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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

设计技术措施》(2009年�版)的�通知

建质  [2009] 1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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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贯彻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保�证和提

高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质量,我�部组织中国建筑标准设

计研究院等单位对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⒛�03年版)作�了第一次修编。《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

术措施》 (⒛09年版)包�括 《规划 ·建筑 ·景观》、 《结

构》、《给水排水》、《暖通空调 ·动力》、《电气》、《建筑产

品选用技术》和 《防空地下室》分册,经�审查批准,现�予

以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九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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亠一一日
亠刖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⒛�∞ 年版)是�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组织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编制的一套
大型的、以指导民用建筑工程设计为主的技术文件,是�对 《全国民用建

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⒛�03年版)的�首次修编。在此,特�向
“⒛03年

版技术措施
”

的编写组和审查组全体成员以及参编单位致以真挚的敬意 ,�

并由衷感谢他们作为
“⒛09年版技术措施

”
的顾问组成员对本次修编工

作所给予的积极支持。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⒛�O9年版)共�有 《规划 ·建筑
·景观》、《结构体系》、《地基与基础》、《砌体结构》、《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给水排水》、《暖通空调 ·动力》、《电气》、《建筑产品选用
技术》及 《防空地下室》十一个分册。编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
实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现行法律、法规以及 《工程建设标准强

制性条文》等工程建设技术标准,进�一步提高建筑工程设计质量和设计

效率,供�全国各设计单位参照使用,也�可供有关建设管理部门、建设单位
和教学、科研、施工、监理等人员参考。

《暖通空调 ·动力》分册涵盖了民用建筑采暖、通风、空调与动力设

计等专业内容,分�为基本规定、采暖、供热与供冷管网、通风与防火、空

调、空调系统的冷 (热�)源�、热泵系统、锅炉房、消声隔振、绝热、监

测与控制、燃气供应和附录等十三部分。

修编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在 “
采暖

”
章节中增加了居住建筑散热器集中热水采暖系统、燃

气红外线辐射采暖系统、热水采暖系统的水质要求及防腐设计等内容,并�
根据现行规范对其他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

2.将室外供热管网部分另辟为一章,同�时增加了室外供冷管网的内
容 ;�

3.恨据现行规范和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在�
“
通风与防火

”
章节中

增加了排风热回收的内容,同�时补充了建筑防排烟方面的相关内容 ;�

4.在 “
空调

”
章节中增加了变风量空调系统、低温送风空调系统、

水环热泵空调系统、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分体式空调系统、蒸发冷却空调系

统、地板送风空调系统和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等技术内容 ;�

5.增加了
“
热泵系统

”
章 ;�

6.增加了
“
绝热

”
章 ;�

7.在本技术措施的最后增加了多个
“
附录

”
,列�入了一些常用的、可

参考的数据、表格和计算例题 ;�

8.补充并细化现行规范、规程条例。
⒛03版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主要起草人 (按�姓氏笔

画为序 ):

丁 �高 �王 �为 �王诗萃 �丰 �涛 �关文吉 �孙淑萍

宋孝春 �李娥飞 �金 �跃 �赵志安 �洪泰杓 �徐稳龙

曹永根 �熊育铭 �蔡敬琅 潘云钢
⒛∞ 版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编写组的具体分工如下 :�

第 1章� �基本规定 张 �兢
第 2章� �采暖.         陆耀庆 �胡卫卫

嶝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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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供热与供冷管网

第 4章� �通风与防火

第 5章� �空调

第 6章� �空调系统的冷 (热�)源�

第 7章� �热泵系统

第 8章� �锅炉房

第 9章� �消声隔振

第 10章 �绝热

第 11章 �监测与控制

第 12章 �燃气供应

附录

冯继蓓

周 �敏 �季 �伟 �王诗萃

程安云

张 �兢 �孙敏生 �杨国荣

张建忠 �寿炜炜 �王 �谦
徐宏庆 �刘晓华

陆耀庆 �马伟骏 �苏 �夺
何 �焰 �朱 �甜 �于晓明

孙敏生 �牛小化

朱学锦 �陈焰华 �马友才

胡松涛 �伍小亭

左贤龄

章奎生

寿炜炜

赵晓宇 �李 �豫 �孙敏生

杨永慧

陆耀庆 �孙敏生 �杨永慧

本措施中各章内容都经过了征求意见稿、函审、集中审查和复审。对

参加本分册征求意见稿、函审工作并提出了大量宝贵意见的各位专家 ,在�
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

由于本分册的编制工作量大 ,时�间仓促 ,加�之各项技术 (包�括节能

技术)措�施的实施条件与效果受到地域、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

本分册所涵盖的内容和深度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敬�请批评指正 ,以�
便我们今后不断修订和更新。

联系地址 :北�京海淀区首体南路 9号�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由阝    匆岗: 100048

联系电话 :010-687991OO�

联 系 人 :张�兢 黄 辉
E-m缸�l: z幻 lpzh@126。 com�

huangh(【�∶∶)chinabuilding。  com。  cn�

址 :www.Chillabuilding。�com。�cn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网

《暖通空调 ·动力》分册编写组

二○○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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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 总
"
"
J
�

贝

1。�1.1 本 《技术措施》分册是在⒛03版的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暖通空调 ·动力 )�

分册的基础上,结�合贯彻现阶段国家颁布的节能减排的政策,进�行的修订。
1。�1.2 本 《技术措施》分册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民用建筑的采暖、通风、空调、制冷、锅炉房
和燃气供应技术。

1.1.3 本 《技术措施》分册是遵循现行的国家暖通设计规范、规定和有关设计节能标准编制的。使用
期间,应�执行现行的国家规范、规定和标准的全部条文规定,对�其中的强制性条文必须执行。如遇新的
规范、规定和标准颁布实施时,应�以新版本为准。

1.1.4 采暖、通风和空调及其制冷设计方案应根据建筑物的用途、工艺和使用要求、室外气象条件以
及能源状况等并同有关专业相配合,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1.2 室内空气计算参数

1.2.1 只设采暖系统的民用建筑的室内计算温度宜按表 1。�2.1确�定。



2·�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揞施/暖�通空调 ·动力 (2009年�版)�

表 1.2,1 集中采暖系统室内设计计算温度

建筑类型及房间名称
室内温度

(℃�
)�

建筑类型及房间名称
室内温度

(℃�)�

1 普通住宅 :�

卧室、起居室、一般卫生间

厨房

设采暖的楼梯间及走廊

18

15

14

7 体育 :�

比赛厅 (不�含体操 )、�练习厅

体操练习厅

休息厅

运动员、教练员更衣、休息

游泳池区

观众区

检录处 �一般项目

体操

16

18

18

20

26~28�

22~24�

20

24

银行 :�

营业大厅

走道、洗手间

办公室

楼 (电�)梯�

18

16

20

14

3 高级住宅、公寓 :�

卧室、起居室、书房、餐厅、无沐浴设

各的卫生间

有沐浴设各的卫生间

厨房

门厅、楼梯间、走廊

~20�

25

15~16�

14~15�

集体宿舍、无中央空调系统的旅馆、招

待所 :�

大厅、接待

客房、办公室

餐厅、会议室

走道、楼 (电�)梯�间

公共浴室

公共洗手间

16

20

18

16

25

16

4 办公楼 :�

门厅、楼 (电�)梯�
一般办公室、设计绘图室

会议室、接待室、多功能厅

走道、洗手间、公共食堂

设有采暖系统的车库

16

18~20�

18

16

5~10

9 商业 :�

营业厅 (百�货、书籍 )�

鱼肉、蔬菜营业厅

副食 (油�、盐、杂货 )、�洗手间

办公

米面贮藏

百货仓库

18

14

16

20

5�

10

5 餐饮 :�

餐厅、饮食、小吃、办公

洗碗间

制作间、洗手间、配餐

厨房、热加工间

干菜、饮料库

18

16

16

10

8�

10 �图书馆 :�

大厅

洗手间

办公室、阅览

报告厅、会议室

特藏、胶卷、书库

16

16

20

18

14

6 影剧院 :�

门厅、走道

观众厅、放映室、洗手间

休息厅、吸烟室

化妆、舞台

14~18�

16~20�

16~20�

20~22�

11 �交通 :�

民航候机厅、办公室

候车厅、售票厅

公共洗手间

20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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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1

建筑类型及房间名称
室内温度

(℃�
)�

建筑类型及房间名称
室内温度

(℃�
)�

12 �医疗及疗养建筑 :�

成人病房、诊室、治疗、化验室、活

动室、餐厅等

儿童病房、婴儿室、高级病房、放射

诊断及治疗室

门厅、挂号处、药房、洗衣房、走廊、

病人厕所等

消毒、污物、解剖、工作人员厕所、

洗碗间、厨房、

太平间、药品库

20

22

18

16

12

14 �幼儿园、托儿所 :�

活动室、卧室、乳儿室、喂奶、隔离

室、医务室、办公室

盥洗、厕所

浴室及其更衣室

洗衣房

厨房、门厅、走廊、楼梯间

20

22

25

18

16

13 �学校 :�

厕所、门厅、走道、楼梯间

教室、阅览室、实验室、科技活动室、

教研室、办公

人体写生美术教室模特所在局部区域

带围护结构的风雨操场

16

18

26

14

15 �未列入各类公共建筑的共同部分 :�

电梯机房

电话丿总机房、控制中`b等

汽车修理间

空调机房、水泵房等

5�

18

12~16�

10

注:普�通住宅的卫生间宜设计成分段升温模式,平�时保持 18℃ ,洗�浴时,可�借助辅助加热设各 (如�浴霸)升�温至
25qC。

1。�2.2 空调房间的室内设计计算参数宜符合表 1.2.2的�规定。

表 1.2.2 空调系统室内设计计算参数

建筑类型 房间类型

夏季 冬季

温度

(℃�)�

相对湿度

(%)�
温度

(℃�)�

相对湿度

(%)�

住宅 卧室和起居室 26~28� 60~65� 18~20�

旅 馆

客房 25~27� 50~65� 18~20� ≥30

宴会厅、餐厅 25~27� 55~65� 18~20� ≥30

文体娱乐房间 25~27� 50~65� 18~20� ≥30

大厅、休'息�厅、服务部门 26~28� 50~65� 16~18� ≥30

医 院

病房 25~27� ≤60 18~22� 40~55�

手术室、产房 22~25� 35~60� 22~26� 35~60�

检查室、诊断室 25~27� ≤60 18~20� 40~60�

办公楼

一般办公室 26~28� <65� 18~20�

高级办公室 24~27� 40~60� 20~22� 40~55�

会议室 25~27� (65�

计算机房 25~27� 45~65� 16~18�

电话机房 24~28� 45~65�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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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2�

建筑类型 房间类型

夏 季 冬 季

温度

(℃�)�

相对湿度

(%)�
温度

(℃�)�

相对湿度

(%)�

影剧院

观众厅 24~28� 50~70� 16~20� ≥30

舞台 24~28� ≤65 16~20� ≥30

化妆 24~28� ≤60 20~22� ≥30

休息厅 26~28� <65� 16~18�

学 校

教室 26~28� ≤65 16~18�

礼童鲞 26~28� ≤65 16~18�

实验室 25~27� ≤65 16~20�

图书馆 阅览室 26~28� 40~65� 18~20� 40~60�

博物馆 展览厅 24~26� 45~60� 16~18� 40~50�

美术馆 善本、舆图、珍藏、档案库和书库 22~24� 45~60� 12~16� 45~60�

档案馆

缩微母片库 ≤15 35~45� ≥13 35~45�

缩微拷贝片库 ≤24 40~60� ≥14 40~60�

档案库 ≤24 45~60� ≥14 45~60�

保护技术试验室 ≤28 40~60� ≥18 40~60�

阅览室 ≤28 ≤65 ≥18

展览厅 ≤28 45~60� ≥14 45~60�

裱糊室 ≤28 50~70� ≥18 50~70�

体育馆

观众席 26~28� ≤65 16~18� ≥30

比赛厅 26~28� 55~65� 16~18� ≥30

练习厅 23~25� ≤65

运动员、裁判员休息室 25~27� ≤65 20

观众休息厅 26~28� ≤65

检录处
一般项 目 25~27� ≤65 20

体操 25~27� ≤65 24

游泳池大厅 26~29� 60~70� 26~28� 60~70�

泳池观众区 26~29� 60~70� 22~24� ≤60

百货商店 营业厅 26~28� 50~65� 16~18� 30~50�

电视、广播中心

播音室、演播室 25~27� 40~60� 18~20� 40~50�

控制室 24~26� 40~60� 20~22� 40~55�

机房 25~27� 40~60� 16~18� 40~55�

节 目制作室 、录音室 25~27� 40~60� 18~20� 40~50�

1。�2.3 公共建筑主要空间的设计新风量,应�符合表 1.2.3的�规定。甚
I
L
巳



表 1.2.3 公共建筑主要空间的设计新风量

1.2.4 在设有空调的大型公共建筑物中,有�放散热、湿、油烟、气味等的一些房间,一�般情况下应通

过热平衡计算 ,确�定其通风换气量。当方案设计与初步设计缺乏计算通风量的资料或有其他困难时,可�
参考表 1.2.4所�列换气次数估算。

表 1.2,4 房间换气次数参考值

房间名称 换气次数 (次�/h)� 房间名称 换气次数 (次�/h)�

卫生间 5~10 西餐厨房 30~40�

开水间、暗室 ≥ 5� 职工餐厅厨房 25~35�

制冷机房 4~6� 车 库 6�

配电室 3~4� 浴室 (无�窗 )� 5~10

全封闭蓄电池室 3~5� 洗衣房 15~20�

柴油发电机房贮油间 ≥ 5� 换热站 10~15�

电梯机房 5~15 水泵房 3~5�

吸烟室 ≥10 污水泵房 ≥ 8�

中餐厨房 40~50�

建筑类型与房间名称 新风量 [亻�/(h·�p)]�

旅
游
旅
馆

客 房

5星�级 50

4星�级 40

3星�级

餐厅、宴会厅、多功能厅

5星�级 30

4星�级

3星�级 20

2星�级

大堂、四季厅 4~5星�级 10

商业、服务
4~5星�级 20

~3星级 10

美容、理发、康乐设施 30

旅店 客房
一 ~三�级 30

四级

史化娱厅

影剧院、音乐厅、录像厅

游艺厅、舞厅 (包�括卡拉 OK歌厅 )� 30

酒吧、茶座、咖啡厅 10

体育馆 20

商场 (店�
)、� 书店 20

饭馆 (餐�厅 )� 20

办公 30

学 校 教 室

小学

初 中 14

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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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 室外空气计算参数

1.3。�1 采暖室外计算温度应采用历年平均不保证 5天�的日平均温度。

日.3.2 �冬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应采用累年最冷月平均温度。

注:1 �冬季使用的局部送风、补偿局部排风和消除有害物质的全面通风等的进风应采用采暖室外计算温度。

2 “
累年

”
指多年 (不�少于 3年�)。�特指整编气象资料时 ,所�采用的以往一段连续年份的累计。以下各条有

“
累年

”
词的,与�此同义。

1.3.3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应采用历年最热月 14时的月平均温度的平均值 。

注 :“�历年
”

指逐年。特指整编气象资料时,所�采用的以往一段连续年份中的累计。以下各条有
“
历年

”
词的,与�

此同义。

1.3.4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相对湿度应采用历年最热月 14时的月平均相对湿度的平均值。

1:3.5 冬季空调室外计算温度应采用历年平均不保证 1天�的日平均温度。

注:冬�季不用空调系统而仅用采暖系统时,应�采用采暖室外计算温度。

1.3.6 冬季空调室外计算相对湿度应采用累年最冷月平均相对湿度。

1.3.7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干球温度应采用历年平均不保证 50h的�干球温度。夏季空调新风的计算温度

采用夏季空调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注:当�室内温湿度必须全年保证时,应�另行确定空调室外计算参数。

1.3.8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湿球温度应采用历年平均不保证 50h的�湿球温度。

1.3.9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 日平均温度应采用历年平均不保证 5天�的日平均温度。

1。�3.10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逐时温度可按下式确定 :�

盱 赞

式中 �莎sh——室外计算逐时温度 (℃�);

莎
w。�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 日平均温度 (℃�);

卩
——室外温度逐时变化系数 ,按�表 1.3,10采用 ;�

AJr  �夏季室外计算平均日较差 (℃�);

Jwg—�—夏季空调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按 1.3.7条�采用。

(1,3,10-1)

(1.3.10-2)

⒈3.i, �冬季室外平均风速应采用累年最冷 3个�月各月平均风速的平均值;夏�季室外平均风速应采用

累年最热 3个�月各月平均风速的平均值。

1.3.12 �冬季室外最多风向及其频率应采用累年最冷 3个�月的最多风向及其平均频率;夏�季室外最多

风向及其频率应采用累年最热 3个�月的最多风向及其平均频率;年�最多风向及其频率应采用累年最多风

向及其平均频率。

1.3.13 �冬季室外大气压力应采用累年最冷 3个�月各月平均大气压力的平均值;夏�季室外大气压力采

表 1.3.10 �室外温度逐时变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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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累年最热 3个�月各月平均大气压力的平均值。
1.3.14 �冬季日照百分率应采用累年最冷 3个�月各月平均 日照百分率的平均值。
1·�3.15 �设计计算用采暖期天数 ,应�按累年 日平均温度稳定低于或等于采暖室外临界温度的总 日数确
定。

采暖室外临界温度的选取,一�般民用建筑宜采用 5℃�。
1.3.16 �山区的室外气象参数应根据就地的调查、实测并与地理和气候条件相似的邻近台站的气象资
料进行比较确定。

1.3.17 �未列入城市地区的室外气象参数应按本节的规定进行统计确定。对于冬夏两季各种室外计算
温度亦可按下列的简化统计方法确定 :�

1 采暖室外计算温度可按下式确定 (化�为整数 ):

莎wn=0· 57莎lp+0· 43莎 p min�

2 冬季空调室外计算温度可按下式确定 (化�为整数 ):

扌wk=0.30莎�lp+0· 70莎 p min�

3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可按下式确定 (化�为整数):

莎llf=0.71莎 rp+0· 29莎 max�

4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干球温度可按下式确定 :�

莎wg=°�·47莎 rp+0· 53莎 max�

5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湿球温度可按下式确定 :�

莎邺=0.”�莎s v+0.⒛ 砂s,max(适 用于北部地区)�

J帖�=0.75莎�s v+0.犭 莎s max(适 用于中部地区 )�

莎ws=0.80扌�s,rp+0.⒛�‘s maⅩ (适�用于南部地区)�

6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日平均温度可按下式确定 :�

莎wp=0.80莎�rp+0,20莎�max�

(1.3.17-1)

(1.3.17-2)

(1.3.17-3)

(1.3.17-4)

(1.3.17-5)

(1.3.17-6)

(1.3.17-7)

(1.3.17-8)

式中 �莎wn——采暖室外计算温度 (℃�);

莎]p——累年最冷月平均温度 (℃�);

莎wk——冬季空调室外计算温度 (℃�);

埽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

J屮�
——累年最热月平均温度 (℃�);

莎wg~~夏季空调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

莎ws—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湿球温度 (℃�);

莎s,r。�
~~与累年最热月平均温度和平均相对湿度相对应的湿球温度 (℃�),可在当地大气压力下的

汔-d图上查得 ;�

莎帅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 日平均温度 (℃�);

莎p llllll~~累年最低日平均温度 (℃�);

Jmax——累年极端最高温度 (℃�);

莎s max—�
—与累年极端最高温度和最热月平均相对湿度相对应的湿球温度 (℃�),可在当地大气压力

下的九-d图上查得。

1·�3.18 �当局部送风系统的空气需要冷却或加热处理时,其�室外计算参数,夏�季应采用夏季通风室外
计算温度及室外计算相对湿度 ;冬�季应采用采暖室外计算温度。
1。�3.19 �夏季太阳辐射照度应根据当地的地理纬度、大气透明度和大气压力 ,按�7月�21日 的太阳赤纬
计算确定。

1.3.90 �建筑物各朝向垂直面与水平面的太阳总辐射照度可按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019的�“附录 A”�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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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透过建筑物各朝向垂直面与水平面标准窗玻璃的太阳直接辐射照度和散射辐射照度可按 《采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sO019的
“
附录 B”�采用。

1.3.22 �采用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OO19的�“
附录 A”�和

“
附录 B”�时,当�地的大气

透明度等级,应�根据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OO19的�“
附录 C”�和夏季大气压力按表

1.3.” 确定。

表 1.3.22 �大气透明度等级

“
附录 C”�标定的

大气透明度等级

下列大气压力 (hPa)时�的透明度等级

650� 700� 750� 800�850� 900� 950� 1000

l� 1� 1� 1� l� 1� I� 1� 1�

2� 1� l� 1� l� 1� 2�
◇
∠

3� 1� 2� 2� 3� 3�

4� 2� 2� 3� 4� 4� 4�

5� 3� 3� 4� 4� 4�

6� 4� 4� 4� 5�

︱
卜

︱

︱

︱

︱

卜
L
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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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 一股规定

2.1.1 位于寒冷及严寒地区的民用建筑 ,宜�设置集中采暖系统。

2.1.2 集中采暖系统应以热水为热媒。

2.1.3 采暖热源设各的选择 ,应�根据资源情况、环境保护、能源效率及用户对采暖费用可承受的能力

等综合因素 ,经�技术经济分析比较确定。同时,应�符合下列原则 :�

1 应以热电厂与区域锅炉房为主要热源;在�城市集中供热范围内时,应�优先采用城市集中供热提

供的热源 ;�

2 燃煤锅炉房的规模不宜过小,独�立建设的燃煤集中锅炉房中单台锅炉的容量 ,不�宜小于

7.0MW;对于规模较小的住宅区,锅�炉的单台容量可适当降低 ,但�不宜小于 4,2MW;

3 模块式组合锅炉房 ,宜�以楼栋为单位设置 ,其�规模宜为 4~8块�,不�应超过 10块
;�

4 位于工厂区附近时,应�充分利用工业余热及废热 ;�

5 有条件时,应�积极利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 ;�

6 除电力充足和电力政策支持、或者建筑所在地没有其它形式的能源外 ,在�严寒和寒冷地区,不�

应设计采用直接电热采暖 ;�

7 除受特定条件限制外 ,不�宜采用直供式借助水泵提升的
“
常压热水锅炉

”
进行供热。

2.1.4 居住建筑的集中采暖系统 ,应�按热水连续采暖进行设计。商业、文化及其他公共建筑 ,可�根据

其使用性质、供热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2.1.5 集中采暖系统的施工图设计 ,必�须对每个房间进行采暖热负荷计算 ,计�算书中应附标有房间编

号的建筑平面图,以�满足审核需要。

2.1.6 民用建筑采暖系统的热媒宜采用热水 ,热�水的供水温度应根据建筑物性质、采暖方式、热媒性

质及管材等因素确定 ,可�参照表 2.1.6的�水温。

表 2,1.6 采暖系统热水供水温度

采暖系统 管材 建筑物类型 供水温度 (℃�)�

散热器采暖
钢管

居住类建筑,如�住宅、集体宿舍、旅馆、幼儿园、医院等 宜≤Bs

人员长时间停留的公共建筑,如�办公楼、商场等 宜≤%�

人员短时间停留的高大空间,如�车站、码头、展览馆、影剧院、

体育场馆等
虿圣95

塑料管和内衬塑料管 宜 ≤B~s�

低温地板辐射采暖 塑料管和内衬塑料管 应≤∞

供回水温差可参照下列原则选取 :�

1 当热源为锅炉房时,供�回水温差不得小于⒛℃
;�

2 当热源为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时,供�回水温差宜在 15~9O℃�
;�

3 当热源为各类热泵时,供�回水温差宜在 10℃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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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当散热器采暖系统与空调水系统共用热源时,应�分别设置独立环路。

2.1.8 在满足室内各环路水力平衡的前提下 ,应�尽量减少建筑物采暖系统的热力入口。

2.1.9 建筑物采暖系统的热力入口处 ,必�须设置楼前热量表 ,作�为该建筑物采暖耗热量的热量结算

点。对于居住建筑 ,集�中采暖系统 ,必�须设置住户分户热计量 (分�户热分摊)的�装置或设施。

2.1.10 �楼栋热量表宜选用超声波或电磁式热量表 ,其�准确度应高于 3级�,并�有 150天�的日供热量储

存值 ,或�可采用数据远传的方法存储 日供热量 c�

2.1.11 �设有热量计量装置的建筑物采暖系统的热力人口装置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建筑物的采暖系统的热力人口装置不应设置于地沟内 ;�

2 有地下室的建筑 ,采�暖系统的热力入口装置应设置在地下层的专用小室内,小�室净高不应低于

2.0m,前�操作面的净宽不应小于 0.8m;�

3 无地下室的建筑 ,宜�于楼梯间下部设置小室,操�作面净高不应低于 1,4m,前�操作面的净宽不应

小于 1.0m;采�暖系统的热力入口装置也可设置在管道井或技术夹层内 ;�

4 供、回水管之间应设置旁通管,旁�通管上应装设关断阀 ;�

5 供水总管上必须安装水过滤器 ;为�了减少阻力 ,应�优先选用桶型立式直通除污器。

2.1.12 �热量表的选择与应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热量表的额定流量 (在�精度等级内经常通过热表的流量),应按系统设计流量的 80%考�虑 ,不�

得根据采暖系统管道的直径选配热量表 ;�

2 热量表的最大流量 (在�精度等级内短时间通过热表的最大流量) ((1h/d,<⒛0h/a)应�为额

定流量的 2倍�
;�

3 最小流量 (在�精度等级内允许通过热表的最小流量,以�占额定流量的比例表示)应�为额定流量

的 1/25~1/250;�

4 在额定流量下 ,热�媒流经热量表的压力损失不应大于 0⒆�5MPa;�
5 热量表的流量传感器 ,宜�安装在回水管道上 ;�

6 热量表的流量检测类型,有�机械式、电磁式、超声波式、振荡式等,机�械式流量计量热量表的

价格低于非机械式流量计量的热量表;但�非机械式热量表的精度及长久稳定性优于机械式 ,相�应的故障

率及运行维护成本也低于机械式 ;选�用时应结合一次投资、维护保养成本及工程具体情况等因素综合考

虑确定 ;�

7 热量表的承压等级分 PN10、 PN16及 PN25三种 ,必�须根据系统工作压力选用相应额定压力的

热量表;管�道内的压力波动超过 1.5倍�额定压力时,可�能导致损坏流量测量元件的后果 ;�

8 机械式热量表有旋翼式与螺翼式之别 ,旋�翼式热量表应水平安装 ,螺�翼式热量表及超声波热量

表,可�以水平安装 ,也�可垂直安装在立管上 ;�

9 机械式热量表的上游 ,应�保持 5D~10D长度的直管段 ,下�游应保持 2D~8D长�度的直管段 (D

为连接管的外径);超声波热量表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

10 �机械式热量表作为楼栋热量表时,入�口前应设两级过滤 ,初�级滤网孔径宜取 3mm;次级孔径

宜取 0.6~0.75mm;如�果户内采用机械式热量表作为分户热量 (费�)分�摊的工具 ,在�户用热量表前应

再设置一道滤径为 0,“ ~075mm的过滤器 ;�

11 �热媒温度高于 QO℃ 时,热�量表的计算器必须安装在墙面上或仪表盘上。

2.1.13 �设计图中必须标注热量表的型号、额定流量及接口公称直径。

2,2 热负荷计算

2。�2.1 民用建筑的采暖设计热负荷,应�包括下列各项耗热量 :�

1 围护结构的温差传热耗热量 (围�护结构基本耗热量)(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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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面的温差传热耗热量 (Q2);�

3 加热通过门、窗缝隙渗入室内的冷风耗热量 (Q3);�

4 加热外门开启时进入室内的冷风耗热量 (Q4);�

5 各项附加耗热量 (Q5)。

2.2.2 围护结构的基本耗热量 o1(W),应按下式计算 :�

Ql=Κ�×F×� (Jn-莎�w) �×@�

式中 �Κ——该面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W/(m2·�℃ )〕�;�

F—�—该面围护结构的散热面积 ,(m2);
‘w—�

—采暖室外计算温度 ,(℃ );

扌n—�—室内采暖计算温度 (见�本措施表 1.2.1),(℃ );

色——温差修正系数 (见�表 2.2.2)。

(2.2.2)�

(2,2.3-1)�

(2.2.3-2)�

2.2.3 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Κ (W/(m2· ℃ )�〕,应�按下式计算确定 :�

∑
岛

+Rk+击

1�

+
�

1
~
α

n
�

〓R
�

1
一
�

R
�

〓Κ

蚩
+∑�

≠h+Rk+蚩�

式中 R——围护结构的传热阻 〔(m2·�℃)/W〕�;�

αn—�
—内表面的换热系数 〔W/(m2·�℃)〕�,见�表 2.2.3-1;

瓯丁^外�表面的换热系数 〔W/(m2·�℃)〕�,见�表 2.2.3-2;

ε——各层材料的厚度 (m);

入——各层材料的导热系数 〔W/(m· ℃)〕�,见�附录 A;

@—�—导热系数的修正系数,见�表 2.2.3-3;

Rk  空气间层的热阻 〔(m2·�℃)/W〕�,见�表 2,2.3-4。�

表 2,2.2 温差修正系数 a�

围护结构特征

1� 外墙、屋顶地面及与室外空气相通的楼板 1.00

2� 闷顶的地板、与室外空气相通的地下室上面的楼板 0.90

3� 非供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

地下室外墙上有窗 0 75

地下室外墙上无窗且位于室外地面以上 0 60

地下室外墙上无窗且位于室外地面以下 0 40

与有外门窗的非供暖楼梯间之间的隔墙

首层 0.70

2层�~6层 0 60

7层�~30层� 0 50

5� 与有外门窗的非供暖房间之间的隔墙或楼板 0 70

与无外门窗的非供暖房间之间的隔墙或楼板 0.40

7� 与有供暖管道的屋顶设备层相邻的顶板 0.30

与有供暖管道的高层建筑中间设各层相邻的顶板和地面 0 20

伸缩缝、沉降缝墙 0 30

抗震缝墙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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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尢为肋高;s为肋间净距。

表 2.2.3-2 夕卜表面的换热系数 αw及�外表面的换热阻 气 值

表2.23-1 �内表面的换热系数αn及�内表面的换热阻 Rn值 (适�用于冬季和夏季 )�

表面特性 αn[W/(m2·�℃)] Rn((m2· ℃)/W〕�

墙、地面 ;表�面平整的顶棚、屋盖或楼板以及带肋的顶棚 ,�

方/s≤≤0,3�
87 011�

有井形突出物的顶棚、屋盖或楼板 ,凡�/s)03� 0 13

适用季节 外表面状况 αw[W0/(m2· ℃)] Rw〔 (m2·�℃)/W〕�

冬季

外墙、屋顶、与室外空气直接接触的表面 23 0 0 04

与室外空气相通的不采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 170� 0 06

闷顶、外墙上有窗的不采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 120� 0 08

外墙上无窗的不采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 60 0 17

夏季 外墙和楼板 190� 0,05

表2,2.3-3 导热系数 λ及蓄热系数 S的�修正系数 a值�

序 号 材料、构造、施工、地区及使用情况

I�

作为夹芯层浇筑在混凝土墙体及屋面构件中的块状多孔保温材料 (如�加气混凝土、

泡沫混凝土及水泥膨胀珍珠岩等),因 干燥缓慢及灰缝影响
1 60

2�
铺设在密闭屋面中的多孔保温材料 (如�加气混凝土、泡沫混凝土、水泥膨胀珍珠岩、

石灰炉渣等),囚 干燥缓慢
1 50

3�
铺设在密闭屋面中及作为夹芯层浇筑在混凝土构件中的半硬质矿棉、岩棉、玻璃棉

板等,因�压缩及吸湿
1,20

4� 作为夹芯层浇筑在混凝土构件中的泡沫塑料等 ,因�压缩 1 20

5�
开孔型保温材料 (如�水泥刨花板、木丝板、稻草板等),表面抹灰或混凝土浇筑在一

起,因�灰浆掺人
1 30

6� 加气混凝土、泡沫混凝土砌块墙体及加气混凝土条板墙体、屋面、因灰缝影响 1,25

7�
填充在空心墙体及屋面构件中的松散保温材料 (如�稻壳、木屑、矿棉、岩棉等 ),囚

下沉
1 20

8�

矿渣混凝土、炉渣混凝土、浮石混凝土、粉煤灰陶粒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等实心墙

体及屋面构件 ,在�严寒地区,臣�在室内平均相对湿度超过 甾%的�供暖房间内使用 ,�

因干燥缓慢

1 15

9� 聚苯乙烯挤塑板屋面保温隔热及聚苯乙烯挤塑板外墙外保温技术体系 1 05

10
EPS(聚苯乙烯泡沫)薄�抹灰、胶粉 EPs(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颗�粒外墙外保温技术

体系
1 10

EPS(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现浇混凝土外墙外保温系统 I 20

E"(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钢�丝网架板现浇混凝土外墙外保温系统 1 30

聚氨脂硬泡体屋面保温、外墙外保温系统 1.05

口
Ⅲ
⒒
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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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3-4 空气间层的热阻Rk值 〔(m2·�K)/W〕

特征 位置及热流状况
问层厚度 (mm)

5� 10 20 30 40 >60�

一般空

气间层

热流向下 (水�平、倾斜 )� 0 10 0 14 0,17 0 18 0 19 0 20 0 20

热流向上 (水�平、倾斜 )� 0 10 0 14 0 15 0.16 0,17 0.17 0 17

垂直空气间层 0 10 0,14 0 16 0.17 0.18 0,18 0.18

单面铝

箔空气

间 �层

热流向下 (水�平、倾斜 )� 0 16 0 28 0.43 0,51 0.57 0 60 0,64

热流向上 (水�平、倾斜 )� 0.16 0 26 0 35 0 40 0 42 0 42 0 43

垂直空气间层 0.16 0,26 0 39 0 44 0 47 0.49 0 50

双面铝

箔空气

间 �层

热流向下 (水�平、倾斜 )� 0 18 0.34 0 56 0.7I 0.84 0,94 101�

热流向上 (水�平、倾斜 )� 0 17 0 29 0.45 0 52 0 55 0 56 0.57

垂直空气问层 0.18 0 31 0 49 0 59 0 65 0 69

2.2.4 对于有顶棚的坡屋面,当�以顶棚面积计算其传热量时,应�按下式计算屋面和顶棚的综合传热系
数品〔W/(′�·℃)〕�:�

乃〓万丁丐阝:∶�ξ:÷�「石丁 (2.2.4)�

式中 �南1—�—屋顶的综合传热系数 〔W/(m2·�℃)〕�;�

凡2—�—顶棚的综合传热系数 〔W/(m2·�℃)〕�;�

α——屋顶与顶棚间夹角的度数。

2.2.5 当建筑物采用外墙内保温时,应�采用按面积加权平均法求出的墙体平均传热系数计算墙体的温
差传热耗热量。

2·�2.6 门、窗的传热系数应按表2,2.6确�定。

表 2.2.6 门、窗的传热系数

窗框材水 窗户类型 空气层厚度 (mm) 玻璃厚度 (mm) 传热系数 〔W/(`· K)〕

钢、铝

单框单玻 6�

单框中空

6� 6� 4.3�

6� 4,1�

6�

6� 3,7�

双层窗 100~140� 6�

单框中空断热桥
6�

6� 30

堕料、礻

单层木窗或玻璃木门

单框 (塑�料)单�玻 6� 4,7�

单框中空

34

9� 32

3.0�

双层窗 100� 140� 25

单层窗 +单�框双玻窗 20

爿
`夕�

卜门 4.5�

木内门

注:表�中窗户包括一般窗户、天窗和阳台门上部带玻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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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地面的温差传热耗热量 o2(W),·应按下式计算 :�

02=Fd×�‰ d×� (莎�n-莎 w)

('· ℃)〕�,见�表 2.2.7�式中 �气 d—�
—非保温地面的平均传热系数 〔W/

Fd——房间地面总面积 (m2)。

(2.2.7)�

-1及表 2.2.7-2;

表2.2.7-1 当房间仅有一面外墙时的气d[W/(m2.℃ )]

房间长度 (进�深)(m) 3~36 39~4.5 4.8~6� 6.6~8.4�

凡
ll d

04 0 35 0 30 0 25 02

表2.27-2 �当房间有两面相邻外墙时的‰d[W/(m2.℃ )]

房间长度 (进�深)(m)
房间宽度 (开�间)(m)

3.00 4 20 4 80 5.40 6 60

30 0,65 0.60 0.55 0,53 0.52

0.60 0,56 0.54 0 52 0.50 0,48

'
年
� 0.54 0,49 0.47 0 46

4,8� 0 56 0,52 0 49 0.47 0 45 0.44

5.4� 0 53 0 50 0.47 0.45 0.43 041�

6,0� 0.52 0.48 0 46 0 44 0.41 0,40

注:1 �当房间长或宽度超过6.0m时 ,超�出部分可按表2.27-1查 ‰d。�

2 当房间有三面外墙时 ,需�将房间先划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 ,每�部分包含一个冷拐角。然后 ,据�分割后的长

与宽 ,使�用本表。

3 当房间有四面外墙时 ,需�将房间先划分为四个相等的部分 ,作�法同本注 2。�

2.2.8 围护结构的附加耗热量 ,应�按其占基本耗热量的百分数计算 ,各�项附加百分率应按下列规定数

值选用 :�

1 朝向修正率 :�

北、东北、西北:0%~10%�
东、西 :ˉ�5%

东南、西南 : 1̄0%~-15%
南 :ˉ�15%~-30%

注:1 �冬季日照率(35%时 ,东�南、西南和南向的修正率宜取-10%~0%,东 、西向不修正。

2 日照被遮挡时,南�向可按东西向、其它方向按北向进行修正。

3 偏角 <15°�时,按�主朝向修正。

2 风力附加率 :建�筑物位于不避风的高地、河边、湖滨、海岸、旷野时,其�垂直的外围护结构的

传热耗热量应附加 5%。

3 窗墙面积比过大修正率 :当�窗墙面积比大于 ⒈ 1时�(墙�面积中不包含窗的面积),外窗应附加

10%。�

4 外门开启附加率

1)开启一般的外门

一道门

两道门 (有�门斗 )�

三道门 (有�两个门斗 )�

2)开启频繁的外门 (如�办公楼、

一道门

(建�筑层数为 孔):

(如�住宅、宿舍、幼托等 ):

65乃%�

80乃%�

60屁%�

学校、门诊部、商店等 ):

98九 % ~130乃%�



两道门 (有�门斗 )�

三道门 (有�两个门斗 )�

120而�% ~160ra%�

90n% ~120rQ%

采  �暖 ·阝 ·

(2.2.12)

3)外门的附加率 ,最�大不应超过500%。

注:1 �夕卜门开启附加率仅适用于短时间开启的、无热风幕的外门。
2 仅计算冬季经常开启的外门。

3 外门是指建筑物底层人口的门,而�不是各层各户的外门。

4 阳台门不应计算外门开启附加率。

5 两面外墙附加率 :当�房间有两面外墙时,宜�对外墙、外门及外窗附加 5%。

2.2.9 房间高度大于 4m时 (不�包括楼梯间),应在基本耗热量与附加耗热量之和的基础上 ,计�算高

度附加率 ;每�高出 1m,附�加 2%,最�大附加率不应大于 15%。�

2.2.10 �对于间歇使用的建筑物,宜�按下列规定计算间歇附加率 (附�加在耗热量的总和上 ):

1 仅白天使用的建筑物 :⒛�%;
2 不经常使用的建筑物 :30%。

2.2.,, �与供暖房间相邻的不供暖房间的室内温度 莎b(℃ ),可近似按下式计算 :�

气=LL竺�罴℃毛黑苷卩讠禹≠Ⅳ笋弁毛黑幸弘毕
⊥⊥

`~(2·

2.11)�

式中 �Κ1、� fc。
——不供暖房间与供暖房间之间围护物的传热系数 〔W/(m2·�℃)〕�;�

Ka、 Kb——不供暖房间与室外空气相邻的围护物的传热系数 〔W/(m2·�℃)〕�;�

F1、 凡——对应于Κ】、凡 围护物的传热面积 (′�);

Fa、 Fb——对应于 Ka、 Kb围护物的传热面积 (m2);�

乙 ——由渗透及通风进入不供暖房间的室外空气量 (耐�/h)。�

2.2.12 �加热通过门、窗缝隙渗人室内的冷风耗热量 Q3(W),应按下列方法计算 :�

Q3=0,278× Cp× y×�ρw×� (莎 nˉ�莎w)

式中 Cp~~干�空气的定压质量比热容 〔kJ/(kg· ℃)〕�,Cp=1.OO56;�

ρw—�—室外供暖计算温度下的空气密度 (k酽俨 );

y—�—房间的冷风渗透体积流量 (ltl3/h);�

莎w—�
—室内、外供暖计算温度 (℃�)。�

多层民用建筑的冷风渗透量L(rll3/h),可 按下列方法计算确定 :�

缝隙法:忽�略热压及室外风速沿高度递增的因素,只�计人风压作用时的渗透冷风量 y(耐 /h):

y=∑ (J× L1× 瓦)              (2.2.13-1)�
式中 J——房间某朝向上的可开启门、窗缝隙的长度 (m);

L1 �每 1m门窗缝隙的渗风量 〔耐/(m·�h)〕 ,见�表 2.2.13-1;�

n—�—渗风量的朝向修正系数,见�表 2.2.13-2。

表2.2,13-1 �每 1m门窗缝隙的渗风量 L1[m3/(m.h)]

每 1m外门缝隙的LI值为表中同类型外窗zI的 2倍�。

当有密封条时,表�中数值可乘以05~06的�系数。

莎n、�

2.2.13

1�

注 :1

2�

门窗类型
冬季室外平均风速 (m/s)�

1� 3� 4� 5�

单层钢窗 0,6�

双层钢窗 0,4� 27 47

推拉铝窗
^
υ
� 05 10 1,6� 2.3�

平开铝窗 0,0� 01 0,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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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Ⅳ ×y�

式中 �Ⅳ——换气次数 (1/h),见表 2.213-3;
y—�—房间净体积 (耐�)。�

(2.2.13-2)

表 2.2,13⋯3 居住建筑的房间换气次数 N(h】�)�

房问暴露情况 一面有外窗或门 两面有外窗或门 三面有外窗或门 门厅

换气次数 0 50 05~1 l~15

2.2。�14 �高层民用建筑的冷风渗透量 L(矿 /h),应考虑热压与风压联合作用 ,以�及室外风速随高度递

增的原则按下列方法确定 :�

L=∑ (J× LO× mb)�

式中 LO—�—单位长度门窗缝隙渗人的理论空气量 (理�论渗风量)〔�耐/(m·�h)〕
;�

J—�—房间某朝向上的可开启门窗缝隙的长度 (m);

m—�—各朝向冷风渗透的综合修正系数 ;�

3—�—夕卜窗、门缝隙的渗风指数,b=0.56~0.78,无�实测数据时,可�取 b=0。�臼。

2画� 2。�15

1 单位长度门窗缝隙渗入的理论渗风量 L0〔 m3/(m.h)〕 ,应�按下式计算 :�

几0=a1× (ρ�w×�V:/2)b

式中 �色1—�
—外门窗缝隙的渗风系数 〔耐/(m·�h·�Pa)),见�表2,2.15-1;�

vO——冬季室外最多风向下的平均风速 (n./s);�

ρw—�—室外采暖计算温度下的空气密度 (k酽亻 )。�

(2.2.14)

丨
丨

表 2.213-2 缝隙渗风量的朝向修正系数 n�

城市

朝 向

N� NE E� sE s� s环�厂 W� NW

亠只 0 50 0,15 0.10 0 40 1 00

天 津 1 00 0 40 0 20 0 10 0 15
^
υ
� 0,10 1 00

张家口 0.40 0 10 0 10 0 10 0 35 1~00

太原 0 90 0 40 0 20 0 30 0 20 0.70

呼和浩特 0 70 0 25 0 10 0 15 0 15 1 00

沈 阳 1 00 0 70 0 30 0.30 0 40 0.35 0 30 0.70

长春 0 25 0 70 0.90 0,40

哈尔滨 0 30 0 20 0 70 0 85 0 70 0 60

济南 0 45 0.40 0 25 0 15

关阝少N� 0 65 1 00 1 00 0 40 0 55 0 55

成 郡 0 45 0 I0 0 10 0 10 0,40

贵阳 0.70 1 00 0 70 0 15 0,25 0.10 0.25

西安 0,70 1.00 0 70 0 25 0 50 0 35 0 25

兰州 1.00 1 00 0 50 0.20 0 15 0 50

西 宁 010� 0 10 0 70 1 00 0 70 0 10 0.10 0 10

银川 1 00 0 40 0 30 0 25 0 20 0 65 0 95

乌鲁木齐 0 35 0 35 0 55 0 75 1,00 0 70 0 25 0 35

2 换气次数法 :缺�乏相关数据时,多�层建筑的渗透冷风量 几(亻�/h),可按下式近似估算 :�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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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缝隙渗风系数下限值 ,见�表 2.2.15-1。

表 2.2.15-1 �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缝隙渗风系数下限值 oI

外窗空气渗透性能级别 1� 2� 3� 4�

o1值 〔m3/(m·�h.Pa)〕� 07 06

外窗空气渗透性能级别 5� 7� 8�

@1值 〔m3/(m.h.Pa)� 04 0.3� 02 0,1�

3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W106-⒛ 08规定,外�窗按其空气

渗透性分为8级�,见�表2.2,15-2。

注:gl为�单位缝长分级指标值;q2为�单位面积分级指标值。

2.2.16 �各朝向冷风渗透的综合修正系数 倪值 ,应�按下式计算 :�

,,a=Cr× ΔCf×  (而
T+C) �×Ch (2.2.16-1)

式中 Cr—�—热压系数 ,在�纯热压作用下 ,作�用在外窗、门缝两侧的热压差占渗入或渗出总热压差的

百分份额 ,见�表 2.2.16;�

ΔCf——风压差系数 ,在�纯风压作用下 ,建�筑物迎背风两侧风压差的一半 ;当�认为迎背风面的外

门、窗缝隙的阻力状况相同,且�迎背风面的空气动力系数各为 1.0和�一0.4时�,Δ�Cf可取

为 0.7;

刀——在纯风压作用下渗风量的朝向修正系数 ,见�表 2,2.13-2;�

C—�—作用于外门、窗缝隙两侧的有效热压差与有效风压差之比 ;�

Ch——高度修正系数 ,可�按下列原则计算确定 :�

对于大城市

对于中小城市及大城市郊外

九——计算门、窗的中心线标高 (m)。�

Ch=0.3× la04

Ch〓 0,4×�九
04

(2.2.16-2)

(2.2,16-3)

表 22.15-2 夕卜窗气密性能分级 (压�差 =10Pa)

分级 l� 3� 4�

〔m3/(m.h)〕 40≥ gl>35� 35≥ g1>3,0 3.0≥�g1)2,5 25≥ %>2,0�

〔m3/(m2· h))� 120≥�%>10.5 10 5Ξ≥g2>9.0 9.0≥�%>75 75≥ g2>60�

分级 5� 7� 8�

〔m3/(m·�h)〕 20≥ g1)15� I5≥ 吼 )I0� 10≥ 吼 >0.5 吼 ≤05

〔m3/�(m ·h)〕 60≥ %>45 4~5≥�%>30 30≥ ‰ >1 5 ‰ ≤15

表 2,2,16 �热压系数 Cr值

序号 建筑内部隔断状况
热压系数 C1

气密性差 气密性好

1�

室外空气经过外门、窗缝隙人室 ,经�由内门缝或户门缝流往走

廊后 ,便�直接进人热压井 (即�内部有一道隔断 )�

10~0~8 08~06�

2�
如上述 ,但�在走廊内,又�遇走廊门缝或前室门缝或楼梯间门缝

后才进入热压井 (即�内部有两道隔断 )�

06~04� 0,4~0,2�

3�
室外空气经外门、窗缝进人室内后 ,不�遇阻隔径直流人热压井

时 ,即�为开敞式 (即�内部无隔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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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 �有效热压差与有效风压差之比 C, 应按下式计算 :�

(九�z-Jt) ×g×� (ρw—�ρn)
C=

Cr× ΔCf× Ch× v:×ρw/2�

70×  (莎
′
n^莎 w)  × (Jlz-/z)�

(2.2.17-1)

对于大城市 :�

ΔCf× a,:×� (273十�ε
′
n) �×九

04

50×  (莎
′
nˉ�莎w) �× (九 z-Jt)�

(2.2.17-2)

对中小城市及大城市郊区 :�

ε =�ΔCf× v:× (273+扌
′
n) �×儿

04
(2.2.17-3)

式中 �凡z—�
—纯热压作用下建筑物中和界的标高 (m),可取建筑物总高度的 1/2;

莎′n—�
—建筑物内热压竖井内的空气计算温度 (℃�),当走廊及搂梯间不供暖时,莎�

′
n按�温差修正

系数取值,供�暖时取为 16℃或 18℃
;�

衫w—�—室外供暖计算温度 ;�

vO——冬季室外最多风向下的平均风速 (助�/s)。�

2.2.18 �取ΔCF=0,7及 3=0,臼 ,根�据以上诸式即可求出部分城市某朝向上每 !m外窗、门缝的渗风量

L1〔 m3/(m·�h)〕 ,设�计计算时可直接查用陆耀庆主编的 《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 (第�二版)上�册中

表 5.1-12。

2.2.19 �根据渗风量 L1〔 尸/(m.h)〕 ,可�按下式计算出房间的渗风量乙 (耐�/h):

J~=∑�(J× ZI1)

式中 J——房间某朝向上的可开启门窗缝隙的长度 (m)。�

2.2.20 �通过外门缝隙渗入的冷风量 ,可�根据缝隙实际长度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阳台门的冷风渗透量 ,可�按相应朝向和级别窗户冷风渗透量的两倍计算 ;�

(2.2.19)

2 住宅防盗门可按 2级�窗计算 ;�

3 普通外门可按 1级�窗计算 ;�

4 住宅楼梯间不供暖时,应�计算户门的冷风渗透量;冷�风渗透量可按 2耐�/h计算。

2.2.21 �当室内有每天连续使用2h以上的机械排风系统时,应�对补风进入的空气按下式计算冷风渗入

量 L(耐 /h):

Zj=普�

式中 �而——每天排风的小时数 (h);

Zj。
———排风量 (m3/h)。�

2,3 散热器

2.3.1 散热器的选择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产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各项规定 ;�

2 承压能力满足采暖系统工作压力要求 ;�

3 采用柱式、板式、扁管等各种类型钢制散热器及铝制散热器的采暖系统 ,必�须采取防腐蚀措

施 ;�

4 采用铝制散热器时,必�须选择内壁有可靠防腐措施的产品,且�应严格控制热媒水的 pH值 ,应�

保持 pH(25℃�)≤�9.0;

5 在同一个热水采暖系统中,不�应同时采用铝制散热器与钢制散热器 ;�

6 采用铝制散热器与铜铝复合型散热器时,应�采取防止散热器接口产生电化学腐蚀的隔绝措施 ;�

C〓�

(2.2.21)

撅
飚
囗



7 采用户用热量表进行分户热量 (费�)分�摊和采用散热器温控阀的热水采暖系统中,如�采用铸铁散热器采暖,必�须选择内腔无砂工艺生产的产品 ;�

8 环境湿度高的房间如浴室、游泳馆等 ,应�优先选择采用耐腐蚀的铸铁散热器 ;�9 在同类产品中,应�选择采用具有较高金属热强度指标的产品。
2。�3·�2 散热器的散热面积 F(m2),应按下式计算 :�

F=谝 嗝 ×F,×屁

式中 Q——散热器的散热量 (W);
Κ——在设计工况下散热器的传热系数 (W/(m2· ℃ )〕�;�

Jp——散热器内热媒的平均温度 (℃�);
砂n~~室�内采暖计算温度 (℃�);

卩1—�
—散热器的长度修正系数 ,按�产品的修正系数修正 ;�

铸铁柱型散热器 :6片 以下时,`1=0.呖 ;�

6~10片时 ,卩�1=1.0;
11~⒛�片时,`1=1.“ ;�

⒛ ~笏�片时 ,卩�1=1·�1;

`2—

—散热器连接方式的修正系数 ,见�表 2.3.2~1;

卩3—�
—散热器安装形式的修正系数。散热器应明装 ,必�须暗装时 ,�

2.3.2~2。�
其安装形式的修正系数见表

零
2·�3·�2-1 散热器连接方式的修正系数卩

(2.3.2)�

注 :1

2�

本修正系数不适用于高度小于 900mm、�水在管程内流动的散热
高度大于 900mm散�热器的修正系数应由生产企业负责提供。

丞旦￡望上
2 散热器安装形式的修正系数卩

连接方式 同侧上进下出 同侧下进上出 异侧上进下出 异侧下进下出 异侧下进上出

1 20
屁 1 00 1 05 1 10

示意图 序号 说 明 Δr(℃ )� Oz(W)� 卩3�

A� @〓�130mm 犭〓6omm 64,1 0 97

B� o=130n1m  a=20mm 64 2 1.01

C� σ=1301um  3=4on1m 64.0 0.98

D� cz=100n1m  6=4omm� 65 4 1 00

E� 色=150mm �占=4omm� 64.1 1.347� 0.98

F�

@=130mm  3=4omm�

挡板与上盖板之间由间距为 ⒛mm
高为 a的�竖条连接

64.1 1.344� 0.99

G�
@=130mm 3=6omm

其它同 F�
64 2 1.350� 0.98

H�
@=130mm  3=6omm�

上盖板加条形孔
64,2 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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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3.2-2�

示意图 序号 说明 Δr(℃ )� Q7(W)�
`3

犭〓40nam�

I�

散热器装在罩中,罩�前挡板开有

宽佃mm竖向条孔
64 7 1.294� 1 04

J� 罩上开有条形孔 ,其�它同 I� 1,345� 1.02

Κ
罩前挡板开有宽⒛mm竖 向条孔 ,�

其它同 I�

1.263� 1 09

L� 散热器罩前为网格状遮挡物 65 5 1 271� 1 07

M� 罩上盖有条形孔 ,其�它同 L� 65,0 1.304� 1,03

N�
散热器装在罩中,罩�上开有条形

孔 ,罩�前无遮挡物
65,5 1 346�

注:1 �引自陈欣、邹平华、董重成:“�装饰罩对散热器散热量影响的初步研究
”
,《�暖通空调》1999年第⒛卷第 1期�。

2 表中Qz为加装饰罩时的散热量 (W);△ r为�热媒平均温度与室内温度的平均温差 (℃�)。�

2.3.3 散热器的片数或长度 ,应�按以下原则取舍 :�

1 双管系统:热�量尾数不超过所需散热量的5%时可舍去,大�于或等于 5%时应进位 ;�

2 单管系统:上�游 (1/3)、�中间 (1/3)及�下游 (1/3)散�热器数量计算尾数分别不超过所需散

热量的7.5%、 5%及 2.5%时可舍去,反�之应进位 ;�

3 铸铁散热器的组装片数,不�宜超过下列数值 :�

粗柱型 (包�括柱翼型 )�

细柱型

长翼型

20丿肀

25片

7片�

2。�3。�4 计算散热器的散热量时,应�扣除室内明装不保温采暖管道的散热量 ;明�装不保温采暖管道的散

热量 Qp(W)应�按下式计算 :�

Qp=F× Κ× (Jp一 莎n) �×9P

式中 F——管道的外表面积 (′�/m),见表 2.3,4-1;

Κ——管道的传热系数 (W/(m2· ℃ )〕�,见�表 2.3.4-2;

莎p—�—管道内热媒的平均温度 (℃�);

莎n~~室�内采暖计算温度 (℃�);

(2.3.4)�



表 2‘�3,4-1 焊接钢管的外表面积 (m2/m)

公称口径 (mm) 管道外径 (mm) 表面积 (m2/m) 公称口径 (mm) 管道外径 (mm) 表面积 (亻�/m)�

21 3 0 067� 885(89)� 0.278(0.28)�

26.8 0 084� 114 (I08)� 0�358 (0.339)�

33~5 0 105� 140 (133)� 0 440 (0 418)�

42.3 0 133� 165 (159)� 0,518 (0.5)�

40 48 0 0 151� 200� (219)� (0.688)�

50 60 0 188 (0 179)� 250� (273)� (0 858)�

70 75 5 (73) 0 235 (0 229)� 300� (325)� (1 021)�

注:括�号中数字为无缝钢管时的表面积。

暖 ·刀 ·

η
——管道安装位置的修正系数 ,沿�地面敷设的管道 :η�=1.0;沿�顶棚敷设的管道 :η�=0.5;立�

管 : 叼=0.75。�

表2,3,4-2 不保温管道的传热系数 〔W/(m2·�℃)〕�

公称口径 (mm)
热媒水平均温度与室内空气温度之差 (℃�)� 蒸汽压力 (MPa)�

40~50� 50~60� 60~70� 70~80� ≥80 0 07 02

DⅣ�≤32 128� 134� L40� 145� 145� 170�

DⅣ�=40~100� 110� L22� 134� 140�

DⅣ�=125~150 11,0 L22� 12,2 134� 15.0

DⅣ�≥200� I34� 15.0

2.3.5 串联楼层数≥8层�的垂直单管系统 ,应�考虑立管散热冷却对下游散热器散热量的不利影响,宜�
按下列比率增加下游散热器的数量 :�

1 下游的 1~2层�:附�加 15%;

2 下游的 3~4层�:附�加 10%;

3 下游的5~6层�:附�加 5%。

2.3.6 散热器的布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散热器应明装 ,并�宜布置在外窗的窗台下。室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朝向的外窗时,散�热器应优

先布置在热负荷较大的窗台下 ;�

2 托儿所、幼儿园、老年公寓等有防烫伤要求的场合 ,散�热器必须暗装或加防护罩 ;�

3 有外窗的房间,散�热器不宜高位安装。进深较大的房间,宜�在房间的内外侧分别布置散热器 ;�

4 散热器暗装时,应�留有足够的气流通道 ,并�应方便维修 ;�

5 门斗内不得设置散热器 ;�

6 片式组对散热器的长度 ,底�层每组不应超过 15OOmm(约�笏 片),上层不宜超过 1200mm(约�

⒛ 片),片数过多时可分组串联连接 (串�接组数不宜超过两组),串联接管的管径应≥犭mm;供�回水支

管应采用异侧连接方式 ;�

7 楼梯间的散热器 ,应�尽量布置在底层 ;当�底层无法布置时,可�按表 2.3.6进�行分配。

2.3.7 散热器的外表面,应�刷非金属性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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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楼梯间散热器的分配比例 (%)�

建筑物的总楼层数
散热器所在楼层

lF 2F 3F 4F 5F 6F

2�

3� 50 20

4� 20

5� 50 10

6� 50

7� 45 10

≥ 8� 40 5�

2,4 散热器热水采暖系统

2.4.刂  �散热器热水采暖应优先采用闭式机械循环系统;环�路的划分 ,应�以便于水力平衡、有利于节省

投资及能耗为主要依据 ,系�统不宜过大,一�般可采用异程式布置;有�条件时宜按朝向分别设置环路。

2。�4.2 热水采暖系统的形式 ,宜�按照下列原则选择确定 :�

表2,4,2 热水采暖系统形式的选择原则

序号 系统形式 适用范围 各注

l� 垂直双管系统

四层及四层以下的建筑物 ;�

每组散热器设肩Ⅱ叵温控制阀且满

足水力平衡要求时,不�受此限制

应优先采用下供下回方式 ,散�热器的连接方式 ,宜�

采用同侧上进下出。每组供水立管的顶部 ,应�设 自

动排气阀 ;�

有条件布置水平供水干管时 ,可�采用上供下回方式 ,�

末端集中设置自动排气阀

2�
垂直单 管跨越

式系统
六层及六层以下的建筑物

应优先采用上供下回跨越式系统 ,垂�直层数不宜超

过 6层�

3� 水平双管系统

低层大空间采暖建筑或可设共用

立管及分户分 (集�)水�器进行分

室控温、分户计量的多层或高层

住宅

在住宅建筑中,应�优先采用下供下 l。�J方�式 ,每�个环

路只带一组散热器 ,管�径不应大于 D胆�5mm;散热

器的接管宜采用异侧上进下出

4�
水平单 管跨 越

式系统

缺乏设置众多立管条件的多层或

高层建筑 ;�

实行分户热计量的住宅

散热器的接管宜异侧上进下出或采用 H型�分配阀

5�
水平单管串

联式系统

缺乏设置众多立管条件的多层或

高层建筑 ;�

实行分户热计量的住宅

可串接的散热器数量 ,以�环路每个环路的管径 DⅣ�≤

5mm为�原则 ;�

散热器的接管宜异侧上进下出或采用 H型�阀

2.4.3 干管和立管 (不�含建筑物的采暖系统热力人口)上�阀门的设置 ,应�遵守下列规定 :�

1 采暖系统各并联环路 ,应�设置关闭和调节装置 ;当�有冻结危险时,立�管或支管上的阀至干管的

距离 ,不�应大于 ⒓0mm;

2 供水立管的始端和回水末端应设置立管阀,回�水立管上还应设置排污、泄水装置 ;�

3 室内共用立管与进户供回水管相连处 ,在�进户管上应设置关断阀 ;�

4 用于维修时关闭用的阀门,应�选择采用低阻力阀,如�间阀、双偏心半球阀或蝶阀。需承担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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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阀门,应�选择采用高阻力阀,如�截止阀、平衡阀、调节阀。
2.4.4 散热器恒温控制阀及回水调节 (锁�闭)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垂直双管系统中每组散热器的供水支管上 ,应�设置两通恒温控制阀,且�宜采用有预设阻力功能
的恒温控制阀;回�水支管上应设置铜质回水调节 (锁�闭)阀�;�

2 跨越式垂直单管系统 ,应�设置两通或三通恒温控制阀,一�般宜优先采用两通恒温控制阀 ;�

3 水平单管串联系统中的每组散热器上 ,应�设置带恒温控制器的单管配水阀 (单�管 H型�阀或带柱
塞管的单管阀);

4 水平双管系统中的每组散热器的供水支管上 ,应�设置恒温控制阀 ;�

5 暗装散热器以及温控器有可能被遮挡的场合 ,恒�温控制阀应选择采用外置式 (远�传型)温�度传
感器 ;传�感器应设置在能正确反映房间温度的部位 ;�

6 散热器恒温控制阀的安装 ,必�须使其阀柄及阀头 (传�感器)与�地面保持水平 ,且�应避免阳光直
射 ;�

7 散热器恒温控制阀的规格 ,应�根据通过散热器的水量及压差选择确定 ;�

8 恒温控制阀应具有带水、带压清堵或更换阀芯以及防冻设定的功能 ;�

9 有冻结危险的楼梯间或其他有冻结危险的场所 ,应�由单独的立、支管供暖。散热器前不得设置
调节阀,立�管上设阀门。

2.4.5 热水采暖系统水平管道的敷设 ,应�保持一定的坡度 j,不同管道的坡度及坡向宜符合下列规定 :�

1 供、回水水平干管的坡度 ,宜�采用 氵〓0.OO3,不应小于 0.OO2;坡向应有利于空气排放和管道
泄水 ;�

2 与采暖立管连接的散热器供水支管 ,氵�≥0.01(坡�向散热器 );

3 与采暖立管连接的散热器回水支管,j≥ 0.01(坡�向立管 );

4 当受条件限制,供�回水干管 (含�单管水平串联的散热器连接管)无�法保持必要的坡度时,允�许
局部无坡度敷设 ,但�该管道内的水流速度不得小于 0.犭 m/s。�

2.4.6 采暖系统最低点的工作压力 ,应�根据散热器的承压能力、管材及管件的特性、提高工作压力的
成本等因素经综合考虑后确定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物的采暖系统,高�度超过 50m时�,宜�竖向分区设置 ;�

2 采用金属管道的散热器采暖系统 ,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I.0MPa;�

3 采用热塑性塑料管道的散热器采暖系统 ,工�作压力不宜大于 0.6MPa;�

4 低温地面辐射采暖系统的工作压力 ,不�应大于 0.8Mh。�

2.4.7 采暖系统中供水干管末端和回水干管始端的管道直径 ,不�宜小于 D肥�0。�供回水立管及水平串
联管的管径 ,不�宜大于 DfV,5。�

2.4.8 热水采暖系统中的最高点及有可能积聚空气的部位 ,应�设置 自动排气阀或集气罐。空气的排
除,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上供下回采暖系统 :系�统中的空气应通过设置在供水干管末端的自动排气阀或集气罐集中排
除;每�组散热器上可不设手动放气阀 ;�

2 下供下回采暖系统 :系�统中的空气应通过设置在供回水立管顶部的自动排气阀或集气罐集中排
除,或�在顶层的散热器上设置手动或自动排气阀 ;�

3 水平双管或水平单管串联采暖系统 :每�组散热器上应设置自动或手动排气阀 ;�

4 排气阀应优先选用阀体下部带阻断阀的铜制立式自动排气阀,这�时水管与排气阀之间的连接管
上 ,可�不装设供维修时应用的关闭阀。自动排气阀的口径 ,一�般可采用 DⅣ�15mm,系�统较大时,宜�采用
D丿�γ20mm。

2.4.9 热水采暖系统中的最低点及有可能积水的部位,应�设置排污泄水装置;泄�水管 (附�间阀或球

阀)的�直径 ,应�保持 DⅣ�≥⒛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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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符合下列情况的采暖管道,应�进行保温处理 :�

1 管道位于室外、非采暖房间及有冻结危险的地方的管道 ;�

2 敷设于技术夹层、管沟、管井、阁楼及天棚内的管道 ;�

3 必须确保输送过程中热媒参数不变的管道 ;�

4 热媒温度等于或高于 sO℃ 、有烫伤危险的部位 ;�

5 采暖总立管。

2.4.i, �管道布置时,必�须认真考虑管道的固定与补偿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水平干管或总立管的固定点的布置 ,应�保证分支管接点处的最大位移量不大于硐血m;连接散

热器的立管 ,应�保证管道分支接点由管道伸缩引起的最大位移量不大于 ⒛mm;无�分支管接点的管段 ,�

间距应保证伸缩量不大于补偿器或自然补偿所能吸收的最大补偿量 ;�

2 采暖管道必须计算其热膨胀;计�算管道膨胀量时,管�道的安装温度应按冬季环境温度考虑 ,一�

般可取 0~ˉ 5℃�;�

3 采暖系统供回水管道应充分利用 自然补偿的可能性 ;当�利用管段的自然补偿不能满足要求时 ,�

应设置补偿器 ;�

4 补偿器应优先采用方形或 Z形�;并�应设置于两个固定点间距的 1/2~1/3范�围内 ;�

5 确定固定点的位置时,应�考虑安装固定支架 (与�建筑物连接)的�可行性 ;�

6 垂直双管及跨越管与立管同轴的单管系统的散热器立管 ,长�度≤⒛m时�,可�在立管中间设圃定

卡;长�度 >⒛�m时�,应�采取补偿措施;      �
亡导向支架 ;当�管径 DⅣ�≥50mm时 ,应�进行固定支架7 采用套筒补偿器或波纹管补偿器时,应�设暹

的推力计算,验�算支架的强度 ;�

8 户内长度 >10m的供回水立管与水平干管相连接时 ,� 以及供回水支管与立管相连接处,应�设置

2~3个�过渡弯头或弯管 ,避�免采用
“
T”�形直连方式。

2.4.12 �采暖管道应避免穿越防火墙 ,无�法避免时,应�预留钢套管 ,并�在穿墙处设置固定支架。管道

与套管间的空隙,应�以耐火材料填封。

2.4.13 �管道穿过楼板时,应�预埋钢套管 ,套�管应高出地面⒛mm;管�道与套管之间的空隙,应�以柔性

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2.4.14 �采暖管道穿越建筑基础墙、变形缝时,应�设管沟。缺乏条件时,应�设置套管 ,并�采用柔性接

头。

2.4.15 �敷设采暖管道的室内管沟,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设计采用半通行管沟,管�沟净高宜等于或大于 1.2m,通�道净宽宜等于或大于 0.8m;连�接水

平支管处或有其它管道穿越处 ,通�道净高宜大于 0.5m。

2 管沟应设计通风孔 ,其�间隔距离不宜大于⒛m。�

3 管沟应设置检修人孔 ,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

1)人孔直径不应小于 0.6m;�

2)人孔间距不宜大于⒛m;

3)管沟长度大于⒛m时�,人�孑1数�不应少于 2个�
;�

4)人孔应布置在需检修的阀门和配件附近 ,不�应设置于浴厕、

的主要通道及住宅的户内,必�要时可延伸至室外 ;�

5)管沟端头宜设置人孔。

4 管沟不应与电缆沟、土建风道等相通。

有较高防盗要求的房间、人流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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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居住建筑散热器集中热水采暖系统

2.5.1 进行居住建筑采暖设计时,必�须遵守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t·J笳�的各项

规定。

2.5.2 居住建筑的室内采暖计算温度,不�应低于下表的规定值。

表 2.5.2 室内采暖计算温度 (℃�
)�

房间 计算温度 各注

卧室、起居室 (厅�
)�

厨 房

设供暖的楼梯间和走廊 14

卫生间 (不�带洗浴设各 )� 宜设计成按需分段升温模式,平�时保持

18℃ ,洗�浴时 ,借�助辅助加热设备 (如�浴

霸)升�温至乃℃卫生间 (带�洗浴设各 )�

2.5.3 实行分户热量 (费�)分�摊的住宅 ,在�计算确定户内采暖设各容量和管道时,应�考虑户间传热对

采暖负荷的影响,计�算负荷可附加≤50%的�系数。

通过户间传热引起的耗热量 g(W)也可以近似按下式确定 :�

g〓�A×�gh (2.5.3)�

式中 A——房间的使用面积 (m2);�

gh——通过户间楼板和隔墙的单位面积平均传热量 (W/m2),一�般可近似取 gh=10W/m2。�

新建建筑户间楼板和隔墙 ,不�应为减少户间传热而对户间隔墙和楼板作保温处理。

2.5.4 户间传热量 g(W),仅�作为确定户内采暖设各容量和管道直径的依据 ,不�应计入户外采暖干管

和立管热负荷和建筑总采暖热负荷内。

2.5.5 居住建筑的采暖系统,必�须以热水为热媒 ,供�水温度不应高于呖℃。

2.5.6 居住建筑采暖系统的热力入口装置 ,不�宜设置于室外管沟内。有地下室的建筑 ,宜�设置在地下

室的专用空间内,空�间净高不应低于 2.0m,前�操作面净距离不应小于 0.8m;对�于无地下室的建筑 ,宜�

在楼梯间下部设置小室,操�作面净高不应低于 1.4m,前�操作面净距离不应小于 1.0m,该�小室应设置可

锁闭的门。

2.5.7 集中采暖 (集�中空调)系�统 ,必�须设置住户分户热计量 (分�户热分摊)的�装置或设施。

2.5.8 分户热量 (费�)分�摊的实施 ,可�选择采用表 2.5.8中�的任一方法。

表 2,5,8 分户热量 (费�)分�摊的实施方法

序号 方法 系统组成及实施途径 各注

l�

散 热 器 热

分配计法

在建筑物热力人 口设置楼栋热量表 ,在�每台

散热器的散热面上安装分配表。在采暖开始

前和采暖结束后 ,分�别读取分配表的读数 ,�

并根据楼前热量表计量得出的供热量 ,计�算

出每户应负担的热费         `

同一栋建筑物内应采用相同型式的散热器。在

不同类型散热器上应用分配表时 ,需�进行刻度

标定。收费时要将分配表获得的数据进行住户

位置的修正 ;�

此方法适用于以散热器为散热设各的室内采暖

系统 ,尤�其适用于采用垂直采暖系统的既有建

筑的热计量收费改造 ,比�如将原有垂直单管顺

流系统 ,加�装跨越管 ,但�此方法不适用于地面

辐射供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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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5,8�

序 号 方法 系统组成及实施途径 各注

温 度 面 积

法

此方法是利用所测量的每户室内温度 ,结�合

建筑面积来对建筑的总供热量进行分摊。其

出发点是按照住户的平均温度来分摊热费 ;�

此热量分摊系统是由各热用户室内温度传感

器、采集器、热量采集显示器、热量计算分

配器、通讯线路以及建筑物热力人 口设置的

楼栋热最表组成

此方法与住户在楼内的位置及采暖系统形式没

有苴接关系,收�费时不需对住户位置进行修正 ;�

这种方法适用于新建建筑各种采暖系统的热计

量收费 ,也�适用于既有建筑的热计量收费改造

3�
流 量 温 度

法

此户间热量分摊系统由流量热能分配器、温

度采集器处理器、单元热能仪表、三通测温

调节阀、无线接收器、三通阀、计算机远程

监控设各以及建筑物热力人 口设置的楼栋热

量表等组成。根据流量热能分配器、温度采

集器处理器测量出的各个热用户的流量比例

系数和温度系数 ,测�算出各个热用户的用热

比例 ,按�JL匕 比例对楼栋热量表测量出的建筑

物总供热量进行户问热量分摊

该方法需要对分摊系统中的二通测温调节阀进

行预调节,在�收费时需对住户位置进行修正 ;�

这种方法适用于共用立管的独立分户系统和单

管跨越管采暖系统。不适合在垂直单管顺流式

的既有建筑改造中应用

通 断 g,l问�

面积法

此分摊系统由室温通断控制阀、温控器、热

量表组成 ;�

在每户的代表性房间设置温控器 ,通�过无线

通讯 ,控�制该户的通断控制阀。使用者可通

过温控器设定需要的室温 ,温�控器根据实测

室温与设定值之差 ,确�定在一个控制周期内

通断调节阀的开停 比,并�按照这一开停比控

制通断控制阀的通断 ,以�此调节送人室内的

热量。温控器同时记录和统计各户通断控制

阀的接通时间,从�而得出一个供热时间段内

累积的接通时间。各户可按照其累计接通时

间结合采暖面积分摊整栋建筑的热量

该方法的必要条件是每户必须为一个独立的水

平串联系统。由于每户为一个系统 ,所�以。l实�

现分户温控 ,但�是不能分室温控 ;�

这种方法收费时不需对住户位置进行修正 ;�

此方法适用于水平单管串联的分户独立室内采

暖系统 ,不�适用于采用传统垂直采暖系统的既

有建筑的改造

5�
户 用 热 量

表法

此分摊系统由各户用热量表以及楼栋热量表

组成 ;�

户用热量表安装在每户采暖环路中,可�以测

量每个住户的采暖耗热量 ;�

热量表由流量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计算器

组成

户用热量表法在收费时,需�要对住户位置进行

修正 ;�

适用于分户独立式室内采暖系统及分户地面辐

射供暖系统 ,不�适用于采用传统垂直系统的既

有建筑的改造

6�
户 用 热 水

表法

由可测量热水流量的流量传感器与显示仪表

组成,可�以是整体式的也可以是组合式的

此方法的必要条件是每户必须为一个独立的水

平系统 ,同�时需要对住户位置进行修正。由于

这种方法忽略了每户供暖供回水温差的不同 ,�

在散热器系统中应用误差较大。通常适用于温

差较小的分户地面辐射供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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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室内的热水采暖系统 ,应�优先采用共用立管的分户独立系统型式 ,干�管环路布置应均匀 ,各�组
共用立管的负荷宜相近,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共用立管宜采用双管下供下回式系统 ;�

2 共用立管的顶部应设置自动排气阀 ;�

3 共用立管应敷设于管井内,管�井应邻近楼梯间或户外公共空间;各�户的人口装置应设置于管井

内,分�集水器宜设置于户内 ;�

4 每组共用立管连接的用户数不应过多 ,一�般不宜超过们 户 ,每�层连接的户数不宜多于 3户�;多�
于 3户�时,管�井内宜分层设置分、集水器 ,使�人户管通过分、集水器进行转接 ;�

5 连接 2层�及 2层�以上的各层支干管和立管管径,不�应小于入户管管径 ;�

6 并联于共用立管上的各户 ,宜�采用相同的系统形式 ;�

7 采暖系统应进行严格的水力平衡计算 ,并�宜符合下列要求 :�

丬)室�内共用立管的比摩阻保持为 30~ω�Pa/m;�
2)户 内系统的计算压力损失 (包�括调节阀、户用热量表)不�大于30kh。

2.5.10 �居住建筑内的公共用房或空间,如�要求采暖时,应�设置独立的采暖系统或环路 ,并�应配置单

独进行热计量的装置。

2.5.11 �建筑物内的供回水干管及共用立管 ,应�采用热镀锌钢管 (丝�扣连接)或�焊接钢管 (焊�接连

接 )。�

2.5.12 �室内连接散热器的明装供、回水支管,宜�采用金属管道 (镀�锌钢管 )、� 铝合金内衬聚丁烯
(PB)或铝合金内衬耐热聚乙烯 (PE-RT)的�管道。

2.6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系统

2.6.1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系统的设计,应�遵守《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JGJ142的各项有关规
定。

