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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官

    根据化工部基建司的安排，由化工部热工设计技术中心站组织编制热工专业的设计

标准和技术规定，作为指导热工专业设计的部颁指令性技术文件.
    《化工企业锅炉房设计计算规定》(HGJ36一90)对化工企业锅炉房的设计、计算和

要求等作了具体规定。其内容包括:总则，锅炉房热负荷及锅炉设备选择计算，燃料燃
烧计算，热力系统及设备选择计算，烟风、除尘系统及设备选择计算，运煤及除渣系统

有关计算，重油供应系统及设备选择计算，以及附录和编制说明。
    太规定由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兰州石油化工设计院编制.编制人为王明光同志，息

先施、张立德、马永平、郭吉贤等同志参与了本规定的校核工作，最后由化工部热工设

计技术中心站技术委员会审定.
    本规定在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意见，总结了各化工设计单位多年来的设计经验，

经中心站组织函审和热工中心站技术委员会会议审查通过，最后定稿，由化工部热工设

计技术中心站报部审批。

    在执行本规定的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提供化
工部热工设计技术中』。站，以便今后磅打时f考.

化工部热工设计技术中心站

      一九九O年十二月



                          1 总 则

    1.1 本规定是为化工企业锅炉房设计需要而编制的，其具体任务是:
    规定锅炉房工艺设计中一般应计算的项目和要求;

    规定计算中所采用的墓本公式、方法或应依据的资料.
    1,2 本规定适用于化工企业中新建蒸汽锅炉的锅炉房，其单台锅炉的额定蒸发量

不大于65t/h,额定出口蒸汽压力不大于3,82MPa.额定出口蒸汽温度不高于4500C
    对于扩建、改建锅炉房的设计，也可参照本规定。
    1.3 本规定适用于以煤和重油为燃料的锅炉房，但不涉及煤粉炉的特殊计算项

目 (制粉系统等)

    1.4 本规定的范围不包括锅炉给水处理、锅炉房机械运煤及除渣等部分的具体计

算内容· .
    飞.5 在执行本规定时，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2锅炉房热负荷及锅炉设备选择计算

    2.1锅炉房热负荷计x
    2.1.1计算要求
    (1)计算出锅炉房合理的最大计算热负荷，以确定锅炉房设计容量.

    (2)计算出锅炉房的正常热负荷，用以计算技术经济指标、成本核算等
    (3)应分别计算冬季和夏季的热负荷 (正常量及最大Is)，以确定所选锅炉对负

荷的适应性.

      4)对全厂热负荷资料应认真进行分析研究，以免层层)1p码，造成锅炉房规模过大

    (劝宜根据全厂总热负荷曲线或全厂热 (蒸汽)平衡系统图，并1日、管网热损失

来确定合理的最大计算热负荷。
    (6)如不具备上述条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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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房最大计算热负荷应按A"规定中p;r公式计算 确

    2.1.2计算条件
    热负荷资料是确定锅炉房设计容量、选择锅炉及进行设计计算的基础，一般应具备

以下条件:

    (1)全厂各工艺生产及辅助生产装置的生产和动力设备的用汽量 (正常量及最大

量)、参数要求和热负荷特点(用途、连续或间断、规律性)等.
    (2)全厂采暖和通风的热负荷 (正常量及最大量)、介质及参数要求、全年采暖

和通风时间及有关计算温度等。



    (3)全厂生活(浴室，开水炉、食堂等)用热负荷 (正常量及最大量)、参数要

求和使用时间等.

      (4)各生产装置的副产蒸汽量(正常量及最大量)、参数和产汽特点 (连续或间
断、规律性、可靠性)等.

    (5)工厂用热发展情况，如工厂分期扩建的要求、热负荷增加情况等。
    2.1.3锅炉房最大计算热负荷的确定

    根据化工企业的特点，当蒸汽系统较简单时，锅炉房最大计算热负荷应按下式计算:

    Q二二Ko (K,Q二:+Kz Qms+K,Q.,+ K.Q.,)+K,Q.。一q (2一1)

    式 (2一1)为副产蒸汽就地耗用，当副产蒸汽进入蒸汽母管使用时，式 ((2一1)则

为 :

    Q二=Ko (K,Q.,+K, Qm2+K,Q二:+K,Q二‘一q)+K,Qm6

式中 Q m- 锅炉房最大计算热负荷 (t/h)，

      Q-1- 全厂工艺生产及辅助生产装置的最大用汽量(t/h)。一般应将各装置提

              供的最大连续用汽It相加，但对于问断用汽，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确
              定计入量，不应简单叠加，

      Qmz— 全厂采暖最大用汽盘 (t/h)，

      Qms— 全厂通凤最大用汽量 (fi/h)，

      Q.,— 全厂生活最大用汽It (t/h)，

      Q-5- 锅炉房最大自用汽It (t/h).

    自用汽量计算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自用汽包括软水加热、除氧、重油加热、重油蒸汽雾化及蒸汽给水泵等项 目

的用汽量，并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计算.
    (2)应尽量利用工艺生产装置低位能余热，以节省自用汽量.

    (3)最大自用汽量应按锅炉房供出最大汽量时考虑。

        q— 全厂在正常生产情况下的副产蒸汽量 (t/h)。一般将各装置提供的
              每小时正常副产汽量相加，使其落实可靠，

        K— 管网热损失系数。一般可取1.05-1.08，但推荐选用1.055

        K,— 全厂生产用汽同时使用系数。应根据化工企业的性质确定，一般选取

              范围为。.8--.1)
        Kz— 全厂采暖用汽同时使用系数。一般可取1;

        K3— 全厂通风用汽同时使用系数。一般可取。.9-13
        K,— 全厂生活用汽同时使用系数。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一般可取0. 5，但

                计入的生活总用汽量不应小于单项用途耗汽量的80 /,

        K6- 锅炉房自用汽同时使用系数。应根据具体情况取。.8-1.

    2.1.4 锅炉房正常热负荷计算
              Q=Ko (Q，十Q:+Q，+Qa)+Q。一9 (全一2)

式中:Q- 锅炉房正常热负荷(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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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j

式中

式中

Q:— 全厂生产正常用汽量 (t/h).一般将各装置提供的正常连续用汽量相加

      而求得.对间断用汽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Qz— 全厂采暖正常用汽量 (t/ h).如未提供数据时，可按下式计算:

                        Qz=q' I Q二: {2一3)

Qmz— 全厂采暖最大用汽量 (t/h);
  甲:— 采暖系数，可取。.5̂ 0.7.

  Q，— 全厂通风正常用汽量 ((t/h)。如未提供数据时，可按下式计算:

                      Q3=9p z Q二: (2一a)

Qm3- 全厂通凤最大用汽量 (t/ h)，

  甲:— 通风系数，可取。.5-0.8.

  Q‘— 全厂生活正常用汽量 (t/h)。如来提供数据时，可近似按下式计算:

Qa=十X Qma (2一5)

Qma— 全厂生活最大用汽量 (t/h).

  Q s- 锅炉房正常自用汽量 (t/h)。应按锅炉房供出正常汽量时考虑;

    q, Ka- q为全厂在正常生产情况下的副产蒸汽量(t/h)，K。为管网热损
              失系数。其中4在式 (2一z)中的位置见式 (z一1)说明.

    2.2 锅炉设备选择计算

    2.2.1计算要求
    在满足锅炉房最大计算热负荷需要的条件下，锅炉设备类型、容量和台数的选择可

以有多种方案。考虑优化的原则，应提出两个以上的设计方案进行全面的技术经济分

析，以选定比较合理的方案.

    2.2.2 技术上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1)锅炉燃料的选用，首先要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搬料政策和节能原则.工业锅 炉

的用煤应以就近供应为原则.锅炉的燃烧方式应能经济有效地燃用所供应的煤种。当采

用重油作燃料时，必须取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2)所选择的锅炉产品应具有设计审查批准证章、锅炉厂持有的制造许可证规定

的制造等级资格及许可证发放的有效年限等证明文件，以备当地劳动部门检查发证使

用 。

      (3)锅炉容量和台数的选择，应对用户的负荷变化适应性强，并保证锅炉经常处

于经济负荷下运行.

      (4)锅炉容量和台数的确定，应有利于节省基建投资和运行费用.采用机械 加煤

的锅炉，新建时不宜超过五台;扩建和改建时总台数不宜超过七合。

      (5)当锅炉检修或发生事故时，锅炉房热负荷可以通过调度，在尚能满足生产要
求的条件下，可不设置备用炉;当锅炉房减少供热会引起生产事故或重大损失时，应设

一台备用炉。



    在不设备用炉的情况下。当最大一台锅炉因故停用时，其余锅炉出力应满足连续生

产允许的最低热负荷，并满足采暖、通风和生活用热允许的最低热负荷.

    (6)锅炉房扩建的考虑
    a根据设计规划要求，如近期内(三年以内)明确锅炉房供汽量有较大增长时，则

可考虑选择较大容量的锅炉或增加台数进行一次性规划.并在工艺及土建设计中考虑扩

建的灵活性和合理性。

    b.当需考虑远期 (三年以上)供汽量增加的可能时，一般应在锅炉房总图布置中留

有扩建位置。

    2.2.3 方案选择的经挤分析

    (I)经济分析的原则及要求

    a.参与分析比较的各方案均应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满足全厂的供热要求，并应符合

技术先进和运行可靠的原则。
    b.化工企业锅炉房一般均为所在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锅炉

房的经济分析可以按静态情况下的简化方法进行计算。在选择方案的过程中，主要应进

行工程投资、生产成本 (车间成本)及投资回收年限的计算，以此作为经济评价的指
标。

    c.在进行方案经济分析的计算中，所需要的各种指标及数据均应按国家 (或部)的

最新规定以及建厂地区的有关规定执行.

    (Z)工程投资的估算
    a一般情况下，在估算投资前，应首先确定锅炉房各系统的技术方案，并选定主要

设备，然后分别计算各项费用.
    投资费用主要包括下列各项:

    设备费及其安装费;

    管道材料费及其安装费，

    土建费;

    FE气装置及其安装费，
    自控仪表装置及其安装费;
    工具、器具费，

    运杂费及未可预见Vt,
    b.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分别计算各项费用有困难时，可采用单位投资指标法来佑算

工程投资.

    工程投资 (元、=设计总容量 (吨蒸汽)义至位投资 (元/吨蒸汽)x调整 系数
                                                                                  (2一6)

    亘位投资指标是根据己建工程的实际费用归纳、分析和整理的成果，采用时各设计
单位应根据已有统计资料及自己的经验进行选取.

    调整系数是考虑建设地区的差价及其它技术条件需要调整的费用系数.

      (3)生产成本的计算



  a.生产成本的构成

  生产成本系指锅炉房在生产蒸汽过程中的直接生产费用.一般包括下列各项:
  燃料费，

  水费，

  电费，

  工人工资，

  材料-2)

  基本折旧费，

  大修费，

  车间管理费.

  b.嫩料费

燃料费是ig炉房生产蒸汽的主要成本，应按设计煤种燃煤量及其价格计算.

然料费 (元/年)二1.05 x设计煤种年撇煤量 (吨)x设计煤种价格 (元/吨))

                                                                                    (2一.)

注:燃料价格应为到厂价格，1.05为损耗串 (如年耗煤盈中已考虑损耗余盘时可不再计入)。

  c.水费

水费是指生产用的外购水，包括化学软水 (或脱盐水)及工业冷却水的费用.

水费 (元/年)=用水量 (吨/时)x设备年利用小时x水价 (元/吨)

                                                                                            (z一8)

不同水质的水应分别计算，再相加。

电费

    电费是指锅炉房需要外购电力的费用.
    电费(元/年)=外购电量 (度/年)x单价(元/度》 (2一9)

    “.工人工资
    工资是指工人的基本工资、附加工资、工资性津贴.工资性奖金、工资性附加费

等。

    工资(元/年)=(工人人数x平均工资额)+工资附加费 (2一10)

    工人人数— 按设计规定计算，

    平均工资额— 按所在企业的平均工资计算，
    工资附加费— 很据国家规定，按工资总额提存11%的职工福利费。

    f.材料费

    材料费是指生产运行、维护和事故修理所耗用的材料、备品备件、药品及易耗品等

费用 (但不包括大修支付的材料费).

    材料费按实际调查数据选取.

    9.荃本折旧费



  基本折旧费是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消耗的抵偿，应计入成本、

  墓本折旧费(元/年)二固定资产总值(元)x基本折旧率 ((2-11)

  固定资产总值二投资总颇x固定资产形成率 (2一12)
  固定资产形成率按企业主管部门或该企业的统一规定计算.

  基建投资总额按工程投资估算值计算.

  基本折旧率可按该化工企业的折旧率计算 (具体按国发〔1985“号文执行)。

    L.大修费

  大修费是保证固定资产的正常使用，而定期进行维修的费用，应计入成本。

  大修费 (元/年)=固定资产总值 (元)x大修折旧率 ((2一13)
    大修折旧率可按同类化工企业统计资料选取.

    i.车间管理费

  车间管理费包括办公费、管理人员工资、劳保费、职工培训费等.
  车间管理费(元/年)=供热量(吨汽/年)x管理费指标 (元/吨汽)

                                                                              (2一14)

  管理费指标应按统计资料选取.

    (4)投资回收年限的计算
  投资回收年限是指该项目投产后的年收益及其它费用用来偿还工程投资所需要的时

间，投资回收年限按设计规定的正常生产年算起.

