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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石法聚氯乙烯电石消耗查定及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石法聚氯乙烯工艺电石消耗查定环节、计算方法及相关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电石法聚氯乙烯工艺的生产单位，以电石为原料生产其他化工产品的

生产单位也可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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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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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9 溶解乙炔

GB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639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T 34 固定汚染源排气中氯乙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3.1 单位产品实物电石消耗量

从电石进入企业后，入出库到以原料投入生产至聚氯乙烯成品包装为止，以聚氯乙烯单

位产品实物电石消耗表征的技术经济指标。

3.2 电石损失

从电石进入企业后，入出库到以原料投入生产至聚氯乙烯成品包装为止，各个环节直接

或折算损失的电石。

4 电石消耗查定要求

4.1 电石库损耗

4.1.1 电石破碎损耗

4.1.1.1 查破碎扫地灰和收尘灰。破碎扫地灰：生产班组每班破碎间歇打扫破碎设备现场

周边收集的电石灰。收尘灰：破碎收尘设备收集的电石灰。

4.1.1.2 收集破碎扫地灰和收尘灰并称重，精确至 0.01kg，化验室检测装置破碎扫地灰、

收尘灰发气量，计算 Ca(OH)2 和 CaC2 质量，折算电石量。

4.1.1.3 电石破碎损 耗量（吨）=∑查定期间（扫地灰+

收尘灰+设备漏电石灰）折算电石量



电石破碎损耗率（%）=

4.1.2 电石风化损耗

4.1.2.1 查破碎前堆放电石风化损耗。

4.1.2.2 风化测试：随机取未破碎的电石六块，编为 1#、2#、3#、4#、5#、6#，分别用电

子称称重，精确至 0.01kg，记录电石初始重量，然后做测试室模拟电石仓放置，每间隔 8

小时取出扫除风化电石灰，用电子称称取期末电石灰重量，精确至 0.01kg。以此类推至 16

小时、24 小时、32 小时、40 小时、48 小时、72 小时、96 小时、120 小时。

4.1.2.3 风化测定值（公斤/吨）=

批电石料仓损耗量（吨）=批电石量×风化测定值×10-3

查定期间电石风化损耗率（%）=

4.1.3 含铁损耗

4.1.3.1 查未破碎电石现场、查破碎后输送线除铁器。

4.1.3.2 收集未破碎电石现场、破碎后输送线除铁器上的铁并称重，精确至 0.01kg。

4.1.3.3 含铁损耗量（吨）= 查定期间铁量

查定期间含铁损耗率（%）=

4.1.4 输送损耗

4.1.4.1 查电石破碎机至发生器之间的输送线，查输送扫地灰和收尘灰。输送扫地灰：生

产班组每班破碎间歇打扫输送现场收集的电石灰。收尘灰：输送收尘设备收集的电石灰。

4.1.4.2 收集破碎扫地灰和收尘灰并称重，精确至 0.01kg，验室检测装置破碎扫地灰、收

尘灰发气量，计算 Ca(OH)2和 CaC2质量，折算电石量。

4.1.4.3 输送损耗量（吨）=∑查定期间（扫地灰+收尘灰+设备漏电石灰）折算电石量

4.1.4.4 查定期间输送损耗率（%）=

4.1.5 电石料仓损耗

4.1.5.1 查电石料仓内电石风化损耗。

%100
查定期间破碎电石量

电石破碎损耗量

%100
查定期间破碎电石量

含铁损耗

%100
查定期间破碎电石量

输送损耗

%100
查定期间破碎电石量

电石料仓损耗

电石初始重量

期末电石灰重量



4.1.5.2 风化测试：取需入仓的电石六块，编为 1#、2#、3#、4#、5#、6#，分别称重后记

录电石初始重量，然后做测试室模拟电石仓放置，每间隔 8 小时取出扫除风化电石灰测定期

