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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钛白粉工业发展现状与环境政策研究
周学双，蔡春霞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１２）

：摘要］针对我国钛白粉工业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造成钛白粉工业现状的原因，并从环保角度提出
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钛白粉；废水；废气；同体废弃物；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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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２００６年的不完全统汁，我国钛白粉表
观消费量为９２３ ｋｔ／ａ，行业内共有约６７家生产
厂，综合产能为１．１４ Ｍｔ／ａ，实际总产量８６０

与建议。
１

ｋｔ／ａ

左右，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钛白粉第二生产大
国；产地主要分布在广西、四川、江苏、山东４省

１．１

我国钛白粉工业现状与存在问题
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
世界钛白粉工业呈高产业集中现象。全球产

境内（占企业总数的４８％、产能的５６％），预计

能排名前５家企业的合计规模占世界钛白粉产能的

２０１０年上述４省的综合产能将达１．４３ Ｍｔ／ａ，四

７０％。其中，美国杜邦公司产能为１．１

川、江苏、山东３省在建项目共计１ ６个，增加产

２２％；利安德公司产能为７２０ ｋｔ／ａ，占１４％。在地

能近８００

区结构上，主要集中在北美与西欧，两地区产能合

ｋｔ／ａ，

我国钛白粉工业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５８年

Ｍｔ／ａ，占

计占全球总产能的７０％，亚太地区占２０％。

天津化工研究院开发研究硫酸法钛白粉牛产工艺，

与全球钛自粉的产业格局完全不同，中国钛白

１９７１年开始研究氯化法钛白粉生产工艺。钛白粉

粉呈现明显的低产、Ｉｋ集中度特征。２００６年，我国钛

主要应用于涂料、塑料橡胶、化纤和造纸等领域。

白粉企业约６７家，预计２００８年将发展到９０家，分

目前，我国钛白粉工业存在生产工艺落后、资源利

布于全国１９个省（市）；国内最大企业山东东佳集

用率低、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ｆａ】题，各地盲

团的产能仅１００ ｋｔ／ａ。产量在２０ ｋｔ／ａ以上的企业

目无序扩张，基本处于失控状态，如不进行调控，必

有１２家，１０ ｋｔ／ａ以上的有３３家，半数以上的企业

将造成恶性竞争、污染环境的严重后果。
本文深入分析和总结我国钛白粉工业发展现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０—１０；［修订日期］２００９—０２—０６。

状及存在的问题，从钛白粉工业准入门槛、市场需

［作者简介］周学双（１９６４一），男，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学，

求、标准体系、环保执法与监管等方面，深入分析造

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评估与石化行业环境保

成钛白粉工业现状的原因，并从环保角度提出对策

护电话１３９０１ １５４７５３，电邮ｘｕｅｄｂ２０００＠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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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不足１０ ｋｔ／ａ，规模普遍太小。
国内钛白粉工业主要分布在广西、四川、江苏、山
东４省境内，前两省为原料依赖型，后两省为市场依

分硫酸通过废水、固体废物和废气的途径完全进入
环境，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１．４

三废综合利用存在二次污染隐患

赖型。广西共有１４家企业，总产能约２００ ｋｔ／ａ；四川

大部分企业将硫酸法生产钛白粉产生的硫酸

省已投产５家钛白粉生产企业，另有１１家在建，全部

亚铁综合利用作为饮用水和废水处理的絮凝剂，也

竣工后，产能约６００ ｋｔ／ａ，居全国第一；山东省现有５

用于农业和饲料添加剂；将废稀硫酸用于生产化

家企业，杜邦公司的东营生产厂（产能２００ ｋｔ／ａ）竣工

肥。由于钛铁矿中含有铬、镍、钍、铀等重金属和放

后，产能将达到５００ ｋｔ／ａ左右，居全国第二；江苏省现

射性元素，从机理上分析，废酸、废水和固体废物中

有８家企业，另有２家在建，产能为２００ ｋｔ／ａ左右。

都有可能存在上述物质，因此，在未确定硫酸亚铁

１．２

生产工艺落后、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档次低
目前，钛白粉工业主要为硫酸法和氯化法两种