投资回收年限=工程基建投资十流动资金
年毛利润十年基本折旧费

(年) 2一15)

    流动资金系指投产运行中所需原料、燃料、备品备件、低值易耗品等物品费用和支

付工资等所需用的周转性资金.在工程建设中应安排这部分资金来源。
    流动资金可参照有关规定选取

  毛利润 (元/年)=工程效益 <元/年)一生产成本 (元/年) 一(2-16)

    工程收益 (元/年)二供热量(吨汽/年)x当地热价(元/吨汽) (2一17)

燃料燃烧计算

    3.1 计茸说明

    3.1.1当锅炉房的设计燃料与定型锅炉的摊料条件相差不大时，原则上不需作全

面的热力校核计算，而是根据需要进行部分项目的校核计算、主要是燃料继烧计算，提

出核算后的空气量、烟气量及燃料消耗量等数据。



    3.1.2 当锅炉房的设计燃料与定型锅炉的燃料条件有较大差别时，则应向W,炉Rj

造厂家重新提出有关设计条件，请厂家另行考虑.

    3.2 计算条件
    在进行燃料燃烧计算之前，应掌握有关的基础资料，一般应具备以下计算条件:

    3.2.1有关燃料的基卞资料

      (1)煤质资料

    a,煤的产地、矿i1名称;

    1). k;<的工业分析:水分 灰分、挥发分、团定碳 (%);

    c.煤的元素分析 (应用基):CY, HY, OY, NY, SY, :1'.  IVY(%);

    d,煤的应用纂低位发热量，Q盖，;

    e,煤的粘结性及结焦情况;

    f.灰渣的变形温度、软化温度及液化温度(即t,, t3,t3)，

    9.煤的颗粒度

    (约燃料油资料
    a.燃料油的产地、种类及牌号，
    b.燃料油的供应情况 (可靠性，油品质量是否稳定等)，
    。.燃料油的元素分析 (应用基):CY, HY, OY, ICY, SY, AY, IVY(%)，

    d.燃料油的性质指标·粘度、密度、比热、凝固点、闪点、热始、导热系数、低位

发热量、机械杂质等《钻度、密度、比热等指标最少应具有两种温度下的值)

    3.2.2所选锅炉设备的基本资料
      (I) “产品说明书”;

      (2) “热力计算书”，

      0 ) “阻力计算书”，

      (封 主要图纸。

    3.2.3 其它资料:如当地气象条件等。

    3.3 空气纽计算

    33.1理论空气量
    (户 1公斤固体或液休燃料燃烧时，所需要的理论空气量按下式计5't-

ti。=0,0889 (CY+0.375SY)+0,2o5HY一0,033303

L0=〔.乙5 (CY+0.375SY) 十0.342HY一0,0431Oy

(3一t)

(3一2)

式中:\。— 理论空气量 <标m'/kg);

      L0- 理论空气量 (kg/kg)，
      CY,  SY,  HY,  O'一一 分别为燃料元素分析中碳 硫、氢，氧的成份 (%)。

    (2)进行估算时，理论空气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清华大学简化公式:



对于V'>15%的烟煤

V"=0.251 x
Q DW
1000

+0.278 (3一3)

对于V̀<15%的贫煤及无烟煤

24xQ毛W + 600
(3一4)

990

对于劣质煤Q品<12560kl/kg (3000kca1/kg)

0.24XQDW+450
V. (3一5)

990

洛辛和弗林近似公式:

对于固体燃料

0.242 x Q品
(3一6)

1000

对于燃油

0.204、Q乱
V。 (3一7)

1000

式中:V'- 燃料可燃基挥发分 (%)

QvQDW— 燃料应用基低位发热量(kJ/ kg).

实际空气量

    V. K=al' (3一8)

式中:VBK— 实际千空气量(标ms/kg)

          a— 空气过剩系数.

送入锅炉炉膛的风量应按炉膛入口空气过剩系数a，计算 (即取a= a

    I

a，=a犷一4a (3一9)



式中

式 中

:。:一 炉膛入。空气过剩系数;

  。  na,- 炉膛出口空气过剩系数，

  _} a,- 炉膛漏风系数。

  a i.                Qa:可采用锅炉“热力计算书”中的数据.

3.4烟气f计算
3.4.1 理论烟气量

  (1) 1公斤燃料完全燃烧后的理论烟气量可按下式计算

          V OY=V0Nz+VHV  2 O+Vaoy (3一16)

Vp— 理论烟气量(标ms/ kg)，

v N:一就耽豁 (标mz/kg)

v 0Nz=0.7i,V0+0.008:, (3一11)

0H。一7?X}}}J-19 ir}9 V(标m'/kg)

VOTrHZO=“·111 HY+0.0124WY+。.。，61 Z'0 (3一12)

      V RO,— 干三原子气体容积 (标m'/k幼
                        V RO,=0.01866 (CY+0.375SY)

式中:Y。— 理论空气量(标m'/kg)，
    _\Y,  HY, CY. SY, WY— 分别为燃料元素分析中氮、

                                      (%)。

      (2)如进行估算时，理论烟气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清华大学简化公式:

    对于烟煤、无烟煤、贫煤

(3一 13)

氢、碳、硫、水的成份

V,0.=0.25/ +0.77 (3一14)

对于劣质煤4品<1256okJ/kg (30ookcal/kg)

V尽=0.25X
Q Uw
而石石+0.5 A (3一 i5)

洛辛和弗林近似公式:



对于固体燃料

V,0.
0.214 x Q而
— + 1

      1000
(3一16)

对于搬油

IF Y
0. 266 x Q品

1000
(3一17)

式 中 Q Y - _-I f1A}1 iLStAl (k7/kg)nw ·
实际烟气量

(1)烟气的实际容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V二=VRO2+VN,+VHg0+(a一‘)Vo (3一18)

式中:IF Y- 烟气的实际容积(标ma/kg)，
        .̀;HyO— 水蒸汽的实际容积 (标m3/kg)

VHjO=VH30+0.0!61 (a一，)V0‘，.25G。

a- 锅炉排烟空气过剩系数，可采用锅炉“热力计算书”中的数据。

G小— 蒸汽吹送或雾化重油等的水分 (kg/kg).
(2)烟气的实际重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Gy AY十
100

.306aV"+W'} (3一20)

式中:('y- 烟气实际重量(kg/kg)，
      _j — 燃料分析中灰分的成分 (%)，

      W小— 重油雾化用的蒸汽量 (kg/kg).一般取。.3.0.6.

    (3)如进行佑算时，可按下式计算:

V二=V霉+(a一1) V0 (3一21)

式中各种符号意义同上.

3.5 份料消耗t计算



D (iq一it)
B 二一

+Dpa Op。一it)

，又QYx QDW
x 100 (3一22)

式中:B- 锅炉每小时燃料消耗量 (kg/h)，

      D---锅炉额定蒸汽产量 (kg/h);

      1护一 蒸削a (kJ户g)，

      i'— 给水灯(kJ/kg)。
      D p.- 锅炉排污量 (kg/'h)，应按实际给水水质计算确定;

      ips— 排污水炫(kJ/kg)，
      月— 锅炉热效率 (%)，按锅炉 “热力计算书”选取;

      Qr— 燃料低位发热量 (kJ/kg)。

  当考DWJ,. K械未完全燃烧热损失的影响时，设计中常使用计算燃料消耗量的指标，该
指标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100一4s

    l00 ) (3一23)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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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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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1— 计算燃料消耗量 (kg/h);
      B- 燃料消耗量 (kg/h)，
      4<— 机械未完全燃烧热损失 (%〕，按锅炉“热力计算书”选取。

                4 热力系统及设备选择计算

    4.1 锅炉房补充水且计算及水质要求

    4.1.1计算要求
    (1)计算出锅炉房所需要的补充水量 (正常量及最大量)。

    (幼 提出对补充水的水质要求.

    4.1.2 计算条件
    (1)锅炉房热负荷 (正常量及最大量)。

    (2)全厂各生产装置蒸汽冷凝液回收量 (正常量及最大量)、参数及水质情况.
    (3)全厂采暖通风及其它蒸汽冷凝液回收量 (正常量及最大量)、参数及水质情

况 。

    (4)锅炉房供各生产装置需要的除氧水量 (正常量及最大量)、参数及水 质 要

求等。

    4.1.3 锅炉房最尺补充水量计算



                    Gm二K (Q二+Dmv. + G.、一G.)                    (4一 )

式中:Gm---锅炉房最大补充软水 〔或除盐水)量 (t/h)，

      Q二— 锅炉房最大计算热负荷 (亡/五)，

      D. P.— 按锅炉房最大热负荷求得的锅炉连续排污量(t/h);

      Gmh- 全厂生产装置需要的除氧水最大用水量(t/h)。一般将各装置提供的
              最大用水量相加而求得 (如对水质的要求与锅炉不同时，则应分开考

                虑 )，

      G。— 全厂蒸汽凝结水正常净回收量(t/h)。一般挣各生产装置及采暖通风等
                用户提供的正常回收量相加并扣除各种因素造成的损失量而求得，

                回水量及水质要落实可靠，如水质可能被污染时，不应计入，
      K— 管网漏损系数，一般可取1.02..1.05.

    当采用热力除氧时，如加热用蒸汽量大于总水量的10%，则应酌量扣除.
    4.1.4锅炉房正常补充水量计算

                    G=K (Q+Do. + Gh一G.)                        (4一2)

式中:G— 锅炉房正常补充软水 (或除盐水)量 (t/h)，

      Q- 锅炉房正常热负荷 (t/h)'，
      DP.- 按锅炉房正常热负荷求得的锅炉连续排污量 (t/h)

      Gh— 全厂生产装置需要的除氧水正常用水量 (t/ h)。一般将各装置提供的正
            常用水量相加而求得

    4.1.5 锅炉补充水的水质要求

      (1)补充水允许含盐量及允许碱度的计算

PA

a (1+P)
(4一3)

式中:ay— 补充水允许含盐量 (或碱度)C mg/l(或mo1/1)〕，
      A- 炉水允许含盐量 (或碱度)C mg/1(或mol/1)〕，按锅炉厂要求或按有

            关标准、规程选取，

      P- 锅炉允许排污率 (以小数表示)，
      a— 补充水率 (Rr补充水量占总给水量的百分比，以小数表示)。

    (2)补充水总硬度及其它指标应按锅炉厂或有关标准、规程的要求提出。

    4.2 给*系统主要设备选择计算

    4.2.1 各种水箱选择

    (I)化工企业锅炉房一般均采用热力除氧设备，除氧水箱即作为给水箱。其总有
效容量一般应满足所有运行锅炉在额定蒸发量时所需20-x40分钟的给水量，

    (2)如凝结水的回收量较少，且水质有保证时，回收凝结水和来自水处理站的补

充水可合并贮存于补充水箱中，其台数一般应设两台，总有效容量与给水箱的要求相



同.

    (3)如凝结水有可能被污染或因其它原因需单独设置凝结水箱时，其台数一般应
设两台，总有效容量一般为20-40分钟的回收量。

    4.2.2 给水泵选择计算
    (1)锅炉给水一般宜采用集中给水系统。水泵的性能及台数的确定，应能满足并

联运行及全年负荷调节的要求。

      (2)给水泵应设置备用，在任何一台泵停运的情况下，其余给水泵的总流量不应
小于锅炉房所有运行锅炉在额定蒸发量时所需给水量的110%.

    (3)对于具有一级电力负荷的锅yl房或停电后锅炉停止运行，且给水泵停止给水

不会造成缺水事故的锅炉房，可不设置事故备用汽动给水泵.
      (4)当采用汽泵作为事故备用给水泵时，其给水量至少应满足锅炉房所有运行

锅炉在额定蒸发量时所需给水量的20-40 。
      (5)给水泵的设计全压按下式计算:

                        H=P+AP+H,+H2+Ha+H,                   (4一4)

式中:H— 给水泵的设计全压 (MPa);

      P- 锅炉汽包设计工作压力 (MPa)，

      1P- c启安全阀的剩余压力 (MPa).当P>1.27MPa时，JP二。.06MPa;

              P<1.27MPa时，AP =0.04MPa;

      H,— 省煤器的水流阻力 (MPa)，

      H2— 给水管路系统的总阻力(MPa)，

      Ha- 给水箱最低水位与锅炉水位的标高差所形成的水柱压力 (MPa)，
      H, - 富裕压力 (MPa)。一般可取0.05 .0.IMPa (5-r10mH20)。

    4.2,石 软化水 (或除盐水)泵和凝结水泵选择计算
    (1)一般情况下，当软化水 (或除盐水)和i结水混合输送时，软水 (或除盐

水)泵应设一台备用，当任何一台水泵停止运行时，其余水泵的总流量应满足所有运行
锅炉在额定蒸发量时所需给水量的110 ja。

    (2)凝结水单独贮存和输送时，凝结水泵可按以下要求选择:
    a,凝结水回收量较少时，凝结水泵应按间断运行考虑，一般应设两台，其中一台备

用，每台容量应不小于每小时凝结水回收量的两倍。
    b.当凝结水回收量多时，凝结水泵可采用连续运行的方式.凝结水泵应设一台备

用，当任何一台泵停运时，其余水泵的总流量不应小于每小时凝结水回收量 的120%.