末电石灰重量。以此类推至 16 小时、24 小时、32 小时、40 小时、48 小时、72 小时、96

小时、120 小时。

4.1.5.3 风化测定值（公斤/吨）=

批电石料仓损耗量（吨）=批电石量×风化测定值×10-3

查定期间电石风化损耗率（%）=

4.2 乙炔发生损耗

4.2.1 湿法发生器排渣、溢流损耗

4.2.1.1 查发生器排放渣浆和溢流渣浆。

4.2.1.2 记录查定期间发生器每次排渣下降高度，排渣次数，排放渣浆温度，溢流渣浆温

度，查乙炔气溶解度，计算排放渣浆和溢流渣浆中乙炔气含量。

4.2.1.3 湿法乙炔发生器排渣、溢流损耗的乙炔量（m3）=∑查定期间[排放渣浆体积×对

应温度下乙炔溶解度+（溢流渣浆体积×对应温度下溶解度—回收乙炔量）]

湿法乙炔发生器排渣、溢流损耗的电石量（吨）=

湿法乙炔发生器排渣、溢流损耗的电石率（%）=

4.2.2 发生器上贮斗排气损耗

4.2.2.1 需查定发生器上贮斗排气量。

4.2.2.2 测定发生器上每次贮斗排气中乙炔气含量 GB 6819，记录每日贮斗排气次数。

4.2.2.3 发生器上贮斗排气电石损耗量（吨）=

查定期间发生器上贮斗排气电石损耗率（%）=

4.2.3 发生器排出的矽铁、废渣

4.2.3.1 需查定从发生器排出的矽铁、废渣量。

4.2.3.2 向地磅处查询年度矽铁、废渣总量并记录，精确至 0.01t。

4.2.3.3 电石损耗量（吨）=查定期间发生器排出的矽铁+废渣量。

查定期间电石损耗率（%）=

电石初始重量

期末电石灰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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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湿法发生器检修置换损耗

4.2.4.1 查定置换时发生器剩余液位，下贮斗的体积、洗泥器的容积、洗泥器出口管至正

水封管内容积、置换前排渣损耗。

4.2.4.2 乙炔气损耗量（m3）=∑查定期间（剩余液位体积+下贮斗的体积+洗泥器的容积+

洗泥器出口管至正水封管内容积+置换前排渣损耗乙炔气）（“置换前排渣损耗乙炔气”参

考4.2.1排渣乙炔损耗量计算方法）

发生器检修置换电石损耗量（吨）=

查定期间发生器检修置换电石损耗率（%）=

4.2.5 干法乙炔装置电石损耗

4.2.5.1 查装置电石渣带出的电石损耗及干法乙炔发生器装置扫地灰、收尘灰和设备漏电

石灰损耗。

4.2.5.2 化验室检测电石渣中水分含量（国标），生电石含量（国标），计算消耗 1 吨电

石产生的电石渣中平均生电石含量。

4.2.5.3 收集干法乙炔发生器装置扫地灰、收尘灰和设备漏电石灰并称重，精确至 0.01kg，

化验室检测装置扫地灰、收尘灰和设备漏电石灰发气量，计算 Ca(OH)2和 CaC2质量，折算电

石量。

4.2.5.4 干法乙炔装置电石损耗量（吨）=查定期间电石消耗量×平均生电石含量+∑（扫

地灰+收尘灰+设备漏电石灰）折算电石量

查定期间干法乙炔装置电石损耗率（%）=

4.2.6 干法发生器检修置换损耗

4.2.6.1 查发生器检维修置换时的乙炔气体损耗。

4.2.6.2 对发生装置检修置换前，依据 GB 6819 检测发生器内乙炔气纯度，根据发生器体

积计算装置内乙炔气总体积。

4.2.6.3 发生器检修置换电石损耗量（吨）=

查定期间发生器检修置换损耗率（%）=

4.3 乙炔清净损耗

4.3.1 次钠清净工艺损耗

4.3.1.1 查清净工段排放的废次氯酸钠中溶解的乙炔气损耗。

4.3.1.2 化验室依据 GB 6819 检测排放的废次钠中溶解的乙炔气含量，计算查定期间排放

的废次钠中溶解的乙炔气总量。

4.3.1.3 乙炔清净电石损耗量（吨）=

电石平均发气量

发生器内乙炔气含量查定期间发生器体积 

%100
查定期间破碎电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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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废次钠中溶解的乙炔气查定期间废次钠体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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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石损耗量查定期间干法乙炔装置