2.6。�2 地面辐射采暖系统户内的供水温度 ,不�应高于 ω℃;供�回水温度差不宜大于 10℃ 。当利用热

泵机组提供热水时,供�水温度宜采用们 ~笱�℃。

2.6.3 采用低温地面辐射采暖系统进行供暖的集中供热小区,锅�炉房或小区换热站不宜直接提供温度
≤ω℃的热媒。

2.6.4 当外网提供的热媒温度高于∞℃时 (一�般允许最高为⒇℃),宜在各户的分集水器前设置混水

泵 ,抽�取室内回水混人供水 ,以�降低供水温度 ,保�持其温度不高于设定值 ,并�加大户内循环水量;混�水
装置也可以设置在楼栋的采暖热力入口处。

2.6.5 全面地面辐射采暖系统各采暖房间热负荷的确定 ,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室内计算温度的取值 ,应�比传统对流采暖系统的室内计算温度低 2℃�
;�

2 不计算敷设加热管地面的热损失 ;�

3 不计算高度附加热损失 ;�

4 应考虑间歇供暖及户间传热等因素 ;�

5 进深大于 6m的房间,宜�以距外墙 6m为界,分�区分别计算其热负荷。

2.6.6 局部地面辐射采暖系统的热负荷 ,可�按整个房间全面辐射采暖所算出的热负荷乘以该区域面积

与所在房间面积的比值和表 2.6.6中�规定的附加系数确定。

表266 局部辐射采暖系统热负荷的附加系数

供暖面积与房间面积之比值 0 55 0,40 0
彡
�

附加系数 1,30 1,3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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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地面辐射采暖系统单位地面面积所需散热量 gx(W/m2),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gx=亻�÷
式中 Q——房间所需的地面散热量 (W);

F—�—敷设加热管的地面面积 (m2)。

2.6.8 热媒的供热量 ,应�包括地面向房间的散热量和向下层房间 (包�括地面向土壤)传�热的热损失

量。

2.6.9 确定地面所需的散热量时,应�扣除来 自上层地板向下的传热量。在住宅建筑中,当�各层均采用

地面辐射采暖时,除�顶层外 ,可�以近似地认为来自上层地板辐射采暖房间的热量 ,等�于本房间地板向下

的传热量 ,即�每层热媒的供热量与房间的负荷近似相等。

2.6.10 �计算地面散热量时,应�考虑家具及其它地面上的覆盖物对地面 (散�热面)遮�挡所造成的散热

量折减 ,对�于住宅建筑 ,单�位面积应增加散热量的修正系数 ,可�参照表 2,6.10确定。

表 2,6,10 �不同房间的计算遮挡率与单位面积应增加散热量的修正系数

房间名称 主卧 次卧 客厅 书房

房间面积 (m2) 10~� 6~16 9~26 6~12

家具遮挡率 (%)� 33~14� 22~6 4 34~20�

修正系数 1.27~1 14� 1 47~1 16� 1 28~1 07� 1 52~1 25�

注:1 �引自董重成等
“
地面遮挡对地板辐射采暖散热量的影响研究

”
。《全国暖通空调制冷⒛04年学术文集》c�

2 一般情况下 ,地�面的遮挡率与房间面积成反比,因�此面积小的房间遮挡率宜取大值。

3 面积范围可近似按内插法确定系数。

2Ⅱ�6.11 �确定地面散热量时 ,血�校核地耒面平均愠哽 t仂� 攵℃),地表雨钠平均愠度可按下式计算 :�

莎m=气 +⒐�彬×(f篑ρ
0%9� (2.611)�

式中 �莎n~~室�内计算温度 (℃�);

gⅩ�
——单位地面面积所需散热量 (W/m2)。

2.6.12 �地表面的平均温度不应高于表 2.6.12的规定值。当房间采暖负荷过大,地�表面平均温度超过

下表的规定值时,应�通过改善建筑热工性能或设置其他采暖设各等措施 ,减�少地面辐射供暖系统负担的

热负荷。

表 2,6.12 �地表面平均温度 (℃�
)�

区域特征 适宜范围 最高限值

人员长期停留区 24~26�

人员短期停留区 28~30�

无人停留区 4̌0 42

2.6.13 �地面辐射采暖系统的地面构造,宜�由楼板或与土壤相邻的地面、绝热层、加热管与填充层、

找平层和面层等组成,一�般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与土壤相邻的地面,必�须设绝热层,且�在绝热层下部必须设防潮层;直�接与室外空气相邻的楼

板,也�必须设置绝热层 ;�

2 当采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EPS)板�作为绝热层时,其�厚度不应小于表2.6.13的规定值 ;�

(2.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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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3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EPS)板�绝热层厚度 (mm)

楼层之问楼板上的绝热层

与土壤或不采暖房间相邻的地板上的绝热层

与室外空气相邻的地板上的绝热层 40

3 采用 EP~q板作为绝热层 ,且�以塑料卡钉固定加热管时,为�了增强 E"板的表面强度 ,确�保卡钉

能将加热管牢固地固定在 EP~q板上 ,在�E"板的表面上 ,必�须复合一层夹筋镀铝膜层 ;当�采用其它固

定方式固定加热管时,如�钢丝网绑扎或采用挤塑板 (Ⅹ�PS)作�为绝热层时,可�以不设置夹筋镀铝膜层 ;�

4 潮湿房间如浴室、游泳馆、洗手间、卫生间等房间的填充层上部 ,应�设置隔离层 (防�水层 ),

以防止绝热层受潮失效 ;�

5 当工程允许地面按双向散热进行设计时,各�楼层伺的楼板上可不设绝热层。

2.6.14 �加热管管材的选择原则是 :承�压与耐温适中、便于安装、能热熔连接、环保性好 (废�料能回

收利用);实践中宜优先选用耐热聚乙烯 (PE—�RT)管�和聚丁烯 (PB)管 ,也�可采用交联聚乙烯 (PE�

-Ⅹ�)管�及铝塑复合管。

2.6.15 �在住宅建筑中,地�面辐射采暖系统应按户划分系统,配�置分、集水器 ;并�根据户内房间分环

路布置加热管 ,较�小房间如卫浴的加热管,可�串接在其它环路中。

2.6.刂 6 连接在同一组分、集水器上的加热管 ,其�长度宜接近,且�不宜超过 ⒓0m。

2.6.17 �加热管的管系列 S值�应符合表 2.6.17-1的规定 ,其�公称壁厚可按表 2.6.17-2确定 ,同�时应

满足下列要求 :�

管径小于 15mm的管材 ,壁�厚不应小于 1.8mm;

管径大于或等于 15mm的管材 ,壁�厚不应小于 2.0mm;

需进行热容焊接的管材 ,壁�厚不应小于 1.9mm。�

表 2.6.17-1 �管系列 S值�

管材种类及设计应力 σD(MPa)
不同系统工作压力时的管系列 s值�

04MPa� 0,6MPa 0.8MPa

PE-RT (σ�D=3 34)� 5� 4�

PE-X (σD=4.00)� 63 5�

PB(σ�D=546) 8� 6,3�

注:s值是管材环应力ε(MPa)与�管内壁承受压力 P(MPa)的比值,仅�与管道的外径 D(mm)和�壁厚 e(mm)�
有关,其�关系式为 s=yP=(D-e)//ze。

表 2.617-2 管材的公称壁厚

管材种类 公称外径 (mm)
不同工作压力时管材的公称壁厚 (mm)

04MPa� 06MPa� 08MPa�

PE-RT管�

2.0�

20 2.3�

23

PE-Ⅹ�催拿

18

20 19 1.9�

19 1.9� 2,3�



ˉ

ˉ

︱

{
︱
�

︱

︱
J
1
Ⅲ

Ⅲ

阗

劂

阕

口

□

Ⅲ

Ⅲ

□

Ⅲ

囗

□

□

□

囗

囗

囗

囗

囗

囗

囗

■

囗

■

■

■

■

■

■

■

■

l
■
�

■

Ⅱ

Ⅱ

■

■

■

■

■

■

ι

n
囗
�
■

■

冖

·JO·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揞施/暖�通空调 ·动力 (2009年�版)�

续表 2.6.17-2

管材种类 公称外径 (mm)
不同工作压力时管材的公称壁厚 (mm)

04MPa� 0.6MPa 0 81VIPa

PB管

13 1.3� 13

20 13 1.3� 1,3�

L.3� 1.5� 15

2.6。�彐8 单位地面面积的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应根据热媒的平均温度和流速、室内空气温度、加热

管管径和材质、覆盖加热管的地面层热阻、加热管管间距等因素,通�过计算确定。

2。�6.19 �当地面构造符合下列规定时 :�

咱 �加热管采用公称外径为⒛mm的 PE-Ⅹ�管或 PB管
;�

2 混凝土填充层的厚度为 50mm;�

3 以⒛mm厚的 E"板作为绝热层 ;�

4 供回水温度差为 10℃ 。

单位地面面积的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 ,可�分别按 《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JCTJ142附�录 A"和

A°�2直�接查出;《�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条文说明中同时规定,当�采用 PE-RT管�和 PP-R管时 ,�

其单位地面面积的散热量和向下传热损失 ,可�分别按 PE-Ⅹ�管及 PB管的数据采用。

2。�6.20 �室内加热管的布置 ,不�宜采用全室等间距均布模式 ,应�以保证室内地表面温度分布均匀为布

置原则 ,选�择采用旋转形、往复形、直列形或将这些形式组合在一起的综合布管方式,但�务必将高温管

段布置于室内热损失大的区域 ,并�适当减小该区域内的布管问距。

馊。6.⒉  �加热管的敷设间距一般不应小于 150mm,也不宜大于 300mm;近年来随着建筑热工性能的改

善 ,采�暧负荷减少 ,要�求管间距大于 300mm的�情况时有出现 ,这�时,宜�按下列方法处理 :�

咽 �按实际需要适当增大加热管的敷设间距 (英�国标准 Bs EN 1264-2中管间距规定值为

450mm);�

翅 �按照局部辐射采暖方式进行设计 ,在�远离建筑外围护结构的内部区域 (本�区域内几乎没有采暖

热损失),不布置加热盘管。

2。�6.22 �加热管与墙体表面间的距离 9不�宜小于⒛0mm。�

2.6.23 �当面层采用带龙骨的架空实木地板时9加�热管不应敷设在混凝土填充层内,应�明敷在地板下

龙骨之间的绝热层上。

2。�6.24 �填充层的材料 ,宜�采用 C15豆�石混凝土,豆�石粒径宜为 5~12mm;填�充层的厚度不宜小于

碉mm,当�地面荷载大于 2.0kN/m2时 ,应�会同结构设计人员对地面采取加固构造措施。

2。�6.25 �浇捣混凝土填充层时,应�采用
“
分仓跳格

”
法间隔进行。

2。� 6。�26 �伸缩缝的设置 ,应�符合下列要求 :�

咽 �地面面积超过 30m2,或�长度大于 6m时 9每�间隔 5m应设置宽度≥8mm的�伸缩缝 ;�

2 在填充层与墙 (含�过门处 )、�柱等垂直构件的交接处 ,应�预留宽度≥10mm的不间断伸缩缝 ;�

3 与内、外墙和柱子交接处的伸缩缝 ,应�直至地面最后装饰层的上表面为止,保�持整个截面隔

开 ;�

4 所有伸缩缝 ,均�应从绝热层的上表面开始,直�至填充层的上表面为止 ;�

5 伸缩缝内应满填高发泡聚乙烯泡沫塑料或弹性膨胀膏 ;�

6 施工图设计中,平�面图上应明确的标注出需要设置伸缩缝的位置。

2^6‘�27 �设计低温热水地面辐射采暖系统时,应�注意下列要求 :�

日 �为了防止管道系统冲洗时脏水流入加热盘,在�分水器的进水管与集水器的出水管之间应设置旁

通管并配置阀门;如�果在下供下回式采暖系统的供回水共用立管的顶部设置带阀的旁通管 ,则�在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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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器的进、出水管间可不再设旁通管 ;�

2 在分水器供水管上顺水流方向应安装阀门、过滤器、阀门及泄水管;在�集水器出水管上应设置

泄水管、平衡阀或其它可关断的调节阀 ;�

3 分、集水器上均应设置手动或自动排气阀 ;�

4 连接在每组分、集水器上的分支环路不宜多于 8个�
;�

5 埋于垫层内的加热管不应有接头 ;�

6 地面上的固定设各和卫生洁具下 ,不�应布置加热管。

2.6.28 �为了充分利用室内的自由热 ,并�满足个性化的要求 ,地�面辐射采暖系统应设计室温自控装置。

2,7 燃气红夕卜线辐射采暖系统

2.7.1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系统适用于耗热量大的高大空间建筑的全面采暖、局部区域或局部地点的

采暖。对于排风量较大的房间、间歇性供暖的房间宜优先采用。

2.7.2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系统的燃料 ,可�采用天燃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燃气输配系统应符

合第 12章和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OO28的�有关规定。燃气压力及耗气量应满足产品设计资料要

求。

2。�7.3 采用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时,必�须采取相应的防火防爆和通风换气等安全措施。
2.7.4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系统用于全面采暖时,其�热负荷应取常规对流式计算热负荷的 80%~
⒇%,且不计算高度附加。

2.7.5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系统用于局部采暖时,其�耗热量可按全面采暖的耗热量乘以该局部面积与

所在房间面积的比值 ,再�按下表乘以局部辐射采暖热负荷附加系数进行计算。

表 2,7.5 局部辐射采暖热负荷附加系数

采暖区面积与房间面积的比值 0 40 0 25

附加系数 I 35

2.7.6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系统安装高度超过 6m时 ,每�增高 0.3m,建�筑围护结构的总耗热量应增加
1%。

2。�7.7 高大建筑空间全面采暖宜采用连续式红外线辐射加热器;面�积较小 ,高�度较低的空间,宜�采用

单体的低强度辐射加热器 ;室�外工作点的采暖,宜�采用单体高强度辐射加热器。

2.7.8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系统的布置以保证房间温度分布均匀为原则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布置全面辐射采暖系统时,沿�四周外墙、外门处的辐射器散热量不宜少于总热负荷的ω%;
2 宜按不同使用时间、使用功能的工作区域设置能单独控制的辐射器 ;�

3 人员集中的工作区域宜适当加强辐射照度。

2.7.9 燃气红外线辐射器的安装高度 ,应�根据人体舒适度确定 ,但�不应低于 3m♂ 也可参照表 2.7.9确�

定。

表 2.7.9 最低安装高度

加热器功率 (kW) 最低安装高度 (m)� 加热器功率 (kW) 最低安装高度 (m)�

42

30 80

40~50� 140�

2.7。�10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系统用于局部地点采暖时,其�数量不应少于两个 ,且�宜安装在人体两侧

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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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ii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系统应与可燃物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可燃物之间的最小距离可参照

表 2.7.11确定。

表 2,7,1丬� �与可燃物间的最小距离 (m)�

发生器功率 (kW)
与可燃物的最小距离 (m)�

可燃物在发生器的下方 可燃物在发生器的上方 可燃物在发生器的两侧

≤15 15 03 06

20 15 03

15 03 09

30 1~5� 10

03

45 03 10

22 03 1.2�

2.7.12 �由室内供应空气的房间,应�能保证燃烧器所需要的空气量。当燃烧器所需要的空气量超过该

房间每小时 0,5次�的换气次数时,应�由室外供应空气。

2。�7.13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系统采用室外供应空气时,进�风口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设在室外空气洁净区,距�地面高度不低于 2m;�

2 距排风口水平距离大于 6m;当�处于排风口下方时,垂�直距离不小于 3m;当�处于排风口上方时 ,�

垂直距离不小于 6m;�

3 安装过滤网。

2.7.14 �无特殊要求时,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系统的尾气应排至室外。排风口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设在人员不经常通行的地方 ,距�地面高度不低于 2m;�

2 水平安装的排气管 ,其�排风口伸出墙面不少于 0,5m;�

3 垂直安装的排气管 ,其�排风口高出半径为 6m以 内的建筑物最高点不少于 1m;�

4 排气管穿越外墙或屋面处加装金属套管。

注:燃�气的尾气,主�要是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当�燃气红外线辐别供暖系统用于蔬菜、花卉等栽培温室时,尾�气一般

可以直接排在室内。

2.7.15 �燃气红外线辐射采暖系统 ,应�在便于操作的位置设置 ,并�与燃气泄漏报警系统联锁 ,可�直接

切断采暖系统及燃气供应系统的控制开关。利用通风机供应空气时,通�风机与采暖系统应设置联锁开

关。

2.8 热风采暖与热风幕

2.8Ⅱ�1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合 ,宜�采用集中送风式热风采暖系统 :�

1 室内允许利用循环空气进行采暖 ;�

2 热风采暖系统能与机械送 (补�)风�系统合并设置时 ;�

3 采暖热负荷特别大、无法布置大量散热器的高大建筑 ;�

4 设有散热器防冻值班采暖系统 ,又�需要间歇正常供暖的房间,如�学生食堂 ;�

5 利用热风采暖经济合理的其它场合。

2.8.2 集中送风式和暖风机热风采暖系统的热媒,宜�采用 0.1~0.4MPa的高压蒸汽或≥⒛℃的热水。

2.8.3 采用集中送风式热风采暖系统时,气�流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每股射流的作用宽度 :平�行送风时        B≤� 3~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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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送风时

2 每股射流的有效作用距离 (半�径):平行送风时

扇形送风时

式中 B——每股射流的作用宽度 (m);

Jf——房间高度 (m);

L—�—每股射流的有效作用距离 (m);

R—�—扇形送风时射流的作用半径 (m)。�

2.8.4 集中送风时的气流分布情况 ,可�按表 2.8.4确�定。

注:表�中九为送风口中心离地面的高度;vp max为�人员活动区的最大平均回流速度。

2.8.5 平行送风的集中式热风采暖系统 ,可�按表 2.8.5-1所�给出的步骤进行计算。

B=45°

乙≤9Ⅳ�

R≤�10Jf

表 2.8.4 集中送风时的气流分布情况

JJ(m)� 九(m)� B(m) 气流分布情况 Vp max(m/s)�

4~9� 07〃

≤3.5fr� 射流在上 ,回�流在下 ,人�员活动区全部处于回流区

≥4fr�
射流在中间,回�流在两侧 ,中�间活动区处于射流区,两�

旁处于回流区
0.69× vp maⅨ�

10~13� 05ff

≤35JJ 射流在中部,回�流在上下,活�动区全部处于回流区 Vp ma�

≥4刀�
射流在中间,回�流在两侧,中�间活动区处于射流区,两�

旁处于回流区
0,69× vp m岱

6~7� ≤3″� 射流在中问,回�流在两侧 ,活�动区大部分处于射流区 0 69× t,p max�

7�

(o=10°�~20°�
)�

≤3〃� 射流在下 ,回�流在上 ,活�动区全部处于射流区 0.69× vp mjx

表2,8,5-1 平行送风集中式热风采暖系统的计算步骤

步骤 计算内容 计算公式 各注

l�

射流的有效作用长度

`x(m)�

九≥0.7〃�时:廴�=兄�饧·√t�
汔=0Ⅲ 时:久�=07〃�@·�√可

X一�射流作用距离的无因次数 ,按�表 2.85

-2确 定 ;@一送风 口的紊流系数 ,见�表
2,85-3;Ah一�每股射流作用的房间横截面

积 (m 2)

换气次数 (空�气循环

次数)瓦�(hI)
Ⅱ=黔�或n=2;;;÷

-0;丛�

vp max—人员活动 区的最大平均 回流速度

(〃�s);t,0一送风口的出口速度 (m/s)�

3�
每股射流的空气流量 L�

(m3/s)
Jˉ� =3600 ·mP �·mc

/一�房间的容积 (″�);mp一房间宽度平行

送风的股数 ;mc一�房间长度方向串联送风

的射流股数

4� 送风温度 J°� (℃�)� 卩 沪
湘

苫。一室 内 温 度 (℃ ); Q— '总�热 负 荷 ,�

(kW);Cp^空 气 的 比 热 容 〔灯/(吒
·℃)〕�;pP一�空气的密度 (k酽沪);z一�每

股射流的空气量 (″�凡);m一�射流的股数

5� 送风口的直径 d。� (m)� d。�〓0.88· 〃vⅡ�毗·Ⅳ/π�

6�
送风 口的出口速度 v。�

(nyq)�
%=1.27·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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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5-3�

2.8.6 扇形送风的集中式热风采暖系统,可�按表2.8.6-1所�给出的步骤进行计算。

射流未端的最小平均回流速度 vp max(ll/s)

Vp max(m/s)�

0 20

0.28

0 30

0 33

0 35

0.37

0 38

0,20

0 29

0 31

0,33

0.35

0 37

0.39

0.40

0 30

0 33

0 35

0.37

0.38

0.40

0.41

0 43

0 33

0 35

0,37

0 38

0.40

0,42

0 43

0.44

0 36

0 38

0 40

041�

0,42

0 44

0.46

0.47

0,385�

0,40

0 42

0.43

0.44

0.46

0.47

0 48

0.30

0,40

0 50

0 60

0 75

1 00

1 25

1 50

表 2.8.5-2 平行送风时射流作用距离的无因次数 X�

常用送风口的紊流系数

送风口名称 送风口名称

收缩的圆形喷口

普通的圆喷口

支管上的圆喷口

带导流片的轴流风机

0 07

0,08

0,10

0 12

带导流片的直角弯管

带金属网的轴流风机

带导流片的弧形弯管

暖风机出口

0.20

0.24

0.10

0.16

表 2.8.6-1 扇形送风集中式热风采暖系统的计算步骤

X一�扇形送风时射流作用距离的无因次数 ,�

按表 2.8,6-2确�定 ;Ω�一送风 口的紊流系

数 ,见�表 2.8.5-3;〃一房间高度 (m)�

Ⅱ

_
x
T
�

〓R
�

射流的有效作用半径

Rx(m)�

vp max一人员活动 区的最大平均 回流速度

(m/s);%一�送风口的出口速度,(ln/s)�
汛=Ⅰ�望丝L坠�或n=絷换气次数 乃(h】 )�

y 房间的容积 (″�);

m—�射流的股数
I^=3600 ·m�

每股射流的空气量

(m3/h)

εn一�室内温度 (℃�);Q一�总热负荷 (kW);�

Cp一空气的比热容 〔kJ/(吨 ·℃)〕�;ρ�p_

空气的密度 (k酽″);L一�每股射流的空气

量 (J/s)�

冖 沪
南

送风温度 氵。(℃�)�

d。�=:695×�
枷

送风口直径 d。� (m)�

d刀�×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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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6-2 �扇形送风时射流作用距离的无因次数 X�

vp m(〃�s)
射流未端的最小平均回流速度 vp max(〃�s)

0 07 0 10 0 15 0 20 0 30 0 40

0 30

0,40

0 50

0 60

0,75

1 00

1 25

1 50

0.31

0 32

0 33

0 34

0 36

0 37

0 38

0,39

0 28

0 30

0 31

0 33

0 34

0 35

0 36

0 37

0.25

0,27

0 29

0 30

0 32

0 33

0 35

0 36

0 22

0 25

0 26

0 28

0 29

0 32

0 33

0 34

0.12

021�

0 23

0 25

0 26

0 29

0,30

0 32

0 12

0 20

0 22

0 24

0 27

0 28

0 29

2.8。�7 采用热风采暖系统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

1 室内的人员活动区宜处于回流区,射�流末端的最小平均回流速度 vp llllll宜�保持:vp而�n〓�0.15m/s。�

2 室内人员活动区的最大平均回流速度 vp max宜取下列数值 :�

坐着工作时 :�

轻体力劳动时 :�

重体力劳动时 :�

V、�nuⅩ ≤0.3m/s;�

vP mⅨ ≤0,5m/s;�

VP max≤ 0.75m/s。�

3 送风口的安装高度 ,应�根据房间高度及回流区的高度等因素确定 ,一�般不宜低于 3.5m,不�得高
于 7m;回�风口底边与地面的距离 ,宜�保持 0.4~0.5m。

4 送风口的送风速度 v。� (肠�/s),应根据送风口的高度、型式及布置经过计算确定 ,当�送风口位于

房间上部时,送�风速度宜取 :v。 =5~15m/s;当�送风口位于离地不高处时,送�风速度宜取 :v。 =0,3~�
0.7m/s。

5 回风口的回风速度 ,宜�取 :vh=l~3m/s。
6 送风温度宜控制在 35~sO℃�,最�高不得大于⒛℃。

2.8.8 暖风机的最大优点是升温快、设各简单、初投资低 ,它�主要适用于空间较大、单纯要求冬季供
暖的餐厅、体育馆、商场等类型的建筑物。对噪声控制较严格的房间,不�宜采用暖风机供暖。
2.8.9 暖风机宜与传统的散热器值班采暖系统配合应用;如�餐厅应用时,可�以沿外墙 (窗�)设�置传统

的散热器采暖系统 ,保�持室温 5℃�左右,另�外配置暖风机采暖系统 ,供�用餐时升温之用 (由�5℃�升至
16℃ 左右),非用餐时间保持关闭状态。

2。�8.10 �暖风机的名义供热量 ,通�常是根据进风温度为 15℃ 额定的,当�实际进风温度不等于 I5℃ 时 ,�

其供热量应按下式进行修正 :�

旦 ~%-%
0m �扌p-15

(2,8.10)

式中 o——暖风机的实际供热量 (W);

0hl 暖风机的名义供热量 (W);

Jp——热媒的平均温度 (℃�);

扌n—�—实际进风温度 (℃�)。�

2.8.,, �吊挂式小型暖风机的设计与布置,应�遵守下列规定 :�

1 室内空气每小时的循环次数 ,不�应少于 1.5次�
;�

2 布置水平出风的小型暖风机时,应�使暖风机的出口射流在平面上相互衔接,并�使室内空间形成
一个气流循环圈 ;�

3 暖风机不应沿外墙布置,避�免射流由外墙吹向室内 ;�

4 布置垂直向下出风的吊顶式小型暖风机时,应�保持暖风机的出口射流在活动区地面以上 2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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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面上互相搭接 ;�

5 水平出风小型暖风机的安装高度 九(m),应符合下列要求 :�

当出口风速 v。�≤5m/s时 ,仡�=2.5~3,5m;

当出口风速 v。�)5m/s时�,九�=4~5.5m;
6 送风温度不宜低于 35℃ ,不�应高于 55℃ 。

2.8。�12 �水平出风小型暖风机的射程 X(m),应�根据生产企业提供的数据采用 ;当�缺乏数椐时,可�近

似按下式估算 :�

X=11,3× v。�×D� (2.8,12)

式中 v。
——暖风机的出口风速 (m/s);

D—�—暖风机出口的当量直径 (m)。�

2.8.13 �落地式大型暖风机的设计与布置 ,应�遵守以下规定 :�

1 暖风机宜沿房间的长度方向布置 ,其�出风口与侧墙之间的距离 ,不�应小于 4m;�

2 暖风机的气流射程 ,不�应小于室内供暖区的长度 ;�

3 在气流射程区域内,不�应有任何阻挡气流流动的障碍物 ;�

4 暖风机出口的高度 九(m),应符合下列要求 :�

室内净高 H≤�8.0m时 ,九�=3.5~6.0m;

室内净高 〃>8.0m时�,九�=5~7m;
5 暖风机进风口底部距离地面的高度 ,不�宜大于 1.0m,也�不应小于 0.4m;�

6 当采用蒸汽作为热媒时,每�台暖风机应设置疏水器。

2.8.14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所 ,宜�设置空气幕或热风幕 :�

1 位于严寒地区的公共建筑 ,人�员出人频繁且无条件设置门斗的主要出人口;�

2 位于非严寒地区的公共建筑 ,人�员出人频繁且无条件设置门斗的主要出人口,设�置空气幕或热

风幕经济合理时 ;�

3 室外冷风侵入会导致无法保持室内设计温度时 ;�

4 内部有很大散湿量的公共建筑 (如�游泳馆)的�外门 ;�

5 两侧温度、湿度或洁净度相差较大,且�人员出入频繁的通道。

2.8.15 �热风幕的送风参数 ,应�通过计算确定 ,且�宜符合下列要求 :�

1 送风温度 :一�般的外门不宜高于∞℃,高�大外门不应高于 70℃
;�

2 送风速度 :公�共建筑的外门,风�速不宜大于 6m/s,高�大外门不应大于笏llys;�

3 通过外门进人室内的混合空气的温度不应低于 12℃ 。

2.8.16 �为了防止在供汽压力或供水温度过低的情况下热风采暖系统、暖风机和热风幕投入运行 ,从�

而出现
“
吹冷风

”
的现象 ,宜�配置恒压 (温�)启�动 自控环节 ,确�保蒸汽压力或热水温度未达到设计值

之前 ,热�风采暖系统、暖风机和热风幕不能启动。

2.9 热水采暖系统的水力计算

2.9.1 集中供热工程设计必须进行水力平衡计算 ,工�程竣工验收必须进行水力平衡检测。

2.9.2 室内采暖系统`总�
压力损失的确定 ,应�符合下列原则 :�

1 不大于室外热力网给定的资用压力降 ;�

2 满足室内采暖系统水力平衡的要求 ;�

3 室内采暖系统`总�
压力损失宜在计算

`总�
压力损失基础上增加 10%的�附加值。

2.9。�3 采暖系统热水管道的最大流速 ,不�应大于表 2.9.3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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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3 采暖系统热水管道的最大流速 (m/s)�

公称直径 DⅤ� (mm)� 40 ≥50

旬特殊安静要求的场雀 0 50 0 65 1.00 1 00

一般场合 0 80 1 00 1,20 1 40 2 00

2·�9.4 热水采暖系统并联环路 (不�包括公共段)之�间压力损失的相对差额 ,不�应大于 15%;一般可
通过下列措施达到水力平衡 :�

1 环路布置应力求均衡对称 ,作�用半径不宜过长 ,负�担的立管数不宜过多 ;�

2 尽可能通过调整管径 ,使�并联环路之间压力损失的计算相对差额达到最小 ;�

3 必要时设置静态或动态平衡阀。

2.9.5 对于垂直双管系统、垂直分层的单管水平串联系统、同一环路而层数不同的垂直单管系统 ,当�
重力水头的作用高差大于 10m时�,并�联环路之间的水力平衡 ,应�按下式计算重力水头〃 (h):

〃=名�←×凡×(ρ�r-ps)×�g�

式中 �凡——计算环路散热器中心之间的高差 (m);

ρs—�
—设计供水温度下的密度 (k酽耐 );

ρr—�
—设计回水温度下的密度 (k酽m3);

g—�—重力加速度 (In/s2),g=9.8111/矿�。
2.9"6 局部压力损失 ΔPl(h),可按局部阻力系数 ζ (常�用管道配件的局部阻力系数见表 2.9.6-1)
或当量长度 Jd(m)(见表 2.9.6-2)计算确定 :�

ΔPl=F×
吖

Jd=‘�×
;:

或

(2.9.5)�

(2.9.6-1)�

(2.9.6-2)�

表 2.9.6-1 常用管道配件的局部阻力系数

序号 名称 局部阻力系数 ζ

1�

截
止
阀

Dls/ 20 40 ≥50

直杆式 ζ 160� I0,0 90 9.0� 8,0� 70

斜杆式 ζ 15 05 0,5� 0,5� 05 05

2�
止
回
阀

DⅣ� 20 40 ≥50

升降式 ζ 160� 10,0 90 90 80 70

旋启式 ζ 45 4,1� 4 1�

3� 旋塞阀
D丿�V� 20 40 ≥50

ζ 4.0� 2.0�

4� 蝶 阀 01~03�

5� 间阀

DⅣ� 15    |  20-50  |    80� 150� 200-250� 300-450�

ζ I5 0.2� 01 0 08 0.07

6�
变
径
管

渐缩 010(对应小断面的流速 )�

030(对应小断面的流速 )�
渐扩

7� 突然扩大 10(按�其中较大断面流速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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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9.6-1�

序号 名称 局部阻力系数 ζ

8� 突然缩小 0.5(按其中较大断面流速计算 )�

9�

焊
接
弯
头

DV 80 100� 150� 200� 250� 300�

ζ 0,51 0.63 0.72 0 72 0,87 0,78

45° 乡 0.26 0.32 0.36 0.36 0,44 0.39

普
通
弯
头

DⅣ� 20 25 32 40 ≥50

90° r� 2.0� 2,0� 15 1.0� 10

45° ζ 10 l,0� 08 08 05

弯管 (槭�弯 )�

(R-弯�曲半径 ;�

D-直隹圣)�

D/R� 0,5� 10 1.5� 3,0� 4.0� 5,0�

‘ 1.2� 08 06 0 48 0 36 0.30 0.29

12 括弯

Dll/ 20 40 ≥50

ζ 3,0� 20 20 20 2.0�

水
箱
接
管

进水 口 1.0�

出水口 0,∞ (箱�体上的出水管在箱内与壁面保持平直 ,无�凸出部分 )�

出水口 0.乃 (箱�体上的出水管在箱体内凸出一定长度 )�

14 水泵入口 1,0�

无网滤水阀 2.0~30

有网底阀
DⅣ� 40 50 80 150� 200� 250� 300�

￡ 10 7� 6� 5.2� 4.4� 3.7� 2,5�

平衡阀 14~15�

方形补偿器 2.0�

套筒补偿器 05

表 2.9.6-2 热水采暖系统局部阻力当量长度 九 (m)�

局部阻力名称
公称管径 DⅣ� (mm)�

20 40 50 70

ζ=1 o.343� 0.516� 0 652� 0.99 1 265� 1 76 2 30

柱型散热器 0.7� 10 2.0�

铸铁锅炉 25 3.2� 4.4�

钢制锅炉 4.6�

突然扩大 03 05 07 1.0� 13 2.3�

突然缩小 0.2� 05 12

直流三通 0,3� 0.5� ⒍ 7� 10 1,3� 2.3�

旁流三通 0.5� 08 1.0� 1.5�

分 (合�)流�三通 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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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9.6-2�

局部阻力名称
公称管径 DⅤ� (mm)�

20 40 70

裤衩三通 05 1,0� 15

直流四通 13 20 25 46

分 (合�)流�四通 3.0�

方型补偿器 07 10 1,3� 25 4.6�

集气罐 10 15 19

除污器 127� 23.0

截止阀 5,2� 5.9� 10 1 12.3

闸阀 05 0.3� 0,4� 0.5� 09 12

弯头 1,0� 13 2.3�

90° 槭弯和乙字弯 08 07 10 06 12

括弯 10 1.0� 2.0� 46

急弯双弯来 10 25 4.6�

缓弯双弯头 0,3� 07 1.0� 13

2.9.7�

×lg3.7×�劳:�
-1

算

 
�×

计

 
�
⒓

式

 
�·
3
�

啷
r
�

’
 
 
 
�

×

λ

 
 
5
�

礅

+
�

力
 
 
 
�

入

阻擦摩的道管料塑

(2-3)�

lgRes� (2.9.7-1)�

(2,9.7-2)�

(2.9,7-3)�

(2.9.7-4)�

坨
帮

Res=d×�
n,

3丬�+畿�

℃=鄂�
式中 3——水的流动相似系数 ;�

南冖 管道的当量粗糙度 ,塑�料管 :品�d=1×�105m;�
Res 实际雷诺数 ;�

ut  水的运动黏度 (与�温度有关)(′ /s);

Rcz 阻力平方区的临界雷诺数。

2·�9.8 进行水力计算时,可�根据流量及流速由附录 B塑�料管及铝塑复合管水力计算表确定沿程压力损
失。

附录 B中�的比摩阻,是�根据平均水温 莎=∞�℃计算得出的;当�水温不等于ω℃时,应�按下式进行修
IE:�

R=R6° ×a�

式中 R——设计温度和设计流量下的比摩阻 (Pa/m);�

凡0—�
—在设汁流量和热水平均温度等于ω℃时的比摩阻 (Pa/m);�

@—�—比摩阻修正系数 ,见�表 2,9.8。�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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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8 比摩阻的修正系数

2.9。�9 塑料管附件的局部阻力系数,可�按表 2。� 9·�9确�定。

表2.9,9 塑料管附件的局部阻力系数纟

2。�10 �热水采暖系统的水质要求及防腐设计

2.10.1 �与热源间接连接的二次水采暖系统的水质 ,应�符合表 2.10· 1的�要求。

表 2.10,1 �与热源间接连接的三次水采暖系统的水质要求

注 :1

2�

2.10.2

硫酸根的检测,可�参照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131%。

总铜量的检测,可�参照 《水质 �铜的测定 �二乙二基硫代 �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GB9硐�4。�

供、回水平均温度 (℃�)�

修正系数 °

管路附件 莒
管路附件

0.3~0.5�

三 通

直流
90°弯头 (R≥ 5D)�

旁流 15
乙字弯

0.5�

合流
括弯

分流 30

突然扩大

四通

直流 20

突然缩小 0.5�

分流
压紧螺母 (连�接件 )�

项 目

悬浮物 (m酽L)

补水 循环水
序号

≤ 5� ≤10

1�

≥ 7�

10~12�

2� pH值 (乃�℃ )�

钢制设各

9~10
铜制设备

8.5~9�
丨靶

总硬度 (mm。�l/L)

溶氧量 (mg/L)

含油量 (mg/L)

≤ 6� ≤0.6�

3�

≤01
4�

≤ 2� ≤ 1�

5�

≤300� ≤300�

6� 氯根 α
ˉ (m酽L)

钢制设各

AISI304习�s钐�引辋 ≤ 10 ≤ 10

舡sI316不�锈钢 ≤100� ≤100�

铜制设各 ≤100� ≤ 100�

铝制设备 ≤30 ≤30

≤150�

7� 硫酸根 S咣�
ˉ(mg/L)

≤0.5�

8
 
 
�

一_ 
 
9

总铁量 氏 (m酽L)

一般

≤0.1�
铝制设各

≤05

总铜量 Cu(mg/L)
一般

铝制设各
≤0.02

沁小羽HⅡ�垂 HV1±�】
^V9  J /^’�

′ �′  ̌'′

与锅炉房直接连接的采暖系统 (无�压热水锅除外)的�水质,应�符合表 2.10· 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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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2 �与锅炉房直接连接的采暖系统 (无�压热水锅除外)的�水质要求

序号 项 目 补水 循环水

l� 悬浮物 (m酽 L) ≤ 5� ≤ 10

2� pH值 (25℃�
)�

钢制设各
9~10

10~12�

铜制设备 9~10

3� 总硬度 (mm。�L/L) ≤6/≤≤0 6� ≤06

溶氧量 (m酽 L) -/≤ 0.1� ≤0,1�

含油量 (m酽 L) ≤ 2� ≤ 1�

氯根 α
_(m酽�

L)

钢制设各 ≤300� ≤300�

舡sI3⒁�不锈钢 ≤10 ≤ 10

AIsI316不�锈钢 ≤100� ≤100�

铜制设备 ≤ I00� ≤100�

7� 硫酸根 s咣�
ˉ

(m酽 L) ≤150�

总铁量 Fe(m酽 L) ≤0.5�

9� 总铜量 Cu(m酽L) ≤0,1�

注:1 �当锅炉的补水采用锅外化学处理时,对�补水总硬度的要求为≤0,6mlnol/L。

2 当锅炉的补水采用锅外化学处理时 ,对�补水溶氧量的要求为≤0.1m酽 L。�

2.10。 3 与无压 (常�压)热�水锅炉连接的热水采暖系统 ,应�设置热交换器 ,�

统)与�采暖系统 (二�次水系统)分�开。二次水系统的水质 ,应�满足表 2.10.1

的水处理和水质,应�符合国家标准:《�工业锅炉水质》GB1576第 2.3条�关于
(见�表2.10.3)。�

将锅炉热水 (一�次水系

的各项要求。一次水系统
“
常压热水锅炉

”
的规定

表 2.10,3 �无压锅炉一次水系统水质的要求

项 目
锅内加药 锅外化学处理

给水 锅水 给水 锅水

悬浮物 (m酽 L) ≤20 ≤ 5�

总硬度 (mm。�l/L) ≤ 6� ≤0.6�

pH值 (25℃�
)� ≥ 7� 10~12� ≥ 7� 10~12�

溶解度 (m酽 L) ≤0.1�

含油量 (mg/L) ≤ 2� ≤ 2�

注:1 �通过补加药剂使锅水 pH值控制在pH=10~12。

2 额定功率≥42MW的承压热水锅炉给水应除氧,额�定功率 <4.2MW的承压热水锅炉和常压热水锅炉给水应
尽量除氧。

2·�10.4 �热水采暖系统的水处理 ,应�达到下列 目标 :�

1 使系统的金属腐蚀减至最小 ;�

2 水质达到表 2.10.1的要求 ;�

3 抑制水垢、污泥的生成及微生物的生长 ,防�止堵塞采暖设各、管道、温控阀、机械式热量表
等 ;�

4 不污染环境 ,特�别是不污染地下水 ;�

5 处理方法简单 ,便�于实施 ,费�用较低。

2·�10.5 �采暖系统的水处理,宜�选择表 2.10.5中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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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5 �热水采暖系统水处理的方式

类别 处理方式 处理要求 各注

补水

加防腐阻垢剂
当补水 的 pH值 小 于表 2101或 表

2,10,2的规定时,可�投加防腐阻垢剂

当补水总硬度为 0,6~6mmo1/L,且 日补

水量 >10%系 统水容量时,也�应对补水

投加防腐阻垢剂

离子交换软化
当补水硬度 )6mm。 l/L,可采用钠离子软

化水处理装置 ,使�总硬度≤0,6mmol/L�

离子交换软化的水处理方式可降低硬度 ,�

防止结垢

石灰水软化处理
当补 水 硬 度 >6mm。

'L、
总 碱 度 ≥

2.5mmol/L时�,可�采用石灰水软化处理

投加工业成品石灰的含量应 ≥“%⊙�石

灰水软化处理所需 占地面积较大 ,操�作

劳动强度也大

循环水

贮药罐人工投药

当循环水的溶氧量 )0.1m酽�L,或 pH值

小于表 2.101或�表 210.2的�规定时 ,可�

在回水 `总�管上设置简易投药罐

运行过程中,根�据 PH值 ,人�工间歇投加

防腐阻垢剂或缓蚀剂

旁通式自动加药装置

当循环水的溶氧量 )01m酽 L,或 pH值

小于表 2.101或�表 210.2的�规定时,可�

在回水总管上设置旁通式自动加药装置

通过对 pH值的监测实现 自动进行加药 ,�

并控制其加药量。本方式的最大优点是

准确、及时

2.10.6 �热水采暖系统的水处理装置,可�选择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式 :�

1 人工加药装置:对�热水采暖系统加防腐阻垢剂 ,加�药装置与系统的连接 ,一�般有下列两种方

式 :�

1)对补水进行水处理 :贮�药罐人工加药装置的出口与补水泵的人口相连 ;�

2)对循环水进行水处理 :贮�药罐人工加药装置的出卩与循环水泵的人口和出口相连 ,如�图2.10,6

-1所示。

循环泵 供暖循环管

图 2.10.6-1 �人工加药装置示意图

注:1 �防腐阻垢剂具有防腐、阻垢、除垢、除锈、育 (保�护)膜�、防止人为失水、抑制细菌和藻类繁殖以及停炉

保护等多种功能。使用固体防腐阻垢剂后,通�常不用除氧就能有效地防腐。

2 固体防腐阻垢剂有以下三种功能 :�

◆ �由于除垢除锈,等�于除去了电化学腐蚀的阴极,从�而能有效地阻止电化学腐蚀 ;�

◆ �它含有几种育膜剂,能�在铁的表面生成一层黑亮的保育膜,可�阻隔氧和二氧化碳的腐蚀 ;�

◆ �它是碱性药剂,能�迅速提高水的pH值。

DN15 �水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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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采用钢制散热器的采暖系统 ,实�际运行时只要控制 9≤�pH≤ 12(pH≥�10时 ,铁�处于钝化区中,腐�蚀最

小)就�可以了。不过 ,运�行中必须注意 ,一�旦出现 pH(9时 ,应�迅速投药 ;否�则会因为水中的碳酸盐析出而使水系统中

形成沉淀物的堆积。另外 ,为�了降低悬浮物的浓度 ,每�组排污阀每天应进行一次排污。

2 自动加药装置:图�2.10.6-2所示为旁通式自动加药装置,它�是一种根据 pH值按比例自动进

行加药的系统。

这种加药装置通常由 pH仪 、

化学水处理剂 ,能�自动控制 pH值
袋式过滤器等组成,可�以添加具有防止腐蚀和结垢的

8±� 0.2)。

接暖气循环泵

自动加药装置、

(保�持 pH=9.�
暖气总回水管

阀门 �水表

磁棒袋式过滤器

水泵减振器

图2,10.6-2 �旁通式自动加药装置

2.10.7 �热水采暖系统的防腐设计,应�符合表2.10.7的规定。

表 2,10,7 �热水采暖系统的防腐设计

序号 项 目 具体要求 备注

l� 基本要求

◇ �热水采暖系统,应�根据补水的水质情况、系统规模、与热源的

连接方式、定压方式、设备及管道材质等按本表要求进行防腐设计 ;�

◇ �采用铝制 (包�括铸铝与铝合金)及�其内防腐型散热器时,热�水

采暖系统不宜与热水锅炉直接连接 ;�

◇ �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的加热管,宜�带阻氧层 ;�

◇ �散热器采暖系统与空调供热系统不应合在同一个热水系统里

非供暖季节采暖系统应

充水保养 ;�

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

与散热器采暖系统并联

于同一热源系统时 ,应�

将它们作为—个热水采

暖系统 ,进�行防腐设计

2� 设计说明

◇ �有条件时 ,应�注明补水的水质资料 ;�

◇ �标明采暖系统的总水容量、定压方式、给出系统的最高、最低

工作压力及补水泵的启停压力

3� 定压方式

◇ �采用高位膨胀水箱定压时 ,宜�采用常压密闭水箱 ;�

◇ �采用钢制散热器时,应�采用闭式系统 ;�

◇ �采用水泵定压方式时9宜�应用变频泵 ;�

◇ �户用燃气 (油�)热�水炉 (器�),应选用内置隔膜膨胀水罐的产品

宜采用隔膜式压力膨胀

水罐定压 (充�注惰性气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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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10.7

系统的补水管上应设置

水表

◇ �计算确定高位膨胀水箱和隔膜式压力膨胀水罐的有效容积时 ,�

:包�雾髻警ξ罕粟晏柔泵筝 宜按补水量的50%、�100%两档设置水

雾

;袋�

露蚤晷甏愆 、采暖系统的分支回路、立管上 ,均�应设

置密闭性好的关断阀门;放�气应采用带自闭功能的自动排气阀

补水水质符合表 2101

或表 2.102的�规定 时 ,�

可不设补水水处理设施 ;�

但宜预留水处理设施的

位置

◇ �补水水质达不到表 2.10· 1或�表 2.102的�规定时 ,应�设补水水处

理设施和/或�循环水处理设施 ;�

◇ �循环水水质达不到表 2.101或�表 2.10,2规定时 ,应�设循环水水

处理设施 ;�

◇ �补水水处理设各的小时处理水量 ,宜�按系统总水容量的 2%~�

25%设�计 ;循�环水水处理设各的小时处理水量宜按系统循环水量的

10%设�计 ;�

◇ �对于既有采用普通补水泵定压、又用安全阀泄水卸压的采暖系

统 ,宜�增设隔膜式压力膨胀水罐定压 ,或�改用变频泵补水定压 ,宜�

根据补水水质情况增设补水水处理设施 ;�

◇ �对于既有采用高位开式膨胀水箱定压或系统中含有不阻氧塑料

管的采暖系统 ,宜�根据补水水质、循环水水质情况增设补水水处理

设施、旁通式循环水水处理设施

水处理设施

热水供暖系统有条件时

宜与空调水系统分开设

置 ,以�避免不 同金属设

备混装引发电化学腐蚀

◇ �热水采暖系统的供暖设各、管道与热源设各的材质应尽量一致。

在同一热水采暖系统中,少�量的不同金属设各无法避免混装时 ,其�

蓄

头

笃聂疆旨蜃疆霪笛重莰热水采暖系统中,采�用铝制 (包�括铸铝、

铝合金及内防腐型)散�热器时,与�钢管连接处应有可靠的防止电化

学腐蚀措施

除污器的阻力远远小于

Y型�过滤器 ,为�了减少

系统阻力 ,应�优先采用

除污器

◇ �循环水水处理设施的过滤:循�环水旁通进水管上设滤径为 3mm�

的过滤器或旁通式袋式等过滤器 ;�

◇ �建筑物热力人口的供水总管上,宜�设两级过滤,初�级为滤径

3mm;二级为滤径0.6~0乃�mm的过滤器

除污器、

过 滤 器 的

设置

金属腐蚀检查片应使用

与金属设各相同的材质 ,�

并宜设置于热源或便于

监控的管道中

新建民用建筑热水采暖系统及既有热水供暖系统改造时,宜�在系统

中预先设置金属腐蚀检查片,以�便定期检查金属的腐蚀速率、评估

被腐蚀状况,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水处理补救措施

金 属 腐 蚀

检 查 片 的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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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 一股规定

3。�1.1 供热、供冷介质及参数

1 采暖、通风、空调系统应采用水作供热介质。

2 当热水供热系统规模较大时,宜�采用间接连接系统。间接连接系统一次水设计供水温度宜取

115~130℃�,设�计回水温度应取 50~80℃�;二�次水设计供水温度不宜高于 85℃ 。

3 区域供冷系统宜采用较大的供回水温差 ,设�计供水温度不宜高于 5℃�。

4 当用户室内系统有不同的系统型式、需要不同的介质温度、阻力差别较大或使用时间不一致

时,应�按不同参数分别设置室外管网。当采用同一管网时,应�按较高参数设计管网,在�建筑物人口分系

统设置调节控制装置,必�要时可设混水泵或二次泵。

3。�1。�2 敷设方式

1 室外供热、供冷管道宜采用地下敷设。当热水、冷水管道地下敷设时,宜�采用直埋敷设 ;蒸�汽

管道地下敷设时,可�采用直埋敷设。

2 当地下敷设困难时,可�采用地上敷设。当地上敷设管道跨越人行通道时,保�温结构下表面距地

面不应小于 2.0m∶ 跨越车行道时,保�温结构下表面距地面不宜小于4.5m;采�用低支架时,管�道保温结

构下表面距地面不应小于 0.3m。

3 管沟敷设时,热�力管道可与自来水管道、电压 10kⅤ�以下的电力电缆、通讯线路、压缩空气管

道、压力排水管道和重油管道一起敷设在综合管沟内,严�禁与输送易挥发、易爆、有害、有腐蚀性介质

的管道和输送易燃液体、可燃气体、惰性气体的管道敷设在同一管沟内。在综合管沟布置时,热�力管道

应高于冷水、自来水管道和重油管道,并�且自来水管道应做绝热层和防水层。

3。�1.3 管线布置

1 地下敷设的管道和管沟坡度不宜小于 0。�OO2。�进人建筑物的管道宜坡向干管。

2 热水、冷水、凝结水管道的高点 (包�括阀门划分的每个管段的高点)应�安装放气装置;低�点
(包�括阀门划分的每个管段的低点)宜�安装放水装置。

3 蒸汽管道的低点、垂直升高的管段前和同一坡向的管段顺坡每隔碉0~500m、 逆坡每隔⒛0~
300m应设启动疏水和经常疏水装置。经常疏水装置排出的凝结水宜排入凝结水管道,当�不能排人凝结

水管时,排�人下水道前应降温至 40℃ 以下。

4 当热水、冷水系统补水能力有限需控制管道充水流量,或�蒸汽管道启动暖管需控制蒸汽流量

时,管�道阀门应装设口径较小的旁通阀作为控制阀门。

5 管道放气、放水、疏水、旁通管直径可参考表 3.1.3。�

表 3,1,3 管道放气、放水、疏水管公称直径 (mm)

管道公称直径 (mm) 25~80� 100~150� 200~250� 300~500�

热 水、 冷 水、

凝结水管道

放气管 20

放水管 40 5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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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3�

管道公称直径 (mm) 25~80� 100~150� 200~250� 300~500�

蒸汽管道

启动疏水管 25 40 50

经常疏水管 20 20

疏水器旁通管 20 20

管道阀门旁通管
25 50

6 室外采暖计算温度低于 -5℃ 地区露天敷设的不连续运行的凝结水管道放水阀门,室�外采暖计算

温度低于 -10℃�地区露天敷设的热水管道设各附件均不得采用灰铸铁制品。室外采暖计算温度低于 -�

30℃ 地区露天敷设的热水管道,应�采用钢制阀门及附件。蒸汽管道在任何条件下均应采用钢制阀门及附

件。

3.2 直埋敷设

3.2.1 直埋敷设适用条件

1 直埋敷设管道应采用由专业工厂加工的预制直埋保温管。工作钢管应符合 《流体输送用无缝钢

管》GB/η�163或�《城市供热用螺旋缝埋弧焊钢管》CJ/η�Ⅱ2的�规定。

2 供热介质设计温度不高于 130℃�的直埋敷设热水、冷水及凝结水管道,应�采用钢管、聚氨酯保

温层、高密度聚乙烯外护管结合成一体的预制直埋保温管及管件。

3 直埋敷设蒸汽管道,应�采用工作钢管相对外护管能沿轴向自由移动的预制直埋保温管及管件 ,�

保温结构中可设滑动支架、保护垫层、辐射层、空气层或真空层。外护管材料可采用钢或玻璃钢,当�地

下水位高于管底时,应�采用钢质外护管。

4 直埋保温管保温层厚度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1)外护管表面温度不高于 50℃
;�

2)冷水、蒸汽介质温度降的要求 ;�

3)管道周围土壤环境温度的要求 ;�

4)保温计算时应计入土壤热阻,双�管敷设的直埋管道应考虑管间附加热阻的影响 ;�

5)蒸汽管道接触工作钢管的保温材料的允许使用温度应比介质温度高 100℃�以上,当�采用复合保

温结构时,内�层保温材料的外表面温度不应超过外层保温材料的安全使用温度的0.8倍�。

5 直埋敷设管道的最小覆土深度宜符合表3.2.1的�规定 ,同�时应满足稳定和抗浮条件。

表 3.2.1 直埋敷设管道最小覆土深度 (m)�

管道公称直径 (mm) 25~100 125~200� 250~300� 350~400� 450~500�

热水、冷水管道
车行道下 0,8� 10 10 1.2� 1.2�

非车行道下 0.6� 07 08 0.9�

钢质外护蒸汽管道
车行道下 0,7� o.8� 10 10 1.2�

非车行道下 05 08 08 10

玻璃钢外护蒸汽管道
车行道下 0.8� 10 L.2�

非车行道下 0.6� 08 10

6 直埋敷设管道的阀门、补偿器、

保温结构。

3.2.2 热补偿

疏水装置等宜布置在检查室内,当�直埋布置时应采用预制直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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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埋敷设热水管道 ,宜�采用无补偿的敷设方式 ,钢�管壁厚不宜小于表 3.22的数值。应根据管

道规格 、布置长度、工作温度等参数 ,确�定计算方法。选用补偿器时 ,补�偿能力不应小于计算热伸长量

的 1.2倍�。

表 3.2.2 直埋敷设热水管道钢管壁厚 (mm)

公称直径 (mm) 25~32� 40~50� 65~100 125~150� 200~350� 400~500�

最小壁厚 (mm) 3� 4� 45 6� 7�

2 直埋敷设蒸汽管道的工作钢管 ,必�须采用有补偿的敷设方式 ,热�伸长量计算与管沟敷设相同。

直埋敷设蒸汽管道的钢质外护管,应�采用无补偿的敷设方式。

3.2。�3 管件布置

1 直埋敷设管道上的阀门应采用钢质阀门。阀门等管件应能承受管道的轴向荷载,与�管道连接宜

采用焊接。直埋弯头应采用机制光滑弯头。

2 直埋敷设热水、冷水管道转角宜布置为ω°~9O°�,转�角管段两侧的臂长 (弯�头至驻点、锚固点

或固定点的距离)不�应小于表 3.2.3-1的�数值。

表 3.2,3-1 直埋热水管道转角管段最小臂长

管道公称直径 (mm) 40 100�

最小臂长 (m)� 15 30 35

管道公称直径 (mm)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最小臂长 (m)� 48 7.2� 82

3 直埋敷设热水、冷水管道,当�平面折角小于表 3.2.3-2的�数值和坡度变化小于 0。�陇 时,可�视
为直管段,但�在距轴向补偿器 12m范�围内管道不应有折角和坡度变化。

表3,23-2 �直埋热水管道可视为直管段的最大平面折角 (°�
)�

管道公称直径

(mm)

循环工作温差 (℃�
)�

100� 120� 140�

25~100 43 24 1.6� 14

125~300� 18 1,4�

350~500� 26 I9 16 13 1.1�

4 直埋敷设蒸汽管道的工作钢管,固�定支架的设置与管沟敷设相同。当采用钢质外护管时,宜�采
用内固定支架。

5 不抽真空的直埋敷设蒸汽管道必须设置排潮管。排潮管直径宜按表 3.2.3-3选�取。排潮管应设

置在外护管位移较小处。排潮管可引入专用井室内,如�引出地面出口应向下 ,出�口距地面高度不宜小于
0.25m。�

表 3,2.3-3 直埋蒸汽管道排潮管公称直径 (mm)

工作钢管公称直径 排潮管公称直径

≤200�

250~400� 40

>400 50

6 直埋敷设蒸汽管道的疏水装置应设在工作钢管与外护管相对位移较小处。疏水井室宜采用主副

井的布置方式 ,关�断阀和疏水口应分别设在两个井室内。

3.2.4 固定支架作用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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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 �直埋敷设热水、冷水管道对固定支架的作用力计算 9应�包括以下三部分 :�

1)过渡段土壤摩擦力或锚固段升温轴向力 ;�

2)弯头升温轴向力或补偿器弹性力、摩擦力 ;�

3)两侧管道横截面不对称产生的内压不平衡力。

2 直埋敷设热水、冷水管道固定支架两侧管段作用力合成时,应�按以下原则进行 :�

1)当固定支架两侧管段长度不同时,土�壤摩擦力随升温次数增加而下降造成的轴向力变化的差

异,按�最不利情况进行合成 ;�

2)按本条第 1款�第 1)、 2)项计算的作用力相互抵消时,较�小方向作用力应乘以0.8的�抵消系数 ;�

3)当 固定支架两侧管段均为锚固段时,锚�固段升温轴向力的抵消系数取 0.9;

4)固定支架两侧管段内压不平衡力的抵消系数取 1。�

3 直埋敷设蒸汽管道,工�作钢管对内固定支架的作用力计算与管沟敷设相同;外�护管对外固定支

架的作用力可按本条第 1、�2款�计算;内�外固定支架的作用力计算应包括工作钢管的作用力和外护管的

作用力。

3。�3 管沟敷设和地上敷设

3。�3.1 管道敷设

习 �管沟敷设有关尺寸应符合表 3.3。�1的�规定。

注 :当�必须在沟内更换钢管时 ,人�行通道宽度还不应小于管子外径加 01m。�

2 检查室有关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

1)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1.8m;�

2)人行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0.6m;�

3)干管保温结构表面与检查室地面距离不应小于 0.6m;�

4)人孔直径不应小于 0.7m,人�孔数量不应少于两个 ,并�应对角布置 ,人�孔应避开检查室内的设

各 ,当�检查室净空面积小于 4彳�时,可�只设一个人孔 ;�

5)检查室内至少应设一个集水坑,并�应置于人孔下方 ;�

6)检查室地面应低于管沟内底不小于 0.3m;�

7)检查室内爬梯高度大于 4m时应设护拦或在爬梯中间设平台 ;�

8)盖板覆土深度不应小于 0,2m。

3 通行、半通行管沟应设事故人孔。设有蒸汽管道的通行管沟,事�故人孔间距不应大于 100m;热�

水、冷水管道的通行管沟,事�故人孔间距不应大于们0m。

4 整体混凝土结构的通行管沟,每�隔⒛0m宜设一个安装孔。安装孔宽度不应小于 0.6m且应大于

管沟内最大一根管道的外径加 0.1m,其�长度应保证 6m长 的管子进人管沟。当需要考虑设备进出时 ,�

安装孔宽度还应满足设备进出的需要。

表 33,1 �管沟敷设有关尺寸 (m)�

管沟类型

有关尺寸名称

沟

高

管

净

人行

通道宽

保温表面与

沟墙净距

保温表面与

沟顶净距

保温表面与

沟底净距

保温表面间

净距

通行管沟 ≥18 ≥06 ≥0.2� ≥02 ≥0.2� ≥02

半通行管沟 ≥ 1,2� ≥05 ≥02 ≥0.2� ≥02 ≥0.2�

不通行管沟 ≥0.1� ≥0 05 ≥0 15 ≥02



供热与供冷管网 。翔 ·

5 管道进人建筑物时 ,管�道穿墙处应封堵严密。

3,3.2 热补偿

1 管道活动端热伸长量应按下式计算 :�

Δ′=α�(莎�I一�岛)乙�×1000 (3,3.2)�

式中 �ΔJ—�—管段的热伸长量 ,(mm);
α——钢材的线膨胀系数 ,〔�〃 (m。 ℃ )〕�;�

莎【
——管道工作循环最高温度 ,(℃ );

莎2—�—管道安装温度或工作循环最低温度 ,(℃ );

乙 ——设计布置的管段长度 ,(n1)。�

采用套筒补偿器时 ,莎�2应�取管道安装温度和工作循环最低温度中的较低值。采用方形补偿器、波纹

管补偿器时 ,莎�2应�取管道工作循环最低温度。

2 采用套筒补偿器时,应�计算各种安装温度下的补偿器安装长度 ,并�保证管道在可能出现的最

高、最低温度下 ,补�偿器留有不小于⒛mm的补偿余量。

3 方形补偿器、波纹管补偿器、球形补偿器安装时应进行预变形 ,预�变形系数可取 0。�3~0.5。�

3.3.3 管道支架设置

1 活动支架之间的距离可参考表 3.3.3-1选�用。

表 3.3.3-1 管道活动支架最大间距 (m)�

管道公称直径 (mm)
地上敷设或通行管沟敷设 不通行管沟敷设

直管段 转角管段 直管段 转角管段

25~40� 2� 1,5� 2�

50~65� 3�

80~125 5� 4� 3�

150~200� 8� 5�

250~300�

350~500� 14 6�

2 固定支架之间的距离可参考表 3.3.3-2选�用。

表 3.3.3-2 管道固定支架最太间距 (m)�

管道工称直径 (mm)
供热介质温度≤150℃� 供热介质温度≤3O0℃�

方形补偿器 轴向补偿器 方形补偿器 轴向补偿器

25~40� 50

50~65� 60 60

80~125 90 70 50

150~300� 120� 100� 100� 60

350~500� 160� 140� 140� 80

3 采用方形补偿器或波纹管补偿器时,管�道上应安装防止管道失稳的导向支架。

当采用轴向波纹管补偿器时9第�一个导向支架与补偿器的距离不应大于 4倍�管道公称直径 ,第�二个

导向支架与第一个导向支架的距离不应大于 14倍管道公称直径 ,其�余导向支架的间距可与活动支架的

间距相同。

3。�3.4 管道支架作用力计算

1 活动支架的荷载应包括钢管、保温结构及管内介质的重量。蒸汽管道应考虑压力试验时的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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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2 管道对固定支架的作用力计算 ,应�包括以下三部分 :�

1)活动支架摩擦力。

摩擦系数可取下列数值 :�

钢与钢滑动摩擦

钢与混凝土滑动摩擦

不锈钢与聚四氟乙烯滑动摩擦  0,1;

钢与钢滚动摩擦 0.1。�

2) �自然补偿管段弹性力、补偿器弹性力或摩擦力。

3)两侧管道横截面不对称产生的内压不平衡力。

3 管道固定支架两侧管段作用力合成时,应�按以下原则进行 :�

1)应考虑升温和降温过程 ,选�择最不利工况和最大温差进行计算 ;�

2)当 固定支架承受几个支管的作用力时,应�考虑几个支管作用力的最不利组合 ;�

3)按本条第 2款�第 1)、 2)项计算的作用力相互抵消时,较�小方向作用力应乘以0.7的�抵消系数 ;�

4)固定支架两侧管段内压不平衡力的抵消系数取 1。�

4 活动支架摩擦力计算时,钢�管计算重量应乘以 1.1的�系数 ;保�温结构计算重量应乘以 1.2的�系

数;蒸�汽管道介质计算重量应考虑运行中可能产生的凝结水的重量。

5 管道整体压力试验时应对固定支架的承载能力进行校核 ,必�要时采取临时加固措施。试压时管

道对固定支架的作用力应包括管道或补偿器的预变形弹性力和按试验压力计算的内压不平衡力。

6 在同一支架上敷设不同季节运行的多根管道时,计�算其活动支架摩擦力及固定支架受力时,应�

根据管道的运行规律 ,考�虑管道可能产生的最大作用力。

3.4 管网的计算

3.4.1 冷、热负荷的确定原则

1 设计冷、热负荷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冷、热源和区域的现况及发展规划。

2 从冷、热源引出的干线`总�设计热负荷宜按冷、热源的设计供热能力计算。

3 支线设计冷、热负荷,既�有建筑应调查历年实际冷、热负荷及耗热量,新�建建筑应按建筑物设

计冷、热负荷计算。

4 当同一支线各用户供热、供冷时间不一致时,应�绘制冷、热负荷曲线,确�定管线设计冷、热负

荷⊙

3.4.2 热水、冷水管网水力计算

1 应根据设计流量通过水力计算确定管道管径和循环水泵扬程。当用户分期建设时,应�分期进行

水力计算。当管道采暖期供热和供冷期供冷时,应�分别进行水力计算。

2 供应采暖、通风、空调热负荷的热水管网,应�按冬季室外计算温度下的热网供、回水温度和设

计热负荷计算设计流量。同时供应采暖、通风、空调热负荷和生活热水热负荷的热水管网,应�按各种热

负荷在不同室外温度下的流量曲线叠加得出的最大流量作为设计流量。

3 冷水管网应按设计最高日冷负荷逐时曲线叠加得出的最大冷负荷计算设计流量。

4 主干线宜按经济比摩阻确定管径。一般情况下,主�干线平均比摩阻可按以下数值选用 :�

1) �∑L≤�500m               60~100Pa/m;

2) 500m(∑ L(1000m         50~80Pd/m;

3) �∑L≥�1000m             30~60Pa/m。�

注 :∑�L为�主干线供回水管的总长度。

0.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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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干线、支线应按允许压力降确定管径 ,但�供热介质流速不应大于 3.5m/s,支�干线比摩阻不应

大于 300Pa/m,支 线比摩阻不宜大于 400Pa/m。�

5 采暖、通风、空调系统管网最不利用户的资用压头 ,应�考虑用户系统安装过滤装置、计量装

置、调节装置的压力损失 ,且�不应低于 50kPa。�

6 钢质采暖、通风、空调系统管道内壁当量粗糙度应取 0.5mm;钢质生活热水管道内壁当量粗糙

度应取 1mm;爿F金�属管按相关资料取用。

7 计算管网压力降时,应�逐项计算管道沿程阻力、局部阻力和静水压差。估算时,输�配管网局部

阻力与沿程阻力的比值 ,可�按表 3,4,2的�数值取用。

表 3.4.2 热水管道局部阻力与沿程阻力比值

补偿器类型 管道公称直径 (mm) 局部阻力与沿程阻力的比值

套筒或波纹管补偿器 (带�内衬筒 )�

≤400�

450~1200 0,4�

方形补偿器

≤250� 06

300~350� 08

400~500�

600~1200 1.0�

8 热水管网设计时,应�绘制各种主要运行方案的主干线水压图。按水压图确定系统定压方式和管

网设计压力。

1)在循环水泵运行时,管�网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供水管道任何一点的压力不应低于供热介质的汽化压力 ,当�设计供水温度高于呖℃时,应�留有 30

~50kh的�富裕压力 ;当�设计供水温度不高于 %℃�时,压�力不应低于 10kPa;

系统中任何一
`氪�

的压力不应超过系统管道及附件的允许工作压力 ;�

循环泵吸入侧的压力 ,不�应低于吸人口可能达到的最高水温下的饱和蒸汽压力加 50kPa,且不得低

于 50kPa。�

2)在循环水泵停止运行时,管�网静态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

系统任何一点的压力不应低于供热介质的汽化压力 ,当�设计供水温度高于 9~s℃�时,应�留有 30~�
50kPa的�富裕压力 ;当�设计供水温度高于 bD^℃�但不高于 %℃�时,压�力不应低于 10kh;当�设计供水温度

等于或低于甾℃时,压�力不应低于 5kPa。

3.4.3 蒸汽管网水力计算

1 应根据用户压力和温度要求,通�过水力计算和热力计算 ,确�定管道管径、保温厚度、热源出口

蒸汽压力。一般民用建筑用户常用蒸汽压力可按表 3.4.3-1选�用。

表3.4,3-1 民用建筑用户蒸汽压力 (MPa)�

蒸汽用途 设计蒸汽压力

生活热水换热 03~0.6

厨房设各 (蒸�具、消毒器、开水箱、洗碗机等)用�汽 01~03�

洗衣房、医院用汽 08~10�

吸收式制冷 06~08�

2 蒸汽管网的设计流量,应�按各用户的最大蒸汽流量之和乘以同时使用系数确定。当供热介质为

饱和蒸汽时,设�计流量应考虑补偿管道热损失产生的凝结水的蒸汽量。

3 计算时应按设计流量进行设计计算,再�按最小流量进行校核计算,保�证在任何可能的工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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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最不利用户的压力和温度要求。当各用户间所需蒸汽参数相差较大、季节性热负荷占总热负荷比例

较大或热负荷分期增长时,可�采用双管或多管制。

4 蒸汽管网设计时,应�计算管段的压力损失和热损失 ,当�供热介质为饱和蒸汽时,还�宜计算管段

的凝结水量、起点和终
'茕�

蒸汽流量 9应�根据计算管段起点和终点蒸汽压力、温度 ,确�定该管段起点和终

点供热介质密度。计算管道压力降时,供�热介质密度可取计算管段的平均密度。

5 蒸汽管网应根据管线起点压力和用户需要压力确定的允许压力降选择管道直径。

6 计算保温层厚度时,应�选择蒸汽压力、温度、流量、环境温度组合的最不利工况进行计算。计

算时供热介质温度应取计算管段在计算工况下的平均温度。

7 蒸汽管网供热介质的最大允许设计流速应采用表 3.4.3-2数�值。

表 3,4,3-2 蒸汽管道供热介质最大允许设计流速 (m/s)�

管道公称直径 (mm) 过热蒸汽 饱和蒸汽

≤200� 50

)200 80 60

8 钢质蒸汽管道内壁当量粗糙度应取 0.2mm。�

9 计算管网的压力损失时,应�逐项计算管道沿程阻力和局部阻力。估算时,输�配管网局部阻力与

沿程阻力的比值,可�按表 3.4.3-3的�数值取用。

表 3.4.3-3 蒸汽管道局部阻力与沿程阻力比值

补偿器类型 管道公称直径 (mm) 局部阻力与沿程阻力的比值

套筒或波纹管补偿器 (带�内衬筒 )�

≤400� 0.4�

450~1200 05

方形补偿器

≤250� 0,8�

300~500�

600~1200 I2

3。�4。�4 凝结水管网水力计算

1 凝结水管道的设计流量 ,应�按蒸汽管道的设计流量乘以用户凝结水回收率确定。间接换热的蒸

汽供热系统凝结水应全部回收。

2 应根据热源和用户的条件确定凝结水系统形式 ,根�据设计流量通过水力计算确定管道管径 ,水�
力计算时应考虑静水压差。

日)自�流凝结水系统,适�用于供汽压力小、供热范围小的蒸汽供热系统。自流凝结水管道的管径 ,�

可按管网计算阻力损失不大于最小压差的 0.5倍�确定。

2)余压凝结水系统,适�用于高压蒸汽供热系统。余压凝结水管道应计算管网阻力损失 ,按�管段起

点和终点最小压差选择管道直径。

3)压力凝结水系统,应�在用户处设闭式凝结水箱 ,用�水泵将凝结水送回热源,并�应设置安全水封

保证任何时候凝结水管都充满水。压力凝结水管道设计比摩阻可取 100Pa/m。�

3 钢质凝结水管道内壁当量粗糙度应取 1mm;非金属管按相关资料取用。

4 凝结水管道的压力降,可�按本章第 3,4.2条�第 7款�计算。当凝结水管内介质为汽水混合物时 ,�

应按本章第 3.4.3条�第 4款�计算介质密度。

5 压力凝结水系统设计时,应�按设计凝结水量绘制凝结水管网的水压图,按�水压图确定各用户凝

结水泵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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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管网的调节与控制

3.5.1 运行调节方式

1 采暖、通风、空调系统应采用冷、热源处集中调节、热力站及建筑引人口处的局部调节和用热
设各单独调节相结合的联合调节方式 ,并�宜采用自动化调节。

2 热源与用户采用间接连接的热水供热系统,一�次水的运行调节方式应按以下原则选择 :�

1)只有单一采暖热负荷且只有单一热源的热水供热系统,在�热源处可根据室外温度变化进行的质
调节、分阶段改变流量的质调节或质一量综合调节 ;�

2)当热水供热系统有采暖、通风、空调、生活热水等多种热负荷时,应�按采暖热负荷在热源处进
行集中调节 ;在�采暖热负荷需要的水温低于⒛℃阶段,一�次网应采用量调节满足不同热负荷运行水温
的需要 ;�

3)多热源联网运行的城市热水供热系统 ,应�按各热源的投人顺序 ,分�阶段采用不同的调节方式 ;�

4)当一次网采用改变流量的调节方式时,应�根据各种热负荷的用热要求在热力站进行自动调节。
3 热源与室内系统采用直接连接的供热系统 ,或�采用间接连接的二次水系统 ,运�行调节方式应按

以下原则选择 :�

1)不同系统形式、不同运行压力、不同供热时间的用户应分别设置二次水系统 ,并�采用不同的调
节方式 ;�

2)采暖系统宜采用质调节 ;应�根据室外温度和温度调节曲线 ,调�节一次水流量或混合水流量 ,控�
制二次水温度维持室外温度下的给定值 ;�

3)空调系统应恒定供水温度 ,根�据室内系统控制方式采用定流量或变流量运行方式;应�调节一次
水流量 ,控�制二次水温度维持给定值 ;�

4)当系统较大、阻力较高、各环路负荷特性或阻力相差悬殊时,可�在用户侧设二次循环泵或混水
泵 ,循�环泵和混水泵宜根据供水温度调节曲线自动调节水泵转速 ;�

5)当 同一管网供应的室内采暖系统需要不同的供水温度时,可�在建筑物人口设混水泵 ,混�水泵宜
根据供水温度调节曲线自动调节水泵转速 ;�

6)当公共建筑室内系统使用时间不同时,宜�分区分时供热。
4 冷水系统应恒定供水温度。

5 蒸汽系统应恒定热源出口供汽压力。
3.5.2 管道附件的设置要求

1 —、二次网干线、支干线及一次网支线的起点应安装关断阀门。
2 当二次网系统较大、各环路负荷特性或阻力相差悬殊时,应�在支干线或主要支线上安装调节装

置。

3 建筑热力人口装置 :�

1)室外热网与室内系统连接处应装设关断阀门;在�供、回水关断阀门前宜设连通管,连�通管管径
可为供水管的 0.3倍�

;�

2)应设置自动或手动调节装置 ;�

3)在供、回水管上应设温度计、压力表 ;�

4)每栋建筑应设置热量计量装置 ,流�量计宜安装在回水管上 ;�

5)在供水入口和调节阀、流量计、热量计前的管道上应设过滤器 ;�

6)必要时设二次循环泵或混水泵 ;�

7)当室内系统使用时间不同时,宜�分区设供热时间控制装置。
4 调节装置的设计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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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热源、热网、室内系统均采用质调节方式时,在�热力站一次网入口、建筑热力入口管道上 ,�

应设 自力式流量控制阀或自力式压差控制阀或手动调节阀 ;�

2)当热源采用质一量综合调节或多热源联网运行时,在�热力站一次网人口管道上 ,应�设 自力式压

差控制阀;在�每个二次水系统的一次水侧应设电动调节阀 ;�

3)当热源采用分阶段改变流量的质调节时,在�热力站一次网人口管道上 ,应�设自力式压差控制阀

或自力式流量控制阀;在�每个二次水系统的一次水侧应设电动调节阀;自�力式流量控制阀须随热源流量

的调节 ,分�阶段改变流量设定值 ;�

4)当窒内系统设有室温控制装置时,在�热力站一次水侧应设电动调节阀 ;�

5)当室内系统设置两通调节阀时,在�建筑热力入口应设自力式压差控制阀 ;�

6)当室内系统设置三通调节阀或无调节装置时,在�建筑热力人口应设 自力式流量控制阀或自力式

压差控制阀或手动调节阀 ;�

7)在用户侧设置二次循环泵或混水泵时,应�设变频器自动控制水泵转速 ;�

8)蒸汽用户应根据用热设各需要设置减压、减温装置并进行自动控制 ;�

9)管网关键点、热力站、建筑热力入口处的温度、压力、流量、热量信号宜传至集中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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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 通风的一股规定