      (3)软化水 (或除盐水)泵和凝结水泵的全压，一般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H=P+H,+H。十Hs                              (}一5)

式中:H— 水泵的设计全压 kmpa)，

      P- 除氧器入口要求水压 (MPa)。对一般大气式热力除氧器，可取P=0.05

            MP。;对喷雾式热力除氧器，可取P=0.2\?Pa;



      H.— 管路系统的总阻力 (MPa)，

      Hz— 水箱最低水位与除氧器进水管的标高差所形成的水柱压力 (MPa);
      H,— 附加压力 (MPa).一般可取0.05MPa (5mHs0)

    如软化水 (或除盐水)进除氧器前进行预热时，水泵的全压中尚应计入预热器阻

力 .

    4.2.4 工艺装置用除氧水供水泵选择

    (1)如工艺装置用除氧水的压力与锅炉房集中给水系统压力相同时，给水泵选择
中对该部分供水量应统一考虑。
    (2)如工艺装置对供水压力有特殊要求时，则应与锅炉给水泵分开，单独设置专

门的供水泵 总台数不应少于两台，其中一台备用.运行泵的总流量应满足工艺装置最
大用水量的110%s.供水泵全压应按工艺装置要求压力.管路系统总阻力、进出口标高

差形成的水柱压力及富余压力等项的总和来确定。

    4.2.5水泵安装所需最小正水头压力计算
    锅炉房给水泵及凝结水泵安装时均应计算最小正水头(即水箱内液面至水泵轴线间

的距离)压力。

      (1)当贮水箱为开式水箱 (与大气相通)时:

          H.> (PBH一Pe)+hx+bf+h

(2)当贮水箱为闭式水箱 (如除氧水箱)时:

(4一6)

              H.>hx+hr+h

式中: H.- 最小正水头压力(kpa)，
      Pea— 水泵进口处水的饱和压力 (kpa);

        P9— 水箱中的压力 (kpa);

      h)— 从水箱至水泵间的管道总阻力损失 (kPa);

(4一7)

        hr— 水泵的汽蚀余量 (kpa)，一般可由产品样本中查?}i s

        h— 富余量 (kpa)，一般可取h=3-5kPa (0.3.0.5mHs0)

    4.2.6 热交换器选择计算

      (1)计算要求

    热交换器包括汽一水热交换器及水一水热交换器两种.热交换器的选择计算主要是

进行传热面积的计算。根据计算所得传热面积和介质工作参数，一般可按标准图选

型。

    (2)传热而积计算

    Q

日K人tP
(4一8、



式中:f' - 热交Y }:器所需传热面积 (MI)

      Q— 热交换器的计算传热量 (W)

n_ IQ_，.。。。，_ 、_ 下
，弓 一 一-二了一 一 1. V。划 、‘z一 7I. ， —

              .,                     �

(4一9)

EQ- 供热负荷 (W)，

G- 被加热水流量 (k盯h)，
丫:— 被加热水入口温度(0C);
下z- 被加热水出口温度(0C);
Ti— 热交换器的热效率，一般取 ·71=0,96--,0.99;

K— 传热系数，(W/m' " 0C)列管式热交换器K采用的概略数值见表4一〕。

      列管式热交换器内流沐的流速按表4一2采用;
  At,— 加热和被加热介质间的对数平均温度差 (。C)

△tc
'J t d一△tx

In "td-
    p t又

(4一10)

  ,td.  At.— 加热和被加热介质间的最大和最小温度差 (0C);

  日— 考虑污垢影响的修正系数.对汽一水热交换器取日=。.85~n.几

      水热交换器取日=。7-0,8.
(3)加热介质耗量计算
a.汽一水热交换器中蒸汽消耗量

3.6Qi-4

式中:G:— 蒸汽消耗量 (kg/h);
      Q— 热交换器的计算传热量 (j

    i— 加热蒸汽的热炜(kJ/kg)、
    9- 凝结水的热炫(kJ/kg)。
    b.水一水热交换器中加热水耗量

0. 86Q
(t，一tz)

式中:G.— 加热水消耗量 (kg/h)，

      ti, t,- 加热水进口和出口的温度 CC)。



表 4一I 传热系数K的概略橄位

被加热水

的流这

(m/s )

传 热 系 数 x(w/m二 *c)

加热介质为水时热水的流逮(m/s)

            0.5

0.5       1100

0.75      1240
0.75一      1.01280      1400一1.5       2.01510      1630

2.5

{_坦热介质为蒸汽时蒸汽
In压力‘些Pa{ 一
}P6300 {P>300

1570

:: :::: :;::

1920

2210

2560

1680

2730/2150

3430/2670

3950/3080

4540/3720

  一/4360

2560/2040

3200/2500

3660/2910

4190/3490

  一/4130

25 174口

卫朽0

1570

1800

1980

2090 2210238

1740

1980

2330

2560

2850 285032

1690

1980

2330

2730

3020

349

生:(1)表中所列数M-分子为两回程汽一水热交换器将水加热Y-20-30T的K值，分母为四回程汽一水热交换

      器将水加热M60̂-65℃的K值。

〔2)表中所列数值系按新换热面计算，考惫到污括对传热系统的影响，在计算中应乘以修正系数a值。

(3)本表不适用于大容盆的热水器和水箱中成 形管.

表4一2 列，式热交换器的推荐流速

热 交 换 器

类 别

流 速 (口/‘)

备 注
管 内 管外 (管间)

汽一水热交换器 1-3 10 15 管间走蒸汽

水一水热交换器 立~3 0 5-1_5

4.2.7 热力除氧器选择计算

    (功 计算要求

    a.首先应确定除氧设备的设计容量，然后选定台数及单台设备的能力。

    b.计算除氧器的耗汽量.

    (2)除氧器设计容量计算
                            Go=Ko (Gm+G.)                                    (4一13)

式中 G。— 除氧器的设计容量 (t/h);
    G.- 锅炉房最大补充软水 <或除盐水)量 (t/h)，
      Gn- 全厂蒸汽凝结水正常净回收量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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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富余系致。一般可取Ko=1.10.

(3) Gk氧器 杯汽量计算

r，q
G (i:一ii) (4一 4)

(i一iz
-G旦
) T1

鱼二i,)(1+a)

式中:D,- 除氧器耗汽量 (1g,/h);

      G— 进入除氧器的软水 (或除盐水)量 (k‘/h);

      G.— 进入除氧器的凝结水量(kg/h)，
      is - 除氧器出口水的始(kJ/kg);
      i,— 进入除氧器软化水(或除盐水)a始(),J/kg)，

      is— 进入除氧器凝结水的始(kJ/kg);

      i— 进入除氧器蒸汽的始 (kJ/kg)，

      TI— 除氧器效率，一般取71 =0.98;
      k— 排气中蒸汽损失率。当具有排气冷却器时，取X二。.05.0.1;无排气冷却

            器时，取1=0,010,03.
    4.3 燕汽系统主要设备选择计算
    4.3.1变压式蒸汽蓄热器选择计算

      (1)计算要求
    a.首先拟定设置蓄热器的供热系统，明确蓄热器在系统中的作用.

    b.计算蓄热器必需的蓄热量，确定工作压力。计算蓄热器容积.
    C.求得蓄热器容积后，可根据蒸汽蓄热器的标准系列产品选择具体的规格型号.

      (2)蓄热器必需蓄热量计算
    根据蓄热器使用场合不同或用户负荷变化的性质不同，必需蓄热量的计算应采用不

同的方法，目前主要有以下四种方法:

    a.积分曲线法:首先根据用户的综合负荷曲线求出平均负荷线，然后根据变动负荷
曲线与平均负荷线间的变化差值进行积分，可得出积分曲线，积分曲线上最高点和最低

点间的绝对值，即为蓄热器的必需蓄热量。
    b分段积分曲线法 根据负荷变化的特点，把整个负荷变化周期分成几段或按工作

班次作为负荷平衡周期，然后分别用积分曲线法计算各段平均负荷和必需蓄热量，取其

中最大者作为蓄热器的必需蓄热量.这样可使必需蓄热量减小，节省投资。

    上述两种方法适用于工厂用汽负荷波动较大的情况，设置蓄热器的目的在于对波动

负荷平衡汽源，以稳定锅炉的锻烧工况.
    c.高峰负荷计算法:把用汽设备在用汽高峰或非连续瞬间用汽时间内的耗汽量减

去该用汽时间内锅炉的供汽量，即为蓄热器的必需蓄热量.即

G= (Dm.=‘一D8)/瑞 (4一i5)



式中:G— 蓄热器的必需蓄热量Ckg(蒸汽)〕，

      Dm.二— 用汽设备的最大耗汽量 (kg/h )，
      Dg- 锅炉额定蒸发量(kg/h)，
      t— 高峰负荷持续时间 (min).

    这种方法适用于蓄热器主要保存大量蒸汽供短时间内使用的情况.

    d.充热时间计算法:当蒸汽蓄热器用于把间断供汽的汽源转变为连续供汽的汽源，
或要求在一定时间内蓄存多余的排汽 (或废汽)时，则可以用充热时间作为指标来计算
必需的蓄热A: ,即

G二D;\_t60 (4一16)

式中 G— 蓄热器的必需蓄热量 Ckg(蒸汽)〕;

      D— 间断汽源的平均产汽量或排汽 (或废气)的平均排出量 (kg/h)，

      t— 充热时间 (min).

    (3)蓄热器工作压力的确定
    a.充热压力

                      P,=P‘一△P,。 (4一17)

式中:1,— 蓄热器充热压力 (MPa)，
      Pg- 锅炉工作压力 (MPa)，

      AP,- 锅炉至蓄热器间的管道压力降 (MPa)。
    b。放热压力

                          P2=P.+ APz                                (4一18)

式中:P2- 蓄热器放热压力 (MPa)，
      P.— 用户要求的用汽压力 (MPa)，

      }Pz- 蓄热器出口至用户间的管道压力降 (MPa).

    c蓄热器充热放热压差

                        AP=P,一Pz                                               (4一19)

式中 △F— 蓄热器充热放热压差 (MPa).

    (4)蓄热器容积计算

    a单位水容积蓄热量计算

  3,一 I2 ，

— P,
1I+ ; Y-

(4一20)

( )一;;
式中:Es- 单位水容积蓄热量

    ‘r‘梦一 充热压力

  2

Ckg

(P ，)

(蒸汽)/ms〕;

、放热压力 (Pz)下饱和蒸汽热始 (k7/kg)



— 充热压力 (P, 放热压力(Pp)下饱和水热始(kJ/kg)

      p— 充热压力 (P:)下饱和水密度 (kg/二“).

    朽.蓄热器容积洲一算

                  v=.G
                                  gs}l甲

式中:V- 蓄热器容积 (m s);
      G— 蓄热器的必需蓄热量〔kg(71-汽)二，

      71— 蓄热器热效率 (以小数表示)。一般可取0.98.0,9s;
      re— 充水系数，一般在0,75-..0,s之间选取，

    4.3.2二次蒸发箱选择计算
    主要应计算出二次蒸发箱的容积，然后根据工作压力选用标准图。

        二次蒸发箱}t容积计算

                        V=0,5vXG

式中:V— 二次蒸发箱的容积 (m');

      v— 二次蒸发汽的比容 (m3/kg)，
      G- 进入二次蒸发箱的凝结水量 (t/h)，
      X— 二次蒸发箱中分离出的蒸汽量，以进入凝结水量的百分数计

(4一21)

(4一22)

(%)

Ya (4一23)

式中:工。— 进入蒸发箱凝结水焙(kJ/kg)，
      1、— 蒸发箱工作压力下的饱和水炫(kJ/kg)，

      丫:— 蒸发箱工作压力下蒸汽的汽化潜热(k刀kg).

    4,3.3 蒸汽分汽缸选择计算
      (I)主要应计算出分汽缸的宜径及长度，然后根据工作压力选用标准图。如不能

满足要求时，则可向设备专业提出设计条件另行设计。
    (2)分汽红的直径按断面流速不超过25m/s确定，低压分汽Q (PC1.27MPa)一

般可按断而流速8-12m/s计算。

    (3)分汽缸的长度按接管数目及合理的配管间距确定。

    4.4 锅炉排污及设备选择计苏

    4.4.1 话算要求

    (1)计算锅炉连续排污Ift.定期排污量，并进行连续排污膨胀器的选择计算。

    (2)考虑连续排污水的利用并选择有关设备。

    4.4,2 排污量计算

      (1)定期排污量
    定期排污一般每班排一次 (一天三次)，每次排污时间不超过。.5-1分钟。



    每台锅炉每次排污量按下式计算:
                      Dan=ndihP                                  (4一24)

式中:Dna- 每台锅炉每次排污量(kg)，

      。— 锅炉上部汽鼓的数量 (个)，
      d- 汽鼓的直径 (m);

      1- 汽鼓的长度 (m);

      h— 水位计中水位高度的变化 (m)，一般可取h=o.im;
      P- 炉水密度 (kg/m 3 )。

    (2)连续排污量

    a.连续排污量计算应根据实际补充水水质，按锅炉炉水允许碱度及允许含盐量分别

计算，并取其中数值较大者.但计算出的排污量不得超过允许排污率 (按规范规定).
护水允许碱度及允许含盐量应按现行有关标准、规程或锅炉厂提出的要求确定.
    b.连续排污量计算

D 。_ ay.任

A一ay·a
xD (4一25)

式中:Di7- 锅炉房最大连续排污量 (kg/h)，
      D— 锅炉房最大蒸发量 (kg/h).

      ay— 补充水含盐量(或碱度)〔mg/ l (mot/l )〕;
      a— 补充水率 (即凝结水损失率)，以小数表示，

      A- 炉水允许含盐量 (或允许碱度) (mg/l或mol/t )

    4.4.3连续排污膨胀器选择计算
      (1)膨胀器二 冲墓爱 景

。 _ D; o· (itl一ii)
L a = 一 ~ 二一 . 石 二- 石‘一一

            11:一Il) .入
(4一26)

式中 D3- 膨胀器产生的最大二次蒸汽量 (kg/h)
      i- 锅炉饱和水的始 (ki/kg);

      i, - 膨胀器出水的” (ki/kg)，

      i} - 膨胀器产生的二次蒸汽的始 (kJ/kg);
      月— 排污管热损失系数，一般取刀=0.98;

      R— 二次蒸汽的干度，一般取h=0.9 .