电石平均发气量

换损耗的乙炔气量查定期间发生器检修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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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炔清净损耗电石损耗率（%）=

4.3.2 乙炔压缩机地沟排水损耗

4.3.2.1 查乙炔压缩机地沟排水中溶解的乙炔气损耗。

4.3.2.2 记录乙炔压缩机地沟排水体积，查找压缩机地沟排水中溶解的乙炔气溶解度，计

算查定期间压缩机地沟排水中的乙炔气总量。

4.3.2.3 乙炔压缩机地沟排水电石损耗量（吨）=

乙炔压缩机排水损耗率（%）=

4.4 合成工序损耗

4.4.1 乙炔气炭化损耗

4.4.1.1 查前转化器报废时的触媒重量。

4.4.1.2 核查前转化器新触媒装填时每台转化器用量，报废时前转化器中触媒重量，精确

至 0.01t。

4.4.1.3 乙炔气炭化损耗电石损耗量为：

损耗量（吨）=

乙炔气炭化损耗电石损耗率（%）=

4.4.2 转化器翻触媒置换损耗

4.4.2.1 查前转化器和后转化器翻触媒过程中排放乙炔量。

4.4.2.2 化验室依据 GB 6819 检测前转化器和后转化器中乙炔含量。

4.4.2.3 前转化器翻触媒置换电石损耗量为：

损耗量（吨）=

转化器翻触媒置换电石损耗量（吨）=前转化器翻触媒置换电石损耗量+后转化器翻触媒置

换电石损耗量

转化器翻触媒电石损耗率（%）=

4.4.3 碱洗塔排水损耗

4.4.3.1 查碱洗塔排水中乙炔、氯乙烯溶解量。

4.4.3.2 记录液位统计碱洗塔废碱液排放量，依据 GB 6819、HJ/T 34 乙炔、氯乙烯在碱液

中的溶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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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3 碱洗塔排水电石损耗量（吨）=

碱洗塔排水电石损耗率（%）=

4.5 精馏工序损耗

4.5.1 精馏高沸物损耗

4.5.1.1 查精馏高沸物副产物。

4.5.1.2 根据储槽液位统计产生的高沸物。

4.5.1.3 精馏高沸物电石损耗量（吨）=

精馏二氯乙烷副产物电石损耗率（%）=

4.5.2 精馏尾气放空损耗

4.5.2.1 查精馏尾气放空乙炔气、氯乙烯。

4.5.2.2 统计精馏尾气排放量，依据 GB 6819、HJ/T 34 检测放空尾气中乙炔、氯乙烯含量。

4.5.2.3 精馏尾气放空电石损耗量（吨）=

精馏尾气放空电石损耗率（%）=

4.6 聚合工序损耗

4.6.1 置换聚合釜未回收氯乙烯单体损耗。

4.6.1.1 查置换聚合釜未回收氯乙烯单体。

4.6.1.2 测量聚合釜的压力，温度和体积，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 PV＝nRT 计算未回收

的单体损耗量。

4.6.1.3 置换聚合釜未回收氯乙烯单体电石损耗量（吨）=查定期间未回收的单体×吨单体

电石耗

置换聚合釜未回收氯乙烯单体电石损耗率（%）=

4.6.2 单体回收压缩冷凝损耗

4.6.2.1 查单体回收尾气放空氯乙烯。

4.6.2.2 统计单体回收尾气排放量，依据 HJ/T 34 检测放空尾气氯乙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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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3 单体回收放空电石损耗量（吨）=