生产工艺。全球氯化法钛白粉的产量已占总产量

和废稀硫酸的危害性之前，目前的利用途径存在污
染食物链的可能，应予以高度关注。
钛白粉工业低水平增长过快

１．５

的５５％以上，而国内仅攀枝花钢铁集团锦州钛业公

近年来，我国钛白粉的产量快速增加，１９９８年

司采用氯化法，其余企业均采用硫酸法。２００６年科

我国钛白粉总产量仅为１４０ ｋｔ，２００６年末钛白粉工

美基公司关闭在美国的硫酸法生产厂后，美国已经

业综合生产能力已经达到１．１４ Ｍｔ左右，增长了

没有硫酸法钛白粉生产装置。硫酸法工艺钛资源

７倍。

的转化率比氯化法低，用水量是氯化法的３～８倍，

当前，全国还有处于施工、设计或筹划等不同阶

生产１ ｔ钛白粉产生３～４ ｔ硫酸亚铁、８～１０ ｔ废稀

段的钛白粉项目至少２８个，其中１４个项目是业外企

硫酸、８０～２００ ｔ酸性废水、４ ｔ左右固体废物以及大

业新加盟钛白粉产业。这２８余个项目分布于１２个

量酸性废气，对周边大气环境、水环境和土壤等造

省、市，涉及的综合生产能力为１．２８ Ｍｔ／ａ以上。尤

成严重污染。

其是攀西地区在建项目达１１个，且位于长江上游的

根据估算，如果严格按照环保要求处理“三

金沙江流域，环境敏感，严重威胁水环境安全。

５００形ｔ（以每吨钛白粉计，下

按照这些项目的计划进度，竣工时间都将在

同），而现在钛白粉企业锐钛型产品的利润尚不足

２０１０年之前，届时我国钛白粉工业的总生产能力将

０００元／ｔ。近儿年，各级环保部门不断严查包括钛

远远超过美国的１．５ Ｍｔ／ａ，达到２．３ Ｍｔ／ａ左右，高

白粉工业在内的所有污染严重生产企业，硫酸法钛

居全球第一。如此高速的增长，将创最高历史记

白粉生产企业因“三废”排放量大而受到特别关注，

录，低水平恶性竞争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废”，处理成本高于２

２

全行业大部分企业都被曝光和查处。
钛白粉产品主要分为金红石型与锐钛型两种。

２

造成钛白粉工业现状的原因剖析

在耐候性、遮盖力、消色力、吸油量等质量指标方

２．１

面，金红石型钛白粉明显优于锐钛型钛白粉，因此

向性差

钛白粉工业准入门槛过低，产业政策宏观导
ｋｔ／ａ

金红石型被视为高端产品的代表。截至目前，我国

１９８８年，国家规定“禁止建设产量在３．５

仅有１２家企业具有生产金红石型产品的能力，金红

及以下的硫酸法钛白粉项目”。１９９１年原化工部对

石型产品只占钛白粉总产量的３５％，而国际上为

钛白粉行业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国家产业政策

８５％～９０％，我国的差距仍然很大。国内钛白粉产

（２００５年）对钛白粉产业的宏观导向可综合为：鼓励

品主要以锐钛型钛白粉占主导地位，产品结构极不

发展氯化法钛白粉生产工艺；限制发展硫酸法钛白

合理，在国际市场中处于竞争劣势。国内所需的高

粉生产工艺（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废酸、硫酸亚

端钛白粉产品仍主要依赖进口，２００６年进口各类钛

铁能够综合利用并实现达标的除外）。这些产业政

白粉２５６．６

策过于宏观，导向性差，基本不具有约束力。实际

１．３

ｋｔ。

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
钛白粉生产所用原料钛铁矿中约３０％的铁和

其他稀有金属如钒等资源均未加以利用，不仅造成

上，目前基本上没有其他限制条件，生产许可证制
度也没有实施。
２．２

市场需求旺盛

资源浪费，而且污染环境；在硫酸法钛白粉的生产

由于近几年我国房地产工程建设、化纤和造纸

中，每生产１ ｔ钛白粉约消耗浓硫酸４ ｔ左右，这部

行业等增长较快，锐钛型钛白粉的应用领域如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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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化纤、造纸和中低档涂料等增长很快，从而导致
硫酸法钛白粉需求量快速增长；但用于高端领域如
汽车、船舶等的钛白粉，仍需大量进口。目前，我国

和义务，造成钛白粉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性。
３

还没有任何一个钛白粉品牌的产品质量可以稳定
达到国际中上水平。，
钛白粉原料生产不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２．３