      (2)膨胀器容积

11      K D, v
V 弃 二二 —

              W
(4一2了)

式中:V，— 膨胀器所需容积 (m3);

      DZ— 最大二次蒸汽量 (kg/b)



      、— 二次蒸汽的比容 (ma/kg);
      W— 分离强度(ms/ma " h)，一般取\V=400-1000m3/m3·h;

      K- 富佘系数，一般取K=1.3-..1.50

    4.4.4连续排污水的利用及设备选择
    (1)当锅炉房连续排污量大于it/h时 应考虑余热的利用.目前一般是利用排污

水来顶热补给水，采用水一水式热交换器.
    <->水一水式热交换器的选择汁算按本规定4.2,0,

    4.5 工业水耗最及排水里计算

    45.7 计算要求

    C1)提出锅炉房工业水总耗量及总排水量，据此提供给排水专业作为设计条件.

    (约 工业水主要用于设备冷却、排污水冷却、除尘、除灰、化验及生活洗涤等之

用。在计算设备冷却用水时，应恨据具体条件考虑同时使用情况 (如取样冷却器)，不
应按设备台数相加。

      (3)排水量计算时应将净下水及污水分开

    4.5.2水耗量计算
      (1)设备冷却用水量

    设备冷却用水应以产品样本提供的数据为准，若无具体资料时，可参照以下数据采

用 :

    “.引风机轴承冷却水量，每台。.5-lms/h;
    b.给水泵轴承冷却水量，每台0,5-1m3/h;

    c.抛煤机及炉排轴冷却水量，每台锅炉0.5-1 m3/场
    d汽、水取样冷却器用水量，每台1-i .5m'/h,

      (2)排污水冷却用水量

    。.锅炉排污之冷却水量，按排入下水的水温不大于40̀C计算.
    b.连续排污水如先经热交换器冷却后排出时，冷却水量可以不计。

      (3)除尘用水量

    除尘用水量按采用不同的除尘方式考虑，应按产品技术资料选取.

      (4)除灰用水量
    。.除灰用水量按采用不同的除灰方式考虑，应按有关技术资料选取。

    b浇灰耗水量一般可按每吨灰法0.5m“计算。

      (5)其它用水量
    2.化验室化验用水量按每班0.5m“计算;

    b生活及洗涤用水量由给排水专业具体考虑.

    4.5.3排水量计算
    (1)湿式除尘、除灰所排除的含灰污水量应单独进行计算。
      (2)净下水排水量计算除应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上述耗水项目外，尚应计入锅炉连

:续排污量及定期排污量



5烟、风、除尘系统及设备选择计算

5.1烟。风管道断面尺寸及阴力计算
5.1.1 计算要求

  (I)合理选用空气及烟气管道的流速，井计算断面尺寸。
  C3)计算空气及烟气管道的阻力。

5.1.2烟、风管道断面尺寸计算
  (I)管道流速的选用

管道中空气、烟气的流速可按表5一1选用。

    表5一1 风、烟管道流速选用表 (111/5)

                                「 反 指

自然通风 机械通风

砖或混凝土 4-8 3-5 6-8

全 属 10̂ -15 日-10 10 15

注:① 阻力铰大的风、烟管道取表中较小数值。

    ② 对于较长的水平烟道，为防止积拓 烟气流速不宜低于7-8-/s.

C2)管道断面尺寸的确定

  管道断面积计算

  V

36000)
(5一1)

式中:F— 所需要的管道断面积 (m2)

      V— 空气量或烟气ì  (m3/h);

      。— 空气或烟气选用流速 (m/5)
    b.对圆形管道应确定直径

d二了G.一薪 (5一2)

式中 d- 圆形督道直径 (m)。

      c.对矩形管道应确定高和宽

                                      F二H.B

式中:H- 矩形管道的断面高度 (。);

      B- 拒形管道的断面宽度 (m)。

          叮 n

一 31



    (3)很据计算结果，应参照有关资料尽量选取常用的标准尺寸，以便与标准零部

件相配合。断面尺寸选定后，尚应进行实际流速的核算。
    5.1.3烟、风管道阻力计算

烟 风管道阻力包括摩擦阻力和局部阻力两部分。应分别进行计算。

  自)摩擦阻力计算

            L,.        wnI
LIU.一人.一ad ‘一一;-’Ypj (5一4)

式中:Abm— 空气或烟气管道的摩擦阻力 (Pa);

    )— 摩擦阻力系数。对金属管道，取入二。.02，对砖或混凝土管道.取).=0,04;

      L- 管段长度 (m)，

      勃— 管道当量直径 (m)。对圆形管道，d,为其内径;对矩形管道

              dd=一              bda=-a ga+b
    Ca, b为矩形之两边长 (m)〕

co PI— 空气或烟气的平均流速(mss)，
PPi— 空气或烟气的平均密度 (kg/m')

(5一5)

PPi= P0.
273

273+tPS
(5一6)

      Po— 标准状况下空气或烟气的密度。空气P0= 1.293kg/m';烟气PP= 1.34

            kg/ms;

    lPI— 空气或烟气的平均温度 <0C)。

(2)局部阻力计算

4hj (5一下)

式中:Abj— 空气或烟气管道的局部阻力

      七- 局部阻力系数，

      “— 空气或烟气的流速 (m/ s);

      P— 空气或烟气的密度 (kg/m')。
    5.2 送风系统及引风系统总阻力计算

    5.2.1 计算要求

._里兰 .p
        2

(P a);

    (1)对一般负压锅炉，应分别计算送风系统及引风系统总阻力，据此选择鼓、引

风机所需压头。



      (2)对正压锅炉，一般只设鼓风机，应计算送风系统总阻力 (包括锅炉炉膛正压
值 )，据此选择鼓风机所需压头。

    5.2.2 送风系统总阻力计算
    一般负压锅炉送风系统总阻力包括下列各项。

                  :E 4hf=4h,,一t+4h,+Ahm+ph)                   (5一8)

式中:r}五，— 送风系统总阻力(Pa)，

      么ht一k— 空气预热器空气侧阻力 (Pa)，一般由锅炉“阻力计算书”中查得，

      A hr- 烧设备阻力 (Pa)。对层姗炉，此项阻力包括炉排、煤层及渣层的阻

            力，炉排下所需风压与炉排结构型式及供料种类有关，可按锅沪厂提供
              的数据取用，对燃油炉.此项阻力是指调凤器的阻力，可按锅炉厂提供

              的数据取用。

      △h m- 风道摩擦阻力 (Pa)，

      八      h,— 凤道局部阻力(Pa)，

    对正压锅炉，送风系统总阻力除式 (5-8)中所列各项外，尚应包括炉膛正压

值。

    5.2.3  iI风系统总阻力计算

    引风系统总阻力包括下列各项:

卫A h,=Ah,+ A hg‘Abs+ phK_Y+ AhC+△h.+ A hi+△h,. o (5一9)

式中:z' Ahy— 引风系统总阻力(Pa)，

      △五工— 炉膛负压(Pa)，可由锅沪“阻力计算书”中查得。当机械送风时，炉膛

          负压一般可取19.6-39. 2 P a;
      A hg- 锅炉管束及过热器阻力(Pa)，可由锅炉“阻力计算书”中查得，
      -} h.— 省煤器阻力 (Pa)，可由锅炉“阻力计算书”中查得，

      A五k一Y— 空气预热器烟气侧阻力 (Pa)，可由锅炉“阻力计算书”中查得;
      玉hc— 涂尘器阻力(Pa)，可由所选'77竹余上器技术资料中查得;

      Ahm— 烟道摩擦阻力 (Pa)，

      uhf— 烟道局部阻力 (Pa)，

      -}h,<- 烟囱阻力 (Pa)，按本规定5.3.8j卜算。

    5.2.4 阻力计算修正系数

    锅护各部分受热面阻力求得后，考虑到受热面积灰等因素，尚应对各计算阻力
(}句 乘以修正系数k,k值见表5一2。



      表5一2 修 正 系 数 k
..‘......一 ，..~ .，，，..州叫，目.....向..一 ，.，， 一 - ..目.州......叫.网

                锅 沪 受 热 面 k

    锅护排管

        1, 混合冲默的多肠简立式水管锅沪 · 0.9

        2. 在水平面内妞气多次转弯鱿小型锅炉 { 二.”

      2.在粼-w束前有t烬室的上述小型锅沪 ’ 1.巧
        4. 分联箱锅 }, 目9

    铸毛几省煤器 工.2

    过热器、省煤器蛇形管兀 1，2

    管式空气预热a=

        1. 熠气侧 { 1.1

          2. 空气侧 工05

    板三之空气预热器

        二. 胭气侧 1.5

        2. 空气r:.                                                 t.2

    5万 烟自计算

    5.3. 计算要求

    烟C计算应包括以下项日

      (功烟囱中烟气温度的计算;
      (2)烟囱高度的计算，

      (3)烟囱克径的讨算，

      (4)烟囱阻力的计算

    5.3.2烟囱中烟气温度的计算

    (工)锅炉采用机械i&,风时，风、烟道阻力由鼓 引风机克服。为简化}I -"sr.烟气

在烟道及烟囱中的冷却可不考虑，即可按引风机前的烟温进行计算。
    (_)锅炉采用自然通风时，风、烟道阻力全ilW烟囱抽力克服，所1-J IN气在烟道及

烟囱中的冷却情况，必须具体计算。

    a.烟气在烟道中的温度降

    当烟道有良好保温时可不予考虑，当烟道没有良好保温时接下式计0e>

  3·6QY

&i，VY·C
(s一10)

式中:t,- 烟气在烟道中的温度降(0C)
      Qyd- 烟道总itt热量 (W)



                            Qya=4ya·F                           (5一11)

      4ya— 烟道单位面积的散热损失(W/m')。室内烟道取4ya= 1163W/ml

      (10001,ca1/(R2·h);室外烟道取4y。二1512W/m' (1300kca1/m=·h)，

      F— 烟道散热面积 (m2)，

      E;— 计算燃料量 (kg/h)，

      Yy— 烟气流量 (m'/kg);

    C- 烟气平均比热(k7/标ma·"C)，一般可取C = 1. 352- 1. 357k J/标m'·̀C
        (0.323-0.324kca1/标m'·0C)

    b，烟气在烟囱中的温度降

                          t2=H·Atzs                                        (5一12)

式中 士:— 烟气在烟囱中的温度降 (0C)，

      H— 烟囱高度 (m)，

      9!— 烟气在烟囱中每米高度的温度降 CC/M)

么tZ 一A
、 D

(5一13)

D— 合用同一烟囱所有锅炉额定蒸发量之和 ((t/h)，

A— 修正系数，按表5一3取用。

如进行一般估算时，每米烟道或烟囱的温度降可采用以下数值:

(a)砖砌烟道及烟囱每米温度降约为。.50C,
(b)钢筋混凝土烟道及烟}1每米温度降约为。.5̂-10C;

(C铁皮烟道及烟囱每米温度降约为20C,

表5一3 修 正 系 橄 a

                        烟 囱 种 类

修正系数   铁烟囱

(有衬筒)

  铁烟囱

(无衬筒 )

砖烟囱高度小于so-.
砖烟囱壁厚大于0.5.