单体回收尾气放空电石损耗率（%）=

4.6.3 塑化物损耗

4.6.3.1 查清理过滤器和清理聚合釜塑化物。

4.6.3.2 收集查定期间过滤器和聚合釜塑化物并称重，精确到 0.01t。

4.6.3.3 塑化物电石损耗量（吨）=查定期间塑化物量×PVC 电石耗

查定期间塑化物电石损耗率（%）=

4.7 干燥工序损耗

4.7.1 干燥清理系统损耗

4.7.1.1 查清理干燥床、干燥管、离心机外转鼓机、绞龙输送机上 PVC 树脂量。

4.7.1.2 收集查定期间干燥系统清理的 PVC 树脂并称重，精确到 0.01t。

4.7.1.3 干燥清理系统电石损耗量（吨）= 查定期间清理干燥系统物料量×PVC 电石耗

干燥工序电石损耗率（%）=

4.7.2 干燥尾气带走损耗

4.7.2.1 查干燥单元尾气。

4.7.2.2 记录查定期间干燥尾气量，依据 HJ 836 检测固体颗粒物含量。

4.7.2.3 干燥尾气电石损耗量（吨）=查定期间干燥尾气量×（尾气中固体颗粒物含量×PVC

电石耗+尾气中氯乙烯含量 ×单体电石耗）

干燥尾气电石损耗率（%）=

4.7.3 洗涤塔排水系统损失

4.7.3.1 查生产过程洗塔塔排水体积流量。

4.7.3.2 查定期间洗涤塔排水产生量，依据GB 11901测定生产过程中洗涤塔排水的含固量。

4.7.3.3 洗涤塔排水损电石量（吨）=洗涤塔排水产量×洗涤塔排水含固量×PVC 电石耗

查定期间洗涤塔排水损耗电石率（%）=

4.8 包装工序损耗

4.8.1 扫地废料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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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1 查包装扫地废料。

4.8.1.2 收集查定期间包装工序的扫地 PVC 树脂并称重，精确到 0.01t。

4.8.1.3 扫地料电石损耗量（吨）=查定期间包装产生的 PVC 扫地量×PVC 电石耗。

查定期间包装工序电石损耗率（%）=

4.8.2 包装袋差额损耗

4.8.2.1 查定期间包装袋差额包装总量。

4.8.2.2 统计包装袋差额总质量，精确到 0.01t。

4.8.2.3 差额损耗损耗量（吨）=查定期间包装差额产生的 PVC 树脂量×PVC 电石耗。

查定期间包装差额损耗电石率（%）=

4.9 废水损耗

4.9.1 查生产过程离心母液水、聚合废水。

4.9.2 记录查定期间离心母液水、聚合废水产生量，分别依据 HJ 639 和 GB 11901 测定生

产过程中离心母液水、聚合废水中的氯乙烯含量及含固量。

4.9.3 废水损耗电石量（吨）=∑查定期间（离心母液水量×离心母液水中的氯乙烯含量+

聚合废水量×聚合废水中的氯乙烯量）×单体电石耗+（离心母液水×离心母液水含固量+

聚合废水量×聚合废水含固量）×PVC 电石耗。

查定期间废水损耗电石率（%）=

5 电石损耗控制措施

5.1 严把原料关

5.1.1 精准计量电石重量。规范电石进厂地磅管理，加强电石进厂监督，定期对地磅进行

抽检，有问题直接反映相关部门解决。

5.1.2 准确测量电石发气量、灰分。对批次电石粉碎过程中采用取样机自动取样，取样过

程全程监控，并制定电石取样操作规程和电石分析化验操作规程，监管部门和生产部门同时

分析，仓储留样，分析结果差别较大时，要对留样重新分析。对发气量特别低的电石进行折

标处理，并增加扣量处理。同时，电石灰分控制在 4%以内，对灰分和杂质含量高的电石进

行扣量处理。

5.2 加强过程管理

5.2.1 制定电石管理制度，严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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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厂区生产运行处和聚氯乙烯工段加强对电石卸存和生产现场的监督管理，保证卸