4.1.1 建筑物通风应优先采用自然通风 ,但�下列情况下房间应设置机械通风 :�

刂 �散发大量余热、余湿 ;�

2 散发烟味、臭味以及有害气体等 ;�

3 无自然通风条件或自然通风不能满足卫生要求 ;�

4 人员停留时间较长,且�房间无可开启的外窗。
4·�1.2 机械通风应优先采用局部排风,当�不能满足卫生要求时,应�采用全面排风。
4.1.3 机械通风系统 (包�括与热风采暖合用的系统)的�设置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使用要求 (包�括送风参数、使用时间等)不�同的房间,宜�独立设置通风系统。
2 散发大量余热、余湿、臭味以及有害气体的房间,一�般不应与其他房间合用系统;当�条件限制

必须合用时,应�采取防止该类气体进人其他房间的技术措施。
3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单独设置排风系统 :�

1)混合后能引起燃烧或爆炸 ;�

2)混合后能形成毒害或腐蚀性加剧 ;�

3)混合后易使蒸汽凝结并积聚粉尘时 ;�

4)放散强烈异味或剧毒物质的房间和设各 ;�

5)建筑物内设有储存易燃、易爆的单独房间或有防火、防爆要求的单独房间。
4 当周围环境较差且房间空气有清洁度要求时,房�间室内应保持一定的正压 ,排�风量宜为送风量

的SO%~⒇%;放散粉尘、有害气体或有爆炸危险物质的房间,应�保持一定的负压 ,送�风量宜为排风
量的gO%~⒛ %。�

5 排除有毒、有害气体管道的室内段宜为负压。
6 当机械通风不能满足室内温度要求时,应�采取相应的降温或加热措施。

4·�1.4 机械通风系统的室外进风、排风口设置 ,应�符合以下要求 :�

1 进风口应直接设置在室外空气较清洁的地点 ,应�尽量设在排风口的上风侧且应低于排风口。
2 进、排风口的底部距室外地坪不宜小于 2m,当�进风口设在绿化地带时,不�宜小于 1m。

3 事故排风的排风口不应布置在人员经常停留或经常通行的地点。
4 事故排风的排风口与机械进风系统的进风口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⒛m;当进风、排风口水平距

离不足⒛m时�,排�风口必须高出进风口,并�不得小于 6m。

5 排风管道的排出口高空排放时,宜�高出屋脊 ,排�出口的上端高出屋脊的高度一般不得小于下列
规定 :�

1)当排出无毒、无污染气体时,宜�高出屋面 0.5m;�

2)当排出最高允许浓度小于 5m酽0有�毒气体时,应�高出屋面 3.0m;�
3)当排出最高允许浓度大于 5m酽m3有毒气体时,应�高出屋面 5,0m。

6 直接排人大气的有害物,应�符合有关环保、卫生防疫等部门的排放要求和标准,不�符合时应进
行净化处理。

4�



·56· 全国民田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空调·动力 (2009年�版)�

7 进风、排风口的噪声应符合环保部门的要求 ,否�则应采取消声措施。

8 进风、排风口的风速一般可按表 4.1,4选�取。

表4.1.4 进风、排风口风速 (m/s)�

建筑类别 新风取风口 排风 口

一般性居住、公共建筑 2.0~45 3,0~50

站房、库房、机房等 4,0~50 50~6,5

注:风�口风速应按实际有效面积计算,一�般百叶风口的遮挡率可取∞%。�

4.1.5 设置机械通风系统的房间,其�通风换气量应按以下原则确定 :�

1 人员所需新风量应不小于同类型房间的空调所需新风量。

2 当采用全面排风方式消除室内余热时,通�风量应按下式确定 :�

L=       G⒈ 0�

式中 �乙——通风换气量 (耐�/h);

Q-室 内显热发热量 (W);

莎p—�
—室内排风设计温度 (℃�);

莎s—�
—送风温度 (℃�)。�

3 当采用全面排风方式消除室内余湿和其他有害物质时 ,�

排风含湿量差、含尘浓度差等,以�及房间有害物质的允许值 ,�

供的换气次数,确�定所需通风量。

4 局部排风量宜按排气罩口面积和所需风速计算确定。

4.1.6 设置集中采暖且有排风的建筑物 ,应�按下列要求设置补风系统 :�

1 应首先采用自然补风 ,包�括利用相邻房间的清洁空气进行自然补风。

2 当自然补风达不到要求时,宜�设置机械补风 (送�风)系�统。

3 每天运行不超过两小时的机械排风系统 ,可�不设机械补风 (送�风 )。�

4 人员停留区域和不允许冻结的房间,机�械送风系统的空气 ,冬�季宜进行加热 ,并�应满足室内风

量和热量的平衡要求。

5 选择机械送风系统的换热器时,应�按下列原则确定室外新风计算温度 :�

1)一般采用冬季采暖室外计算温度 ;�

2)用于补偿消除余热、余湿的全面排风耗热量时,应�采用冬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6 夏季为消除余热来计算通风量时,新�风温度应采用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4.1.7 仅用于消除室内余热的通风系统 ,当�采用直流系统时,夏�季室内计算温度取值不宜低于夏季通

风室外计算温度。

4.1.8 可能突然放散大量有害气体或有爆炸危险气体的建筑物,应�设置事故通风系统或装置。事故通

风量宜根据工艺设计要求通过计算确定 ,但�换气次数应≥⒓ 次 /h。 排除有爆炸危险气体的通风设各应

采用防爆型。

4.1.9 事故通风的通风机 ,应�分别在室内、外便于操作的地点设置电器开关。

4.2 厨房通风

4.2.1 厨房通风系统应按全面排风 (房�间换气 )、� 局部排风 (油�烟罩)以�及补风三部分进行考虑和设

计 ,系�统设置可按以下确定 :�

1 当自然通风不能满是室内环境要求时,应�设置全面通风的机械排风 ;�

应根据余湿量、有害物质的散发量和送

通过平衡计算或依据相关规范、标准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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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厨房炉灶间应设置局部机械排风 ;�

3 当自然补风无法满足厨房室内温度或通风要求时,应�设置机械补风。
4.2.2 对于可产生油烟的厨房设备间,应�设置带有油烟过滤功能的排风罩和除油装置的机械排风系

统,设�计应优先选用排除油烟效率高的气幕式 (或�称为吹吸式)扫�:风�罩和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的除油装

置,处�理后的油烟应达到国家允许的排放标准。对于可能产生大量蒸汽的厨房设各宜单独布置在房间

内,其�上部应设置机械式排风罩。

4.2.3 排风罩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排风罩的平面尺寸应比炉灶边尺寸大 100mm,排风罩的下沿距炉灶面的距离不宜大于 1.0m,�

排风罩的高度不宜小于ω0mm;

2 排风罩的最小排风量应按以下计算的大值选取 :�

1)公式计算

Ij=1000×� P×�刀 (4,2.3)�

式中 L⋯— 排̄风量 (邢�/h);

P—�—罩子的周边长 (靠�墙侧的边不计)(m);�
H—�—罩口距灶面的距离 (m)。�

2)按罩口断面的吸风速度不小于 0,511L/s计算风量。

4.2.4 洗碗间的排风量按排风罩断面速度不宜小于 0.2m/s进行计算 ;一�般洗碗间的排风量可按每间
5OOm3/h选�取 ;洗�碗间的补风量宜按排风量的 80%选�取 ,可�设定补风与排风联动。

4.2.5 厨房机械通风系统排风量宜根据热平衡按公式 (4.1.5)计�算确定。

式中 Jp~~厨�房计算排风温度 (℃�),冬季取 15℃ 、夏季取 35℃
;�

窒内显热发热量 Q(W),按�以下计算 :�

0=01+02+Q3+Q4�
Q1—

—厨房设各发热量 (W),宜按工艺提供数据 ;�

G—�—操作人员散热量 (W);

仇
——照明灯具散热量 (W);

G—�—外围护结构冷负荷 (W)。�

4.2:6 厨房通风系统应独立设置 ,局�部排风应依据厨房规模、使用特点等分设系统 ,机�械补风系统设

置宜与排风系统相对应。

4.2.7 厨房通风应采用直流式系统 ,补�风宜符合下列要求 :�

1 补风量宜为排风量的 80%~⒇%;
2 当厨房与餐厅相邻时,送�入餐厅的新风量可作为厨房补风的一部分 ,但�气流进入厨房开口处的

风速不宜大于 1nL/s;

3 当夏季厨房有一定的室温要求或有条件时,补�风宜做冷却处理 ,可�设置局部或全面冷却装置 ;�

对于严寒和寒冷地区,应�对冬季补风做加热处理 ,送�风温度可按 12~14℃�选取。

4.2.8 当厨房通风不具各准确计算条件时,排�风量可按下列换气次数进行估算 :�

中餐厨房

西餐厨房

职工餐厅厨房

40~60衫�k/h�

30~40次�/h

25~35次�/h
注:1 �上述换气次数对于大、中型旅馆、饭店、酒店的厨房较合适。

2 当按吊顶下的房间体积计算风量时,换�气次数可取上限值 ;当�按楼板下的房间体积计算风量时,换�气次数

可取下限值。

3 以上所指厨房为有炉灶的房间。

4.2.9 厨房送风 口、排风 口的布置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



·58·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遇空调·动力 (2009年�版)�¨ — 彐V、�JⅡ�⋯ --Ⅱ亠⋯̂ˇ�Ⅱ̈ '′�̈∷ェ△△二~二�二二二二~工�⊥___                                          �—

1 送风口应沿排风罩方向布置,距�其不宜小于0.7m;�

2 全面排风口应远离排风罩 ;�

3 设在操作间内的送风口,应�采用带有可调节出风方向的风口 (如�旋转风口、双层百叶风口等 )。�

4.2。�10 �厨房排风系统的设计,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风管宜采用 1.5mm厚�钢板焊接制作,其�水平管段应尽可能短 ;� 风管应设不小于 2%的坡度坡向

排水点或排风罩 ;�

2 风管风速不应小于 8m/s,且�不宜大于 10m/s;排风罩接风管的喉部风速应取 4~5m/s;�

3 排风管室外设置部分宜采取防产生冷凝水的保温措施 ;�

4 排风机设置应考虑方便维护 ,且�宜选用外置式电机。

4。�2.11 �采用燃气灶具的地下室、半地下室 (液�化石油气除外)或�地上密闭厨房,通�风应符合下列要

求 :�

1 室内应设烟气的一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器 ;�

2 房间应设置独立的机械送排风系统;通�风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

1)正常工作时,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6氏�/h;事�故通风时,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12次/h;不�工作时

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3次�/h;�

2)当燃烧所需的空气由室内吸取时,应�满足燃烧所需的空气量 ;�

3)应满足排除房间热力设各散失的多余热量所需的空气量。

4.3 汽车库通风

4.3.1 汽车库应按下列原则确定通风方式 :�

1 地上单排车位≤30辆的汽车库 ,当�可开启门窗的面积≥2′�/辆�且分布较均匀时,可�采用自然通

风方式 ;�

2 当汽车库可开启门窗的面积≥0.3彳�/辆�且分布较均匀时,可�采用机械排风、自然进风的通风方

式 ;�

3 当汽车库不具各自然进风条件时,应�设置机械送风、排风系统。

4.3.2 汽车库机械排风量 ,可�按下列两种方法计算 :�

1 用于停放单层汽车的换气次数法

1)汽车出入较频繁的商业类等建筑 ,按�6次�/h换气选取 ;�

2)汽车出人一般的普通建筑 ,按�5次�/h换气选取 ;�

3)汽车出人频率较低的住宅类等建筑 ,按�4次�/h换气选取 ;�

4)当层高 <3m时�,应�按实际高度计算换气体积 ;当�层高≥3m时 ,可�按 3m高度计算换气体积。

2 当全部或部分为双层停放汽车时,宜�采用单车排风量法

1)汽车出人较频繁的商业类等建筑 ,按�每辆 500耐�/h选取 ;�

2)汽车出入一般的普通建筑 ,按�每辆佃0耐�/h选取 ;�

3)汽车出入频率较低的住宅类等建筑 ,按�每辆 300耐�/h选取。

4。�3.3 当汽车库设置机械送风系统时,送�风量宜为排风量的SO%~85%c

4.3.4 汽车库机械通风系统的送风、排风口布置,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

1 送风、排风口的布置应使室内气流分布均匀 ,避�免通风死区 ;�

2 送风口宜设置在汽车库主要通道的上部。

4.3.5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宜�采用喷射导流式机械通风方式 :�

1 汽车库层高较低 ,布�置风管有一定难度 ;�

2 采用喷射导流式机械通风方式比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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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考虑到车辆实际出、人的频繁性 ,为�降低机械通风系统风机运行能耗 ,送�风、排风机宜选用多

台并联或变频调速。

4.3.7 地下汽车库机械通风系统,宜�设置 C0气体浓度传感器 ,其�布置方式为 :�

1 当采用喷射导流式机械通风方式时,传�感器应设在排风口处 ;�

2 当采用常规机械通风方式时,传�感器应采用多点分散设置。

4。�3.8 汽车库机械通风系统在满足室内空气质量的前提下,宜�采用定时启、停 (台�数或转速);或根

据室内 C0气体浓度 ,自�动控制风机运行。

4.3.9 汽车库机械通风系统宜结合消防排烟系统设置 ,通�风量、风机类型以及控制应同时满足两者的

需要和不同功能的转换。

4,4 电气利设备用房通风

4.4。�1 柴油发电机房的通风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柴油发电机房可采用自然或机械通风 ,通�风系统宜独立设置。

2 柴油发电机房室内各房间温湿度要求宜符合表 4.4,1的�规定。

表 4.4.1 机房各房间温湿度要求

房闸名称

冬季 夏季

温度

(℃�
)�

相对湿度

(%)�
温度

(℃�
)�

相对湿度

(%)�

机房 (就�地操作 )� 15~30� 30~60� 30~35� 40~75�

机房 (隔�室操作、自动化 )� 5~30 30~60� 32~37� ≤75

控制及配电室 16~18� ≤75 28~30� ≤75

值班室 16~20� ≤75 ≤28 ≤75

注:本�表摘自《民用建筑电器设计规范》JGJ16中�表6.1.13-1。

3 柴油发电机房的通风量应按以下计算确定 :�

1)当柴油发电机采用空气冷却方式时,通�风量应按公式 (4,1.5)计�算确定。式中 Q的�确定方式

为 :�

①开式机组 0为�柴油机、发电机和排烟管的散热量之和 ;�

②闭式机组 Q为�柴油机汽缸冷却水管和排烟管的散热量之和 ;�

③以上数据由生产厂家提供 ,当�无确切资料时,可�按以下估算取值 :�

全封闭式机组取发电机额定功率的 0.3~0.35;�

半封闭式机组取发电机额定功率的 0,5。�

2)当柴油发电机采用水冷却方式时,通�风量可按≥⒛沪/(kW· h)的机组额定功率进行计算。
3)柴油发电机生产企业直接提供的通风量参数。

4 柴油发电机房的进 (送�)风�量应为排风量与机组燃烧空气量之和,燃�烧空气量按 7耐�/(kw· h)

的机组额定功率进行计算。

5 柴油发电机房内的储油间应设机械通风,风�量应按≥5次�/h换气选取。

6 柴油发电机与排烟管应采用柔性连接;当�有多台合用排烟管时,排�烟管支管上应设单向阀;排�
烟管应单独排至室外 ;排�烟管应有隔热和消声措施。绝热层按防止人员烫伤的厚度计算 ,柴�油发电机的

排烟温度宜由设各厂商提供。

7 柴油发电机房的通风应有消声、隔声措施。

4.4。�2 变配电室 (机�房)的�通风 ,应�符合下列要求 :�

∶通

i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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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面上变配电室宜采用自然通风,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用机械通风;地�面下变配电室应设置

机械通风。

2 当设置机械通风时,气�流宜由高低压配电区流向变压器区,再�由变压器区排至室外。

3 变配电室宜独立设置机械通风系统。

4 变配电室的通风量应按以下确定 :�

1)根据热平衡公式 (4.1.5)计�算确定 ,其�中变压器发热量 Q(kW)可�由设各厂商提供或按以下

计算 :�

0=(1-叼�1) �·%·�φ·W=(00126~0.0152)W� (4.4.2)�

式中 �”l—�—变压器效率 ,一�般取 098;

9P,—�—变压器负荷率 ,一�般取 0。�⒛ ~0.gO;

φ
——变压器功率因数 ,一�般取 0。�⒇ ~0。 呖

;�

∥——变压器功率 (kⅤ ·A)。

2)当资料不全时可采用换气次数法确定风量,一�般按 :变�电室 5~8次�/h;配�电室 3~4次�/h。

5 变配电室的排风温度宜≤40℃ 。

6 下列情况变配电室可采用降温装置,但�最小新风量应≥3况�/h换气或≥5%的送风量 :�

1)机械通风无法满足变配电室的温度、湿度要求 ;�

2)变配电室附近有现成的冷源,且�采用降温装置比通风降温合理。

7 设置在变配电室内的通风管道 ,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4.4.3 制冷机房的通风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地面上制冷机房宜采用自然通风 ,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用机械通风;地�面下制冷机房应设置

机械通风。

2 制冷机房宜独立设置机械通风系统。

3 制冷机房的通风量应按以下确定 :�

1)当采用封闭或半封闭式制冷机,或�采用大型水冷却电机的制冷机时,按�事故通风量确定 ;�

2)当采用开式制冷机时,应�按消除设各发热的热平衡公式 (4.1.5)计�算的风量与事故通风量的

大值选取 ;其�中设备发热量应包括制冷机、水泵等电机的发热量 ,以�及其他管道、设各的散热量 ;�

3)事故通风量应根据制冷机冷媒特性和生产厂商的技术要求确定。当资料不全时,事�故通风量 L�

(m3/h)按下式确定 :�

L=247.8×�CO5� (4.4.3)�

式中 C— —机房内最大的制冷机冷媒 (工�质)充�液量 (坨�);

4)当制冷机设各发热量的数据不全时,可�采用换气次数法确定风量 ,一�般取 4~6次�/h。
4 制冷机房设各间的室内温度 ,冬�季宜≥10℃ 、夏季宜≤35℃ ;冬�季设各停运时值班温度应≥

5℃�。

5 机械通风应根据制冷剂的种类设置事故排风口高度 ,地�下制冷机房的排风口宜上、下分设。

6 制冷机房应根据制冷剂的种类特性 ,设�置必要的制冷剂泄漏检测及报警装置 ,并�与机房内的事

故通风系统连锁 ,测�头应安装在制冷剂最易泄漏的部位。

7 制冷机房的通风应考虑消音、隔声措施。

4.4.4 锅炉房、直燃溴化锂制冷机房 (简�称直燃机房)的�通风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锅炉间、直燃机房、水泵间、油泵间等有散发热量的房间,宜�采用 自然通风或机械排风与自然

补风相结合的通风方式;当�设置在地下或其他原因无法满足要求时,应�设置机械通风。

2 锅炉间、直燃机房以及与之配套的油库、日用油箱间、油泵间、燃气调压和计量间,宜�设置各

自独立的通风系统 ,事�故排风机应采用防爆型并应由消防电源供电,通�风设施应安装导除静电的接地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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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锅炉间、直燃机房及配套用房的通风量应按以下确定 :�

1)当设置在首层时,燃�油锅炉间、燃油直燃机房的正常通风量应≥3次�/h换气 ;事�故通风量应≥
6次�/h换气 ;燃�气锅炉间、燃气直燃机房的正常通风量应≥6犯�/h换气;事�故通风量应≥12次/h换气 ;�

2)当设置在半地下或半地下室时,锅�炉房、直燃机房的正常通风量应≥6犯�/h换气;事�故通风量
应≥12次/h换气 ;�

3)当设置在地下或地下室时,锅�炉房、直燃机房的通风量应≥12次/h换气 ;�

4)锅炉间、直燃机房的送风量应为排风量与燃烧所需空气量之和 ;�

5)油库的通风量应≥6次�/h换气 ;油�泵间的通风量应≥12次/h换气 ;计�算两者换气量时,房�间
高度一般可取 4m;�

6)地下日用油箱间的通风量应≥3氏�/h换气 ;�

7)燃气调压和计量间应设置连续排风系统 ,通�风量应≥3犯�/h换气 ;事�故通风量应≥12次/h换
气。

4 事故通风系统应与可燃气体浓度报警器连锁 ,当�浓度达到爆炸下限的 1/4时�系统启动运行。事
故通风系统应有排风和通畅的进 (补�)风�装置。

5 锅炉房、直燃机房的通风应考虑消声、隔声措施 ,特�别是自然进 (补�)风�口的消声、隔声。
6 燃煤锅炉房的运煤系统和干式机械排灰渣系统,应�设置密闭防尘罩和局部的通风除尘装置。

4,5 冼衣房、卫生闾及其他通风系统

4·�5.1 洗衣房的通风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通风宜采用自然通风与局部排风相结合的通风方式 ,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室内环境要求时,应�
设置机械通风系统。

2 机械通风的送(补�)风�系统 ,应�采用局部岗位与全面送风相结合的综合送风方式。送风系统夏季
宜采用降温处理 ;严�寒或寒冷地区冬季应采用加热处理 ,其�它地区冬季宜按当地气象条件做相应处理。

3 机械排风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

1)洗衣机、烫平机、干洗机、压烫机、人体吹机等散热量大或有异味散出的设备上部 ,应�设置排
气罩 ,其�罩口面风速应≥0.5m/s;�

2)应根据烘干机设各的要求连接排气管道 ;�

3)干洗机设各的排气系统应独立设置 ;�

4)收衣间的排风系统应独立设置。

4 洗衣房的通风量应按以下确定 :�

1)按洗衣房设备的散热、散湿量计算确定 ,该�值一般由工艺提供 ;�

2)洗衣房室内计算温度为:冬�季 12~16℃�;夏�季≤33℃
;�

3)当无确切的散热、散湿量计算参数时,洗�衣房可按下列换气次数估计 :生�产用房换气次数采用
⒛ ~30次�/h,当�有局部通风设施时,全�面排风取 5犯�/h,补�风 2~3犯�/h;辅�助用房换气次数为 15次/�
h;生活用房按其相关规范执行 ;�

4)洗衣房的排风量应略大于送 (补�)风�量。
5 洗衣房内各生产用房的室内温度和相对湿度 ,应�按表 4.5.1的�规定值设计。

表 4.5,1 洗衣房室内温度和相对湿度规定

室内温度 (℃�)� 30

室内相对湿度 (%)�

6 设在地下室且标准要求较高的大型洗衣房,其�生产用房均应设置空调降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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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洗衣房的通风气流应由
“
取衣

”
处向

“
收衣

”
处流动 ,工�作区内的空气流速一般≤0.5111//s。�

4.5‘�2 卫生间的通风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公共卫生间、住宅建筑无外窗的卫生间、酒店客房卫生间、大于 5个�喷头的淋浴间以及无可开

启外窗的卫生间、开水间、淋洗浴间,应�设机械排风系统。

2 卫生间排风系统宜独立设置 ,当�与其它房间排风合用时,应�有防止相互串气味的措施。

3 排风量宜按以下确定 :�

1)公共卫生间 10~15次�/h换气 ;住�宅卫生间及开水间5~10次/h换气 ;�

2)设置有空调的酒店卫生间,排�风量取所在房间新风量的80%~⒇ %。�

4 设置竖向集中排风系统时,宜�在上部集中安装排风机;当�在每层或每个卫生间 (或�开水间)设�

排气扇时,集�中排风机的风量确定应考虑一定的同时使用系数。

5 住宅卫生间的门应在下部设有效截面积不小于 0。�∞耐 的固定百叶,或�距地面留出不小于 30mm

的缝隙。

4。�5.3 吸烟室应设机械排风 ,排�风量按 10~15次�/h换气选取。

4.5.4 电梯机房夏季可采用机械通风或制冷 (自�带冷源空调机)进�行降温 ,采�用通风降温的风量应根

据设各发热量按公式 (4.1.5)计�算确定。当设各发热数据不全时,可�采用换气次数法确定风量 ,一�般

取 5~15氏 /h。

4.5.5 设置气体灭火系统的防护区及储瓶间的通风,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火灾时防护区内的通风、空调风管 (道�)应�能自动关闭 ;�

2 火灾后防护区应进行通风换气 ,地�下防护区和无窗或设固定窗的地上防护区应设机械通风系

统 ;排�风口宜设在防护区的下部且系统排气口应直通室外 ,排�风机开启装置应设置在防护区外 ;�

3 地下储瓶间应设机械通风,排�气口应直通室外。

4.5.6 实验室的通风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一个排风系统所带通风柜数量不宜超过 4个�
;�

2 不同楼层的通风柜不宜合用排风系统 ;�

3 室内排风管段应保持负压 ;�

4 间歇使用的排风系统当风量不大时,可�采用自然进 (补�)风�;连�续使用的排风系统或虽间歇使

用但排风量较大无法进行自然进 (补�)风�时,应�设置机械送 (补�)风�,风�量取排风量的70%。�

4.5。�7 实验室通风柜操作口处的风速 ,可�按表 4.5.7进�行选取 ,对�于特殊的有害气体应根据相关的使

用数据要求确定。

表 4.5.7 实验室通风柜操作口处风速

空气有害程度

通风柜在室内的位置

一般情况 (〃�s) 靠近门窗或风冂处 (〃�s)

对人体无害仅污染空气 0 30~0.40� 035~045�

有害蒸汽或气体浓度≤001m酽 I、� 0 50~0 60� 0 60~0 70�

有害蒸汽或气体浓度 >0.01m酽L� 0 70~0.90� 0 90~1 00�

4.5.8�

池 附近 ,�

4.5.9�

4.5.10

1�

2�

3�

暗室通风宜采用机械排风、自然进风的通风方式 ,排�风量宜取≥5次�/h换气。排风口宜设在水

进风口应采用遮光百叶窗,通�过百叶窗的风速应 <2Π/s。

医院手术室每间排风量不宜 (⒛�0耐�/h,且�各手术室应设置独立的排风系统。

通风机房的通风机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用于有爆炸危险房间和需排除有害气体的通风机房 ,机�房通风量应≥1衫�℃/h换气 ;�

排除有害气体的排风机不应与送风机设置在同一机房内 ;�

有爆炸危险房间的通风机不应与其他通风机合设机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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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风机房不宜直接设置在卧室、客房、病房、教室、录音室等,对�周围声音有一定要求房间的
上、下层和隔壁。

4·�5·�11 �电影院的放映机室应设置独立的排风系统 ,当�需与其他房间合设时,应�在穿过放映机室隔墙
处的风管上设置防火阀。

4.6 通风机、风管及其他

4·�6.1 通风系统中风机的性能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通风机风量应在系统计算风量上附加风管和设各的漏风量 ,选�取原则如下 :�

1)一般通风、空调系统的漏风附加系数可取 5%~10%;�
2)防排烟系统的漏风附加系数可取 10%~⒛ %。�

2 通风机压力应在系统计算的总压力损失上附加一定值 ,选�取原则如下 :�

1)采用定转速通风机时,压�力损失附加系数可取 :�

一般通风、空调系统 10%~15%;除尘通风系统 15%~⒛%;
2)采用变转速通风机时,通�风机压力无须进行附加 ,但�风机电动机的功率应在计算值上附加 15%�

~209乞 。

3 风机选用的设计工况效率 ,不�应低于风机最高效率的⒛%。�
4·�6.2 当通风系统需多台风机并联或串联安装运行时,宜�选用同型号、同性能的通风机,且�联合工况
下的风量和风压应依据风机和管道的特性曲线确定。
4·�6·�3 通风系统的压力损失 (包�括摩擦阻力损失和局部阻力损失)应�通过计算确定。一般通风、空调
系统可按下式进行估算 :�

ΔP=Pm× E×� (I+Κ )�

式中 Pm—�—单位长度风管摩擦阻力损失 (h);
L—�—风管总长度 (m);

Κ——整个系统局部阻力损失与摩擦阻力损失的比值,一�般可按以下选取 :�

弯头、三通等构件较少时,Κ�=1.0~2.o;�
弯头、三通等构件较多时,Κ�=3.0~5.o。

4。�6.4 多台风机并联运行的通风系统,应�在各 自管道上装设止回装置 (即�止回阀或联动风阀)。�当采
用止回阀时,其�通过风速一般应≥8m/s。

4·�6·�5 当通风系统使用时间较长且运行中有工况 (即�风量和压力)变�化时,通�风机宜采用双速或变频
调速风机。

4·�6·�6 为便于调节通风机的风量和压力 ,其�前或后应装设风量调节阀 ,调�节阀宜选用百叶式或花瓣式。
4·�6·�7 当输送腐蚀性或潮湿气体时,通�风系统中的钢制设各及配件应作防腐处理。当采用非金属材料
制作时,必�须符合建筑的防火标准且应坚固和严密。
4·�6.8 通风系统中支管段处应设置风量调节阀,且�系统干管及各支管段之间的压力损失不宜 >15%。
4。�6·�9 为便于系统运行前的调试和运行中的调节 ,在�管路干管分支

`点�前后应设置测压孔 ,其�距局部构件
的前、后距离分别不应小于 5倍�和 3倍�的管段直径 ;通�风机出口气流稳定处的管段上应设置测压孔。
4·�6·�10 �自然通风系统中空气流速可按表 4.6.10取 值。

表 4.6.10 �自然通风系统空气流速 (m/s)�

(4.6.3)�

地面出风 口

4·�6.ii �机械通风及空调系统中空气流速可按表 4.6.11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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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1 �机械通风系统空气流速 (m/s)�

系统部位 空气过滤器 换热盘管 喷水室 风机出口 主风管 支风管

气

速

空

流

居住建筑、公共建筑 1 2~1.75 2.0~2.5� 2.5~30 50~10.5� 5.0~8.0� 30~50�

站房、库房、机房 1 75~2 0 25~3,0 25~3,0 80~140 60~120 40~7.0

注:当�采用粗糙度较大的非金属材料制作风管时,宜�选用较小值⊙

4.6.12 �风管的制作与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

日 �矩形风管的长、短边之比宜不大于 4,最大不应超过 10;风�管的截面尺寸宜选用国家现行标准

的规格 ;�

2 风管的变径应采用渐扩或渐缩形 ,各�边的变形角度不宜大于 30°
;�

3 风管改变方向、变径或汇、分支路时,不�宜采用方 (矩�)形�箱式管件替代弯头、渐扩 (缩�)�

管、三通等管件 ;当�必须使用分配气流的静压箱时,其�断面风速不应大于 1,51n/s;

4 弯头、渐扩 (缩�)管�、三通、调节阀等管件之间的间距 ,宜�有 5~10倍管径长度的直管段 ;�

5 非金属风管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相关防火规范的规定要求 ;�

6 可伸缩性金属或非金属软管的长度不宜超过 2m,安�装时不应有死角或塌陷 ;�

7 柔性风管应选用防火、防腐、不透气、不宜霉变的柔性材料 ;�

8 风管与风机、风机箱、空气处理机等设各相连处应设置柔性短管,其�长度宜为 150~⒛0mm;

9 输送空气温度超过 ⒛℃的通风管道 ,应�采取一定的保温防护措施 ;�

10 �风机传动装置的外露部位以及直通大气的进、出口,必�须装设防护罩 (网�)或�采取其他安全

措施。

4.6。�13 �风管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风管接 口不得安装在墙 内或楼板 内,风�管沿墙体或楼板安装时,距�离墙面、楼面宜大于

150mm;

2 风管内不得敷设各种管道、电线或电缆 ,室�外立管的固定拉索严禁拉在避雷针或避雷网上 ;�

3 风管穿过需要封闭的防火、防爆楼板或墙体时应设壁厚不小于 1.6~2.0mm的�预埋管或防护套

管 ,风�管与防护套管之间应采用柔性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 ′

4 排除潮湿或含有油污等气体的通风管道在安装时,应�有 0.5%以 上的坡度 ,且�在管路系统和设

各最低处设置水封或排液装置。

4.7 排风热回收

4.7。�1 一般规定

1 本节主要适用于空调排风空气中热回收系统的设计。

2 当建筑物内设有集中排风系统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宜�设计热回收装置 :�

1)当直流式空调系统的送风量大于或等于3000俨 /h,且�新风、排风之间的设计温差大于 8℃�时 ;�

2)当一般空调系统的新风量大于或等于们00俨 /h,且�新风、排风之间的设计温差大于 8℃�时 ;�

3)设有独立新风和排风的系统时 ;�

4)过渡季节较长的地区,当�新风、排风之间实际温差的度时数大于 10000(℃ ·h)/a时。

3 使用频率较低的建筑物 (如�体育馆)宜�通过能耗与投资之间的经济分析比较来决定是否设计热

回收系统。

4 有条件时应选用效率高的热回收装置。热回收装置 (显�热和全热)的�热回收效率要求见表

4.7,1-1,或 者应使热回收装置的性能系数 (C0P值 )大�于5[COP为�回收的热量 (kW)与附加的风

机或水泵的耗电量 (kW)的 比值 ]。�



表 47,1-1 �热交换效率的要求

类型
热交换效率 (%)�

制冷 制热

焓交换效率

温度交换效率 60

通风与防火 ·“ ·

注:1 �效率计算条件 :按�表 471-2规�定的工况 ,且�新风、排风量相等。

2 焓交换效率适用于全热交换装置 ,温�度交换效率适用于显热交换装置。

注: 米表示名义值;一�表示无规定值;米�兴适用于横穿外墙的机组。
5 新风中显热和潜热能耗的比例构成是选择显热和全热交换器的关键因素。在严寒地区宜选用显

热回收装置;而�在其它地区,尤�其是夏热冬冷地区,宜�选用全热回收装置。
6 评价热回收装置好坏的一项重要指标是热回收效率。热回收效率包括显热回收效率、潜热回收

效率和全热回收效率。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热回收装置。热回收装置的换热机理和冬、夏季的回收效率分
别见图4.7.1和�表4,7.1-3。�

钉、 �喊、 �‰

表 4,7,1-2 机组名义值测试工况

序

号 项 目

排风进风 新风进风

电压 风量 静压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
)� (℃�)� (℃�)� (℃�

)�

1� 风量、输人功率 14~27� 14~27�

2� 静压损失、出口静压 14~27� 14~27�

3� 热交换效率(制�冷工况)� 195�

4� 热交换效率(制�热工况 )� 2�

5�
凝
露

制冷工况 17

制热工况 (I)� 20 -5

制热工况 (Ⅱ�) 冰米
为零

有效换气率 14~27� 14~27�

7� 内部漏风率 14~27� 14~27�

外部漏风率 14~27� 14~27�

3  �排阝

图4.7.1 热回收装置的换热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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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居住建筑设置全年性空调、采暖系统 ,并�对室内空气品质要求较高时,宜�在机械通风系统中

采用全热或显热热回收装置。

4.7.2 各种热回收装置的特点 ,见�表 4.7,2。�

表 4,7,2 各种热回收装置的特点

4.7.3 热回收系统的设计要
'点�

1 转轮式热回收装置

1)为了保证回收效率 ,要�求新风、排风的风量基本保持相等,最�大不超过 ⒈ 0.75。 如果实际工

程中新风量很大,多�出的风量可通过旁通管旁通。

2)转轮两侧气流入口处 ,宜�装空气过滤器。特别是新风侧 ,应�装设效率不低于 30%的�粗效过滤

器。

3)在冬季室外温度很低的严寒地区,设�计时必须校核转轮上是否会出现结霜、结冰现象 ,必�要时

应在新风进风管上设空气预热器或在热回收装置后设温度自控装置;当�温度达到霜冻点时,发�出信号关

闭新风阀门或开启预热器。

4)适用于排风不带有害物和有毒物质的情况。一般情况下 ,最�好布置在负压段。

2 板式显热回收装置

1)当室外温度较低时,应�根据室内空气含湿量来确定排风侧是否会结霜或结露。

2)一般来讲 ,新�风温度不宜低于 -10℃�,否�则排风侧会出现结霜。

3)当排风侧可能出现结霜或结露时,应�在热回收装置之前设置空气预热器。

表47.1-3 �热回收装置的效率

季节 冬 季 夏季

显热效率 η1�

幻 一莎l×�
10。%�

J3ˉ rI

莎l-L×�100%
扌l-J3

潜热效率ηd�

扌2-扌 1×�100%
扌3-rl 铐

×100%

全热效率 ηb�

r,-莎�l×�
1。�。%�

莎3-扌 】 午|爿�:×�
100%

热回收装置的种类 结构特点
风量范围

(m3/h)
呦
㈦

效率

(%)�

转轮式热回收装置

体积小。采用铝合金之类

的芯材可做成显热回收型 ,采�用吸湿性不

燃材料或带吸湿性涂层的芯材可做成全热

回收型

500~100000 140~160�
50~85�

(显�、全 )�

板式热回收装置
一般采用铝箔作为基材 ,实�现新风、排风

之间的显热交换
250~5000 200~300�

50~80�

(显�)�

板翅式热回收装置
采用不燃性矿物纤维作为基材 ,实�现全热

回收            _____�
250~8000 3∞�左右

60~85�

(全�
)�

中问热媒式热 回收装

置 (液�体循环式 )�

由循环泵,新�风、排风换热器和密闭式膨

胀罐组成,实�现显热回收    ~�
1500~3600� 200左�右

55~65�

(显�)�

热管式热回收装置

密封管 内的工质 (氨�、氟利 昂、甲醇等 )�

在受热情况下发生相变 ,实�现两端热量的

传递 ,仅�能回收显热

1500~36000 2O0左�右
50~70�

(显�)�

填料喷淋无菌型全热

回收装置

由两个独立的溶液喷淋处理箱、循环泵以

及氯化钙循环喷淋水溶液组成

55~85�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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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风进入热回收装置之前 ,必�须先经过过滤净化。排风进人热回收装置之前 ,也�应装过滤器 ;�

怛当排风较干净时,可�不装。

3 板翅式全热回收装置

1)当排风中含有害成分时,不�宜选用。
2)实际使用时,在�新风侧和排风侧宜分别设有风机和粗效过滤器 ,以�克服全热回收装置的阻力并

对空气进行过滤。

3)当过渡季或冬季采用新风供冷时,应�在新风道和排风道上分别设旁通风道,并�装设密闭性好的
飞阀,使�空气绕过热回收装置。

4 中间热媒式换热装置 (液�体循环式 )�

1)换热盘管的排数 ,宜�选择 河=6~8排 。
2)换热盘管的迎面风速,宜�选择 圪 =2m/s。�

3)作为中间热媒的循环水量,一�般可根据水汽比u确�定 :�

刀=6i0:时�,    u=0· 30

刀=8排时 ,    u=0· 25

4)当供热侧与得热侧的风量不相等时,循�环水量应按数值大的风量确定。
5)为了防止热回收装置表面结霜,在�中间热媒的供回水管之间宜设置电动三通调节阀。
5 热管式热回收装置

1)冬季使用时,低�温侧上倾 5°�~7° 。夏季时可用手动方法使其下倾 I0° ~14°�。
2)排风中应含尘量小,且�无腐蚀性。

3)迎面风速宜控制在 1.5~3,5nl/s之�间。
4)可以垂直或水平安装 ,即�可并联 ,也�可串联。
5)当热气流的含湿量较大时,应�设计排凝水装置。
6)设计时应注明,当�启动换热装置时,应�使冷、热气流同时流动或使冷气流先流动;停�止时,应�

使冷、热气流同时停止 ,或�先停止热气流。
7)受热管和翅片上积灰等因素的影响,计�算出的效率应打一定的折扣。
8)当冷却端为湿工况时,加�热端的效率值应适当增加 ,即�增加回收热量。

4.8 建筑防排烟的—股规定

4.8.1 建筑中的防烟可采用可开启外窗的自然通风方式或机械加压送风方式 ;排�烟可采用可开启外窗
的自然排烟方式或机械排烟方式。

4.8.2 民用建筑下列部位应设置防烟设施 :�

1 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 ;�

2 消防电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 ;�

3 高层建筑的封闭避难层 (间�);

4 人民防空工程中避难走道的前室。
4·�8.3 民用建筑下列部位应设置排烟设施 :�

1 高层建筑面积超过 100′�、非高层公共建筑中建筑面积大于 300耐�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
多的地上房间 ;�

2 总建筑面积大于⒛0′�或一个房间建筑面积大于 50彳 且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地下、
半地下建筑或地下室、半地下室 ;�

3 多层建筑设置在一、二、三层且房间建筑面积大于⒛0′�或设置在四层及四层以上或地下、半
地下的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高�层建筑内设置在首层或二、三层以及设置在地下一层的歌舞娱乐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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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场所 ;�

4 长度超过⒛m的�疏散走道 ;多�层建筑中的公寓、通廊式居住建筑长度大于碉m的�地上疏散走道 ;�

5 中庭 ;�

6 非高层民用建筑及高度大于zm的单层公共建筑中,建�筑占地面积大于 1000m2的地上丙类仓库 ;�

7 汽车库。

4.8.4 防烟与排烟系统中的管道、风口及阀门等必须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且�风道不宜采用土建风道 ;�

当防排烟系统采用金属管道时,其�钢板厚度按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⒆�43高压系

统选用。

4.8.5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排烟系统和补风系统的风速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采用金属管道时,不�宜大于⒛m/s;

2 采用内表面光滑的混凝土等非金属管道时,不�宜大于 15〃 s;

3 机械加压送风口不宜大于 7m/s;排�烟口不宜大于 101m/s;机�械补风口不宜大于 10m/s,公共聚

集场所不宜大于 5m/s;自�然补风口不宜大于 3m/s。

4.8.6 加压送风机、排烟风机和用于排烟补风的送风机宜设置在通风机房内或室外屋面上。风机房应

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h的隔墙和 1.5h的楼板及甲级防火门与其他部位隔开。若确有困难时,可�设置

在吊顶等专用空间内,空�间四周的围护结构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1.0h的 不燃烧体 ,风�机周围应有大

于⑽0mm的�操作空间。若风机设在屋面上 ,应�有防护措施 ,防�止雨水、虫、鸟等异物等进人。

4.8.7 防烟与排烟管道在防火阀、排烟防火阀两侧各 2.0m范围内的风管应用不燃材料 ,以�保证火灾

时防火阀、排烟防火阀正常工作。

4.8.8 机械加压送风管道和用于机械排烟的补风管道不宜穿过防火分区或其他火灾危险性较大的房

间,当�必须穿越时,应�在穿过处设置防火阀,加�压送风管道防火阀的动作温度为⒛℃,补�风管道防火

阀的动作温度可为 280℃�。

4.8.9 防烟系统和补风系统的室外进风口宜布置在室外排烟口的下方 ,且�高差不宜小于 3.0m;当�水

平布置时,水�平距离不宜小于 10m。�                         �
ˇ

4.9 建筑防排烟的自然通风方式

4.9.1 按 4.8.2条�规定需设置防烟设施的部位且可开启外窗面积满足自然通风要求时,宜�优先采用自

然通风方式 :�

1 除建筑高度超过 50m的�一类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 100m的居住建筑外 ,靠�外墙的防烟楼梯

间及其前室、消防电梯间前室和合用前室 ;�

2 防烟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利用敞开的阳台、凹廊 自然通风时,该�楼梯间可不设防烟设施 (如�

图4.9.1-1、�图4.9.1-2);�

3 除建筑高度超过 50m的�一类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 100m的居住建筑外 ,防�烟楼梯间前室或

合用前室,如�有不同朝向的可开启外窗自然通风时,该�楼梯间可不设防烟设施 (如�图4.9.1-3)。

4。�9.2 需设置排烟设施的场所 ,如�满足自然排烟条件时,宜�优先采用自然排烟方式 :�

1 按本措施 4.8.3条�中规定的需设置排烟设施且具备自然排烟条件的地下和地上房间等 ;�

2 多层建筑中的中庭及高层建筑中净空高度小于 12m的�中庭 ;�

3 建筑面积小于⒛00俨 的地下汽车库。

4.9.3 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场所 ,其�自然通风口的净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防烟楼梯间前室、消防电梯间前室,不�应小于 2.0m2;合用前室不应小于3.0m2;

2 靠外墙的防烟楼梯间,每�五层内可开启外窗的总面积之和不应小于 2.0′�,且�顶层可开启面积

不宜小于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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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1-1 带阳台的防烟楼梯间 图4,91-2 �带凹廊的防烟楼梯间

图4.9.1-3 两个不同朝向有开启外窗的前室或合用前室
3 除建筑高度超过 50m的�一类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 100m的居住建筑外 ,避�难层 (间�)应�设

有两个不同朝向的可开启外窗或百叶窗,且�每个朝向的自然通风面积不应小于2.0m2;
4 中庭、剧场舞台可开启外窗的

`总�
面积不应小于该中庭、剧场舞台楼地面面积的 5%;�

5 需要排烟的疏散走道可开启外窗面积不应小于走道面积的2%;�
注:无�论是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中�所述的地上长度超过们扭的疏散走道,还�是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G“�O045中所述的长度超过ωm的�内走道,如�走道多处开窗,可�将走道分段考虑,每�段可开启外窗面积满足本
条要求,且�开窗间距满足本措施第49.4条第2款�的要求,即�可自然排烟。

6 需要排烟的房间可开启外窗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面积的2%;�
7 其他场所 ,宜�取该场所建筑面积的2%~5%;
8 建筑面积大于 500m2且�净空高度大于 6m的大空间场所 ,不�应小于该场所地面面积的 5%。

4·�9·�4 自然排烟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设置在排烟区域的屋顶上或外墙上方 ;当�设置在外墙上时,排�烟口底标高不宜低于室内净高
度的 1/2,并应有方便开启的装置 ,同�时自然通风口的开启方向应沿火灾气流方向开启 ;�

2 距该防烟分区最远点的水平距离不应超过 30m。�

4.9.5 建筑面积大于500耐�且室内净高大于 6m时的中庭、展览厅、观众厅、营业厅、体育馆、客运
站、航站楼等公共场所采用自然排烟时,应�设置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或由其他电动设施控制启闭的
自动排烟窗。自动排烟窗附近同时应设置便于操作的手动开启装置。
4.9.6 设置在外墙上的自动排烟窗其净面积按下列要求确定 :�

1 当开窗角度大于⒛°
时,其�面积可按窗的面积计算。

防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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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开窗角度小于 70° 时,其�面积近似按公式

(4.9.6)计�算窗的有效排烟面积 :�

FPˉ Fc× slnα� (4.9,6)�

式中 FP—�—有效排烟面积 (′�);

Fc——窗的面积 (′�);

α ——窗的开启角度。

3 当采用侧拉窗时,其�面积应按开启的最大窗口

计算。

4当�矧 百喃 盹 蛔 濉 窗麟 蛹 珊

晏砾
穗 静 腼  � 螅 私 腼  � 叫毳江腼

窗的有效面积为窗的净面积乘以系数。根据釜

工程经验 ,当�采用防雨百叶窗时,系�数取 0,6;当采    图49.6 �可开启外窗示意图

用一般百叶窗时,系�数宜取 0,8。�

4.10 �机械防烟 (加�压送风)�

4.10.1 �建筑中下列场所应设置独立的机械加压送风的防烟设施 :�

1 建筑高度超过 50m的�一类公共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 100m的居住建筑的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

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 (符�合本措施第 49,1条第 2款�的情况除外 );

2 不具各自然排烟条件的防烟楼梯间 ;�

3 不具各自然排烟条件的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 ;�

4 采用自然排烟措施的防烟楼梯间,其�不具各自然排烟条件的前室 (或�合用前室 );

5 不具各自然排烟条件的高层建筑的封闭避难层 (间�);

6 人民防空工程避难走道的前室。

4.10.2 �高层建筑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消�防电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当�裙房以上部分利用可开启外

窗进行自然排烟,裙�房部分不具各自然排烟条件时,其�前室或合用前室应设置局部正压送风系统。

4。�10.3 �机械加压送风防烟系统的加压送风量应经计算确定。常用的基本计算方法如下 :�

1 压差法 :当�疏散通道门关闭时,加�压部位保持一定的正压值所需送风量。

乙y=0.827×�A×�ΔPl/n× 1.25× 3600

——加压送风量 (J/h);
——漏风系数 ;�

——门、窗缝隙的总有效漏风总面积 (m2);�

门缝宽度 :疏�散门0.OO2~0.OO4m;�

电梯门0.OO5~0.OO6m;�
——压力差 (Pa);�

疏散楼梯间取硐 ~50h;�

前室、消防电梯前室、合用前室取犭 ~30%;�

(4.10.3-1)

n—�—指数 (一�般取 2);�

1,笏——不严密处附加系数。

2 开启着火层疏散门时,为�保持门洞处风速所需的送风量 :�

Ⅷ室夕卜

式中 LⅤ

0.827�

A�

ZIv=

式 中
——加压送风量 (m3/h);�

—— —樘门开启的断面积

乃×F×�v×� (1+3)
×3600 (4.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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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开启门洞处的平均风速 (助�/s),取 0.7~1.2m/s;�
己——背压系数 ,根�据加压间密封程度取 0.6~1.o;
B—�—漏风附加率 ,取�0.1~0.2;
而——同时开启门的计算数量;对�于多层建筑和⒛ 层以下的高层建筑取 2,⒛ 层及⒛ 层以上取 3。�

注:1 �当前室有2个�或2个�以~L门 时,其�风量按计算数值乘以 1.~,ˉ0~1%确定,开�启门时,通�过门的风速不应小
于 07111/s。�

2 在多层建筑中,若�地下仅有—层疏散楼梯间,按�上述公式计算时,公�式中刀取 1,

当加大,宜�取 09~12Ⅱ�
's。

计算数值直接取用 (不�与表4,103比�较 )。�

根据以上公式 (4.10.3-l)和 (4.10.3-2)分别算出的风量 ,取�其中的大值 ,再�与表 4.10.3规
定的数值相比较 ,取�其中大值作为系统计算加压送风量。

表 4.10,3 �机械加压送风量

表4.103的�风量数值系按开启宽×高 =16m× 2om的�双扇门为基础的计算值。当采用单扇门时,其�风量
宜按表列数值乘以 0,9~。̂

确�
定 ;当�前室有 2个�或 2个�以上门时,其�风量应按表列数值乘以 1~,ˉ�0~1乃�确定。

开启门时,通�过门的风速不宜小于 07叻/s。

2 风量上下限选取应按层数、风道材料、防火门漏风量等因素综合比较确定。
4·�10.4 �封闭避难层 (间�)的�机械加压送风量应按避难层净面积每平米不小于 30m3/h计算。
4·�10· 5 在改建工程中,当�不具备设置加压送风竖井的条件时 ,楼�梯间可采用直灌式加压送风系统。

通过门洞处的风速 v应�适

注 :�

口
芍

亠予 条件和部位
加压送风量 (″�/h)�

<20隽�冒       |     2o~32隽晏 图示

l�

对防烟楼梯间加压

(前�室不送风 )�

高层 25000~30ooo� 3500o~4oooo�

++
非高层 25000�

2�

前室 或合 用 前 室 自然 排 烟
(防�烟楼梯间不具备 自然排烟

条件)对�防烟楼梯间加压

高 层 25000~3oooo� 35000~4oooo�

非高层 25000�

3�

防烟楼梯间及其

合用前窆分别加

压送风

楼梯间
高层 I6000~20ooo� 20000~25ooo�

丨 +�
++

非高层 16000�

合用前室
高层 12000~160oo� 18000~22ooo�

非高层 13000�

消防电梯前室

高层 15000~20ooo� 22000~27ooo�

非高层

高层

I5000�

5�
防烟楼梯间自然排烟

前室或合用前室加压

22000~27ooo� 28000~32ooo�

+�

非高层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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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灌式加压送风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超过 15层的高层建筑,应�采用楼梯间多点送风的方式 ,送�风口的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层
;�

2 直灌式加压送风系统的送风量宜比计算数值或表 4.10.3中 的送风量增加 ⒛%,加压送风口不

宜设在首层。

4.10.6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全压 ,除�计算的最不利环管道压头损失外 ,尚�应有余压。其余压值应符

合下列要求 :�

1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的余压值应为绷 ~DˉOh;�

2 防烟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消防电梯前室、封闭避难层 (间�)的�余压值应为笏 ~30Pa;

3 人民防空工程避难走道的前室与走道之间的压差应为犭 ~~3Oh。�

4。�10.7 �民用建筑防烟楼梯间的加压送风口宜每隔 2或�3层�设置一个 ;合�用一个风道的剪刀楼梯应每

层设置一个 ;每�个风口的有效面积 ,应�按风口数量均分系统总风量确定。

4.10.8 �前室或合用前室的加压送风口应每层设置一个 ,每�个送风口的有效面积 ,通�常按火灾着火层

及其上下相邻两层的三个风口均分计算确定 (开�启门时,通�过门的风速不宜小于 0.7m/s),也 可设定为

火灾时着火层及其上一层的二个风口均分计算确定。

4.10.9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设计中需注意 :�

1 机械加压送风口不宜设置在被门挡住的部位 ;�

2 防烟楼梯间和合用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宜分别独立设置 ;�

3 建筑层数超过 32层或建筑高度大于 100m时 ,其�送风系统及送风量应分段设计 ;�

4 剪刀楼梯间可合用一个风道,其�风量按两楼梯间风量计算 ,送�风口应分别设置;塔�式住宅设置

一个前室的剪刀楼梯应分别设置加压送风系统 ;�

5 地上和地下部分在同一位置的防烟楼梯间需设置机械加压送风时,加�压送风系统宜分别设置 ;�

若合用一个风道时,风�量应叠加 ,且�均应满足地上、地下加压送风系统的要求 ;�

6 前室的加压送风口为常闭型时,除�设置由消防控制中心控制且与加压送风机联锁的自动装置

外 ,尚�应设置现场手动开启装置 ;手�动开启装置宜设在距地面 0.8~1.5m处
;�

7 前室的加压送风口为常开型时,其�前室应采用带启闭信号的常闭防火门;并�应在加压送风机的

压出段上设置防回流装置或电动调节阀 ;�

8 人民防空工程避难走道的前室、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或合用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宜分别独

立设置 ,当�需要共用系统时,应�在支管上设置压差自动调节装置;避�难走道的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量应

按前室人口门洞风速不小于 1.2Π�

's计
算确定 ;�

9 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的场所不应设置百叶窗,不�宜设置可开启外窗;系�统加压送风量应计算窗缝

的漏风量 ;�

10 �防烟楼梯间的加压送风口可采用 自垂百叶式或常开百叶式风口,并�应在加压风机压出段上设

置防回流装置或电动调节阀。

4。�10.10 加压送风系统的余压值超过 4.10.6条 规定的数值较多时,宜�设置以下超压装置 :�

1 设置泄压阀,且�在穿越防火墙处设置 70℃ 防火阀,泄�压阀板的开启面积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

F=黼 (4.10.10)�

式中 F——泄压阀阀板的开启面积 (m2);�

Lv——加压送风量 (沪�/h);

纤
——当疏散通道门关闭时,加�压部位保持一定的正压值所需送风量 (ln3/h),即 按 4.10.3条 1�

款所计算出的数值。

2 采用旁通阀

1)在楼梯间的适当位置设置压力传感器 ,控�制加压送风机出口处的旁通泄压阀,调�整楼梯间的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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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值。

2)在每层防烟楼梯间前室 .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设置压力传感器 ,控�制加压送风机出口处的
旁通泄压阀,调�整加压送风前室或合用前室的余压值。

4.10.11 未能设置在独立管道井内的加压送风管应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 1.0h的 防火风管。
注:当�加压送风管采用钢板制作时,宜�采取适当加厚钢板厚度或采用防火板包覆等措施,以�满足耐火极限不小于

10h的�要求。

4,11 �机槭排烟

4.ii.1 �需设置机械排烟设施且室内净高不超过 6m的场所应划分防烟分区,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

1 每个防烟分区的建筑面积不宜超过 500m2;车库不宜超过⒛00m2;�

2 防烟分区不应跨越防火分区。一般不应跨越楼层 ,特�殊情况下,宜�按功能划分 ;�

3 应采用挡烟垂壁、隔墙、顶棚下突出不小于 500mm的�结构梁划分防烟分区,梁�或其他挡烟垂壁
距室内地面的高度不宜小于 2.0m;�

4 同一个防烟分区应采用同一种排烟方式。
4.i,.2 �机械排烟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横向宜按防火分区设置。

2 竖向穿越防火分区时,与�垂直风管连接的水平管道应设 ⒛0℃�能自动关闭的防火阀。
3 水平排烟管道穿越其他防火分区时,应�在穿越处设置 ⒛0℃�能自动关闭的防火阀,其�管道的耐

火极限不应小于 1.0h;排�烟管道不应穿越前室或楼梯间,若�必须穿越时,管�道的耐火极限不应小于
2.0h,且�不得影响人员疏散。

4 垂直管道宜设置在管井中,其�管井应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 1.0h的隔墙与相邻区域分隔,当�墙上
必须设置检修门时,应�采用不低于丙级的防火门。

5 超过 32层或建筑高度超过 100m的 高层建筑,其�排烟系统应分段设计。
6 车库宜按每个防烟分区设置。

7 机械排烟系统与通风、空气调节系统宜分开设置。当合用时,必�须采取可靠的防火安全措施 ,�

并应符合机械排烟系统的相关要求 :�

1)系统的管道、风口、阀件和风机等均应满足排烟系统的要求 ;�

2)管道应采用不燃材料保温。

8 当吊顶内有可燃物或难燃物时 ,吊�顶内的排烟管道应采用厚度不小于 sOmm、 导热性差的不燃
隔热材料进行隔热或与可燃物、难燃物保持不小于 150mm的�距离。

9 排烟支管上应设置当烟气温度超过 280℃�时能自行关闭的排烟防火阀。
4·�i,.3 �设置机械排烟设施的部位 ,其�排烟风机的排烟量应符合表 4.I1.3的规定。

表 4.11.3 �爿仨烟风机的排烟量

条件和设置场所
单位排烟量

〔m3/(h·�m2))

换气次数

(次�/h)�
各注

担负 1个�防烟分区 ≥60

风机排烟量不应小于”00m3/h室内净高大于 6m且不划分防烟分区的

空间
≥60

担负 2个�及 2个�以上防烟分区 ≥120� 应按最大防烟分区面积确定

中庭
体积≤17OO0亻� 6�

体积 >17000″ 4� 其最小排烟量不应小于 10⒛00矿 /h

独

应

缝

设

10)�

癸 1�

臼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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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1l.3

条件和设置场所
单位排烟量

m3/(h·�m2)�

换气次数

(次�/h)�
备注

电影院、剧场观众厅 90 取两者中的大值

汽车库

4.,i.4 �机械排烟系统中的排烟口、排烟阀和排烟防火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排烟口或排烟阀应按防烟分区设置 ,且�应与排烟风机联锁 ,当�任一排烟口 (阀�)开�启时,排�烟

风机应能自动启动 ;�

2 排烟口 (阀�)的�设置宜使气流方向与人员疏散方向相反,其�安装位置应设置在顶棚或靠近顶棚

的墙面上 ,且�与附近安全出口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 1.5m;设�在顶棚上的排烟口,距�可燃构件或可燃物

的距离不应小于 1.0m;�

3 当火灾确认后 ,同�一排烟系统中着火的防烟分区中的排烟口 (阀�)应�呈开启状态 ,其�他防烟分

区的排烟口应呈关闭状态 ;�

4 在多层建筑中,设�置机械排烟系统的地下、半地下场所 ,除�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和建筑面积

大于50耐 的房间外 ,排�烟口可设置在疏散走道;其�排烟量由疏散走道面积和需排烟的各个房间的面积

比较 ,按�其最大面积每平米不小于 120m3/h计�算确定 ;�

5 防烟分区的排烟口距最远点的水平距离不应超过 30m。�

4.11.5 �在地下建筑和地上密闭场所中设置机械排烟系统时,应�同时设置补风系统,其�补风量不宜小

于排烟量的50%,补风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补风可采用自然补风或机械补风方式 ,空�气宜直接从室外引人 ;�

2 排烟区域所需的补风系统应与排烟系统联动开停 ;�

3 送风口设置位置宜远离排烟口,二�者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5m。

4.ii.6 �排烟风机可采用离心风机或排烟专用的轴流风机 ,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排烟风机的排烟量应考虑 10%~⒛ %的�漏风量 ;其�全压应满足排烟系统最不利环路的要求 ;�

2 排烟风机应保证在 280℃�时能连续工作 30血n;

3 排烟风机宜设置在排烟系统的上部 ;�

4 在排烟风机入口处的总管上应设置当烟气温度超过 280℃�时能 自行关闭的排烟防火阀,且�应与

排烟风机连锁 ,当�该阀关闭时,排�烟风机应能停止运转 ;�

5 当排烟风机及系统中设置有软接头时,该�软接头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且�应能在 娲0℃�的环境

下连续工作不小于 30而n。�

4.12 �通风空调系统的防火、防烟和防爆

4.12.1 �凡空气中含有容易起火或爆炸危险的房间,应�有良好的通风或独立的机械通风设施 ,且�其空

气不应循环使用,其�通风设各必须符合防火、防爆的要求。如放映室、实验室、药品库、蓄电池室、氧

气瓶间、煤气表间等的排风系统应各自分设单独系统。

4.12‘ 2 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管道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横向高层建筑应按每个防火分区设置 ,非�高层建筑宜按每个防火分区设置 ;�

2 竖向不宜超过 5层�,高�层建筑中管道设置防止回流设施或防火阀且各层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时,管�道可不受此限制;非�高层建筑中管道设置防止回流设施或防火阀时,其�管道布置可不受此限制 ;�

3 穿过防火分区的垂直风管宜设在管井内。

4.12.3 �下列情况之一的通风 ,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应设防火阀 :�

1 穿越防火分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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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穿越通风、空调机房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 ;�

3 穿越重要的或火灾危险性大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 ;�

4 穿越防火分隔处的变形缝两侧 ;�

5 垂直风管与每层水平风管交接处的水平管段上 ,但�当建筑内每个防火分区的通风、空气调节系
统均独立设置时,该�防火分区内的水平风管与垂直总管的交接处可不设置防火阀。
4.12.4 �防火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防火阀宜靠近防火分隔处设置,且�距防火分隔处的距离不宜大于⒛0mm;
2 防火阀应单独设置支、吊架 ;�

3 除厨房排油烟风管防火阀自动关闭温度为 150℃�外 ,其�他防火阀动作温度宜为⒛℃
;�

4 在重要建筑的重要部位或穿越防火分区的通风空调系统的干管处宜设置带电信号的防火阀,并�
将信号引人消防控制中心;在�只影响个别房间的部位或建筑物内不设消防控制室时设置简易防火阀 ;�

5 防火阀暗装时,应�在安装部位设置方便检修的检修口 (见�图4.12.4);

图4,124 防火阀检修口设置示意图
6 在防火阀两侧各 2m范 围内的风管及其绝热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 ;穿�越防火分隔处的缝隙应用

柔性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

7 防火阀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防火阀试验方法》GB15930的�有关规定。
4.12.5 �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等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但�下列情况除外 :�

1 接触腐蚀性介质的风管和柔性接头可采用难燃材料 ;接�触腐蚀性介质的风机采用符合难燃材料

要求的材料制作 ;�

2 休帘馆、展览馆、候机 (车�、船)楼�(厅�)等�大空间建筑、办公楼 (高�层建筑办公楼除外 )�

等的通风、空气调节系统 ,当�风管按防火分区设置且设置了防烟防火阀时,可�采用燃烧产物毒性较小且

烟密度等级小于等于犭 的难燃材料制作 ;�

3 高层建筑中对于人员密集场所 ,当�管道不穿越防火分区时,可�采用符合现行 《公共场所阻然制
品及组件燃烧性能要求和标识》GB2m86中不低于 B级�的材料制作;对�于其他场所,当�管道不穿越防
火分区时,可�采用符合现行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gω�4中�不低于 C级�的材料制作。
4.12.6 �设各和风管的绝热材料、用于加湿器的加湿材料、消声材料及其粘结剂,宜�采用不燃材料 ,�

当确有困难时,可�采用燃烧产物毒性较小且烟密度等级小于等于 sO的难燃材料。
4。�12.7 �风管内设置电加热器时,电�加热器的开关应与风机的启停联锁控制;电�加热器前后各 0.8m范

围内的风管和穿过设置有火源等容易起火房间的风管,均�应采用不燃材料。
4.12.8 �燃油、燃气锅炉房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设施,其�通风量应符合本措施的第 4.4.4�

条的规定。

罔定圈4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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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 一般规定、建筑物围护结构建筑热工要求

5.1.1 舒适性空调建筑围护结构的各项热工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严寒和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

透明屋顶和外窗 (包�括透明幕墙)的�遮阳系数、外窗和透明幕墙的气密性能,应�符合现行建筑节能设

计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

2 围护结构的热工指标还应符合现行地方建筑节能标准的有关规定。

5.1.2 空调建筑的外窗和透明屋顶的面积不宜过大,每�个朝向的建筑窗墙面积比 (包�括透明幕墙)以�

及屋顶透明部分与屋顶丿总面积之比,应�符合上述各项标准的有关规定。

5.1.3 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的公共建筑以及寒冷地区的大型公共建筑,外�窗 (包�括透明幕

墙)宜�设置外部遮阳。外部遮阳的遮阳系数应符合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s01眇�和现行地方标

准的有关规定。

5.1.4 相对湿度大于等于 80%的�潮热房间的围护结构,应�采取避免内表面和结构内部出现结露的措

施。

5.1.5 舒适性空调区人员出人频繁的外门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宜设置门斗、旋转门或弹簧门等,且�外门应避开冬季最大频率风向;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设

置热风幕或冷热风幕等防风渗透的措施,或�在严寒、寒冷地区设置散热器、立式风机盘管机组、地板辐

射采暖等下部供热设施 ;�

2 建筑外门应严密:当�门两侧温差大于或等于 7℃�时,应�采用保温门。

5.1.6 舒适性空调房间宜保持一定的正压,正�压值宜取 5~10Pa。 医院手术室及其附属用房的正压和

负压要求应符合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GB~sO333的有关规定。

5.2 空调负荷计算

5.2.1 除在方案设计或初步设计阶段可采用热负荷和冷负荷指标进行必要的估算外 ,施�工图阶段应对

空调区进行冬季热负荷和夏季逐项逐时冷负荷计算。

5.2。�2 空调区的夏季计算得热量 ,应�根据下列各项确定 :�

1 围护结构传人的热量 ;�

2 外窗进入的太阳辐射热量 ;�

3 人体散热量 ;�

4 照明散热量 ;�

5 设各、器具、管道及其他内部热源的散热量 ;�

6 食品或物料的散热量 ;�

7 渗透空气带入的热量 ;�

8 伴随各种散湿过程产生的潜热量。

5.2.3 空调区的夏季冷负荷 ,应�根据各项得热量的种类和性质以及空调区的蓄热特性 ,分�别进行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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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1 下列各项得热量形成的冷负荷 ,应�按不稳定传热方法进行计算 :�

1)通过围护结构进人的非稳态传热量 ;�

2)透过外窗进人的太阳辐射热量 ;�

3)人体散热量 ;�

4)非全天使用的设各和照明散热量。

不应将上述得热量的逐时值直接作为各相应时刻冷负荷的即时值。
2 下列各项得热量形成的冷负荷 ,可�按稳定传热方法进行计算 :�

1)室温允许波动范围≥±1℃�的舒适性空调区,通�过非轻型外墙进人的传热量 ;�

2)空调区与邻室的夏季温差 >3℃ 时,通�过隔墙、楼板等内围护结构进入的传热量 ;�

3)人员密集场所、间歇供冷场所的人体散热量 ;�

4)全天使用的照明散热量 ,间�歇供冷空调场所的照明和设备散热量 ;�

5)新风带来的热量。

5.2.4 空调区的夏季冷负荷 ,应�按各项逐时冷负荷的综合最大值确定。
空调系统的夏季冷负荷 ,应�根据所服务区的同时使用情况、空调系统的类型及调节方式 ,按�各空调

区逐时冷负荷的综合最大值或各空调区夏季冷负荷的累计值确定 ,并�应计人各项有关的附加冷负荷。
1 应按下列规定确定空调房间的夏季冷负荷 :�

1)舒适性空调区,夏�季可不计算通过地面传热形成的冷负荷 ;工�艺性空调区有外墙时,宜�计算距
外墙 2m范围内地面传热形成的冷负荷 ;�

2)计算人体、照明和设各等冷负荷时,应�考虑人员的群集系数、同时使用系数、设各功率系数和
通风保温系数等 ;�

3)一般空调房间应以房间逐时冷负荷的综合最大值作为房间冷负荷 ;�

4)高大空间采用分层空调时,可�按全室空调逐时冷负荷的综合最大值乘以小于 1的�经验系数 ,作�
为空调区的冷负荷。

2 空调系统的夏季冷负荷应包括以下各项 ,并�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

1)空调系统所服务的空调区的夏季总冷负荷 ,设�有温度 自控时,宜�按所有空调房间作为一个整体
空间进行逐时冷负荷计算所得的综合最大小时冷负荷确定 ;�

2)新风冷负荷应按最小新风量标准和夏季室外空调计算干、湿球温度确定 ;�

3)空气处理过程中产生冷热抵消现象引起的冷负荷 ;�

4)空气通过风机、风管的温升引起的冷负荷 ,当�回风管敷设在非空调空间时,应�考虑漏入风量对
回风参数的影响 ;�

5)风管漏风引起的附加冷负荷 ;�

6)在确定空调系统的夏季冷负荷时,应�考虑各空调房间在使用时间上的不同,采�用小于 1的�同时
使用系数。

3 空调冷源的容量应为空调系统的夏季冷负荷与冷水通过水泵、管道、水箱等部件的温升引起的
附加冷负荷之和。

5.2.5 空气通过风机时的温升可按以下公式 (5.2.5)计�算 :�

3·�6×�
赫

η

Δ莎=�

式中 Ar—�—空气通过风机后的温升

z—�—风机的风量 (m3/h);�

Ff——风机的全压 (Pa);�

~生�旦n:Ⅱ ·
互

’?I �
·’72

1.013×�1.2叼�l 
·L�

(℃�);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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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一一电动机安装位置的修正系数,当�电动机安装在气流内时,叼�=1;当�电动机安装在气流外

时 ,η�=η�2;

叼1—�
—风机的全压效率,应�取实际效率 ;�

η2—�
—电动机效率。

当电动机的效率 %=0·�甾 (0.8~0· 9)时 ,Ar可�按表 5.2.5确�定。

表 5.2∶�5 空气通过通风机的温升 Δr(℃ )�

5.2.6�

1�

2�

3�

汁丁1 共芾空牛涌氵i风�.+nⅡ�所增加的显热冷负荷百分率时 ,可�将上表所查得的 Δε值除以送风温差 (送�风温度与空调

注:1 �若求空气通过风机所增加的显∵

房间内空气温度之差值 )。�

2 表中的温升,仅�考虑了风机运行时机械能转变为热能的部分,未�计人机壳传热导致的冷量损耗 c�

一般空调系统送回风管 (不�包括低温送风管道)的�温升可如下估算确定 :�

空气通过无绝热层的方形薄钢板风管的温升或温降可参考表 5.2.6-1;

有绝热层的方形薄钢板风管,其�温升或温降可参考表 5.2.6-2;

风管形状修正系数见表 5.2,6-3。�

表 5.2.6-1 无绝热层方形薄钢板风管的温升或温降 [℃�/(℃ 叫Om)]

电动机在气流内 (η�=1)�
电动机在气流外 (η�=0· “ )�

η1=0,7�ηl=0.5�

0 35

0.47

0.59

0 71

0,82

0.94

1 06

1.18

141�

40

0.54

0 67

0 81

o 94

1 08

1 21

1.35

1 61

0 47

0.63

0.78

0 94

1.10

1 25

1 41

1.57

1.88

0.56

0 75

0,94

1.13

1 32

1 50

1.69

1 88

2.26

0 30

0.40

0 50

0 60

0 70

o.80

0 90

1 00

1.20

0.34

0 46

0,57

0 69

0.80

091�

1 03

1 14

1 37

0 40

0.53

0 67

0 80

0.93

1 07

1 20

1.33

1 60

0 48

0.64

0.80

0 96

1 12

1.28

1 44

1 60

1 92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200

风量 (亻�/h)�

风管内空气的流速 (〃�s)

25

5.0�

65

8,0�

100�

12.O

风量 (矿�/h)�

风管内空气的流速 (m/s)�

25

50

6.5�

8.0�

10.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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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2 有绝热层方形薄钢板风管的温升或温降 [℃�/(℃ ·10m)]�

风管内空气的流速 (〃�s)
风量 (矿�/h)�

500� 1000 15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2.5�

50
65
80
I00�
L20�

0 65

0,46

041�
0 37

0 33

0 30

0.46

0 33

0 29

0 26

0 23

021�

0.38

0 27

0 23

021�
0 19

0 17

0 33

0~23

0.21

0 19

0 17

0 15

0
0
0
0
0
0 0 I9

0.13

0~12

011�
0 09

0 09

0 17

0.11

0~10

0 09

0 08

0 07

0 15

0.11

0 09

0 08

0 07

0 07

风管内空气的流速 (lll/s)�
风量 (亻�/h)�

12500� 15000� 20000� 225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2,5�

50
65
80
100�
12,0

0 13

0 09

0 08

0 07

0.06

0 06

0 12

0 09

0 07

0 07

0 06

0.05

0 11

0 07

0 07

0 06

0.05

0 05

0.10

0 07

0 06

0 05

0 05

0 05

0 09

0 07

o,06

0 05

0 05

0.04

0.09

0 06

0 05

0 05

0 04

0 04

0 08

0,05

0 05

0 05

0 04

0 03

0.07

0 05

0 05

0,04

0,04

0 03

表5.2,6冖�3 风管形状修正系数

圆风管
矩形风管高宽比

1∶�3� 1∶�4� 1∶�5� 1∶�6� 1∶�7�

0 89 1.07 125� 1 43

5.2.7 送风管道漏风引起的冷量损失可按下列附加率估算 :�

风管长度大于⒛m�

风管长度 10~⒛�m�

风管长度小于 10m�

10%�

5%

不 计

注:1 �附加率的计算基数为与该风管相连的空气处理机组的计算负荷。

2 送回风管均在空调空间内时 ,不�计此项 c�

3 风道阻力计算不计此项。

4 漏风的附加率还应加到空气冷却器和空气加热器的处理能力、加湿器加湿量的计算中,以�及送风机的风量中。

5.2.8 冷水通过水泵后的温升和因此而引起的冷负荷附加率可按表 5.2.8-1和�表 5.2.8-2估�算。

表 5.2.8-1 冷水经水泵后的温升 (℃�
)�

水泵效率

’Ps

水泵扬程 (m)�

10 20

05
06
0.7�

0.8�

0 05

0 04

0 03

0 03

0 07

0 06

0,05

0 04

0 09

0 08

0.07

0 06

0 I2

0 10

0.08

0 07

0 14

0 11

0,10

0 09

0
 
0
 
0
 
0
�

表5.28-2 �水泵效率叼s〓�O,5时�,通�过水泵引起的冷负荷附加率 (%)�

水泵扬程

(m)�

进出空气处理室的冷水温差 Δ矽a(℃ )�

3� 4� 5�

0
 
0
 
0
�

23

46

69

1.5�

31

4.6�

12

23

35

09

18

28

08

1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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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传人有绝热层冷水 (〃�12℃ )管�道的热量引起的温升及冷负荷附加 ,可�按表 5.2.9-1和�表

5.2.9-2数�值概略估算。

表 5.2.9-1 每 100m长有绝热层冷水管道内的冷水温升 (℃�
)�

表 5.2,9-2 单位长度冷水管道的冷水冷损失日sg值 (W/m)�

5.2.10 �冷水箱温升引起的冷量损失计算 ,� 可根据水箱保温情况、水箱间的环境温度、水箱内冷水的

平均温度 ,按�稳定传热进行估算。

5。�2u1丬� �空调区的夏季计算散湿量 ,应�根据下列各项确定 :�

1 人体散湿量 ;�

2 渗透空气带入的湿量 ;�

3 化学反应过程的散湿量 (一�般民用建筑不计算此项 );

4 各种潮湿表面、液面或液流的散湿量 ;�

5 食品或气体物料的散湿量 ;�

6 设备的散湿量 ;�

7 地下建筑围护结构的散湿量。

确定散湿量时,应�根据散湿源的种类 ,分�别选用适宜的人员群集系数、同时使用系数以及通风系

数。

5.2.12 �空调系统的冬季热负荷 ,应�根据下列各项确定 :�

1 通过围护结构的传热量 ;�

2 由于室外空气侵人而散失的热量 ;�

3 加热新风所需的热量。

以上各项均可按稳定传热计算 ,室�外计算温度应采用冬季空调计算温度 ,计�算方法详见第 2章�。

5.2.13 �当建筑物有内外分区时,建�筑物内区的冬季冷负荷宜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当建筑物内外区有隔墙分隔时,室�内照明功率、人员数量、设备功率等宜与夏季取值相同 ;�

2 当建筑物内外区无隔墙分隔时,室�内照明功率、人员数量、设各功率等的取值宜比夏季有所减

少 ,并�应根据内区面积、送风方式等因素综合确定。

5.2.14 �下列情况宜采用计算机模拟软件进行全年动态负荷计算 :�

1 需要对空调方案进行能耗和投资等经济分析时 ;�

2 利用热回收装置回收冷热量、利用室外新风作冷源来调节室内负荷、冬季利用冷却塔提供空调

冷水等节能措施而需要计算节能效果时 ;�

3 采用蓄冷蓄热装置 ,需�要确定装置的容量时。

冷水管道绝热层外径 D(mm)�

管内外温差 (tpwˉ tpn)(℃�)�

绝热后管道外径 D(mm)�

63

84

10.4

15.7

19,3

26 0

31,3

55

73

92

13,7

182�

22,7

27,4

4.6�

63

7,1�

11.7

15.7

19.6

23 3

3.9�

5,2�

65

97

13.0

16.2

196�

3.1�

42

52

71

10.4

13.0

155�

24

3,1�

39

59

7.1�

9.7�

116�

60

80

100�

150�

200�

250�

300�



空  �调 ·8F·

5.3 空调系统的划分、选择与设计

5.3.1 属下列情况之一者 ,宜�分别设置空调系统 :�

1 使用时间不同的空调区 ;�

2 温湿度基数和允许波动范围不同的空调区 ;�

3 对空气的洁净要求不同的空调区 ;当�必须为同一个系统时 ,洁�净度要求高的区域应作局部处理 ;�

4 噪声标准要求不同的空调区,以�及有消声要求和产生噪声的空调区;当�必须划分为同一系统
时,应�作局部处理 ;�

5 在同一时段需分别供热和供冷的空调区 ;�

6 空气中含有易燃易爆物质的区域 ,空�调风系统应独立设置。
5.3口�2 空调区中存在较大需常年供冷的区域时,应�根据房间进深、朝向、分隔等划分需常年供冷的区
域和夏季供冷冬季供热的区域 ,并�分别设置空调系统或末端装置。
5.3.3 空调系统的形式宜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后按下列原则选择 :�

1 全空气定风量空调系统适用于下列空调区域 :�

1)要求温湿度波动范围小 ;�

2)洁净度标准高 (例�如净化房间、医院手术室等 );

3)消声标准高 (例�如播音室等);

4)空调房间较大或室内人员较多 ,能�设置独立的空调系统 (例�如商场、影剧院、展览厅、餐厅、
多功能厅、体育馆等);当各房间温湿度参数、洁净度要求、使用时间、负荷变化等基本一致时,可�合
用空调系统。人员密集场所单台空气处理机组风量较大时,风�机宜采用变速控制。

注:人�员密集场所停留人数变化较大,采�用变速风机节能效果较明显。若采用双速风机进行简单的手动转换,运�行
时仍为定风量变风温维持室内温度恒定。也可采用变频风机,并�改为送风温度基本不变,整�体改变送风机风量维持房间
温度恒定。为了与本条2款�各房间设置变风量末端装置的变风量系统区别,仍�在

“
定风量系统

”
的1款�中叙述。

2 同一个全空气空调系统中,各�空调区负荷变化较大、低负荷运行时间较长,且�需要分别调节室
内温度 ,卫�生标准要求较高的建筑 ,如�高档写字楼和用途多变的其他建筑物 ,尤�其是需全年送冷的空调
区域等 ,可�采用有变风量末端装置的全空气变风量空调系统。

3 空调房间较多、房间内的人员密度不大 ,建�筑层高较低 ,各�房间温度需单独调节时,可�采用风
机盘管加新风系统。厨房等空气中含有较多油烟的房间,不�宜采用风机盘管。

4 全空气变风量系统或采用温湿度独立控制的直流式新风系统等送风温度恒定的空调系统 ,有�低
温冷媒可利用时,可�采用低温送风空调系统。对要求保持较高空气湿度或需要较大换气量的房间,不�应
采用低温送风系统。

5 各房间或区域负荷特性相差较大 ,并�要求温度单独调节的办公、商业等建筑 ,如�有较大需全年供
冷的区域 ,在�冬季或过渡季节需同时供冷与供热 ,且�所需供冷量较大时 ,可�采用水环式水源热泵空调系统。

6 空调房间或区域数量多、同时使用率较低 ,各�区域要求温度独立控制 ,并�具各设置室外机条件
的中小型空调系统,可�采用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分体式空调系统。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分体式空调系统不宜
用于振动较大或产生大量油污蒸气的场所。

7 下列情况应采用直流式 (全�新风)空�调系统 :�

1)卫生或工艺要求采用直流式 (全�新风)空�调系统 ;�

2)夏季空调系统的回风焓值高于室外空气焓值 ;�

3)空调区排风量大于按负荷计算出的送风量 ;�

4)室内散发有害物质 ,及�防火防爆等要求不允许空气循环使用。
8 下列情况可采用分散设置、有独立冷源的单元式空调机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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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型独立建筑物 ;�

2)建筑物内面积较小、布置分散的空调房间 ;�

3)设有集中冷源的建筑物中,少�数因使用温度或使用时间要求不一致的房间 ;�

4)住宅等。

5.3.4 空调系统的新风、回风和排风设计应符合下列原则 :�

1 除冬季利用新风作为全年供冷区域的冷源 ,以�及 5.3.3条�7款�的情况外 ,冬�夏季应采用最小新

风量。最小新风量的确定应符合 1.2节�的要求。

2 全空气空调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

1)除了温湿度波动范围或洁净度要求严格的房间外 ,应�充分利用室外新风做冷源 ,根�据室外焓值

(或�温度)变�化改变新回风比,直�至全新风直流运衔 ;�

2)人员密度较大且变化较大的房间,在�采用最小设计新风量时,宜�采用新风需求控制 ,根�据室内

C02浓�度检测值增加或减少新风量 ,在�CO2浓�度符合卫生标准的前提下减少新风冷热负荷 ;当�人员密

度随时段有规律变化时,可�采用按时段对新风量进行控制 ;�

3)人员密集、送风量较大且最小新风比≥50%时�,可�设置空气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的直流式空调

系统。

3 各房间采用风机盘管等空气循环空调末端设各时,集�中送新风的直流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

1)新风宜直接送入室内 ;�

2)新风机组和新风管应满足在各季节需采用不同新风量的要求 ;�

3)设有机械排风时,宜�设置新风排风热回收装置。

4 新风量较大且密闭性较好 ,或�过渡季节使用大量新风的空调区,应�有排风出路 ;采�用机械排风

时应使排风量适应新风量的变化。

5.3.5 全空气空调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原则 :�

1 空调送风应采用单风道系统 ;�

2 除了温湿度波动范围要求严格的房间外 ,不�宜在同一个空气处理系统中,同�时有加热和冷却过程 ;�

3 湿度控制要求不严格的房间,当�送风量大于用负荷和允许送风温差计算出的风量,以�及采用下

送风方式的空调风系统时,可�采用避免再热损失的二次回风系统。

5.3.6 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应�按下列原则进行冷负荷分配和选择风机盘管 :�

1 夏季湿度较大地区的一般房间,新�风宜处理到与室内等湿的状态 ,负�担新风冷负荷和湿负荷 ,�

以及部分房间显冷负荷 ;�

2 医院门诊、病房等卫生标准较高的空调区,在�空调冷水供水温度可能的条件下 ,新�风机组除负

担新风冷负荷和湿负荷外 ,还�宜负担部分室内冷负荷、部分或全部室内湿负荷 ;风�机盘管宜干工况运

行 ,改�善卫生条件 ;低�温新风系统的设计可参照 5.12节的要求 ;�

3 风机盘管机组宜按中档转速下的供冷 (供�热)量�选用。

5.3.7 采用全空气空调系统的有防冻要求的房间,宜�考虑值班空调或采暖,使�室内在全空气系统不运

行时维持必要的温度。

5.4 空调房闾气流组织与送风量

5.4.1 空调房间的气流组织设计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进行必要的气流组织计算 ;�

2 满足室内设计温湿度及其精度、人员活动区的允许气流速度、室内噪声标准和室内空气质量等

要求 ;�

3 与建筑装修有较好的结合 ;�

一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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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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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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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



空  �调 ·⒏ ·

4 气流应均匀分布 ,避�免产生短路和死角。

5.4.2 空调区内人员主要活动区的气流速度可参考表 5.4.2_I和�5.4.2-2的�规定。

表 5,4,2-1 室内活动区的允许气流速度

人体状态 长时间静座 短时间静座 轻体力活动 重体力活动

适用场合

办公 室、影剧 院、会

议厅 、住宅
餐厅、宴会厅、体育馆 商店、—般娱乐场所 翳厅、健身房、保龄球室

送冷风 送热风 送冷风 送热风 送冷风 送热风 送冷风 送热风

允许

流速 (砀�/s)�
^
υ
� 0 15 0,2� 0 35 0 45

表 5,4.2-2 室内活动区的允许流速与温度关系

室内温度 (℃�
)� 20 22 24

允许流速 (laL/s)� 01 0 12 0 20 0 25 0 30 0,35 0.40 0.45 0,50

5.4.3 上部送风形式 ,宜�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一般房间宜采用百叶风口或条缝型风口从单侧或双侧送风 ,射�流宜贴附 ;�

2 房间的上部空间有条件时,宜�采用贴附射流的散流器送风;层�高较高时,可�采用直片式散流器
送风 ;�

3 会堂、体育馆、影剧院等高大空间,宜�采用喷口或旋流风口送风 ;�

4 区域温差和人员活动区风速要求严格、单位面积风量较大、室温允许波动范围较小的空调房
间,宜�采用孔板下送风方式 ;�

5 演播室等室内余热量大的高大空间,宜�采用可伸缩的圆筒形风口下送风方式 ;�

6 高度≥10m且�体积 >10000m3的 高大建筑空间,如�上部无温度要求 ,宜�采用分层空调 ;送�风宜
采用侧送 ,回�风口在同侧下部。

5·�4.4 采用贴附侧送风方式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送风口上缘离吊顶距离较大时,送�风口应设置向上倾斜 10° ~⒛�°的导流片 ;�

2 送风口应设置使射流不致左右偏斜的导流片 ;�

3 射流途中不得有阻挡物。

5.4.5 采用散流器贴附顶送风方式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根据空调房间吊顶高度、允许噪声值等确定散流器允许的最大喉部送风速度 ,以�及散流器的
型式和数量 ;�

2 吊顶上部应有安装风管和散流器风量调节阀的足够高度 ;�

3 布置散流器的平面位置时,应�有利于送风气流对周围空气的诱导 ,避�免产生死角 ,射�流途中不
得有阻挡物。

5·�4.6 采用孔板下送风方式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孔板上部稳压层的高度应经计算确定:且�净高不应小于0.2m;�
2 向稳压层内送风的速度宜采用 3~5m/s;当�送风射程小于 4m时 ,稳�压层内可不设送风分布支

管;在�进风口处宜装设防止送风气流直接吹向孔板的导流片或挡板 ;�

3 孔板布置应与室内局部热源的分布相适应 ;�

4 利用吊顶上部空间做静压箱,在�吊顶上直接设孔板或风口时 ,吊�顶四周及顶部围护结构应保温
和密封 ,且�不应大面积采用这种送风方式。

5.4.7 采用喷口送风方式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喷口送风的射程和速度、喷口直径及数量、喷口的安装高度 ,应�根据空调区高度和回流区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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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位置等因素通过计算确定 ;�

2 应使人员活动区处于射流的回流区 ;�

3 兼作热风采暖时,应�具有改变射流出口角度的可能性。

5.4.8 分层空调的气流组织设计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空调区宜采用喷口侧送 ,侧�送喷口高度宜距地 4~5m;当�空调区跨度大于笏m时�,宜�采用双侧

送风,回�风口宜布置在送风口的同侧下方 ;�

2 侧送多股平行射流应互相搭接;当�采用双侧喷口对送时,其�射程可按两侧喷口中点距离的⒇%�

计算 ;�

3 应尽量减少非空调区向空调区的热转移 ,必�要时,可�在非空调区设置送、排风装置。例如公共

建筑的中庭等高大空间应能利用自然通风排除上部高温空气 ,必�要时设置机械排风装置。

5.4.9 下部送风方式应按下列原则选择 :�

1 在高大空间中人员不长期停留的区域 ,例�如文体建筑的高大休息厅廊等,可�采用地板下送风方

式 ;�

2 有大面积玻璃外墙的冬、夏使用的游泳馆 ,宜�采用沿外墙地面或窗台向上送风的方式 ;�

3 人员长期停留的区域在满足下列条件时,可�采用置换通风方式 :�

1)热源以人员、设各 (计�算机、复印机等 )、�灯光为主,且�人员密度变化不大,人�员活动量较轻 ,�

显热负荷不宜超过 120W/m2;

2)污染源与热源位置相近,浓�度不大且稳定 ;�

3)房间 (空�间)的�净高宜大于 2.4m;�

4)全年送冷的空调区域。

注:置�换通风为下部送风的一种特例,其�机理是送人的冷空气层依靠热浮升力的作用上升带走热湿负荷和污染物,�

而非依靠风速产生送风射程,因�此只适用于全年送冷的区域;当�送人热风或送风速度较大时,便�不再属于置换通风范

畴,为�一般下部送风。

5囱�4●�10 �下部送风方式的设计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人员活动区域的送风速度应低于上送风方式 ,可�参照表 5.4。�l1-1确定 ;�

2 人员长期停留的区域采用置换通风方式时,人�脚踝处风速不宜超过 0.2m/s;�

3 人员活动区域的送风温差应小于上送风方式 ,且�宜满足 5.4.16的要求 ;�

4 置换通风方式的人员头脚处空气温差 ,不�应大于 3℃�。

5.4。�,i �送风口的出口风速,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对噪声的要求、送风口形式及安装高度和位

置等确定 ,可�参照表 5.4。�11-1及 5。�4.11-2的数值。

表 5.4,11-1 �各类送风口的出口风速

送风口形式 场所示例 出口风速 (ll·�/s)� 备 注

侧送百叶

公寓、客 房、别 墅、会

堂、剧场、展厅
25~38�

送风口位置高、工作区允许风速高和噪声标准

低时取较大值

一般办公室 50~60�

高级办公室 2.5~40

电影院 50~6.0

录音、广播室 15~25�

商店 5.0~7.5�

医院病房 25~4.0

条缝风口顶送 2~4�

5
5
.
孑
�



续表 5.4。�I1

表 5.4 11~2 散流器颈部最大风速 (m/s)�

5.4.12

素确定 ,�

1�

2�

部 ;�

回风口和排风口的位置 ,应�根据对人员活动区
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

不应设在送风射流区和人员经常停留的地方;采�用侧送时,回�风口宜设在送风口的同侧下方 ;�房间高度较大且冬季送热风时,或�采用孔板送风和散流器向下送风时,回�风口宜设在房间下

表 5.4.13 �回风口吸风速度

3 以夏季送冷风为主的空调区域,当�采用顶部送回风方式时,顶�部回风口宜与灯具相结合 ;�4 建筑顶层、或吊顶上部存在较大发热量、或吊顶空间较大时,不�宜直接从吊顶回风 ;�5 有走廊的多间空调房间,有�条件时,可�采用走廊回风 ,但�走廊断面风速不宜过大 ;�6 采用置换通风方式时,回�风口应置于活动区高度以上 ,排�风口应高于回风口。
5·�4L13 �回风口的风速 ,可�按表 5.413选�用 ;当�房间内噪声标准要求较高时,回�风口风速应适当降低。

5·�4·�14 �有空调系统和机械排风系统的建筑物 ,其�送风口、回风口和排风口的设置应有利于维持房间内所需要的空气相对静压值 :�

1 除医院传染病房等有特殊要求的房间外,建�筑物内的空调房间应维持正压 ;�2 建筑物内的厕所、盥洗间及散发气味、有害气体或温度较高的设各用房等应维持负压 ;�3 餐厅的前厅应维持正压,厨�房应维持负压,餐�厅内的空气压力应处于前厅和厨房之间。
5·�4·�15 �医院洁净手术室的气流组织应遵守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GB~sO~333的�有关规定。
5·� 4·�16 �空调房间夏季丿总送风量,应�能消除室内最大余热和余湿,按�室内最大冷负荷及送风焓差确定。在满足舒适的条件下,应�尽量加大夏季送风焓差,但�送风温差宜符合下列要求 :�1 送风口高度 )5m时�,送�风温差宜≤15℃

;�

2 2m<送�风口高度≤5m时 ,送�风温差宜≤I0℃
;�

3 送风口高度≤2m时 ,送�风温差宜≤6℃�
;�

送风 口形式 场所示例 出口风速 (珈�/s)�
各注

送风均匀性要求高或送热风时 ,取�较大值

空调区域内噪声要求不高时 ,最�大佰可取 10m/

孔板顶送 3~5�

喷 口 4~8�

地板下送
≤ 2�

~
~
_
�

置换通风下送 02~o5�

建筑物类别
允许噪声

[dB (A)]
吊顶高度 (m)�

公寓、旅馆大堂、办公室

公共建筑物

回风口位置
位于人的活

动区之上

在人的活动区

内离座位较远

在人的活动区

内离座位较近

门上格栅或

墙上回风口 走廊回风断面

吸风速度 (奶�/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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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情况下的送风温差应经计算确定 :�

1)送风口高度 >10m;�

2)人员活动区处在下送气流扩散区 ;�

3)采用置换通风方式⊙

5.4.17 �舒适性空调系统的新风量和新风比,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

1 新风量应不小于下列两项中的较大值 :�

1)按本措施第 1.2.3条�规定的人员设计新风量 ;�

2)补偿排风和保持室内压力所需新风量。保持正压所需风量 ,�

估算确定。

2 全空气空调系统必须服务于不同新风比的多个空调区域时 ,�

为系统的总新风比。系统的新风量应按下列公式确定 :�

y=X(1十�X-z)
y=吒

t/饩 t�

X=忾n/吆 t�

z=吒c/吆 c�

式中 y__修 正后的系统新风量在送风量中的比例 ;�

‰  �修正后的
`总�

新风量 (沪�/h);

吆t 总送风量 ,即�系统中所有房间送风量之和 (矿�/h);

X—�—未修正的系统新风量在送风量中的比例 ;�

y。�n 系统中所有房间的新风量之和 (耐�/h);

z—�—需求最大的房间的新风比 ;�

Vl。c 需求最大的房间的新风量 (沪�/h);

忾c 需求最大的房间的送风量 (耐�/h);

宜按缝隙法计算,可�参照表 5.4.17

不应采用新风比最大区域的数值作

(5.4.17-1)

(5.4.17-2)

(5,4.17-3)

(5.4,17-4)

表 5.4.17 �单位长度缝隙的渗漏风量

围护结构两侧压差

(Pa)

缝隙渗漏风量 〔″/(m·�h))�

单层钢窗 双层钢窗 门

5� 2.6�

10 40 23 5

20 43 33 3

49 37 2

50 109� 52,6

注:门�缝宽度为 0.002m。

5,5 空气处理

5.5.1 除采用直接蒸发式空气冷却器进行空气冷却的空调系统外 ,集�中空调系统宜采用水冷式空气冷

却器 ,必�要时可采用淋水室或带淋水的空气冷却器处理空气。低温送风空调系统应符合 5.12节的要求 ,�

一般常温送风空调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空气与冷媒应逆向流动 ;�

2 冷媒进口温度应比空气的出口干球温度至少低 3.5℃�
;�

3 冷媒的温升宜取 5~10℃ ,其�流速宜取 0.6~1.51△ /s;�



4 空气通过冷却器的迎风面质量流速宜采用2.5~3.5kbc/(m2· s);当�大于 3.0k酽 (m2.s)时
,�应在空气冷却器后设挡水板 ;�

5 医院手术室洁净空调系统中,空�气冷却器的迎风风速不应大于 211/s。�
5·�5·�2 集中空调系统的热媒应采用热水。当某些房

星摞

温湿度需要单独控制,室�内温度的允许波动范围小于 ±1.0℃�时,调�节室温的二次加热设各可采丹

Ξ∶:菖�l暴�蝥旱〗耸】阜甬帚倍晕

巽襄骂霪           � 兔堑屐艾导:彗�蝥:暑�穿晏雾霸

5·�5·�4 寒冷和严寒地区冬季使用的集中空调系统及新风系统的热水空气加热器 ,应�采取防冻保护措施 ,必�要时可采用下列方法 :�

1 设置热媒温度达下限时自动关闭风机的控制环节;新�风人口密闭调节阀的启闭与风机的开停联锁。

2 当空气处理机组的空气加热器设有水路电动调节阀时,宜�采取下列措施 :�1)设置热水阀先于风机和风阀开启 ,后�于风机和风阀关闭的联锁装置 ;�2)设热水调节阀最小开度限制,并�在空气加热器出水温度达下限时开大热水调节阀 ;�3)两管制水系统当冷却和加热水流量相差悬殊时,宜�根据冷热水流量分别设置冷水调节阀和热水调节阀。

3 必要时可采取下列保证换热盘管流速的措施 :�

1)当两管制水系统冷却和加热水流量相差悬殊

罹舸      
分别设置换热盘管,或�设置两组冷却器盘管并联使用,冬�季使用靠近进风侧的一组盎

2)设置末端循环小水泵 ;�

3)设置空气预热器 ,预�热器水路上不设自动调节阀。

力⒎l层�泶钅豪錾岌簦齄1梨�鹜 !冷�

式空气冷却器、热水式空气加热器和预热器等设各的允许承压能

5·�5。�6 舒适性空调系统的新风和回风,应�经过滤处理,且�宜符合下列要求 :�1 不宜采用油过滤器 ;�

2 卫生标准较高时,宜�设置粗效过滤器和中效过滤器等 ,�3 过滤器应能方便地拆装和更换 ;�

4 宜装过滤器阻力检测、报警装置 ;�

5 空气过滤器阻力应满足下列要求 :�

1)粗效过滤器 (粒�径≥5.0um,效率:80%)E≥⒛%):�
2)中效过滤器 (粒�径≥1,0um,效率 :⒛�%>E≥�⒛%):�
3)应按终阻力计算过滤器阻力。

5·�5·�7 医院洁净手术室空气净化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进行两级过滤处理 ;�

1 送风系统应至少设三级空气过滤;第�一级宜设置在新风口,第�二级应设置在系统的正压段,第�三级应设置在送风末端或附近 ;�

2 末级净化设施不得采用静电空气净化装置 ;�

3 回风口必须设过滤器 ;�

4 净化空调系统中的空气处理部件、
GB5O~s33的有关规定。

材料等要求应遵守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

5·�5·�8 对冬季有湿度要求的房间,空�调系统应设置加湿装置。
1 当有蒸汽可利用时,应�首先选用干蒸汽加湿器;医�院洁净手术室净化空调系统宜采用以蒸汽为热源,间�接加热纯净水产生干蒸汽。

空  �调

初阻力≤∞%,终阻力≤100Pa;

初阻力≤⒛h,终阻力≤160Pa;

asus
附注
“asus”设置的“Cance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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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蒸汽汽源 ,但�对湿度及控制精度要求严格时,可�通过经济比较采用电极式或电热式蒸汽加湿

器。

3 空气湿度及其控制精度要求不高时可采用高压喷雾加湿器。

4 对湿度控制精度要求不高且经济条件许可时 ,可�以采用湿膜加湿器或高压微雾加湿装置。

5 小型空调系统可以采用超声波加湿器 ,且�宜使用纯水。

6 医院等卫生要求较高的空调系统不应采用循环高压喷雾加湿器和湿膜加湿器。

7 加湿器供水水质应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注:1 �蒸汽加湿器没有对被加湿空气的湿度饱和率的要求,加�湿效率接近 100%,加�湿效果和卫生条件最好。

2 电蒸汽加湿器可实现加湿量的连续调节,控�制精度较高;但�用电量大,一�次投资和运行费用都较高。电极

式蒸汽加湿器一般比电热式蒸汽加湿器价格低,但�采用硬度较高的白来水时需经常更换电极。有自动除垢装置的电热式

蒸汽加湿器价格较高,但�使用时间相对较长。

3 高压喷雾加湿器价格便宜,但�要求被加湿的空气湿度饱和率≤sO%,且加湿效率较低。例如北京地区在设

计条件下要求送入室内⒛℃的新风时,相�对湿度只能处理至 sO%以�下;当�新风被处理至⒛%时�,加�湿效率仅有 33%,

狁%的�水将被排除。因此当送风湿度要求较高时,不�能采用高压喷雾加湿器;加�湿水直流时,如�不作为中水等回收利

用,不�符合节水原则。

4 湿膜加湿器价格较贵,水�质硬度较高时易硬化降低寿命;加�湿空气所需的湿度饱和率在 gO%以�下时,均�可

以采用,应�按湿度饱和率选择湿膜厚度;其�加湿效率也较低,一�般为33%~~,ˉ0%,水�直流时也宜回收利用。无论是直流

还是循环使用,含�水状态的加湿模块易产生微生物,因�此应有相应的对策。

5 高压微雾加湿设备通过高压柱塞泵将水加压并传送到喷嘴,以�3~15um的 微雾向空气加湿,加�湿效率可达

⑽%以�上,但�价格很贵。

6 超声波加湿器使用纯水是为了防白粉。

7 湿度饱和率——其数值为:(空气加湿前干球温度-加�湿后干球温度)/(加�湿前干球温度-加�湿后空气湿

球温度),其物理概念为:等�焓加湿过程中,空�气加湿至所需湿度的含湿量增值,占�空气加湿至饱和状态 (♀�=100%)

的含湿量增值的比率。

8 加湿效率——空气吸收的水量/加�湿器给水量,应�通过产品的实验曲线查取⊙

5.5.9 采用干蒸汽加湿器时应符合下列设计要求 :�

1 应根据产晶要求对高压蒸汽进行减压 ;�

2 加湿器人 口应设过滤器 ;�

3 应采用逆喷方式 ;�

4 应设置凝结水的排放、回收装置。

5.5.10 �采用电极式或电热式蒸汽加湿器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电极式蒸汽加湿器不得使用纯水 ;�

2 电热式蒸汽加湿器宜采用纯水 ,使�用 自来水时宜选择有 自动除垢装置的产品 ;�

3 应根据产品的要求确定是否使用软水。

注:电�极式加湿器如采用软化水,当�Na+浓�度过高时易产生泡沫,有�可能影响水位和加湿量的控制精度;电�热加湿

器也有类似问题;因�此对水质软化的要求应根据产品的要求确定。

5.5.11 �采用高压喷雾加湿器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采用直排水加湿时,排�水宜回收利用 ;�

2 用循环喷雾加湿时,应�选用有灭菌措施的产品 ;�

3 加湿段应具有满足产品要求的蒸发吸收距离 ;�

4 应根据产品要求确定是否设挡水板。

5。�5.1n �采用湿膜加湿器时应符合下列设计要求 :�

1 应根据产品要求确定迎面风速 ;�

2 宜采用软水 ;�

3 采用直流水加湿时,排�水宜回收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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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选择有灭菌措施的产品,且�应定期清洗。

5。�5。�13 �采用高压微雾加湿装置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采用软水 ;�

2 一台高压微雾加湿主机服务的区域或空气处理机组数量按产品要求确定 ;�

3 选用的主机供水量和喷嘴出雾量不应小于所需`总�加湿量的 1。�笏 倍 ;�

4 在空气处理机组加湿段加湿应采用专用微雾挡水板 ,并�应设置排水装置。

5.5.彐4 空气加湿设计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冬季加湿量应经计算确定 ,舒�适性空调系统可忽略室内散湿量 ,按�室内外空气的含湿量差和新

风量进行计算 ;�

2 应在加热后进行加湿 ;�

3 采用空气处理机组时,宜�设置加湿段 ,不�宜在风管中加湿。

5.6 空气输送、空调机房与管道层

5.6。�1 全空气空调系统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设回风机 :�

1 新风量需连续变化、其他排风方式不能适应风量变化要求 ;�

2 回风系统阻力较大 ,设�置回风机技术、经济合理。

5.6。�2 设置回风机的空调系统 ,其�新风口和排风口应按最大风量设置,新�回风混合室的新风人口,应�
全年处于负压状态。

5.6。�3 空调风系统应设置下列调节装置 :�

1 风系统各支路应设置调节风量的手动调节阀,可�采用多叶调节阀等。

2 送风口宜设调节装置,要�求不高时可采用双层百叶风口。

3 空气处理机组的新风人口、回风人口和排风口处 ,应�设置具有开闭和调节功能的密闭对开式多

叶调节阀,当�需频繁改变阀门开度时,应�采用电动对开式多叶调节阀。

5.6。�4 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应按下式计算 ,并�不应大于表 5.6.4的�规定。

7飞�=P/(3600叩 l)

式中 Ws—�—单位风量耗功率 tW/(矿 /h)];�

P—�—风机全压值 (Pa);�

”l—�—包含风机、电机及传动效率在内的
`总�效率 (%)。�

表 5,6.4 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限值 [W/(m3/h)]

(5.6.4)�

注:1 �普通机械通风系统中不包括厨房等需要特定过滤装置的通风系统。

2 严寒地区增设预热盘管时,单�位风量耗功率可增加 0∞�5[配/(矿 /h)]。

3 低温送风空气处理机组单位风量耗功率增加可参照上述数值。

4 当空气处理机组内采用湿膜加湿时,单�位风量耗功率可增加 0O~bˉ3[W/(nls/h)]⊙

5.6.5 空调风系统应采取 以下减少风机耗功率 的措施 :�

系统型式
办公建筑 商业、旅馆建筑

粗效过滤 粗、中效过滤 粗效过滤 粗、中效过滤

两管制定风量系统 0 42 0 48 0.46 052�

四管制定风量系统 0 47 0.53 051� 0 58

两管制变风量系统 0 58 0 64 0 68

四管制变风量系统 0.63 0 69 0 67 0.74

普通机械通风系统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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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合理布置和划分风系统的服务区域,风�道作用半径不宜过大;高�层民用建筑在其层高允许的

情况下,宜�分层设置空调系统;当�需要在垂直方向设置空调系统 (如�新风系统)时�,应�符合4.12.2的

防火要求;当�符合4.12.2要求,层�数不受限制时,每�个系统所辖层数也不宜超过 10层
;�

2 风道设计与连接应符合 4.6节�的要求 ;�

3 风管内风速不应过大,可�根据空调区域的噪声要求按9.1.5的�规定确定 ;�

4 应合理选用空调通风系统的风机 :�

1)风机压头和空气处理机组机外余压应计算确定,不�应选择过大 ;�

2)应采用高效率的风机和电机 ;�

3)有条件时宜优先选用直联驱动的风机。

5.6.6 空调机房不宜作为空调系统的静压室使用,当�条件所限必须作为静压室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不应作设各送风侧的静压室 ;�

2 空调机房应有较好的隔声和密闭性,当�与室外相邻时,应�有较好的保温措施 ;�

3 应考虑设各发热量、机房围护结构冷负荷和其他热量引起的回风温升。

5.6.7 空调机房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空调机房宜邻近所服务的空调区 ;�

2 空调机房的面积和净高应根据系统负荷、设各大小确定,应�保证有适当的操作空间、检修通道

和设备吊装空间 ;�

3 无窗的空调机房,宜�有通风措施 ;�

4 空调机房不宜与空调房间共用一个出人口,机�房应根据邻近房间的噪声和振动要求,采�取相应

的隔声、吸声措施;通�风机等转动设各应设减振装置 ;�

5 空调机房的外门和窗应向外开启;大�型空调机房应有单独的外门及搬运设各的出入口;设�各构

件过大不能由门出人时,应�预留安装孔洞 ;�

6 空气处理设各 (不�包括风机盘管等小型设各)不�宜安装在空调房间内 ;�

7 空调机房内应考虑排水设施。

5.6.8 空调管道或与其他管道共同敷设于管道层时,管�道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净高不应低于 1.8m;当�管道层内有结构梁时,梁�下净高不应低于 1.2m;层�高≤2.2m的管道层

内不宜安装空气处理机组及其他需要经常维修的空调通风设备 ;�

2 应设置人工照明,宜�有自然通风 ;�

3 隔墙上安装各种管道后,人�行通道净宽不应小于0.7m,净�高不应低于 1.2m;�

4 应考虑排水设施。

5.7 空调冷热水系统的形式与分区

5.7.1 除设蓄冷蓄热水池等直接供冷供热的蓄能系统及用喷水室处理空气的开式系统外 ,空�调水系统

宜采用以膨胀水箱或其他设各定压的闭式循环系统。用喷水室处理空气的开式系统应设蓄水箱 ,蓄�水箱

的水量宜按系统循环水量的5%~10%确定。

5.7.2 空调冷热水系统的制式 ,应�符合下列原则 :�

1 当建筑物所有区域只要求按季节同时进行供冷和供热转换时,应�采用两管制水系统 ;�

2 当建筑物内一部分区域的空调系统需全年供应空调冷水、其它区域仅要求按季节进行供冷和供

热转换时,可�采用分区两管制水系统 ;内�外区集中送新风的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的分区两管制系统形式

可参考图 5,7.2;

3 当空调水系统的供冷和供热工况转换频繁或需同时使用时,宜�采用四管制水系统。

asus
附注
“asus”设置的“None”

asus
附注
“asus”设置的“Completed”



冬天供热夏天供冷的新风空调器

冬天供热夏天供冷的

外l×�风机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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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压补水

图5.7.2 风机盘管加新风分区两管制水系统举例
5·�7.3 空调冷热水系统的设各配置形式和调节方式,应�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1 水温要求一致且各区域管路压力损失相差不大的中小型工程,可�采用冷源侧定流量、负荷侧变流量的一次泵系统 (简�称一次泵系统),见图5.7.3-1。�

图5.7.3-1 空调冷水-次�泵系统示例
1-分水器;2-集�水器;3-冷�水机组;4-定�流量冷水循环泵;5-止�回阀 ;�

6-压差控制器;7-旁�通电动调节阀;8-末�端空气处理装置;9-电�动两通阀
负荷侧系统较大、阻力较大时,宜�采用在冷源侧和负荷侧分别设置一级泵 (定�流量 )�

8        9

和二级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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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流量)的�二次泵系统;当�各区域管路阻力相差悬殊 (超�过 0O~s MPa)或�各系统水温要求不同时,宜�
按区域或按系统分别设置二级泵 ,见�图5.7.3-2。�

图5.7,3-2 空调冷水二次泵系统示例
1-分水器;2-集�水器;3-冷�水机组;4-定�流量一级冷水循环泵;5-止�回阀 :�

6-末端空气处理装置;7-电�动两通阀;8-变�频调速二级冷水循环泵;9-压�差控制器;10-二 膏言

3 具有较大节能潜力的空调水系统 ,在�确保设各的适应性、控制方案和运行管乏可辜的前提下 ,�

可采用冷源侧和负荷侧均变流量的一次泵 (变�频)变�流量水系统,见�图 5.7,3-3=

图 5,7,

l-冷水机组 ;�

3-3 空调冷水一次泵 (变�频)变�流量系统示例
2-变频调速冷水循环水泵;3-电�动隔断阀;4-旁�通电动调节阂 :�

5-电动两通阀;6-末�端空气处理装置;7-止�回阀

l�

|�

l�

厂̄ˉˉˉ」

L
■
�

□
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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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用换热器加热或冷却的空调热水或冷水系统,其�负荷侧二次水应采用二次泵变频调节的变流

量系统,见�图5,7.3-4。�

注:1 �本节二次泵系统专指冷源侧和负荷侧各级水泵直接串联的空调冷水系统。为与采用换热器间接连接的水系

统区别 ,本�节将直接串联连接的冷源侧和负荷侧水泵分别称为一级泵和二级泵 ,将�间接连接的换热器前、后一次水循环

泵和二次水循环泵分别简称为一次泵和二次泵。

2 本节对电动控制的两通阀门的称谓 :除�注明者外 ,“�电动两通阀
”

包括双位控制和连续调节阀门,其�中连续

调节阀门,按�习惯特称为
“
两通调节阀

”
。

图57.3-4 �空调热水变流量系统示例
1-换热器;2-变�频调速空调热水循环泵;3-温�控阀;4-压�差控制器 ;�

5-电动两通阀;6-末�端空气处理装置;7-止�回阀;8-各�用泵

5.7.4 一次泵空调水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末端空气处理装置的回水支管上宜设置电动两通阀 ;�

2 当末端空气处理装置采用电动两通阀时,应�在冷热源侧和负荷侧的集、分水器 (或�总供、回水

管)之�间设旁通管和电动两通调节阀,旁�通管和旁通阀的设计流量应取单台最大冷水机组的额定流量 ,�

见图 5.7.3-1;

3 冷水机组与冷水循环泵之间,宜�采用一对一独立接管的连接方式 ;机�组数量较少时,宜�在各组

设各连接管之间设置互为备用的手动转换阀,见�图 5.7,4-1和�5,7.4-2;

ˇ

⌒ ∴

\\吐

`¨�I      I `¨

侮 5�

图5.7,4-1 循环泵和冷水机组之间一对一接管连接方式 (无�备用泵)�

1-冷水机组 (蒸�发器或冷凝器);2-循环水泵 ;�

3-常闭手动转换阀;4-止�回阀;5-设�各检修阀

`
`
、~
�

\
�

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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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阀门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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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4-2 循环泵和冷水机组之间一对一接管连接方式 (设�备用泵)和�阀门配置示例
1-冷水机组 (蒸�发器或冷凝器);2-循环水泵;3-各�用泵;    .

4-常闭手动转换阀;5-止�回阀;6-设�各检修阀

4 冷水机组与冷水循环泵之间采取一对一连接有困难时,可�采用共用集管的连接方式。当冷水泵

停止运行时,应�隔断对应冷水机组的冷水通路 ;当�采用集中自动控制系统时,每�台冷水机组的进水或出
水管道上应设置与对应的冷水机组和水泵联锁开关的电动两通阀 (隔�断阀),见图5.7.4-3。�

9        3           1

图5.7,4-3 循环泵和冷水机组之间共用集管连接方式和阀门配置示例
l-冷水机组 (蒸�发器或冷凝器);2-循环水泵;3-电�动隔断阀 ;�

4-止回阀;5-设�各检修阀;6-共�用集管

5·�7.5 二次泵空调水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空调末端装置的回水支管上应采用电动两通阀 ;�

2 应在冷热源侧和负荷侧的分、集水器 (或�总供、回水管)之�间设平衡管 (旁�通管)或�耦合管 ,�

旁通管上不设阀门,旁�通管管径不宜小于总供、回水管管径 ,见�图 5.7.3-2;

3 一次泵与冷水机组之间的接管和转换、控制阀门的设置应符合第 5.7.4条�第 3、�4款�的要求 ;�

4 二次泵宜采用变频调速泵。

5.7.6 一次泵 (变�频)变�流量空调冷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空调末端装置的回水支管上应采用电动两通阀。

2 冷水机组与冷水循环水泵配置可不一一对应 ,并�应采用共用集管连接方式。冷水机组和冷水循
环水泵的台数变化及其运行与启停 ,应�分别独立控制。

3 冷水循环泵应采用变频调速泵。

4 冷水机组的进水或出水管道上应设置与冷水机组联锁开关的电动两通阀 (隔�断阀)。�

5 在总供、回水管之间应设旁通管和电动两通调节阀,旁�通管和旁通阀的设计流量应取单台最大

冷水机组允许的最小流量。

6 系统流量变化范围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

1)应考虑蒸发器最大许可的水压降和水流对蒸发器管束的侵蚀因素,确�定冷水机组的最大流量 ;�

2)冷水机组的最小流量不应影响到蒸发器换热效果和运行安全性。

7 冷水机组应按下列要求选择和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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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宜选择允许水流量变化范围大、适应冷水流量快速变化 (允�许流量变化率大)的�冷水机组 ;�

2)冷水机组应具有减少出水温度波动的控制功能 ,例�如 :除�根据出水温度变化调节机组负荷的常

规控制外 ,还�具有根据冷水机组进水温度变化来预测和补偿空调负荷变化对出水温度影响的前馈控制功

能等 ;�

3)采用多台冷水机组时 ,应�选择在设计流量下蒸发器水压降相同或接近的冷水机组。

5.7.7 空调水系统的冷水机组、末端装置及管路部件的工作压力不应大于其承压能力 ,必�要时应采取

相应的防超压措施 :�

1 设各、管件 、管路承受的压力应按系统运行时的压力考虑 ;�

2 空调冷水泵宜安装在冷水机组蒸发器的进水 口侧 (水�泵压入式 );当冷水机组进水 口侧承受的

压力大于所选冷水机组蒸发器的承压能力 ,但�系统静水压力在冷水机组蒸发器承压能力以内,且�末端空

调设备和管件 、管路等能够承受系统压力时 ,可�将水泵安装在冷水机组蒸发器的出水 口侧 (水�泵抽吸

式 ),水系统竖向可不分区 ;�

注:当�空调冷水泵设在冷水机组蒸发器的出水口侧,但�定压点设在进水口侧时,如�机组阻力较大,建�筑和膨胀水箱

高度较低,水�泵人口有可能产生负压。因此一般情况下空调冷水泵宜安装在冷水机组蒸发器的进水口侧。

3 当系统静水压力大于标准型冷水机组的承压能力 (一�般电压缩式冷水机组为 1.0MPa,吸�收式冷

水机组为 0.8Mh)时 ,应�选用工作压力更高的设各 ,或�经过经济比较 ,采�用竖向分区的闭式循环系统。
5.7.8 空调水系统的竖向分区可采用以下方式 :�

丬 �高、低区冷热源分开设置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高 、低区冷热源设各都集中设置在地下室机房时,高�区系统应选择承压较高的设各及配件 ;�

2)高区冷热源设各布置在中间设备层或顶层楼板上时,应�妥善解决设各的消声、隔振问题。
2 高、低区采用同一冷热源,在�中间设备层内布置水一水换热器供高区使用 ,应�符合下列要求 :�

高区二次空调冷水供水水温宜高于一次水供水水温 1~1.5℃�
;�

高区二次空调热水供水水温宜低于一次水水温 2~3℃�。
高区空气处理机组或风机盘管应按工次水水温进行选择设计。

高区的空调负荷较小或与低区的使用性质和使用时间不同时,可�单独设置冷热源设各 ,例�如采

用自带冷热源的空调机组或风冷热泵机组等。

5.7.9 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输送能效比 (ER),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输送能效比 (ER)不应大于表5.7.9中�规定的限值 ;�

2 工程设计的输送能效比 (ER),应�按下式计算 :�

ER=0.002342乃�7 (Δ�r×�9P)�

式中 �Ⅱ——水泵设计扬程 (mH2o);�

Δr—�—供回水温差 (℃�);

叼
——水泵在设计工作点的效率 (%)。�

(5.7.9)�

注:1 �表中的数据适用于独立建筑物内的空调冷热水系统 ,最�远环路总长度一般在 ⒛0~∞0m范围内。区域供冷
(热�)管�道或总长更长的水系统可参照执行。

2 两管制热水管道数值不适用于采用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等作为热

源 ,供�回水温差小于 10℃ 的系统。

1 )�

2)

注

3
�

表5.79 �空调冷热水系统的最大输送能效比 (ER)

管道类型

两管制空调热水管道

四管制空调

热水管道
空调冷水管道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ER 0 00577� 0 00618� 0,00865� 0 00673� 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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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空调冷热水温度、水力计算和管路平衡

5.8。�1 舒适性空调的冷热媒参数 ,应�考虑对冷热源装置、末端设各、循环水泵功率的影响等因素确

定 ,并�应保证技术可靠、经济合理 ,可�按以下原则确定 :�

丬 �空调冷水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 5℃�;冷�水机组直接供冷系统的空调冷水供回水温度可按冷水机

组空调额定工况取 〃12℃ ;循�环水泵功率较大的工程,宜�适当降低供水温度 ,加�大供回水温差 ,但�应

校核降低水温对冷水机组性能系数和制冷量的影响 ;�

2 采用蓄冷装置的供冷系统 9空�调冷水供水温度应根据采用的蓄冷介质和蓄冷、取冷方式等参考

表 5.8.1确�定 ;当�采用冰蓄冷装置能获得较低的供水温度时,应�尽量加大供回水温差 ;�

3 采用换热器加热空调热水时,其�空调热水供水温度宜采用 ω ~“�℃,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

10℃
;�

4 采用直燃式冷 (温�)水�机组、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等作为热源 ,供�回水温度和温差应按设各

要求确定 ;�

5 当空调冷水或热水采用大温差时,应�校核流量减少对采用定型盘管的末端设各 (如�风机盘管

等)传�热系数和传热量的影响,所�用的风机盘管机组的性能应经过测试。

表 5督�8.1 蓄冷装置空调供水温度

蓄冷介质和

蓄冷、取冷方式
水

冰

共晶盐动态冰片

滑落式

冰盘管式 封装式 (冰�球

或冰板 )�外融冰式 内融冰式

空调供水温度 (℃�
)� 5~9� 2~4� 3~7� 3~7� 7~10

5。�8。�狸 �空调系统的水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

丬 �计算管段的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

式中 G——计算管段的水量 (耐�/h);

Q—�—计算管段的空调负荷 (kW);�

山 ——供回水温差 (℃�)。�

2 计算管段的水量可按所接空气处理机组和风机盘管的额定流量的叠加值进行简化计算,当�其`总�

水量达到与水泵流量相等时,干�管水流量值不再增加。

5.8.3 空调冷水系统的阻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管道每米长摩擦阻力可按下式计算 :�

G=旒

Ⅱi=105Cf1甾 d「�
4s^q∶ 甾

式中 Hi—�—计算管段的比摩阻 (kP√�m);�

饯
——管道计算内径 (m);

gs——设计秒流量 (o凡 );

Ch——海澄一威廉系数,钢�管闭式系统取 Ch=120,开�式系统取 Ch=100。

2 比摩阻宜控制在 100~300Pa/m,不 应大于 碉0P∥m;且空调房间内空调管道流速不宜超过表

5,8.3-1的�限值。

3 系统局部阻力可按下列要求计算

1)阀门 (包�括电动阀)阻�力通过产品的流通能力和流量按下式计算确定 :�

(5,8.2)�

(583-1)�

⒈
翘
Ⅱ

Δ凡=(2;詈∮L)2� (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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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Pv——阀门的阻力 (h);

Gs——通过阀门的设计水量 (亻�/h);

民
——阀门的流通能力 ,应�根据产品提供的数据确定。

2)一般阀门和其他管件局部阻力当量长度 ,可�参考表 5.8.3~2。�

4 各种设各 (包�括空调末端设各、过滤设备等)阻�力应根据产品提供的数据确定。

表 5.8。�3-2 空调冷水局部阻力当量长度计算表

5。� 8。�4 四管制系统管道阻力应按空调冷水和热水管路分别计算 ,空�调热水管路阻力的计算方法同采暖

系统。

5.8.5 两管制系统可按供冷流量确定管径 ,冬�季空调热水系统的阻力可根据冷水管路阻力按下式进行

估算 :�

〃R〓�α (CR/GL)2× 〃L+FfJ� (5.8.5)�

式中 �ⅡR—�—冬季空调热水系统的阻力 (kPa);

α ——在相同水量和管径时,热�水由于粘滞系数小等因素的修正系数 ,可�取 α=0.9~0.9~s;�

表 5.8.3-1 空调房间内空调水管流速限值

管径 DⅣ�(mm) 20 40 70 80 100�

最大流速 (llL/s)� 08 08 10 12 1.5� 2~0�

管径

DⅣ�

(mm)

球阀

止回

阀

问阀

90°弯头 45°弯头

180°�

回弯

分 (合�
)�

流三通

直通三通

标准 冫D=1� R/D=1� 标准 R/D=1� 同径
变径

小 1〃�

变径

/l、 1/2�

5,5� 02 0,5� 02 04 0.8� 03 0.4� 05

0,3� 0.6� 04 l,0� L,0� 12 04 06

03 0,8� 1.2� 04 06 12 0.7� 0,8�

0,5� 1.0� 07 17 0.5� 07 09 1.0�

40 0,5� 1.9� 0,6� 24 1 1�

17 07 25 08 1.4� 25 30 1,0� 1,4�

0,9� 1,0� 3.0� 37 1.2�

10 L,5� 3,7� 1.2� 2.0� 37 4.6� I5 21 23

100� 2.0� 5.2� 5,2� 2.0� 27 30

4.0� 25 64 2,0� 3,4� 6,4� 25 3.7� 40

150� 49 30 4,0� 9 1� 30 4.9�

62 2,7� 40 3.0� 12 40 5.5�

250� 37 40 13 4.9�

300�

350� 4,6� 10 70 55 17 7.0� 10

400� 125� 79

450� 140�

500� 160� 10 30 10

6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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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R—�—空调热水流量 (耐�/h);

⒍
——空调冷水流量 (″�/h);

ⅡL—�—空调冷水的管路阻力 (不�包括蒸发器阻力)(kPa);�
FfJ—�—加热器阻力 (kh)。

5.8.6 空调水系统的水力平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通过系统布置和管径选择 ,减�少并联环路之间的压力损失差值 ;�

2 因温差引起的重力水头 ,计�算中可忽略不计 ;�

3 当异程系统并联环路的计算不平衡率大于 15%时�,应�设置必要的流量调节或水力平衡装置。

5.8.7 需要用阀门调节进行平衡的空调水系统,应�在每个并联支环路设置可测量数据的流量调节或水

力平衡装置 ,且�支环路上并联的末端设各之间阻力的不平衡率计算值不应大于 15%。�

5.9 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泵及附件

5.9.1 空调冷热水循环泵 ,应�按下列原则配置 :�

1 除空调热水和空调冷水的流量和管网阻力相吻合的情况外 ,两�管制空调水系统应分别设置冷水

和热水循环泵 ;�

2 除采用模块式等小型机组和采用一次泵 (变�频)变�流量系统的情况外 ,一�次泵系统循环水泵及

二次泵系统中一级冷水泵 ,应�与冷水机组的台数和流量相对应 ;�

3 二次泵系统中的二级冷水泵 ,应�按系统的分区和每个分区的流量及运行调节方式确定 ,每�个分

区不宜少于 2台�,且�应采用变频调速泵 ;�

4 热水循环泵的台数应根据空调热水系统的规模和运行调节方式确定 ,不�应少于 2台�;寒�冷和严

寒地区,当�台数少于 3台�时宜设各用泵。当负荷侧为变流量运行时应采用变频调速泵。

5.9.2 循环水泵的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

C=Κ
踹

式中 C——水泵的流量 ,(沪 /h)�

Q—�—水泵所负担的冷 (热�)负�荷 (kW);�

Κ——水泵流量附加系数 ,取�1。�“ ~1.1;�

加——供回水温差 (℃�)。�

5.9.3 循环水泵的扬程 ,应�按下列方法计算确定 :�

(5.9.2)�

1 一次泵系统 :�

1)闭式循环系统应按管路和管件阻力、自控阀及过滤器阻力、冷水机组的蒸发器 (或�换热器)阻�
力、末端设各的换热器阻力之和计算 ;�

2)开式系统除上述阻力之外 ,还�应包括从蓄水池或蓄冷水池最低水位到末端设各之间的高差 ,如�
设喷淋室,末�端设各的换热器阻力应以喷嘴前的必要压头代替。

2 二次泵系统 :�

1)闭式循环系统一级泵扬程应按冷源侧的管路和管件阻力、自控阀及过滤器阻力、冷水机组的蒸

发器阻力之和计算 ;�

2)开式系统一级泵扬程除第 1)项的阻力之外 ,还�应包括从蓄水池或蓄冷水池最低水位到冷水机

组的蒸发器之间的高差 ;�

3)闭式循环系统二级泵扬程应按负荷侧的管路和管件阻力、自控阀与过滤器阻力、末端设各的换

热器阻力之和计算 ;�

4)开式系统二级泵扬程除第 3)项的阻力之外 ,还�应包括从蓄水池或蓄冷水池最低水位到末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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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之间的高差 ,如�设喷淋室,末�端设备的换热器阻力应以喷嘴前的必要压头代替。
3 水泵扬程应增加 5%~10%的附加值。

5.9.4 循环水泵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空调水系统宜选用低比转数的单级离心泵 ;�

2 选型及订货应明确提出水泵的承压要求。

5.9。�5 多路供水的空调水系统宜设置分、集水器 ,其�直径宜大于最大接管直径的 2倍�。
5.9.6 冷水机组、换热器、水泵、电动调节阀等设各的入口管道上 ,应�安装过滤器或除污器 ,且�宜优

先选用除污器 ;各�设各相距不远时可不重复设置。过滤器孔径宜如下确定 :�

1 水泵进口:4mm;�
2 空气处理机组和新风机组进口:2.5mm;�
3 风机盘管进口:1.5mm。

5.9.7 空调水系统应在下列部位设置阀门 :�

1 空气处理机组 (或�风机盘管)的�供回水支管 ;�

2 垂直系统每对立管和水平系统每一环路的供回水总管 ;�

3 分、集水器处供回水干管 ;�

4 水泵的吸水管和出水管应设阀门,闭�式循环系统各并联水泵的出水管上 ,以�及开式系统供水管

阀门前 (水�泵出口与阀门之间)还�应设止回阀 ;�

5 冷水机组、换热器等设各的供回水管。

5.9.8 应按下列要求设置温度计或压力表 :�

1 冷水机组进出口应设压力表及温度计 ;�

2 换热器一、二次侧进出口应设压力表及温度计 ;�

3 分、集水器处应设压力表及温度计 ;�

4 集水器各分路阀门外的管道上应设温度计、压力表 ,分�水器各分路阀门外应设压力表 ;�

5 水泵进出口应设压力表 ;�

6 过滤器或除污器的前后应设压力表 ;�

7 空气处理机组出水支管应设温度计。

5.9.9 空调冷热水管道及设各均应保温。保温层厚度应保证其外表面不结露 ,冷�水管道及设各保温层

外应设隔汽层 ,保�温材料及厚度等应符合本措施 10.2节 、10.3节和 10.4节的有关规定。
5.9.10 �空调水系统管道的坡度、空气排除、泄水 ,以�及管道的伸缩和固定可参照第 2章�的有关规定。

5,10 �空调冷凝水管道

5.10.1 �冷凝水盘的泄水支管沿水流方向的坡度不应小于 0.01;冷�凝水水平干管不宜过长,其�坡度不

应小于 0。�OO3,且不允许有积水部位 ,必�要时可在中途加设提升泵。

5.10.2 �当空调设各的冷凝水盘位于机组内的正压段或负压段时,冷�凝水盘的出水口处均应设置水封。

水封出口应与大气相通 ,水�封高度应大于冷凝水盘处正压或负压的绝对值。
5.10.3 �冷凝水管排人污水系统时,应�有空气隔断措施。冷凝水管不得与室内雨水系统直接连接。
5.10.4 �冷凝水管道宜采用排水塑料管或热镀锌钢管,并�应采取防结露措施 ,保�冷材料及厚度等应符

合本措施 10.2节和 10.3节 的有关规定。

5.10.5 �冷凝水的水平干管末端应设便于定期冲洗的清扫口,立�管顶部宜设通气管。

5.10.6 �冷凝水管的管径应按冷凝水流量和管道坡度 ,按�非满流管道经水力计算确定 ,民�用建筑也可

按表 5.I0.6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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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6 冷凝水管径估算表

冷却负荷

(kW)
≤42 43~230 231~400� 401~1100 1101~2000� 2001~3500�3501 ~15000� >15000

管道公称直径

D丿�V(mm)�
40 50 80 L50�

注:本�表的适用条件为:1kW冷却负荷每小时约产生0.4~08kg的 冷凝水,且�管道最小坡度为0003。

5.10。 7 住宅空调器冷凝水宜设置立管集中排放。

5。�ll �变风量空调系统

5。�1日�。1 变风量空调系统一般应由变风量末端装置、集中空气处理机组及其送回风系统组成 ,末�端装

置的选型、分类和适用性见表 5.11.1。

表 5,11,1 �常用变风量空调系统末端装置的分类和适用性

常用类型 适用性

单风道 (无�风机动

力)型�

单冷型 适用于负荷相对稳定的空调区域 ;需�全年供冷的空调内区宜采用单冷型 ,冬�季

加热量较小的外区宜采用再热型再热型

并连式风机动力型
单冷型 负荷变化范围较大且需全年供冷的空调内区宜采用单冷型 ,冬�季加热量较大的

外区宜采用再热型再热型

串联式风机动力型

单冷型
适用于下列情况 :�

1室�内气流组织要求较高、要求送风量恒定 ;�

2低�负荷时气流组织不能满足要求 (例�如高大空间);

3采�用低温送风或一次风温度较低 ,且�送风散流器的扩散性能与混合性能不满足

要求

再热型

双风道型 适用于采用独立送新风 ,一�次风变风量、新风定风量送风 ,共�用末端装置的系统

注:1 �变风量末端装置均为一次风风阀节流型,诱�导型、旁通型等末端装置未列人。

2 进行冷热风混合等不常用的双风道型末端装置未列人。

5.,i.2 �采用变风量系统的空调工程 ,应�合理划分空调区域 ,并�按以下原则选择空调方案 :�

1 负荷特性不同的房间宜纳人不同的变风量空调系统中 ;�

2 内区采用全年送冷的变风量空调系统 ,外�区设置风机盘管、散热器、定风量全空气系统等空调

采暖设施 ,或�采取呼吸幕墙 ,通�过夏季通风冬季保暖的措施实现无外区化 ;�

3 内外区合用变风量集中空气处理机组 ,外�区宜采用再热型变风量末端装置 ,再�热装置宜采用热

水盘管 ;�

4 内外区分别设置变风量集中空气处理机组 ,内�区全年供冷 ,外�区按季节转换供冷或供热 ;外�区

集中空气处理机组宜按朝向分别设置,使�每个系统中各末端装置服务区域的转换时间一致 :�

5 当空调区域需要新风量恒定时,宜�采用独立新风系统 ;新�风机组负担新风负荷和部分室内负

荷 ,送�风量恒定 ,送�风温度一般低于室内设计温度 3℃�;变�风量系统负担其余室内负荷;末�瑞装置可采

用双风道型。

5,11.3 �末端装置的选择 ,应�符合下列基本原则 :�

1 应选用压力无关型,且�应根据空调区域的特性按表 5.11.1选择合适的类型 ;�

2 应合理划分末端装置所负担的温度控制区域 ,根�据温度控制区域的冷、热负荷经计算确定末端

装置规格 ,不�应考虑设计余量而放大其规格 ,以�避免末端装置风量的可调比减小 ;�

3 应选择箱体及其控制装置在末端装置专业生产厂进行整体性能测试与整定的产品.不�得在工地

现场组装 ,以�确保变风量系统风量检测与控制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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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末端装置的一次风风量 ,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一次风的最大设计送风量,应�按所服务空调区域的逐时显热冷负荷综合最大值和送风温差经计
算确定;寒�冷地区应校核冬季送风温度,一�般不宜高于室内设计温度 8℃�

;�

2 一次风的最小送风量,由�末端装置本身的可调范围、温度控制区域的最小新风量和新风分配均
匀性要求,以�及气流分布要求和加热器的送风温差要求等因素确定;一�般可选最大设计送风量的 30%�
~们�%,新风需求量较大且稳定的区域 (如�会议室等)最�大可按 sO%考�虑 ;�

3 串联式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的内置风机风量为一次风和室内回风风量的总和;内�置风机风量应
按供冷工况根据室内舒适度要求和送风口特性确定混合后的送风温度,并�根据一次风最大设计风量和温

·

度、室内回风温度、混合风送风温度经计算确定,一�般为一次风最大设计风量的 100%~130%;
4 并联式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内置风机的风量,应�按下列方法确定 :�

1)内区采用单冷末端装置时,宜�取一次风最大设计送风量的们%~50%;
2)外区末端装置风机应按冬季工况确定,应�按风口特性和室内舒适度要求确定末端装置的送风温

度,并�根据一次风最小风量和温度、室内回风温度、末端装置的供热量及送风温度计算末端装置风机风
量 (即�室内回风风量);末端装置风机风量一般为一次风最大设计风量的50%~SO%。�
5·�ii.5 �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内置风机的压力,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串联式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内置风机的风机静压,应�能克服风机下游风管与风口阻力 (再�热型
含加热盘管的阻力);

2 并联式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内置风机的风机静压,应�等于一次风在最小风量时调节风阀之后的
余压。

5·�11.6 �变风量末端装置一次风人口处的最小风速,应�根据末端装置风速传感器类型确定。对于皮托
管式风速传感器的末端装置,其�一次风人口处的最小风速不应小于3yn/s;对于螺旋桨式风速传感器、
超声波式风速传感器、霍耳效应电磁式风速传感器、热线 (热�膜)式�风速传感器等的末端装置,其�一
次风入口处的最小风速不应小于 1m/s。

5·�,i.7 �集中空气处理机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最大送风量应根据系统的逐时冷负荷的综合最大值确定,并�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考虑一定的同时
使用系数;送�风温差不宜小于 8℃�。

2 最小送风量应根据负荷变化范围,房�间卫生、正压、气流组织要求,末�端装置可变风量范围等
因素确定;可�取最大送风量的30%~sO%,且 不应小于设计新风量。

3 最大负荷时的设计新风量应按 1.2节�的规定计算确定。
4 除独立送新风的系统外,应�采取保证卫生要求的最小新风量的措施。
5 应具各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风作冷源的条件,见�本措施第 5.3,4条�第 2款�1)项。
6 空气处理机组风机静压除克服送、回风管阻力外,还�应满足变风量末端装置入口静压的要求 :�

1)采用串联式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时,空�气处理机组风机的静压应能克服末端装置一次风阀的阻力 ;�

2)采用单风道型、并联式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时,空�气处理机组风机的静压还应能克服末端装置
及其下游风管与送风口的阻力。

7 空气处理机组的送风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

1)应采用离心通风机;大�风量高静压情况下,宜�采用后倾式离心通风机 ;�

2)风机的风量—风压曲线应平滑,应�采取避免风机运行工作点进入风机不稳定区的措施,风�机运
行时最高效率点应设置在风机设计最大送风量的⒛%~gO%范�围内 ;�

3)系统变风量宜通过风机变频调速实现。
5·�,,.8 �变风量空调系统风管应按下列要求设计 :�

1 变风量系统送风宜采用环形风管,以�降低并均化风管内静压,为�将来增加或调整变风量末端装
置提供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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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风量系统送风管计算宜按下列方法进行 :�

1)低速中压风管系统宜采用等摩阻法 (流�速控制法 );

2)高速高压风管系统宜采用静压复得法或摩阻缩减法。

3 系统风管均应按所服务的空调区域最大送风量设计。

4 回风宜采用吊顶回风静压箱,以�均衡各空调区域的静压 ,易�于变风量末端装置风量控制。

5 主风管与末端装置支风管连接时,应�光滑连接,以�降低接口处的局部阻力。接末端装置的支风

管应有一定长度的直管段。

6 为了避免湍流对末端装置风速传感器的干扰和减小末端装置调节风阀的阀权度 ,末�端装置的进

风支管上不宜设置调节风阀。

7 末端装置出风口至送风管之间的软管长度不宜大于 2m。

5.11.9 �应按下列要求控制变风量空调系统的噪声 :�

1 空气处理机组的风机应在整个风量变化范围内能高效、稳定地运行 ;�

2 应选用质量高、噪声小、运行平稳的变风量末端装置 ;�

3 末端装置内置风机的机外静压不宜大于 gOPa;热�水再热盘管的排数不宜大于 2排�,吊�顶材料的

密度不宜小于560k酽 lll3;�

4 宜在末端装置出口到送风口之间接一段不超过 2m长的消声软管 ;�

5 回风口位置应尽可能远离变风量末端装置,必�要时在回风口处设置消声装置。

5.ii.10 变风量空调系统的气流组织设计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送风口 (不�包括串联式风机驱动型等送风口处风量恒定的末端装置),应具有在风量变化时与

室内空气充分混合的性能 ,应�能满足空调房间的温度、风速、噪声和空气品质的要求 ,且�宜进行详细的

设计选型计算 ,必�要时可进行计算机模拟。对于满足送风量和射程长度要求的风口,宜�校核风口在设计

风量下产生的噪声值与压力降。

2 在存在内、外分区的空调房间内,如�内、外区的单位面积送风量相差较大 ,内�、外区不宜采用

相同规格的送风口;在�单位面积负荷较小、变化较大的内区,宜�选用小风量、长射程的送风口。

3 送风口的风量应如下确定 :�

1)采用单风道型末端装置的系统 ,最�大设计送风量应为末端装置一次风最大设计风量 ;�

2)采用串联式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的系统 ,最�大设计送风量应为末端装置内置风机的风量 ;�

3)采用并联式风机动力型变风量末端装置的系统 ,最�大设计送风量应取一次风最大设计风量 ,以�

及按末端装置最小一次风风量与内置风机的风量之和计算出的风量,二�者中的较大值 ;�

4)采用单风道型、并联式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的系统 ,送�风口最小送风量应为一次风最小风量。

4 变风量系统的气流组织宜采用上送上回或上送下回的送、回风形式 ;回�风口与送风口的距离不

应小于送风口的射程。

5 变风量系统的气流组织应注意新风分布的均匀性 ;房�间分内外区时,回�风口宜布置在人员密度

较高、冷负荷相对较小、新风短缺的区域 ,例�如办公内区、人员密集的会议室等。

5.ii。 ii �变风量系统室温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根据设定的室内温度改变末端装置的一次风送风量 ;�

2 采用并联式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时,应�根据一次风风量和室内温度控制末端装置风机的启停 ;�

3 采用带再热器的末端装置,应�根据室内温度控制再热量 ;再�热时,末�端装置的一次风量应为最

小风量 ;�

4 当外区集中空气处理机组送冷和送热工况互换时,变�风量末端装置的温控器应相应地变换其作

用方向 ;�

5 变风量末端装置的温感器应按下列要求设置 :�

1)应设置在温控区域内通风、避免阳光直射处 ,并�避免受附近发热体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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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有内、外分区的房间内,内�区温感器不应设置在受外区热风影响处 ,外�区温感器不应设置在

受内区冷风影响处或窗边冷气流下降处 ;�

3)墙置式温感器的设置高度应能代表该温度控制区域人员工作区的温度。吊顶式温感器的设置位

置应能反映该温度控制区域的状况 ,且�应注意吊顶处空气温度与人员工作区空气温度的差异。
5。�ii.12 集中空气处理机组的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一般监控要求详见 11.6节 。

2 集中空气处理机组送风温度设定值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

1)当用于全年送冷的内区时,应�根据不同季节室内不同温度要求计算出送风温度设定值 ;�

2)当用于夏季送冷冬季送热的外区时,应�按供冷和供热工况分别确定 ;�

3)内区和外区宜分设空调系统 ;当�无条件需合用集中空气处理机组时,冬�季应按内区所需确定送

风温度 ,外�区采用末端再热装置。

3 风机风量应适应末端风量的需求。若采用控制系统静压方式实现对机组送风量的调节 ,风�管内

的静压传感器宜置于送风机与最远末端装置之间乃%距�离的气流稳定段,静�压设定值应根据系统阻力

计算确定。

4 空气处理机组的风机应采用变频调速控制,变�频装置应具有防产生谐波干扰的措施。

5 应具有确保卫生要求的最小新风量和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风作冷源的相应控制措施。

5.12 �低温送风空调系统

5.12.1 �低温送风空调系统设计参数的确定和负荷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

丬 �送风温度范围宜为4~1l℃ ,直�接膨胀式不应低于 7℃�;冷�源形式与低温送风温度的范围见表
5.12.1;�

表 5,12.1 �冷源形式与低温送风温度范围

冷源形式 进人盘管冷媒温度 (℃�
)� 适合的低温送风温度 (℃�)�

冷水机组、水蓄冷系统 4~6� ≥ 8�

直接膨胀式空调系统 ≥ 7�

冰蓄冷系统 1~4� ≤ 7�

2 变风量系统采用低温送风时,室�内相对湿度宜在 30%~50%范�围内,室�内设计干球温度宜比常

温空调系统提高 1℃�
;�

3 应对渗漏空气、空调送、回风机散热(风�管得热及串联式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内置风机散热引

起的附加冷负荷进行详细计算;估�算时送风设备和管道温升可取 3℃�
;�

4 应对送风口处空气温度和房间的设计参数进行校核计算,保�证在室内温湿度条仵下风口不结

露,送�风口表面温度应高于室内露点温度 1~2℃�。

5.12.2 �低温送风系统空气处理机组的空气冷却器应按下列要求设计选用 :�

1 空气冷却器的出风温度与冷媒的进口温度之差不宜小于 3℃�,其�温度对应关系可参考表 5.12.2-1。

表 5.12.2-1 �低温送风系统的送风温度和冷媒温度

空调送风温度 (℃�)� 进人盘管冷媒温度 (℃�
)�

9~11 4~6�

6~8� 2~4�

≤ 5� ≤ 2�

2 空气处理机组的设计选型应充分考虑以下与常温空调系统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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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人盘管的冷水温度和离开盘管的空气温度较低 ,盘�管的进水温度和出风温度比较接近,冷�水
(或�二次冷媒)的�温升较大 ;�

2)冷却盘管的排数和单位长度翅片数较多,冷�却盘管的面风速较低 ,宜�采用

3)通过冷却盘管水侧和空气侧的压降变化范围较大 ;�

4)在部分负荷条件下 ,尤�其在进水温度和出风温度非常接近和大温差水系统中,冷�水侧的流动易

处于层流和紊流转换之间,造�成系统出风温度不稳定 ,设�计时应予避免 ;�

5)盘管冷凝水量大,在�叠放式盘管之间需设置中间冷凝水盘 ;�

6)低温送风系统与常温空调系统空气冷却器的性能与技术参数比较可参考表 5.12.2-2。

3 低温送风系统空气冷却器排数与冷水供、回水温差的关系可参照表 5,

当设计数据超出表中数值时,应�调整设计。

表 5.12.2-2低 温送风系统和常温空调系统空气冷却器性能与技术参数比较

比较内容 常温空调系统 低温送风系统

盘管选型

参数

离开盘管时的空气温度 (℃�
)� 12~16� 4~11

进人盘管时的冷水温度 (℃�
)� 5~8� 1~6(低于 1℃�时应采用乙二醇溶液或其他二次冷媒 )�

盘管面风速 (Il·�/s)� 23~28� 1.5~23

进水和出风温度接近度 (℃�
)� 5,5~7,5� 22~55�

冷水温升 (℃�)� 5~88 7~13

砉构参劐

盘管排数 4~6� 6~12

单位长度翅片数 (片�/mm) 0.32~0 55� 约 055�

盘管传热率 可不修正 需进行修王

盘管压陷
空气侧压降 (Pa) 125~250� 150~320�

冷水侧压降 (kPa)� 18~60� 27~90�

郊分负程

陆̀跬�

冷水流量和出风温度 比较稳定 可能出现波动

解决方法 采用较小管径铜管或分回路置营 ,≡�七传热

疑水排犭
上下叠加盘管

无需设中间凝结

水盘
需设中间凝结水置

凝结水量 较少 较大

表 5.12,2-3 4℃送风时空气冷却器排数与冷水温差关系

冷却盘管排数
进人盘管冷水温度

-2℃ -1℃ 0℃� l℃� 2℃�

6爿�0�
送风温度 4℃� ☆ ☆ ☆

冷水温差 (℃�)� △ △ △

8爿�0�
送风温度 4℃� ☆ ☆ ☆

冷水温差 (℃�
)� △ △ △ 社

10排
送风温度 4℃� ☆ ☆ ☆

冷水温差 (℃�)� △ △ △ 53~61       =�

12排
送风温度 4℃� ☆ ☆ ☆

冷水温差 (℃�
)� △ △ △ 61~95     

ˉ l~32

Ⅱ
△

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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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2~4 7℃送风时空气冷却器排数与冷水温差关系

表 5.12.2~5 9℃送风时空气冷却器排数与冷水温差关系

表 5.12.2~6 11℃�送风时空气冷却器排数与冷水温差关系

注:表�5.12,2~3~表�5.12,2~6中的技术数据摘自 《实用供热空调设计手册》第二版,表�中各符号代表意义如下 :�

◆ �符号☆表示能够满足要求但需采用乙烯乙二醇溶液或其他二次冷媒 ;�

◆ �符号 ×表示不能满足要求 ;�

◆ �符号0表�示可以满足要求 ;�

◆ �符号#表�示无法得到冷水温差 ;�

◆ �符号△表示经过冷却盘管的冷媒温差需经空调器厂家进行计算。
5·�12· 3 低温送风系统送风 口设计选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

冷却盘管排数
进人盘管冷水温度

0℃� 1℃� 2℃� 3℃� 4℃�

6爿�F�
送风温度 7℃� ☆ 0� ×

×

冷水温差 (℃�)� △ 3.6~42 #� #� #�

8扫�0�
送风温度 7℃� ☆ 0� 0� 0� 0�

冷水温差 (℃�
)� △ 3.2~9,4� 3.2~7.9� 4.6~6.3� 2.9~5.7�

10排
送风温度 7℃� ☆ 0� 0� 0� ○

冷水温差 (℃�)� △ 4.9~10.7 4.1~9.2� 3.4~6.9� 3.0~8.1�

12排
送风温度 7℃� ☆ 0� 0� 0� 0�

冷水温差 (℃�
)� △ 7.3~16.5 6,0~7.o� 4.5~6.2� 4.5~10,o

冷却盘管排数
进人盘管冷水温度

2℃� 3℃� 4℃� 5℃� 6℃�

6拊�仁
送风温度 9℃� 0� 0� ○

2.6~9.o�

⊙ ○

2.7~5,0�
冷水温差 (℃�

)� 28~11.1� 2.8~9.6� 2,7~7,2�

8爿�;�
送风温度 9℃� 0� ○ 0� ○ ○

冷水温差 (℃�
)� 7.4~14.2 6.8~12.7 6.4~12,2 3.4~10.2 2.7~8.o�

10排
送风温度 9℃� 0� ○ 0�

8.9~14.o

0� 0�
冷水温差 (℃�

)� 94~16.4� 8,4~14.8 5.2~12.2 4,0~10.o

⊙12排
送风温度 9℃� 0� 0� 0� 0�

冷水温差 (℃�
)� 110~17.9 Ⅱ,0~16.2� 10.8~15,4� 9.0~13.5 8.0~11.5

冷却盘管排数
4℃�    |    5℃

进人盘管冷水温瘦

6℃� 7℃� 8℃�

×6扫�仁
送风温度 1I℃ ○ ○ 0� 0�

冷水温差 (℃�
)� 9.5~15,8 8.0~15.1 9.5~14.2 9,5~12,2 #�

8爿�乍
送风温度 11℃ 0� ○ ○ 0� 0�
冷水温差 (℃�

)� 12.9~18,6� 10.5~17,9� 11.9~17.2� 10.5~16.3� 10.5~13.9�

10排
送风温度 11℃ ⊙ 0� ○ 0� 0�
冷水温差 (℃�)� 12.6~2o.3� 14.9~19.7� 14.3~18.9� 13.6~18.1� 11.4~17.1�

○12排
送风温度 11℃ 0� 0� ○

冷水温差 (℃�
)� #� 16 7~2o.7� 16.o~2o 1� I5.2~19.o� 14.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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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风量低温送风系统采用串联式风机驱动型末端装置时,可�采用常温散流器,但�应结合送风散

流器的类型和特性,确�定送风温度,计�算末端风机风量,确�保风口不产生凝露 ;�

2 低温空气直接送入室内时,应�合理选配散流器的射程、贴附长度和房间特征长度,使�送风与房

间空气充分混合。送风口表面温度应高于室内露点温度 1~2℃�,常�用送风口所适合的送风温度及适用

场合可参考表 5.12,3。

表 5.12.3 �几种常用散流器适合的送风温度及场合

散流器类型 适合的送风温度 适用场合

普通金属散流器 13℃ 以上 常温空调系统

塑料散流器

10℃ 以上
较高温度的低温送风、室内干球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的场

^�

保温型散流器

电热型散流器

高诱导比低温送风散流器 3.3~10℃ 送风温度 4~10℃ 的低温送风系统

5.12.4 �变风量空调系统采用低温送风时,新�风量和各空调区域的新风分布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舒适性空调一般区域的新风量应大于排风量 ,使�室内能有效地控制正压值 ;�

2 应通过系统分区、风口布置等措施 ,力�求新风分布能满足各区域室内人员卫生要求 ;当�不能满

足时,可�考虑采用独立新风系统,将�所需新风量直接送人各空调区域或末端装置的送风管内 ;�

3 当送风温度较低、送风量过小、一些区域的新风量不能满足室内人员卫生要求时,宜�提高送风

温度以增大送风量 ;�

4 当区域送风量较小而新风量不足时,不�宜采用增加整个空调系统的新风量 ,或�通过末端装置加

热增加送风量等增加能耗的措施 ;宜�采用串联式风机动力型末端 ,提�高区域通风效率。

5.12.5 �变风量低温送风系统的空调区域的划分、空调方案和系统形式的确定、末端装置和集中空气

处理机组的设计选用、气流组织设计、系统的控制等,应�符合 5.11节的要求。

5.12.6 �低温送风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空气处理机组至送风口处的所有设备与管件必须进行严格的保冷与隔汽,保�冷层厚度应经计算

确定 ,详�见 10.4节
;�

2 风管的允许漏风量应比常温空调系统低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s⒆43中对中压系统风管的要求。

5.丬 2.7 低温送风系统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向空调房间直接送低温冷风的空调系统,初�始运行时或经过夜晚、周末、节假 日等长时间停运