      壁厚小于0.5

      。，二{ ’二{_ 1仁__ 一_ 生兰 一

壁厚小于0.sm .
                                  }

                                                      一

      D.4 ‘ o.2

c 烟囱出口烟气温度

                            tc二tp一t,一tz                                    (}一14)

式甲:ic- 烟囱出口烟气温度(C);
      tp- 锅炉排烟温度 C G)，按锅炉 “热力计算书”中的数据采用;

      ;      ,,  t— 烟气在烟道及烟囱中的温度降 (}C)。



.烟囱中烟气平均温度

tvi二一t}+一 (tP二t,) (5一15)

式中:tci— 烟囱中烟气平均温度(0C);
    。.如锅炉采用湿式除尘时，t。及士，，在计算中应考虑烟气在除尘器内的温降。

    5.3.3烟囱高度的计算
      (1)采用机械通风的锅炉房，烟囱高度应根据环境卫生的要求来确定，具体按下

述规定执行:

    a.当锅炉房总额定出力在20t/h及以下时，应执行国标《锅炉烟尘排放标准》

(GB 3841一83)的规定，即烟囱高度应符合轰5一4的规定。

表5一4 锅 炉 烟 囱 高 度 表

锅。，。宁出。; } 。，，低高，
(t/b时或相当于t/b) (m)

            <， } ’“
              ‘一(， 1                  25
              2-<6 } 30
              6-<10 { 35
              ‘。一<20 } ‘。

    .⋯ 20-<35 ’! ‘，

    另外，在烟囱周围半径为200m的距离内有建筑物时，烟囱高度一般应高出最高建

筑物3m以上。

    b.当锅炉房总额定出力为20 t/ h以上时，烟囱高度应按国标《制订地方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GB 384。一83)通过计算确定。
    c.最终选取的烟囱高度 应满足全厂及地区环境综合评价的要求。

    (2)采用自然通风的锅炉房，烟囱高度除应满足环境卫生的要求之外，还应同时

满足锅炉引风的要求，即还应计算烟囱的抽力，使其所产生的抽力能够克服锅炉及风、

烟系统的全部阻力。一般应使烟囱产生的抽力不小于总阻力的1,2倍。
    具体计算时，应按满足环境卫生的要求以及为满足锅炉引风的要求分别确定烟囱高

度，然后选取数值大者作为计算高度。
    a.当按环境卫生的要求来确定烟囱高度时，其方法与机械通风的锅炉房相同。
    b.计算烟RBI力与烟囱高度关系时，对全年运行的锅炉房，应分别以冬、夏季室

外温度和相应最大蒸发量为基础计算烟囱高度，取较高值，对于专供采暖的锅炉房，则

应分别以采暖室外计算温度和采暖期结束时的室外温度和相应的最大蒸发量为基础计算
烟囱高度，取较高值。



烟囱高度与抽力关系按下式计算

H =o o2s
                S了

‘_ 2_ __ 一1_ )b (5一16)

                          273+tk         273+tvi

式中:H-t -烟囱高度 (二)，

      sy— 烟囱产生的抽力 (Pa)，自然通风时 应使5,)工.0_EAh,  :E Oby*j
            烟风系统总阻力(Pa)。

      tk— 外界空气温度 CC)，

      tni— 烟囱内烟气平均温度 (̀C)
      b-- 当地大气压力((kpa)。

    5.3.4烟囱直径计算
      (1)烟囱出口直径 (上口内径)

d,=了 BinVy (to+273)

3600x 273 x 0, 785 co}
(5一 17

式中:d.— 烟囱出口内径 ((m)，
      Bi— 每台锅炉计算燃料消耗量 (kg/h) 对具有不n炉型的锅炉房应分别汁

          算，此时Bixa应为EBi x n,
        n— 利用同一烟囱的锅炉台数 (台);
      Vy— 烟囱出口计入漏风系数的烟气量 (标m'/kg) .

        t}— 烟囱出口处烟气温度 (,C);

      0。— 烟囱出口处烟气流速(m/s)，可按表5一5选用。

表5一5 烟白出O烟气流速。。(m/s)

机械通风

台然通风

15 25

6-10 2.:二:
    其它要求:

    a,由公式求得烟囱出17内径后，考虑积灰因素应适当加富余量，此值一般取10̂
mmo

    b.设计时应根据冬、夏季负荷分别计算.如冬、夏负荷相差悬殊时，则应首先满

足冬季负荷要求。

    C.烟囱出口内径确定后，应校核出口烟速，在最小负荷时不应低于2.5-3m/s,以

免冷空气倒灌。
    (2)烟囱入口直径

    烟囱入口直径一般根据采用的坡度由土建设计决定。

      28



(3)'yil囱平均直径

dv:二一 旦七+ d: (5一18)

式中:己pj— 烟囱平均直径 (m)，
      d:— 烟囱出口直径 (m)，

      己:— 烟囱入口直径 (m)。

    5.3.5 烟囱阻力计算

      (])烟囱总阻力

                        _,h,.。二,Ih-,,+Ah;。

式中:人hy。— 烟囱总g力 (Pa)，

      0;hm}- 烟囱Al擦阻力 (Pa)，

      -}h介 - 烟囱出口阻力(Pa)
      (2)"M囱摩擦阻力

(5一19)

.。m ， H
3n- 二 /二 了-

                    Up1

。pz-of
·，厄 ’Ppi 20)

式中:人h乳— 烟囱摩擦阻力 (Pa)，
        T- 烟囱摩擦阻力系数，对砖烟囱或金属烟囱均取A= 0.041

        己，j— 烟囱平均直径 (口)，

          H— 烟囱高度 (M),

      U y j- 烟囱内烟气平均流速 (mss)，

        pp:— 烟囱内烟气平均密度 (kg/m s)。

      又叻烟囱出口阻力

                      }h,%二卜了 ·P}                          (5-21)

式中:一、hy} - 烟囱出口阻力((Pa)，
          5一一 烟囱出口阻力系数，取} = 11

        。。— ，烟囱出口烟气流速(m/s)，
        p。— 一烟囱出口烟气密度 (kg/m')。

    5.4 鼓、引风机选择计算

    5,4,1 计算要求
      (1)应算出鼓风机、引风机及二次风机的风量和风压，以选择设备。

    (2)单炉配置风机时，应考虑风量有不少于10%的富余量，风压有不少于20%的

富余量。

    (3)选择风机时，应尽量使风机的经常工作区域在其效率最高的范围内。
    (4)选择凤机时，必须考虑到当地气压和介质温度对风机特性的修正。此外，应

注意介质温度不能超过风机规定的界限。



5.4.2鼓风机选择计算

  (0 风量计算

Vg=t.1 a,B;V0
273+tk

  273 101b (5

式中:V:— 鼓风机风量(m3; h)，

      1.1— 风量备用系数，

      。:-一 炉膛入口空气过剩系数，

      B7— 计算燃料量(kg/h)，
      V.— 理论空气量 (标m3/kg)
      b- 当地大气压力 (kpa)

    可根据当地海拔高度由表5一6查得。
(760mmHg)，

      tk— 进入风机的冷空气温度 (

当海拔高度小于200m时，可采用ioikP.

0C)。

表5一6 海拔高度与大气压力换算

海 拔 高 度 Cm) 大 气 压 力 kpa 口口Ha)

-600

  0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son

900

1000

工5仔0

2日日n

25003000

111(834)

101 (760)

100 (752)

的 (7朽 )

98 (737)

96 (722)

95 (715)

94 (708)

93 (700)

93 (694)

92 (686)

91(679)

95(635)

79(593)

74 (558)

70 (528)

(2)风压计算

He=1.22Ghr.
273+tk

273+tq 101b·1.293Pt (5一23)



式中:Hg— 鼓风机凤压 (Pa)，
      1.2— 风压备用系数，

      '-Abi- 送凤系统总阻力 (Pa)，

      亡9— 鼓凤机铭牌上给出的气休温度 (0C)，

      P',- jolkpa (760mmHg)时空气的密度，Pt二1 _ 293kg/m 'a

    54.3引风机选择计算
      (I)风 量计算

Vy=I.IBj EV晏·
273 + t

    273 1016 (5一24)

式中:Vy— 引风机风量 (ma/h);
      」.1— 风量备用系数，

      Bi— 计算燃料量 (kg/h);

      IVy0— 引凤机前计入空气过剩系数的每公斤燃料产生的烟气总体积(标m'/

                kg)，

      to— 引凤机前的排烟温度 (0C);
      b— 当地大气压力(),Pa)。
      (2) 凤东钊算

(叉Ah,一SO 273+ty

273+t,

101

,293PY (5一25)

式中:Hy— 引风机风压 (Pa)，

      1,2— 风压备用系数，

      !:,hy— 引风系统总阻力 (Pa);
      Sy— 烟囱引力 (Pa)，

      t,— 引风机铭牌上给出的气压温度 (0C);

      P二- iotkPa (760mmHg)时的烟气密度，P, = I. 34kg/m'

    5.4,4 二次风机选择计算
    (1)二次风机的风量及风压，一般可按锅炉厂提供的数据采用。

    (2)对于一般层燃护，二次凤机风量约占总空气量的s-,.i5%,当燃料挥发分较大
时取较高值，燃料挥发分较小时取较低值。

    (3)二次风机凤压与所要求的风嘴风速及射程有关，一般二次风机风压约为2.45
---3.92kpa (250.400mmHzO)。

    5.5 烟气除尘及设备选择计算

    5.5.7计算要求

    首先应根据建厂地区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以及锅炉采用的燃烧型式确定合理的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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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然后根据处理烟气量的大小选择除尘器规格。

    5.5.2计算方法及原则规定

    (1)工业锅炉 (包括采暖用、生活用锅炉)烟尘排放指标应按国标《锅炉烟尘排放

标谁》(GB 3841一83)的规定执行，井符合表5一7的规定。

表5一7 各类区城锅炉烟尘排放标淮

                                                                                  i

区 域 { } 标 准 值
                」 适 用 撤 厌 1 _

类 别 一

  ，一
最令s}igfmlmmg/$r., )度 {最大容iMMQ191(flk)

自然保护区、风景游览区、疗养地、

名胜古迹区、重要建筑物周围

枷
一
600

市区、郊区、工业区、县以上城镇

其它地区

    在燃料矿区的非居住区使用的锅炉，如燃用12560ki/kg (3000kca1/kg)以下的然
料，则最大容许烟尘浓度可放宽至2000 m g/标Mao

      (2)如果工厂或建厂地区对环境保护有特殊要求时，锅炉房烟尘排放浓度应满足
全厂或地区环境综合评价的要求。

    (3)应根据各种具体情况选用合理的除尘方式.如选用湿式除尘时，应注意防止
腐蚀并对含尘废水进行妥善处理。

      (4)除尘方式确定后，根据净化烟气量的大小选取除尘器。

6 运煤及除渣系统有关计算

    6.1 计算要求

    6.1.1应计算出锅炉房小时最大耗煤量、灰渣量及最冷月昼夜耗煤量及灰渣量等

数据，作为上煤除灰系统设计的依据。
    6.1.2 应计算出锅炉房最冷月耗煤量、灰渣量及年耗煤量、灰渣量等数据，作为总

图运输设计的依据。
    6.1.3 当计算有关技术经济指标时，尚应提出锅炉房每小时正常耗煤量及灰渣量

等数据。

    6.2 耗煤f计算及原则规定

    6.2.1锅炉房耗煤量计算
      (1)小时最大耗煤量



          B 。

r.二一工ii’1, m
(6一 1)

式宁，Bm- 每小时最大耗煤量(t!h)，

      Qm- 锅炉房最大计算热负荷(t/h)，

      B- 每台锅炉额定蒸发量时的耗煤量(t/h)，按式 (3一22)计算。
      Dx- 每台锅炉额定蒸发量 (t/h)。

          注.计算小特正常耗谋董时，应将尤(6一1)中立鲜履户房最大计算热负苛以锅沪房正常热负荀代替。

    (2)最冷月昼夜耗煤量

                                        B =24R.                                (6一2)

式中:B:— 最冷月昼夜耗煤量 (t/昼夜)二

      (3)最冷月耗煤量

                                      Bz=30BI                                (6一3)

式中:B:— 最冷月耗煤量 (t/月)。

      (4)年耗谋量

                        Bo=1 (Bpj"n,一B'pj·n2) (6一4)

式中:Bo- 锅炉房年耗煤量 ( t/年)，
      Bpi- 冬季小时正常耗煤量 (t/h)，

      B'pi- 夏季小时正常耗煤量 ((t,+'h);

      。:— 冬季运行小时数 (h)。

      二:— 夏季运行小时数 (h)，

        A- 考虑运输上、使用上不均衡及其损耗等因素的富余系数:一般取A='.I
                    - 1 .2a

    6.2.2 确定运煤系统方案时应考虑以下主要技术原则:

      (I)煤场贮煤量的规定

    “.贮煤量应根据煤源远近、供应的均衡性和交通运输方式等因素确定。当由火车

和船舶运输时，贮量应满足I( -23Ftr夜最大耗煤量;汽车运输时.应满足5. 0昼夜最
大耗煤量。

    b.在多雨地区，对运输和燃烧造成困难对 可设置一定4量的千谋棚 其lY'ft4

具体情况按3.10昼夜的最大耗煤量来确定。
      (2)运煤系统选择的原则

    a.锅炉房每小时运煤量小于 吨时，宜采用人工装卸和手推车运煤

    b 锅炉房每小时运煤量为1-6吨时.宜采用间歇设备装卸和间歇或连续机械化设
备运煤。

    c.锅炉房每小时运煤量大于6吨时，宜采用间歇或连续机械化设备装卸和运煤。
      (3)工作班制

    锅炉房运煤系统宜采用两班工作制，炉前煤斗的贮量按10 2小时的锅炉额定耗煤



量考虑。

    6.3 灰渣f计算及原A0规定

    6.3.1锅炉房灰渣量计算

    (]) 4y吨烨产生的灰渣量

a!一4Yum
  Q a.·n.