存现场、大小破碎及运输皮带等周边撒落的电石及时清理回收。必须将电磁除铁器上遗留的

电石和磁铁分开回收．杜绝电石浪费。

5.2.1.2 厂区生产运行处和聚氯乙烯工段要加强电石的卸车管理，如是袋装电石，必须人

工卸车，严禁使用铲车卸车，避免电石袋破损造成的风化，卸存的袋装电石要避开风口和阳

光直射，整齐堆放，发现包装破损的要立即使用，减少粉化引起的消耗上升。

5.2.1.3 在雨季厂区生产运行处和聚氯乙烯工段加大电石现场防雨设施的检查，对漏雨隐

患要及时制定措施限期整改。下雨期间，原则上不卸存电石，若生产需要．在车辆进入电石

厂房前必须将覆盖电石蓬布上的积水清理干净，杜绝雨水流人厂房内，引发安全事故。

5.2.1.4 运输來的电石及时入电石料仓并氮气保护，未破电石存放不超过 16 小时，一定确

保电石先进先破先入仓。

5.2.2 加强生产现场管理

5.2.2.1 聚氯乙烯分厂要严格落实设备巡检、维护制度，使关键设备高效、稳定运行，减

少发生器的检修频次。原则上每月不得超过 1次。从而降低因发生器检修置换所消耗的电石

用量。

5.2.2.2 聚氯乙烯分厂每月不少于 1 次，对生产系统的排空点和换热设备进行检查，并及

时整改存在问题，杜绝物料泄漏。

5.2.2.3 组织技术、设备等人员定期检查聚氯乙烯分厂的换热设备和设备排空点，杜绝因

跑冒滴漏造成的损耗，对 18 个排空口采取打盲板和包裹处理方式，避免物料损耗。

5.2.2.4 由生产运行处组织专人到生产现场督查聚氯乙烯分厂各项指标执行情况．凡查出

各类问题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确保各项指标达标，不出现跑冒滴漏现象。

5.2.3 强化职工培训，落实奖惩制度。持续开展职工技能培训活动，加强对新职工、技能

较差人员的培训力度，实行“一老带一新、技能强带技能弱”的培训模式，并建立完善的奖

罚机制，对带的好、学的好的职工给予奖励。

5.3 优化工艺控制指标

5.3.1 电石库损耗控制措施

5.3.1.1 电石破碎

——扬灰点收尘，即时送入料仓，电石灰即时送入下级输送线。

——破碎机换型，降低破碎产生的粉末。

5.3.1.2 电石风化：建议采用密闭料仓，减少风化。

5.3.1.3 输送：尽量缩短与空气接触时间，短距离输送皮带，当皮带停止运转时，应确保

皮带上不留存电石。

5.3.2 乙炔发生损耗控制措施

5.3.2.1 湿法发生器排渣、溢流

——控制发生器反应温度平稳并在指标控制范围内。



——控制电石粒度在 25-50mm，避免排渣时生电石的排出。

——排渣时电磁振荡器停止运行，合理规划排渣时间与排渣次数，保障发生器反应温度。

——加设渣浆乙炔气回收系统，进一步利用榨取渣浆中的乙炔气。

5.3.2.2 发生器上贮斗排气：配套投用置换乙炔气回收系统，回收置换贮斗中的乙炔气。

5.3.2.3 湿法发生器检修置换

——加强发生器检维修，减少发生器停用置换次数。

——加强发生器指标控制，减少因控制异常导致发生器使用周期减短。

5.3.2.4 干法乙炔装置

——使用洗涤水密闭循环发生器。

——使用密闭气流输送。

——加料管线使用耐磨材质管线，减少漏料。

5.3.2.5 干法发生器检修置换

——建立维修台账及发生器设备耐磨件更换台账。

——使用洗涤水密闭循环发生器。

5.3.3 乙炔清净损耗控制措施。次钠清净工艺：建议增加负压脱吸装置或超重力脱吸装置。

5.3.4 合成工序损耗控制措施