后重新启动时,为�避免房间内表面结露 ,应�采取软启动措施 :系�统开始运行时,采�用常规送风温度 ,然�
后逐步降低送风温度 ,直�至达到设计工况 ;�

2 如低温送风系统采用串联式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 ,且�当一次风与吊顶内二次回风混合后的送风

温度接近或高于常温空调系统的送风温度时,可�不采取软启动措施 ;�

3 为了避免产生冷热抵消、造成能量浪费 ,当�系统冷负荷减小时,低�温送风系统应具有送风温度

再设定功能。

5.13 �水环热泵空调系统

5.13.1 �水环热泵空调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一般规定 :�

1 循环水供水温度应符合产品技术要求,可�参考表 5.13.1-1所示的范围 ;�

2 当采用地表水、地下水或地埋管循环水为冷热源时,应�选用低温型机组;当�循环水有结冰可能

时,应�在循环水中加注防冻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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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源热泵机组设计或运行工况与名义工况不一致时,应�根据性能曲线对其实际出力作修正 ;机�
组名义制冷工况为 :风�侧进风干球温度”℃,湿�球温度 19℃ ;水�侧进水温度 30℃ ,出�水温度 35℃ ;名�
义制热工况为 :风�侧进风干球温度 ⒛℃,水�侧进水温度 ⒛℃;机�组水流量为按名义制冷工况确定的水
流量 ;�

4 所选用的水源热泵机组的性能系数与能效比应大于表 5.13,1~2中 的规定值。
表 5,13.1-1 �水源热泵机组供水温度范围

热泵类型 制冷工况 (℃�)� 制热工况 (℃�)�

常温型 20~40� 15~30�

低温型 10~40� -5~25�

表 5.13.1 -2 �水源热泵机组能效比 (EER)和�性能系数 (COP)�

名义制冷量 o(W) EER� COP�

0≤�14000� 3.20 3.50

140ClCl<o≤�28000� 3.25

28000(o≤�5o000� 3,30 3 60

50000(o≤�8o∞0� 3,35

80000(Q≤�1o0000 3,40 3.70

g>100000 3.45 3.75

注:1 �本节所指水源热泵机组为水环热泵空调系统中的水源型冷热风机组。
2 机组能效比 (EER):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水�源热泵机组的制冷量与机组消耗功率之比值。
3 性能系数 (COP):在名义制热工况和规定条件下,水�源热泵机组的制热量与机组消耗功率之比值。

5·�13· 2 水环热泵机组选择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根据建筑各部位的负荷特点划分内区和外区,并�分设室内末端水源热泵机组 ;一�台水源热泵
机组不应同时服务于内区和外区 ;�

注:当�采用热回收型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分体式水环热泵空调系统时,一�台水源热泵机组多联各房间分别设置的多台
室内机,各�房间可同时分别供冷或供热并进行热回收,因�此共用的水源热泵机组不需按内外区分区设置,但�水源热泵机
组所带的各室内机应分区设置。

2 外区的水源热泵机组应同时满足夏季供冷与冬季供热的要求,一�般可根据夏季空调设计冷负荷
选择水源热泵机组,根�据冬季空调设计热负荷进行校核;内�区的水源热泵机组可以只按夏季空调设计冷
负荷选择计算 ;�

3 所选水源热泵机组应有可靠的水源侧防冻等安全措施,包�括与水源热泵机组出水管段所设电动
两通阀的联动、断水保护等 ;�

4 选用的水源热泵机组噪声值应能满足应用场所的要求 ,�

消声措施,详�见5.13.8条
;�

并应对水源热泵机组采取有效的隔振及

5 吊装高静压水源热泵机组凝结水管应设高度为~sOmm左�右的水封 ;�

6 不同用户单元的水源热泵机组应分设电表,以�便于系统运行管理与收费计量。
5·�13· 3 新风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宜选用适应新风工况的专用水源热泵机组对系统的新风进行处理。
2 当采用普通水源热泵机组用作处理新风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冬季应对新风进行预热,或�采用 30%左�右的回风混合,使�新风进风温度不低于 12℃
;�

2)选择室内末端水源热泵机组时,应�考虑分担部分新风负荷。
3 新风宜经排风热回收装置进行预冷 (热�)处�理,且�设旁通风道,在�过渡季节不经过热回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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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引进新风。

5.13.4 �系统冷热源应按下列原则选择设计 :�

1 应根据建筑物特点、周围环境条件、当地能源政策与能源价格、环保等要求 ,通�过技术经济比

较确定水环热泵空调系统的冷却方式与热源形式 :�

1)条件允许时,应�优先利用废热、地源热等作为热源 ;�

2)不应直接采用电锅炉 (电�热水器)作�为热源;如�当地有较大峰谷电价差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 ,�

可采用谷电蓄热方式提供系统所需热量 ;�

3)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可�采用太阳能集热系统作为辅助热源加热,以�节省锅炉或热网等热源的

供热量。

2 水源热泵机组的水系统宜采用闭式循环;采�用冷却塔方式排热时,宜�选用闭式冷却塔。当采用

开式冷却塔与板式换热器间接冷却时,宜�按水源热泵机组冷却水进水温度不超过 33℃ 选配冷却塔与换

热器。

3 当采用锅炉为热源时,宜�选用能在低水温 (15~3O℃ )条�件下安全运行的锅炉或热水器 (真�空

热水锅炉等)直�接供热 ;当�采用其他锅炉或高温热源供热时,应�设中间换热设各或可靠的混水装置 ,�

确保水源热泵机组供水温度不超过 3O℃ 。

4 采用土壤源、地下水或地表水作冷 (热�)源�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直接引用地下水或地表水时,应�设中间换热器 ;�

2)应考虑地埋管换热器或地表水换热器的设计工作压力 ;循�环水系统最高处与换热器最低点的高

度差不宜超过 100m;�

3)高层建筑循环水系统的工作压力超过允许值时,应�竖向分区;高�区系统应设置板式换热器与地

埋管换热器或地表水换热器系统间接换热。

5.13.5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循环水系统设计 :�

1 循环水系统的水力计算和平衡应符合 5.8节�的要求。

2 循环水泵的设计流量应按系统各末端水源热泵机组的设计循环水量的累计值与末端水源热泵机

组同时开启系数的乘积确定。同时开启系数应根据建筑规模的大小、建筑各部分负荷特点确定 ,一�般可

取 0.Ts~0.9。

3 循环水系统较大,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可�按建筑各区域使用功能 (运�行时段)的�不同、距

离远近或末端水源热泵机组水侧阻力的不同等因素,分�设若干个循环回路 ;各�循环回路阻力相差较大

时,宜�分别配置循环水泵。

4 循环水泵的最大输送能效比 (ER)应符合 5.7.9的�要求。

5 末端水源热泵机组运行时,流�经机组的水流量应恒定 ;系�统宜根据末端水源热泵机组的运行数

量采用变流量的运行方式 ;当�水系统变流量运行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

日)末�端水源热泵机组出水管段应设电动二通阀,并�与机组联动开闭 ;�

2)循环水泵应可变频调速和恒压差控制。

6 闭式循环水系统应采取过滤、缓蚀等水处理措施。采用开式冷却塔时,水�系统应采取过滤、缓

蚀、杀菌、灭藻等水处理措施。

5.13.6 �系统冬季加热量确定

1 当建筑物冬季空调负荷无内外区特征 ,全�部需要供热时,水�环热泵空调系统加热量应按公式

(5,13,6-1)计算 ,或�按 (5,13,6t2)估算。

0〓�Qr-Ⅳ�r�

Q=0.750r

(5.13,6-1)

(5.13,6-2)

2 当建筑物冬季空调负荷有内外区特征 ,需�同时供冷与供热时,水�环热泵空调系统加热量,应�为

各末端水源热泵机组从循环水中取热总量和向循环水中排热总量之差值 ,可�按公式 (5.1~3.6-3)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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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或�按式 (5.13.6-4)估算。

Q〓�Qr— (Q1+ⅣL+凡 )�

Q=0.750r-1.3QL
本条各式中 Q——空调系统冬季加热量 (kW);�

Qr—
—空调房间或区域的冬季设计热负荷 (包�括围护结构热负荷和新风热负荷)(kW);

Ⅳr—�
—水源热泵机组制热时的输人功率 (kW),Ⅳ�r=α/COP(CoP为所选水源热泵机组

制热性能系数 ,参�见表 5.13.1-2);估算时可取 Ⅳ
r·�

△0。�笏or;�

QL——内区冬季冷负荷 (kW),计�算灯光、人体等散热量时应考虑小于 1的�同时使用系

数 ;�

凡
——内区末端机组制冷时的输人功率 (kW),Ⅳ�L=QL/EER(EER为 水源热泵机组制冷

能效比,参�见表 5.13.1-2);估算时可取 ⅣL=0.3QL。�
5.13.7 �系统管道绝热应符合第 10章的规定 ,并�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水环热泵空调系统室内部分循环水管道应按冬季、过渡季水源热泵机组制热工况下水管表面防

结露要求确定保温层厚度 ,在�确保不结露的前提下可不保温 ;�

2 暴露在室外空气中的热水管道、可能出现冻结的水管与设各 (膨�胀水箱等)应�作保温 ;�

3 设于室外的冷却水管应避免太阳直晒,否�则冷却塔出水管的室外管路部分宜保温 ;�

4 表面温度高于环境温度的热源水管道应保温 ;�

5 凝结水管应按防结露要求保温 ;�

6 分体式水源热泵机组的制冷剂管道应保温 ;�

7 制冷剂管道保温应采用符合防火要求的柔性泡沫橡塑材料 ,厚�度不宜小于 ⒛mm,并�应有可靠

的包扎保护措施 ;�

8 室内部分的循环水管道与凝结水管的保温材料宜采用符合防火要求的柔性泡沫橡塑。
5.13.8 �水源热泵机组应采取以下隔振降噪措施 :�

1 吊装水源热泵机组应设减振吊架 ;�

2 水源热泵机组与风系统、水系统均应通过软接头或软管迕接、电线导管应采民软管、
3 对噪声要求较高的场所宜采用分体式水源热泵机组 ;分�体式水源热泵机组的主机应置于走道吊

顶内或设备间等噪声要求不高的区域 ;�

4 高静压水源热泵机组送回风管段宜有消声措施 ;水�源热泵机组所在范围的吊顶宜有良好的吸声

与隔声性能。

5.14 �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分体式空调系统

5.14.1 �符合本措施第 5.3.3条�第 6款�条件的下列建筑,可�采用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分体式空调系统 :�

1 办公楼、饭店、学校等具有舒适性要求的中小型建筑 ;�

2 上述可就近安置室外机组和新风处理机组的较大型建筑 ;�

3 中、高档住宅 ;�

4 设有集中供冷、供热系统的建筑中,使�用时间和要求不同的少数房间 ;�

5 有空调要求,但�不允许冷热水管道进入的房间 ;�

6 要求独立计费的用户。

5.14.2 �设各类型和规格选择应按下列原则 :�

刂 �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分体式空调系统宜采用压缩机变压缩容量控制技术 ;�

2 全年中具有供冷和供热两种需求、冬季室外空气设计温度适合的地区,宜�采用热泵式机组 ;�

3 仅用于供冷的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分体式空调系统宜选择水冷却型机组 ;�

(5.13.6-3)

(5.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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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同一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分体式空调系统中同时需要供冷和供热时,宜�选择热回收型机组 ;�

5 应根据使用地区的气候条件选择空气源机组的室外机类型 ;�

6 室内机选型时应在负荷计算的基础上进行温度修正、连接率修正、连接管长度与高差修正 ;�

7 在用于冬季供热时,应�根据实际室外气象条件和融霜对制热量的影响因素校核机组的实际制热

量 ,不�满足要求时应作调整 ;�

8 在条件许可情况下 ,应�尽可能地采用性能系数较高的小规格多联机组。

5.14.3 �空气源机组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

1 机组应在产品性能测试条件下 ,具�有较高满负荷能效比 ;�

2 设计采用的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在规定制冷能力试验条件下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LⅤ

(C)]不应低于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21笱4-⒛08中的2级�标
准;多�联式空嗣 (热�泵)机�徂的能源效率等级见表 5.14.3;�

表 5,14.3 �能源效率等级对应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指标

名义制冷量 CC(W)�
能效等级

5� 4� 3� 2� l�

CC≤≤28000� 3.00 3.20 3 40

28000<CC≤≤84000� 2 75 3 35

CC>84000 2 90 3.50

注 :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W(C)]的测试方法按照 GB/Tl镪� s,的相关规定执行。

3 在冬季制热条件下 ,室�外机融霜应快速、合理 ,具�有较高的综合制热能效比。当冬季设计工况

下的制热 C0P值�低于 1。�⒛ 时,应�采用其他供热方式。

5.14.4 �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空调系统划分应合理,宜�将经常使用和不经常使用的房间组合在一个空调系统中,使�系统同时

使用率或满负荷率控制在们%~sO%;
2 应优化室外机与室内机间的配管布置 ,减�少配管长度;配�管等效长度不宜超过 9Om;或通过产

品技术资料核定 ,在�规定制冷能力试验条件及配管实际长度条件下的满负荷的性能系数不低于 2。�
gO;�

3 室内机之间、室内与室外机之间的高度差不能超过产品允许的最大落差 ,且�应尽可能小 ;�

4 同一系统内的室内机数量不能超过室外机允许连接的数量 ;�

5 室内、室外机的容量配比系数宜参考表 5.14.4选择。

表 5.14,4 �室内、室外机的容量配比系数

同时使用率 最大容量配比系数

≤70%� 125C% ~135丐 %�

>70%, ≤80%� 110% ~125%

>80%, ≤90%� 100% ~110%

>90% 100%

注:容�量配比系数指一个系统内所有室内机额定制冷容量之和与室外机额定制冷容量之比。

5.14.5 �当无其他冷、热源对新风进行处理时,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分体式空调系统宜采用适应新风工

况的专用直接蒸发式机组作为系统的新风处理机组。

5.14.6 �室外机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室外机的进、排风应通畅,且�不形成气流短路 ;�

2 远离热气、含油蒸汽、污浊气体和腐蚀性气体 ;�

3 建筑物内安装的室外机 ,其�换热器排风通过外墙百叶排出时,必�须通过计算 ,保�证排风道的阻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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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大于机组的排风余压 ;同�时外墙百叶片有效流通面积不宜小于 0。�甾 ,与�水平线的角度不宜超过

15° ;高�层建筑每层同一位置放置室外机时,宜�将进风与排风百叶的水平位置错开 ;�

4 室外机的散热翅片应避免太阳直射 ,必�要时可设置遮阳板 ;�

5 可方便地对室外机的换热器进行清扫 ;�

6 对周围环境不造成热污染和噪声污染 ;�

7 支架稳固,不�存在安全隐患。

5.14.7 �系统应具有以下自动监控功能 :�

1 应具有的功能 :�

1)每个空调房间的温度控制 ;�

2)根据系统负荷要求自动调整运行状态 ;�

3)设备运行状态记录与显示 ;�

4)故障自动报警或显示 ;�

5)空调权限管理。

2 宜具有以下功能 :�

1)周/月�/年�的日程控制功能 ;�

2)具有图形化可视界面 ;�

3)闭式网关或国际通用标准协议的开放式网关。

5.15 �蒸发冷却空调系统

5.15.1 �一般规定

1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 ,对�于夏季空调室外空气计算湿球温度较低、干球温度 日较差大且水

资源条件允许的地区,空�气的冷却处理 ,宜�采用直接蒸发冷却、间接蒸发冷却或直接蒸发冷却与间接蒸

发冷却相结合的二级或三级冷却方式。

2 在气候比较干燥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如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的全

部、吉林的大部分地区、陕西、山西的北部、四川、云南的西部等地,空�气的冷却处理 ,宜�采用直接蒸

发冷却、间接蒸发冷却或直接蒸发冷却与间接蒸发冷却相结合的二级或三级冷却方式。

3 在不同的夏季室外空气设计干、湿球温度下 ,空�气处理机组应采用不同的蒸发冷却功能段。

图 5.15.1-1将不同的夏季室外空气状态点在 九-d图划分了五个区域 ,其�中点 Ⅳ、o分�别代表室

内空气状态点、理想的送风状态点。各区的特征如下 :�

图 5,15.1-1 �不同的夏季室外空气状态点在 h-d图�上的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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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季室外空气设计状态点 W在�象限 I区�,即�室外空气焓值小于送风焓值,室�外空气含湿量小于

送风状态点的含湿量 (九�w(凡。,dw<d。�),经等焓加湿即可达到要求的送风状态点,应�使用直接蒸发冷

却空调,并�取 100%新风。见图5,15,1-2。

2)状态点 W在�象限Ⅱ区,即�室外空气焓值大于送风焓值,室�外空气含湿量小于送风含湿量 (九�w�

>向�。,dw≤�d。�),需先经间接蒸发冷却,再�经直接蒸发冷却即可达到要求的送风状态点,即�采用二级或

三级蒸发冷却。由于室外空气焓值小于室内空气焓值,所�以宜取 100%新风。见图5.15.1-3、 图

5.15.1-4。

3)状态点 W在�象限Ⅲ区,即�室外空气焓值大于送风焓值,室�外空气含湿量大于送风含湿量 (九�w�

>九�。,dw≥�d。�),处于热湿比ε上部的状态点原则上可通过加大通风量的直接蒸发冷却来实现室内环境

控制。对于这种室外设计参数,实�际上大多数时间室外状态出现在左侧两区,因�此也应采用间接蒸发冷

却。处于热湿比ε下部的状态点则不能单独使用蒸发冷却空调。可采用蒸发冷却联合冷却方式。参见图

5.15.1-5、 图5.15.1-6。

4)状态点 W在�象限Ⅳ区,即�室外空气焓值大于室内空气的焓值,室�外空气含湿量小于室内空气含

湿量 (九�w>九N,dw(dN)。 当室外空气状态点远离 dN时 ,可�采用多级 (或�带排风热回收)的�蒸发冷却

方式。当室外空气状态点距离 dN太近时,由�于处理的送风温度太高、湿度太大,不�能单独使用蒸发冷

却空调。可采用蒸发冷却联合冷却方式。参见图5,15.1-6。

5)夏季设计室外空气状态点 W在�象限Ⅴ区,即�室外空气焓值大于室内空气的焓值,室�外空气含湿

量大于室内空气含湿量 (九�w)九N,dw)dN),此�时处理的送风温度太高、湿度太大,不�能单独使用蒸发

冷却空调。可采用蒸发冷却联合冷却方式,参�见图5.15.1-7。

直接蒸发冷却器

图5.15.1-2 �直接蒸发冷却方式

新 (排�)风�
◇
W(N)

间接蒸发冷却器   �直接蒸发冷却器

图5.15.1-3 �两级蒸发冷却方式 (间�接蒸发冷却 +直�接蒸发冷却)�

新 (排�)风�
◇
W(N)

间接蒸发冷却器  �间接蒸发冷却器 �直接蒸发冷却器

规
◇0
�

觎
◇w
�

觏
◇o
�

觎
◇w
�

1
了
�

觎
◇w
�

觏
◇o
�

图5.15.1-4 �三级蒸发冷却方式 (两�级间接蒸发冷却 +一�级直接蒸发冷却)�



图5.15.1-5 �蒸发冷却联合冷却方式
(一�级间接蒸发冷却 +表�冷器冷却)�

间接蒸发冷却器 间接蒸发冷却器

图5,15.1-6 �蒸发冷却联合冷却方式
(两�级间接蒸发冷却 +表�冷器冷却)�

新风

◇
W�

新 (排�)�

◇
W(N)

风

回风 N�

Wl坏
C�

◇

‘ �间接蒸发冷却器

图5.15.1-7蒸发冷却联合冷却方式 (新�风、回风后混合 )�

(间�接蒸发冷却 +表�冷器冷却)�

4 蒸发冷却空调的送风温度取决于当地的干、湿球温度,适�宜或适用蒸发冷却空调的理论计算送
风温度绝大多数在 16~⒛�℃之间,详�见表 5.15.1-1。

新风

◇
W�

新 (排�)风�
◇
W(N)

跏
◇0
�

囗罔囹u
网
�
w
Η
�
H
�

w
 
w
�觏

◇0
�

目

图

Ⅱ

表 5.15.1-1 �适宜或适用蒸发冷却空调的范围

地区参数范围 送风温度 所属类别 备注

莎w:≤ 18qc, Jw>28℃� 16℃ 以下 适宜 用于室内设计温度较高的场所

18℃ (Jws<22℃ 19℃ 以下 适用 一般舒适性空调

饣ws
〓22℃  讠w>3o℃ 21℃ 以下 可用

只能用于室内温度稍高 (⒛�~”�℃)及�湿
度稍大 ((90%)的场所

注 :ε�w:为室外湿球温度 ;氵�w为�室外干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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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两级蒸发冷却空调系统,通�常适用在湿球温度低于⒛℃的地区,如�我国新疆、青海及甘肃部分

地区;适�用于湿球温度低于”℃的地区,如�云南、宁夏、内蒙等地。

6 三级蒸发冷却空调系统,一�般适用在湿球温度低于 21℃ 的地区,如�我国新疆、青海、甘肃、内

蒙等地区;适�用于湿球温度低于⒛℃的地区,如�云南、贵州、宁夏、黑龙江北部、陕西北部的榆林、

延安等地。

7 直接蒸发冷却器在不同的室外空气状态参数下所能达到的理论出风温度不同;表�5.15.1-2给

出了不同室外空气状态参数下直接蒸发冷却器可达到的理论出风温度。

(例�如:室�外空气温度是 ~ss℃�,相�对湿度是 15%,那么蒸发冷却器的出风温度应该是”。2℃�。任何比灰框里的数

据小的出风温度应该是舒适的,比�灰框里的数据大的出风温度应该是不舒适的。)�

8 表 5.15.1-3给 出了部分适合采用蒸发冷却空调地 区的参数及理论 出风温度 。

室
外
空
气
温
度

⌒
℃
ˇ

表 5.15.1-2 �室外空气相对湿度 (%)�

2� 5� 10 20 25 30 40 45 60 70 80

23.9 122� 14.4 167� 19.4 20 20.6 ∷2∷�1∶�∷1� ∷23i∵�9∷� 讠⒋⒉J2|�

26.7 13.9 14.4 172� 194� 20 20.6 ∷21∶∷7∷� 22∷2�22|8 23∶∷3∷� 24,4

29.4 1.6,1� 17,2 19.4 20 2t∷ I∷�I� 2∷�1∶�∷冫 22I2 22=8∷ 23|3
∷9
�

∷⒊∷2
∷
�
∷

24.4 29.4

19.4 20.6 ∷22=2∷ 24 4 27.2 28 9 30

19.4 20 21∴1� 22|2 23∶∷备∷24.4 27.2 28 9 29.4 30,6

21△ 7∷� z,|8 24,4 25.6 27.8 29.4 30.6

40,6 22● 2�23∷3� 25 27.2 28.9 30

∷9
�

一⒊一2
�

26 6 29.4 306�32.2 33.3

46,1 28.3 30 32 8 344�

48,9 27 2 32.2

28 3 32.2 33.9 35,6

表 5,15.1-3 �部分适合采用蒸发冷却空调地区的参数及理论出风温度

序号 城市

夏季室外空气计算参数
令却塔间接 +直�僖

两级蒸发冷却

反翅式间接 +直�接

两级蒸发冷却
三级蒸发冷却

分区

大气压

(pa)

干球温废

(℃�
)�

显球温厦

(℃�
)�

空气焓催

(kJ/kg)�

邕接蒸发换热效璋 邕接蒸发换热效率 邕接蒸发换热效率

70%� 90%� 70%� 90%� 70% | 90%�

1� 乌鲁木齐 90700� 34.1 177� 180� 13 8

2� 西 宁 77400� 55 3 150� 16.4 145   139�

15 5    14 6

15,4    14 3

160   15 2

杜尚别 91000� 343� 17.o 175�

4� 赶拉玛倍 95800� 35,4

5� 阿尔泰 92500� 30,6 55.8

库车 88500� 34 5 190� 58 8 18,5 16.7 15,8    14 8

16 5     15 8�

14,8{138

15 2  ∷  14 5

M|“

7� 酒泉 84667� 30,5 60.9 17.3 I80�

山丹 81867� 30,0 17,1 55.7 15.2 17.7 16,0

可拉木医 93000� 27 6 175� 160�

10 且末 86800� 34.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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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5.1~3

5·�15.2 �蒸发冷却空调系统的设计原则。
1 蒸发冷却技术有广泛的应用空间,但�也同时存在自身的不足,如�:受�气候环境因素的制约、缺

乏除湿功能等。科学客观地研判是否采用蒸发冷却空调系统和采用何种形式的蒸发冷却空调系统显得尤
为重要。

2 满足室内舒适度的要求。
1)由 于蒸发冷却空调系统的送风量较传统空调系统的送风量大,风�感较强。一般在相同舒适条件

下窒内空气设计干球温度的设定值可高于传统空气系统的设定值。
2)正确地确定蒸发冷却的级数,合�理控制送风除湿能力,以�满足室内的相对湿度。
3)蒸发冷却空调系统的换气次数较大,空�气品质好,合�理的气流组织 (如�:下�送风、置换通风

等)会�带来更舒适的空气环境。

4)蒸发冷却系统的室外空气采集口 (进�风口)是�决定室内空气品质的重要因素。
3 设计参数的选择。

1)室内空气设计干球温度一般可比传统空气温度舒适区高 2~3℃�,室�内空气设计的相对湿度在允

许范围内取较大的值 ,以�合理的降低空调系统的换气次数。

序号 城市

夏季室外空气计算参数
令却塔间接 +直�挂

两级蒸发冷却

阪翅式间接 +直�接

两级蒸发冷却
三级蒸发冷却

分区大气压

(Pa)

干球温瘦

(℃�
)�

显球 温麈

(℃�
)�

空气焓 佳

(kJ/kg)�

菖接蒸发换热效率卣接蒸发换热效率 直接蒸发换热效率

70%� 90%� 70%� 90%� 70%� 90%�
11 兰 州 84300� 30.5 20.2 65 8 I98� 187� 20.0 18,9 18.2 17.5

呼和浩犒 88900� 29.9 20 8 65.1 20.6 I9.7 20,9 19.9 19,2 187�

塔什干 9300o� 33.2 19,6 59.0 19.1 17.6 194� 17.8 16,4 15,5

丿亻 石涧 子 笏 7∞� J2彳 2r.6 6⒌�3� 2I.3 20 2 2I.6 20.4 19.6 18.9

伊 宁 98400� 32.4 21.4 65.7 20 9 19.7 21,2 19.9 191� 18,3

博乐 %800 3】�。7� 2】�。o� 63.5 20.7 【96 2I~o ,98� 】89 】8.2�

17 塔城 94800� 31 1 20 3 60.9 198� 184� 20.0 187� 17.9 17.2

Ⅳ区

呼图避 94800� 33.6 20,8 62 6 20,7 192� 20.3 189� 18.I 17.3

米泉 94000� 33.8 20 4 61.6 20,1 18,7 20.4 18.9 17.8 16.9

20 昌吉 94400� 32.7 20.9 63.2 20.5 19.2 20 8 19.5 18.6 17.9

吐鲁番 99800� 41.1 23.8 71.5 23.3 21.5 23 4 21.8 20 5 I94�

鄯善 96100� 37.0 21.3 63.7 20.4 18.6 20 9 19.0 17,6 16.4

哈 密 92100� 36.5 19.9 60.3 19.3 17.4 I9.7 I7.8 16.3 15.2

库尔勒 90100� 33.8 21.6 68.0 21.4 20.1 21.7 20.4 19.2 18.4

喀什 86500� 33.2 20.0 63.6 19.8 184� 20 2 18.7 177� 169�

和 田 85600� 33 8 20,4 65 7 20,1 187� 20.5 19,0 18.0 17.2

昌都 86133� 26.0 148� 54.9 144� 13,2 15.3 138�

I区�

林芝 70533� 22.5 15.3 55.4 15.1 14,3 156� 147� 14,1 136�

日喀则 63867� 22 6 123� 48,5 11.9 10.8 12.7 114�

30 拉萨 65200� 22.8 13.5 37.5 12.6 11.4 129� I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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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蒸发冷却器的迎面风速一般采用 2,2~2.8n1/s,通 常每平方米迎风面积按 10000o/h设计,即�

对应的额定迎面风速为 2.71yl/s。

3)为保障系统正常运行,蒸�发冷却的循环水要进行连续或定时泄水排污,一�般取设计泄水量等于

蒸发量,实�际运行可根据当地水质情况减少泄水量。

4)一、二次风量比对间接蒸发冷却器的效率影响较大,实�践表明,二�次风量为送风量的ω%~
sO%之�间时,换�热效率较高,系�统运行最经济,所�以总进风量应考虑为送风量的 1.6~1.8倍�。目前工

程中常用的二次风参数与一次风参数相同,但�也可以考虑当室内回风焓值小于一次风焓值时用回风作为

二次风,效�果会更好。也就是二次进风口与回风管道相连,此�时间接蒸发冷却器的
`总�
送风量就是实际的

送风量。

5)蒸发冷却器的换热效率 (蒸�发冷却效率)取�决于具体产品的性能。间接蒸发冷却器的换热效率

一般为sO%~sO%。�直接蒸发冷却器中金属填料的综合性能较好,换�热效率一般为TO%~∞ %。�

6)不得按一般资料介绍的换气次数法确定系统送风量,其�大小与建筑物性质、室外空气状态、舒

适性空调、蒸发冷却空调机组处理空气的送风状态等因素相关,应�根据热、湿平衡公式准确计算确定。

7)在餐厅、舞厅、会议厅等高密度人流场所等工程中,为�了避免室内湿度过大,应�采用多级蒸发

冷却,降�低送风的含湿量,增�强送风的除湿能力,以�便有效地降低室内相对湿度。

4 蒸发冷却空调系统设计同时要考虑地区的水资源条件,保�证用水质量。系统设计时要明确定期

对水质的管理和系统的维护以更好的控制蒸发冷却水系统的硬度,减�少水垢的产生。

5.16 �地板送风空调系统

5.16.1 �房间已经采用架空地板体系 ,岗�位或个人的局部热环境需要调节的办公等民用建筑舒适性空

调系统 ,可�采用以架空地板下空间为静压箱的地板送风系统。

5.16.2 �地板送风空调系统应由空气处理机组、地板静压箱、末端送风装置、回风排风系统 (或�排风

出路)组�成。空调系统形式和空气处理过程可采用下列方式 :�

1 当房间湿度标准要求不高时,可�采用一次回风系统,其�系统组成和空气处理过程见图 5.16.2-�

1;

2 当一次回风系统不能满足房间湿度要求时,湿�度控制要求不严格的房间,可�采用避免再热损失

的二次回风系统,其�系统组成和空气处理过程见图5.16.2-2。

图5.16.2-1 �一次回风地板送风系统示意

空气状态:N-室�内工作区;Ⅳ�-室�内回风;W-室�外空气;C-新�回风混合点 ;�

L-表冷器机器露点;A-送�风机出口;0-地�板送风口;sH-热力分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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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2-2 �二次回风地板送风系统示意
空气状态:N-室�内工作区;Ⅳ�-室�内回风;W-室�外空气;C-新�风与一次回风混合点 ;�

L-表冷器机器露点;C’ -机�器露点与二次回风混合点;A-送�风机出口;�

o-地板送风口;sH-热力分层线

5.16.3 �地板送风空调房间和空调系统的夏季冷负荷可按 5.2节�的要求进行计算,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应分析热源位置、对流热和辐射热成分,根�据热力分层高度,分�别计算以下 3部�分室内冷负荷 :�

热力分层以下工作区冷负荷、热力分层以上非工作区冷负荷、架空地板和楼板传给地板静压箱的热量 ;�

2 非工作区域内的对流热量不应计人工作区域内的空调冷负荷 ;�

3 办公室内典型热源对流与辐射热量分配可参考表 5。�I6.3;�

4 工作区的热力分层高度根据人员的坐、站姿态确定,宜�为 1.2~1.8m;�
5 应考虑架空地板、楼板传给地板静压箱的附加热量。

注:1 �本表数值根据 AsHRAE手册整理。

2 所有的数值基于室温为⒉℃,当�室温为夕℃时,显�热减少约⒛%,潜热值相应增加⊙

表 5.16,3 �办公室典型热源的对流与辐射热量比例

热源 辐射热 (%)� 对流热 (%)�

太阳直射 (无�内遮阳)� 100� o�

太阳辐射 (有�内遮阳)�

荧光灯 (悬�挂在室内,无�灯罩 ,无�通风 )�

荧光灯 (安�装在顶棚内,有�通风灯罩 )� 41

白炽灯 80 20

外墙传热 63

屋面传热 84 16

空气渗透 o� 100�

电脑 10~15� 85~90�

显示器 35~40� 60~65�

电脑和显示器 20~3o� 70~80�

激光打印机 10~20� 80~90�

复印机 20~25� 75~80�

传真机 30~35� 65~70�

人体显热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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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4 �空调系统通过地板送风静压箱的送风有效距离不宜大于 18m,其温升可参考表 5,16.4或按

0.1~0.3℃�/m估算。

注:1 �表 5.164中�的数值来源某产品技术手册。

2 表中系统配置参数列中
“
基本配置

”
参数为 :�

◆从地板送风口送人房间的空气温湿度为 :15,6℃�、⑽%RH;

◆楼板下空气温度 :“�.7℃ ;�

◆人员工作区地毯表面温度 :”�,8℃ ;�

◆架空地板名义高度 :⒛�5mm,静压箱高度 :”�3mm;

◆内部区域单位地板面积标准送风量 :30(L/s)/m2;

◆单位外围护结构长度标准送风量 :41,8(ˇ s)/m;�

◆混凝土结构楼板厚度 :152mm。

3 表中
“
系统配置参数

”
列中的其他栏为某项数据调整后的配置参数。

4 表中
“
内区

”
指需全年送冷区域 ,“�外区

”
指夏季送冷冬季送热区域。

5.16.5 �地板送风空调系统房间气流组织和送风量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

1 送风口的出口风速和送风温差、回风 (排�风)口�布置、风速等要求见 5,4节�。

2 进入地板送风静压箱的空调送风温度宜为 16~18℃�,地�板送风口的送风温度宜为田~18℃�。

3 工作区域内头部到脚部的温差不宜大于 3℃�。

4 房间送风量应按以下公式确定 :�

卜
擒 )ˉ�c即�⒍ 扪

式中 L——房间送风量 (耐�/h);

Q朗�
——房间工作区全热冷负荷 (W);

Q卧�
——房间工作区显热冷负荷 (W);

表 5.16.4 �地板送风静压箱送风距离与温升的关系 (m)�

系统配置参数

送风温度增加 (℃�)�

11 17 2~2�

风量增加率 (%)�

40

地毯布置状况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基本配置 64 10.7 143� 17,7 20.1 25 6 23 5

地板静压箱高 :笱�7mm� 7� 12.8 16,5 20.7

外区单位围护结构长度送风量 :�

21 7L/s/m�
9,4� 149�19.2 22 3

外区不单独送风 (不�分内外区)� 4.9� 43 7.3� 10.7 10 13.4

内区单位地板面积送风量:5I/b/硭 6,1� 20.4

单位送风量 :内�区 5L/h/mˉ 、外 区

21.7L/s/m�
5.5� 4.9� 11 14.9 14 17.1

送风温度 12.8℃ 16.2 24.7

楼板中等厚度 12,2 10 1 24.4

(5,16.5-1)



讠R。� lIQ.

ρ
——空气平均密度 (kg/耐 ),标准状态下取 1.2kg/耐

;�

ε——空气定压比热,取�C=1.01[kJ/(吒�·℃)];�
凡h—�

—室内焓值 (kJ/坨 );

慨——送风焓值 (kJ/吒 );

莎n—�
—室内工作区设定平均温度 (℃�);

莎。
——

送风温度 (℃�)。�

5 房间回风温度应按下式确定 :�

(5.16,5-2)

式申 �气一T房�河醐 温度 (℃�丿;�

0f——非工作区显热冷负荷 (W)。�

其他符号同公式 (5.16.5-1)。

6 当采用有压地板送风静压箱时,空�调系统送风量应考虑静压箱漏风量 ,可�取送风量的 10%~
3096。

5·�16.6 �送风地板静压箱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应符合建筑防火和架空地板的有关规定 ;�

2 地板静压箱的高度应满足静压箱内系统装置最大部件的安装、空气流动和电气布线的要求 ,并�
应考虑建筑层高 (使�用净高 )、�经济性等因素 ;�

3 有压地板送风静压箱应整体密封 ,以�减少地板块之间及施工质量引起的空气渗漏 ;�

4 应根据空调区域的划分 ,并�考虑减少架空地板和楼板向地板静压箱传热形成的空调送风热衰
减,合�理确定地板送风静压箱的隔断设置与进风口布置。

注:1 �地板送风静压箱的测试结果表明:高�度为100mm时�,静�压箱内仍能够获得较好的气流分布。当电气布线与
地板送风系统综合使用时,地�板送风静压箱的典型高度为⒛0~弱0mm。�

2 用于地板送风的架空地板根据用途一般分为以下 3种�:�

◆有压地板送风静压箱:静�压箱相对房间的正压值一般维持在 125~犭 Pa,用�于克服地板送风口的阻力 ;�

◆无压 l(或零压)地�板送风静压箱:静�压箱维持与房间基本相同的压力值,地�板送风口的阻力靠末端装置的风
机克服 ;�

◆架空地板:作�为空调风管与末端装置的布置空间。

5·�16.7 �地板送风装置的选型与布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为个人/岗�位服务的送风口宜邻近使用人员布置 ;�

2 应根据房间送风量、内外分区、工作岗位分布情况等确定地板送风口的数量和送风量 ;�

3 应根据热力分层高度、有压地板送风静压箱的静压值 (采�用被动式送风口时),按产品提供的
送风装置的性能参数选择;风�速为 0.笏 n./s的送风射流末端高度宜接近热力分层高度 ;�

4 应根据房间热负荷分配状况、热舒适性和控制要求及地板送风口的特性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
较后选用地板送风装置形式,常�用地板送风装置类型和特征见表 5.16.7。

5·�16.8 �地板送风空调系统应合理分区,并�应通过经济技术比较,采�用合理的系统组合方式。
1 全年送冷的区域、送风装置常采用以下型式 :�

1)采用可调的被动式地板送风口,风�口阻力由有压静压箱克服 ;�

2)采用单风道型末端装置 +被�动式地板送风口;由�全空气空气处理机组通过敷设在架空地板内的
送风管道,向�风口送风并提供压力 ;由�单风道型末端装置调节送风量 ;�

3)采用串联式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 +被�动式地板送风口;末�端装置调节一次风风量,送�人房间风
量恒定;由�末端装置风机克服地板送风口的阻力 ;�

伽 沪
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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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7 常用地板送风装置

注:1 �被动式地板送风装置 :�

2 主动式地板送风装置 :�

依靠有压静压箱内压力,将�空气从静压箱送人空调房间的送风口。

依靠所带风机将空气从无压静压箱送人空调房间的送风装置。

4)

2�

1 )�

2)

3)

注:�

3 送风口宜带有集尘装置。

采用主动式地板送风装置 ,风�量调节一般由送风装置所带变速风机实现 ,并�克服风口阻力。

夏季送冷冬季送热的区域 ,送�风装置常采用以下型式 :�

当该区域采用被动式地板送风口时 ,应�与全年送冷区域分别设置空调机组 ,�

可采用带电加热器或热水盘管的风机动力型末端装置 +被�动式地板送风口 ;�

冬季供热可采用风机盘管或散热器。

变风量末端装置的分类、选择,以�及变风量系统的设计见5.l1节 。

冬季送热 ;�

5,7 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

5.17.1 �室内空气品质和舒适性要求较高、设置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有�条件且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

时,可�采用由下列主要部分组成的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其�原理见图 5,17.1:�

1 用于调节室内湿度的新风处理机组,以�及新风输送系统和送风装置 ;�

2 用于调节室内温度的房间末端装置,以�及冷热源和输配系统。

注: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的主要特点如下 :�

1 降温与除湿处理要求的冷源温度不同:处�理潜热 (除�湿)时�,采�用冷冻除湿方式,要�求有低于室内空气露点温

度的低温空调冷水;而�处理显热 (降�温)时�,仅�要求冷水温度低于室内空气的干球温度,冷�水来自自然冷源或 COP值�

较高的高温冷水机组 ;�

2 温度控制系统的末端装置干工况运行,避�免了室内盘管表面滋生细菌,卫�生条件好;末�端装置一般采用水作为

冷媒,输�送能耗比输送空气能耗低 ;�

3 湿度控制系统的干燥新风承担所有的潜热负荷,比�温湿度同时控制的常规空调系统能够更好地控制房间湿度和

满足室内热湿比的变化,房�间湿度控制标准严格时避免了再热损失。

¨
}
�

构造和特征

1空�调送风呈旋流状射出,与�工作区域的空气快速混合后达到散流器垂直射程

2可�通过旋转散流器 ,或�打开散流器调节风量控制阀进行手动有限调节

3增�加电控装置,通�过风量控制阀可实现自动控制

1空�调送风通过地板上的方形条缝格栅以射流方式送出

2采�用内部风阀调节散流器的可活动面积 ,当�送风量减少时 ,其�出风速度基本维持不变

3使�用人员可调节格栅的方向来改变送风射流的方向

4送�风量可由使用者控制,或�通过区域温度控制器自动控制

可变 面 积 地

板散流器

1送�风的射流呈垂直面状 ,适�于布置在外区靠近外窗处

2布�置在外区时 ,为�减少送风冷量损失 ,宜�通过风管接人送风

3风�口一般配有多叶调节风阀,可�对风量进行一次性微调

条缝 型 地 板

格栅风口

1在�单一地板块上安装多个射流型出风格栅

2可�转动格栅调节出风方向

3风�机送风量可通过改变风机转速控制

1有�桌面送风柱、桌面下散流器、隔断散流器等形式

2可�以调节送风方向,可�以手动或白动调节送风量

岗位/个�人环

境送 风 控 制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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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设各 末端装置

新风
→

温度控

制系统

图 5,17,1 �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原理
5。�17· 2 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应根据工程所在的气候分区采取不同的形式。各城市的气候分区可
参考表 5.I7.2和 图 5.17.2。

廴zo

图5.17.2 �各城市的建筑气候分区示意

注:图�中数据为最湿月的平均含湿量 g/lcg。�

室内环境控制

表 5.17.2 �部分城市所处气候分区

最湿月平均含湿量

I区�-干�燥地区

博克图、呼玛、海拉尔、满州里、克拉马依、乌鲁木齐、呼和浩特、
大柴旦、大同、哈密、伊宁、西宁、兰州、阿坝、喀什、平凉、天水、
拉萨、康定、酒泉、吐鲁番、银川

Ⅱ区 -潮�湿地区

哈尔滨、长春、沈阳、太原、北京 、天津、大连、石家庄、西安、济
南、郑州、洛阳、徐州、南京、合肥、重庆、成都、贵阳、武汉、杭
州、丁埤、长沙、南昌、福州、广州、深圳、海口、南宁

>12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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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3 �干燥地区 (I区 )新�风宜采用蒸发冷却进行降温 (或�降温加湿 )处�理 ,可�按 5.15节确定蒸文

冷却方式。

5.17.4 �潮湿地区 (Ⅱ�区)新�风可采用冷却除湿 、溶液除湿、转轮除湿和联合除湿等处理方式 (典�二

系统的组成和新风状态变化过程见图 5,17.4-1~图�5.17,4-7),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新风宜采用排风热回收设施进行预冷 (见�图 5.17.4~1和 图 5,17.4-2)。�

2 新风采用冷却除湿时 ,当�除湿后的新风送风温度偏低需要进行等湿再热时,应�采用 自身再热方

式 ;当�室内设置集中排风系统时 ,宜�利用排风进行再热 (见�图 5.I7.4-2);当无排风热回收可利用时 ,�

可采用液体工质进行预冷和再热 (见�图 5.17.4-3);不应采用热水 、电加热等外部热源再热方式。
注:冷�却除湿指利用低温冷水通过表冷器盘管,使�空气温度降低到露点以下进行除湿。

3 采用溶液除湿时 ,可�根据下列原则采取不同的除湿方式 :�

1)当有≥⒛℃的余热可利用时,宜�采用余热驱动式溶液除湿方式 ,也�可采用室内排风喷水冷却溶

液除湿 (见�图 5.17,4-4),和采用冷却塔的冷却水进行冷却除湿 (见�图 5.17.4-5);余 热驱动的溶液

除湿方式 ,可�采用分散除湿 、集中再生的方式 ,将�再生浓缩后的浓溶液分别输送到各台新风机中 (见�

图 5.17.4-6);在新风除湿机与再生器之间常设置储液罐 ,可�实现较高的能量蓄存功能 ,缓�解再生器

对于持续热源的需求 ;�

2) �当无可直接利用的热源时 ,可�采用热泵驱动式溶液除湿方式 (见�图 5,17.4-7)。�

注:1 �热泵式溶液除湿新风机组的性能系数 (新�风获得冷量/压�缩机和溶液泵耗电量)COP可超过 50。 例如在新
风温度和相对湿度分别为360℃�、铌%(含湿量58酽吆)的�高温高湿工况,以�及 ~aO.0℃�、“%(含湿量 174酽�吆)�

的—般工况,如�室内排风为冗 0℃�、相对湿度∞%(含湿量126酽�吒),送风工况为173℃�、铆%或�78%(91酽咄或
9·�6酽�坨),则热泵式溶液除湿机组的COP分�别为50和 59。

2 采用排风喷水冷却除湿过程的溶液除湿机组的性能系数 (新�风获得冷量/再�生加热量)COPr为�12~1,5;�
采用冷却水冷却除湿过程的溶液除湿机组的 COP1· 为08~0呖 。溶液除湿系统的蓄能密度一般在500MJ/″ 以上,蓄�能
密度随着储液罐的浓溶液与稀溶液之间的浓度差的增加而增大。

4 采用转轮除湿时 ,宜�采用室内排风热回收对新风进行预冷 (见�图 5.17.4-8)。�

件==排 风
lⅠ�

系统特点:送�风温度较低,除�承担室内全部潜热负荷外,还�承担部分室内显热负荷。

图5.17.4-1 �采用排风全热热回收预冷装置的冷却除湿系统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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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特点:送�风温度较图5174-l高 ,较�接近室内温度,主�要承担室内全部潜热负荷。

图517,4-2 采用排风全热热回收预冷装置和排风显热热回收再热装置的冷却除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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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媒 (水�,制�冷工质等 )�

W�

W’�

新风

→
W�

”
W,

”

预冷盘管 再热盘管

冷 水

系统特
'点�

:同�图5174-2。

图5.17.4-3 �采用液体工质进行预冷和再热的冷却除湿系统

系统特点:送�风温度较接近室内温度,主�要承担室内全部潜热负荷。

图5.17.4-4 �采用室内排风喷水冷却除湿过程的余热驱动式溶液除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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喵器嚣 新风W�

驽

纛稀溶液

系统特点:送�风温度高于图5174-4,送�风温度稍高于室内温度。

图5.17.4-5 �采用冷却水冷却除湿过程的余热驱动式溶液除湿系统

口

巳

■

■

巳

图5.17,4-6 �佘热驱动集中再生的溶液除湿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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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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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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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排风 N�

锟热热llll收

系统特点:除�湿过程近似等焓升温过程,送�风温度高于室内温度,主�要承担室内全部潜热负荷。

图5.17.4-8 �采用排风显热热回收装置预冷的转轮除湿系统

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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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

系统特点:送�风温度较接近室内温度,主�要承担室内全部潜热负荷。

图 5,17,4-7 �热泵驱动式溶液除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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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5 �新风量应按以下原则确定 :�

1 应满足卫生和除湿要求 ,按�二者计算结果取较大值。

2 新风送风量和送风含湿量应按以下关系式确定 :�

戏 =戏�-南�

式中 d。
——新风送风的含湿量 (酽�吒);

dn——室内设计含湿量 (g/吒�);

D—�—室内总湿负荷 (g/h);

ρ
——空气密度 (k酽耐 );

L—�—新风送风量 (m3/h)。

(5.17.5)

3 干燥地区 (I区 )采�用蒸发冷却方式处理新风时,宜�充分利用新风冷量 ,适�当增大新风量。

4 潮湿地区 (Ⅱ�区)可�按满足卫生要求确定新风量 ;采�用冷却除湿时,应�校核冷源水温是否能满

足要求 ,必�要时可增大新风量。

5.17.6 �新风送风气流组织和送风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采用排风全热热回收预冷装置的冷却除湿系统,如�不采用再热且送风温度较低时,宜�采用高诱

导比低温送风口、塑料散流器等 ;�

2 新风处理采用其他方式且送风温度接近室温时,宜�采用置换通风、地板送风等下送风方式。

5.17.7 �房间末端装置可采用辐射板 (墙�)、� 冷梁、风机盘管干工况运行等,供�冷量应按下列要求确

定 :�

1 新风送风温度低于室内温度时,末�端装置供冷量应扣除新风所承担的房间显热负荷。

2 新风送风温度高于室内温度时,末�端装置供冷量应增加新风带入的显热负荷。

3 末端装置采用辐射板时,供�冷、供热量可按下式进行估算 :�

地板供暖和顶板供冷 :  g=8· ” (ε�s m-ε i)11

垂直墙壁供暖和供冷:  g=8丨 es �Ⅱ-ε�i|

顶板供暖 :�

地板供冷 :�

式中 g——供热地板或供冷顶板表面总散热量 (W/m2);�

εs m—�
—供热地板表面或供冷顶板表面温度 (℃�);

ei——室内设计温度 (℃�)。�

4 干工况风机盘管 ,单�位风量的供冷量约在 2.0~2.4W/(耐 /h)。�

5 采用干工况运行的风机盘管,其�供冷能力可按下式进行估算 :�

Qc干 工况 =0h标�准
×

Δ 莎mh标 准

式中 Qc干�工况
~~干工况供冷量 (W);

0h标准丁^标�准供热工况时供热量 (W);

Arm c—�—干工况供冷时风侧和水侧的逆流对数平均温差 (℃�);

AJm h标�/lE 标准供热工况时风侧和水侧的逆流对数平均温差 (℃�)。�

注:1 �风机盘管标准工况时冬季供热量和夏季供冷量采用的水流量相同,即�在相同风量时,盘�管传热系数和传热

面积相同;因�此同样可采用干工况显热交换的标准供热量,通�过风侧和水侧的逆流对数平均温差的比值进行换热量的修

正估算。

2 当冷水温度为 15~19℃�时,风�机盘管干工况供冷能力约为标准湿工况供冷能力的⒛%~笱 %。�

5.17.8 �冷源水温宜采用下列数值 :�

1 用于末端装置处理显热的冷水温度宜为 15~19℃�,应�用于潮湿地区 (Ⅱ�区)的�辐射板或干工况

g=6|ε s m-ei丨

g=7|ε s m-ε i丨�

(5,17.7-1)

(517.7-2)�

(5.17.7-3)

(5.17.7-4)

(5,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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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盘管的冷水温度应保证供冷表面的温度高于室内露点温度 ;�

2 采用冷却除湿方式处理潜热的新风系统的低温冷水温度宜为 5~7℃�。
5.17.9 �应优先采用自然冷源制取高温冷水 :�

1 I区�干燥地区可采用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作为冷源,其�原理见图5.17.9-1,机�组设计出水温
度见表 5.17.9;�

注:1 �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的出水温度低于室外湿球温度 ,可�达到室外空气的湿球温度和露点温度的平均值⊙
2 机组的性能系数 COP可�超过 10,且�室外越干燥 ,机�组 CoP越�高。

2 Ⅱ区潮湿地区有条件时 ,可�采用地下水 、土壤源等 自然资源为房间末端装置提供夏季高温冷水 ,�

采用土壤源换热器 的工作原理见 图 5.17.9-2。

注:1 10米�以下的地下水水温一般接近当地的年平均温度,当�使用地的年平均温度低于 16℃ 时,可�通过抽取深井
水作为冷源,但�利用过的地下水必须回灌。

2 采用土壤源系统时,夏�季很多时间可以直接利用土壤天然冷源得到 15~19℃�的高温冷水,而�不必开启热泵 ;�

冬季则应利用热泵方式从地下埋管中提取热量,以�保证土壤全年的热平衡。土壤源换热器可以为垂直埋管形式,也�可以
是水平埋管方式。当采用垂直埋管形式时,埋�管深度一般在 100m左右,管�与管间距在 5m左右。当采用大量垂直埋管
时,夏�季的冷却温度就不再与当地年平均气温有关,而�是由冬夏的热量平衡和冬季取热蓄冷时的蓄冷温度决定。

A雷�,�

ll

昔湿量 〈k目�啖g)

图 5,17,9-1 �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工作原理
l-空气 -水�逆流换热器;2-空�气 -水�直接接触逆流换热塔;3-循�环水泵 ;�

4-风机;I,-室外空气 A的�露点温度;W-室�外空气 A的�湿球温度

表 5.17.9 �间接蒸发冷却冷水机组的设计出水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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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泰 30.6 吐鲁番 40.7 23 8 12,3

克拉玛依 34 9 94 14.3 哈 密 20.2 11.3

伊 宁 32.2 21.4 157� 喀什 33.7 167�

乌鲁木齐 34 1 130� 和 田 34,3 20.4 13,6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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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冬�季

图5.17,9-2 �土壤源系统的工作原理

5.17.10 采用人工冷源时,对�于采用冷冻除湿方式处理潜热负荷的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当�建筑

规模较小时,处�理显热和潜热系统的冷源可合用,其�冷水温度应按处理潜热系统的要求确定;当�建筑规

模较大时,宜�设置高、低温冷水机组或双工况冷水机组,分�别用于处理显热、潜热的空调系统。

注 :采�用电动制冷机组 ,当�冷水的供水温度从常规空调系统的 5~7℃�提高至 15~19℃�时 ,制�冷机组 的 COP约�提高

2096 ~35%。�

5.17。 ,, �潮湿地区 (Ⅱ�区)使�用的辐射板或干式风机盘管的高温冷水系统 ,应�对室内温湿度进行监

测 ,并�采取确保设各表面不结露的自动控制 ,有�结露危险时 (室�内露点温度高于冷表面温度)可�加大

新风量 ,必�要时关闭末端装置冷水阀。

至空调装置

来自空调装置

埋地换热器

至空调装置

来白空调装置

埋地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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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内容仅包含制冷站、蓄冷蓄热系统及热交换站等,有�关锅炉房和热泵系统的内容,分�别在第 7�

章和第 8章�节中介绍。

6.1 冷 (热�)源�方案及设备的选择

6.1.1 空调系统的冷 (热�)源�,首�先应考虑利用天然冷 (热�)源�;无�条件利用天然冷 (热�)源�时 ,�

可采用人工冷 (热�)源�。
6·�1·�2 采用人工冷 (热�)源�时,宜�采用集中设置的冷 (热�)水�机组或供热、换热设各。
6。�目.3 �机组或设各的选择,应�根据建筑规模、使用特征,结�合当地能源结构及其价格政策、环保规定
等按下列原则经综合论证后确定 :�

1 有城市集中供热或工厂余热可利用的地区,宜�采用作为空调系统的冷热源 ;�

2 具有热串厂的地区,宜�推广利用电厂余热的供热、供冷技术 ;�

3 具有充足的天然气供应的地区,宜�推广应用分布式热电冷联供和燃气空调技术,实�现电力和天
然气的削峰填谷,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率 ;�

4 电力供应充足的地区,可�采用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供冷 ;�

5 有余热或废热可以利用时,可�采用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供冷和供热 ;�

6 电力供应紧缺的地区,宜�采用燃油、燃气吸收式冷水机组及燃油、燃气锅炉供冷和供热 ;�

7 附近有长期稳定、充足的江、河、湖、海、浅层地下水等天然水资源,或�有工业废水、热电厂
冷却水、污水处理厂等排出的再生水资源可以利用,且�水温适宜时,宜�采用地表水水源热泵系统供冷和
供热;不�具备集中供热条件,经�技术经济论证认为合理且能确保同层回灌时,可�采用地下水水源热泵系
统供冷和供热;不�具各集中供热条件,经�技术经济论证及全年负荷分析认为合理且有充足的地面供埋管
时,可�采用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供冷和供热 ;�

8 各区域负荷特性相差较大,全�年需要空调且常年有稳定的大量余热,并�需长时间同时供冷和供
热的建筑物,经�技术经济比较认为合理时,宜�采用水环热泵空调系统供冷和供热 ;�

9 如有合适的蒸汽源时,宜�采用汽轮机驱动的离心式冷水机组,并�利用其排气作为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的热源,通�过联合运行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

10 �具有多种能源 (热�、电、燃气等)的�地区,宜�采用复合式能源供冷和供热 ;�

ii �夏季空调室外计算湿球温度较低,干�湿球温度差较大,且�当地水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宜�采用
直接或间接蒸发冷却方式 ;�

12 �采用区域供冷方式时,必�须经过认真、细致的技术经济分析论证,务�必确保能达到理想的节
省能源与降低初投资的目的。

6.1.4 除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外,不�得设计采用电热锅炉、电热水机组、电热水器直接作为空调系
统的热源 :�

丬 �电力供应充足、供电政策支持、电价优惠的地区 ;�

2 以供冷为主,供�热负荷较小,且�无法利用热泵提供热源的建筑 ;�

3 无集中供热与燃气源,用�煤或油等燃料又受到环保或消防限制的建筑 ;�

4 夜间可利用低谷电进行蓄热,且�蓄热式电锅炉在白天用电高峰时段和平段时间不启动运行的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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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

5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地区的建筑 ;�

6 内、外区合一的变风量系统中需要对局部外区进行加热的建筑 ;�

7 高精度恒温恒湿空调系统室温控制环节的空气加热器。

6.1.5 确定冷水机组的装机容量时,应�充分考虑不同朝向和不同用途房间空调峰值负荷同时出现的机

率 ,以�及各建筑空调工况的差异 ,对�空调负荷乘以小于 1的�修正系数。该修正系数一般可取 0.70~�

0.⒇ ;建�筑规模大时宜取下限,规�模小时宜取上限。

6.1.6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名义工况时的温度/流�量条件 ,应�符合表 6.1.6的�规定。

表 6,1.6 名义工况时的温度/流�量条件

项 目

使用侧 热源侧 (或�放热侧 )�

冷/热�水 水冷式 风冷式 蒸发冷却式

水流量

[m3/(h· kW)]

出口水温

(℃�
)�

进口水温

(℃�
)�

水流量

[m3/(h· kW)]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

制冷 0, 7� 0.215�

热泵

制热
0 172� 45 0.134� 7� 6�

注:1 �上表引自国家标准:《�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第一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 (热�

泵) l/L组�GB/T18430 1-2001。

2 机组名义工况时,水�侧的污垢系数:蒸�发器为0018(亻�.℃�)�

压力为 101kh。�新机组蒸发器和冷凝器的水侧被认为是清洁的 ,�

3 冷水机组的冷水供、回水设计温差不应小于 5℃�。在技术可靠、

温差 (引�自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01⒆ )。�

八W;冷凝器为 0.0租�(亻�
^W;大�

气

6.1.7 冷水机组类型的选择 ,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按表 6.1.7进�行。

测试时污垢系数考虑为0(′ ,℃�)/kW。

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宜尽量加大冷水供、回水

表6.1.7 各种类型冷水机组的优缺点比较

类型 适用范围 主要优点 主要缺
`点�

活

塞

式

单机制冷量

0<580kⅥ厂

1 在空调工况下 (压�缩比为 4左�右)其�容积效率仍

比较高

2 系统装置较简单

3 用材为普通金属,加�工易,造�价低

l�

2�

3�

往复运动 ,惯�性力大 ,振�动大 ,转�速不

能太高

单机容量小 ,单�位制冷量的重量指标大

COP饣�卣低

涡

旋

式

单机制冷量

Q<100kW�

1 涡旋式压缩机的零件数量比往复式压缩机少 ω%�
左右,因�此使用寿命更长,运�行更可靠

2 压缩机为回转容积式设计,余�隙容积小,摩�擦损失

小,运�行效率高

3 振动小、噪声低,抗�液击能力高

4 COP值�较高

1 涡盘在加工方面的精度要求很高 ,必�须

采用专用的加工设各和装配技术 ,高�形

位公差的要求限制了它的普及

2 出于强度方面的考虑 ,涡�旋壁的高度不

能做得太高 ,所�以排量一般较小

螺

杆

式

单机制冷量

0=580~
1700kW

1 COP值�较高 ,单�机制冷量大 ,容�积效率高

2 结构简单 ,无�往复运动的惯性力 ,转�速高

3 对湿冲程不敏感 ,无�液击危险

4 易损件少 ,运�行可靠 ,调�节方便 ,通�过滑阀,可�实

现制冷量无级调节

1 单机容量比离心式小 ,转�速比离心式低

2 润滑油系统比较庞大、复杂 ,耗�油量较

多

3 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要求高

Ⅱ
■
囗
囗
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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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7�

类型 适用范围 主要优点 主要缺点

离

心

式

单机制冷量

0)580kⅥ厂

1 COP值�高,单�机容量大

2 叶轮转速高,结�构紧凑,重�量轻,占�用机房面积少

3 叶轮作旋转运动,运�转平稳,振�动较小,噪�声较低

4 调节方便 ,在�15%~100%范 围内能较经济地实现

无级调节

5 采用多级压缩时,效�率可提高 10%~⒛%左�右 ,�

且能改善低负荷时的喘振现象

1 由于转速高 ,对�材料强度、加工精度等

要求严格

2 单级压缩时,在�低负荷下运行时 ,易�发

生喘振 (除�非热气旁通或变频 )�

吸

收

式

单机容量

Q=170~
349okⅥ�厂

1 加工简单,成�本低 ,制�冷量调节范围大,可�实现无

级调节

2 蒸汽或热水型机组的运行费用低,可�利用余热、废

热作为热源

3 运动部件少,振�动小,噪�声低

4 直燃型机组可直接供冷和供热,节�省机房面积

1 使用寿命低于压缩式冷水机组

2 蒸汽型机组的耗汽量大 ,热�效率较低

3 作为制冷机时,一�次能源性能系数低

4 制冷运行中,负�荷变化时 ,易�产生溶液

结晶

6.1.8 冷水 (热�泵)机�组的单台容量及台数的选择 ,应�能适应空调负荷全年变化规律 ,满�足季节及部

分负荷要求。当空调冷负荷大于 528kW时�,机�组的数量不宜少于 2台�。
6。�1.9 冷水机组的台数宜为 2~4台�,一�般不必考虑各用。小型工程只需一台机组时,应�采用多机头

机型。

6.1.10 �选择冷水机组时,不�仅应保证其供冷量满足实际运行工况条件下的要求 ,运�行时的噪声与振

动符合有关标淮的规定外 ,还�必须考虑和满足下列各项性能要求 :�

1 热力学性能 :运�行效率高、能耗少 (主�要体现为 C0P值�的大小 );

2 安全性 :要�求毒性小、不易燃、密闭性好、运行压力低 ;�

3 经济性 :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 ;�

4 环境友善性 :具�有消耗臭氧层潜值 0DP(ozone Depletit,n Potential)低�、全球变暖潜值 GWP�
(Globd WarIni吧�Potmtial)小�、大气寿命短等特性。

6.1.11 �电动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在�名义制冷工况条件下 ,性�能系数不得低于表 6.1.11-1

的规定值 ;有�条件时,应�优先选择采用表 6.1.11-2中 能效等级为 2级�或 1级�的节能型产品。

表 6.1.11-丬� �冷水 (热�泵)机�组的最低制冷性能系数 COP�

类型 额定制冷量 (kW) 性能系数 CoP(W/W)

水冷

活塞=t/涡�旋式

CC≤528�

528<CC≤ 1163 4.0�

CC>1163� 4.2�

螺杆式

CC≤528� 4,1�

528<CC≤ 1163 4.3�

CC)1163� 4.6�

离Jb式

CC≤ 528� 44

528<CC≤ 1163 47

CC>1I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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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11-1

类型 额定制冷量 (kW) 性能系数 CoP(配/W)�

风冷或蒸发冷却

活塞式/涡�旋式
CC≤ 50 24

CC>50� 2,6�

螺杆式
CC≤ 50

CC>50�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sO189-⒛�05。

表 6.1,11-2 �机组的能源效率等级指标

机组类型
额定制冷量 CC

(kW)

能效等级 COP(W/W)

l� 2� 3� 4�

风冷式或蒸发冷却式
CC≤ 50 3,20 3.00 2.80 2 60 2.40

CC>50� 3 40 3 20 3 00 2 80 2 60

水冷式

CC≤ 528� 5 00 4.70 4,40 4,10 3.80

528<CC≤ 1163 5 50 5,10 4,70 4,30 4.00

CC)1163� 6 10 5.60 5,10 4,60 4.20

注: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19夕7-⒛ OzI。�

6.1。�12 �水冷式电动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Ⅴ )宜�按下式计算

和检测条件检测 :�

fPLy=2.3%×�⒕+41.5%× B+46.1%×�C+10.1%×�D�

式中 �⒕——100%负 荷时的性能系数 (W/W),冷却水进水温度 30℃
;�

B—�—7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 (W/W),冷却水进水温度 “℃
;�

C—�—5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 (W/W),冷却水进水温度 ⒛℃
;�

D—�—2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 (W/W),冷却水进水温度 19℃ 。

(6.1.12)

注:1 IPLⅤ 仅是评价单台冷水机组在满负荷及部分负荷条件下按时间百分比加权平均的能效指标,不�能准确反映

单台机组的全年能耗,因�为它未考虑机组负荷对冷水机组全年耗电量的权重影响。

2 IPLⅤ�计算法则不适用于多台冷水机组系统。在许多工程中,多�台冷水机组以群控方式运行,每�台冷水机组

大部分时间在 90%~90%或�以上的高负荷区运行。因此,若�简单的比较冷水机组全年节能效果,则�冷水机组满负荷能效

(COP)的�权重大于 IPLⅤ�的权重。

3 IPLV的计算法则有利于多机头机组,不�能反映多机头机组实际运行的能效。

4 应根据实际项目中冷水机组全年运行工况,结�合实际气象数据、建筑负荷特性、机组数量、机组运行时间

及负荷、分时电价等,通�过系统模拟或专业计算方法,算�出冷水机组全年耗电量及电费。

6.1.13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 )机�组 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Ⅴ )不�宜低 于表 6,1.13的 规

定值 (IPLⅤ 值是基于单台主机运行工况 )。�

表6.1.13 �冷水 (热�泵)机�组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lPLV)

类型 额定制冷量 (kW) IPLⅤ�(W0/W)

水冷螺杆式

CC≤ 528� 4,47

528<CC≤ 1163 4 81

CC>1163�

水冷离心式

CC≤528� 4.49

528<CC≤ 1163

CC>1163� 5.42

注: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189-⒛ 05。

注 :�

L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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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4 �名义制冷量大于 7100W、�采用电机驱动压缩机的单元式空调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
组时,在�名义制冷工况条件下,其�能效等级 (EER)不�应低于表 6.I.14中 的 4级�(不�包括多联机 )。�

有条件时,应�优先选择采用 2级�或 1级�的产品。

表6,1,14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的能效等级

类型
能效等级 EER(W/W)

l�

风冷式
不接风管 3.0� 2.8� 26 2,4�

接风管 2.9� o
‘
�

水冷式
不接风管 3.4� 3.0� 2.8�

接风管 2.9� 27 2.5�

注: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19~s96-⒛�04。
6·�1.15 �离心式冷水机组有单级与多级、开式与闭式之别 ,一�般宜结合工程具体情况根据表 6.1.15进
行选择。

表6.1.15 �离心式冷水机组的比较表

项 目 三级压缩半封闭式 单级压缩开启式 单级压缩半封闭式

特征

多个叶轮固定在轴承上 ,完�成

对制冷剂提速再增压的接力过

程

多级压缩机常与经济器结合

单个叶轮,一�般通过齿轮传动增速 ,�

叶轮的转速高

压缩机的转子伸出机体,通�过联轴器

与电机轴连接

电机采用空气或水冷却

单个叶轮,一�般通过齿轮传动增速 ,�

叶轮的转速高

电机密封在压缩机的机体内,机�体通

常采用剖分的可拆卸结构

电机采用制冷剂冷却

机械

特性

电机直接驱动叶轮

压缩机半封闭式

液态制冷剂冷却电机

结构简单 ,叶�轮转速低

三级压缩,电�机直接驱动

仅一个运动部件

增速齿轮驱动叶轮

压缩机开启式

机房空气冷却电机

单级压缩 ,齿�轮传动 ,结�构复杂 ,�

运动部件多达 6~8组�

增速齿轮驱动叶轮

压缩机半封闭式
· �液态制冷剂冷却电机

单级压缩 ,齿�轮传动 ,结�构复杂 ,�

运动部件多达 6~8组�

′性胄旨

系数

COP高�于单级压缩 15%~⒛ %�
三级压缩 ,二�级经济器

无齿轮传动能耗损失

COP低�(约�低于多级压缩 15%~⒛%�
左右 )�

单级压缩 ,无�经济器

COP低�(约�低于多级压缩 15%~⒛%�
左右 )�

单级压缩 ,无�经济器

卸载

范围

大 ,不�易
“
喘振

”

最小负荷 10%左�右

小,易�
“
喘振

h�

最小负荷⒛%~们%(除非热气旁通

或变频 )�

小,易�
“
喘振

”

最小负荷 30%~硐%(除非热气旁通

或变频 )�

优点 压缩机提供的压差较大

压缩机体积较小,制�造成本低

电机外置,维�修方便,维�修时无需拆

卸压缩机

便于采用燃气气轮机、内燃机等其它

驱动装置

压缩机体积较小,制�造成本低

结构紧凑,振�动与噪声小

没有轴封,不�存在制冷剂与润滑油的

泄漏,维�修保养工作少

缺点 压缩机体积较大 ,制�造成本高

齿轮传动运转部件多,可�靠性差

噪声与振动较大

有齿轮传动能耗损失

为了防止制冷剂与润滑油的泄漏,需�

定期更换轴封,保�养工作量大

齿轮传动运转部件多,可�靠性差

有齿轮传动能耗损失

电机维修不方便,需�拆卸压缩机 (电�

机系非易损件,固�障率仅 0.1%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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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6 �螺杆式冷水机组有开启式与封闭式、单机头与多机头之别,一�般宜结合工程具体情况根据表

6.1.16进行选择。

表 6.1,16 �螺杆式冷水机组的比较表

项 目

压 缩 机 类 型

开启式压缩机 半封闭压缩机 全封闭压缩机

特征

电机位于压缩机的机体之外。压缩机的

转子轴伸出机体 ,通�过连轴器与电机轴

相连接

电机位于压缩机内部 ,通�常被安装

在阳转子的轴上。机体通常采用可

拆卸的结构 ,方�便压缩机的维护与

维修

电机位于压缩机内部 ,通�常被

安装在阳转子的轴上。机体被

焊接为一体。不能维修压缩机

泄漏

压缩机内需设计、安装轴封以防止制冷

剂与润滑油通过转子轴与机体的间隙泄

漏到空气中去

电机被密封在压缩机的机体内,制�

冷剂与润滑油不会从压缩机泄漏到

空气中去 ,也�不需要设计与安装轴

封

电机被密封在压缩机的机体内 ,�

制冷剂与润滑油不会从压缩机

泄漏到空气中去 ,也�不需要设

计与安装轴封

电机

冷却

通常采用空气冷却,很�少选用水冷却的

电机

通常利用液态制冷剂或气态制冷剂

冷却
通常利用气态制冷剂冷却

优点
电机便于维修 ,当�电机出现故障时无需

拆卸压缩机便可以修理或更换压缩机

结构紧凑、噪音小、振动低 ,对�机

房使用环境要求低 ,没�有轴封 ,无�

制冷剂泄漏

结构紧凑、噪音小、振动低、

对机房使用环境要求低 ,没�有

轴封 ,无�制冷剂泄漏

缺点

采用轴封结构 ,因�此存在着制冷剂与润

滑油的泄漏可能。轴封易磨损 ,其�使用

寿命与轴封的质量、装配的工艺、机组

找正密切相关 ,需�定期更换轴封

外置电机的振动通常比较大 ,由�于电机

采用风冷结构 ,噪�音也比较大

机房环境要求高。电机一般通过空气冷

却 ,机�房需通风或空调降温 ,防�止电机

过热⊙机房需相对清洁 ,否�则会造成电

机滤网堵塞 ,影�响电机换热

压缩机出现故障时,增�加维修成本

电机不是易损件,其�故障率小于

0.1%,先�进的机组有电机绕组温度

测量,防�止电机过热

压缩机出现故漳时 ,增�加维修

成本

电机采用排气冷却方式 ,夏�季

电机容易过热

项 目

机头数量

单机头 多机头

优点

结构简单,运�行件与易损件少,故�障率低

多数采用无级调节,部�分负荷效率高在部分负荷时可

有效利用冷凝器与蒸发器的换热面积,使�机组冷凝温

度有效降低 ,蒸�发温度有效升高,进�一步提高冷水机

组的运行效率

部分负荷运行平滑,不�存在多机头冷水机组在某一部

分负荷时压缩机的频繁启停

维修方便 ,有�各用压缩枧莳芴能

采用多机头逐台启动 ,降�低了机组茭启动电流

逐台关闭压缩机 ,机�组卸载方便 ,最�小运行负荷较低

缺
`点�

启动电流大

最小运行负荷有限,低�负荷不利于压缩机回油

结构复杂 ,运�行件与易损件多 ,故�漳率高

多机头通常采用有级调节 ,部�分负荷效辜饫:在�部分

负荷某一区域存在压缩机频繁启停的现象:例�如当系

统所需负荷为 52%时�,双�机头冷水机组则圭于单台压

缩机无法在小于 10%的�负荷运行从而出现了一台压缩

机频繁启停的状况

⒒

Ⅱ

■

■

n
�



空调系统的冷 (热�)源�·Ι35·

6·�1·�17 �螺杆式冷水机组可以配置不同的蒸发器和节流装置 ,设�计选型时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根据表
6.1.17选择。

6.1.18 �选择制冷剂时,除�了应考虑保护臭氧层外,还�必须考虑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按照科学
原理选用大气寿命短、oDP与�GWP值�均小、热力学性能优良 (C0P值高 )、�并在一定条件下能确保安
全使用的制冷剂 (见�表 6,1.18)。�

表 6,1.17 �不同蒸发器和节流装置的特性

项 目 功能 优
`轰� 缺

`茕�

蒸

发

器

干

式

制冷剂流经换热管内部进行换热,冷�水则

流经换热管外进行换热

制冷剂充注量少

回油顺畅,制�冷剂在换热管内流动 ,易�
于把润滑油重新带回到压缩机中去

对振动不敏感

换热效率低

清除冷水污垢难

满

液

式

制冷剂液体从蒸发器的底部进人到蒸发器

的壳程中进行换热。吸收热量后被蒸发成

气体的制冷剂蒸汽从蒸发器的顶部被吸人

到压缩机中。在管程,冷�却水流经换热管

内将热量释放到制冷剂中,从�而降低温度

换热效率高,可�提高制冷剂的蒸发温度

和机组的能效比

可实现制冷剂的
“
零过热

”
,提�高蒸发

器的利用效率

冷水进/出�水管在蒸发器侧面,与�冷却水

接管方向相同,节�省机房空间

容易清除冷水污垢,适�合于冷水水质差

的场合

制冷剂充注量多

降

膜

式

制冷剂液体从蒸发器的上部进到分液器中,�

然后均匀的向下喷洒到换热管上进行换热⊙

冷水流经换热管内部将热量释放到制冷剂

中,温�度降低后进人到空调系统中继续循

环。蒸发后的制冷剂气体从壳程的两侧进

人到蒸发器的吸气管中;少�许未蒸发的液

体与少部分油在蒸发器底部通过专用的回

油装置被抽回到压缩机中去   �、

与满液蒸发器相比,蒸�发器的制冷剂充

注量少,效�率提高 5%~10%,节�省了

运行费

与干式蒸发器相比,冷�水递/出�水管在蒸

发器侧面,与�冷却水接管方向相同,节�
省机房空间

容易清除冷水污垢,适�合于冷水水质差

的场合

价格贵

节

流

装

置

孔

板

孔板节流 (多�用于满液式蒸发器的冷水机

组上 )�
没有运动部件,结�构简单,不�易损坏

对部分负荷与变工况

的调节能力差,无�法
充分利用蒸发器的面

积,提�高机组的效率

热力

膨胀

阀

膨胀阀的感温包被固定在压缩机吸气口上 ,�

通过吸气温度的变化来调节制冷剂供液量

的大小 (多�用于干式蒸发器的冷水机组

上 )�

成本较低、价格便宜
控制精度差,故�障点

多

电子

膨胀

阀

由步进电机、螺杆、套筒等组成。步进电

机带动阀杆,通�过扩大或缩小制冷剂的阀

口来控制流量 (多�用于满液式蒸发器的冷

水机组上 )�

控制精度高、可靠性高 成本高



表 6.118 常用制冷剂的环境评价指标

压力 制冷剂名称 ODP� GWP� 大气寿命 t(@) 理论 COP�

低压

CFC-11 1 000� 4750 45 7.57

HCFC-123 0.020� 7 44

中压

CFC-12 1 000� 10890� 100� 7.06

HFC-134a 1430 140�

高压

HCFC-22� 0 050� L810

HFC-125� 3500 6 08

HFC-32 0� 675� 4.9� 6.74

混合制冷剂
R-407C (R32/R125/R134a)� 1800 (4 9/29/14)� 6 78

R-410A (R32/R125)� 0� 2100 (4 9/29)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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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ODP、 GWP、�大气寿命 t数�据源自⒛∞ 年联合国 《蒙特利尔议定书》臭氧层科学评估报告书。