+ 一
(c一5)

13n13\.inn

式中:At- 每”，匕煤产生的灰渣量( t/t);
      人y— 煤的应用基灰分 (%)，

      4s— 机械未完全燃烧损失(%)，

    Qaw  =的应用基低位发热量 (kJ/kg)。

    (?)小时最大灰演量

,1二=B>n·At (s一6)

式中:A>n- 每小时最大灰渣量 (t/b)，

      B。— 每小时最大耗煤量 (t/劫 。

注:计算小时正常灰渣盘时，应将式(‘一‘)中的每小时最大耗煤里以每小时正常耗煤吸代替。

    (3)最冷月昼夜灰渣量

                                Ai=Bt.At

式中:At— 最冷月昼夜灰渣量 (t/昼夜)，
      Bt- 最冷月昼夜耗煤量 ( t/昼夜)。

    (4)最冷月灰透量

(6 一7)

入2=BZ一\‘ (6一R)

式中:11z- 最冷月灰战量( t/月)，
      Bz - 最冷月耗煤量 (t/月)。

年灰浓量

人。二Be·人、 (6一9)

式中:Ao- 年灰渣量 ( t}年)，

      Bo— 年耗煤量 ( t/年)。

    6.3.2 确定除灰HE系统方案时应考虑以下主要技术原则:
    (;)除灰涟系统选择的原则

    a.锅炉房每小时最大灰渣量为t nig及以上时，宜采)月机械除灰渣或低压水力除灰

泣 ，

    b.锅炉房舒小时最大灰渣量小于吨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当的机械或简易机



械Fl灰i}33

    c.小型人工 ii煤的锅炉，一般可采用人工手推车除灰涟。
    (2)灰渣场贮量的规定

    a.露天转运灰渣场的贮量，一般为3-5昼夜锅炉房最大排涟量，

    b,采用集中灰渣斗时，一般不设置灰渣场。灰渣斗的总贮量宜为1-2昼夜的锅炉

穷最大排渣量;
    c.采月水力除渣时，灰涟池设计的有效容积，宜按1-2昼夜锅炉房最大排渣量计

算。

    6.4 低压水力除灰 (渣)系统计算

    6.4.1 计算要求

    低压水力除灰 (演)系统的计算包括以下内容:

    ()灰渣量及其分配计算，

    i2)排渣槽运行方式的计算，

    (3)冲灰器运行方式的计算，

    (4) i'}渣耗水量计算，
    (5)冲灰耗水量计算，

    (6)灰渣沟的计算，
    (7)灰渣池尺寸的确定。
    6.4.2 灰迹量及其分配计算

    (工)每台锅沪额定负荷时的灰渣量

                                  Gha=B八S

式中:Ghz- 每台锅炉额定负荷时的灰渣量 (t/h)，
      B- 每台V4炉额定负荷时的耗煤量( t/h)，按式(3一22)计算1
      :(t- 每吨煤产生的灰渣量(t/t)，按式 ((6一5)计算。
      (ZJ灰 渣量 的分配计耳

(6一10)

渣量:

灰量 :

G:=甲.Gh:

Gh=甲h·G h.. 'Ich

(6一1】)

(6一12)

式中:G}- 每台锅炉排出的涟量 (t/h);
      Gh- 每台锅炉除尘器排出的灰量 (t/h);

      (P..  W h- 锅炉排出的渣与灰占总灰渣量的比例(%)，可按表6一1选用。

      月      ch--TI 尘器效率 (%)，应按厂家提供的资料采用。未取得资料时，可按表

              6一2选用



表6一I 锅炉排出灰、渣比例裹

锅 沪 型 式 W=(%) 甲h(% )

层燃式沪排护

播散式炉排沪

固态煤粉炉

液态煤粉炉

旋风沪 立式

              卧式

80 85

60-80

10-20

    49

55-60

70-85

20- 15

40 20

90- 80

    60

45-40

30- 15

表6一2 除尘器效率选用表

除 尘 器 型 式 n.七(%)

多管式除尘器

高效旋风式除尘器

洗涤水膜式除尘器

文丘里水膜除尘器

电除尘器

布袋除尘器

      7S

    as

    90:

93-95

      99

      99

6.4.3

(1)

  排渣槽运行方式的计算

每台锅炉排入每个渣槽的渣量

。。_ G=
七『:. —

                “ 里

(6一13)

式中:G0- 每台锅炉排入每个渣槽的渣量(t/h)，

      G=- 每台锅炉排出的渣量(t/h)，
      ‘— 每台锅炉的排渣槽数 (个).由锅炉产品资料提供

    (2)排渣周期

小[̀rp.P忿
T:( — (6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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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式中

式 中:

:小:— 排渣槽的充满系数，一般取0.s,
}T D s— 排渣槽的有效容积 (m3/个)，按锅炉产品资料确定，

P望— 渣的堆积密度((tam s)，可取。.85̂-1i

T=— 排渣周期(h) 一般选用2子、4, 8小时。
(3)排浓冲洗时Ml

    G呈T:

        G DL

<6一15)

  t至— 排渣冲洗时间 (h);

Gp:— 排渣槽出力(t; h )，与冲渣喷嘴的直径及水压有关。当水压为。.8-r

        工.,MPa时，每吨渣约需?m，水，可按此比例确定排渣槽出力。
(4)同时冲洗排清槽数目

人丁:)

N'e(代+ti)

        T二

(6一16)

N:— 全部排渣槽数 (个)，按锅炉台数确定，

  t2- 辅助操作时间。指一个排渣槽冲完到另一个排渣槽开始之间所需要的

        走路及操作阀门等时间，一般取。.08小时，
  M:— 同时冲洗排演槽数 (个)。

(5)一个周期内连续进行神洗的排渣槽组数
        N:

刀，= 一 石石一 、:J -L)
              二VI峪

(6一17)

(6)冲洗全部排渣槽需要的时间

芝t0=n,( t卜 t呈)+t互 <h) (6一18)

式中: t;— 富裕时间 (h)，一般应不小于1小时。

    要求全部冲洗时间不得大于排渣周期。
    (力单位时间内实际排入排渣设备的渣量

                          9:=\1a·Gp-     (t/h)

    6.4.4 冲灰器运行方式的计算

    (1)每合锅炉排入每个灰斗的灰量

(6一]9)

(6一20)鱼
奸

 
 
 
 
 
 

一 
 
一一

 
 
O

七
 
 
G

式中:Gh- 每台锅炉排入每个灰斗的灰量 (t/h)

      G、一 ，每台锅炉排出的灰量 (t/h)，



ah- 每台锅炉的灰斗数 (个)，由锅炉产品资料提仁

(2)冲灰周期

6、\
Th芍 6一

式中:小，

V卜d

灰补充满系数一股为。，卜

灰斗的有效zr积 rmz/个) !Wt % .. ,

  帐—     /y的堆积密度(t/m

  Th--冲灰周期 (h)。
(3)除灰冲洗时间

可取’.弓~

  算存灰容积的80% 考虑，

m忿.

(6一22)

式中:ti- 冲洗时间 (h)，

      G}h- 冲灰器的出力(t/h) 与冲灰喷嘴的直径及水压有关。当水压为。.5
              0.6MFa时，每吨灰约需4m'水，可按此比例确定冲灰器出力。

      (4)同时冲it-冲b,器个 1

i1 ih

Nh(tn+t

        Tb
(6一23)

式中 Th- 全部冲灰器数目(个)，按锅炉台数确定。

      诀— 辅助操作时间(h)，一般取。.08小时，

      Mn— 同时冲洗冲灰器的个数 (个)。

      (6)一个周期内连续进行冲洗的冲灰器的组数

          Nh ，*。、

Ii h=~一丽丁 l Fi ) (6一24)

(6)冲洗全部冲灰器需要的时间

艺th二nh (t卜 t怪)+t璧 (h) (6一25)

式中:t,- 富裕时间(h)，一般不应小于t小时。

要求全部冲洗时间不得大于冲灰周期。

(7)单位时间内实际排入排灰设备的灰量



9'h=NT hG}h (t/h) (G一2日)

6.4,5 冲渣耗水量计算
冲渣水量包括排渣槽的熄火喷嘴、冲ifi喷嘴和渣沟内激流喷嘴三部分的排水量。

(1)熄火喷嘴的耗水量

式中

式 中 :

                Q二二n m f P V200云H=、3600

Q=- 熄火喷嘴的耗水量(ms/h)，

二— 淋水头数(个)，由锅炉产品资料提供，

m— 淋水头上开孔数(个)，由锅炉产品资料提供，
  f— 每个孔的截面积 (MI)，

n- 流量系数，采用。.“，

  Hx- 熄火71:压，一般采用0.15-0.2MPa(15-20mHz0)

9— 重力加速度，9.8m/sl,
(2) ;:Mr (滑流)啼嘴的杯水量

(6一27)

Q c= (Q j)=Pf,/2009Hex X 3500 (6一29)

Q。:(Qi)— 冲渣 (激流)喷嘴的耗水量

。— 流量系数，按表6一3选用;
f— 喷嘴最小截面积 (mZ)，

H。二— 冲洗水压头，一般取0.3-0,8MPa

9一一重力加速度，g8二厂。2。

(m含/五)

(30-80m H 20)

表6一3 流 且 系 数 P值

喷嘴直径(口m) 10-16 20̂ 22

流量系数P 0，5 0.85

对于激流喷嘴，直径一般取飞。、2、一落mm.冲渣喷嘴恨据排渣槽出力选定。
(3)排入排渣设备全部冲OF水量

Q-=(1一b)n,Q二+M.Q-+ SQ, (s一2s)

式中:Q。二— 全部冲渣水量(m8/h)，

  卜— 熄火水蒸发系数，可取。15̂+0.21

  n，— 运行锅炉台数 (台)，

  SQj- 冲渣系统中运行的激流喷嘴的总耗水量(m3/h>。



    6.4.6 冲灰耗水量计算

    冲灰水量包括冲灰器的排水量和灰沟中运行的激流喷嘴的排水量。当采用水膜除尘
器时，还应将其排水盘计入。

      (功水膜除尘器的排水量

                          Q.m=  (1一b) Q.m                      (6一30)
式中:Q..— 水膜除尘器的排水量 (-3/h) ，

      b- 蒸发系数，可取。.15-0.201

      0.1,— 水膜除尘器本体的耗水量(m3/h)，由产品技术资料提供。

    (2)排入排灰设备全部冲灰水量

                    Q11二二MhQ.h+MhQ.m+ ZQ1                           (6一3!)

式中:Q% — 全部冲灰水量 (m3/h)，

      Mh- 除尘器、冲灰器同时运行的个数，

      Q.h— 冲灰器的耗水量 (m3/幻 。对箱式冲灰器，其耗水量按灰水比1;4来确

            定。按此比例和供水水压选择冲灰器中的喷嘴直径，再依式 ((6-28)
              求得水量;

      iEQ1- 冲灰系统中运行激流喷嘴的总耗水量 (ms/h)，计算方法与冲渣系统
              激流喷嘴相同。

    6.4.了 灰 (渣)沟的计算
    (I)灰 (渣)沟的选择

        灰 (渣)沟的选择可根据灰 (渣)水混合物流量及灰 (渣)沟坡度而选定。

    a.灰(渣)沟坡度的选择

    灰沟为1̂ 1.5%t渣沟为2..2.5,00,

    b.浓沟中混合物流量的计算

Q..:指于+Ql. (6一32)

式中:Q..- 渣沟中混合物的流量 (m3/h);
      P.- 渣的真实密度 (t/m3)，可取2 . 2-..2 . 4 t/ m 3,

c.灰沟中混合物的流量

Qh.二 ge+Qh
              手夕h

(6一33)

式中:Qh.- 灰沟中混合物的流量 (m3/h)，

      Ph- 灰的真实密度 (t/m3)，可取2 .0-2.2t/ml,
    d.灰渣总沟中混合物的流量

Qh..=Q.. + Q h.+sQ (s一34)



式中 Q、;— 灰渣总沟中混合物的流量 (:n丫h)，

      7QJ— 灰渣总沟中激流R'}r嘴总耗水量 ('1'/h)，计算方法同F .
    e.校核水灰 (渣)比值

    当计算灰 (渣)沟中混合物流量时，应使排灰(渣)沟出口iijl水灰(渣)比值满足

下列数值的要求，若水量不足，可增加激流咳嘴的个数或增大直径来满足。
    水灰混合物比值 7-10二' (H20)/:(灰)，

    水法混合物比催15-20m' (H20) /,L(渣)，

    水灰渣混合物比值10-v15-' (H,O) /t(灰A)。
    t灰 (!Ji )沟中混合物流速的选择

    输送细灰时不小于I .21n厂s,
    灰渣混输时不小于1.6可5;

    输送固状I-时不小于卫. g7/5;
    输送液态1时不小于2.2m/so

    (2)灰 〔r} )沟自流条件核算

    a.流休 (混合物)面宽度a

一 (R。一H) 2 3一35)

式中:R。— 灰 (渣)沟镶板半径 (二)，

      H- 流体 (混合物)深度 (二)，一般取H=
    b.R。与流体面间所形成的圆心角小。

65̂ -0.i5) R。

小。= 2cos R。一H
  Ro

(6一36)

c,润湿周长L

L=一rz R.如
I80

(6一37

流休 (混合物)断面积F

  R. (L一a)

(m)

十aH
(。‘2) ( (}一38)

e.水力半径R

Ft, (扣) (吕一39)

f,流体 (混合物)在灰

Vg二一二
                  n

沟中的流速V:

i士 (m, 's) (6一40)



式中::— 灰(渣)沟镶板的粗糙系数 玄武岩取。.01,铸铁取。.013;
      i— 灰(渣)沟坡度。

    在自流情况下，核算结果Ve不应小于前述混合物流速选择时所规定的数值。
    9.在 平径-)1Ra打Y,k} (iN)油中涅合物的it量O尹h二.