5.3.4.1 乙炔气炭化：控制 A 组转化器温度在 120℃-160℃范围内。

5.3.4.2 转化器翻触媒置换：建议通过变压吸附回收装置对置换气中的氯乙烯及乙炔进行

回收。

5.3.4.3 碱洗塔排水：建议通过废碱液气提塔将废碱液中的氯乙烯回收。

5.3.5 精馏工序损耗控制措施

5.3.5.1 精馏二氯乙烷副产物：精馏三塔回收二氯乙烷中溶解的氯乙烯。

5.3.5.2 精馏尾气放空：调整合成乙炔氯化氢配比、提高合成转化率。

5.3.5.3 建议增加负压吸附装置回收防控气体。

5.3.6 聚合工序损耗控制措施

5.3.6.1 置换聚合釜未回收氯乙烯单体：建议聚合系统检维修作业前，将系统回收至负压。

5.3.6.2 塑化物

——优化聚合釜涂釜参数，避免出现较多塑化物，调整涂釜前冲洗时间和雾化时间，通

过对比涂釜效果，找出最佳涂釜时间，明确控制标准。

——用先进的配方，减少聚合釜粘釜物的产生。

——保持设备正常运行，不挤压产生塑化物。

5.3.7 干燥工序损耗控制措施

5.3.7.1 干燥清理系统



——采用分散打料器，保证物料进行干燥器时处于松散状态。

——选用合理的风速，使物料在干燥器内不因重力沉降作用而积存。

5.3.7.2 干燥尾气带走

——采用尾气洗涤、袋滤除尘等措施，回收尾气中 PVC 物料。

——提高浆料汽提的处理能力，降低母液水及 PVC 树脂颗粒内吸附的氯乙烯单体量。

5.3.8 包装工序损耗控制措施

——包装系统配备除尘系统，将包装过程中产生的物料进行回收。

——降低包装设备故障率，减少包装过程中的物料外溢。

5.3.9 废水损耗控制措施

——提高废水汽提及浆料汽提的处理能力，降低废水及母液水中的氯乙烯单体溶解量。

——减少母液水、废水量；采用重力沉降技术，降低母液水、废水含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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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1　查乙炔压缩机地沟排水中溶解的乙炔气损耗。
	4.3.2.2　记录乙炔压缩机地沟排水体积，查找压缩机地沟排水中溶解的乙炔气溶解度，计算查定期间压缩机地沟排水中的乙
	4.3.2.3　乙炔压缩机地沟排水电石损耗量（吨）=


	4.4　合成工序损耗
	4.4.1　乙炔气炭化损耗
	4.4.1.1　查前转化器报废时的触媒重量。
	4.4.1.2　核查前转化器新触媒装填时每台转化器用量，报废时前转化器中触媒重量，精确至0.01t。
	4.4.1.3　乙炔气炭化损耗电石损耗量为：

	4.4.2　转化器翻触媒置换损耗
	4.4.2.1　查前转化器和后转化器翻触媒过程中排放乙炔量。
	4.4.2.2　化验室依据GB 6819检测前转化器和后转化器中乙炔含量。
	4.4.2.3　前转化器翻触媒置换电石损耗量为：

	4.4.3　碱洗塔排水损耗
	4.4.3.1　查碱洗塔排水中乙炔、氯乙烯溶解量。
	4.4.3.2　记录液位统计碱洗塔废碱液排放量，依据GB 6819、HJ/T 34乙炔、氯乙烯在碱液中的溶解度。
	4.4.3.3　碱洗塔排水电石损耗量（吨）=


	4.5　精馏工序损耗
	4.5.1　精馏高沸物损耗
	4.5.1.1　查精馏高沸物副产物。
	4.5.1.2　根据储槽液位统计产生的高沸物。
	4.5.1.3　精馏高沸物电石损耗量（吨）=                