酸溶性高钛渣（ＴｉＯ：质量分数８０％左右）是钛

２００９年第２９卷

对策与建议
基于对钛白粉工业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剖

析，为促进钛白粉工业的健康发展，从环保角度提
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３．１

合理规划布局、有序发展

铁矿通过电炉熔炼，使矿中的铁氧化物被碳还原，

针对钛白粉的行业特点，国家应根据资源分

实现铁钛资源分离，钛氧化物被富集在炉渣中所形

布，结合市场与环境敏感性等因素，进行合理布局

成的产品。而钛铁矿中的有效成分ＴｉＯ：一般在

与宏观调控，不能任由市场无序发展。按照“强化

５０％左右，其余为铁、钒等物质。目前国内企业几乎

环保、做大做强、节约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制

都使用钛铁矿，由于有效成分低，必然多消耗水、硫

定行业分阶段的发展规划，原则上应不再新布设硫

酸等资源和产生大量三废，如硫酸亚铁等。使用高

酸法钛白粉企业。

钛渣生产１ ｔ钛白粉比使用钛铁矿少消耗３０％的硫

３．２

整合现有企业
对现有钛白粉企业进行环保审计与环境评估，

酸，污染和消耗都会降低，同时还可回收铁资源。
中国是钛铁矿资源大国，但钛铁矿原料工业与

对位于水源地上游、地下水补给区、城区、城市主导

钛白粉工业的发展不同步，至今还未形成规模化的

上风向、居民区等环境敏感区域的企业实行关停并

钛铁矿加工业；从总体上看，我国矿点分散、规模

转；对没有环保设施或环保设施不运转、扰民、不达

小、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装备落后，根本不能适应钛

标的小企业，限期关停；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骨干

白粉工业的发展需要。

企业，采取挂牌督办限期治理等等，加大力度关掉

标准体系不适应需要

２．４

我国钛白粉产品原国家标准ＧＢｌ７０６－－１９９３
《二氧化钛颜料》的强制性指标规定对行业的发展

一批没有实力治污和环保信用差的企业。
３．３

提高钛白粉行业准入门槛，制定环保准入

条件

已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和滞后作用。由于指标过

钛白粉行业环保成本所占比重较大，污染治理

于具体，幅度太窄，限制和约束了企业对一些专用

成本是左右企业成本的关键，因此必须从环境保护

型产品的开发和生产，不利于技术实力较强的大型

角度提高准入门槛，控制钛白粉企业的无序发展。
建议单个钛白粉企业的规模不得低于５０

企业开创具有更强市场竞争力的高新产品，也不利

ｋｔ／ａ，

于与国际标准接轨和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新版

煅烧窑直径不得小于３．０ ｍ，原料必须使用有效成

ＧＢ／Ｔ１７０６－－２００６（（二氧化钛颜料》实施后将会有所

分ＴｉＯ：高于８０％的钛渣，不得新建或扩大锐钛型

改善。

钛白粉生产规模，削减现有锐钛型钛白粉产能，进

由于我国钛白粉工业传统上采用品质低劣的

一步限制硫酸法钛白粉发展，鼓励使用清洁工艺生

普通钛铁矿作原料，而钛铁矿中含有铬、镍、钍、铀

产，鼓励资源地区建设钛铁矿原料加工型企业。除

等重金属和放射性元素，不仅生产过程中排出大量

此之外，还建议对硫酸法钛白粉出口征收关税（环

难以处理的“三废”，且容易造成二次污染。我国急

境污染税）。

需制定钛白粉原料标准，规范生产。

３．４

２．５

环保执法与监管不到位

强化环保监督管理、清理整顿在建项目
鉴于钛白粉行业污染重的特点，为控制钛白粉

钛白粉生产属于重污染行业，目前几乎所有钛

企业的无序发展，建议将钛白粉行业建设项目环评

白粉工程的环评均由地方环保部门批复，现有钛白

审批权收至国家环境保护部；针对目前钛白粉行业

粉企业未能按要求治理三废，却还在不断扩产，全

盲目无序的扩张建设，建议全面进行清理整顿，严

行业处于无序混乱的发展状态；诸如硫酸亚铁和废

肃惩处违法违规建设；地方和国家督察中心应对现

稀硫酸等危险废物转移，尚未被纳入环境保护行政

有钛白粉企业进行重点监控。

主管部门的监管范围。由于各地区环保执法尺度

３．５

制定相关标准、规范“三废”排放与综合利用

不一，各企业治污成本存在不平衡现象，尤其是一

由于原料的差异直接关系到生产过程中“三

些中小企业为降低产品成本，不承担污染治理责任

废”的产生与利用，与清洁生产水平密切相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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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钛白粉行业对钛铁矿尚未有统一的标准，一直沿

洁生产原创性新技术。与硫酸法和氯化法等酸法

用原冶金工业部的标准，该标准未能表征出金红

钛白粉生产工艺比较，可实现铁、铝、镁、钙等深度

石、钙、镁、硅、放射性元素及其他有害杂质，存在明

资源化，钛资源全组分的深度利用和废渣零排放，

显不足，应尽快制定出新的行业标准。除此之外，

钛总回收率大于９５％，从生产源头解决硫酸法和氯

还应针对钛白粉行业的“三废”特性，制定符合行业

化法生产钛白粉的重大环境污染难题。建议国家

监管需要的排放标准，尤其是硫酸亚铁和废稀硫酸

大力支持类似的技术研发，完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综合利用途径，必须根据其危害性，限制使用范

的高新技术。

围，避免污染食物链。
３．６

加大科研开发投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４

结语

多年来，由于国外氯化法工艺的技术封锁，国

我国钛白粉工业发展目前存在诸多问题，如不

内一直没有实质性研究进展，必须加大科研开发投

加以控制，将会导致其盲目无序的扩展。应加强钛

入，推进国内氯化法工艺的发展。

白粉行业的合理规划布局，整合现有企业，促进其

目前，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将亚熔盐平

有序发展。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制定标准体系，强

台技术拓展至钛行业（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铬盐生

化环保监督管理，加大科研开发投入，促进钛白粉

产），提出了亚熔盐清洁转化一多场耦合强化钛铁

工业与环境保护协调、有序的发展。

分离一多钛酸盐水解一介质再生循环的钛白粉清

万方数据

（编辑王

馨）

我国钛白粉工业发展现状与环境政策研究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周学双， 蔡春霞， Zhou Xueshuang， Cai Chunxia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北京,100012
化工环保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CHEMICAL INDUSTRY
2009,29(3)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ghb200903008.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