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然，只为卓越 ”

上海卓然是行业领先的石油化工工程一站式服务提供商，大型化工装备模块化、

集成化制造的专业供应商，专业为国内外石化、炼油、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客

户提供整套核心生产装备。

      卓然也是国内工业炉模块化制造的倡导者，在工业炉用耐热合金材料、石

化装备模块化集成化制造，装置智能化运维等领域长期保持技术领先。



乙烯装置

化工装置

炼油装置

• 液体裂解
• 气体裂解
• 深冷分离

• 制氢
• EO/EG
• 聚醚多元醇
• 丙烷脱氢

• 常减压
• 重整
• 延迟焦化
• 渣油加氢
• 蜡油加氢
• 汽柴油加氢
• 汽油加氢脱硫

其他装置

• 余热回收
• 催化裂解
• ……

产品分布领域



总部

下属企业

国际窗口

靖江
上海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 公司整体运作管理
l 市场开发
l 技术研发
l 集团财务管理

香港

4

卓然（靖江）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卓然智能重工有限公司
江苏卓然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协同伙伴
l MDR/德希尼布FMC/SEG/寰球/华陆工程

/KTI
l 中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易派客平台
l 山东鲁阳股份/摩根热陶瓷（上海）
l 上海交运集团/中海广瀛工程物流
l 周大福能源（中国）有限公司
l 江苏海通海工/江苏大洋海装/江苏海森特
l 华东理工/西安交大/北京化工

卓然香港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l 国际市场开发
l 全球品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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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卓然致力于为卓越的客户提供卓然的服务、为卓越的
伙伴提供共赢的平台、为卓越的员工提供成长的沃土。

我们的愿景
成为卓越客户优选的智能装置集成服务商！

我们的价值观
• 责任    对客户诚信、对家庭忠诚、对团队担当
• 奋斗    以客户为中心，以自我奋斗为动力
• 协同    构建上下游健康生态圈
• 成长    以成长修习自我，为社会担当责任

卓然，只为卓越

卓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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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卓然智能重装产业园 

      项目地址： 靖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万福港桥路 沿江公路

      规划面积： 650亩    码头条件：园区重件码头靠泊能力为5万吨级

      投资规模： 10亿      预计带动产业规模： 30~50亿/年



     总装区占地面积近300亩，生产区域11万平米，包括以下生产及配套设施：

      重件码头一座，长127米，宽28米，引桥长172米，宽55米，设计荷载150Kpa

      重装区约28000㎡（设计载荷120Kpa，配备系列龙门吊400吨）

      组装车间一座，建筑面积28025.22㎡    集成车间一座，建筑面积24211.37㎡， 

      管线车间一座，建筑面积19726㎡         办公楼12层，建筑面积19863.8㎡

      露天堆场约9600㎡



     协同制造区域占地面积350亩，可生产各类工业炉配套产品，包括废锅、汽

包、汽水系统、塔器、余热回收系统、燃烧器、换热器、工艺管线、钢结构、清

焦系统、工业炉烧嘴、弹簧吊架、耐火衬里、仪器仪表等。



      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卓然积极走出国门，已与数十个沿线国家建立了石化装置设计、制造

供货合作关系。产品先后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土耳其、罗马尼亚、波兰、捷克、葡萄牙、尼日

利亚、美国、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应用。目前，卓然凭借出色的技术和项目业绩，已经成为中石化、中石