	4.5.2　精馏尾气放空损耗
	4.5.2.1　查精馏尾气放空乙炔气、氯乙烯。
	4.5.2.2　统计精馏尾气排放量，依据GB 6819、HJ/T 34检测放空尾气中乙炔、氯乙烯含量。
	4.5.2.3　精馏尾气放空电石损耗量（吨）=


	4.6　聚合工序损耗
	4.6.1　置换聚合釜未回收氯乙烯单体损耗。
	4.6.1.1　查置换聚合釜未回收氯乙烯单体。
	4.6.1.2　测量聚合釜的压力，温度和体积，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PV＝nRT 计算未回收的单体损耗量。
	4.6.1.3　置换聚合釜未回收氯乙烯单体电石损耗量（吨）=查定期间未回收的单体×吨单体电石耗

	4.6.2　单体回收压缩冷凝损耗
	4.6.2.1　查单体回收尾气放空氯乙烯。
	4.6.2.2　统计单体回收尾气排放量，依据HJ/T 34检测放空尾气氯乙烯含量。
	4.6.2.3　单体回收放空电石损耗量（吨）=

	4.6.3　塑化物损耗
	4.6.3.1　查清理过滤器和清理聚合釜塑化物。
	4.6.3.2　收集查定期间过滤器和聚合釜塑化物并称重，精确到0.01t。
	4.6.3.3　塑化物电石损耗量（吨）=查定期间塑化物量×PVC电石耗


	4.7　干燥工序损耗
	4.7.1　干燥清理系统损耗
	4.7.1.1　查清理干燥床、干燥管、离心机外转鼓机、绞龙输送机上PVC树脂量。
	4.7.1.2　收集查定期间干燥系统清理的PVC树脂并称重，精确到0.01t。
	4.7.1.3　干燥清理系统电石损耗量（吨）= 查定期间清理干燥系统物料量×PVC电石耗

	4.7.2　干燥尾气带走损耗
	4.7.2.1　查干燥单元尾气。
	4.7.2.2　记录查定期间干燥尾气量，依据HJ 836检测固体颗粒物含量。
	4.7.2.3　干燥尾气电石损耗量（吨）=查定期间干燥尾气量×（尾气中固体颗粒物含量×PVC电石耗+尾气中氯乙烯含量

	4.7.3　洗涤塔排水系统损失
	4.7.3.1　查生产过程洗塔塔排水体积流量。
	4.7.3.2　查定期间洗涤塔排水产生量，依据GB 11901测定生产过程中洗涤塔排水的含固量。
	4.7.3.3　洗涤塔排水损电石量（吨）=洗涤塔排水产量×洗涤塔排水含固量×PVC电石耗


	4.8　包装工序损耗
	4.8.1　扫地废料损耗
	4.8.1.1　查包装扫地废料。
	4.8.1.2　收集查定期间包装工序的扫地PVC树脂并称重，精确到0.01t。
	4.8.1.3　扫地料电石损耗量（吨）=查定期间包装产生的PVC扫地量×PVC电石耗。

	4.8.2　包装袋差额损耗
	4.8.2.1　查定期间包装袋差额包装总量。
	4.8.2.2　统计包装袋差额总质量，精确到0.01t。
	4.8.2.3　差额损耗损耗量（吨）=查定期间包装差额产生的PVC树脂量×PVC电石耗。


	4.9　废水损耗
	4.9.1　查生产过程离心母液水、聚合废水。
	4.9.2　记录查定期间离心母液水、聚合废水产生量，分别依据HJ 639和GB 11901测定生产过程中离心母液
	4.9.3　废水损耗电石量（吨）=∑查定期间（离心母液水量×离心母液水中的氯乙烯含量+聚合废水量×聚合废水中的氯