2 理论 COP源�自REFPROP program分�om NIsT, (1∞�4) (工 况 :蒸�发温度 44℃ ,冷�凝温度 ~s9.8℃�,饱�和条

件 )。�

6.1.19 �我国 《环境标品技术要求》HJBZ41— ⒛01消耗臭氧层物质 (0DS)替�代产品标准规定:凡�

是 0DP值�小于等于0.11的制冷剂,在�现阶段都是环保的。

6.1.⒛  �《中国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国家方案》 (修�订稿)中�,对�工商制冷行业中制冷剂替代的

技术路线是 :�

对于透平式制冷机,HCFC-123可�以替代 CFC-11;�

对于单元式空调机中制冷量为” ~140kW的中型半封闭制冷压缩机,HCFC-⒛ 可以替代 CFC-

12。

6.1.犭 �⒛07年 6月�我国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
“
环保总局修订消耗臭氧层物质 (0DS)替�代品推荐 目

录
”

中,对�常用制冷剂作了如表 6.1.21所示的规定。

表 6.1.21 �环保总局修订消耗臭氧层物质 (ODs)替�代品推荐目录 (摘�要 )�

替代品名称 主要应用领域 被替代的 ODs�

IFCFC-22 工商制冷 (冷�库冷柜机组、冷藏运输机组、建筑空调等 )� CFC-12、 F502�

HFC-134a
家用、汽车及工商制冷 (汽�车空调器、冰箱冰柜机组、冷藏

运输制冷机组、离心式制冷机、建筑空调等)�

CFC-12、 CFC-11、� Rs00�

HCFC-123 工商制冷 (离�心式制冷机 )�
CFC-11

R407C� 家用及工商制冷 (空�调设各 )� HCFC-22�

D牛�10A� 家用及工商制冷 (空�调设各 )� HCFC-22�

氨 工商制冷 CFC-1I、 CFC-12�

6.1.22 �⒛OT年 9月�蒙特利尔议定书第十九次缔约方大会上,做�出了以下加速淘汰 HCFC的 调整方案 :�

1 把 HCFC生产量与消费量的冻结从 ⒛ 16年提前至 ⒛13年
;�

2 把用于新设备的 HCFC生产与消费淘汰期限从 ⒛40年提前至 ⒛30年
;�

3 削减步骤为 :到�⒛15年削减 10%;到 ⒛20年削减 35%;到 ⒛犭 年削减 臼。5%;直�至 ⒛30~�

⒛40年 ,允�许保留年平均 2.5%数量供维修用。

注:《�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 19次会议达成分阶段加速淘汰氢氯氟烃 (HCF“ )的�调整方案,时�间表整体上提

前了大约 10年 ,但�最终淘汰日期未变,对�使用回收和再生制冷剂的淘汰日期没有限定。目前我国超过⑽%的�工商制冷

空调设备使用 HCFC-⒛�制冷剂,全�球范围内至今尚未找到完全理想的HCFC的替代物,HF“�因其具有较高的GW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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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京都议定书》明确列人应实施减排的温室气体目录。就长远的发展趋势而言,HFCs在�未来的消费淘汰也是不可避

免的,唯�一尚不能确定的是这一替代进程的时间进度。寻找零 ODP且�GWP值�较低的环保制冷剂已成为全球的共同责

任,因�此若以 HFCs替代 HCF仇�,这�种技术方向和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对于我国制冷空调业而言,存�在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环保性还与冷水机组的节能性相关 ,冷�水机组耗电产生 Co2排�放,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间接影响⊙呖%的�全球变暖

潜在影响是由于设备能耗产生的 CO2排�放。

6.1.23 �基于对 HCFC,尤�其是高 GWP的�HCFC-”�替代技术与替代方案,国�际上至今尚未明朗的事

实,发�展中国家不应盲目提前淘汰 HCFC和 HFC。�相反,应�该充分利用给予发展中国家的 10年宽容期 ,�

即可推迟至⒛40年一次性淘汰 HCFC。 在此之前,应�按照科学原理选用大气寿命短、0DP值�和 GWP值�
均小、热力学性能优良 (C0P值高)、�并在一定条件下能确保安全使用的制冷剂,如�HCFC-⒓�3、�HFC�
-134a及�HCFC-”�为制冷剂的冷水机组。

6,2 冷 (热�)源�机房的设置原则

6.2.1 冷 (热�)源�机房应设置在靠近冷 (热�)负�荷中心处 ,以�便尽可能减少冷 (热�)媒�的输送距离 ;�

同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有地下层的建筑 ,应�充分利用地下层房间作为机房 ,且�应尽量布置在建筑平面的中心部位 ;�

2 无地下层的建筑 ,应�优先考虑布置在建筑物的一层 ;当�受条件限制 ,无�法设置在主体建筑内
时,也�可设置在裙房内,或�与主体建筑脱开的独立机房内 ;�

3 对于超高层建筑 ,除�应充分利用本建筑地下层以外 ,还�应利用屋顶层或设置专用设各层作为机
房 ;�

4 变配电站及水泵房宜靠近制冷机房 ;�

5 机房内设各的布置,应�考虑各类管道的进、出与连接 ,减�少不必要的交叉 ;�

6 机房布置时,应�充分考虑并妥善安排好大型设各的运输和进出通道、安装与维修所需的起吊空
间 ;�

7 大中型机房内,应�设置观察控制室、维修间及洗手间 ;�

8 机房内应有给排水设施 ,满�足水系统冲洗、排污等要求 ;�

9 机房内仪表集中处 ,应�设置局部照明;在�机房的主要出人口处 ,应�设事故照明。
6·�2.2 冷 (热�)源�机房内部设各的布置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设各布置应符合管道布置方便、整齐、经济、便于安装维修等原则 ;�

2 机房主要通道的净宽度 ,不�应小于 1.5m;�

3 机组与墙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1.0m,与�配电柜的距离不应小于 1.5m;�

4 机组与机组或其它设备之间的净距 ,不�应小于 1.2m;�

5 机组与其上方管道、烟道、电缆桥架等的净距 ,不�应小于 1.0m;�

6 应留出不小于蒸发器、冷凝器等长度的清洗、维修距离。
6·�2.3 燃气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的机房设汁,除�应遵守现行有关的国家标准、规范、规程的
各项规定外 ,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机房的人员出人口不应少于 2个�;对�于非独立设置的机房 ,出�人口必须有 1个�直通室外 ;�

2 设独立的燃气表间 ;�

3 烟囱宜单独设置 ;�

4 当需要两台或两台以上机组合并烟囱时,应�在每台机组的排烟支管上加装闸板阀 ;�

5 机房及燃气表间应分别独立设置燃气浓度报警器与防爆排风机 ,防�爆风机应与各自的燃气浓度

报警器联锁 (当�燃气浓度达到爆炸下限 1/4时�报警 ,并�启动防爆排风机排风 )。�

6.2.4 不论冷水机组采用何种组分的制冷剂 ,制�冷机房内必须设置事故通风装置;事�故通装置的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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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Q(m3/h),可统一按本措施的公式 (4.4.3)计�算。

6.2.5 由于制冷剂的比重几乎都大于空气 ,一�旦泄漏就能很快的取代室内空气占有的容积,从�而导致

室内人员窒
`氪�而死亡。所以,不�论采用何种组分的制冷剂 ,都�应根据不同的制冷剂 ,选�择采用不同的检

漏报警装置 ,并�与机房内的事故通风系统连锁 ,测�头应安装在制冷剂最易泄漏的部位。
6.2.6 各台制冷机组的安全阀出口或安全爆破膜出口,应�用钢管并联起来 ,并�接至室外 ,以�便发生超

压破裂时将制冷剂引至室外上空释放,确�保冷冻机房运行管理人员的人身安全。

6,3 区域供冷

6.3.1 建筑容积率大、空调冷负荷密度高、冷负荷曲线相对平缓、同时使用率低的区域可采用区域供

冷方式。

6.3.2 采用区域供冷时,必�须进行全年能耗计算以及技术、经济分析论证。
6.3.3 区域供冷宜利用天然能源、可再生能源,宜�采用蓄能、分布式供能等高效节能的系统。
6.3.4 进行容量计算时,应�根据各分区的功能与用冷特点,确�定同时使用系数及不保证率。一般情况

下,同�时使用系数宜取 0.5~0.8。�

6.3.5 区域供冷管道传热面积较大,绝�热设计时,宜�采取必要的加强措施,如�控制
`总�体输送能耗、散

冷量、温升损失等,以�减少管道传热损失。

6.3.6 区域供冷系统中,宜�结合采取多级泵、大温差小流量、变流量运行控制、直供等措施以降低水
力输送能耗。

6.4 蓄冷蓄热系统的设计

6·�4.1 蓄冷蓄热技术的应用,受�建筑物使用功能、空调负荷特性、蓄能设各的技术特点,工�程所在地

能源政策、电力峰谷时间段、投资回收年限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其方案应经技术、经济比较确

定。

6.4。�2 当空调工程有以下特征时,可�考虑采用蓄冷系统 :�

1 仅有白天负荷或昼夜负荷、峰谷负荷悬殊叫 ;�

2 无电力增容条件或限制增容时 ;�

3 某一时段限制空调制冷用电时 ;�

4 需设置各用冷源时 ;�

5 采用大温差低温供水或低温送风时 ;�

6 采用区域集中供冷时 ;�

7 在新建或改建项目中,具�有放置蓄冷装置的空间条件 ;�

8 执行峰谷电价且电价差较大的地区 ;�

9 技术经济比较合理 ,采�用蓄冷系统确能获得经济效益时。
6·�4·�3 工程中常用的蓄冷介质有下列三种 ,设�计时应根据介质特性及工程具体情况确定 :�

1 水 :利�用水的温度变化储存显热量 ,蓄�冷温度一般取 4~6℃�,蓄�冷温差为 5~11℃ 。水的单位

体积蓄冷量较小 〔5,8~12,刀�(kW·�h)/0〕 ,蓄�冷所占容积较大。与常规空调系统相比,水�蓄冷系

统通常可减少制冷设各容量的犭%~35%,适宜有条件设置蓄冷水池的空调工程。

为了提高蓄冷槽的利用率、体现蓄能系统的经济性 ,可�将蓄冷槽设计为冬季蓄热、夏季蓄冷。
2 冰:利�用冰的溶解潜热储存冷量,制�冰温度一般取 一4~-8℃ ;冰�的单位体积蓄冷量较大 (们�~�

50(kW·�h)/耐�〕,冰�蓄冷贮槽所占容积较水蓄冷小。冰蓄冷可提供较低的供水温度,适�宜大温差低温供

水、低温送风、区域供冷和无条件设计水蓄冷的空调工程,但�制冷机在制冰期间的效率会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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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晶盐 :无�机盐与水的混合物称为共晶盐 ,共�晶盐的相变温度一般为 5~7℃�。该蓄冷方式的单
位体积蓄冷量约为⒛。8(kW· h)/耐�,所�需蓄冷槽的体积介于冰蓄冷和水蓄冷之间。制冷机可按常规
空调工况运行。

6.4.4 冰蓄冷系统的模式 ,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确定 :�

1 全负荷蓄冷——蓄冷装置的冷量满足全部空调负荷 ,冷�水机组在用冷时停止运行 ;全�负荷蓄冷

系统的运行费用较低 ,但�蓄冷设各的初投资高,适�宜空调运行时段较短或限制制冷用电的空调工程 ;�

2 部分负荷蓄冷——蓄冷装置的冷量仅满足部分空调负荷 ,不�足部分仍由冷水机组提供。部分负

荷蓄冷系统的初投资较全负荷蓄冷系统低 ,能�充分发挥系统能力 ,但�运行费用较全负荷蓄冷系统高。可

以根据冷水机组与蓄冷装置的相互位置分为并联、串联两种型式。

6.4.5 冰蓄冷装置的形式很多,且�各有特点 ,设�计时可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参照表 6.4.5选�择。

表 6.4.5 常用冰蓄冷装置的技术特点

舀硒 系统特点 制冰方式 优 点 缺
`点�

冰
盘
管
蓄
冰

外融冰采用直接

蒸发式制冷 ,开�

式蓄冷槽 ;蓄�冰

率低 ,一�般不大

于 50%�

盘管换热器浸入水槽。

管内流动制冷剂 ,管�

外结冰最大厚度一般

为 36mm

1 直接蒸发式系统可采用 ⒓2或�

氨作为制冷剂 ;�

2 供应冷水温度可低至 0~1℃�
;�

3 瞬时释冷速率高 ;�

4 组合式制冷效率高

1 制冰蒸发温度低 ;�

2 耗电量较高 ;�

3 系统制冷剂量大 ,对�管路的密封

性要求高 ;�

4 空调供冷系统通常为开式或需采

用中间换热形成闭式

外融冰采用乙二

醇水溶液作为载

冷剂,开�式蓄冷

槽,蓄�冰 率 低 ,�

一般不大于 ~sO%

盘管换热器浸人水槽。

管内通低温乙二醇水

溶液作为载冷剂,管�
外结冰最大厚度一般

为 36mm

1 常采用乙二醇水溶液作为载冷剂 ;�

2 供应冷水温度可低至 1~2℃�左右 ;�

3 瞬时释冷速率高 ;�

4 塑料盘管耐腐蚀较好

1 制冰蒸发温度低 ;�

2 耗电量高 ;�

3 系统制冷剂充量少,但�需充载冷

剂量 ;�

4 空调供冷系统通常为开式或需采

用中间换热形成闭式

内融冰采用乙二

醇水溶液作为载

冷剂 ,多�数为开

式蓄冷槽 ,蓄�冰

率高 ,一�般可达

75.历� ~909毛�

钢或塑料材料的盘管

换热器浸入水槽。管

内通低温乙二醇水溶

液 ,管�外结冰厚度 10

~%mm,或�采用完全

结冰

1 常采用乙二醇水溶液作为载冷剂 ;�

2 供应冷水温度可低至 2~4℃�
;�

3 塑料盘管耐腐蚀性较好 ;�

4 钢盘管换热性能好,取�冷速率均

匀

1 制冰蒸发温度稍低 ;�

2 多一个换热环节 ;�

3 系统充制冷剂量少 ,充�载冷剂量

较大

封
装
式
蓄
冰

冰球、蕊心冰球、

冰板 ,容�器 内充

有去离子水 ,采�

用乙二醇水溶液

作为载冷剂 ,开�
式或闭式蓄冷槽

容器浸沉在充满乙二

醇 水 溶 液 的 贮 槽

(罐�)内�,容�器 内的

去离子水随乙二醇水

溶液的温度变化——

结冰或融冰

1 故障少 ;�

2 开始取冷时可取的冷量较大 ;�

3 供应冷水温度开始可低至 3℃�
;�

4 耐腐蚀 ;�

5 槽 (罐�)形�状设置灵活

1 蒸发温度稍低 ;�

2 载冷剂 (乙�二醇溶液 )需�要量大 ;�

3 蓄冷容器可为承压或非承压型 ,�

空调供冷系统可采用开式或闭式 ;�

非承压开式系统应易逆流倒灌

4 释冷后期通常供冷温度 )3℃ ,释�

冷速率变化较大,后�期温度升高决

动
态
制
冰

片冰滑落式采用

直接蒸发 ,蒸�发

板内流动制冷剂 ,�

蒸发板外淋冷水 ,�

结冰后 ,冰�块贮

于槽内

制冷剂在蒸发时吸收

蒸发板外水的热量而

在蒸发板外结冰 ,冰�

厚至 5~9mm时�,用�

热气式除霜使冰层剥

落后再继续制冰

1 占地面积小 ;�

2 供冷温度较低 ,可�达 1~2℃�
;�

3 释冷速率高 ;�

4 不用载冷剂 ,系�统较简单 ;�

5 贮冰槽在冬季也可作为蓄热水槽用

1 冷量损失大 ;�

2 机房高度一般要求≥4,5m空间 ;�

3 通常用于规模较小的蓄冷系统 ;�

4 系统维护、保养技术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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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4.5�

舀泐 系统特点 制冰方式 优、氪 缺点

土
⌒
日
朗
盐

间接蒸发式

利用无机盐或有机物

质提高冷水冰点 ,使�

盐水在较高温度时结

冰

1 蒸发温度与性能系数较高 ,耗�电

量较少 ;�

2 更利于原有空调制冷机的改造利用

3 可以配制比冰水温度更高或更低

的凝结温度

1 蒸发温度与性能系数较高 ,耗�电

量较少 ;�

2 更利于原有空调制冷机的改造利用

3 初投资较高

4 配制的共晶盐冻融过程中易分

层 ,效�率易下降

6.4.6 选择双工况制冷机组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

1 制冷机应能适应空调和制冰两种工况 ,其�制冷量应按不同工况的蒸发温度、冷凝温度和载冷剂

的传热特性由生产厂商分别计算 ;�

2 选用制冷机时应复核载冷剂的最低供液温度是否满足蓄冷一放冷周期内所需载冷剂的最低供液

温度 (见�表 6.4.6)。

表 64.6 �双工况制冷机的特性

机组的形式
最低供冷温度 性能系数 (CoP)� 典型选用容量范围 I空�谓工况 )�

(℃�)� 空调工况 蓄冷工况 (kⅢ厂)           1RT)

往复式 -12~ -10 41~54� 29~39� 90-—�530           25~150

螺杆式 -12~7� 41~54� 29~39� I80~1900          50-ˉ�550�

离心式 -6 5~59 3.5~4.5� 700~7000          200~2000

注:1 �空调工况冷却水的进出水温度 32/37℃�,载�冷剂供回液温度〃12℃ ;蓄�冷工况冷却水进出水温度⒛/33℃�
,�

载冷剂供液温度 -5,5℃ 。

2 上表列出的机组 COP值�是参考范围值,实�际选用机组时,应�根据工程的使用条件,以�产品生产Γ提供具体

机组电脑选型计算书为准。

3 双工况机组的Cf值 (制�冰工况与空调工况制冷量的比值)一�般为0∞�~0%,数值高的t1￡ 洼能较好。
4 选用离心式冷水机组时应注意对冷却水温度的要求。

6·�4.7 蓄冷系统应根据建筑物类型及设计 日冷负荷曲线 、空调系统规模及蓄冷装置特性等因素参考以

下原则确定 :�

1 蓄冷时段仍需供冷且负荷较大时 ,宜�另设直接向空调系统供冷的制冷机——基载主机 ,且�与蓄

冷机组并联设置 ;�

2 当蓄冷时段所需冷量较少时 ,也�可不设基载主机 ,由�蓄冷系统同时蓄冷和供冷 ;�

3 空调水系统规模较小 ,工�作压力较低时 ,可�直接采用乙二醇水溶液循环 ;当�空调水系统规模较

大、工作压力较高时,宜�设置板式换热器向空调系统供冷 ;�

4 冰蓄冷系统形式 :�

1)并联系统——双工况制冷机与蓄冰装置并联设置。见图6,4.7-1。�

主机和蓄冰装置均处在高温段 ,可�兼顾制冷主机与蓄冰装置的效率。但供水温度较高,供�回水温差

较小 ,不�能用于大温差和低温供水、低温送风空调系统。冷负荷的增减变化由制冷主机与蓄冰装置并联

分担,温�度控制及冷量分配需要有相对复杂的控制系统。

并联系统的供回水温差一般为 5~6℃�,在�基载机组性能系数满足节能规范要求的情况下 ,也�可为

8℃�。

2)串联系统——双工况主机与蓄冰装置串联布置 ,供�水温度低 ,供�回水温差大 ,适�用于大温差 、

低温供水和低温送风空调系统。系统工作特性明确 ,系�统参数不仅在设计工况时可以预计到 ,而�且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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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部分负荷运行点上都可以预计到。控制简单 ,运�行稳定 ,主�机优先和融冰优先的控制策略较易实现。

①主机上游 (见�图6.4.7—�2)——制冷机处于高温端,制�冷效率高,而�蓄冰装置处于低温端,充�
分利用了冰的低温能量,但�融冰效率较低。适合融冰性能好、能满足设计要求的融冰出水温度和融冰速
率的蓄冰装置。

②主机下游 (见�图6.4.7-3)——制冷机处于低温端,蒸�发温度随之降低,因�而影响制冷效率。
一般每降低 1℃�蒸发温度,制�冷量会衰减2%~3%。�而蓄冰装置处于高温端,可�取得较高的融冰速率 ,�

但其低温能量将被浪费。该系统适合融冰性能较差、出水温度不稳定的蓄冰装置。

图6.4.7-1 并联系统示意图

冷水泵

「
ˉ
σ 6�

I�

|�

,�

图6.4.7-2 主机上游串联系统示意图
6.4.8 蓄冷系统的负荷,应�根据设计日逐时气象数据、建筑围护结构、人员、照明、内部设各以及工

作制度,采�用动态计算法逐时计算,绘�制全日冷负荷曲线图,按�下式计算确定设计日空调总冷量 :�

l�

|�

|�

叉逻⒈6�

①

融冰乙二醇泵 (变�频 )�

Q=2Rgi (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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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工况主机

图6.4.7-3 主机下游串联系统示意图
式中 Q——设计 日空调总冷量 ,(kW· h)或 (RT·�h);�

gi——设计 日i时�刻冷负荷,(kW)或�(RT);�

乃——设计 日空调系统运行小时数。

在方案设计或初步设计阶段 ,可�采用系数法或平均法 ,根�据峰值负荷估计设计 日逐时冷负荷。

1 系数法 :利�用常规制冷估算负荷方法计算设计 日峰值负荷 ,乘�以不同功能建筑逐时冷负荷系数

求得逐时冷负荷。

gi=】�×gmax

式中 �凡——逐时冷负荷系数 ,见�表 6.4.8;

gmax——峰值小时冷负荷 (kW)或 (RT)。

2 平均法 :设�计 日
`总�冷负荷量应按下式计算 :�

η

。=疟�Rgi=而
×m×� gmax=n×gp

式中 o——设计 日总冷负荷 ,(kW· h)或 (RT·�h);�

gi—△ 时刻空调冷负荷 (kW);�

gⅢ�ax—
—峰值小时冷负荷 (kW);�

gp—— 日平均冷负荷 (kW);�

刀——设计 日空调系统运行小时数 (h);

m—�—平均负荷系数 ,等�于日平均冷负荷与峰值小时冷负荷的比值 ,�

6.4.9 蓄冰装置容量 ,可�按下列方法计算确定 :�

1 全蓄冰系统 :�

1)蓄冰装置容量 :�

0s=ε�×0�

式中 os—�—蓄冰装置容量 ,(kW· h)或 (RT·�h);�

o—�—设计 日
`总�冷负荷 ,(kW· h)或 (RT·�h);�

ε ——蓄冰装置的实际放大系数 ,一�般取 1.O3~1。 Os。

2)制冷机容量 :�

gs

‰ 〓
而2×�cf

式中 gc—�—空调工况制冷机制冷量,(kW)或�(RT);�

Qs—
—蓄冰装置容量 ,(kW· h)或 (RT·�h);�

(6.4,8-2)�

(6.4.8-3)�

一般取 0.乃 ~0.85。�

(6.4.9-1)�

L
△
�

口
囗
Ⅱ
囗
■

(6.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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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制冷机制冰工况系数 ,即�制冰工况与空调工况制冷能力的比值 ,一�般为 0.6~0。�Ts;应�根
据工程的使用条件 ,以�产品生产厂商提供的参数为准 ;�

刀2—�—制冷机制冰工况下的运行小时数 (h),一般取所在城市低谷电价时数。 .

赵庆珠编 《冰蓄冷系统设计》。注:1 �摘自彦启森、

2 宾馆的夜间冷负荷岽数取值时还应考虑客房部分空调负荷所占整个建筑物空调负荷的比例。
2 部分蓄冰系统 :�

1)制冷机容量 :�

0s
吼 =巳�+Cf×�乃2�

式中 �厄1—�
—白天制冷机在空调工况下的运行小时数 (h);

其他符号同公式 (6.4.9-2)。�

2)蓄冰装置容量 :�

(6.4.9-3)�

表 6.4.8 逐时冷负荷系数 屁

时间 写字楼 宾馆 商场 餐厅 叻日叫亭丿丁 夜丿总会 保龄球

1: 00� 0� 0.16 0� 0� 0� 0� 0�

2: 00� 0� 0.16 0� 0� 0� 0� 0�

3: 00� 0� 0,25 0� 0� 0� 0� 0�

4: 00� 0� 0.25 0� 0� o� 0� 0�

5: 00� 0� 0.25 0� 0� 0� 0� 0�

6: 00� 0� 05 0� 0� 0� 0� 0�

7: 00� 0.31 0 59 0� 0� 0� 0� 0�

8: 00� o 43 0.67 0.40 0.34 0.32 0� 0�

9: 00� 0.70 0 67 0,50 0,40 0.37 0� 0�

10: 00 0.89 0.75 0.76 0.54 0.48 0� 0,30

11: 00 0,91 0 84 0,80 0.72 0.70 0� 0 38

12: 00 0.86 0,90 0 88 0 91 0,86 0,40 0.48

13: 00 0,86 1.00 0.94 1.00 0.97 0.40 0,62

14: 00 0 89 1.00 o 96 0.98 1.00 0.40 0.76

15: 00 1.00 0,92 1 00 0 86 1.00 0,41 0.80

16: 00 1.00 0.84 0.96 0,72 0,96 0.47 0,84

17: 00 o 90 o。�84 0.85 0.62 0.87 0.60 0.84

18: 00 0.57 0 74 0,80 0,61 o 81 0,76 0.86

19: 00 0 31 0.74 0.64 0.65 0.75 0.89 0.93

20: 00 0.22 0,50 o 50 0 69 0,65 1 00 1.00

21: 00 0.18 0 50 0 40 0,61 0.48 0.92 0.98

22: 00 0.18 0.33 0� 0� 0� 0.87 0 85

23: 00 0� 0.16 0� 0� 0� 0 78 0.48

24: 00 0� 0 16 0� 0� 0� 0.71 0 30

Qs=ε�×rP2×�C·�f×�gc (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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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蓄冰系统的运行温度 :根�据双工况主机和蓄冰装置特性及蓄冰系统形式确定 :�

1)常温制冷供回水温度 7℃�/12℃�,低�温大温差供冷供回水温度 3℃�/13℃�
;�

2)蓄冰装置 :常�规空调系统供水温度 3~5℃�,低�温送风系统供水温度 1~3℃�
;�

3)双工况主机 :制�冰工况时制冷剂供回温度 -5~-7℃�/-1~ˉ 3℃�,空�调工况时制冷剂供回温

度 3~6℃�用 ~I1℃�。

以上温度参数确定后 ,需�经蓄冰装置的蓄冰和融冰供冷特性曲线校核计算。由于双工况主机在蓄冰

过程中其载冷剂的出液温度和机组的制冷量是一个逐渐降低和减少的过程 ,所�以应复核这两个参数是否

能满足蓄冰装置的需要。不能满足时,应�调整蓄冰装置的换热面积或容量以保证空调系统的正常使用。

这类复核计算 ,应�在设计配合下 ,由�产品生产厂或供应商完成。

4 不同形式的蓄冷装置 ,采�用的压降值亦有不同,选�择封装式蓄冷装置 (冰�球)时�,压�降值宜控

制在笏 ~50kh,选择蛇形盘管式蓄冷装置等其他形式的蓄冰装置,压�降值宜控制在 ⒛ ~100kh,最�大
不应超过 120kPa,实�际数值需经生产厂家校核。板式换热器的压降一般不大于 100kPa。

6.4.10 �蓄冷系统的控制应配置较完善的检测及 自动控制装置 ,进�行优化控制 ,解�决各工况的转换操

作、蓄冷系统供冷温度和空调供水的温度控制以及双工况主机制冷和蓄冷装置供冷负荷的合理分配。

6.4.ii �部分负荷蓄冷系统的下列关键点,应�设置自动检测与控制 :�

1 串联系统控制点,见�图6.4.1l-1。

婀 ①

Γ̄《彐卜rLΓ~�

丨 �冷水泵B�

图 6.4,11-1 �串联系统自控原理示意图

1)主机蓄冰工况——Ⅴ1、� Ⅴ3全�闭,Ⅴ�2、� Ⅴ4全�开 ,封�装式蓄冰装置根据检测的进出口温差和流量

等参数累计蓄冰量 ,盘�管根据液位变化测定蓄冰量 ,蓄�到预定值时停机 ;�

2)主机单独供冷——Ⅴ2全�闭,Ⅴ�l、�
Ⅴ3全�开,根�据 Tl恒定来控制主机能量调节 ;�

3)蓄冷装置单独供冷——根据设定温度 T1,调�节 Ⅴ1、� V2开度 ,改�变进人冰槽载冷剂流量 ,控�制

融冰供冷量 ;�

4)联合供冷——设定主机出口温度 ,控�制主机供冷量 ;根�据设定温度 T1,调�节

变进入冰槽载冷剂流量 ,控�制融冰供冷量 ;�

Ⅴ2开�度 ,改�

5)冷水供冷控制——以上 2)、 3)、 4)工况 ,”�恒定 ,调�节 Ⅴ3、� Ⅴ4开�度 ,改�变进入板式换热器

的载冷剂流量 ;恒�定负荷侧压差△P,改变冷水泵 B的�频率 ,以�均衡负荷侧供冷量。

2 并联系统特点,见�图 6.4。�ll-2。

1)主机蓄冰工况——Ⅴl、� Ⅴ3、� Ⅴ4全�闭,Ⅴ�2全�开 ,BY2泵停 ,BY1泵开,冰�槽液位测定蓄冰量或

是由冰厚度传感器测定蓄冰量 ,蓄�到预定值时停机 ;�

①
一

双工况主机

乙二醇泵

BY

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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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晟l�

① 冷水泵B�

图6.4.11-2 �并联系统自控原理图示意图

2)主机单独供冷ˉ—Ⅴ2、� Ⅴ3、� Ⅴ5全�闭,Ⅴ�1、�
Ⅴ4全�开,BYz泵停,BY1泵开,根�据 T1恒定来控制

主机能量调节 ;�

3)蓄冰装置单独供冷——Ⅴl、� Ⅴ2、� Ⅴ4、� Ⅴ6全�闭,Ⅴ�3、� Ⅴ5全�开,BY1泵停,恒�定 ” ,融�冰乙二醇

泵变频控制,改�变进人冰槽载冷剂流量 ;�

4)联合供冷——Ⅴ1~Ⅴ6,BY1、�BY2全�开,恒�定 Tl,控�制主机能量调节;恒�定” ,融�冰乙二醇泵

变频控制,改�变进人冰槽载冷剂流量 ;�

5)冷水供冷控制一TJ叵定负荷侧压差△P,改变冷水泵 B频�率,以�均衡负荷侧供冷量。

6.4.12 �载冷剂系统的设计,应�注意下列事项 :�

1 设计中应明确规定载冷剂种类和浓度要求,乙�二醇水溶液的质量比,宜�取约%~30%(采用该

载冷剂后双工况主机的制冷量一般下降约2%,板�式换热器传热系数下降约 10%)。 计算载冷剂系统管

道阻力和流量、乙二醇泵流量时,应�按下列参数进行修正 :�

1)笏%乙�二醇水溶液 (质�量比),相变温度 -10.7℃�,在�同样载冷量和温度条件下,所�需流量约

是水的1.Og倍 ;管�道阻力修正系数:5℃ 时为 1.” 倍,-5℃�时为 1.36倍
;�

2)30%乙�二醇水溶液 (质�量比),相变温度 -14.1℃�,在�同样载冷量和温度条件下,所�需流量约

是水的1.1倍�。管道阻力修正系数:5℃ 时为 1.笏7倍�,-5℃�时为 1,386倍�。

2 应确保系统的密闭性。|�

3 乙二醇与锌有化学反应,不�应采用内侧镀锌的钢管及含锌材质的设备。

4 载冷剂管路为闭式系统,应�设置定压及膨胀装置。

6.4.刂 3 溶液膨胀及补液装置的容积和容量,应�按下列规定计算确定 :�

1 对于无相变影响的内融冰、外融冰等系统的计算

1)闭式溶液膨胀装置的容积 :�

y= 吒 (pl/p2-1)�
(6.4.13-1)

(6.4.13-2)

1- (α 1+α 2)

乙二醇泵
BY1�

—

2)开式溶液膨胀装置的容积 :�

/=岷 (ρ�1/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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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__膨 胀装置的有效容积 (矿�);

吒
——在最低温度 莎l下�,系�统载冷剂的容量 (耐�);

p1——最低温度 莎l时�,载�冷剂的密度 (k酽耐 );

p.——最高温度 r2时 ,载�冷剂的密度 (k酽沪 );

α1—�
—最低温度 莎1时�,膨�胀装置下部的剩余空间,一�般 αI=10%;

α2—�
—最高温度 莎2时�,膨�胀装置上部的气体空间,一�般 α2=⒛ %。�

2 系统补液装置的容量

冰蓄冷空调系统补液装置的容量可按常规系统的计算进行。系统补液量取系统水量的2%;补�液泵

流量取补液量的2.5~5倍�,泵�的扬程应附加 30~50kPa,并�设置备用泵。

3 载冷剂储液箱的容量

载冷剂储液箱容量的选取 ,宜�按系统储存 0.5~1.0h的 补水泵水量或 2~3倍�的系统膨胀的有效容

积的大值进行计算。

6.4.14 �水蓄冷系统由制冷设各、蓄冷槽和控制仪表三大主要部分组成。多层建筑宜采用蓄冷槽内的

水直接供冷 ;高�层建筑宜用板式换热器将蓄冷系统和末端系统的水隔开,但�水温损失至多为 1℃�。当蓄

冷水池水面标高低于负荷侧水系统时,负�荷侧水系统应为通过换热器与蓄冷水池间接连接的闭式系统 ,�

不应采用水泵提升后再通过阀门降压直接连接的开式系统。

6.4.15 �确定水蓄冷的类型时,应�充分考虑下列情况 :�

丬 �全负荷蓄冷的运行费用最省 ,但�建设费用高,占�地面积大 ,应�有条件采用 ;�

2 部分负荷蓄冷的建设费用比常规空调系统略高 ,运�行费用相对较低 ,故�应用较广泛;其�中完全

电力削峰蓄冷形式的单位体积蓄冷量的运行费用最低 ;�

3 具有足够大的场地放置蓄水槽⊙

6.4.16 �水蓄冷槽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设�计时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选择不同形式的蓄冷水槽。

1 温度自然分层式 :利�用水温在 4℃�以上时,水�温升高密度减小 ,在�0~4℃�范围内,水�温降低密

度增大的原理 ,达�到冷温水自然分层的目的。

在蓄冷罐中下部冷水与上部温水之间由于温差导热会形成温度过渡层即斜温层 (见�图 6.4,16-1);

清晰而稳定的斜温层能够防止冷水和温水的混合 ,但�同时减少了实际可用冷水容量 ,降�低了蓄冷效率 ,�

斜温层一般控制在 0,3~0.5m为宜。

沿

蓄

冷

罐

高

度

自然分层蓄冷罐原理图

图 6.4,16-1

5`)     10`)

斜温层的概念

自然分层水蓄冷罐原理图

15°C�

2 隔膜式 :在�蓄水罐内部安装一个活动的柔性膈膜或一个可移动的刚性隔板,来�实现冷热水的分

离 ,通�常隔膜或隔板为水平布置。这样的蓄水罐可以不用散流器 ,但�隔膜或隔板的初投资和运行维护费

用与散流器相比并不占优势。隔膜式水蓄冷罐示意见图6.4.16-2。

上部散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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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释�冷结束时隔膜的位置 (b)释�冷中期时隔膜的位置

图6,4,16-2 �隔膜式水蓄冷罐示意图
3 迷宫式:采�用隔板将蓄冷水槽分成很多个单元格,水�流按照设计的路线依次流过每个单元格。

迷宫法能较好地防止冷热水混合,但�在蓄冷和放冷过程中有一个是热水从底部进口进人或冷水从顶部进
口进人,这�样易因浮力造成混合;另�外,水�的流速过高会导致扰动及冷热水混合;流�速过低会在单元格

中形成死区,减�小蓄冷容量。迷宫式蓄冷罐示意见图 6.4,16-3。

水流示意图 平面图

断面图

图6,4,16-3 �迷官式蓄冷罐示意图

4 多槽式水蓄冷系统:冷�水的热水分别储存在不同的罐中,以�保证送至负荷侧的冷水温度维持不

变。多个蓄水罐有不同的连接方式,一�种是空罐方式,如�图6,4.16-4(a)所�示。它保持蓄水罐系统

中总有一个罐在蓄冷或放冷循环开始时是空的。随着蓄冷或放冷的进行,各�罐依次倒空。另一种连接方

式是将多个罐串联连接或将一个蓄水罐分隔成几个相互连通的分格。如图6.4.16-4(b)所�示,图�中
表示蓄冷时的水流方向。蓄冷时,冷�水从第一个蓄水罐的底部人口进人罐中,顶�部溢流的热水送至第二

个罐的底部入口,依�次类推,最�终所有的罐中均为冷水;放�冷时,水�流动方向相反,冷�水由第一个罐的

底部流出。回流温水从最后一个罐的顶部送人。由于在所有的罐中均为温水在上、冷水在下,利�用水温

不同产生的密度差就可防止冷温水混合。多罐系统在运行时其个别蓄水罐可以从系统中分离出来进行检

l
·
�

\上�
部分配器

热水      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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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维护,但�系统的管路和控制较复杂,初�投资和运行维护费用较高。

(a)空�罐连接方式

(b)多�罐串联式或一罐分隔式连接方式

图 6,4,16-4 �多蓄水罐方法原理图示意图

6.4.17 �水蓄冷空调系统的设计 ,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

1 设计者需掌握的基本资料 :当�地电价政策、建筑物的类型及使用功能、可利用空间 (放�置水蓄

冷设各)等�;�
2 确定建筑物设计 日空调逐时冷负荷及设计 日

`总�
冷负荷 ;�

3 根据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 ,确�定蓄能类型和运行参数 ;�

4 根据建筑物的具体条件 ,确�定蓄冷水池的形状与大小 ;�

5 确定制冷机组和蓄冷设各的容量 ;�

6 确定蓄冷系统的运行模式与控制策略 ;�

7 进行技术经济分析 ,计�算出水蓄冷系统的投资回收期。

6.4.18 �蓄冷水池的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蓄冷水池宜采用分层法 ,也�可采用多水槽法、隔膜法或迷宫与折流法。采用分层法时,如�条件

允许 ,蓄�冷水池应尽可能加深 ,水�池中的水流布水器应设计合理,使�供、回水在充冷和放冷循环中在池

内产生重力流 ,形�成并保持一个斜温层 ,其�厚度不宜大于 0.5m。 蓄冷水池的容积计算方法如下 :�

/=
Qs× Kd× 3600

(6.4.18)
叩×ρ×Δ苫×Cp× ρ

式中 y——蓄冷水池容积 (沪�);

Kd——冷损失附加率 ,一�般取 1.01~1。 ∞
;�

Qs—
—总蓄冷量 (kW·�h);�

η
——水池容积率 ,一�般取 0,g~s;

ρ
——蓄冷水密度 (k酽沪 ),取 1000kg/o;�

=====曰�
"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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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莎——
蓄冷水池进、出水温差 ,一�般取 6~10℃

;�

Cp——水的定压比热 [kJ/(kg·�℃)];�

♀——蓄冷水槽完善度,考�虑冷斜温层和混合的影响,一�般取 0.85~0.9O。�
2 根据自然分层蓄冷水槽内的热力特性和蓄、放冷时蓄冷水槽内水的流态要求,蓄�冷水槽内的温

度以4℃�较合适,因�此时水的比重最大。为减少蓄冷水槽建设费用和提高蓄冷密度,在�条件允许时,蓄�
冷水槽进、出水温差应尽量选取较大值。

3 充分利用工程项目的消防水池,将�其改造成蓄冷水池,少�占建筑面积和空间。蓄冷水池用于冬
天蓄热时应另设置消防水池。

4 选择蓄冷槽材料需要考虑初投资、槽体泄漏的可能性、地下布置的可能性和现场条件等因素。
常用的蓄冷槽可以是焊接钢槽、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或现场浇筑混凝土槽。

5 温度自然分层水蓄冷罐一般有圆柱型和长方形两种。相同蓄水体积时圆柱型表面积与体积比最
小,冷�损失较少,投�资较低。圆柱型蓄冷槽的高度直径比是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形状参数,一�般通过技术
经济比较来确定。斜温层的厚度与蓄冷槽的尺寸参数无关,提�高高度直径之比能够减小斜温层在蓄冷槽
中所占的份额,有�利于提高蓄冷的效率,但�这却又限制了布水器的长度,给�布水器的设计增加了难度。
由于立方体和长方体的蓄水槽建造方便,并�且可以与建筑物结构相结合在一起,节�省基建投资,因�而也
得到广泛的使用。

6 水蓄冷槽的绝热

在进行槽壁的绝热层厚度计算时,可�取槽内水温为 4℃�
,�

气的露点。
并要求绝热层表面温度不低于水槽周边空

在进行绝热设计时要考虑蓄冷槽底部、槽壁的绝热。如果由底部传人的热量大于从侧壁导人的热
量,则�可能形成水温分布的逆转从而诱发对流,破�环分层效果。对于露天布置的蓄冷槽,在�绝热层外还
需覆盖防潮层、防护层。为减少太阳辐射作用,在�防护层外还需施加带有反射效果的涂层。
6·�4.19 �冷水机组的容量,可�按下列各式计算确定 :�

1 全负荷蓄冷方式 :�

Qc×Κ
gc=—�

刀2�

式中 gc—�—冷水机组的制冷量 (kW);�

0c——设计 日空调负荷总冷量 (kW·�h);�

Κ——冷损失附加率 ,取�I,01~1.陇�
;�

饧——晚间蓄冷运行时间 (h)。�

2 部分负荷蓄冷方式 :�

(6.4.19-1)

0c×Κ
%=巳

+η�
2�

式中 �厄1—�
—白天空调冷水机组运行时间 (h)。�

6·�4.⒛ �水蓄冷系统设各配置有:冷�水机组在蓄冷水池下游的串联形式、冷水机组在蓄冷水池上游的
串联形式及冷水机组与蓄冷水池并联三种形式。

当采用冷水机组在蓄冷水池下游的串联形式时,为�了保证下游主机 C0P值�,主�机的进水温度不可
太低,蓄�冷罐的蓄冷温度就必须高于 4℃�,其�蓄冷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当�采用冷水机组在蓄冷水池上游
的串联形式时,由�于释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蓄�冷罐的出水温度难以稳定在设计值,这�会影响末端的空
调效果 ,因�此,一�般不推荐使用串联形式,宜�采用并联方式。

当采用冷水主机和水蓄冷罐并联形式时,若�水槽的水位低于建筑物的高度,蓄�冷罐内的水必须通过
板式换热器与系统空调水换热释冷,见�图 6,4.⒛ (a)。�若水槽的水位高于建筑物的高度,可�不设板式
换热器,蓄�冷罐内的水直接进人系统空调末端,见�图 6,4.⒛ (b)。�如果用户在蓄冷时段内有稳定的空

(6.4.I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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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负荷 ,须�另设基载主机。

电动开关阀

电动调节阀

—-供�水

(a)蓄�冷系统内有板式换热器

蓄冷和空调一次水泵

电动开关阀

-ˉ�供水

——囝水

(b)蓄�冷系统内无板式换热器

图 6.4·�20 �并联方式水蓄冷系统示意图

6.4.⒉ �水蓄冷系统的自控,除�应具备常规空调系统所有的技术条件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

1 水蓄冷系统应能进行下列五种工作模式 :�

1)蓄冷水槽蓄冷 ;�

2)冷水机组供冷 ;�

3)蓄冷水槽供冷 ;�

4)冷水机组供冷 +蓄�冷水槽供冷 ;�

5)冷水机组供冷 +蓄�冷水槽蓄冷。

自控装置必须满足以上工作模式的自动切换和相关设备的启停和阀门开关等控制。

2 根据空调负荷的变化,完�成制冷机和蓄冷装置间的供冷负荷分配。

3 在水蓄冷控制系统中,采�用的是标准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和流量计。在分层蓄冷槽中,用�

垂直排列的温度传感器或单独壳式安装的传感器来检测冷水与温水的水位,以�确定当时的蓄冷存量和斜

温层的厚度。一般情况下,选�用传感器的数量不少于⒛ 个,不�管水的总深度为多少,它�对蓄冷存量的

检测精度可达 5%。 传感器也可按高度方法布置,距�离应根据检测的精度要求确定。

水位传感器用于检测系统的容积,并�在需要补水时发出信号。

释冷泵 (变�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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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换热器隔离的非加压水槽需要在槽的入口和出口处设压力保持阀,以�将水槽的静压与冷水输配
系统的剩余部分隔离开。

多槽系统需要相对复杂的阀门与控制器 ,使�水流在适当的槽中流动,并�将热水与冷水相互分离。
4 补水应该从上部布水器或其他途经引人 ,以�不干扰斜温层为原则。
5 槽内冷水的停用时间不应无谓延长,对�体积较小的水槽尤应如此。

6·�4.22 �电水蓄热的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全负荷蓄热适用于全天热负荷较小的建筑和峰谷电价差较大的地区;利�用夜间低谷电进行蓄
热 ,日�间用电高峰和平段时间不启用电锅炉,建�筑物所需负荷全部由蓄热装置提供 ;�

2 部分负荷蓄热是利用夜间低谷电进行蓄热,日�间的空调负荷由蓄热装置和电热锅炉共同承担。
但根据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⒛05第 5.4.2条�的规定

“
夜间可利用低谷电进行蓄热、

且蓄热式电锅炉不在日间用电高峰和平段时间启用的建筑
”

可采用电热锅炉、电热水器作为直接采暖
和空气调节系统的热源。因此,部�分负荷蓄热目前在国内仅能使用在低谷时间没有热负荷要求,在�高峰
和平峰段才有热负荷要求的项目中。消防水池不得用于电热。
6·�4.23 �不同的蓄热温度适用于不同的供热对象,一�般可按表 6.4.⒛ 选择确定。

表 6,4.23 �蓄热系统的分类

系统分类 定义 特'点� 适用范围

常压蓄热
蓄热温度低于常压下水的沸

点温度 ,一�般为⒇ ~%℃

1 控制和保护系统要求较低 ;�

2 蓄热装置在常压下工作,蓄�热装置加工要求—般 ;�

3 蓄热和供热温差有限,运�行费用较高 ;�

4 单位体积蓄热量较小,蓄�热装置体积较大

一般 用 于采 暖

和空调系统

高温蓄热
蓄热温度高于常压下水的沸

点温度,一�般为 120~140℃�

1 可以供应温度较高的热水,能�满足不同功能的需

要,特�别是对末端为散热器的采暖系统更为可行 ;�

2 单位体积蓄热量较大,减�小储热罐的体积,降�低
储热系统的占地面积 ;�

3 降低水泵等设备及管道投资,降�低运行费用 ;�

4 安全保护和自动控制系统复杂

一般用 于采 暖

和空调系统

注 :常�压蓄热系统用于生活热水时 ,蓄�热温度可为“℃。

6·�4.24 �电锅炉的选择,必�须符合 《工业锅炉通用技术条件》JB/T1O094-⒛ 02要求,确�保安全、经
济和合理;电�锅炉的平均运行热效率不应低于叨%。�

多台电锅炉总功率 :�

(Q1+Q2) ×屁
Ⅳ =�

式中 �Ⅳ——电锅炉总功率 (kW);�

QI——用电高峰和平段时的总热负荷,一�般采用热负荷乘以供热时间 (kW�
Q2——谷时的`总�热负荷,一�般采用热负荷乘以供热时间 (kW·�h);�
厄1—�—当地的低谷电时间 (h);

钅——热损失附加率,一�般取 1,Os~1.10;

叼
——电锅炉的热效率。

6·� 4·�25 �蓄热装置的有效容积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y=棚

而I×�”
(6.4.24)

(6.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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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__蓄 热装置的有效容积 (rn3);

Δr—�—蓄热温差 (℃�);可按照表 6.4.笏 取值。

蓄热装置的设计容积计算 :�

y`=y×
♀

式中 �♀——有效容积的放大系数 ,1。 0~s~1.10。

表 6.4.25 �蓄热温差

用途 蓄热温度 (℃�)� 二次供回水温度 (℃�
)� 一次供回水温度 (℃�

)� 蓄热温差 (℃�
)�

空调系统

90 60/50� 90/55�

130� 60/50� 130/55

散热器采暖系统 130� 95/70� 130/75

6。�4.⒛ �蓄热装置的设计应考虑热温水混合、死水空间和储存效率等问题 ,蓄�热装置的热量利用率不

宜低于⒛%。�蓄热装置的形式有 :迷�宫式、隔膜式、多槽式和温度分层式等,其�中温度分层式是最常

用的方式。

温度分层式蓄热装置是根据水在不同的温度下具有不同的密度、会产生不同浮力的原理 ,使�冷热水

自行分离的系统。它主要有三种形式 :无�隔板式温度分层、水平分隔板式温度分层和管道垂直分隔槽

式。

蓄热装置布水器的设计可参见水蓄冷的相关内容。

6.4.27 �蓄热系统与用热系统一般应通过换热器进行隔离 ,换�热器宜采用板式的。板式换热器的换热

量 ,宜�取采暖或空调尖峰热负荷 ,热�水二次侧 (末�端侧)供�回水温度根据系统需求选取 ,热�水一次侧

(蓄�热侧)供�回水温度选取见表 6.4。�笏。

6.4.28 �蓄热循环水泵的选择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蓄热循环水泵选用时应特别注意水泵的工作温度 ,采�用专门的热水泵 ;�

2 在满足加热需要的前提下 ,宜�降低系统的内循环量 ,如�将水一次加热到设计温度 ,以�减少水泵

能耗 ;�

3 在高温蓄热系统中,应�采取防止水泵因人口温度过高而产生汽化的技术措施 ;�

4 电蓄热系统应采用水泵变频技术。

6.4.29 �电水蓄热系统的选择 ,应�考虑下列原则 :�

1 并联的电水蓄热系统 ,因�投资较高、控制较复杂、热效率低 ,而�较少使用 ;�

2 电锅炉在下游的串联电水蓄热系统 (图�6.4.⒛ ),因 蓄热装置的斜温层区域的温水能由电锅炉

的再加热而获得较高的热效率 ;并�可采用大温差蓄热、供热 ,减�少水泵及配件投资 ,降�低了运行费用。

(6.4.25-2)

蓄热装置

图6,4.29 �串联的电水蓄热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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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0 �自控系统应保证蓄热系统安全、可靠、高效运行。
1 电锅炉应设置超温、超压、缺水、过流、短路、漏电、过电压和缺相等多种保护。
2 电锅炉应设置电热元件分组投人运行和退出的自行控制装置。
3 电锅炉应设置负荷自动调节装置,根�据负荷变化自动减少或增加输人功率。
4 电蓄热系统应具各调节供水温度和蓄热温度的功能。

6.4.3丬� �设计电水蓄热系统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

1 蓄热温度高于沸点温度的高温蓄热装置应符合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系�统应有多重
保护措施 ;�

2 蓄热装置不应与消防水池合用 ;�

3 蓄热装置宜采用钢制 ,形�式可以因地制宜采用矩形或圆形 ,有�卧式或立式 ,并�设置有一定的高
度以利于温度分层 ;�

4 在满足用热要求的前提下 ,宜�降低蓄热或供热温度 ,以�减少热损失 ;�

5 电蓄热系统中的设备及管道保温应确保完好、严密,以�减少热损失 ;�

6 开式系统的蓄热温度应低于呖℃,以�免发生汽化 ;�

7 开式系统的蓄热罐应设置通向室外安全地区的透汽管 ,以�避免蒸汽在机房内弥漫 ;�

8 蓄热装置绝热可参照本措施第 10章的表 10.4.I1选�用。

6.5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

6·�5.1 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的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

1 有废热蒸汽压力不低于30kPa或�废热热水温度不低于 gO℃ 的热水等适宜的热源可利用 ;�

2 制冷量大于或等于 ~ssOkW、 所需冷水温度不低于 5℃�
;�

3 电力增容有困难,又�无合适热源可利用,以�及要求振动小的建筑,可�采用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
制冷 ;�

4 无其它热源可利用时,不�应采用专配锅炉为驱动热源的溴化锂吸收式制冷。
6·�5.2 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的类型,应�根据用户具有的热源条件按表6.5.2选�择确定。

表 6,5.2 各类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的热源参数

机组类型 热源种类及参数

蒸汽型
单效 废汽 (0.1MPa�蒸汽)�

双效 额定压力 (表�)0乃、04、 0.6、�0,8MPa �蒸汽

热水型
单效 废热 (Bs~140℃� 热水 )�

双效 )1们℃ �热水

直燃型 天然气、人工煤气、轻质柴油、石油液化气

注: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应优先采用禾然气、人工煤气或液化石油气作加热源。当无上述气源供应
时,宜�采用轻质柴油。

6.5.3 蒸汽、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及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应选用能量调节装
置灵敏、可靠的机型,在�名义工况下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6.5.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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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3 溴化锂吸收式机组性能参数

机 型

名义工况 性能参数

冷 (温�)水�进/�

出口温度 (℃�
)�

冷却水选/出�

口温度 (℃�
)�

蒸汽压力

(MPa)�

蒸汽耗量

〔k酽�(kW.h)〕

性能系数 (W/W)�

制冷 供热

汽

效

塞
灬
双

18/13�

30/35�

0.25
≤1,40

12/7

0,40

0 60 ≤131�

0 80 ≤1.28

直麒

12/7 30/35� ≥1 10

60 ≥0,90

注:直�燃机的性能系数为:制�冷量 (供�热量)/〔 加热源消耗量 (以�低位热值计) +电�力消耗量 (折�算成一次
能))。

6.5.4 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的选型,应�遵守下列原则 :�

1 根据冷负荷选择机型 ;�

2 当热负荷大于机组的供热量时,不�应采取加大机型的方式增加供热量 ;宜�采取加大高压发生器

和燃烧器的方式增加机组供热量 ,但�增加的供热量 ,不�宜大于机组原供热量的50%;
3 当生活热水负荷较小且用热量较稳定时,可�采用三用直燃型机组同时供冷 (热�水)和�供生活热

水 ;�

4 当生活热水负荷大、波动大,且�使用要求高时,不�宜采用三用直燃型机组同时供冷 (热�水)和�
供生活热水 ,应�另行设置专用的热水机组 ;�

5 应考虑机组水侧污垢及腐蚀等因素,供�冷 (热�)量�宜增加 10%~15%的�富裕量。
6.5.5 燃烧轻质柴油的直燃机房的供油系统 ,应�由运输、卸油、室外贮油罐、油泵、室内日用油箱及

管路等组成 ,见�图 6.5.5。�

室内日用油箱

紧急排放管 山

室外存油设施
回油  燃烧器

双门底阀  过滤器

图6.5.5 燃烧轻质柴油的直燃机房的供油系统原理图
6.5.6 室外贮油罐与建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⒛06和 《高层民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5-9s(⒛�“ 年版)的�有关规定。
6.5.7 从室外贮油罐至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的供油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室外贮油罐的容量,可�按下列方法计算确定 :�

/=⒕ ×卫1�
ρ

阻火器

I�

室外贮油罐
l�

J�

式中 y__室 外贮油罐的容量 (m3);�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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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直燃机房最大日耗油量 (t/d);

ρ
——燃油的密度 (t/o);

A—�—燃油储存天数:火�车及船运输取⒛ ~⒛�d;汽车运输取 5~1Od;油管输送取 3~5d。

2 室外贮油罐可以直埋或放置于室外地下油罐室。当放置于室外地下油罐室时,应�设检查井 ,供�

布置泄油、排污、各种阀门及部件等。

3 地下直埋贮油罐宜采用双层壳体的油罐 ,并�应设置阳极保护装置作为防腐措施。

4 输油泵不应少于 2台�(一�用一备 )。�其流量不应小于直燃机房最大计算耗油量的 H0%;泵的扬

程由输油管线总阻力和室外贮油罐与室内日用油箱的液位差组成 ,并�附加 10%的�裕量。输油泵宜采用

自吸式离心泵或齿轮泵。

5 输油泵进口母管上应设置油过滤器 2个�(一�用一各 )。� 油过滤器的网孔宜为 8~⒓ 目九m(齿轮

泵为 16~32目�/cm),流�通面积宜为油管的 8~10倍 。

6 室外贮油罐至输油泵房之间的管沟,应�有防止油品流散和火灾蔓延的隔绝措施。

7 直燃机房的室内日用油箱应布置在专用房间,且�应设防火墙和甲级防火门;油�箱的设置高度应

保证燃烧器的供油泵有足够的灌注压头 ,最�低油位应高于燃烧器油泵的轴线高度。油箱严禁设置在直燃

机上方。

8 室内日用油箱、室外贮油罐、非自吸式离心油泵三者的安装高度应保持 :室�内日用油箱高于室

外贮油罐 ,油�罐高于油泵。当油泵是自吸式离心油泵或齿轮油泵时,油�泵可高于室外贮油罐 ,但�其高度

应小于油泵的吸上高度。

9 室内日用油箱容积不应大于 1″�。

10 �室内日用油箱应采用钢制焊接闭式油箱 ,油�箱上部应设直通室外的阻火通气管 ,通�气管出口

处应有可靠的防静电接地措施和设 D峭�0阻�火呼吸阀。排气口应设在室外 ,应�高出屋面 1m,与�门窗的

距离不得小于 4m。

ii �油箱宜采用可就地显示和远控联锁的电子式液位计 ,不�得采用玻璃管液位计。

12 �油箱进油管宜装防爆型自动启闭阀,并�和油箱液位计联锁。

13 �油箱的进油管和回油管宜从顶部插人 ,出�口均应位于油箱液位以下 (距�油箱底部 ⒛0mm左�

右 )。�

14 �油箱底部应设紧急排空阀,排�空阀应设在安全和便于操作处。泄油管可接到贮油罐或事故泄

油坑。当油箱底部低于室外贮油罐或事故泄油坑时,泄�油系统应设防爆型自动启闭阀门和防爆型泄油

泵 ,且�能就地启动和在防灾中心遥控启动。

15 �燃烧器人口处设细过滤器,网�孔不宜小于⒛ 目/cm,流通面积宜为油管的2倍�。
16 �输油管道宜采用地上敷设 ,当�采用地沟敷设时,在�地沟进建筑物的连接处应用耐火材料隔断。

6.5.8 直燃机房的燃气系统原理图,见�图 6.5.8。�

调压器
点火

L~ˉ ___~ˉ __— -̈ˉ�-ˉ�—————⊥———__ˉ」

图6,5,8 直燃机房的燃气系统原理图

丿
≡

燃烧器

快速切断阀

框线内为燃烧机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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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 直燃机房中的燃气系统设计 ,应�满足以下要求 :�

1 燃烧器前的供气压力应按产品制造厂家提供的要求确定 ,一�般供气压力为 10~35kPa⊙

2 室内燃气管道宜采用无缝钢管焊接,管�道与设备、阀件、仪表等宜采用法兰连接。
3 室内燃气管道宜明装。

4 阀门的设置 :�

1)应在安全和便于操作的地点设置引入管的总快速切断阀 (电�磁阀);

2)每台机组的燃气干管上 ,均�应设关闭阀和快速切断阀 ;�

3)每个燃烧器前的供气支管上应装设手动关闭阀,阀�后应串联装设两个电磁阀 ;�

4)点火用的燃气管道上 ,宜�从本台机组的供气干管上的关闭阀后或燃烧器前的关闭阀前引出,并�
应在其管道上装设手动关闭阀,阀�后串联装设两个电磁阀。

5 燃气管道上装设的放散管 ,应�引至室外 ,其�排出口应高出屋脊 2m以上 ,与�门窗的距离不应小
于 3.5m,应�有防雨设施 ,并�确保不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6 直燃机房的燃气计量装置宜单机配置,宜�集中布置在通风良好的煤气表间内。
6·� 5·�10 �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房宜设贮液器 ,其�容积应按贮存制冷系统中的全部溴化锂溶液量计算。
安装时,贮�液器的液位不高于设备放液口4~4.5m。 采用铬酸盐作缓蚀剂的溴化锂溶液不应直接排人下
水道。

6·�5.ii �溴化锂吸收式机组的冷却水、补充水的水质要求应符合 6.6节�的有关规定。

6.6 冷却水系统

6·�6.1 水冷式冷水机组和整体式空调器的冷却水必须循环使用,冷�却水的热量宜回收利用。
6.6.2 空调用冷水机组和水冷整体式空调器的冷却水水温宜按下列要求确定 :�

1 冷水机组的冷却水进口温度不宜高于 33℃
;�

2 冷却水进口最低温度应按冷水机组的要求确定,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不宜低于 15.5℃ ,溴�化锂
吸收式冷水机组不宜低于⒛℃;冷�却水系统,尤�其是全年运行的冷却水系统,宜�采取保证冷却水供水
温度的措施,控�制要求见 l1.5.8;�

3 冷却水进出口温差应按冷水机组的要求确定,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宜取 5℃�,溴�化锂吸收式冷
水机组宜为 5~7℃�。
6·�6.3 冷却水泵的选用和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集中设置的冷水机组的冷却水泵的流量和台数应与冷水机组相对应。
2 冷却水泵的扬程应为以下各项的

`总�
和 :�

1)冷却塔集水盘水位至布水器的高差 (设�置冷却水箱时为水箱水位至冷却塔布水器的高差);

2)冷却塔布水管处所需自由水头,由�生产厂技术资料提供,缺�乏资料时可参考表 6.6.3;

3)冷凝器等换热设各阻力,由�生产厂技术资料提供 ;�

4)吸人管道和压出管道阻力 (包�括控制阀、除污器等局部阻力);

5)附加以上各项总和的5%~10%。
3 冷却水泵的选型和承压等,与�5.9.4条�规定的空调水循环泵的设计要求相同。

表 6,6.3 冷却塔布水管处所需自由水头

冷却塔类型 配置旋转布水器的逆流式冷却塔 喷射式冷却塔 横流式冷却塔

布水管处所需自由水头 (MPa)� 01 ~0,2 ≤0.05

6·�6.4 采用分散设置的水冷整体式空调器或小型户式机组,可�以合用冷却水系统,当�开式冷却塔不能
满足冷凝器水质要求时,可�设置中间换热器或采用闭式冷却塔 ,并�应按以下原则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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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闭式冷却水系统应设置定压膨胀装置 ;�

2 J总�循环水量可根据系统规模和使用情况乘以 1~0.乃 的同时使用系数 ;�

3 冷却水泵和中间换热器台数不宜少手 2台�
;�

4 中间换热器宜采用板式换热器。
6·�6.5 冷水机组和冷却水泵之间的位置和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冷却水泵应自灌吸水,冷�却塔集水盘或冷却水箱最低水位与冷却水泵吸水口的高差应大于管
道、管件 (包�括过滤器)、�设备的阻力 ;�

2 冷却水泵宜设置在冷水机组冷凝器的进水口侧 (水�泵压入式);当冷却水泵设置在冷水机组冷
凝器的进水口侧,使�冷水机组冷凝器进水口侧承受的压力大于所选冷水机组冷凝器的承压能力,但�冷却
水系统的静水压力不超过冷凝器的允许工作压力,且�管件、管路等能够承受系统压力时,冷�却水泵可设
置在冷凝器的出水口侧 (水�泵抽吸式);

3 2台�和 2台�以上冷水机组和冷却水泵之间的连接要求同空调冷水泵,见�本措施第 5.7.4条�3、�4�

款。

6.6.6 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运行的制冷系统,以�及使用多台冷却塔的大型冷却水系统,可�设置冷却水
集水箱;集�水箱或冷却塔集水底盘应符合下列设计要求 :�

1 间歇运行系统冷却塔底盘或集水箱的有效存水容积应大于以下两项水量之和 :�

1)湿润冷却塔填料等部件所需水量,由�冷却塔生产厂提供,或�按冷却塔的小时循环水量进行估
算,逆�流塔为循环水量的 1.2%,横�流塔为 1.5%;�

2)停泵时靠重力流入的管道水容量。
注:停�泵时靠重力流人的管道水容量,不�设集水箱时,为�冷却塔上部进水水平管的容量;设�集水箱时,为�冷却塔上

部进水水平管的容量和下部底盘至水箱的水管容量之和。设集水箱且冬季不需防冻时,如�管道水容量过大,可�采取停泵
时使管内存水的措施,以�减少冷却水箱容积。

2 成品冷却塔底盘容积不符合上述要求时,应�向生产厂提出加大底盘容积。
6·�6.7 冷却水箱宜按图6.6.7所�示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自冷却塔

手动补水管
最高水位线

溢流管

唧
※
铲
零 瓤翕徊/�自动补

至冷却

≥150「�

≥

 
 
≥

阴
彳
图
列
彐

丛

0Clˉ�̄ 150�

水 管

水泵

泄水管

图6.6.7 冷却水箱接管示意
1 进水管采用浮球阀时,不�宜少于两个,且�进水标高应一致 ;�

2 冷却水泵吸水口应设喇叭口;喇�叭口下边缘距池底的净距,不�应小于 0.8倍�吸水管管径,且�不
应小于0.1m;喇�叭口边缘与水箱壁的净距不宜小于 1.5倍�吸水管管径 ;�

3 水池最低水位高于吸水管喇叭口不宜小于0.5m;�

4 应采取以下防止冷却水落入水箱产生大量气泡和避免水泵吸人空气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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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冷却水进水管应插入水箱下部最低水位线以下 ;�

2)宜尽量增大冷却水进水管和冷却水泵吸水口之间距离 ;�

3)冷却水进水管和冷却水泵吸水口之间宜设置挡水板 ,挡�水板上边缘宜高出最低水位线 0.5m以

上 ,挡�水板下边缘不应低于吸水喇叭口下边缘。

6.6.8 冷却塔的选用和设置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冷却塔的出口水温、进出口水温差和循环水量 ,在�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湿球温度条件下 ,应�
满足冷水机组的要求 ;当�工程实际参数与冷却塔名义工况不同时,应�对其名义工况下的冷却水量进行修

正。

2 对进口水压有要求的冷却塔的台数 ,宜�与冷却水泵台数相对应 ;横�流式冷却塔 ,可�合用一组冷

却塔。

3 冷却塔设置位置应通风良好 ;当�冷却塔设在地下或用围墙、顶板等遮挡时,宜�采用能将高温气

流送至远离冷却塔进风处的塔型,并�应配合生产厂进行冷却塔气流组织计算 ,避�免热空气回流、确保足

够的进风面积。

4 冷却塔应远离厨房排风等高温或有害气体 ,并�应避免飘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5 选用的冷却塔噪声应符合第 9章�的规定。

6 冷却塔的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应�符合国家现行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⒆�6规�定的城市各类区

域或环境噪声标准值的要求。冷却塔的空间衰减 ,可�按距离每增大 1倍�噪声值衰减 5dB计�算。多台冷却

塔声源的合成声压级,应�按对数法进行计算。

7 经合理确定冷却塔位置后 ,设�计和选用的低噪声冷却塔仍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采取以下消声、

隔声措施 :�

1)采用变频调速风机满足夜间环境的低噪声要求 ;�

2)改变水池结构型式或水面材料降低落水噪声 ;�

3)在冷却塔的进、排风口外设消声装置降低风机和落水噪声 ;�

4)设置隔声屏障等。

8 冷却塔应采用阻燃型材料制作 ,并�应符合防火要求。

6.6.g 当多台开式冷却塔采用共用集管并联运行时,其�接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不设集水箱时,为�避免在运行过程中各冷却塔出现超量补水或溢水现象 ,应�采取下列措施 :�

1)应使各台冷却塔和水泵之间管段的压力损失大致相同,共�用集管不宜变径 ;�

2)各冷却塔集水盘之间应设置连通管 ,或�在各冷却塔底部设置公用集水盘 (槽�);

3)冷却塔连接的连通管管口内底宜与冷却塔集水盘底相平 ,管�径不应小于单台冷却塔出水管管

径 ,当�连接的冷却塔台数超过 4台�时,总�连通管管径宜适当放大 ;�

4)当无集水箱或公用集水盘 (槽�),冷却塔的出水管上应设置与对应冷却水泵连锁开闭的电动阀。

2 冷却塔进水管上 ,进�水口有余压要求的冷却塔应设置电动阀,进�水口无余压要求的横流塔等宜

设置电动阀,电�动阀应与对应的冷却水泵联锁。

6.6.10 �冷却水系统应采取下列防冻、保温、隔热措施 :�

彐 �有冻结危险的地区,冬�季不使用的冷却水系统 ,应�设置将冷却塔集水盘及设于屋面的补水管、

冷却水供回水管内水泄空的装置。

2 有冻结危险的地区,冬�季运行的冷却水系统 ,不�宜在室外补水。

3 有冻结危险的地区,冬�季运行的冷却塔应采用以下防冻、保温措施 :�

1)宜单独设置 ,且�应采用防冻型冷却塔 ;�

2)设在屋面及不采暖房间的补水管、冷却水供回水管应保温并做伴热 ,存�水的冷却塔底盘也应设

置伴热设施。

4 设于室外阳面的冷却水管可考虑受太阳照射产生温升的管道长度等因素做隔热处理;冬�季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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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冷却水系统 ,设�于室外背阴面或室内的冷却水管可不做隔热层。

6.6。�ii �冷却水管路的流速宜按表 6.6.11确定。

表 6,6.11 �冷却水管路流速

管道类型 管径 DⅤ�(mm) 流速 (m/s)� 备注

水泵出水管
≤250� 1.2~1.5�

管径小时宜取下限流速 ,�

径大时宜取上限流速

>250 15~20�

水泵吸水管

接集水箱
≤100� 06~08�

)100 0.8~1.2�

接循环干管
≤250� 1.0~1.2�

>250 1.5~2.0�

循环干管

≤250� 1.5~2.0�

>250~500 2,0~25

)500 25~3,0

6.6.彐 2 冷却水补水管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设置集水箱的冷却水系统,宜�在冷却水箱处补水、泄水、溢水;不�设集水箱的冷却水系统,应�
在冷却塔处补水、泄水、溢水 ;�

2 应设置自动补水管和手动补水管,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自动补水管应能自动控制集水箱或冷却塔底盘最低水位 ;�

2)自 动补水管管径应按补水量确定,管�中流速可参考表6.6.12取值 ;�

3)手动补水管应设置在集水箱或冷却塔底盘最高水位以上,集�水箱的手动补水管管径宜比自动补

水管管径大2号�。

表 6.6.12 �给水管道的水流速度

公称直径 Dllr(mm) 25~40� 50~70� ≥80

水流速度 (m/s)� ≤ 1.2� ≤15 ≤1.8�

6.6.13 �开式冷却水系统补水量占系统循环水量的百分数,可�如下计算确定 :�

1 蒸发损失,夏�季可近似按每 1℃�水温降为 0.16%估�算 ;�

2 漂溢损失,宜�按生产厂提供数据确定,无�资料时可取 0.2%~0.3%;
3 排污、漏水损失,宜�根据补水水质、冷却水浓缩倍数要求、飘逸损失量等经计算确定,估�算时

可取 0.3%;�

4 在冷却水温降为 5℃�时,其�补水量可近似取系统循环水量的 1.5%。

6.6.14 �冷却水的水质可参考表 6.6.14,且�应符合有关产品对水质的要求,应�按下列要求设计 :�

表 6.6.14 �冷水机组冷却水水质标准

指标 pH(25℃�)�

电导率

(uycm)
氯化物 Cl_�

(mg Cl/L)�

硫酸根s咣�
ˉ

(mg CasO:ˉ�/L)�

酸消耗量 (pH4:)

(mg CaCO3/L)

冷却水标准值 65~8.0 (800 <200 <200 <100

指标
总硬度

(mg CaCO3/L)

铁 Fe

(mg Fe/L)�

硫离子ζ
ˉ

(mg S2/L)�

铵离子 NH扌

(mg NH圹 /L)�

融解硅酸⒊02

(mg si02/L)�

冷却水标准值 (200 (10� 不得检出 (1.0 (50�

注:摘�自《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GB/T1gzI31~⒛�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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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采取稳定冷却水系统水质的有效水处理措施 ;�

2 水泵或冷水机组的入口管道上应设置过滤器或除污器 ;�

3 冷却水补水可采用市政自来水 ,当�中水水质和水量能满足要求时,也�可以采用中水。

6.6.15 �对冬季存在较大供冷需求的建筑物内区等场所 ,当�利用新风做冷源不能满足供冷要求 ,采�用
分区两管制或四管制水系统冬季供冷时,宜�利用冷却塔提供空调冷水 ,并�应按下列要求进行设计 :�

1 寒冷和严寒地区应采取防冻措施 ,见�6.6.10条 ;�

2 应综合以下因素,确�定冷却塔供冷系统的各项参数和设各规格 :�

1)末端盘管的供冷能力 ,应�在所能获得的空调冷水的最高计算供水温度和供回水温差条件下 ,满�
足冬季冷负荷需求 ;宜�尽可能提高计算供水温度 ,延�长利用冷却塔供冷的时间 ;�

2)应根据冷负荷需求、空调冷水计算温度、冷却塔在冬季室外气象参数下的冷却能力 (由�生产厂

提供或参考有关资料 )、�换热器的换热温差 ,计�算确定冷却塔的最高计算供冷水温和温差及冬季供冷冷

却塔的台数 ;�

3)开式冷却塔应设置板式换热器,换�热温差可取 1~2℃�;闭�式冷却塔可直接供水 ;�

4)冬季供冷的空调冷水循环泵、板式换热器、冷源水 (冷�却水)循�环泵等设各的规格、台数 ,应�
与冬季供冷工况相匹配。

6,7 换热器的设置与选择

6.7.1 换热器应用于分隔或混合不同种类或不同压力、温度流体并实现流体间的热交换。换热器对经

过的流体产生阻力损失、温差损失,并�需要安装及维护空间,所�以应结合考虑解决相关问题的其它方法

以综合判断设置换热器的合理性。

6.7.2 利用外部能源中心提供的能源时,应�了解外部能源中心系统的性能特点、运行管理模式及安全

可靠性要求等,必�要时设置换热器。

6.7。�3 换热器容量应根据计算负荷确定,台�数及单台容量的设置应满足建筑防冻的安全要求及负荷变

化的正常需求。一般服务于同一区域的换热器不宜少于 2台�,当�其中一台停止工作时,其�余换热器的换

热量宜满足采暖、空调系统负荷的 TO%。�

6.7.4 服务于同一区域的换热器宜采用同一规格。当采用不同规格时,系�统应采取必要的流体流量分

配控制措施。

6.7.5 换热器两侧流体额定进出温度、阻力损失主要取决于空调系统的设计、能源中心系统的性能 ,�

系统设计时应考虑换热器这一因素的影响。

6.7.6 换热器应采用高效、紧凑、便于维护、使用寿命长的表面式的产品,空�调冷水用换热器宜采用

板式换热器。

6.8 换热站的工艺设计

6.8.1 换热站的规模和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

1 换热站的位置宜选在负荷中心区 ;�

2 换热站的供热半径不宜大于∞0m;�

3 换热站的供热规模不宜大于⒛ 万 m2(供�热面积),单个供热系统的供热规模不宜大于 10万 m2

(供�热面积 );

4 换热站的站房可以是独立建筑 ,也�可设置在锅炉房附属用房或其它建筑物内;既�可设在地上也

可设在地下 ,但�应优先考虑设置在地上建筑物内 ;�

5 当换热站的热源为蒸汽或水 -水�换热站的长度超过 12m时�,应�设置两个外开的门,且�门的间距

甘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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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大于换热站长度的 1/2;