Q'h=== 3600FV g (m 3/h) (6一41)

    核算结呆Q'hea厦应接近实际混合物流量。即; Q' h-'-- Qh.a

    6,4.8 灰渣池尺寸的确定

      (力 灰渣池一般采用长方形结构，且分隔成三格，即沉渣池、过滤池、清水池二

      (0_)沉it池的容积可按存放~2昼夜锅沪房最大排it量计算，其堆满系数一般取

  .5--G.T,灰渣层上面的水封层一般取300--500m ma

    (3)沉"-池的长度应很据灰渣的颖粒分析值及沉降速度等因素确定。对于层燃炉

一般取5 - 6.:11;对于煤粉炉一般不小于12-15,11.

    (、);兀渣池的宽度应ii据抓斗吊车类型或跨度选定，不应妨碍抓灰设备的运行工

作，一般不小于3m,
    (5)过滤池和清水池的尺寸，应按能满足清灰工作方便的原则及布置上的合理性

来确定

    (6)对于煤粉炉，考虑细灰沉淀较困难，所以应设两个沉灰池，一个运行，一个

抓灰，轮换使用。

了重油供应系统及设备选择计算

    7.1 耗油fa4M油f计算

    了.1.飞 洲一算要求

    <约 短汁算出锅炉房小时最大耗油量和小时正常耗汕量，前者供选择油系统ik,备

t，后者供计算有关技术经济指标用。
    (，应计算出锅炉房最冷月耗油量及年耗油量等数据，作为总图运输设计的依

;4.

    (3)当锅炉房设置专用的油库时，应计算出所需油库的容量，并确定单台贮油罐

的容积及台数。

    了1.2 锅炉房耗油量计算
    锅炉房耗油量的计算与耗煤量的计算方法相同，可按本规定6.2.’进行计算。

    了.I3油库容量、油罐容积及台数的确定

    (])油库容量计算



V =N
Bm.24

式中:V— 油库需要的总容量 (m3)，

      B.- 锅炉房小时最大耗油量 (t/h)，

      P- 燃料油的密度 (t/m3)，

      N— 贮存时间 ((d)。
    按油的运输方式和供油周期确定，一般应符合下列要求:

    a.铁路或油驳运输时，按20-30昼夜的锅炉房最大耗油量考虑，

    ib.汽车油槽车运输时，按5-10昼夜的锅炉房最大耗油量考虑，
    c.油管输送时，按3-5昼夜的锅炉房最大耗油量考虑。

    (2)油罐容积确定

    当用铁路油罐车运油时，单个贮油罐的有效容积，应尽可能为单个铁路油罐车容量

的整倍数。目前国内使用的铁路粘油专用罐车的容积多为50M’和60In“两种，故单个贮
油罐的容量应为5。或60m3的整倍数为宜。

    (3)油罐台数确定

(7一2)
V
一U

式中::— 贮油罐的数量 (个);

      V— 油库的计算容量 (m3)，

      U- 单个贮油罐的计算容量 (ms/个)。，
    锅炉房贮油罐的数量一般可采用2-3个，但不应少于2个。

    (4)当油库距锅炉房较远时 (超过100。米)，可考虑在锅炉房附近设置中间油罐，
其贮油量不少于一昼夜的最大耗油量。

    7.2 重油在油罐中的加热计算

    了.2.1 计算要求

      (1)计算油罐中加热重油所需要的热量，

      〔约计算油罐内重油加热器所需要的传热面积，

    (3)计算加热器的蒸汽消耗量。
    了.2.2 加热重油所需热量计算

    重油在油罐中加热所需的热量，包括油品升温所需热量及散热损失的热量两部

分。

    (1)油品升温所需热量计算

Q、二278PyV. CCr  (t2二一口二aB) (了一3)

式中:Q}- 油品升温所需热量 (AV)



      py— 油品在平均温度于 (::+12)时的密度 (毛/m,)，

      Z,— 油罐内最大装油容积}n,3)，
      Cy— 油品在平均温度士 (:+t:)时的比热容 (kii kg·“)，

      t,- 油品加热初滋 (̀C)。

    贮油罐中油品的加热初温，应拐据加热目的来确定;
    :.当罐内油品升温沉淀脱水时，如油品自铁路油罐车立接却入贮油之讨 ，万;、

油罐车的卸油温度;如由管道直接输入贮油罐时，之:可取管道中;'a输油s度

    b,当罐内油品自液态贮存状态加热到油泵输送温咬时.t,va低应为油晶砚因点与
上5.10'Co

    t— 油品加热终温 (0C)。

    重油的加热终温应根据不同的工艺过程所要求的#:;度确定:

    a.用泵输油时，重油的钻度取决于泵的类型、吸上真空度及输出管道合理的压刃
降。各种泵所要求的粘度应按产品说明确定。

    b.重油在贮油罐中沉淀脱水时，所要求的最适宜的枯度为Ic1,2厂:
    。.t:应比当地大气压力下水的沸点低}}C,比油的闪点低:0̀C.取两青中的牡

低值，对钡油罐一般不应超过900C,对钢筋混凝土油罐最高不超过fm 'C.对砖砌油罐
最高不超过60'C.

    d.tZ应考虑热回油对油罐内升温的影吮
          丫— 加热升温时间 (h)。

    a.重油在油罐中的加热升H -IN. r'J间.与加热终温和初温的温度差、油罐容积L},及1由

罐的操作周期有关，可参考表7-1选用，选用时应以油罐的操作周V为首要条件。
    b.在正常情况下，贮油罐的操作周期一般都大于]50小时，为了不使罐内加热器过:

庞大。一般宜取升温时间:>48小时 对贮量较小的中间油罐可按具体情况考虑。
    表了一1 油 品 升 温 时 间 (丫)

    亡 一 升 温 时 间丫
                              应 用 41 件 一

(h)

花s一:,!250C

油罐容积簇1000-3

操作周期)60小时

) 2通

①

已

⑥

t:一rt<25-30'C

下三罐容积二2000-3000m z

辣作周期》100小0;

)36

①

②

⑧

tz-to>250C

油翅容积>5000m,

操作周期)150小时

>18

①

②

③



“— 重油中石蜡的含量(%)，
    5%，

B— 石蜡的熔解潜热 (k7/kg)
  (2)散热损失的热f,计算

当不能取得a的原始资料时，计算中可近似取a=

当加热油罐中的重油时，取B=oo

                          Qz=QD+4B+9Dv

式中:Q=— 油罐散热损失的热量 (W)，
      9D— 经罐顶散失的热量 (W)，

      qB— 经罐壁散失的热量(W)，
      9 Di- 经罐底散失的热量(W)，

    “.4。的计算

(万一4)

9D=KDFD(ty一to) (7一5)

式中.K D- 油品经罐顶向空气的传热系数 (1V/mz·.C)，K。可按表7一2选取;

      F I)- 罐顶的表面积 (Mx)，对于卧式油罐，取FD二0$

      ty— 油品的平均温度 (,C)，在贮油罐中加热重油时，取t，二奋 (t，+t,)

场— 周围介质的温度(1C)，对于地上式油罐,to取当地最冷月份平均气温 C̀。对

      于地下式或半地下式油罐，to取油罐埋入地区土壤的平均温度 (可按最冷
      月份的平均气温选取)。

.q。的计算

                            QB=KBFB (ty一to)

式中:KB— 油品经罐壁向空气的传热系数(W/-,

      F。— 罐壁的表面积 ( m=)。对于卧式油罐，

    C,  QD的计算

(7一6)

·,C)，KB可按表7一2选取，

FB按罐体的全部表面积计算。

                              n Di=KD,FD; (ty一to)                       (7一7)

式中:KD— 油品经罐底向土壤的传热系数 (W/mz " 'C) , KD。可按表7 _ 2选取。
      FD— 罐底的面积 tmZ)，对于卧式油罐，取F。，二。。



裹了一2 传 热 系 数 选 用

            ‘ 一
911,

选 用 务 件

系 数

    、、少my

( kcaL'.1·h·̀C)

26
)

地上金属油罐
K。

无保温层 2.3(2

地下非金属油罐 雄顶搜土 1.163(1)

地上金属油罐 无保温层

K.

4.652-8.141
    (4-7)

铁路油罐车 有保温足 2.326-3.489

  (2-3)

地下非金属油罐 埋 地 233

__ (。·2)
地上全属油罐 无特殊深温尼 349

K.‘
(0.3)

14
)

地下非金属油罐 无特殊保温层 0.116̂ 0.
0.1 0_12

泣:① 对于地上金属油aw有保温层叶，可取Kn=1.163W/m="  0C(工kcal/mz·h.  0C )。

    ② 当无保温层的地上全属油罐安装在室内时，表中K.取较溉值;安袭左室外时，取较高值，铁路油

        罐车取较高值。

    (3)总热量计算

                                Q=Q:一Q2

式中:Q— 重油在汕罐中加热所需要的总热量(W)
      Q，— 油品升温所需热量 (W);

      Q2- 散热损失的热量 (W)。

    7.2.3 油罐内重油加热器传热面积的计算

(下一,)

1.25Q4P

KQ (t、一t,)
一9)

式中:F— 加热器的传热面积 (m2)，

Q— 加热重油所需总热量 (W)，

甲— 蒸汽凝结水的过冷系数，可由表7一3选取:

4G



表了一3 蒸汽凝结水的过冷系致印值

重 油

终 ”重
力 (表) (衬Pa)

分:(0C)

1,02

足一03

1,03

1.04

1,05

1.06

1.05

1,U5

1.06

1.06

1.07

1.08

1.06

1.07

1.08

1.08

1.09

1.功

:_::
I-功

1_19

1.11

1.12

1.09

1 生D

1.11

1.12

1,13

1.13

胡

知

朋

70

80

如

士‘— 蒸汽饱和温度 (*C)，

ty— 油品的平均温度 ('C)，

KQ— 加热器内蒸汽向油品的总传热系数 (W/m'"0C)

KQ=一一止一
      山~二-+ R (7一10)

式中:R- 影响传热效果的补充热阻 (mz，*C/W)，可按表7一4选取，一般可取

              R =0.0017.

演7一4 子卜 充 热 阻 R 值

序 { R

应 用 条 件 m1

(口，·五

，。C/W

·0cit}.l )

(工)油品洁净.且不易在加热管上结垢

(2)加热器管较新，无诱

(3) 0.6MPs 绝压)以上的蒸汽

0.0009

(0.001)

(1)油品不大洁净，温度较高 易结垢

(2)加热器管较旧

( 3 ) 0.3-0.6MPe(绝压)的蒸汽

0.0017

(0.002 )

(1)油品不洁净，易结垢

〔2)加熟管较旧

(3)0.3MPe(绝压)以下的燕汽

0.0026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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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加热器外壁到油品的放热系数(W/m' ·0C>

当d兰tj卫止->-̂.03 时

a二 t.‘63.; 3了ty一亡，)
      V

(下

d3 (t、一ty)
              V

!0.03时

。=，.163::4丫二一p- ty4ti/tdv (7一12)

式中:t,- 蒸汽饱和温度 (0C)，
      士，— 油品平均温度 (0C)，

      d— 加热器管子的外径 (m)，

      、— 在油品平均温度和蒸汽饱和温度的算术平均温度十(t,+ tb)下油品的运
          动粘度 (CM 2/S)，

      人:、AZ— 系数，可按表7一5选取。

表了一5 系橄A，、A:

由品密度Pte
At A皿 Ai Af

(t/m, )

}_

油品密度Pie

  (t/-,)

— — 一 {一 {
1哎7 11 2    0_945                   14_3                          10.315

15.6

15.4

15.3

15.2

15.1

王弓.0

14.8

14.7

14.6

14.5

14.4

11.2

11.1

11.0

10.9

10.9

10.8

10.7

10.6

10.6

10.5

10.4

14.2

14.0

13.9

13.8

13.7

13‘

13.5

13.4

13.2

工3.1

13.0

10.3

10.2

10.1

:;一:
9.9

9.8

9.7
叼

96

9.5

950
弼
960
965
970
975
蝴
985
990
995
咖

885

890

895
咖

905

州

弼

卿

姚
930

:.:::

48



    如进行估算时，加热器内蒸汽向油品的总传热系数可取经验数值KQ ='58.15-,-

81.41 W/M'·"C (50-70kca1/m2·h·0C)。

    加热器传热面积算出后，可按下式计算7:7热器管子的总长度:

        F
L = —

              n a

(7一13)

式中:L— 加热器管子的总长度(m);
      F— 加热器的传热面积 (。2);

      d— 加热器管子外径(爪)，
    7.2.4加热器蒸汽消耗量计算

    (1)加热用蒸汽参数的选择

    a.加热重油对.一般可使用0.8--1 .3MPa或0 .5-0 .6\4Pa的饱和蒸汽，

    b.加热原油时，仅可使用0.5̂-0.614Pa的饱和蒸汽。
    (2)蒸汽消耗量计算

G 二 s.BO (7一工4)

式中:G- Am汽消耗量(kg!h)，
      Q— 重油加热所需要的总热量 (W);

      î— 加热器入口蒸汽热姑 (k)/kg) ，
      ii- 蒸汽凝结水热始 (kJ，/kg)。

    了.3 供油系统主要设备选择计算

    了.3.1计算要求

    (1)供油泵的选择计算 确定油泵的型式、合数及总容量;计算单台油泵的流量和

全压。

      (2)燃油加热器选择犷{算:计算加热器的热负荷、换热面积、蒸汽消耗量及阻

力等。

    (3)燃油过滤器选择计算:主要确定过滤器的型式及滤网规格，井计算所需过滤
网面积 等。

    了.3.2 供油泵的选择计算

    (日油泵的类型、台数及总容量kid之
    “.油泵型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油品性质和供油参数，锅炉房内一般常采用螺杆

