完善语音报警系统共计 36个点，协助员工安全稳定生产。 

④加装甲胺引氨自调阀、甲胺蒸发冷补水自调阀、精醇蒸发冷补水自调阀共 3台，

实现远传自动控制。 

⑤技改甲胺四侧采出流量计、五塔回流流量计、精醇预塔进料流量计、预塔回流

流量计、预塔排料流量计、加压回流流量计、加压采出流量计、加压排料流量计、常

压采出流量计、常压回流流量计、蒸发冷液位计、蒸发冷温度计共计 12 台，实现实

时监控。 

⑥技改甲胺 P703A 行程调节由 DCS控制，方便操作，实现趋势监控。 

（3）增加 DMF产品自动装车系统 。 

 

四、进度计划 

（按照 2016 年 8 月完成验收的时间节点，合理安排工作进度。） 

1.添加监控系统画面异常情况区别，协助员工及时发现问题点。 

完成时间：2016.2.22 

2.增加危险工艺安全仪表系统。 

完成时间：2016.5.25 

3.增加微小泄漏检测设备。 

完成时间：20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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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MAC 项目、LNG 项目自动化改造，实现减员增效。 

完成时间：2016 年 6 月 

（1）DMAC、LNG 项目 DCS 操作系统改造，实现画面合并，方便操作。 

完成时间：2015.8.11 

（2）DMAC、LNG 项目安装摄像头 5 台，实现现场实时监控。 

完成时间：2015.10.15 

（3）LNG 项目蒸发冷传动设备电流和运行状态加装远传，共 8 台，实现实时监

控。 

完成时间：2015.12.20 

（4）DMAC、LNG 项目完善语音报警系统共计 23 个点，协助员工安全稳定生产。 

完成时间：2016.1.22 

（5）加装 DMAC 二塔循环水自调阀、三塔侧线采出自调阀、三塔塔顶采出自调

阀、三塔釜液回收自调阀、冷却水回收自调阀、LNG 合成进气自调阀、合成放空自调

阀、氮气进气自调阀、纯化塔吹除自调阀、共 9 台，实现远传自动控制。 

完成时间：2016.3.15 

（6）加装 DMAC 二塔远传压变、三塔塔顶采出流量计、三塔塔釜排料流量计、

三塔侧线采出流量计、三塔侧线采出槽液位计、LNG 氮气远传压变、LNG 冷箱远传压

变、蒸发冷液位计共计 8 台，实现实时监控。 

完成时间：2016.5.1 

5.甲胺项目、精醇项目自动化改造，实现减员增效。 

完成时间：2016 年 6 月 

（1）甲胺项目安装摄像头 5 台，实现现场实时监控。 

完成时间：2015.10.15 

（2）精醇项目蒸发冷传动设备电流和运行状态加装远传，共 16 台，实现实时监

控。 

完成时间：2015.12.25 

（3）甲胺、精醇项目完善语音报警系统共计 36 个点，协助员工安全稳定生产。 

完成时间：2015.8.30 

（4）加装甲胺引氨自调阀、甲胺蒸发冷补水自调阀、精醇蒸发冷补水自调阀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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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实现远传自动控制。 

完成时间：2016.1.28 

（5）技改甲胺四侧采出流量计、五塔回流流量计、精醇预塔进料流量计、预塔

回流流量计、预塔排料流量计、加压回流流量计、加压采出流量计、加压排料流量计、

常压采出流量计、常压回流流量计、蒸发冷液位计、蒸发冷温度计共计 12 台，实现

实时监控。 

完成时间：2016.3.16 

（6）技改甲胺 P703A 行程调节由 DCS 控制，方便操作，实现趋势监控。 

完成时间：2016.4.23 

6.增加 DMF 产品自动装车系统。 

完成时间：2016.5.8 

 

五、保障措施 

（从机构、人员、资金、现场、制度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 

为了提升自动化管理水平，深入落实减员增效工作，经研究决定，特成立减员增

效推进小组，负责公司减员增效及自动化改进工作推进。具体内容如下： 

1.成立减员增效推进小组。 

组长：石宏霞 

副组长：王斌生 孙玉东 

组员：张景华 邓占听 方翔高 卫星 王立 刘纯善 禹建省 孙宏林 康启 赵占军

谢自更 汤传峰 刑玉杰 李祥 赵永松 王辉 杨树才 吴清华 胡俊华 马林 胡家安  

黄继成 董继光 闫德合 张萌 韩天英 陈涛 

下设推进工作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邓占听 

办公室成员：禹建省 杜辉平 肖军远 王伟 黄建设 张占方 魏峰 耿继红 

2.减员增效推进小组职责安排。 

（1）制定自动化改进计划，并对进度进行跟踪及计划落实。 

（2）考核制度并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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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集自动化及岗位优化的合理化建议并提出改进方案。 

（4）每周五上午 10 点组织召开架构会议，总结推进经验肯定优秀鞭策落后。 

（5）对减员增效工作要统一思想并通过黑板报、照片、报纸及网络信息等渠道

做好宣传，要做到一个项目一个总结。 

（6）收集有效果的先进经验及宣传材料定期召开技术交流大会。 

（7）具体工作进度和成果要整合，并形成决议由组长或副组长向集团领导汇报。 

 

六、建设前后对比分析 

1.示范前景分析。 

（示范作用和意义、成本效益分析；示范试点建设前后用工和生产效

率方面的对比分析。） 

投用后，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减轻了员工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保障了

生产安全稳定运行，降低了企业用工风险。 

投用前 DMF 分厂共计 128 人，项目投用后 DMF 分厂共计 72 人，实现减员 43.75%。 

DMF 分厂年计划产量由投用前的精醇 12 万吨、甲胺 2.8 万吨、DMF2.8 万吨、

DMAC6000 吨、LNG3000 吨；提升至精醇 14 万吨、甲胺 2.87 万吨、DMF2.87 万吨、

DMAC1.5 万吨，LNG5000 吨。 

2.示范企业建设成功后与国内同等条件下普遍用工情况的对比分

析。 

目前国内同规模甲胺装置用工 20 人，项目完成后甲胺装置用工 6 人；国内同规

模甲醇装置用工 18 人，项目完成后甲醇装置用工 6 人；国内同规模 DMAC 装置用工

16 人，项目完成后 DMAC 装置用工 6 人，人员大幅度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