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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化学的化学工程节能研究
Study on energy conserva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based on green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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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力发展绿色化学，以此提高化学工程的节能效果，已经成为化学工程行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鉴于
此，本文对基于绿色化学的化学工程节能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能够促进我国绿色化学在化学工程行业中的进一
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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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vigorously develop green chemistry and improve the energy saving effec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has
become an urgent and important problem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ndustry.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energy saving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based on green chemistry, so a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application of
green chemistry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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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发展，人们在社会发展中愈发意识到保护环境的
重要性，我国大力推动节能减排战略实施有利于环保，能
够有效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得到最大
程度的使用，进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还有助于协调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长期以来，化学工程的不断推进，给
我国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这也使人们迫切希望
将绿色节能环保理念融入至化学工程当中云，以此实现化
学工程的绿色化转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工业生产的
无公害化。当然，这种美好的设想虽然较为理想化，但却
非常符合我国在化学工程发展中的长远目标。

1 基于绿色化学的化学工程节能研究意义
通过对以往的化学工艺进行分析，在以往的化学工程
中，化学工艺在处理有毒有害物质时，往往过于滞后，这也
使这些未及时处理的有毒有害物质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
染，进而加大了有毒有害物质的处理成本，而且处理成效
也往往非常不理想。而将绿色化学应用于化学工程中，则
可在净化有害气体的同时，直接对有害气体的净化产物进
行清洁处理，从而达到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的目的。对于
化学工程来说，化学原料是否能够正确选择，将直接关系
到后续生产中所选择的具体工艺，而绿色化学在化学工程
中的应用，则可从源头上出发，对待选择化学原料在工艺
生产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化学污染物进行分析，从而确保
了化学原料选择的科学性，不仅大幅提高了化学原料及自
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能有效避免因化学原料选择不当而
造成的污染物处理困难的问题。由此可见，对基于绿色化
学的化学工程节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化学工程生产的节能减排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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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化学的化学工程节能现状

我国在化学工程发展中，对于试剂的选择，需要根据
化学反应中是否能够对绿色工艺进行合理利用来确定。例
如，在石油化工生产中，往往需要通过氢化反应来对烃类物
质进行处理，但氢化反应会发出大量的热量，而且其生成
物有着非常活跃的性质，同时可能伴随着氧化反应的出现，
进而造成生成物不够稳定，使产物提取受到很大影响。因
此，采用该类反应来进行催化并不是最为理想的选择，需
要进一步改善这种状况，采取其他选择性较高的试剂来对
烃类物质进行催化，从而在节约成本的同时，还能使资源
的消耗大幅降低，进而达到显著的节能效果，并且也能确
保提取的生成物具有较高的纯度。通过以上实践，能够为
化学工程的实际生产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在绿色化学中将研究更多的化学反应，从而使绿色化
学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目前，我国在化学工程中，对高
效催化剂的无毒、无害化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有许多问
题亟需得到进一步解决，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研究工作
将为化学工程的绿色化转变提供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还
能充分体现出我国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的资源节约型与环境
友好型特点。

3 基于绿色化学的化学工程节能应用研究
3.1 基于绿色化学的化学工程实现途径
我国化学工程已经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由于那
时人们并没有对环境保护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也使化学工
程对人类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和破坏，资源枯竭、
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变得愈发严峻，将绿色化学
更好的应用于化学工程中，已经成为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
迫切需要。就目前来看，要想将绿色化学有效应用于化学
工程中，具体的实现途径主要有四个，其一是对更加高效
的绿色化学技术进行开发；其二是从源头上对化学工程污
染进行控制和治理；其三是在化学工程中打造可循环的绿
色生态产业链；其四是在我国大力发展和提倡循环式经济。
从化学工程的绿色化发展角度来分析，绿色化学工艺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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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的节能减排目标实现提供可靠的保障，并且能够
在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3.2 基于绿色化学的化学工程节能应用
就目前来看，基于绿色化学的化学工程节能应用主要
在三个方面有着突出表现，一方面是在清洁生产技术上有
着巨大的应用优势，另一方面是在生物技术上有着理想的
应用效果，最后是在环境友好型产品中能够体现出绿色化
学的应用理念。
在清洁生产技术方面，该技术作为一种绿色技术，具
有无公害、无毒的特点，就目前绿色化学在清洁技术上的
应用来分析，脱磷脱硫技术便是绿色化学的一大应用成果，
在城市垃圾处理中，需要严格按照无公害原则来进行，例
如，将可二次利用的垃圾进行回收，并将其进行相应的处
理后重新应用于其他领域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清洁生
产技术有着广泛的涵盖面，其不仅涵盖了生物工程领域，
还同时函盖了绿色脆化技术以及辐射加工技术等，无论是
在哪个领域，绿色化学都在化学工程的节能应用中发挥巨
大的应用优势。
在生物技术方面，绿色化学可应用于基因工程与细胞
工程中，绿色化学在生物技术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生物仿
生领域与生物化工领域，生物酶便是绿色化学在生物技术
应用中的重要体现之一，生物酶在医药生产中是一种经常
被用到的高效催化剂，其在可再生能源合成中发挥着巨大
的促进作用。现如今，酶类已经成为绿色化学在化学工程
生物技术中的主要应用方式，酶类包括自然界中存在的酶
和工业酶，酶类催化剂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催化剂，其具有

更为温和的反应条件，所合成的生成物要更为优良，而且
催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物也较少，由此可见，绿色化学
在生物技术上是具有非常理想的应用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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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总而言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化学工程的支持，但化学
工程也对人类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与破坏，
因此将绿色化学应用于化学工程中，以此改善和避免环境
污染态势，实现化学工程的节能减排目标，已经成为化学工
程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绿色化学在
化学工程节能的应用必将得到进一步深入，将会有更多绿
色、高效的绿色化学技术被应用于化学工程之中，并研发
出越来越多的环境友好型产品，从而在确保我国经济发展
不会受到影响的同时，有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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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性破坏的过程，并且，当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影响边坡
的稳定性。
3）路堑高陡边坡岩体爆破，应充分考虑开挖过程中的
动力稳定性问题。采用精确延时起爆干扰减振爆破，可以
有效地控制爆破作用及其危害。
4）路堑边坡爆破开挖，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以及边
坡开挖形式，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控制爆破开挖对边坡
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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