泵或齿轮泵作为供油泵。

    b.供油泵应设置备用泵，集中设置的供油泵一般不应少于两台。当锅炉房耗油量

较大时，应根锯热负荷变化时油泵使用的灵活性和动力消耗的经济合理性来确定泵的台
数。

    。.供油系统中，当任何一台供油泵停止运行时，其余供油泵的总容量不应小于锅
炉房最大耗油量及其回油量之和。



<2)油泵的流量及全压计算
a,流量计算

Q 二一
Bm+ b

n .p
(7一15)

式中:Q— 选用单台油泵的流量(m9/h)，

      Bm- 锅炉房小时最大耗油ik (t/h)，

      b— 锅炉房小时最大回油盘 (t/h)，
      。— 运行油泵的台数(台)，
      p— 输送温度下的油品密度 (t/m3)。

    b.全压计算

                H二P:一P,+h:一h,+4h, +ph,                     (7一16)

式中:H— 油泵的全压 (MPa);
      P,- 吸入罐内液面上的压力 (MPa) ,当吸入罐内为自由大气压时，

                  P,二0,

      P,- 锅炉然油喷嘴要求的油压 (MPa)，根据喷嘴型式，由产品技术资料选

                定，

      h,— 吸入几何高度(罐内最低吸取油位与泵中心轴线的垂直距离)形成的油柱压

          力 (MPa)，当最低吸取油位与泵中心轴线在同一水平面时，h,=0。当最

          低吸取油位低于泵中心轴线时，h:为负值，当最低吸取油位高于泵中心轴
线时，h:为正值;

      h2— 排出几何高度 (最高排出油位与泵中心轴线的垂直距离)形成的油往压力

              (MPa)。当最高排出油位高于泵中心轴线时，h:为正值，当最高排

              出油位低于泵中心轴线时，h:为负值;
      ph,- 吸入管道的总阻力 (MPa);

      Abp— 排出管道的总阻力 (MPa)，

    考虑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由上述公式计算所求得的全压，在选泵时尚应加大[1o

一30%的富裕量。

    了.3.3燃油加热器的选择计算
      (1)加热器型式、台数和总容量确定

    a.一般常用的燃油加热器有列管式和套管式两种。套管式加热器由于结构简单、

制造容易、清扫方便，所以在锅炉房中应用较多。
    b.对常年连续运行的锅炉房，应设置备用油加热器。集中设置的油加热器一般不

应少于两台，当耗油量较大时，应考虑使用的灵活性合理确定。

    。.运行加热器的总容量，不应小于锅炉房最大耗油量及其系统热回油量之和，并

应留有适当的富裕量。

      (2)燃油加热温度的确定



    燃油加热温度必须根据所用油品的特性及锅炉喷嘴良好雾化所需要求的粘度来确

定。一般可参照表7一6选用。

表了一6 贯 油 加 热 温 度 一 览 表

燃 夕白 喷 嘴

型 式

重 油 雾 化 拈 度

      cm2/s

重 油(1004-2009)

  加热温度 (0c)

机桩雾化喷嘴 19.83 x 10'2-27. fib x 30'2 (3̂-40E 115-150

蒸汽雾化喷嘴

低压空气雾化喷嘴

-42.81x10-2 (6*E)

-35.29x10-2 W E)

100-115

105̂ -120

(3)加热器的热负荷计算

            Q =0.278V PC, (7一17)

式中 Q— 加热器的热负荷(即油品加热所需热量) (W)，

      V— 通过加热器油品的容积流量(m2/b);
      P— 油品的密度 (k虾m=);

    Cp— 油品的平均比热‘kj/kg. 0C)，可按油的平均温去(t犷+ ti)查得;

      t'- 油品加热初温(0C);

      tor— 油品加热终温 CC)，根据锅炉油喷嘴所要求的粘度确定。

      (4)加热器总换热面积的计算

  Q

K ·么tG
(7一18)

式中:F:— 总换热面积 (m2);

      Q— 加热器的热负荷 (W);

      K- 传热系数 (W/mz. }C)。在一般工程计算中，可直接选取K= 104.67-
              116.3 W/m2·̀C (9o-vlookcal/m2.b·̀C)，

    ，P— 蒸汽和油品间的对数平均温度差 (,C),(介质流向一般按逆流式考虑)。

八吸， (7一19)

tBx一 t

tBH一t妾



式中:ti "  t 0--Y    9   -油品加热初温和终is (̀C)

      tBH— 加热蒸汽饱和温度 ('C)。

      (5)单台加热器换热面积计算

20)
F

-
、

1

-
n

 
 
 
 

-一
 
 
F

式中:F— 单台加热器的换热面积(m})，
      F.— 加热器总换热面积 (m2);

      n— 运行加热器的台数 (台)。

    根据计算所得换热面积及介质工作参数，即可选用燃油加热!yo.标准图。如有特殊要
求，可向设备专业提出条件另行设计。

    (6)加热器蒸汽消耗量计算

G 二
3.6Q
(i,一it)n

(7一21)

式中:G— 蒸汽消耗量 (ke/h):

      Q— 加热器的热负荷 (W)，
    i0— 加热蒸汽热炫 (kJ/kg了;

    ii - 凝结水热炜 (kj/kg)，

      Tl— 加热器的热效率，一般取r1=0,97-0.98,

    (力加热器的阻力计算

    一般情况下不必进行具体计算，如有特殊要求，需要详细核算阻力时，可按下述公

式计算。

    a.列管式加热器的阻力计算

          ),L .?*、_ V:_。
凸且 = t一二产一~， ‘5少 . 一一万一一 Y.

                          U 二

22)

式中:△H— 重油通过加热器的阻力 (Pa)，

      ),- 摩擦阻力系数;

      L- 重油流经的管程总长(m)
                                      L = In

      l— 加热器单程管束长度 (m);

      。— 加热器的管程数;

      d— 换热管内径 <m)，

      It— 加热器内局部阻力系数之总和，

      V- 重油在管程内的流速 (m/s);

      P— 油品的密度 (kg/m3);
      f— 换热管内积污系数，对于小25 x 2.5的管子，可取f= 1.4o

(7一23)



    b.套管式加热器的阻力计算
    重油通过套管式加热器的阻力等于通过管程流动时的压力降，其计算方法与管线压

力降的计算方法相同。

    73.4 燃油过滤器的选择计算
      (功 过滤器的设置、型式及台数的确定

    a.供油系统中在供油泵前及锅炉燃油喷嘴 (机械雾化)前均应装设油过滤器。
    b.油过滤器的型式一般宜选用结构比较简单、制造容易及费用较省的滤网式过滤

器。

    c.油过滤器一般应设置备用，集中设置时，每种油过滤器一般不应少于两台，当

供油量较大时，应考虑使用的灵活性合理确定。
      (2)过滤器滤网规格的选用
    a.过滤器的滤网规格 (即网孔的粗细度)应根据供油泵或油喷嘴的类型确

定。

    b.各类供油泵及油喷嘴对滤网规格的要求应按照产品技术资料中的数据考虑，一

般可参照表了一6选用。

表7一7 滤 网 规 格 选 用 表

— 一 {
使 用 条 件

(目/cm)

螺仟泵、齿轮Y-
泵 前

16- 32

禽心泵、蒸汽往复泵 8- 12

It 嘴 前 烤几械雾化喷贺 >20

(3)过滤器滤网面积计算

(7一24)
户
、

-

]

一
月

 
 
 
 

一~
 
 
F

式中:F— 过滤器滤网总面积 (mm2)，

      K-.一 过滤器滤网的流通面积与进口管截面积的比值。对于各种油泵及油喷嘴，

            K值应按产品技术资料中的要求考虑，一般可参照表7一8选用。

      f— 过滤器进口管截面积 (mmZ)。



表 了一8 K 值 选 用 表

一 一----一-一一一吁尸-一-

          使 用 条 件 } 比 值 K

供油泵前(各种类型) 9- 10

喷努前(机桩雾化喷嘴 )

11- 迪网网孔面积占全面积的百分数。们值可由金属网规格样本中查得。

    (4)根据要求的滤网规格、所需过滤网面积及介质工作参数，即可选用据油过滤

器标准图，如有特殊要求，可向设备专业提出条件另行设计。



附录一 规 定用词 说 明

    一、对条文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区别对待，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而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试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二、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

·”二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一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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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本规定在编制过程中，除依据现有国家标准外，尚有部分内容取材于下列标准及设
计手册:

    (1)即将颁发的国家标准《锅炉房设计规范》的报批稿 (本规定条文如与正式颁
发的规范不符时，应以正式规范为准)

    (2)各种TC标准。这些TC标准经多年试行，证明是可行的.

    (3)航夭工业部第七设计院编制的《工业锅炉房设计手册》(第二版).该手册
经化工系统的长期应用，证明其成熟可行

      (4)程祖虞编《蒸汽蓄热器的应用和设计》一书.多年来，许多设计单位按本书
进行蓄热器设计，证明也是成熟的.

      1 总 则

    1.1 单台锅炉的参数界限，是考虑到化工企业常用锅炉的情况和参照新修订的国家
标准《锅炉房设计规范》而确定的.

    1.4由于各化工设计院的专业分工不同，故本条中所列“不包括”的几部分不宜

列入 .

    2 锅炉房热负荷及锅炉设备选择计算

    2.1 锅炉房热负荷计算

    2,1. 12.1.4 汁算公式中的管网热损失系数K。是一个很重要的系数，目前在各种
资料中选用不一。在《工业锅炉房设计手册》中，对于架空敷设蒸汽管道取1.1-

'. 15，热电厂热网热损失取1,05，另外，在国家经委和计委颁发的《供热系统节能工作

的暂行规定》中，对于热力管道输送效率的评定标准为:优级)95%，良级-900o 差
级<90%.按化工企业的特点，一般热负荷数量较大，在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管道数量也较多，普遍对管道节能比较重视，因此本规定确定，“一般可取1.05̂'1.08

推荐选用1.05" (即按优级标准考虑)

    2.2锅炉设备选择计算

    2.2.2 是依据国标《锅炉房设计规范》和国家有关节能政策列出技术上应该考虑

的一些主要因素.

    2.2.2(2) 旨在提示设计者应注意所选锅炉产品的证件要齐全，以备锅炉投产前供
当地劳动部门检查发证之用.

    2.2,2(6) 关于近期和远期的界限，是根据多年来设计经验的总结意见而列入的.



    2.2,3参照化工部热工设计技术中心站1984年倾布试行的设计规定《化工企业热
力工程经济分析计算方法》(TC10OA (0,1)一84)和水电部电力规划设计院编制的

  《热电结合工程项目经济评价暂行办法》等资料编写.

      3 粥料燃烧计算

    3.1 计算说明

    3,1.1当锅炉房的设计燃料与定型锅炉的设计条件相差不大(燃料元素成份及发
热量等相差15%以内).并得到锅炉制造厂家认可后 一般不需作全面热力校核计算，

只需进行部分项目，即燃料燃烧计算，其它项目原则上可以直接采用锅护产品所附的
  “热力计算书”等资料上的数据.

    3.3-3.5 各近似汁算公式，是依据《工业锅炉房设计手册》编写，只作为估算之

用.当进行工程设计时，必须按正规公式进行计算.

    4 热力系统及其设备选择计算

    4,1,3--4.1.5计算公式中蒸汽凝结水应按正常净回收量计入，主要是考虑凝结水

回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太稳定。当估算锅炉连续排污量时，其排污率是根据《小型火
力发电厂设计规范》(GBJ 49一83)，按供热式机组取值.

    式(4一3)主要适用于低压锅炉，中压锅炉可按电力部门的要求计算。
    4.2.2-4.2.4各种水箱、水泵的选择计算，主要依据《锅炉房设计规范》的要求

编写 。

    5 烟风、除尘系统及设备选择计耳

    关于烟囱高度计算，主要原则是根据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为了使工厂所在地区
的大气污染不超过环保标准的规定，锅炉房应根据烟气中有害物排放量来确定烟囱高

度，即按大气扩散计算方法进行计算，使排出有害物到达地面的浓度能符合标准的要

求.具体计算应根据国标《制订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和方法》(GB
'840一83).考虑到该标准主要针对高架源排放，故决定当锅炉房总额定蒸发量为

20t/h以上 (排气简高度一般为4。二以上)时，采用此标准计算，对于锅炉总额定蒸发
量为20t/h及以下的生产、采暖或生活用小型的锅炉房，可以直接按国标《锅炉烟尘排

放标准》 (GB3841一83)中的规定执行.

    关于工业锅炉烟尘排放指标，原则上应按国标《锅炉烟尘排放标准》执行，如建厂

地区有地方排放标准时。尚应满足地方标准的要求.
    应特别指出，最终确定的烟囱高度及烟气除尘措施还应满足全厂或地区环境综合评

价的要求.

    6 运煤及除渣系统有关计茸
    6.2̂-6.4 对于耗煤量及灰渣量计算，其方案确定的主要技术原则是依据国标《锅

炉房设计规范》及《小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中的规定.计算部分主要依据 《工业锅

炉房设计手册》中的规定.

    7 皿油供应系统及其设备选择计茸

    本章主要依据《锅炉房设计规范》和《工业锅炉房设计手册》中的规定而编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