6 换热站应考虑预留设各出人口
;�

7 换热站净空高度和平面布置 ,应�能满足设备安装、检修、操作、更换的要求和管道安装的要

求 ,净�空高度一般不宜小于 3m。

6.8.2 换热站热负荷的计算 ,应�遵循以下的原则 :�

1 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的热负荷 ,宜�采用经核实的建筑物设计热负荷 ;�

2 当缺乏建筑物设计热负荷数据时,应�按照 《城市热力网设计规范》 CJJ34-⒛02第 3.1节�的要

求 ,并�根据建筑物的围护结构的实际情况进行估算 ;�

3 生活热水热负荷 ,应�根据系统的卫生器具数量、类别和使用要求 ,并�结合换热设各的特性进行

计算后确定 ;当�生活热水换热设备采用快速换热器时,设�计热负荷应按卫生器具的秒流量计算 ;�

4 换热站的
`总�

热负荷 ,应�在各系统设计热负荷累计后根据用户的用热性质和要求乘以0.6~1.0的�
同时使用系数。

6.8.3 换热站工艺设计 ,应�遵循下列原则 :�

1 工艺设计的`总�体要求 :�

1)工艺设计时应优先选用换热机组 ;�

2)当采暖用户二次系统有不同的用热温度要求时,宜�分别设置换热系统;当�用热系统所需资用压

头差别较大时,可�考虑采用二次泵系统 ;�

3)对于水 -水�换热站 ,当�采暖系统一次回水温度高于ω℃时,在�合理经济的前提下 ,可�考虑利用

温度梯度对低温水系统进行预热 ,以�充分利用一次管网输送的热能。
2 加热介质侧的设备设置要求 :�

1)根据用户要求装设热量计量装置 ;�

2)对于加热水需要设增压泵或混水泵的水 -水�换热站 ,水�泵应根据外网水力工况分析的结果来设
置 ,以�不影响其它用户的水力工况为原则 ;�

3)当用户系统有 2个�或 2个�以上时,宜�设置分集水器或分汽缸 ;�

4)当加热介质为蒸汽时,站�内主蒸汽管上应设自动切断阀和安全阀,每�组换热器的蒸汽人口须设
切断阀和调节装置 ;�

5)加热介质调节装置和计量装置前应设过滤器 ;�

6)当加热介质为蒸汽或高温水时,加�热母管和分支阀门宜选用焊接阀门 ;�

7)汽 -水�换热站应设置凝结水回收系统 ;�

8)管壳式换热器上应设置安全阀。

3 被加热水侧设备设置要求 :�

1)当换热站单个供热系统有多个循环回路时,应�设置集分水器 ,并�在每个回水分支上装设流量调

节装置或水力平衡装置 ;�

2)循环水泵前回水母管上应设置除污器 ,当�站内条件不允许时,也�可在循环水泵进口设置扩散式
除污器 ,除�污器前后应安装压力表及旁通阀 ;�

3)循环水泵进出口侧母管之间应设置连通管 ,连�通管上应安装止回阀,止�回阀的水流方向是从泵

进口至泵出口,以�防止突然停泵时发生水锤现象 ;连�通管的口径不小于母管截面积的 1/2;

4)对于闭式循环系统 ,循�环水泵前回水母管上须设置安全阀,安�全阀应设置在水流稳定的直管段

~L;�

5)生活热水系统安全阀的设置,需�符合 《城市热力网设计规范》CⅡ�34-⒛�02第 10.3.l1条�第 4�

项的要求,同�时对于日用热水量大于 10耐 的热水供应系统应设置压力式膨胀罐。
4 换热站水处理系统要求 :�

1)采暖、空调系统被加热水、补给水一般应进行软化处理,宜�选用离子交换软化水设各;对�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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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质较好、供热系统较小、用热设各对水质要求不高的系统 ,也�可采用化学水处理 ;与�热源间接连接

的二次水供暖系统的水质应达到相关的水质标准 ;�

2)非循环使用的热水加热系统,当�直接使用的原水硬度很高 ,容�易在换热设各和管道中严重结垢

时,可�采用电磁水处理或加药处理 ,适�当降低原水硬度 ;�

3)当采暖设各或用户对循环水的含氧量有较高要求时,补�给水系统应设置除氧设各 ,可�采用解析

除氧或还原除氧、真空除氧等方式。

6.8。�4 换热站的主要设各 ,应�根据下列原则设置与选择 :�

1 换热器选型 :�

1)应根据热源介质的类别、设计参数和用热性质合理选择换热器的类型 ;�

2)换热器的单台出力和配置台数的组合 ,应�能满足换热站
`总�

设计供热负荷及其调节的要求 ;�

3)汽水换热站宜选用换热后凝结水出水温度在 80℃ 以下的换热设备 ,当�选用的汽水换热器凝结水

温度达不到这一要求时,应�设凝水换热器 ,使�二次水系统的回水首先通过凝水换热器对凝结水冷却 ,然�
后再进入蒸汽换热器 ;�

4)换热器选型时应优先选用结构紧凑、传热效率高的设备 ;�

5)换热器水侧阻力应在设各选型计算时加以控制,一�般不宜大于 7m;�

6)换热器的承压和耐温能力应能满足系统设计要求 ;�

7)换热器的材质应能满足换热介质的耐腐蚀要求。

2 循环水泵的选型 :�

1)每个独立的采暖系统、循环水泵均应设置一台备用泵。循环水泵的并联使用台数应能满足系统

运行调节的需要 ,并�联使用台数一般不应超过 3台�,且�应选用型号相同的水泵。

2)循环水泵的总流量应大于设计流量的5%~10%。
3)循环水泵的动力消耗应予以控制,其�耗电输热比 EHR值�应符合 (6.8.4-1)�

的要求 :�

￡″fR=内�7oη

EⅡ�R≤�⒕ (20.4+α�∑L) /Δ莎

式中 �Πm—�—设计条件下输送单位热量的耗电量 ,无�因次 ;�

Ⅳ ——水泵在设计工况点的轴功率 (kW);�

Q—�—建筑供热负荷 (kW);�

叼
——考虑电机和传动部分的效率 (%),按表 6.8.4选�取 ;�

Δ莎——设计供回水温度差 (℃�),按照设计要求选取 ;�

A—�—与热负荷有关的计算系数 ,按�表 6.8.4选�取 ;�

∑L—�—室外管网主干线 (包�括供回水管)`总长度 (m);

α ——与∑乙有关的计算系数 ,按�如下选取或计算 :�

当∑L≤�翎0m时 ,α�=0,0115;

当400m(∑�L≤�1000m时�,α�=0.003833+3.0臼�/∑�E;

当∑L>1000m,α =0.0069。�

表 6,8.4 电机和传动效率及 EHR计�算系数

(6.8.4-2)式�

(6.8.4-1)�

(6.8.4-2)�

Ⅰ
⒒
⒒
Ⅲ

热负荷 Q(kW)� (2000� ≥2000

电机和传动部分的效率η
直联方式 0.87 0 89

联轴器连接方式 0,87

计算系数 A� 0 0062 0.0054

4)循环水泵宜选用变频调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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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循环水泵采用变频调速运行时,应�选择一用一各的设计模式。
6)循环水泵的承压和耐温能力应能满足系统设计要求。

6·�8.5 换热站自控系统设计要点

1 对于由城市热力网和区域锅炉房提供热源的水 -水�换热站应根据热力网总调度要求在一次回水
总管上设置流量控制或压差控制装置。采暖系统加热介质分支上应装设带气候补偿器的调节装置 ,以�便
根据室外温度的变化调节采暖供水温度。

2 汽 -水�换热站主蒸汽管上应设置自动切断阀,并�根据一定的设计约束条件设定连锁控制。
3 汽 -水�换热站每台换热器蒸汽入口处应设置电动调节阀;对�于立式管壳式换热器 ,也�可在凝结

水出口处设置电动调节阀,通�过被加热介质的出水温度控制电动调节阀的开度。
4 应根据用户的要求针对不同的系统采用不同的控制方式。
1)住宅采暖采用分户计量的供热系统、地板采暖系统、空调系统的循环水泵宜采用变频调速控

制。水泵频率一般由被加热水供回水压差控制 ,取�压点优先选在末端建筑的人口,条�件不允许时可用换
热站被加热水`总�供回水管压差来控制。

2)公共建筑采暖系统循环水泵的频率应按照用户的使用要求进行分时控制。
3)空调系统、地板采暖系统、生活热水系统、游泳池加热系统等设计时应在加热介质上设置温度

调节装置,并�通过被加热介质的出水温度控制温度调节装置的开度。
4)生活热水系统和开式游泳池加热系统的循环水泵应根据设定的回水温度的下限和上限值进行水

泵的启停控制。

5 供热系统采用补水泵变频定压补水时补水泵的频率由循环水系统上的电接点压力表控制。
6 供热系统二次水补水泵的启停应与软化水箱的液位进行联锁控制。
7 凝结水泵的启停应由凝结水箱的液位进行控制。

8 换热站监测。

6·�8.6 换热站安全保护、环保设计要点
1 换热站值班室位置应邻近站出人口,以�便于值班人员在紧急情况时逃生。
2 对于常年有人值班的换热站应设置通风装置。通风次数可参照制冷站的具体要求执行。
3 对于设置于住宅或办公用房、公建附近的换热站,在�设计时应考虑设置如下减振降噪装置 :�

1)水泵基础上应设置减振器,水�泵进出水管道上应设置软接头 ;�

2)蒸汽管道和容易引起振动的热水管道应设置带阻尼装置的支吊架 ;�

3)蒸汽管道和蒸汽管道上的调节阀应采用有隔声效果的保温材料 ;�

4)换热站的墙壁和顶棚应安装吸声板 ;�

5)换热站的门窗应采用隔声门窗 ;�

6)换热站的通风口应设置消声装置。

4 换热站蒸汽系统的安全阀应采用全启式弹簧安全阀;水�路系统的安全阀应采用微启式弹簧安全
阀。

5 换热站应设置如下报警装置 :�

1)加热介质超温超压报警 ;�

2)被加热介质超温超压报警 ;�

3)水泵故障报警 ;�

4)水箱超低、超高水位报警 ;�

5)换热站环境温度超高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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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采暖空调循环水系统的补水、定压、膨胀

6.9.1 换热器产生的被加热水、采暖热水、空调冷热水的循环水系统的小时泄漏量 ,宜�按系统水容量

的 1%计算。系统水容量应经计算确定 ,供�冷和采用空调器供热的空调水系统可按表 6.9.1估�算 ,室�外
管线较长时应取较大值。

表 691 空调水系统的单位水容量

空调方式 全空气系统 水 -空�气系统

单位水容量 (I/m2) 0 40~0 55� 0,70~1 30�

6.9.2 循环水系统的补水`点�,宜�设在循环水泵的吸入侧母管上 ;当�补水压力低于补水点压力时,应�设
置补水泵。

注:当�仅夏天使用的空调冷水等不设置软化设备的系统,如�市政自来水水压大于系统的静水压力时,则�可用自来水
直接补水 ,不�设补水泵。

6.9.3 补水泵应按下列要求选择和设定 :�

1 补水泵扬程应保证补水压力比系统补水点压力高 30~~sOkPa;

2 补水泵总小时流量宜为系统水容量的5%;系�统较大时宜设置 2台�泵,平�时使用 1台�,初�期上

水或事故补水时2台�水泵同时运行 ;�

注:系�统较大时补水泵流量过大,会�使膨胀水箱 (或�膨胀罐)调�节容积过大;当�采用变频泵时,水�泵长期在低转速

下运行效率较低。因此,建�议设置2台�补水泵。

3 当按上款规定的总流量设置 1台�补水泵时 ,采�暖系统、空调热水系统、冷热水合用的两管制空

调系统的补水泵宜设置各用泵。

6.9.4 闭式循环水系统的定压和膨胀方式 ,应�根据建筑条件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并�宜符合以下

原则 :�

1 条件允许时 ,尤�其是当系统静水压力接近冷热源设各所能承受的工作压力时 ,宜�采用高位膨胀

水箱定压 ;�

2 当设置高位膨胀水箱有困难时,可�设置补水泵和气压罐定压 ;�

3 当采用对系统含氧量要求严格的散热设各时,宜�采用能容纳膨胀水量的下列闭式定压方式或其

他除氧方式 :�

1)采用高位常压密闭膨胀水箱定压 ;�

2)采用隔膜式气压罐定压 ,且�宜根据不同水温时气压罐内的压力变化确定补水泵的启泵和停泵压

力 ,见�本措施第 6.9.7条�第 2款�。
注:由�于以下原因,会�使空气不断进人系统,使�循环水中含氧量升高,腐�蚀钢制散热器等:�

1 高位开式膨胀水箱的水面接触大气。

2 采用补气式膨胀罐 ,空�气与水直接接触。

3 采用膨胀罐或变频泵 ,将�膨胀水量回收至接触大气的开式补水箱时,水�面接触大气 ,且�又不断地向系统补水。

因此 ,为�减少系统含氧量 ,宜�采用能容纳膨胀水量的密闭式定压方式。常压密闭水箱示意见图 6.9.4,详 见国标图

集 啁M01-1或�产品样本。

6.9.5 闭式循环水系统的定压和膨胀应按下列原则设计 :�

1 定压点宜设在循环水泵的吸人侧 ,定�压点最低压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

1)循环水温度 ω℃ (莎�≤9s℃ 的水系统 ,可�取系统最高点的压力高于大气压力 10kPa;

2)循环水温度 砂≤ω℃的水系统 ,可�取系统最高点的压力高于大气压力 5kPa。

2 系统的膨胀水量应能够回收。

3 膨胀管上不得设阀门,膨�胀管的公称直径可参照表 6.9,5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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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4 常压密闭膨胀水箱接管示意图
1-箱盖;2-浮�盖;3-橡�胶筒;4-玻�璃球 ;5-液�位显示控制器 ;�

6-接线盒;7-膨�胀管;8-泄�水管;9-手�动放气阀

表 6.9,5 膨胀管管径

注:系�统膨胀量‰按公式 (6。 ⒐6-2)计算。

6.9。�6 设置高位膨胀水箱的定压补水系统如图 6.9.6所�示 ,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膨胀水箱最低水位应满足 6,9.5条�的要求。

2 膨胀水箱容积应按下式计算 :�

/≥�‰h〓�⒕+% (6.9.6-1)�

式中 y__水 箱的实际有效容积 (L);

‰h—�—水箱的最小有效容积 (L);

⒕——水箱的调节容积 (L),不应小于 3血�n平�时运行的补水泵流量,且�应保证水箱调节水位高
差不小于⒛0mm;

%—�—系统最大膨胀水量 (L),按公式 (6.9.6-2)确�定。
3 循环水系统的膨胀水量 ‰应按公式 (6.9.6-2)确�定;常�用系统单位水容量的最大膨胀量可

参考表 6.9,6-1估�算;两�管制空调系统热水和冷水合用膨胀水箱时,应�取其较大值。

uh理⊥
;∶�

望2⑾�0‰�

式中 �ρ1、�饧
—~水�受热膨胀前、后的密度 (kg/m3),可按表 6.9.6-2确�定 ;�

吒
——系统水容量 (俨�)。�

系统膨胀水量 ‰

(L)�

空调冷水 <150 150~290� 291~580� >580

空调热水或采暖水 <600 600~3000 3001~5CXlo >5CXlo

膨胀管的公称直径 (mm) 25 40 50 70

(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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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6-1 常用系统单位水容量的最大膨胀量

系统类型 空调冷水 空调热水 采暖水

供/回�水温度 (℃�
)� 7/12 60/50� 85/60� 95/70�

膨胀量 (I/m3) 4 46 26.64�

注:系�统供回水温度按平均水温计;采�暖和空调热水加热前水温按 5℃�计 ,空�调冷水受热后按 30℃ 计。

表 6,9,6-2 一个大气压下水的密度

水温

(℃�)�
5� 10 20 30 40 45 50

密度ρ

(kg/m3)�
1000 999.7� 998.2� 997,1� 995.7� 994.1� 992.2� 990.2�

水温

(℃�)�
60 70 80 90 95 100�

密度p�

(kg/nla)
985.7� 983,2� 980,6� 977.8� 974 9� 971.8� 968.7� 965.3� 961.9� 958,4�

-市�政给水

图6.9,6 设置高位膨胀水箱的定压补水系统示意图
1-冷 (热�)源� ;2-采�暖空调末端设各;3-循�环泵;4-补�水泵;5-补�水箱 ;�

6-软化设各;7-膨�胀水箱;8-液�位传感器;9-旁�通阀;10-倒流防止器

%-系统膨胀水量;⒕�-补�水泵调节水量;‰�-补�水贮水量

6。�9.7 设置气压罐定压但不容纳膨胀水量的补水系统 ,可�参照图 6,9,7设�置 ,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气压罐容积应按下式确定 :�

降喻钭 (6.9,7)�

式中 y__气 压罐实际总容积 (L);

‰in—
—气压罐最小容积 (L);

⒕
——调节容积 (L),应不小于3而�n平�时运行的补水泵流量 (当�采用变频泵时,上�述补水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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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按额定转速时补水泵流量的 1/3~1/4确�定 );

卩
——容积附加系数 ,隔�膜式气压罐取 1.OS;�

%一�压力比,叱�=导�
÷胡肾 凡 和凡 为补水泵启动压力和停泵压力 (表�压 kPal,应�综合考虑

气压罐容积和系统的最高运行工作压力的因素取值 ,宜�取 0。�“ ~0.85。�

2 气压罐工作压力值 (表�压 kPd)应如下确定 :�

1)安全阀开启压力 P4,不�得使系统内管网和设各承受压力超过其允许工作压力 ;�

2)膨胀水量开始流回补水箱时电磁阀的开启压力 P3,宜�取 P3=0.9P4;�
3)补水泵启动压力 P1(表�压 kPa),应�满足 6.9.5条�定压点的最低压力要求 ,并�增加 10kPa的�裕

量 ;�

4)补水泵停泵压力 P2,也�为膨胀水量停止流回补水箱时电磁阀的关闭压力,宜�取 P2=0.9P3;�
5)补水泵启动压力 P1和停泵压力 P2的设计压力比α1宜�满足本条 1款�的规定。
注:计�算例题见附录 C。�

ˉ— 市政给水

图6,9.7 设置气压罐的定压补水系统示意图
l-冷 (热�)源�;2-采�暖空调末端设各;3-循�环泵;4-补�水泵;5-补�水箱;6-软�化设各;7-旁�通阀 ;�

13-液�位传感器
8-气压罐;9-压�力传感器;10-安 全阀;11-泄水电磁阀;12-倒 流防止器 ;�

%-系统膨胀水量;‰�-补�水贮水量
注:I �当气压罐容纳膨胀水量时,水�箱可不留容纳膨胀水量的容积 %。�

2 单独供冷时,不�设置软化设各。

6·�9·�8 设置隔膜式气压罐定压且容纳膨胀水量的补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容纳膨胀水量的气压罐容积应如下确定 :�

‰≥‰汕n=y P2max+100             (6.9.8)�xlI]nP。
nl⋯

-Po�

式中 �‰——气压罐实际总容积 (I丿 );

‰llllll—
—气压罐最小总容积 (L);

⒕渝——气压罐应吸纳的最小水容积 (L),同公式 (6,9,6-1)中�‰h;
PO——无水时气压罐的起始充气压力 (表�压 kh);
Pomax 气压罐正常运行的最高压力 (表�压 kPa),即�最高水温时的停泵压力。
2 气压罐工作压力值应如下确定 :�

1)充气压力 PO,应�满足 6.95条定压点的最低压力要求 ;�

2)安全阀开启压力 P3,不�得使系统内管网和设备承受压力超过其允许工作压力 ;�

3)正常运行时最高压力 P2max,宜取凡max〓�0.9P3;

4)不同温度时补水泵的开启压力 P1和停泵压力 P2,可�参考附录 C确�定。
6·�9·�9 补水的水质和水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热水锅炉的补水水质和水处理方法应符合 8.6节�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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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换热器供暖水系统被加热循环水和补给水的水质及水处理设施的选择应根据用热设备和用户的

使用要求 ,并�按下列原则确定 :�

1)水质标准见本措施的第 2.10,1条
;�

2)补给水应进行软化处理 ;�

3)当用热设各或对循环水的含氧量要求严格时,补�给水应设置除氧设施 ;�

4)循环水泵和补水泵入口应设置过滤器。

3 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的补水水质应符合表 6.9.9的�规定。

4 仅作为夏季供冷用的空调水系统 ,补�水可不进行软化处理。

5 化学软化水设备的选择设置可参考 8,6.3条�4款�的有关要求。

表 6.9.9 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的补水水质标准

指标 pH(25℃�)�
电导率

(uycm)
氯化物 α

_�

(mg CI/L)�

硫酸根s咣�
ˉ

(mg CasO:ˉ�/L)�

酸消耗量 p/:�
(mg CaCO3/L)

补水标准值 6.0~8.0� <200 <50� <50� (50�

指标
总硬度

(mg CaCO3/L)

铁 Fe

(mgFyL)�

硫离子ζ
ˉ

(mg ζ
ˉ
/L)�

铵离子 NH扌

(mgNH扌�/L)�

融解硅酸 ⒌o2

(mg si02/L)�

补水标准值 <50� (0.3 不得检出 (0.2 <30�

注:摘�自《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GB/Tl阻�31-⒛�01。

6.9.10 �补水箱或软水箱的容积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水源或软水能够连续供给系统补水量时,水�箱补水贮水容积 ‰可取 ⒛ ~ω�而n的�补水泵流量 ,�

系统较小时取较大值 ;�

2 当膨胀水量回收至补水箱时,水�箱的上部应留有相当于系统最大膨胀量 ‰ 的泄压排水容积 ,见�

图 6.9,7。�

,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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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热泵系统

7.l 空气源热泵系统

7。�1.1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应用 ,应�遵循下列原则 :�

1 主要适用于夏热冬冷地区及无集中供热与燃气供应的寒冷地区的中、小型建筑 ;�

2 寒冷地区不宜采用空气源热泵机组 ,当�必须采用时,其�冬季运行性能系数 COP应�大于 1.8;

注:冬�季运行性能系数指冬季室外空气调节计算温度时的机组供热量 (W)与�机组输人功率 (W)之�比。

3 空气源热泵机组供热时的允许最低室外温度 ,应�与冬季空调室外计算干球温度相适应 ;室�外计

算干球温度低于 -10℃�的地区,应�采用低温空气源热泵机组 ;�

4 对于夏热冬暖及夏热冬冷地区,机�组的制冷和制热容量 ,应�根据冬季热负荷选型,不�是冷量可

由性能系数 (C0P)较�高的水冷却冷水机组提供。

7。�1。�2 热回收式热泵机组的应用 ,宜�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适用于需要保持恒温恒湿的场所 ,如�美术馆、博物馆、计算机房、手术室等 ;�

2 适用于水系统为四管制的建筑 ,如�高级办公楼、高档宾馆等 ;�

3 适用于夏热冬暖地区及冬、夏季均需供应生活热水的场所 ;�

4 在夏热冬冷及寒冷地区,为�生活热水提供热源时,应�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7.1.3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选择 ,应�遵守下列原则 :�

1 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性�能系数 (C0P)不�应低于表 6.1.11-1的规定值 ;有�条件时 ,�

应优先选择采用表 6.1,11-2中 的节能型产品 (能�效等级为 2级�或 1级�)。�

2 热泵机组的单台容量及台数的选择 ,应�能适应空气调节负荷全年变化规律 ,满�足季节及部分负

荷要求。当空气调节负荷大于 528kW时�不宜少于 2台�。

3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

日)机�组名义工况制冷、制热性能系数应高于国家现行标准 ;�

2)具有先进可靠的融霜控制 ,融�霜所需时间总和不应超过运行周期时间的⒛%;
3)在冬季寒冷、潮湿的地区,需�连续运行或对室内温度稳定性有要求的空气调节系统 ,应�按当地

平衡点温度确定辅助加热装置的容量 ;�

4)对于夏热冬冷、夏热冬暖、温和地区,可�采用复合式冷却的热泵机组 ;�

5)对于有同时供冷、供热要求场合 ,可�选用热回收式热泵机组。

注:复�合式冷却热泵机组设有风冷冷凝器和水冷却冷凝器,夏�季一般使用水冷却冷凝器,冬�季时则切换至风冷冷凝

器。

4 确定空气源热泵机组冬季的制热量时,应�根据实际室外空气调节计算温度和融霜情况,按�下式

进行修正 :�

0=g×�Κ1×�丞己             (7,1.3)
式中 Q——机组制热量 (kW);�

g—�—产品样本中的瞬时制热量 (标�准工况:室�外空气干球温度 7℃�、湿球温度 6℃�)(kW);
Kl——使用地区室外空气调节计算干球温度的修正系数,按�产品样本选取 ;�

凡
——机组融霜修正系数,每�小时融霜一次取0.9,两次取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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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用热回收式热泵机组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

1)热回收器热水供水温度一般为笱 ~ω�℃
;�

2)当热水使用与热回收非同时运行 ,或�热回收能力小于小时最大耗热水量时,应�设置热水储水
箱 ;�

3)当热回收直接提供生活热水时,热�回收器的所有连接水管应采用不锈钢管或铜管。
7.1.4 空气源制冷 (热�泵)机�组室外机的设置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布置热泵机组时,必�须充分考虑周围环境对机组进风与排风的影响,确�保进风流畅,排�风不受
阻碍,并�应防止进排风气流产生短路 ;�

2 机组进风口处的进气速度宜控制在 1.5~2.0n△/s;羽�:风�口的排气速度不宜小于 7m/s;进�、排风
口之间的距离应尽可能大 ;�

3 应优先考虑选用噪声低、振动小的机组 ;应�注意防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必�要时,应�采取降
低噪声措施 ;�

4 机组之间及机组与周围建筑物之间净距应满足设各厂商要求 ,如�无数据时可参照以下要求 :机�
组进风侧与建筑物墙面间≥1.5m,机�组控制柜面与建筑物墙面间≥1.2m,机�组顶部净空≥15m,两台
机组之间≥2m,两�台机组进风侧之间≥3.0m;�

5 多台机组分前后布置时,应�避免位于主导风上游的机组排出的冷/热�气流对下游机组吸气的影
响 ;�

6 机组的排风出口前方,不�应有任何受限,以�确保射流能充分扩展 ;�

7 安装机组的支架应稳固,不�存在安全隐患;机�组的设置,应�满足能方便地对室外机的换热器进
行清扫的要求 ;�

8 热泵机组基础高度一般应大于 300mm,布置在可能有积雪的地方时,基�础高度需加高 ;�

9 当受条件限制,机�组必须装置在建筑物内时,宜�采用下列方式 :�

1)将设各层在高度方向分隔成上、下两层 ,机�组布置在下层 ,机�组的排风通过风管排至上层 ,在�
上、下两层的外墙上设置进、排风百叶窗;此�外 ,应�注意避免进、排风短路 ;�

2)将机组布置在设各层内,该�层四周的外墙上设有进风百叶窗,而�机组的排风通过风管或加装的
轴流风机排至室外。

7,2 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

7.2.1 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的应用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在进行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方案设计前 ,应�了解当地政策、法规是否允许开采地下水。地下水
的开采、利用应符合当地地下水开发利用保护规划。

2 在当地政策、法规许可并符合规划要求的条件下,应�进行工程场地状况调查 ,通�过调查获取工
程场地的水文地质资料。

3 向当地水资源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按�相关管理规定办理取水许可证。
4 必须取得下列水文地质勘察资料 ,作�为进行地下水换热系统设计的依据 :�

1)地下水的类型、水质、水温及其分布 ;�

2)含水层岩性、分布、埋深及厚度 ;�

3)含水层的富水性和渗透性 ;�

4)地下水径流方向、速度及水力坡度 ;�

5)地下水水质 ;�

6)地下水水位动态变化。

5 地下水换热系统勘察应进行下列水文地质试验 :�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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丬)抽�水和回灌试验 ;�

2)测量出水温度 ;�

3)取分层水样并化验分析分层水质 ;�

4)水流方向试验 ;�

5)渗透系数计算。

6 水源温度冬季不宜低于 10℃ ,夏�季不宜高于 30℃ 。

7 地下水换热系统地下水的持续出水量 ,应�满足地源热泵系统最大吸热量或释热量的要求。

8 地下水换热系统 ,应�采用闭式循环,宜�变流量调节。同时,必�须采取可靠的回灌措施 ,确�保置

换冷/热�后的地下水全部回灌到同一含水层 ,并�不得对地下水资源造成浪费及污染。

9 系统投入运行后 ,应�对抽水量、回灌量及其水质进行定期监测。

10 �热源井的设计与施工,应�由具有水文地质勘察设计资质及相应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
7.2.2 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的水处理方式 ,可�根据下列原则确定 :�

1 可直接进人热泵机组的地下水地源热泵用地下水的水质标准,宜�符合表 7.2.2的�规定 ;�

表 7,2.2 地下水地源热泵用地下水水质参考标准

序号 项日名称 允许值

l� 含砂量 ≤1/20万

2� 浊度 ≤20NTU�

3� pH值 6.5~8.5�

4� 硬度 ≤200m酽L�

5� 总碱度 ≤500mg/L�

全铁 ≤03mg/L

7� CaO� ≤200m酽L�

C1ˉ ≤ 100mg/L�

sO;� ≤⒛ 0mg/L�

10 siO2 ≤50mg/L

Cu+� ≤0.2m酽L�

矿化度 ≤~s~sOmg/L�

游离氯 0.5~1.0mg/L�

14 油 污 <5mg/L

游离 CO2� (10mg/L�

H2s� <05m酽 L�

2 应根据不同的水质,采�取相应的下列水处理技术措施 :�

1)为避免机组和管网遭受磨损 ,可�在水系统中加装旋流除砂器 ;如�果工程场地面积较大 ,也�可修

建沉淀池除砂 ;�

2)当水中含铁量大于0.3mbg/L时 ,应�在水系统中安装除铁处理设各 ;�

3)通常在地下水循环管路中安装综合电子水处理仪 ,除�去地下水中的 Ca2+、 Mg2+离 子 ,同�时 ,�

还可利用综合电子水处理仪杀菌灭藻 ;�

4)对浑浊度大的水源 ,应�安装净水器或过滤器对其进行有效过滤 ;�

5)对于地下水矿化度较高,对�金属的腐蚀性较强 ,采�用水处理的办法费用较高时,宜�采用板式换

热器间接换热的方式。当地下水的矿化度不大于 35Qmg/L时�,水�源系统可以不加换热器,采�用直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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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当地下水矿化度为 350~500m酽 L时�,可�以安装不锈钢板式换热器。当地下水矿化度 >500mg/L

时,应�安装抗腐蚀性较强的钛合金板式换热器。

7.2.3 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的设计 ,应�遵守下列原则 :�

丬 �地下水系统宜采用变流量设计 ,根�据空调负荷的变化 ,动�态调节地下水用水量。

2 采用集中设置的机组时,应�根据水源水质条件确定采用直接或间接式系统;采�用分散小型单元

式机组时,应�设板式换热器间接换热。

3 当水温不能满足水源热泵机组使用要求时,可�通过混水或设置中间换热器进行调节,满�足机组

使用要求。

4 地下水地源热泵机组应具备能量自动调节功能,蒸�发器出口应设防冻保护装置,机�组本身各环

节的控制和安全保护装置应设置齐全。

5 通过空调水路系统进行冷、热转换的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应在水系统管路上设置冬、夏季节的

功能转换阀门,转�换阀门应性能可靠 ,严�密不漏 ,并�应作出明显标识。

6 地下水直接进人热泵机组时,应�在水系统管路上预留机组清洗用旁通阀。地下水通过板式换热

器间接与热泵机组换热时,在�板式换热器与热泵机组循环回路上应设置开式膨胀水箱或闭式稳压补水装

置。

7 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在供冷、供热的同时,宜�利用热泵机组的热回收功能提供 (或�预热)生�活
热水 ,不�足部分由其他方式补充。生活热水的制备可以采用制冷剂环路加热或水路加热的方式。

8 建筑物内系统循环水泵的流量,应�按热泵机组蒸发器和冷凝器额定流量的较大值确定 ,水�泵扬

程应取管路、管件、末端设各、热泵机组蒸发器或冷凝器 (选�取较大值)的�阻力之和。

9 采用间接式系统时,板�式换热器与热泵机组侧循环水泵的流量 C(耐/h)可�按下式确定 :�

c〓�丁ΓT言�
g\丁Ι

=�
式中 Q——板式热交换器需要提供的冷 (热�)量�(kW);�

Ar——地下水的设计温升或温降 (℃�)。�

水泵扬程应取管路、管件、板式换热器、热泵机组的蒸发器或冷凝器 (选�取较大值)的�阻力之和。
10 �板式换热器和热泵机组的热交换温差应由机组运行参数和经济比较确定 ,一�般可取 2℃�对数温

7.3 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

7.3.1 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的应用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符合国家和当地政策、法规及当地地表水开发利用保护规划的要求 ;�

2 地表水换热系统设计前 ,应�对工程场区地表水源的水文状况进行勘察 ,并�应对地表水地源热泵

系统运行对水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 ;�

3 地表水换热系统设计方案应根据水面用途 ,地�表水深度、面积 ,地�表水水质、水位、水温情况

综合确定 ;�

4 地表水换热盘管的换热量 ,应�满足设计工况下系统的最大吸热量或释热量的需要。

7.3.2 地表水换热系统的设计 ,应�符合下列原则 :�

1 对地表水体的温度影响,应�限制在周平均最大温升≤1℃�,周�平均最大温降≤2℃�的范围内 ;�

2 无进流和出流的地表水源不宜采用水源热泵系统 ;对�于江河水源热泵系统,设�计时应考虑江河

的丰水、枯水季节的水位差 ,并�进行综合经济性比较 ;�

3 对于开式系统,应�注意各部分设各安装标高 ,避�免过高的水泵提升能耗或管道放空;制�冷机房

宜设置于地下低于水面的位置 ,以�避免水泵提升耗功 ;无�条件时,可�在低于水面的位置设换热器 ,制�冷

(7.2.4)�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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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与换热器之间闭式循环 ;�

4 在冬季有冻结可能的地区,水�源输送系统或地表水换热器系统应有防冻措施 ;�

5 在夏季空调设计工况下 ,系�统的设计供回水温差应 ≥5℃�,水�泵的输送能效比 (EER)应�≤
0。�咙41;水�泵宜采用变频调节 ;�

6 建筑物同时有空调冷负荷与空调热负荷或生活热水需求时,宜�选用具各热回收功能的水源热泵

机组 ;�

7 地表水换热盘管设置处及供、回水管进入地表水源处应设明显标志。

7.3.3 设计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时,应�对水源的水文状况进行勘察 ,取�得以下资料 :�

1 地表水水源性质、水面用途、深度、面积及其分布 ;�

2 不同深度的地表水水温、水位动态变化 ;�

3 水源的补给与排泄 ,地�表水流速和流量动态变化 ,潮�汐流向变化 ;�

4 地表水水质及其动态变化 ;�

5 季节性水位、水温动态变化 ;�

6 地表水利用现状 ;�

7 防洪设施的设置情况及对地表水取水的要求 ;�

8 地表水取水和回水的适宜地点及路线。

7。�3.4 当地表水水质较好或水体深度、温度等不适宜采用闭式地表水换热系统 ,并�经环境影响评估符

合要求时,宜�采用开式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 ,直�接从地表水体抽水和向地表水体排水 ;开�式系统的设

计 ,应�遵循以下规定 :�

1 开式地表水换热系统的取水口,应�选择水位较深、水质较好的位置,同�时应位于回水口的上游

且远离回水口,避�免取水与回水短路;取�水方式可根据水体情况选用直接式、沉井式或船坞式等,但�取

水口均应设置污物沉淀、过滤和保护装置 ,取�水口流速不宜大于 111ys;

2 开式地表水换热系统应根据水质条件和水质分析结果采取相应的过滤、灭藻、防腐蚀等可靠的

水处理措施 ,同�时选用适应水质条件的材质制造的冷剂 -水�换热器或中间水 -水�换热器 ,并�选择合适的

换热器污垢系数 ;经�过处理后的排放水不应污染水体 ;�

3 开式地表水换热系统中间换热器宜选用板式换热器 ,换�热器地表水侧宜设反冲洗装置 ;�

4 开式地表水换热系统中间换热器选用板式换热器时,设�计接近温度 (进�换热器的地表水温度与

出换热器的热泵侧循环水温度之差)不�应大于 2℃�。中间换热器阻力宜为 TO~⒛�kPa,不应大于

100kPa。

7.3.5 当地表水体环境保护要求较高或水质复杂,且�水体面积较大、水位较深时,宜�采用闭式地表水

地源热泵系统 ,通�过沉于地表水体的换热器同水体进行热量交换 ;闭�式系统的设计 ,应�遵循以下规定 :�

1 闭式地表水换热系统由若干并联的地表水换热器单元 (组�)与�连接各地表水换热器单元 (组�)�

的环路分集水管、环路集管、供回水干管及循环水泵等组成。闭式地表水换热器单元的换热特性与规格

应通过计算或试验确定。

2 闭式地表水换热系统宜采用同程式 ,每�个环路集管内的换热环路数宜相同,且�宜并联连接;环�

路集管布置应与水体形状相适应 ,供�、回水管应分开布置。

3 闭式地表水换热器选择计算时,水�温差宜取下列数值 :�

1)换热器出水温度与水体的温差 :夏�季工况 5~10℃ ;冬�季工况 3~5℃�
;�

2)换热器进水温度 :夏�季工况 30~32℃�;冬�季工况 6~8℃�。

4 当地表水换热系统有低于 0℃�的可能性时,应�采取防冻措施。

5 闭式地表水换热器底部河 (湖�)水�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3m。 换热器单元间应保持一定的距离 ,�

供回水集管间距离不宜小于 2m。 地表水换热器应有固定措施 ,以�克服浮力 ,避�免飘移。

6 闭式地表水换热系统地表水换热器单元的阻力不应大于 100kh。�环路集管比摩阻不大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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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OPa/m,流�速不宜大于 1.511△�/s。 系统供回水管比摩阻不宜大于⒛0P∥m,流速不大于 3.0m/s。

7 闭式地表水换热器水下管道应采用化学稳定性好、耐腐蚀、比摩阻小、强度高的非金属管材与

管件。所选用的管材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地表水换热盘管设置处水体的静压应在换热盘管

的承压范围内。

7.4 海水源热泵系统

7.4.1 在进行海水源热泵系统方案设计前 ,应�进行详细的技术经济对比分析 ,确�定系统实施的可行性

和经济性 ,分�析时应考虑如下的因素 :�

1 建筑物距离海水源侧的距离、建筑物的性质及负荷特性、末端特性、海水源热泵系统拟供热
(或�供冷)区�域的现状及远期发展规划 ;�

2 工程所在地航运的情况 ,海�水的水文地质条件 ,如�海水温度的变化规律、水质、浪涌、潮汐及

潮位等 ;�

3 工程所在地 ,与�系统设计有关的气象参数的变化规律。

7.4.2 设计海水源热泵系统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

1 海水的利用方式应根据海水温度的变化规律、热泵机组性能,并�综合考虑投资、运行费用、系

统的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 ;在�沿海区域一般不宜采用井水源热泵 ,以�防止海水侵蚀陆地、地层沉降及建

筑物地基下沉等 ;�

2 海水源热泵系统应通过技术经济分析 ,确�定是否设置冷热源调峰;设�调峰冷热源时,其�年总供

热、供冷量占系统
`总�供热、供冷量的比例不宜大于40%;

3 应通过技术经济分析 ,确�定海水源热泵系统采用集中式、半集中式或分散式的系统形式 ;集�中
式海水源热泵系统的热泵机组站房及半集中式和分散式系统的换热站宜靠近海水源侧 ;�

4 在海水温度适宜的地区,过�渡季和建筑物的内区可考虑经与海水换热后的媒介水直接供冷 ;�

5 海水源热泵系统耽 /排�水管道施工时,严�禁破坏海底电缆及其他既有设施 ;系�统安装完成后 ,�

应在换热区域做出警示标志,以�防管线遭到破坏 ;�

6 海水设计温度应根据近 30年取水点区域的海水温度统计资料进行选取 ;�

7 海水源热泵系统设计应进行全年动态负荷计算 ,最�小计算周期为 1年�
;�

8 海水取水/排�水最大温差不宜超过 7℃�
;�

9 直接利用后的海水 ,需�排人海水后处理装置 ,经�过无害化处理、过滤处理 ,控�制使用后的海水

温度指标和含氯浓度,以�免影响海洋的生态环境 ;�

10 �在有可能出现冻结的地区,应�采取可靠的防冻措施。

7.4.3 设计海水取水口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开式系统中的海水取水口与排水口相隔一定距离 ,且�取水外网设置不应影响该区域的海洋景观

或船只等的航线 ;�

2 取水口应能抵抗大风和海水的潮汐引起的水流应力 ,且�距离海底高度宜大于 2,5m处 ,以�避免

引人海水时吸入其它海底杂物,取�水口的设置深度应根据海水水深温度特性进行优化后确定 ;�

3 海水取水口的最大允许流速为 0.2nl/s;

4 在海水取水口处应设置过滤器 ,以�及杀菌、防生物附着装置。

7.4.4 海水源热泵机组的选择应满足 :�

1 热泵机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水源热泵机组》 GB/T19细 9的�相关规定 ,且�应能满足海

水源热泵系统运行参数的要求 ;�

2 保证设计最低进水温度下能正常运行 ,设�计最低进水温度工况下机组供热工况的 C0P宜�大于等

于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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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泵机组性能,应�用供热季节性能系数 (HSPF)和 供冷季节能效比 (SEER)来评价。
^�

7·�4.5 海水换热器的选用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换热器的设计应满足系统最大换热量的要求 ;�

2 海水换热器的进出口温差应根据海水温度确定 ,冬�季应避免水温过低出现结冰现象 ;�

3 海水换热器应选用板式换热器 ,材�质宜为钛 ,换�热器应具各可拆卸性。
7Ⅱ�4.6 海水泵材质应具有耐海水腐蚀和抗污损能力 ,如�潜水泵宜采用不锈钢材质 ,循�环泵可采用牺牲
阳极保护法。

7.4.7 对于海水输配管道及与海水接触的设各 ,应�考虑采取防止海洋生物附着的措施 ,如�采用海水电
解杀菌祛藻、加氯祛藻、加药祛藻等方法。

靠近海边设置的热泵站房内的外表面接触大气的设各、管道及金属结构应采取适合海滨空气特征的
防腐蚀措施。通常涂刷环氧类防腐材料 ,如�环氧富锌、防锈环氧云铁、环氧沥青等。
7·�4.8 海水管道的设计应注意下列事项 :�

1 材质 :管�径小于ω0mm时�,宜�采用高密度聚乙烯塑料管;大�于ω0mm时�,可�采用混凝土管道
或钢管,并�应考虑防腐措施 ,如�采取内刷防腐、祛生物附着涂料和阴极保护相结合的防腐措施 ,防�止管
道腐蚀、泄漏 ;�

2 海水源热泵应考虑冬、夏季变温差运行 ,防�止冬季海水结冰、夏季海水赤潮。其管径的设计应
按海水最大流量设计 ,并�应根据投资及运行的经济性分析确定海水的经济流速。
7.4.9 在海水源热泵系统中的下列参数 ,应�进行监测 :�

1 海水的供回水温度及其流量 ;�

2 空调系统的供回水温度及其流量 ;�

3 空调系统供回水干管压差 ;�

4 热泵机组的进出水温度、压力及流量 ;�

5 载冷剂的供回水温度、浓度及流量 ;�

6 室外空气的温、湿度 ;�

7 海水泵、循环水泵的流量、进出口压力 ;�

8 水过滤器前后压差 ;�

9 防生物附着装置的运行参数 ;�

10 �热泵机组、水泵、水阀等设各的工作状态及故障报警 ;�

,i �热泵机组宜选用带有监测蒸发器、冷凝器的水流状态功能的机组 ;�

12 �水泵采用软启动,按�照均衡运行时间原则控制水泵的运行。

7.5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

7·�5.1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的应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

彐 �在进行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方案设计前 ,应�进行工程场地状况调查 ,并�应对浅层地热能资源和
岩土体地质条件进行勘察 ;�

2 应根据工程勘察结果 ,评�估地埋管换热系统实施的可行性及经济性 ;�

3 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和施工时,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地下含水层原有结构,避�免施工过程中对
地下水造成污染 ;�

4 地埋管换热系统施工时,应�了解地埋管场地内已有地下管线、地下构筑物的功能及准确位置 ,�

并进行清理和保护 ,严�禁损坏既有地下管线及构筑物 ;�

5 地埋管换热器安装完成后 ,应�采用现场的两个永久性目标进行定位 ,并�应在埋管区域作出标志
或表明管线的定位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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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需经当地主管部门批准。

7.5.2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设计原则

1 当有合适的地源热泵可用资源,足�够的地埋管场地,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后 ,可�优先采用地埋管

地源热泵系统。

2 在现场工程勘察结果的基础上 ,综�合现场可用地表面积、岩土类型和热物性参数以及钻孔费用

等因素 ,确�定地埋管换热器采用水平埋管还是竖直埋管方式。

3 当可利用地表面积较大 ,浅�层岩土体的温度及热物性受气候、雨水、埋设深度影响较小 ,且�无

坚硬岩石,宜�采用水平地埋管换热器。否则 ,宜�采用竖直地埋管换热器。

4 有条件时可以结合建筑桩基形式利用桩孔进行地埋管设置 ,或�将 U形�管捆扎在基桩的钢筋网架

上 ,然�后浇灌混凝土,使�U形�管固定在基桩内。

5 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前 ,应�明确待埋管区域内各种地下管线的种类、准确位置及埋深 ,并�预留

以后地下管线所需的埋管空间及埋管区域内进出重型设各的车道位置。

6 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应进行全年动态负荷计算 ,最�小计算周期不得小于 1年�,在�此计算周期内 ,�

地源热泵系统总释热量和
`总�

吸收量宜相平衡。

地源热泵系统最大释热量与空调设计冷负荷相对应。供冷工况下释放到循环水中的总热量 ,包�括 :�

各空调分区内水源热泵机组或集中式水源热泵机组释放到循环传热介质中的热量 (空�调冷负荷和机组

压缩机功耗),传热介质在输送过程中的得热以及水泵释放到传热介质中的热量。即最大释热量 =∑�

[空�调冷负荷 × (1+1/EER)] �十∑输送过程得热量 +∑�水泵释放热量。

地源热泵系统最大吸热量与空调设计热负荷相对应。供热工况下循环水的总吸热量包括 :各�空调分

区内水源热泵机组或集中式水源热泵机组从传热介质中吸收的热量 (空�调热负荷 ,并�扣除机组压缩机

功耗),传热介质在输送过程中的失热量以及扣除水泵释放到传热介质中的热量。即:最�大吸热量 〓∑

[空�调热负荷 × (1-1/C0P)] +∑ 输送过程失热量 -∑�水泵释放热量。

7 最大释热量和最大吸热量相差不大的工程 ,应�分别按供冷与供热工况进行地埋管换热器的长度

计算 ,并�取其较大者确定地埋管换热器的长度 ;当�两者相差较大时,宜�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通�过增加辅

助热源或增加冷却塔辅助散热的措施来解决。

8 最大释热量和最大吸热量相差较大时,还�可以通过水源热泵机组间歇运行来调节;也�可以采用

热回收机组 ,降�低供冷季节的释热量 ,增�大供暖季节的吸热量。

9 地埋管换热器宜以机房为中心或靠近机房设置 ,其�埋管敷设位置应远离水井、水渠及室外排水

设置。

10 �应根据建筑物的特点和使用功能经过技术经济比较来确定地埋管地源热泵机组的形式 ,并�应

根据不同地区具体工程的地埋管换热器性能来确定机组合理的运行工况,提�高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的整

体运行性能。

ii �地埋管水源热泵机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水源热泵机组》GB/T19ZI09的 相关规定,且�

应满足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运行参数的要求。

12 �地埋管水源热泵机组应具各能量自动调节功能,蒸�发器出口应设防冻保护装置,机�组本身各

环节的控制和安全保护装置应设置齐全。

13 �地埋管换热系统宜采用变流量设计,以�充分降低系统运行能耗。

14 �通过空调水路系统进行冷、热转换的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应在水系统管路上设置冬、夏季节

的功能转换阀门,转�换阀门应性能可靠,严�密不漏,并�作出明显标识。

15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在供冷、供热的同时,宜�利用地源热泵系统的热回收功能提供 (或�预热 )�

生活热水,不�足部分由其他方式补充。生活热水的制各可以采用制冷剂环路加热或水路加热的方式。生

活热水的供应,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SO015的�规定执行。

16 �建筑物内系统循环水泵的流量,应�按地源热泵机组蒸发器和冷凝器额定流量的较大值确定 ,�

Ⅱ
⒒
⒒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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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扬程为管路、管件、末端设各、地源热泵机组蒸发器或冷凝器 (选�取较大值)的�阻力之和。
17 �建筑物末端空调系统形式应根据建筑物的特点和使用功能进行确定 ,可�以采用风机盘管系统、

冷暖顶/地�板辐射系统或全空气系统。末端设各应按地源热泵机组提供的实际运行参数进行选型。
18 �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和负荷分配情况 ,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 ,可�采用蓄冷 (热�)或�其他节

能设各。当采用标准型地源热泵机组不能满足建筑物使用功能要求时,应�选用高温型地源热泵机组。
7.5.3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设计要点

1 工程场地状况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

1)场地规划面积、形状及坡度 ;�

2)场地内已有建筑物和规划建筑物的占地面积及分布 ;�

3)场地内树木植被、池塘、排水沟及架空输电线、电信电缆的分布 ;�

4)场地内已有的、计划修建的地下管线和地下构筑物的分布及埋深 ;�

5)场地内已有水井的位置。
2 工程勘察应由具有勘察资质的专业队伍承担。工程勘察完成后 ,应�编写工程勘察报告 ,并�对场

地内浅层地热资源可利用情况提出建议。
3 地埋管换热系统工程勘察应包括以下内容 :岩�土层的结构及分布、岩土体的热物性参数、岩土

体的初始温度 ;地�下水温度、静水位、径流方向、流速、水质及分布;冻�土层的厚度。
4 拟采用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的工程项目,当�总的应用建筑面积在 3000~~sO0om2,宜�进行岩土热

物性参数测试 ;当�̀
总�的应用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50OOm2时 ,应�进行热响应试验。

5 岩土热响应试验单位应取得国家计量认证;测�试方法应符合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5Os弱�附录 C的�规定。

6 地埋管换热器的施工队伍应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地�埋管钻孔的施工应由工程地质专业人员进
行监理。地埋管换热器的设计、施工、监理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5O~s甾 及相关国家标准、规范的规定。

7 地埋管换热器设计计算应根据现场热响应试验实测岩土体及回填料的热物性参数,采�用专用软
件进行。该软件应具有以下功能:能�计算或输入建筑物全年动态负荷;能�计算当地岩土体平均温度及地
表温度波幅;能�计算岩土体、传热介质及换热管的热物性;能�模拟岩土体与换热管间的热传递及岩土体
长期储热效果;能�对所设计系统的地埋管换热器的结构进行模拟 (如�钻孔直径、换热器类型、灌浆情
况等)。�

8 垂直地埋管换热器的设计也可按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sO3甾�附录 B给�出的方法进
行计算。

9 地埋管换热器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夏�季运行工况条件下,地�埋管换热器侧出水温度不宜高
于 35℃ ;冬�季运行工况条件下,添�加防冻剂的地埋管换热器侧进水温度宜高于 -2℃ ;不�添加防冻剂的
地埋管换热器侧进水温度宜高于 4℃�。

10 �岩土体类型、热特性、热传导性、密度、温度等是影响地埋管换热系统性能的主要因素。就
地表而言,垂�直地表土方向的导热性大于水平方向的导热性,岩�土特性值见表 7.5,3。�

表 7.5,3 岩土的特性值

土壤类型
导热系数 〔W/(m· ℃ )〕� 比热 密度

干燥土壤 饱和土壤 〔J/(吒�·℃)〕� (k酽亻 )�

粗砂石 0 197� 06 930� 837�

细砂石 0.193� 06 930� 837�

亚砂石 0.188� 06 600�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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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5.3�

土壤类型
导热系数 〔W7(m· ℃)〕� 执

灬
密度

干燥土壤 饱和土壤 〔J/(吒�·℃)〕� (k酽 m3)�

亚黏土 0,256� 0,6� 1260 1005

密石 1.068� 2000 921�

岩石 o,93 1700

黏土 1.407� 1850 1842

湿砂 0.593� 1420 1507

11

丬2�

管形式

-2)。�

地埋管换热器计算时,环�路集管不应包括在地埋管换热器长度内。

水平地埋管主要有单沟单管、单沟双管、单沟二层双管、单沟二层四管、单沟二层六管等埋

(见�图7.5.3-1),近�年国外又新开发了垂直、水平排圈式和螺旋状管的埋管形式 (见�图7.5.3�

(a)革�沟单管  (b)单沟双管 (c)单�沟二层双管 (d)单�沟二层四管 (e)革�沟二层六管

图7.5.3-1 几种常见的水平地埋管换热器形式

(a)垂�直排圈式 (b)水�平排圈式 (c)螺�旋状管

图7.5.3-2 几种新近开发的水平地埋管换热器形式

13 �水平地埋管换热器可不设坡度敷设。最上层埋管顶部应在冻土层以下 0.4m,且�距地面不宜小

于 0.8m。 单层管最佳埋设深度为 1.2~2.0m,双�层管为 1,6~2.4m。

14 �水平地埋管的埋设视岩土情况,可�采用挖沟或大面积开挖方法,可�借助水利工程相关施工机

械如开渠机等。水平地埋管换热器铺设及回填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埋地聚乙烯给水管道工程技术规

范》CⅡ�101的�要求。

15 �竖直埋管一般有单 U形�管、双 U形�管、W形�管、套管式管等多种形式,按�埋设深度不同可分

为浅埋 (≤�⒛m)、 中埋 (31~gOm)和 深埋 ()⒛ m)。 竖直埋管的埋设深度应根据工程场地地质情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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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埋管区域大小、投资及使用的钻机和施工条件 ,进�行综合考虑。
16 �竖直埋管换热器埋管深度宜大于⒛m,钻孔孔径宜大于 0.11m,为满足换热需要 ,钻�孔间距应

通过计算确定 ,一�般宜为 3~6m。 水平环路集管距地面不宜小于 1.5m,且�应在冻土层以下 0.6m。
17 �套管式换热器的外管直径一般为 100~⒛0mm,内管为 φ15~φ�25mm,其�换热效率较 U形�管提

高 30%左�右。但套管式换热器随着管长和流量的增加,其�热短路现象较明显 ,因�此仅适用于深度≤30m�
的竖直浅埋管。

18 �钻孑1钻�好且孑L壁�固化后应立即进行 U形�管的安装 ,当�钻孔孔壁存在洞穴、孔洞或不牢固时 ,�

应设护壁套管。下管一般采用人工下管与机械下管相结合的方式,U形管内应充满水 ,并�宜采取措施将
U形�管两分支管分开 ,以�提高热交换效果。

19 U形管安装完毕后 ,应�立即灌浆回填封孔。灌浆回填料应根据地质特征确定回填料配方 ,回�填
料的导热系数不宜低于钻孔外岩土体的导热系数。竖直地埋管灌浆回填料一般采用膨润土和细砂 (或�
水泥)的�混合浆或专用配方灌浆材料,当�地埋管换热器设在坚硬的岩土体中时,灌�浆回填宜采用水泥
基料。

20 �地埋管换热器系统环路可根据钻孔深度 ,管�道敷设位置、初投资和施工工期等因素的综合比
较,采�取串联或并联方式。一般来说,中�、深埋管采用并联方式居多 ,浅�埋管则大多采用串联方式。

21 �为确保地埋管换热器及时排气和强化换热,地�埋管换热器内流体应保持紊流状态,单�U形�管
不宜小于 0.6111/s,双�U形�管不宜小于 0.41n/s,水平环路集管应敷设不小于 0。�OO2的�坡度。

” �竖直地埋管环路两端应分别与水平供、回水环路集管相连接,且�采取可靠的平衡措施 ,平�衡
各环路的水流量和降低其压力损失,每�对水平供、回水环路集管连接的竖直地埋管环路数宜相等。水平
供、回水环路集管的间距不宜小于 0,6m。

⒛ �竖直地埋管环路也可采取二级分、集水器联接的方式 ,一�定数量的地埋管环路供、回水管分
别接人相应的二级分、集水器,二�级分、集水器宜有平衡和调节各地埋管环路流量的措施 ,二�级分、集
水器应设检查井。

24 �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时应考虑地埋管换热器的承压能力 ,地�埋管换热器的承压能力可按下式
计算确定 :�

P=PO+ρ�×g×�南+0.5× Ph

式中 P——管路最大压力 (h);
PO——当地大气压力 (Pa);�

ρ
——地埋管中流体密度 (k酽沪 );

g—�—重力加速度 (m/s2);�

凡——地埋管最低点与闭式循环系统最高点的高度差 (m);
Ph——水泵扬程 (m)。�

25 �采用分散式系统时,若�建筑物内系统压力超过地埋管换热器的承压能力时 ,�

以满足地埋管换热器的承压要求。
应设中间换热器 ,�

26 �一般来说 ,地�埋管换热器的环路压力损失宜控制在 30~50kPa/1oom,最 大不超过 ∞kP√
1OOm。 在同程系统中,选�择压力损失最大的热泵机组所在环路作为最不利环路进行阻力计算。

27 �地埋管最不利环路的压力损失 ,再�加上热泵机组、平衡阀和其它设各管件的压力损失 ,并�考
虑一定的安全裕量,即�可确定地埋管侧循环水泵的扬程。根据系统总流量和水泵扬程 ,选�择满足要求的
水泵型号和台数。

28 �地埋管换热系统应设自动补水及泄漏报警系统。一般应在分水器或集水器上预留补水管,在�
系统循环回路上设开式膨胀水箱或闭式稳压罐,安�装压力表、温度计、流量计等测量仪器。

29 �地埋管换热器安装前后均应对管道进行冲洗。地埋管换热系统宜设置反冲洗系统 ,冲�洗流量
宜为工作流量的 2倍�。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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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地埋管换热系统施工及调试过程中,应�按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O3“�的要求进

行水压试验,水�压试验应有详细文字记录。

7.5.4 地埋管管材与传热介质设计要点

1 地埋管管材及管件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应具有质量检验报告和出厂合格证。

2 地埋管管材及管件应采用相同材料,且�应具有化学稳定性好、耐腐蚀、导热系数大、流动阻力

小等质量特J眭�,一�般采用高密度聚乙烯管 (PE80或�PE1OO)或 聚丁烯管 (PB),不�宜采用聚氯乙烯

(PⅤC) �管。

3 地埋管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中的各项规定。聚乙烯管应符合 《给水用聚乙烯 (PE)管材》

GB/J136b~s的要求;聚�丁烯管应符合 《冷热水用聚丁烯 (PB)管道系统》GB/Tl%732的�要求。管材的

公称压力及使用温度应满足设计要求,且�管材的公称压力不宜小于 1.0MPa。 地埋管外径及壁厚可按表

7.5.4-1、�7.5.4-2的�规定选用。

表 7.5.4-1 聚乙烯 (PE)管外径及公称壁厚 (mm)

公称直径 DⅣ�
平均外径 公称壁厚/材�料等级

最小 最大 公称压力

1.0MPa 1.25MPa� 1.6MPa

20 20,0 20.3

25.0 25.3 23+°�
5/PE80

32 32.0 32.3 3.0+05/PE80� 3.0+。
5/PE100�

40 40,o 40 4 3.7+06/PE80� 3.7+°
6/PE100�

50 50 0 50.5 4.6+07/PE80� 4,6+07/PE100

63 63 0 63.6 4.7+0:/PE80� 4.7+°
:/PE100� 5 8+09/PE100

75 0 75.7 4,5+07/PE100 5.6+09/PE100 6,8+11/PE100

90 90,0 90.9 5,4+09/PE100 6,7+11/PE100 8.2+13/PE100

110� 110.0� 111.0� 6.6+11/PE100 8,1+13/PE100 10.0+15/PE1【�Xl

125� 125.0� 126,2� 7.4+12/PE100 9.2+14/PE100 11,4+1:/PE100�

140� 140.0� 141.3� 8 3+13/PE100 10.3+16/PE100� 12.7+20/PE100�

160� 160 0� 161.5� 9 5+15/PE100 11 8+1:/PE1CXl 14.6+22/PE100�

180� 180.0� 181.7� 10,7+17/PE100� 13,3+2。 /PE100 16.4+32/PE1【�l【�l�

200� 200.0� 201 8� 11.9+1:/PE100� 14.7+23/PE100� 18.2+36/PE100�

225� 225.0� 227 1� 13.4+21/PE100� 16.6+33/PE100� 20 5+40/PE100�

250� 250 0� 252.3� 148+23/PE1Cl【 l� 18.4+36/PE100� 22.7+45/PE100�

280� 280 0� 282.6� 166+33/PE1ClCl 20.6+41/PE100� 25.4+50/PE1ClCl�

315.0� 317.9� 18 7+37/PE100� 23.2+46/PE100� 28.6+57/PE100�

355� 355.0� 358,2� 21.1+42/PE100� 26.1+52/PE100� 32.2+64/PE100�

400� 400 0� 403.6� 23.7+47/PE100� 29.4+5:/PE100� 36 3+72/P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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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4-2 聚丁烯 (PB)管外径及公称璧厚 (mm)

公称外径 d刀�
平均外径

公称壁厚
最小 最 大

20 20.0 20 3 19+03�

25 0 2.3+04

32.3 2.9+。
4�

40 40.0 40.4 37+05�
50 49 9 50,5 4.6+°

6�

63 0 5.8+°
7�

75.7 6.8+0:

90 90.0 90 9 8.2+1°�

110� 1100 111.0� 100+ll

125.0� 126,2� 114+13

140� 140 0� 141,3� 12.7+14�

160 0� 161.5� 14.6+】�
6�

4 埋地管道应采用热熔或电熔连接。聚乙烯管道的连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埋地聚乙烯给水管
道工程技术规程》CJJ101的有关规定。

5 地埋管宜根据设计中选用的管材长度由厂家成捆供货,以�减少埋管接头数量。竖直地埋管 U形�
管的组对长度应能满足插人钻孑1后�与水平环路集管连接的要求。组对好的 U形�管的两接头部位应及时
密封。

6 竖直地埋管换热器的 U形�管接头,宜�选用定型的 U形�弯头成品件,不�宜采用直管道煨制弯头 ,�

有条件时宜由生产厂家将弯头或定型连接件与 U形�管连接好,成�套供货。
7 地埋管换热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检查并做好管材保护工作。当室外环境温度低于 0℃�时,不�

宜进行地埋管换热器的施工。

8 地埋管换热器的传热介质一般为水,在�有可能冻结的地区,应�在水中添加防冻剂。添加防冻剂
后的传热介质的冰点宜比设计最低运行水温低 3~5℃�,以�防止管路结冰。

9 选择防冻剂时,应�同时考虑防冻剂对管材与管件的腐蚀性,防�冻剂的安全性、经济性及其换热
特性。目前应用较多的防冻剂主要有 :�

1)盐类溶液:氯�化钙和氯化钠水溶液 ;�

2)乙二醇水溶液:乙�烯基乙二醇和丙烯基乙二醇水溶液 ;�

3)酒精水溶液:甲�醇、异丙基、乙醛水溶液 ;�

4)钾盐水溶液:醋�酸钾和碳酸钾水溶液。
10 �添加的防冻剂的类型、浓度及有效期应在水系统充注阀处注明。

" 
地埋管换热系统设计时应根据实际选用的传热介质的水力特性进行水力计算。国内目前塑料

管的比摩阻均是以水为传热介质,对�添加防冻剂的水溶液均无相应数据,水�力计算时可按 《地源热泵
工程技术指南》 (⒍�oulld-sclu℃e he乱 ptlmp ell荭�∞函吧 mall忱l)推荐的方法进行。

日)确�定管内流体的流量、公称直径和流体特性。
2)根据公称直径,确�定地埋管的内径。

3)计算地埋管的断面面积 A:

姓〓钅F×�
d;

式中 �处——地埋管的断面面积 (m2);�

(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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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
——地埋管的内径 (m)。�

4)计算管内流体的流速 y:

y=3600×
⒕

式中 y__管 内流体的流速 (m/s);

C—�—管内流体的流量 (耐�/h)。�

5)计算管内流体的雷诺数 Re,Re应�该大于⒛OO以确保紊流 :�

凡=理�÷:L
式中 Re—�—管内流体的雷诺数 ;�

p—�—管内流体的密度 (kg/m3);

u—�—管内流体的动力黏度 〔(N· s)/m2〕�。

6)计算管段的沿程阻力 Py:�

Pd=0,158× pO9s× u0笏 ×叫
犭×/9s�

Py=Pd×�L�

式中 Py~~计�算管段的沿程阻力 (Pa);�

Pd——计算管段单位管长的沿程阻力 (Pa/m);�

L—�—计算管段的长度 (m)。�

7)计算管段的局部阻力 Pj:�

只〓Pd× 气

式中 G——计算管段的局部阻力 (h);

厶
——计算管段管件的当量长度 (m)。�

管件的当量长度可按表7,5.4-3计�算。

(7.5.4-2)�

(7.5.4-3)�

(7.5.4-4)�

(7.5,4-5)�

(7.5.4-6)�

表 7.5.4-3 管件当量长度表

名义管径

弯头的当量长度 (m)� T形�三通的当量长度 (m)�

90°标准型 lO° 长半径型 45°标准型 180°�标准型 旁流三通 直流三通
直流三通后

绍盲/l、 1/4�

直流三通后

缩/l、 1/2�

3/8″� DN10 04 0.2� 07 08 o3 0.4� 0.4�

1/2″� ￡》Ⅴ12 0,5� o。�3� 0.2� 0.8� 09 0.3� 0.4� o.5�

3/4″� Dγ�20 0,6� 0.4� 0.3� 1.0� 0.4� 0,6� 0,6�

1″� Diγ25 08 0.5� 04 0.5� 0.7� 0.8�

5/4″� E、�~32� 1.0� o.7� o.5� o。�7� 0.9� 1.0�

3/2″� D~40 1.2� 0.8� 0.6� 2.4� o8 1.1�
0
彡
�

D~50 1.0� o。�8� 2.5� 1.0� 1.4�

5/2″� D~63 13 1.0� 3,7� 1,7�

Diγ75 2,3� 4.6� 23

7/2″� D内�90 2,7� 1,4� 4.6� 2.4� 2.7�

4″� ￡》Ⅳ110� 2.0� 6.4� 2.0�

DN125� 4.0� 2.5� 2.o� 6.4� 2,5� 4.0�

DⅤ�160� 4.9� 2.4� 4.3� 4.9�

D丿�γ200� 4.0� 10.1 122� 4.o�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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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计算管段的总阻力 Pz:�

Pz=Py+戈 (7.5,4-7)�
式中 Pz—�—计算管段的`总�阻力 (Pa)。

12 �在相同管径、相同流速下,雷�诺数大小依次为:水�、Cac12水�溶液、乙二醇水溶液,其�临界流
速比为:⒈�2,12:2.笱�。为了保持管内的紊流流动,C铌 12水溶液、乙二醇水溶液需采用比水大的流速和
流量。

13 �在相同管径、相同流速下,水�的换热系统最大,其�大小依次为:水�、Cac12水�溶液、乙二醇水
溶液,其�具体比值与管径和流速有关,其�大小比值约为:⒈�(0.狎�~0。 ω):(o.41~0.56)。�

14 �由于地埋管换热器内传热介质的流动一般均在紊流或紊流光滑 (过�渡)区�内,即�笏00<Rc<
1Os。�在此范围内,在�相同管径、相同流速下,C妮12水溶液、乙二醇水溶液管路沿程阻力为水的 1,狃

倍和 1.⒛ 倍。

7.6 污水源热泵系统

7。�6·�1 一般规定

1 用污水 (即�城市污水处理厂二级水、中水与原生污水)作�为低位热源时,接�人水源热泵机组或
中间换热器的污水,应�满足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或�《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Is9⒛�等标准的要求。特殊情况下,应�作污水应用的环境安全与卫生防疫安

全评估,并�应取得当地环保与卫生防疫部门的批准。
2 在确定采用污水源热泵系统前,应�进行详细的技术经济分析,分�析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

1)工程所在地,污�水温度的变化规律 ;�

2)工程所在地,与�系统设计有关的气象参数变化规律 ;�

3)拟空调建筑距污水源侧的距离 ;�

4)拟空调建筑的冷、热负荷设计指标与预测的系统全年
`总�供热、供冷量。

3 污水的利用方式应根据污水温度及流量的变化规律、热泵机组产品性能与投资、系统预期寿命
等因素确定。

4 污水源热泵系统应根据技术经济分析决定是否设置冷、热源调峰。设调峰冷、热源时,其�年总
供热、供冷量占系统年

`总�
供热、供冷量的比例不宜大于硐%。�

5 污水源热泵系统的热泵机组站房宜靠近拟空调建筑的负荷中心设置。
6 污水源热泵机组的选择应满足:在�设计最低进水温度下正常运行,对�应设计最低进水温度的热

泵机组供热工况 C0P宜�大于等于 3.0。�

7 污水温度适宜的地区,应�考虑过渡季利用污水直接供冷;过�渡季和冬季对建筑物的内区,可�用
污水直接供冷。

8 利用原生污水的污水源热泵系统,设�计前必须对原生污水的流量与温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进行
调研和预测。对应系统最大原生污水需求量时段的实测流量应至少大于需求量的笏%。�

7.6.2 污水源热泵系统的组成与污水利用方式
1 污水源热泵系统的组成分直接式与间接式两种 :�

1)直接式污水源热泵系统主要由污水循环泵、污水输配管道、过滤及遏制藻类装置、热泵机组、
空调水循环泵和控制设各等部分组成 ;�

2)间接式污水源热泵系统主要由污水循环泵、污水输配管道、过滤及遏制藻类装置、板式换热
器、二次水循环泵、热泵机组、空调水循环泵和控制设备等部分组成。

2 污水的利用方式

1)闭式利用:污�水源侧水系统封闭,通�常采用充注换热介质的高密度聚乙烯塑料管作为热交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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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置于污水中,根�据污水温度与设计需要,换�热介质为自来水或 15%~⒛ %的�乙烯乙二醇溶液。

系统可靠性高,但�利用成本与运行费用较高,热�泵站房必须设在城市污水处理厂内,只�适合小型系

统,不�适合原生污水。

2)开式直接利用:污�水经污水循环泵进人热泵机组蒸发器 (或�冷凝器),换热后的污水直接排人

城市管网。热泵机组蒸发器 (或�冷凝器)需�要采用特殊材质如:铜�镍合金。

系统初投资与运行费用相对较低,但�可靠性稍差,较�适合大型系统;不�适合原生污水。

3)开式间接利用 :�

对于二级水或中水,采�用板式换热器实现热泵机组与污水的间接换热,即�:污�水经污水循环泵进入

换热器一次侧,经�与热泵源二次水侧进行热交换后,被�直接排人城市管网。

对于原生污水,采�用壳管式换热器实现热泵机组与污水的间接换热,即�:原�生污水经连续反冲洗防

堵装置及污水循环泵进人换热器一次侧,与�热泵源二次水侧进行热交换后,再�经连续反冲洗防堵装置排

人城市管网。

系统可靠性很高,但�初投资与运行费用相对较高,适�合大型系统。

7.6.3 污水源热泵系统的设计原则

1 应进行全年动态冷、热负荷计算,分�析冷、热负荷随时间的分布规律。

2 污水计算温度应根据污水处理厂统计资料选取。

3 热泵机组空调水侧供热工况的设计出水温度不宜高于ω℃,温�差宜取为 10℃ 。

4 污水进、出换热器或热泵机组的温差不宜超过 7℃�。

5 原生污水取水口设计:取�水口处应设置连续反冲洗防堵装置,通�过连续反冲洗防堵装置的污水

进水最大允许流速宜小于0.51n/s;通过连续反冲洗防堵装置的污水出水最小流速宜大于 2.01n/s。�

6 二级水或中水换热器应选用板式,材�质的抗腐蚀性能应优于不锈钢 $16,建议采用

OOCrz0№ 18M面�CuN;换热器应具备可拆卸性。

原生污水换热器宜采用壳管式,材�质为碳钢,换�热器应具各可拆卸性。

7 二级水或中水管道室外部分可采用承压水泥管,站�房内可采用普通焊接钢管。

8 添加防冻剂的换热介质涉及的管道及阀件,其�与介质直接接触部位材质均不应含有金属锌。

9 换热介质中添加的防冻剂,应�考虑对管道、设各的腐蚀性、化学稳定性、物理特性以及毒性等

因素,建�议采用工业抑制型乙烯乙二醇;添�加防冻剂的换热介质冰点温度,宜�比设计最低温度低 3~
5℃�。

7。�6.4 污水源热泵系统的监测与控制的特殊要求

1 监测污水的供回水温度及其流量、载冷剂的供回水温度、浓度及流量。

2 监测各类水过滤器的前后压差。

3 所有与添加防冻剂换热介质接触的传感器和仪表,其�接触部位的材质均不应含有金属锌。

4 系统控制应考虑冬、夏季及过渡季节的运行模式切换。

5 污水源热泵系统的空调末端宜采用水泵变频调节的变流量系统。

7.6.5 污水源热泵系统的经济性分析的原则

1 分析污水源热泵系统经济性时,应�以污水温度变化规律及空调供水温度优化为基础 ,计�算热泵

机组的全年能效比 C0Pn;以�C0Pn为基础计算污水源热泵系统的全年能效比 COPn′ 。

2 由于初投资较高,污�水源热泵系统经济性分析必须综合考虑资金成本、投资回收年限、运行费

用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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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 一股规定

8.1,1 本章适用于单台锅炉容量和额定参数符合表 8.1.1规�定的民用锅炉房设计。

表 8.1,1 单台锅炉容量和额定参数

蒸汽锅炉
单台额定蒸发量 (t/h)� 0 15~20�

额定工作压力 (MPa)� ≤ 1,6�

热水锅炉

单台额定热功率 (MW) 0,1~70

额定工作压力 (MPa)� ≤16

额定出水温度 (℃�
)� ≤150�

8Ⅱ�1.2 民用锅炉房设计方案的确定,应�考虑以下因素和要求 :�

1 锅炉房设计应根据批准的建设区域的总体规划和热力规划进行,做�到远近期结合,以�近期为
主,并�宜留有扩建余地;对�改、扩建民用锅炉房,应�合理利用原有建筑物、构筑物、设备和管道,同�时
应与原有生产系统、设各及管道的布置、建筑物、构筑物形式相协调 ;�

2 民用建筑用热的供应,应�根据所在区域的供热规划确定;当�不能由区域热电站、区域锅炉房或
其他单位的锅炉房供应,且�不具备热电联产条件时,宜�自设锅炉房 ;�

3 锅炉房的建设,应�优先考虑能源的综合利用,提�倡冷、热、电三联供,分�布式能源等能源梯级
利用系统 ;�

4 锅炉房燃料的选用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确定;有�条件或有要求时,宜�优先选用清洁能源;设�
在民用建筑物内的锅炉房,应�选用燃油或燃气燃料;地�下、半地下、地下室、半地下室锅炉房,严�禁选
用液化石油气或相对密度大于或等于0.%的�气体燃料 ;�

5 对于要求常年供热 (含�热水、蒸汽)的�用户,以�城市集中供热为主热源时,宜�建辅助锅炉房。
辅助锅炉房的容量应能满足城市热网检修期间本用户所需用热量的要求。
8.1.3 锅炉房设计必须采取减轻废气、废水、固体废渣和噪声对环境影响的有效措施,排�出的有害物
和噪声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并应符合当地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节约能源、环境
保护、职业安全、工业卫生等工程与主体工程应同时设计。
8.彐 .4 �独立建设的燃煤锅炉房,锅�炉的单台热功率不宜小于7.0MW,供热面积不宜小于 10万 m2。 对
于规模较小的居住区,锅�炉的单台热功率不宜小于4.2MW。�

8·�1.5 独立建设的民用锅炉房,各�建筑物、构筑物的平面布置和空间组合,应�紧凑合理,功�能分区明
确,建�筑造型美观,符�合安全运行要求和运输方便,有�利安装运转和检修的要求。锅炉房区域内的建筑
物主立面,宜�面向主要道路,民�用和区域锅炉房应与所在城镇建筑风格相协调。
8·� 1。�6 民用锅炉房的`总�图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锅炉房宜为独立的建筑物;在�受条件限制并经当地消防、安全、环保等管理部门许可,可�与主

体建筑物贴邻或设置在主体建筑的首层或地下一层;也�可设置在小区绿地的地下 ;�

2 独立建筑的民用锅炉房与其它建筑的间距,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sO016和�《高层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OO45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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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锅炉房和主体建筑贴邻或设置在其内部时,锅�炉使用的介质、容量、运行压力、温度、燃料 ,�

以及工艺设计和建筑设计都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O016、�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OO45、�《锅炉房设计规范》G“�O041以及所在地区地方标准的有关规定 ;�

4 当锅炉房和其他建筑物相连或设置在其内部时,严�禁设置在人员密集场所和重要部门的上一

下一层、贴邻位置以及主要通道、疏散口的两旁,并�应设置在首层或地下室一层靠建筑物外墙部

5 住宅建筑物内,不�宜设置锅炉房 ;�

6 锅炉房 (蒸�汽、热水)不�得与甲、乙类及使用可燃液体的丙类火灾危险性房间相连。与其他生

产厂房相连时,应�用防火墙隔开。

8.1.7 集中供热区域锅炉房宜设置在地上独立的建筑物内,并�应力求满足下列要求 :�

1 靠近热负荷比较集中的地区 ;�

2 便于燃料贮运和灰渣的排送 ,并�宜使人流和燃料、灰渣运输途径分开 ;�

3 应有利于减少烟尘、有害气体、噪声和灰渣对居民区和主要环境保护区的影响;全�年运行的锅

炉房应设置于总体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季�节性运行的锅炉房应设置于该季节最大频率风向的下风