油、中海油、中化集团、陕西延长集团、神华宁煤、浙江石化、德西尼布(TechnipFMC)、鲁姆斯

(Lummus)、美国空气化工公司(APCI)，西班牙TR公司(Tecnicas Reunidas)，法国液化空气公司(Air 

liquide)、德国林德工程(Linde)、韩国乐天化学(Lotte Chemical)、泰国SCG集团、扬子巴斯夫

(Y·BASF)、赛科(Secco)等众多企业的核心装备优秀供应商。



n 十七年来，卓然经历了中国石化装备制造突破技术壁垒，打破国外垄断、从无到有，赶超世界先进

水平背后的艰辛历程。卓然的发展历程就是我国石油化工装备制造业从进口到国产化，从弱到强的

发展历史的缩影。

n 2008年国内首次100万吨/年乙烯裂解炉装置整体出口

n 2009年国内11万标最大一氧化碳装置整体供货 

n 2010年国内首次制氢转化炉采用国产材料及制造技术出口欧洲 

n 2011年国内最大85万吨/年甲醇装置对流段模块供货  

n 2012年国内90万吨/年单台产能最大的甲醇装置供货  

n 2013年国内首次出口成套裂解炉工艺与装备

n 2014年国内14万标单台产能最大的制氢装置供货、国内最快、最优14万标制氢装置供货 

n 2015年国内产能最大的制氢装置供货

n 2016年国内首台乙烯裂解炉整体模块化供货

n 2018年国内最大苯乙烯装置整炉集成供货

n 2018年全球单套规模最大重整装置

n 2018年国内大型乙烯装置

卓然历程



  2008年  出口泰国SCG集团100万吨/年乙烯项目（8台15万吨级乙烯裂解炉）

                 ——  中国迄今为止出口规模最大的成套乙烯装备



  2009年  中石化扬子石化一氧化碳CO合成气转化炉项目

                ——  国内最大11万标一氧化碳装置模块供货



  2010年 出口葡萄牙 Galp 90,000Nm3/h制氢转化炉项目

               ——  国内首次制氢转化炉采用国产材料及制造技术出口欧洲



  2011年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 卡贝乐 85万吨/年甲醇装置转化炉项目

                ——  国内最大85万吨/年甲醇装置模块供货



  2012年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90万吨/年 甲醇装置转化炉项目

                ——  国内90万吨/年单台产能最大的甲醇装置供货



  2013年  出口马来西亚 TITAN大腾石化 单台9万吨/年乙烯裂解炉装置项目

                ——  国内首次成套乙烯裂解炉工艺与装备整体出口



  2014年  中化集团泉州石化14万标立/小时制氢转化炉项目

                ——  国内单台产能最大的制氢装置供货 PC样板工程奖



  2015年  中石油华北石化16万标立/小时制氢装置项目

                ——  国内产能最大的制氢装置供货 （2台8万制氢对称布置）



  2016年  中海油惠州100万吨/年乙烯装置项目整体模块化供货

                ——  国内首台乙烯裂解炉整体模块化供货



  2016年  中海油惠州100万吨/年乙烯装置项目整体模块化供货

                ——  国内首台乙烯裂解炉整体模块化供货



  2016年  中海油惠州100万吨/年乙烯装置项目整体模块化供货

                ——  国内首台乙烯裂解炉整体模块化供货



  2018年  浙江石化120万吨/年苯乙烯装置蒸汽过热炉(两台）

                ——  国内最大苯乙烯装置整炉集成供货



  2018年  浙江石化120万吨/年苯乙烯装置蒸汽过热炉(两台）

                ——  国内最大苯乙烯装置整炉集成供货



  2018年  浙江石化120万吨/年苯乙烯装置蒸汽过热炉(两台）

                ——  国内最大苯乙烯装置整炉集成供货



  2018年  浙江石化380万吨/年重整加热炉装置

                ——  全球单套规模最大重整装置



  2018年  浙江石化380万吨/年重整加热炉装置

                ——  全球单套规模最大重整装置



  2018年  浙江石化380万吨/年重整加热炉装置

                ——  全球单套规模最大重整装置



  2018年  浙江石化4000万吨炼油一期装置现场

                ——  该项目全部采用工厂模块化设计制造、码头集成组装、整炉海

运发货、装置现场液压车顶升就位的一站式交付模式

         丙烷脱氢                                重整                                 苯乙烯



        ·   今日

浙石化140万吨/年大型乙烯装置



n 在打破国外工程公司从材料到工程制造技术的垄断，完成替代进口装备的基

础上，公司通过商业模式、科技创新和人才团队建设，以设计制造一体化与

产业链协同为基础，实现了装置整体集成化供货新模式，创造了国产石化装

备集成制造联合出口的新业态。

卓然简介



卓然科技创新 – 智能装置数据服务

n 装置智能化控制、远程故障诊断与运维保障理念

       以乙烯裂解炉及其生产区为应用对象，依托先进的乙

烯裂解工艺，开发用于乙烯生产区过程监测、生产控制、

工艺优化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软件。根据先进的乙

烯裂解工艺，采集乙烯裂解关键数据，以互联网技术为数

据传输媒介，对采集的工业数据全面深度挖掘、实时分析、

快速响应，达到乙烯生产全流程数据互联互通的目标，以

数据驱动为核心，实现乙烯生产的智能化控制、工艺优化

和安全、高效、可靠的长周期运行。         



卓然科技创新 – 工艺创新 – 催化裂解与丙烷脱氢



石化产业生产链图



卓然发展理念

智能产品
II

智能制造
I

产业创新
VI

智能服务
III

装置运行
数据统计

IV

跨界发展
V未来

战略

装置运维
数据云

智能产品
与服务

智能重装
产业园

设计制造
一体化



联系我们
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SupeZET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rp., Ltd.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268弄3号丨电话: 021-66220666丨传真: 021-68860666
 Add:No.3, Lane 268, Linxin Road, Changning District, 200335, Shanghai, R.P.C丨Tel : 021-66220666丨Fax : 021-68860666

www.supeze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