	5　电石损耗控制措施
	5.1　严把原料关
	5.1.1　精准计量电石重量。规范电石进厂地磅管理，加强电石进厂监督，定期对地磅进行抽检，有问题直接反映相关部门
	5.1.2　准确测量电石发气量、灰分。对批次电石粉碎过程中采用取样机自动取样，取样过程全程监控，并制定电石取样操

	5.2　加强过程管理
	5.2.1　制定电石管理制度，严格落实。
	5.2.1.1　厂区生产运行处和聚氯乙烯工段加强对电石卸存和生产现场的监督管理，保证卸存现场、大小破碎及运输皮带等周
	5.2.1.2　厂区生产运行处和聚氯乙烯工段要加强电石的卸车管理，如是袋装电石，必须人工卸车，严禁使用铲车卸车，避免
	5.2.1.3　在雨季厂区生产运行处和聚氯乙烯工段加大电石现场防雨设施的检查，对漏雨隐患要及时制定措施限期整改。下雨
	5.2.1.4　运输來的电石及时入电石料仓并氮气保护，未破电石存放不超过16小时，一定确保电石先进先破先入仓。

	5.2.2　加强生产现场管理
	5.2.2.1　聚氯乙烯分厂要严格落实设备巡检、维护制度，使关键设备高效、稳定运行，减少发生器的检修频次。原则上每月
	5.2.2.2　聚氯乙烯分厂每月不少于1次，对生产系统的排空点和换热设备进行检查，并及时整改存在问题，杜绝物料泄漏。
	5.2.2.3　组织技术、设备等人员定期检查聚氯乙烯分厂的换热设备和设备排空点，杜绝因跑冒滴漏造成的损耗，对18个排
	5.2.2.4　由生产运行处组织专人到生产现场督查聚氯乙烯分厂各项指标执行情况．凡查出各类问题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5.2.3　强化职工培训，落实奖惩制度。持续开展职工技能培训活动，加强对新职工、技能较差人员的培训力度，实行“一

	5.3　优化工艺控制指标
	5.3.1　电石库损耗控制措施
	5.3.1.1　电石破碎
	5.3.1.2　电石风化：建议采用密闭料仓，减少风化。
	5.3.1.3　输送：尽量缩短与空气接触时间，短距离输送皮带，当皮带停止运转时，应确保皮带上不留存电石。

	5.3.2　乙炔发生损耗控制措施
	5.3.2.1　湿法发生器排渣、溢流
	5.3.2.2　发生器上贮斗排气：配套投用置换乙炔气回收系统，回收置换贮斗中的乙炔气。
	5.3.2.3　湿法发生器检修置换
	5.3.2.4　干法乙炔装置
	5.3.2.5　干法发生器检修置换

	5.3.3　乙炔清净损耗控制措施。次钠清净工艺：建议增加负压脱吸装置或超重力脱吸装置。
	5.3.4　合成工序损耗控制措施
	5.3.4.1　乙炔气炭化：控制A组转化器温度在120℃-160℃范围内。
	5.3.4.2　转化器翻触媒置换：建议通过变压吸附回收装置对置换气中的氯乙烯及乙炔进行回收。
	5.3.4.3　碱洗塔排水：建议通过废碱液气提塔将废碱液中的氯乙烯回收。

	5.3.5　精馏工序损耗控制措施
	5.3.5.1　精馏二氯乙烷副产物：精馏三塔回收二氯乙烷中溶解的氯乙烯。
	5.3.5.2　精馏尾气放空：调整合成乙炔氯化氢配比、提高合成转化率。
	5.3.5.3　建议增加负压吸附装置回收防控气体。

	5.3.6　聚合工序损耗控制措施
	5.3.6.1　置换聚合釜未回收氯乙烯单体：建议聚合系统检维修作业前，将系统回收至负压。
	5.3.6.2　塑化物

	5.3.7　干燥工序损耗控制措施
	5.3.7.1　干燥清理系统
	5.3.7.2　干燥尾气带走

	5.3.8　包装工序损耗控制措施
	5.3.9　废水损耗控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