侧 ,并�应符合环境影响报告 ;�

4 有利于室外管道的布置和凝结水的回收 ;�

5 有利于锅炉房的自然通风和采光 ;�

6 区域锅炉房设计 ,应�根据本地区热力建设规划 ,对�近期和远期供热规模统一考虑,并�宜留有扩

建余地。

8.1.8 建设在居住小区内燃用清洁燃料的锅炉房 ,可�布置在小区绿地的地下 ,其�出入口、泄爆面、烟

囱等 ,可�采取建筑手法装饰或隐蔽。

8.2 锅炉房设计及设备选型

8.2.丬  �锅炉房区域内各建筑物、构筑物 ,以�及燃料、灰渣场地等的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锅炉间、煤场、灰渣场、贮水煤浆罐、贮油罐、燃气调压站之间以及和其它建筑物、构筑物之

间的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OO16、�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sOO45、�《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OO⒛�及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

2 各种设备布置合理,力�求缩短燃料、灰渣、排烟系统和各种管道的流程 ;�

3 运煤系统的布置应利用地形,使�提升高度小,运�输距离短;煤�场和灰渣场宜位于主要建筑物全

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

4 产生噪声的设各应尽量布置在远离住宅和环境安静要求高的建筑,锅�炉间和辅助间的主要立面

应尽可能面向主要道路。

8.2.2 锅炉间、辅助间和生活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根据规模大小和工艺布置需要,设�计锅炉间、辅助间 (机�械上煤间、日用油箱间、燃气调压

计量间、给水和水处理间、风机和除尘设备间、维修间、仪表校验间、控制室、化验室、贮存室等 )�

和生活间 (厕�所、浴室、休息室、值班室、更衣间、办公室等),产生高噪声的设各,宜�分别集中布置

在隔声房间内 ;�

2 单台蒸汽锅炉额定蒸发量为 1~⒛t/h或�单台热水锅炉额定热功率为 0.7~14MW的 锅炉房,其�

辅助间和生活间宜贴邻锅炉间固定端一侧布置;单�台热水锅炉额定热功率 )14MW的�锅炉房,其�辅助间

和生活间根据具体情况,可�贴邻锅炉间或单独布置 ;�

3 需要扩建的锅炉房,应�考虑燃料运输设施的布置对扩建的影响,燃�煤锅炉房运煤系统的布置宜

使煤自固定端运入锅炉炉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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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锅炉房集中仪表控制室应与锅炉间运行层同层布置 ,宜�布置在便于司炉人员观察和操作的炉前
适中位置,室�内光线应柔和、布置在除氧器和给水箱下面及水泵间上面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振防水措
施 ,应�采用隔声门,朝�锅炉操作面方向应采用隔声玻璃大观察窗 ;�

5 容量大的水处理系统、换热系统、运煤系统 ,宜�分别设置各系统的就地机柜室 ;�

6 化验室应布置在采光较好 ,噪�声和振动影响较小处 ,并�便于取样操作 ;�

7 热力除氧设备和真空除氧设备间的布置高度 ,应�保证锅炉给水泵有足够的灌注头,防�止发生汽
蚀 ;采�用特殊锅炉给水泵或加装增压泵时,热�力除氧水箱宜低位布置,其�高度应按设各要求确定 ;�

8 燃气锅炉房的燃气调压间、计量间与相邻房间的隔墙应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 ;�

9 燃油、燃气锅炉间与控制值班室之间的观察窗应采用具有一定抗爆能力的固定玻璃窗 ;�

10 �锅炉房建筑物室内底层标高和构筑物基础顶面标高,应�高出室外地坪 0.15m以�上。锅炉间和
同层的辅助间地面标高宜一致。

8.2.3 锅炉房的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原则 :�

1 应确保设各安装、操作运行、维护检修的安全和方便 ,工�艺流程合理 ,整�齐紧凑,便�于监测 ,�

并力求风、烟、汽、水管道短,配�件弯头少 ,燃�料、灰渣流程畅通 ;�

2 锅炉操作地点和通道的净空高度不应 <2m,并应满足起吊设各操作高度的要求 ;在�锅筒 ,省�煤
器及其它发热部位的上方 ,当�不需要操作和通行时,其�净空高度可为 0.7m;分�汽 (水�)缸�、水箱等设
各前 ,应�有操作和更换阀门的空间 ;�

3 锅炉的前后端及两侧面与建筑物之间的净距应符合表 8.2.3的�要求 ;�

表 8.2.3 锅炉机组布置尺寸要求

锅炉容量 炉前净距 (m)�
锅炉两侧和

后部通道距离 (m)�蒸汽锅炉 (l/h)� 热水锅炉 (MW) 燃煤锅炉 燃气 (油�)锅�炉
1~4� 0,7~28 3.00 2.50 0 80

6~20 42~14� 4 00 3.00 1.50

≥35 ≥29 5 00 4,00 1.80

注:1 �当需要在炉前更换锅管时,炉�前净距应能满足操作要求。

2 >61/h的�蒸汽锅炉或 )4.2MW的热水锅炉,当�炉前设置仪表控制间时,锅�炉前端到仪表控制间的净距可减
为 3m。

3 当锅炉需要吹灰、拨火、除渣、安装或检修螺旋出渣机时,通�道净距应能满足操作要求。
4 装有快装锅炉的锅炉房,应�有更新整装锅炉时能顺利通过的通道。
5 锅炉后部通道的距离应根据后烟箱能否旋转开启为根据确定。

4 烟道和墙壁 、基础之间应保持 ⒛mm宽的膨胀 间隙 ,间�隙用玻璃纤维绞绳填充 ,两�端应用不燃
材料封堵 ;�

5 锅炉之间的操作平台可以根据需要加以连通;锅�炉房内所有高位布置的辅助设施和热工监测、
控制装置及阀门等,当�操作、维护高度超过 1.5m时 ,应�设置平台和扶梯,阀�门可设置传动装置引至楼
(地�)面�进行操作 ;�

6 炎热地区的锅炉间操作层,可�采用半敞开布置或在其前墙开门。操作层为楼层时,门�外应设置
阳台。

8.2.4 民用锅炉房设各不宜露天布置。

8.2.5 在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至 9度�地区建设锅炉房时,其�建筑物、构筑物和管道设计,均�应采取符
合该地区抗震设防标准的措施。

8.2.6 锅炉房的设计总容量宜根据锅炉负担的用户热负荷,并�考虑管道输送效率,按�8,2.6-1式�计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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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O/叼 (8.2.6-1)�

式中 0:—�—锅炉房总装机容量 (t/h)(蒸 汽炉)或�(MW)(热�水炉);

00——用户设计热负荷 (t/h)(蒸汽炉)或�(MW)(热�水炉);用户设计热负荷宜在绘制出热

负荷曲线或热平衡系统图,并�计人各项热损失、锅炉房自用热量和可供利用的余热量后

进行计算确定 ;�

叩
——室外管网输送效率,一�般取 0。�呢。

当缺少热负荷曲线或热平衡系统图时,锅�炉房总装机容量可根据生产、采暖通风和空调、生活小时

耗热量,并�分别计人各项热损失、余热利用量和同时使用系数,按�8.2.6-2式�计算 :�

Q:=Κ�(佬�1Q1+屁2Q2+佬303+佬 4Q4) (8.2.6-2)�

式中      o:— —同上 ;�

Q1、 Q2、 03、 Q4——用户生产、采暖、通风和空调、生活小时耗热量 (t/h)(蒸 汽炉)或�(MW)
(热�水炉);

Κ——管道热损失及锅炉房自用热系数,一�般取 1,1~1.2;

屁I—�
—生产热负荷同时使用系数,根�据具体情况取 0.7~0.9;

%2——采暖热负荷同时使用系数,一�般取 1.0;

屁3—�
—通风热负荷同时使用系数,根�据具体情况取 0.7~1,0;

品4—�
—生活热负荷同时使用系数,可�采用 0.5~0.8。�

8.2.7 民用锅炉房供热介质的种类和参数,应�根据供热建筑类型,热�用户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

定。可按以下原则选择 :�

闸 �民用建筑用热主要有:建�筑物采暖、通风、空调热负荷,生�活热水用热负荷,洗�衣房用热负

荷,食�堂用热负荷,医�院用热负荷等,其�中:采�暖、通风、空调要求热水介质——散热器供回水温度

8S/60℃�,风�机盘管供回水温度ω/50℃�,地�面辐射采暖供水温度≤ω℃,大�型公建采暖、空调所用一

次热源的供回水温度 11s/70℃ ;生�活热水用热要求将冷水加热至 55~ω�℃,加�热介质可以是热水或蒸

汽;洗�衣房,食�堂,医�院等建筑,除�有热水介质要求外,尚�有蒸汽介质需求 ;�

2 专供采暖、通风、空调和生活用热的民用锅炉房,宜�采用热水作供热介质;对�于供热半径大的

大型区域供热民用锅炉房,应�采用 130℃�高温热水介质间接供热;对�于供热半径小于 1km的�小型民用锅

炉房,宜�采用 %℃�热水介质间接或直接供热 ;�

3 只有洗衣房,食�堂,医�院等工艺用蒸汽和生活用热的民用锅炉房,宜�采用蒸汽锅炉,蒸�汽压力

要求可参见表 8.2。�⒎

表 8.2.7 常用设备工作蒸汽压力

用汽设备名称

或类型

采暖通风及生活

用换热器

空调加湿

用汽

洗衣机烫

平机

吸收式制

冷机

厨房蒸煮

消毒设各

医用消

毒设各

蒸馏水制

备设备

所需蒸汽压力

(MPa)�
0.02~0.6 o.05~0 10� 0.5~09 0,4~0,9� 0,15~0.25� 0.3~0.6� 0,3~0,5�

4 对于既有采暖、通风、空调热负荷,又�有蒸汽热负荷的民用锅炉房,应�经技术经济比较选用蒸

汽或蒸汽、热水作供热介质。对于区域供热锅炉房,如�蒸汽负荷小,蒸�汽用户分散,蒸�汽用户距离锅炉

房远,锅�炉房宜采用热水介质,可�在蒸汽用户附近设置燃用清洁燃料的蒸汽锅炉房。

8.2.8 锅炉的供热参数、锅炉的承压能力,应�符合供热系统对锅炉的要求。

1 蒸汽锅炉的供汽压力应满足用户用汽设各所需最大用汽压力和管网阻力之和。

2 热水锅炉的出口压力不应小于循环水系统最高静水压力与系统`总�阻力之和。

3 对于钢制热水锅炉,热�水出口压力不应低于最高供水温度加⒛℃的饱和水压力;对�于铸铁热水

锅炉,热�水出口压力不应低于最高供水温度加 40℃ 的饱和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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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民用锅炉房燃料的选择应遵循下列原则 :�

1 燃煤锅炉有煤烟污染问题 ,适�用于环境保护划定的允许燃煤的地区、建设大中型区域集中供热
燃煤锅炉房 ;�

2 型煤在加工过程中已采取了固硫措施 ,燃�烧产生的烟尘、氮氧化合物也较直接燃煤少 ,因�此 ,�

燃用型煤其环保效果比直接燃煤好 ;但�型煤受生产加工的限制,价�格较直接燃煤贵,其�运行方式目前仅
适用于小型锅炉;在�有型煤供应的地区,对�于用热量小的民用锅炉房 ,在�满足当地烟气排放指标的前提
下 ,可�考虑采用型煤锅炉 ;�

3 水煤浆的燃烧方式与燃油相同,在�有水煤浆供应的地区,可�作为油的替代燃料 ;�

4 对于要求使用清洁燃料的地区,当�有城市燃气 (城�市煤气、天然气)管�网通过 ,并�有足够的燃
气量可供锅炉房使用时,应�首先考虑采用燃气作锅炉的燃料 ;�

5 如无管道煤气而有瓶装高压天然气、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时,也�可将瓶装高压天然气减压后或
液化石油气气化后供锅炉使用 ;�

6 在没有燃气供使用的地区,可�选轻柴油作锅炉的燃料 ;�

7 在采用燃气、燃油都有困难的地区,并�且有足够的电量可供锅炉使用时,可�考虑采用电热锅
炉,但�应符合下例条件之一 :�

1)电力充足、供电政策支持和电价优惠地区的建筑 ;�

2)以供冷为主、采暖负荷极小、且无法利用热泵提供热源的建筑 ;�

3)无燃气源,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严格限制的建筑 ;�

4)夜间可利用低谷电进行蓄热、且蓄热式电锅炉不在昼间用电高峰时段启用的建筑 ;�

5)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地区的建筑 ;�

6)内 、外区合一的变风量系统中需要对局部外区进行加热的建筑。
8·�2.10 �民用锅炉选型尚应符合下列原则 :�

1 集中供热的大中型燃煤锅炉,应�按当地长期供应的煤种选择炉型。并宜选择链条炉排、带分层
燃烧装置、带膜式水冷壁的水管锅炉或水火管锅炉。结焦性强的煤种及碎焦不应采用链条炉排⊙居民
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环境保护区不应选择煤粉锅炉 ,居�民区不宜选择循环流化床锅炉。

2 燃油燃气锅炉应选用带比例调节燃烧器和具有可靠的燃烧安全保护装置的全 自动锅炉。对于较
小的锅炉房选用其他锅炉有困难时,可�选用模块式锅炉。有条件时,可�选用冷凝型锅炉。

3 锅炉台数和容量的确定 ,应�根据锅炉房的设计容量和全年 (采�暖季)负�荷低峰期运行工况的安
全运行 ,合�理选配锅炉台数和单炉容量。所有运行锅炉在额定蒸发量 (热�功率)时�,能�满足锅炉房最
大计算热负荷 ,并�保证当其中最大一台锅炉检修时,其�余锅炉能满足下列要求 :�

1)连续生产用热所需的最低热负荷 ;�

2)采暖通风、空调和生活用水所需的最低热负荷。

锅炉台数一般不宜少于 2台�,宜�采用 2~3台�。新建锅炉房不宜超过 5台�,改�、扩建时总台数不宜
超过 7台�;民�用建筑内的锅炉房 ,锅�炉台数不宜超过 4台�。

模块式锅炉宜以楼栋为单位设置。总供热面积较大,且�不能以楼栋为单位设置时,锅�炉房也应分散
设置。每个锅炉房的模块台数宜为4~8块�,不�应大于 10块 ,,总供热量宜≤1.4MW∶�

锅炉的出力、台数和其他性能均应能适应热负荷的变化,单�台燃煤锅炉的运行负荷不应低于锅炉额
定负荷的~sO%,单�台燃油、燃气锅炉的运行负荷不应低于锅炉额定负荷的30%。�

4 设计选用的锅炉应符合以下要求:所�采用的燃料应能有效的燃烧,有�较高的热效率和能适应负
荷的变化;锅�炉其额定热效率应符合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⒓6(见表 8.2.10)�

的规定;应�有利于环境保护;应�使基建投资和运行管理费用最低;应�选用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锅
炉;宜�选用容量和燃烧设各相同的锅炉,当�选用不同容量和不同类型的锅炉时,其�容量和类型均不宜超
过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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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1O �锅炉的最低设计效率

锅炉类型、燃料种类及发热值
在下列锅炉容量 (MW)下 的设计效率 (%)�

0.7� 1,4� 2.8� 4,2� 7,0� 140� >28 0�

燃煤 烟煤

74 80

Ⅲ 74 80

燃油、燃气 90 90

8.3 锅炉房烟风系统设计

8.3.1 锅炉的鼓风机、引风机宜单炉配置。风机应优先采用变转速调节控制方式。每台锅炉的烟道与

总烟道的连接处,应�设置密封性能好的烟道闸门。

8.3.2 锅炉鼓、引风机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

丬 �应选用高效、节能和低噪声风机,常�年运行都能处于较高效率范围。

2 风机的风量和风压,应�根据锅炉额定蒸发量或额定热功率、燃料品种、燃烧方式和通风系统的

阻力计算确定,并�按当地气压及空气、烟气的温度和密度对风机特性进行修正。风量的富余量不小于计

算风量的10%;风压的富余量不小于计算风压的⒛%。�鼓风机的风压,应�取锅炉炉排鼓风阻力加上风

道阻力。引风机的风压,应�取锅炉烟气阻力 (锅�炉受热面、省煤器、空气预热器)加�上锅炉烟道阻力

(包�括除尘、脱硫、脱氮设各的全部阻力)。�如应用于海拔高度超过 sO0m的地区时,还�应考虑大气压力

降低的影响。

3 单台额定热功率≥”MW的热水锅炉 (碉�t/h),其�鼓风机 (含�一次风机、二次风机)和�引风机

的电机宜调速,并�与燃烧控制协调。

4 鼓风机的风量、风压按下式计算 :�

Qg=       731·�1×�‰×兰÷;+气
1O1·�3z

丁5~~×� �犭

焉%=1·�2×�(Δ�九1+蚰2)×±2讠�

|22�

5 引风机风量、风压按下式计算 :�

Qy=        73�H×�‰×
絷

×
詈

凡 丬⒓ × lA%+|山�4¨�
+A’lfV×�

谂 、
×1戋�丝 ×

苄笄

式中 Qg~~鼓�风机风量 (″�/h);

‰
——锅炉厂提供的额定条件下的空气量 (m3/h);�

莎k—�—空气温度 (℃�);

乙——当地大气压力 (kPa),根据当地海拔高度查表 8.3.2�

Ffg—�—鼓风机风压 (Pa);               ^1;�
Δ九1—�

—炉扫:阻�力 (Pa);�

Δ九2—�—风道阻力 (Pa);�

oy——引风机风量 (耐�/h);

%—�—锅炉厂提供的额定条件下的烟气量 (沪�/h);

莎呷
——排烟温度 (CC);�

凡
——引风机风压 (Pa);�

(8.3.2-1)�

(8,3,2-2)�

(8.3.2-3)�

(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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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凡3—�—锅炉阻力 (Pa);�

Δ九4—�—除尘、脱硫、脱氮阻力 (Pa);�

Δ凡5—�—烟道
`总�

阻力 (Pa);�

sy——烟囱抽力 (h);

莎y—�—引风机铭牌上给出的气体温度 (℃�);一般采用 zO0℃�。

表 8.3.2-1 大气压力与海拔高度的关系

海拔高度 (m)� ≤200� 3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大气

压力 3�

(kPa)� 101,32 97 33� 95.99� 93.73� 91.86� 89.46� 87 46� 85.59� 81.80�

(mmHg) 760� 730� 720� 703� 689� 656� 642� 628� 614�

当缺乏锅炉厂提供的鼓、引风量数据或估算时,锅�炉产生 1t/h蒸汽或0,7MW热�量的鼓风量和排烟
量可按表 8.3.2-2估�算。

表 8.3.2-2 锅炉产生 ⒒/h蒸汽或 0.7MW热�量的风量和烟量

炉 型
过剩空气系数 送风量 (⒛�℃)�

(m3/h)

在下列排烟温度下的烟气量 Qy(亻�/h)�

炉膛出口αI� 排烟 %y 150℃� 200℃� 250℃�

层燃锅炉 1,3~14 1.6� 1270 2210 2460 2800

燃油燃气锅炉 1 05~1.10� 1.3� 1000 1800 2000 2230

二次风机的风量及风压宜按锅炉厂提供的数据取用,对�一般层燃锅炉 ,�

8%~15%,当�燃料挥发分较大时取较高值,当�挥发分较小时取较低值。
4.0kh,风压与风嘴风速及射程关系参见表 8.3.2-3。�

二次风机风量约占总风量的

一般二次风机风压约 2.5~

表 8.3.2-3 风嘴风速、风压、射程

风速 (m/s)� 40 50 60 70

风嘴直径 (mm) 40 50 40 50 60 40 50 40 50 60

射程 (m)� 2.7� 3.4� 4.0� 34 4,2� 4.1� 5.0� 48

风压 (Pa) 1200 1500 2200 3000

6 风机及其配用电动机的功率按下式计算 :�

(8,3.2-5)�

(8.3.2-6)�

式中 �Ⅳ——风机所需功率 (kW);�

Q—�—风机风量 (耐�/h);

〃——风机风压 (Pa);�

,f—
—在全压下的风机效率 (%);

”c—�
—传动效率,当�风机和电动机直联时,取�叩c〓�1.0,当 风机和电动机用联轴器连接时,取�

叼c=0,95~0.98;当风机和电动机用三角皮带传动时,取�叼c=0.90~0.95;
Ⅳd  �电动机功率 (kW);�

叼d—�
—电动机效率,取�叼d=0.9;

乃
——储备系数,按�表 8.3,2-4取�值。

8.3.3 燃煤锅炉房烟道和风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多台锅炉共用 1条�̀
总�烟道时,支�烟道上应装设能全开全闭、气密性好的闸板阀或调风阀。

Ⅳ =�

凡 =上�×Ⅳ
’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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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2-4 电动机储各系数 k值�

电动机功率 /Vd(kW)� Ⅳd≤�05 05<Ⅳ�d≤�1� 1(Ⅳ d≤�2� 2<岷 ≤5� Ⅳd)5�

储各系数 1值�
皮带传动 2.0� 1,2� 1.1�

直联或联轴器联接 1.10 1,10

2 多台锅炉共用 1座�烟囱时、每台锅炉宜采用单独烟道接人烟囱。多台锅炉合用 1条�总烟道时 ,�

应保证每台锅炉排烟时互不影响。总烟道内各截面处的流速宜接近。单台锅炉配置两侧风道或两条烟道

时,宜�对称布置 ,使�每侧风道或每个烟道的阻力均衡。

3 烟道和风道的布置 ,应�力求简短平直、附件少、阻力小、气密性好。转角应平滑,弧�形或斜角

过渡,或�设导流板 (墙�)。�总烟道汇合处应避免气流对撞。

4 烟道和热风道应考虑膨胀和热补偿措施。烟道和砖烟囱连接处应设置伸缩缝。

5 金属烟道和热风道应进行保温。钢烟囱在人员能接触到的部分也应进行保温隔热。

6 燃煤锅炉宜采用地上烟道 ,并�应在适当的位置设置清灰人孔。砖烟道的净高不宜小于 1,5m,净�

宽不宜小于 0.6m。

7 在烟道的适当位置应按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GB5锸�8的�要求,设�置永久采样孔,并�安装用于

测量采样的固定装置。

8 钢制冷风道可采用2~3mm厚�钢板,钢�制烟道和热风道可采用 3~5mm厚�的钢板,矩�形或圆形

烟风道应具各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必�要时应设加强筋。

9 室外布置的烟道和风道,应�设置防雨和防曝晒的设施。当锅炉房使用含硫量高的燃料时,除�需
有烟气脱硫措施外,烟�道和烟囱内壁应采取防腐措施。

10 �鼓风机的进风口应设置安全网,防�止硬物或纤维杂物被吸入风机。

i, �风机吸风口的位置宜满足下列要求 :�

1)燃煤锅炉房的鼓风机进风可采用部分或全部室内进风,室�内吸风口的位置可靠近锅炉房的高温

区域,对�于全年运行的锅炉房,吸�风口可设置到锅炉房顶部空间 ;�

2)室外吸风口的位置应避免吸人雨水、废汽和含沙尘的空气。

12 �烟风门及其传动装置的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

1)风门的布置应便于操作或传动装置的设置 ;�

2)电动、气动调节或远传远控的风门,应�布置在热位移较小的管段上 ;�

3)需同时进行配合操作的多个手动风门,各�风门的操作装置宜集中布置 ;�

4)当烟风门的操作手轮呈水平布置时,手�轮面与操作层的距离宜为⒛0mm;当垂直布置时,手�轮

中心与操作层的距离宜为900~120Omm。

8.3.4 燃煤锅炉房烟道、风道的断面尺寸,应�按下式计算 :�

F=3600×
ω

式中 F——烟道或风道流通截面积 (m2);�

y—�—空气或烟气流量 (耐�/h);

ω——空气或烟气流速 (m/s),可按表 8.3.4-1取�值。

(8.3.4)�

表 8.3.4-1 烟风道常用流速 (m/s)�

烟风道类别
冷风道流速 烟道或热风道流速

自然通风 机械通风吸入段 机械通风压出段 机械通风 自然通风

砖砌或混凝土
3~5�

6~8� 8~10 3~5�

金 属 8~12 10~15� 10~15� 8~10



表 8.3.4-2 烟、风道设计参考尺寸 (mm)

锅炉房

总容量

(t/h)�

自然通风 机械通风

烟道断面尺寸 冷风道断面尺寸 烟 (热�风 道断面尺寸

非金属管道 金属管道 非金属管道 金属管道 非金属管道 金属管道

1� 300×�400� 300×�350 (φ�377×� 15)�200×�250� 200×�150 (,273×�15)� 300×�320� 200×�300�

2� 600×�400� 300×�700 (φ�530×�5) 400×�250� 200×�300 (φ�326×� 15)� 400×�500� 300×�400�

3� 900×�400� 400×�800 (φ�630×�5) 300×�500� 300×�300� 500×�600� 400×�450�

4� 800×�600� 500×�800 (φ�710×�5) 400×�500� 300×�400 (渺�80× 5) 500×�800� 400×�600�

800×�900� 700×�900 (φ�820×� 5) 600×�500� 300×�600� 800×�700� 600×�600�

800×�1200 800×�1000 500×�800� 400×�6oo� 800×�1000 600×�8oo�

10 1000× 1200 800×�1300 600×�700� 500×�600 (,720×�5) 800×�1200 800×�800�

1000× 1500 800×�1600 750×�800� 600×�6oo� 800×�1500 800×�900�

700×�900� 700×�6oo� 1000× 1400 800×�1100

700×� 1100 800×�600� 1000× 1600 800×�120o

900×�1100 800×�800 (,920×�5) 1200× 1600 800×�1500

24 1000× 1200 800×�900(,1020×�5) 1280× 1800 1000× 1500

30 1600× 1800 1000× 18oo

40 1800× 2100 1200× 20oo

2000× 2400 1400× 2100

60 2200× 2600 1500× 2400

80 2400× 3200 2000× 2400

100� 3000× 3200 2500× 2400

3400× 34oo 2500× 28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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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容量锅炉房的烟道 、风道截面尺寸及烟囱出口处内径可参见表 8.3.4-2。�

注:本�表尺寸按排烟温度为⒛0℃�时燃煤锅炉考虑,燃�油燃气锅炉的烟、风道断面尺寸可缩减 10%~15%左�右。
8.3Ⅱ�5 燃煤锅炉房烟道、风道的阻力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1 锅炉烟气系统总阻力

∑Δ九=Δ�凡L+Δ九bt+Δ�Flsm+Δ�/P ky+Δ九cc+Δ�/l yd+Δ凡ys (8.3.5-1)�

式中 �ΣΔ无——烟气系统总阻力 (h);

Δ九1—�—炉膛出口处的负压 (Pa),有�鼓风机时,一�般取 Δ九L〓�⒛ ~碉�Pa,无�鼓风机时,取�
Δ九L=20~30Pa;

Δ尼h—�—锅炉本体受热面阻力 (h),由锅炉厂提供 ;�

Δ九㈣
——省煤器阻力 (h),由锅炉制造厂提供 ;�

Δ凡“
——空气预热器阻力 (Pa),由�锅炉厂提供 ;�

Δ△c—�
—除尘器阻力 Pa,按�除尘设各厂提供资料确定 ;旋�风除尘器阻力约为 ω0~gO0Pa,多管除

尘器阻力约为 ⒛0~置 000h,水�膜除尘器阻力约为 gOo~1200Pa,电�除尘器阻力每级约
200~3OOh,一�般 1~3级�,布�袋除尘器阻力与积灰厚度和清灰频率有关 ,设�计可按
500~1200Pa考爿氮;�

Δ凡侧——烟道阻力 (Pa),Δ�‰包括摩擦阻力Δ九m(”)和�局部阻力Δ%(Pa);Δ九m和�Δ气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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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 3款�计算 ;�

Δ凡ys—
—烟囱阻力 (Pa)。

锅炉空气系统的总阻力

∑Δ汔=Δ�凡m+Δ九ky+Δ�九LP+Δ�讫r�

ΣΔ/a  空气系统总阻力 (Pa);�

Δ九何
——风道阻力 (Pa),包�括摩擦阻力 Δ九m和�局部阻力 Δ九,见�本条第 3款�

;�

Δ凡ky—
—空气预热器阻力 (Pa),由�制造厂提供 ;�

Δ九Ⅱ
——炉排阻力 (Pa),由�制造厂提供 ;�

Δ凡r—�—燃料层阻力 (h),由制造厂提供。

烟道和风道的阻力

Δ九d=Δ凡m+Δ1=(入�÷+‘�×圪fρ�
0×�≠廴)�

Δ凡d—�—烟道或风道阻力 (Pa);�

(8.3.5-2)�

式 中

(8,3,5-3)�

式 中

Δ凡m、�Δ气
——烟道或风道的摩擦阻力和局部阻力 (Pa);�

入——摩擦阻力系数,见�表 8.3.5;

L—�—管道长度 (m);

d—�—管段直径 (m);对非圆形管道采用当量直径 dd,� (F、 σ分别为管道截面

的面积和周长);

乡
——局部阻力系数 ;�

ω——气体流速 (m/s);

pO——气体 (空�气或烟气)密�度 (标�态) (kg/NJ),空气 r,0=1·�”3kg/N耐�,烟�气 pO=�

1.34kg/Nm3;�

莎——气体 (空�气或烟气 )温�度 (℃�)。�

表 8.3.5 摩擦阻力系数
^�

管道形式
^值�

管道形式 λ值

纵向冲刷锅炉管束 0.03 砖砌或混凝土管道 0 04

金属管道 0.02 烟 囱 0 03

烟道、风道的摩擦阻力 ,可�取其断面不变且长度较大的 1~2段�进行估算 ,求�出每米长度的摩擦阻

力 ,然�后乘以烟道或风道总长度求得总的摩擦阻力。对于水平砖烟道,当�烟气流速为 3~4nL/s时�,摩�

擦阻力约为0.8P√m;烟气流速为 6~81n/s时�,约�为 3.2Pa/m。�

8.3.6 燃油、燃气锅炉通风系统的设计 ,除�与燃煤锅炉通风系统相同的一般规定外 ,还�应符合下列要

求 :�

1 机械通风时,鼓�风机应单炉匹配,吸�风口不得布置在聚集可燃气体和有爆炸危险的区域 ;�

2 对于单台锅炉出力≥10t/h或�7MW的�锅炉房 ,鼓�风机和燃烧器宜分开设置 ,鼓�风机宜集中布置

在隔音机房内,也�可布置在燃烧机下方的地下室内,进�风道设计成消声进风道 ;�

3 对于微正压燃烧的燃油、燃气锅炉,水�平烟道的长度 ,应�根据现场情况和烟囱抽力确定 ,并�应

维持锅炉微正压燃烧的要求 ;�

4 当烟囱抽力不足时,应�由锅炉厂家提高燃烧机组和炉膛的燃烧正压 ;�

5 对于设置在高层建筑内的锅炉房,当�烟囱抽力过大时,应�考虑减小烟道、烟囱断面尺寸,提�高

流速 ,增�加阻力 ,适�应平衡 ;或�在烟道系统设置抽风控制器 ,调�节阻力平衡。

8.3.7 燃油、燃气锅炉房的烟道除与燃煤锅炉房相同的一般要求外 ,还�应考虑下列要求 :�

印
~
σ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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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燃油燃气锅炉的烟道一般宜单炉配置,不�宜共用总烟道 ,但�当条件限制 ,多�台锅炉共用 1座�烟
囱或 1个�总烟道时,每�台锅炉烟道出口处应装设防爆装置 ;�

2 在烟气容易聚集的地方,应�装设防爆装置 ;�

3 防爆装置位置应有利于泄压 ;�

4 当单台锅炉独立设置烟囱,且�烟道自锅炉出口直通大气时 (无�转弯或只有一个弯头)可�不设防
爆门和烟道问门 ;�

5 燃油、燃气锅炉的烟道应采用钢制或钢筋混凝土构筑 ;�

6 燃气锅炉烟道最低点应装设水封式冷凝水排水管道 ;�

7 燃油、燃气锅炉水平烟道宜有 0.01坡向锅炉或排水点的坡度。
8。�3·�8 防爆门的布置应遵守下列规定 :�

1 防爆门应布置在靠近被保护的设备或管道 ,膜�板前的短管长度不应大于 10倍的短管当量直
径 ;�

2 锅炉出口接往
`总�烟道的烟道防爆门 ,�

3 防爆门宜布置在便于检修的管段上 ,�

引出管,将�气流引至安全地点或室外 ;�

应安装在锅炉排烟阀门的后面 ;�

其上方如有维护平台,应�为无孔平台;爆�炸喷出物应采用

4 烟道防爆门和防爆膜直径不应小于⒛0mm,防爆门和防爆膜均宜是可靠的定型产品 ;�5 带引出管的防爆门,膜�板前的短管长度不大于 2倍�的短管当量直径 ,膜�板后的引出管长度不大
于 10倍的引出管当量直径 ;引�出管宜尽量减少转弯,其�截面积不得小于防爆门的截面积 ;在�紧邻防爆
门上方的引出管处设置检查孔 ;当�引出管引至室外 ,其�端部向上时应装设防雨罩 ;�6 防爆门前的短管宜垂直布置,当�倾斜布置时,其�与水平面的倾斜角不宜小于 0~s°�

;�7 室外防爆门的膜板面应与水平面成笱°
的夹角,否�则应有防雨雪的措施。

8·�3·�9 烟风管道穿过墙壁、楼板或屋面时,所�设预留孔的内壁与管道表面 (包�括加固肋及保温层)之�
间的间隙,一�般为 30~50mm,当管道的径向热位移较大时,应�另加考虑。管道穿过屋面或各层楼板时
应有防雨或挡水措施。

钢制烟风管道中的介质温度大于 50℃ 或由于防冻需要应给予保温。保温层的厚度若小于加固肋的
高度 ,则�应对保温层和加固肋进行调整。对经常操作或检修的管道零部件 ,如�防爆门、人孔、锁气器、
手孔等,宜�设置维护平台。平台一般由格栅钢板制成 ,荷�载按 2kN/m2设计。
8·�3·�10 �新建锅炉房的烟囱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燃煤锅炉房烟囱的规定 :�

1)每个新建燃煤锅炉房只允许设一根烟囱,烟�囱高度可按表 8.3.1o~1规定设计 ;�

表 8.3.10~1 �燃煤锅炉房烟囱最低允许高度

2)锅炉房装机总容量 >28MW时�,其�烟囱高度应按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要�求确定,但�
不得低于笱m。�新建锅炉房烟囱周围半径⒛0m距离内有建筑物时,其�烟囱应高出最高建筑物 3m以
上 。

2 燃油、燃气锅炉的烟囱宜单炉配置,使�每台锅炉可调节在最佳效率运行状态。当多台锅炉共用1座�烟囱时,除�每台锅炉宜采用单独烟道接人烟囱外,每�个烟道尚应安装密封可靠的烟道门。多台锅炉
合用烟囱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

1)多台负压燃烧的燃油燃气锅炉可以合用烟囱,但�在气流组织设计中应避免互相干扰 ;�2)燃油、燃气锅炉和燃煤锅炉不得合用烟囱 ;�

锅炉房装机总容量
0,7~(14� 1,4~<2.8

烟囱最低允许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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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压燃烧锅炉和负压燃烧锅炉之间,不�应合用烟囱。

3 燃气、燃油 (轻�柴油)锅�炉烟囱高度应按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要�求确定 ,但�不得低于

8m,并�应满足地方标准的要求。烟囱高度不宜设置过高 ,以�免烟囱抽力过大,使�锅炉能耗增加 (且�不

安全 )。�

4 各种锅炉烟囱高度如果达不到上述规定时,其�烟尘、s02、�NOx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应�按相应区

域和时段排放标准值 50%执�行。

5 出力≥1t/h或 0.7MW的�各种锅炉烟囱,应�按 《锅炉烟尘测试方法》GB5弱�8和�《固定污染源排

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的�规定,设�置便于永久采样孔及其相关设施。

6 锅炉房烟囱高度及烟气排放指标除应符合上述 1~4款�(摘�自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⒛01)的�规定外,尚�应满足锅炉房所在地区的地方排放标准或规定的要求。

7 烟囱出口内径应保证在锅炉房最高负荷时,烟�气流速不致过高,以�免阻力过大;在�锅炉房最低

负荷时,烟�囱出口流速不低于2.5~3111/s,以�防止空气倒灌。烟囱出口烟气流速参见表 8.3.10冖 2,烟

囱出口内径参见表 8.3.10-3和表 8.3.10-4。

表 8.3.10-2 �烟囱出口烟气流速 (m/s)�

运行情况 全负荷时 最小负荷时

机力通风 12~20� ≮2.5~3�

微正压燃烧 10~15� ≮2.5~3�

表 8.3.10-3 �燃煤锅炉房砖烟囱出口内径参考值

8 当烟囱位于飞行航道或飞机场附近时,烟�囱高度不得超过有关航空主管部门的规定,且�烟囱上

应装信号灯,并�刷标志颜色。

9 自然通风的锅炉,烟�囱高度除应符合上述规定外,还�应保证烟囱产生的抽力,能�克服锅炉机组

和烟道系统的`总�
阻力。对于负压燃烧的炉膛,还�应保证在炉膛出口处有⒛ ~40Pa的�负压。每米烟囱高

度产生的烟气抽力参见表 8.3.10-5。

锅炉总容量 (t/h)� ≤ 8�
0
∠
�

20 30 40 80 120� 200�

烟囱出口直径 (m)� 0.8� 0.8� 10 10 1.2� 1.4� 1.7� 20

表 8.3,10-4 �燃油、燃气锅炉钢制烟囱出口直径参考值

单台锅炉容量

(t/h)� l� 3� 4� 5� 6�

(MW) 0,7� 1 05 21 42

烟囱出口直径 (m)� 0.25 0,30 0,35 0.45 0.5� 0 55 0.60

单台锅炉容量

(t/h)� 10 20

(MW) 70 8,4� 10.5 14

烟囱出口直径 (m)� 0.70 0 80 0,85 0,90 0 95 1,00

表 8.3.10-5 �烟囱每米高度产生的抽力 (Pa)

烟囱内的烟气

平均温度 (℃�)�

在相对湿度 ♀=⒛�%,大气压力为 0.1M%下�的空气密度 (k酽J)

l∶�420� 1.300� 1 252� 1.228� 1.206� 1.182� 1.160�

空气温度 (℃�)�

140� 5.65 4~70 4 42 4 15 3 91 3.45 3.20 3.00

160� 5.97 5.50 5.02 4 75 4,51 4.27 4.03 3.57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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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3.10~5

10 �燃油、燃气锅炉烟囱的最低
`点�,应�设置水封式泄油或泄水装置。

11 �燃油、燃气锅炉采用钢制烟囱时,烟�囱出口的排烟温度宜高于烟气露点,且�宜高于 15℃ 。
8·�3·�ii �对于在不同季节或不同时段热负荷变化大,采�用一个烟囱不能满足 8.3.10条第 7款�要求的锅
炉房 ,烟�囱设置可采取下列方案 :�

1 每台锅炉分别设置独立烟囱。
2 当锅炉房有多台锅炉,但�只允许建一座烟囱时,可�采取下列措施 :�

1)将每台锅炉独立的排烟管组成外形一体的组合烟囱;�

2)在圆筒形或矩形烟囱内设置隔板,分�成各自独立的流道 ,� 分别连通各台锅炉的排烟管,构�成分
流烟囱。

3 在烟囱出口设置能防护高空气流影响的烟囱帽罩 ,�

8‘�3·�12 �烟囱出口内径 d(m)可按下式计算 :�

帽罩结构宜不影响排烟的抬升高度。

(8.3.12-1)

式中 �鸟——每台锅炉计算的燃料消耗量 (k酽h)或 (沪�/h),对不同炉型的锅炉房应分台计算 ;�

屁——合用同一烟囱的锅炉台数 ;�

‰
——烟囱出口计人漏风系数的烟气量 (标�态)(N沪�/kg)或 (N耐 /ln3);

莎c—�—烟囱出口处烟气温度 (℃�);

ω0—�—烟囱出口处流速 (IlL/s),可按表 8.3,10-2选用。
或按下式估算 :�

(8.3.12-2)

式中 �刀d—�—由一个烟囱负担的锅炉在额定出力下的总蒸发量值 (t/h);

吗
——每小时产生 h蒸�汽的估算烟气量 (m3/h),可�查表 8.3.2-2;

ω0—�—烟囱出口处流速 (ln/s),可�按表 8.3,10-2选用。
8·�3·�13 �烟囱的阻力计算

1 烟囱的摩擦阻力 P品�(Pa):�

P品�=入�×
::饣钅岢皋×ρpl

d=γ
/�

烟囱内的烟气

平均温度 (℃�
)�

在相对湿度 ♀=⒛�%,大气压力为 0,1MPa下 的空气密度 (kg/矿
)�

1.420�

"9ˉ
s|"”�|"00|⒈�276|⒈ 252|⒈ 22:|⒈ 2o6|"距� 1 160� 1 137�

空气温度 (℃�
)�

-30� -20� -10� 0� +5 +10� +15� +20� +25� +30�
180� 4 62 4 38 4,16 3~70 3.47

200� 6 65 6 20 5.72 5 45 4,73 4,51 4 27 4.05 3.82

220� 6.50 6 02 5 75 5 27 4 81 4.57 4 35 4 12

240� 7 28 6.03 5 55 5.09 4 85 4 63 4 40

260� 7.55 7 05 6 30 6,06 4 90 4 67

280� 7.80 7 28 6 80 6.53 6.29 6 05 5 35 4 90

300� 8.00 7 03 6,52 6.05 5,82

320� 8 20 7.72 7.24 6 73 6.49 6.25 6 03 5.34

3600× 0,785×�ω0�

(8.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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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入——烟囱摩擦阻力系数 ,砖�烟囱或金属烟囱均取 入=0.OZI;�

吒
——烟鲆 均直径 ⑴ ,吒�=生�:生�,式�中砒、吨烟气出口、烟 的晚

〃——烟囱高度 (m);

ω茴厂
^烟�囱内烟气平均流速 (m/s);

缅
——烟囱内烟气平均密度 (kg/m3)。�

2 烟囱出口阻力P;c(Pa):

P;c=姓 ×眚×ρc�

式中 �⒕——烟囱出口阻力系数 ,⒕�=1.0;�

ω厂
—烟囱出口烟气流速 (xyl/s);

ρc—�
—烟囱出口处烟气密度 (kbc/nl3)。�

3 烟囱总阻力 P”�(Pa):�

Pyc〓�P】�+P;c

8.3.14 �砖烟囱和钢筋混凝土烟囱的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砖烟囱的最大高度不宜超过∞m;

2 烟囱下部应设清灰孔,清�灰孔在锅炉运行期间应严密封好 (可�用黄泥砖砌);

3 烟囱底部应设置比水平烟道人口低 0.5~1.0m的积灰坑 ;�

(8.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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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烟囱和水平烟道有两个接入口时,两�个接口一般应相对布置,并�用与水平烟道成绢°
角的隔

板分开,隔�板高出水平烟道的部分,不�得小于水平烟道高度的 1/2;

5 烟囱应设置维修爬梯和避雷针,以�及必要的热工及环保测点 ;�

6 锅炉采用湿法脱硫除尘时,烟�囱应采取防腐措施。

8.3.15 �钢烟囱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钢烟囱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烟�囱壁厚要考虑一定量的腐蚀裕度 ,当�烟囱高度为⒛ ~硐�m,直径

为O.2~1.0m时 ,无�内衬的筒体壁厚取4~10mm,有�内衬的壁厚取 8~18mm;�

2 当烟囱高度和直径之比超过⒛ 时,必�须设置可靠的牵引拉绳,拉�绳沿圆周等弧度布置 3~4根�
;�

3 烟囱与基础连接部分一般作成锥形,支�承板厚度一般为 zO~钔�mm;�

4 带内衬的钢烟囱,内�衬可分段支承,每�段长 4~6m,内�衬和筒体之间保持⒛ ~sOmm的�间隙 ,�

并应在顶部装防护环板将内衬盖住 ;�

5 钢烟囱宜选用由专业厂加工制造的焊制不锈钢烟囱。

8.4 蔡汽锅炉房的汽水系统设计

8.4.1 蒸汽锅炉房一般设置一根给水母管。对常年不间断供汽的锅炉房,宜�采用双母管或一泵一炉的

给水母管。同类型的给水泵,当�流量和扬程特性曲线相同或相似时,允�许并联运行,可�采用同一根给水

母管;当�给水泵的类型不同或类型虽然相同,但�特性曲线不同时,不�应并联运行,应�采用不同的给水母

管。

8.4.2 锅炉给水泵进水母管或除氧水箱出水母管,应�采用不分段的单母管;对�常年不间断供汽,且�除

氧水箱多于 2台�的锅炉房,宜�采用分段的单母管。

8.4.3 锅炉给水泵的选择和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水泵的台数应能适应锅炉房全年热负荷变化的要求,并�应设置备用。不宜少于 2台�,并�联运行

的台数不宜超过4台�。

2 当流量最大一台给水泵停止运行时,其�余给水泵的总流量应能满足所有运行锅炉在额定蒸发量



3 采用非一级电力负荷的锅炉房,在�停电后可能会造成锅炉事故时,应�采用汽动给水泵作为事故各用泵。事故备用泵的流量,应�能满足所有运行锅炉在额定蒸发量时所需给水量的⒛%~4o%。�4 一级电力负荷或停电后锅炉停止给水不会造成锅炉缺水事故的锅炉房 (如�有自动保护装置的燃油、燃气锅炉房),可不设置汽动备用泵。
5 采用汽动给水泵作为各用泵时,如�果不与电动给水泵同时运行,可�合用一根给水管。6 额定蒸发量≤1t/h、 额定出口蒸汽压力≤0.7MPa的锅炉,可�用注水器作为常用或各用给水装置。注水器应单炉配置。
7 锅炉房所需给水总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

c=佬 × (Gl+C2)
式中 C——锅炉房所需

`总�给水量 (m3/h);�

C1——所有运行锅炉在额定蒸发量时所需的给水量 (含�连续排污耗水量)(lna/h);�
G—�—锅炉房减温器、蓄热器等其它设备所需给水量 (m3/h);�
屁——富裕系数,取�k=1。�Io。

8 给水泵的扬程按下式计算 :�

式中 �″——给水泵的扬程 (m);

〃=乃�× (Ffl+Jf9+尻�%) (8,4.3-2)�

〃1—�
—锅炉锅筒在设计使用条件下安全阀的开启压力 (m);

凡——省煤器和给水系统的压力损失 (m);
rfl—�—给水系统的水位差 (m);
乃——裕量系数,一�般取屁〓1.1o。

8·�4·�4 多台水泵并联运行的给水系统,应�根据并联运行时水泵的总性能曲线核算选用水泵的供水能力。

8·�4.5 仝自动燃气 (油�)蒸�汽锅炉给水泵宜每炉单独配置,以�便锅炉自动控制。
8·�4·�6 锅炉房给水箱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给水箱的数量和容积:季�节性运行的锅炉房,一�般只设置一个给水箱,但�如果在给水箱内加药软化给水时,宜�设置两个给水箱 ,以�便轮换清洗;常�年不间断运行的锅炉房或容量大的锅炉房应设置两个给水箱 (或�除氧水箱)或�一个中间带隔板的可分别进行清洗的隔板水箱;给�水箱的总有效容量宜为所有运行锅炉在额定蒸发量时⒛ ~∞�而n所�需的给水量 (小�容量锅炉房取较大值,大�容量锅炉房取其较小值);

2 给水箱应配置下列附件 :�

1)开式水箱:水�位计、温度计、进出口水管、排污管、溢流装置、排气管和人孔;水�箱顶部安装高度 )1.5m的�水箱应设外爬梯,水�箱内部高度 >1.5m的�应设置内爬梯 ;�2)热力除氧水箱:水�位计、压力表、安全阀 (安�全水封 )、� 排污管、进出水口、溢流水封装置、温度计等,有�条件时,还�可配置水位变送器、高低水位报警器、压力变送器等。在水箱底部沿长度方向布置带孔 (俨�~,6)的再沸腾加热蒸汽管。在两台并联工作的除氧水箱之间应分别设置汽连通管和水连通管,其�管径按除氧水箱制造厂给定尺寸,也�可参照表β.4.6选用。

(8.4.3-1)�

时所需给水量的 1I0%。

水箱容积 (矿�
)�

汽连通道管径 (DN)

水连通管管径 (DN)

蒌
8·�4.6 热力除氧水箱汽连通管和水连通管管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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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 锅炉给水箱或除氧水箱的布置高度应满足在设计最大流量且水箱水位最低时,保�证给水泵不发

生汽蚀。其值不应小于下列四项的代数和 :�

1 给水泵进水口处水的汽化压力和给水箱的工作压力之差 ;�

2 给水泵的汽蚀余量 (由�制造厂提供 );

3 给水泵进水管的压力损失 ;�

4 附加 3~5kPa的富裕量。

采用特殊锅炉给水泵或加装增压泵时,热�力除氧水箱宜低位布置,其�高度应按设各要求确定。

8.4.8 锅炉给水系统应配各下列安全保护装置和控制装置 :�

1 每台给水泵人口应安装切断阀,出�口依次安装止回阀、调节阀 ;�

2 锅炉的每个进水管上应安装一个截止阀 (靠�近锅炉)和�一个止回阀;额�定蒸发量大于4t/h的 锅

炉还应装设 自动给水调节阀,并�在司炉便于操作的地点装设手动控制给水装置 ;�

3 在不可分式省煤器入口的给水管上应安装切断阀 (靠�近省煤器)和�止回阀;在�可分式省煤器的

人口处和通向锅筒 (壳�)的�给水管上都应分别装设切断阀和止回阀,可�分式省煤器的出口管上应安装

安全阀,安�全阀的开启压力为装设处工作压力的 1.1倍�,安�全阀的排放管应接至安全排放点 (如�开式

水箱),安全阀排放管上不得安装阀门 ;�

4 在省煤器可能聚集空气的位置应装放气管 ,省�煤器最低处应装放水管和阀门,在�省煤器的出口

处还应装设接至给水箱的放水管和切断阀,以�供锅炉启动、停炉及低负荷运行时保证省煤器有必要的水

流速度 ,防�止汽化 ;�

5 对于配有可分式省煤器的锅炉 ,应�设有不通过省煤器直接向汽包供水的旁通给水管及切断阀。

8,4.9 锅炉房蒸汽系统的设计 ,应�考虑下列要求 :�

1 有多路蒸汽供应时宜设置分汽缸 ;�

2 锅炉房内运行参数相同的锅炉 ,蒸�汽管宜采用单母管 ,对�常年不间断供汽的锅炉房可采用分段

双母管 ;�

3 每台锅炉的蒸汽管与蒸汽母管 (或�分汽缸)连�接时,应�安装两个阀门,其�中一个靠近母管 (或�

分汽缸),另一个紧靠锅炉汽包 (或�过热器出口),两个切断阀之间应有通向大气的疏水管和阀门,其�

内径不得小于 18mm。

8.4.10 �蒸汽系统安全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蒸汽系统采用的安全阀应选用全启弹簧式或杠杆式和控制式 (脉�冲式、气动式、液动式和电磁

式等 )。�选用的安全阀应符合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

额定蒸汽压力≤0.1MPa的锅炉可采用静重式安全阀或水封式安全装置。水封装置的水封管内径不

应小于 z~smm,且不得装设阀门,同�时应有防冻措施。

2 蒸汽安全阀的排放量应按照下列方法进行计算 :�

E=0.235×�A×� (10.2× P+1) �×Κ (8.4.10-1)

式中 E——安全阀的理论排放量 (kg/h);�

A—�始 鼬 髓 鹂 (m`λ�硼 吖 谘 ;d胺 镧 蹴 龃 径 (㈤�;流�邈 鹆

公称直径的关系参见表 8.4.10-1;�

P—�—安全阀入口处的蒸汽压力 (表�压)(MPa);�

Κ——安全阀入口处蒸汽比容修正系数 ,按�下式计算 :�

Κ=丞�1×�Kg

式中  Kp~~压 力修正系数 ;�

Kg——过热修正系数 ;�

Κ、Kp、 Kg~~系数,按�表 8.4.10-2选用或计算。

(8,4.10-2)



表 8,4.10-1 �安全阀流道直径和公称直径关系

全启式
安全阀流道直径 d(洳m) 100�

公称直径 DⅤ� 50 80 100� 150�

微启式
安全阀流道直径 d(mm)� 40 80 100�

公称直径 DⅣ� 32 40 50 80 100� 125�

锅 炉 房 ·29f·�

表 8,4,10-2 �安全阀入口处各修正系数

Κ

P(MPa) 气 Κ Κ=丞�1×�Kg

≤12
饱 和 1� l� l�

过热 1�
v//‰�/吒� γ//Tb/%

注:1 �√仰 可使用√
/1000/(1000+2.7×�

几)代�替。

表中呢为过热蒸汽比容 (亻�八g);忾�为饱和蒸汽比容 (沪�/kg);几�为过热度 (℃�)。�

2 按照安全阀制造单位提供的计算公式及数据计算。

3 对于额定蒸汽压力≤1.6MPa的锅炉 ,安�全阀的流道直径不应小于笏mm。

4 安全阀应垂直安装 ,并�应安装在被保护设各的最高位置。在安全阀和被保护设各之间,不�得安

装取用蒸汽的管道和阀门。

5 多个安全阀共同装在一个短管上时,短�管的流通截面积不应小于所有安全阀流道面积之和。

6 采用螺纹连接的弹簧式安全阀,其�规格应符合 《弹簧式安全参数》JB”⒆ 的要求。安全阀应与

带有螺纹的短管相连接,而�短管与被保护设各之间应采用焊接连接。

7 安全阀应装设有足够流通截面积的排汽管 (直�接通安全地点),底部应装置接到安全地点的疏

水管 ,排�汽管和疏水管上都不得装置阀门,并�应进行可靠的固定。

如排汽管露天布置而影响安全阀的正常动作时,应�加装防护罩。防护罩的安装应不妨碍安全阀的正

常动作与维修。

8 安全阀排汽管上如装有消音器,应�有足够的流通截面积。消音板或其它元件的结构应避免因结

垢而减少蒸汽的流通截面。

9 安全阀上必须有下列装置 :�

1)杠杆式安全阀应有防止重锤自行移动的装置和限制杠杆越出的导架 ;�

2)弹簧式安全阀应有提升手把和防止随便拧动调整螺钉的装置 ;�

3)静重式安全阀应有防止重片飞脱的装置 ;�

4)控制式安全阀必须有可靠的动力源和电源 :�

①脉冲式安全阀的冲量接人导管上的阀门应保持全开并加铅封 ;�

②用压缩气体控制的安全阀须有可靠的气源和电源 ;�

③液压控制式安全阀须有可靠的液压传送系统和电源 ;�

④电磁控制式安全阀须有可靠的电源。

10 �安全阀启闭压差一般应为整定压力的4%~7%,最大不超过 10%。�当整定压力小于 0.3Mh�
时,最�大启闭压差为0.O3Mh。

8.4.i, �凝结水系统的设计应考虑下列原则 :�

1 蒸汽供热系统的凝结水应回收利用,但�加热有强腐蚀性物质的凝结水不应回收利用;加�热油槽

和有毒物质的凝结水,严�禁回收利用,并�应在处理达标后排放 ;�

2 凝结水回收系统宜采用闭式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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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收的凝结水应符合锅炉给水水质要求 《工业锅炉水质》GB1夕�6的�规定 ;�

4 根据用汽设备的性质和凝结水被污染程度,确�定是否应设置除铁处理、加药处理或其它处理装
置 ;�

5 对可能被污染的凝结水 ,应�设置监测仪表装置。

8.4.12 �凝结水泵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凝结水泵宜设置 2台�,其�中一台各用。每台凝结水泵的流量应能满足系统凝结水最大回收量的

要求。

2 选用的水泵,应�能适应所需输送凝结水的温度和压力要求。

3 当凝结水和软化补充水在凝结水箱混合后用泵输送至除氧系统或锅炉时,运�行水泵总流量应能

满足所有运行锅炉在额定蒸发量下所需给水量的 1,1倍�。

4 凝结水泵的扬程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

ff=P+Jf1+屁�1+Jfa� (8.4.12)

式中 �〃——水泵扬程 (m);

P—�—水泵出口侧设各压力 ,当�凝结水送至开式给水箱时,取�P=0;当凝结水送至热力除氧水

箱时,取�P=2~3m;�
ff1—�—凝结水管路系统阻力 (m);

Jf。  凝结水箱最低水位和泵出口侧水箱 (给�水箱或除氧水箱)内�最高水位之间的高差 (m);

Jf3  �富裕压头,取�凡 =5m。�

5 当由凝结水泵直接向锅炉供水时,其�扬程应按给水泵的要求计算。

8.4.13 �凝结水箱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凝结水箱宜设置一个 ,常�年不间断运行的宜设置二个或一个中间带隔板的可分别进行清洗的隔

板水箱 ;�

2 凝结水箱的总有效容量按系统⒛ ~碉�血n最�大凝结水回收量考虑;当�软化水直接进入凝结水箱

时,水�箱容积应根据水处理设备的设计出力和运行方式适当加大 ;�

3 凝结水箱应配置进出水管、排污管、排气管等管接头,还�应设置水封溢流装置、水位计、温度

计、高低水位控制器、人孔等附件 ,爬�梯设置要求同 8.4,6条�的第 2款�
;�

4 凝结水箱和凝结水管应进行保温 ;�

5 当凝结水温度高于 90℃ 时,水�箱内宜设置冷却降温排管 ;凝�结水管的进水口宜接至水箱最低水

位以下 ,但�应有防止进水管产生虹吸或倒流的措施 ;�

6 凝结水箱间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地下凝结水箱间应设置积水坑和排水设施。

8.4.14 �蒸汽系统的下述地点应装疏水器和疏放水管道 :�

1 在汽水分离器、汽水换热器、分汽缸等设备的下部、饱和蒸汽管和蒸汽伴热管的最低点,以�及
蒸汽管道的鞍形弯曲段等处应设置疏水器、疏放水管道以及相应的关断、放水阀门 ;�

2 在蒸汽干管末端、蒸汽立管底部、减压阀和自动调节阀及流量孔板的两侧应装疏水阀和疏放水

管 ;�

3 顺坡水平蒸汽干管每隔 150~⒛0叩�,逆�坡水平蒸汽干管每隔 100~⒛0m,水�平蒸汽伴热管每隔

sOm左�右 ,应�设疏水点 ,配�疏水器、阀和疏放水管道。

8.4.15 �疏水器的选择和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根据凝结水排量和疏水器进口和出口的压差 ,由�各种疏水器的排水量线图查找型号。疏水器排

水能力和背压可按下式计算 :�

G=屁1+G1
P:=刀�2×� (ΔP+正1+玎2)

(8.4.15-1)

(8.4.15-2)

式中 G——疏水器排水能力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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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实际凝结水排量 (t/h);

屁l—�
—流量安全系数 ,取�瓦1=2~3;

P: �疏水器在确定排量下的背压 ,在�数值上等于疏水器至排放点的阻力和 (MPa);
刀2—�

—压力富裕系数 ,取�Pl9=1.3~2.0;

ΔP—�—疏水器到排放终点之间的管道系统阻力 (MPa);

〃1—�
—排放终点,疏�水接受容器内压力 (Mh);�

凡
——疏水管出口侧管道提升高度产生的水柱静压力 (MPa)。�

2 疏水器应水平安装在蒸汽管道或用汽设备的下方;安�装在蒸汽管道下的疏水器 ,前�方应有直径
较大的存水短管。

3 启动时有大量凝结水的疏水
`点�,疏�水器处应装旁通管 ,旁�通管和疏水器应水平安装。

4 当疏水器排出的凝结水需要向上提升至某一高度后与凝结水干管连接时,疏�水器后的支管上应
装置止回阀,且�支管应接至干管的上游。

5 当有多种压力不同的疏水支管时,宜�将压力相近的支管接到同一疏水母管。压差 >0.3MPa的�不
同参数的疏水支管 ,不�宜合并输送 ,可�先引入疏水扩容器、二次蒸发箱 ,分�离出二次蒸汽梯级利用 ,再�
合管输送。

6 疏水管、放水管和排气管的管径 ,可�参照表 8.4.15选取。

表 8.4,15 �蒸汽系统疏放水管、放水管、排气管管径 (mm)

管道名称
蒸汽管道的公称直径

≤≤125� 150~200� 225~300� 350~600�

启动疏放水管公称直径 20~25� 25~32� 32~50� 32~50�

经常疏放水管公称直径 20 20 20

放水管公称直径 20 20

排气管公称直径 20 20

8Ⅱ� 4·�16 �锅炉房各系统疏放水 ,应�按下列规定分别接至各类水箱 :�

1 锅炉及各热力设备疏水应接人凝结水箱 ;�

2 热力设各、管道的放水 ,宜�根据其温度及压力等级接至各类水箱 ;�

3 热力除氧给水箱的溢流管、放水管宜接至凝结水箱或软水箱。

8.5 热水锅炉房的水系统设计

8·�5.1 锅炉机组范围内的阀门和其它附件应按锅炉制造厂的规定进行布置安装。锅炉本体直接相连的
安全阀、压力表、排污阀 (或�放水阀)、� 排气阀必须齐全。热水锅炉出口至热水母管直至分水缸范围的
管道属锅炉范围管道,其�材质要求应与锅炉管道相同。锅炉本体外的阀门和附件必须符合 《热水锅炉
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每台热水锅炉的进 (出�)水�管道应装设方便操作的关断阀门,如�电动调
节阀,以�便将不参加运行的锅炉从运行系统中排除。

对于未配带安全阀的小型进口热水锅炉,设�计部门应在系统设计时,于�锅炉出水管上增加安全阀的
配置,安�全阀的口径应符合 《热水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
8·�5.2 热水系统安全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采用微启式安全阀。

2 容器和管道的安全阀可按下式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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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5.1×�Κ×⒕×√%×�ΔP� (8.5.2)�

式中 �照 ——安全阀的排放能力 (kg/h);�

K—�—排放系数 ,与�安全阀结构有关 ,应�根据实验数据确定 ;�

无参考数据时,可�按下述规定选取 :�

带调节圈的微启式安全阀Κ=0。 碉 ~0.sO;

不带调节圈的微启式安全阀Κ=0.犭�~0.35;

⒕——安全阀最小排气截面积 (m彳 );

微启式安全阀,即�九(先�d时�,平�面密封 ;�

其中九为安全阀的开启高度 (mm);�

d为�安全阀的阀口直径 (mm);�

ΔP—�—阀门前后压力降 (MPa);

ΔP=Pdˉ P。�, Pd=1.2× Ps+0,1

其中 Pd为安全阀的排放压力 (绝�压)(MPa);�
Ps为安全阀启始压力 (表�压)(Mh);
P。�为安全阀的出口侧压力 (绝�压)(MPa);�

ρ
——阀门人口侧温度下的液体密度 (k酽 nl3)。

3 安全阀应装设泄放管 ,泄�放管上不允许装设阀门。泄放管应直通安全地点或水箱 ,并�有足够的

截面积和防冻措施 ,保�证排放畅通。

8.5.3 热水锅炉应有防止或减轻因热水系统的循环水泵突然停运后造成锅水汽化和水击的措施 ,可�采
取以下措施之一 :�

1 在循环水进水管道上接自来水管 ;�

2 设置各用电源。

8.5.4 有多个供热点的锅炉房宜设置分水缸 (器�)、�集水缸 (器�)。�

8.5.5 锅炉房内连接循环水泵、锅炉、分 (集�)水�缸的供回水母管宜采用单母管。运行参数 (压�力、

温度)相�同的热水锅炉和循环水泵可合用一个循环管路系统 ;运�行参数不同的热水锅炉和循环水泵应

分别设置循环水管路系统。

8.5.6 钢制热水锅炉的热水出水压力 ,不�应低于
“
额定出口热水温度 +⒛�℃”

时的饱和压力 ;铸�铁锅

炉的热水出水压力不应低于
“
额定出口热水温度 +硐�℃”

时的饱和压力。

8.5.7 热水锅炉房循环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在循环水泵上游的进口母管上 (或�水泵进水管上)应�装设除污器和安全阀,安�全阀宜安装在除

污器出口一侧 ,安�全阀的排水管可接至开式水箱或排水沟;在�除污器的前后管路上应配置压力表和切断

阀,并�应设旁通管和旁通阀 ;�

2 在循环水泵进出口侧的母管之间,应�设置带止回阀的旁通管,旁�通管截面积不得小于母管截面

积的 1/2;止 回阀的安装方向是在循环水泵停运时,能�使进水母管中的水流向水泵的出水母管 ;�

3 在循环水泵进口母管上 ,宜�装设高于系统静压的泄压放气管 ;�

4 循环水管路系统的最高处及易聚集气体的部位 ,应�设置 自动排气装置;在�系统的最低处或低凹

处 ,应�设置排水管和排水阀。

8.5.8 循环水泵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循环水泵的总流量 :�

式中 G——循环水泵
`总�

流量 (t/h);

c=踹 ×Icl`气 (8.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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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供热系统
`总�热负荷 (W);

C—�—热水的平均比热 [kJ/(kg·�℃)];�
莎1、� 莎2—�—供热循环水系统供、回水温度 (℃�);

气——锅炉出口母管和循环水泵进口母管之间旁通管的循环流量 (t/h);不设旁通管时,取�
GO=0。

2 循环水泵的扬程 :�

〃=Κ�× (Jfl+尻1+Jf3+rr。 )� (8.5.8-2)�
式中 �〃——循环水泵扬程 (m);

Ffl—�—热水锅炉的流阻压力降 (m),该值应由锅炉制造厂提供 (5.6MW以 下的强制循环热水锅
炉,约�为 8~15m);�

Ffz  �锅炉房内循环水管道系统 (含�/,/集�水缸和除污器)的�压力损失 (m),根据系统大小可按
5~10m考�虑 ;�

Jfs-室外热网供、回水管道系统的压力损失 (m);
JfH  �最不利的用户内部循环水系统压力损失 (m);
Κ——裕量系数 ,一�般取 Κ=1.Os~1.10。

3 循环水泵的台数应根据供热系统规模 ,结�合管网设计和运行调节方式确定。采用集中质调时 ,�

台数不应少于 2台�,当�一台停止运行时,其�余水泵的
`总�

流量应满足最大循环水量的需要 ;采�用分阶段改
变流量调节的设计系统时,循�环水泵可按各阶段的流量、扬程要求配置 ,其�台数不宜少于 3台�,可�不设
各用 ,其�流量、扬程不宜相同。采用改变流量的中央质、量调节时,宜�选用调速水泵。

4 并联运行的循环水泵不宜超过 3台�,应�选用型号相同且流量特性曲线平缓且相同的水泵。
5 水泵的承压能力和耐温能力 ,应�不低于循环水系统的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
6 循环水泵宜采用变频调速 ,实�现系统量调韦。
7 在热网循环水泵出水母管和热网供水母管之间,加�设三通调节阀,根�据温度补偿器调控三通阀

开度 ,控�制混水量 ,达�到系统质调节的目的。同时锅炉供、回水管之间宜加设循环水泵 ,以�保证锅炉的
循环水量和锅炉回水温度。

8 当热网系统包括生产和生活热负荷时,宜�增设非采暖期管网,并�另设相适应的循环水泵。
8·�5·�9 热水采暖供热系统的一、二次水的动力消耗应予控制 ,其�耗电输热比 EHR值�应作计算 ,见�本
措施第 6.8.4条�。
8·�5·�10 �热水供热系统的定压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热水系统的恒压装置和加压方式 ,应�根据系统规模、供水温度和使用条件等具体情况确定。通
常≤%℃�的热水系统可采用高位开式膨胀水箱定压或补给水泵定压 ;高�温热水系统可采用补给水泵加压
装置定压。

2 采用高位膨胀水箱时 :�

1)高位膨胀水箱与热水系统的连接位置 ,宜�设置在循环水泵进口母管上 ;连�接管上 ,不�应装设阀
门 ;�

2)高位膨胀水箱的最低水位,应�高于热水系统最高点 1m以上,并�应保证循环水泵停止运行时系
统不汽化 ;�

3)设置在露天的高位膨胀水箱及其管道应有防冻措施。高位膨胀水箱设置自循环水管,应�接至热
水系统回水母管上,并�与膨胀管接点相距 2m以上。

3 采用补给水泵时 :�

1)循环水泵运行时,应�使系统内水不汽化;循�环水泵停止运行时,宜�使系统内水不汽化 ;�

2)当引入锅炉房的给水压力高于热水系统静压线,在�循环水泵停止运行时,宜�采用给水保持静
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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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压补给水泵宜采用调频变速泵 ,连�续补水 ;变�速泵在最低转速时的扬程 ,应�大于系统定压点

压力的要求 ;�

4)当循环水系统漏水量很小时,如�锅炉和换热器均设置在锅炉房的一次水系统 ,宜�采用低位式控

制的定压罐装置 (高�水位停泵 ,低�水位开泵);在补水泵停止运行期间,热�水系统的压力降低 ,不�得导

致系统汽化或系统最高J点�缺水 ;�

5)热水系统应设置超压泄压装置,泄�压水宜接至补给水箱。

8.5.,, �热水供热的补水泵和补水箱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补给水泵的流量 ,应�根据热水系统的正常补给水量和事故补给水量确定 ;一�次热网系统补水量

不应大于系统循环水量的 1%。 补给水泵的流量宜为正常补给水量的4~5倍�
;�

2 补给水泵的扬程 ,不�应小于补水点压力加 30~sOkPa的 富裕量 ;�

3 补给水泵的台数不宜少于 2台�,其�中 1台�为备用 ;�

4 补水点的位置一般宜设在循环水泵吸入侧母管上 ;�

5 补给水箱的有效容量 ,应�根据热水系统的补水量和锅炉房软化水设各的具体情况确定 ,但�不应

小于 1~1.5h的正常补水量 ;�

6 常年供热的锅炉房 ,补�给水箱宜采用带中间隔板可分开清洗的隔板水箱 ;�

7 水箱应配各进、出水管和排污管 ,溢�流装置、人孔、水位计等附件 ;�

8 热水系统宜配置闭式膨胀水罐。

8.6 锅炉水处理

8.6.1 锅炉的给水、锅水、补给水、循环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锅炉水质》GB1夕�6�

的规定。

1 蒸汽锅炉和汽水两用锅炉的给水,应�采用锅外化学水处理,水�质应符合表 8.6.1-1的�规定。

2 额定蒸发量≤2t/h,且�额定蒸汽压力≤1.0MPa的蒸汽锅炉和汽水两用锅炉 (如�对汽、水品质无

特殊要求)也�可采用锅内加药处理。但必须对锅炉的结垢、腐蚀和水质加强监督,认�真做好加药、排

污和清洗工作,其�水质应符合表 8,6.1-2的�规定。

3 承压热水锅炉给水应进行锅外水处理,对�于额定功率≤4.2MW非�管架式承压的热水锅炉和常压

热水锅炉,可�采用锅内加药处理,但�必须对锅炉的结垢、腐蚀和水质加强监督,认�真做好加药工作,其�
水质应符合表 8,6,1-3的�规定。

4 直流 (贯�流)锅�炉给水应采用锅外化学水处理,其�水质按表 8.6.1-1中�额定蒸汽压力为 >�

1.6MPa、 ≤2,5Mh的�标准执行。

5 余热锅炉及电热锅炉的水质指标应符合同类型、同参数锅炉的要求。

表 8.6.1-1 蒸汽锅炉水质

项 目 给水 锅水

额定蒸汽压力 (MPa)� ≤10
>1.0

≤1.6�

>1.6

≤2.5�
≤1,0�

>1.0

≤ 1.6�

)1.6

≤2.5�

悬浮物 (m酽 L) ≤ 5� ≤ 5� ≤ 5�

总硬度 (mm。�l/L) ≤0 03 ≤0.03 ≤0.03

总碱度 (mm。�l/L)

(无�过热器 )�

6~26 6~24 6~16

pH(25℃�)� ≥ 7� ≥ 7� ≥ 7� 10~12� 10~12� 10~12�



续表 8.6.1-1�

项 目 给水 锅水

溶解氧 (m酽 L) ≤0,1� ≤01 ≤0.05

溶解固形物 (mbc/L)�

(无�过热器 )�

(4000� <3500� <3000�

S咣�̂
(m酽�

L) 10~30� 10~30�

PO:ˉ� (m酽 L) 10~30� 10~30�

相对碱度(游�离 NaOII/溶解固形物)� (0.2 (0.2

含油量 (m酽 L) ≤ 2� ≤ 2� ≤ 2�

含铁量 (m酽 L) ≤0.3� ≤0.3� ≤0,3�

锅 炉 房 ·207·�

5�

6�

硬度 mm。l/L的�基本单元为c(1炝�C矿�
+、�

1刀�M旷�
+),下�

同。
碱 度 mm。 l/L的�基 本 单 元 为 c(OH、 1刀�C∝�、HCOf),下 同 。

对蒸汽品质要求不高,且�不带过热器的锅炉,使�用单位在报当地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机构同意后,碱�度
指标上限值可适当放宽。

当锅炉额定蒸发量大于等于 6t/h时应除氧,额�定蒸发量小于 6t/h的锅炉如发现局部腐蚀时,给�水应采取除
氧措施,对�于供汽轮机用汽的锅炉给水含氧量应小于等于 0.O~sm酽 L。�

如测定溶解固形物有困难时,可�采用测定电导率或氯离子 (Cl)的方法来间接控制,但�溶解固形物与电导
率或与氯离子 (Cl)的 比值关系应根据试验确定 ,并�应定期复试和修正此比值关系。
全焊接结构锅炉相对碱度可不控制。

仅限燃油、燃气锅炉。 表 8,6.1-2 蒸汽锅炉水质

注:1 �通过补加药剂使锅水 pH值控制在 10~12。�

2 额定功率大于等于4,2MW的�承压热水锅炉给水应除氧,额�定功率小于42MW的承压热水锅炉和常压热水
锅炉给水应尽量除氧。

8·�6.2 锅炉水处理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民用锅炉房的给水一般采用自来水 ,悬�浮物一般已达标 ;水�处理方式宜尽量选择系统简单、操
作方便的水处理方式 ,应�根据原水水质和锅炉给水、锅水标准 ,凝�结水的回收量及锅炉排污率及投资建

1
 
2
�

注

项 目 给水 锅水

悬浮物 (m酽 L) ≤20

总硬度 (mm。�

'L)�
≤ 4�

总碱度 (mm。�l/L) 8~26

pH(25℃�)� ≥ 7� 10~12�

溶解固形物 (mg/L) <5000�

表 8.6.1-3 热水锅炉水质

项 目
锅内加药处理 锅外化学处理

给水 锅水 给水 锅水

悬浮物 (mg/L) ≤20 ≤ 5�

总硬度 (mm。�l/L) ≤ 6� ≤0,6�

pH(25℃�)� ≥ 7� 10~12� ≥ 7� 10~12�

溶解氧 (m酽 L) ≤0,1�

含油量 (mg/L)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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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方的具体情况确定水处理方式 ;�

2 处理后的锅炉给水 ,不�应使锅炉产生的蒸汽对生产或生活使用造成有害影响 ;�

3 当原水水压不能满足水处理工艺要求时,应�设置原水加压措施。

8.6.3 民用锅炉房化学水处理设各的选择应考虑下列原则 :�

1 采用锅外化学水处理时,蒸�汽锅炉的排污率不宜大于 10%。�

2 蒸汽锅炉房化学水处理设

:δ�讠召:飞�I念�∴黾:十�Ds+DO+D~)�

式中 D一一水处理设各出力 (t/h);         �、

D1——蒸汽用户凝结水损失 (t/h);

D2——锅炉房自用蒸汽凝结水损失 (t/h);

DR-锅�炉排污水损失 (t/h);

D4——室外蒸汽管道和凝结水管道的漏损 (t/h);

虫
——采暖热水系统的补给水量 (t/h);

DO-水�处理系统的自用化学水量 (t/h);

D~-其�它用途的化学水消耗量 (l/h);

Κ一一富裕系数 ,取�Κ=1.1~1.2。

3 热水锅炉房化学水处理设备的出力可按下式计算 :�

D=Κ × (D1+D2+D3+D4)

式中 D一一水处理设各出力 (t/h);

D1一一 一次水系统补水量 (t/h);

DΣ�——锅炉房换热站二次水补水量 (t/h);

D3一一水处理系统的自用化学水量 (t/h);

D4——其它用途的化学水消耗量 (√�h);�

Κ——富裕系数 ,取�K=1.1~1.2。�

:)篷蒗篷鹭翌耷茺君辱丁鳜 床逆流R/E离�子交换器;�

(8.6.3-1)�

(8.6,3-2)�

进水总硬度 (2mm。l/L时�,�

可采用固定床顺流再生离子交换器 ;�

2)固定床离子交换器的设置不宜少于 2台�,其�中 1台�为再生各用,每�台再生周期宜按 12~zh设�

计;当�软水的消耗较少时,可�设置 1台�,但�其设计出力应满足离子交换器运行和再生时的软水消耗量需

要 ;�

3)出力小于 10t/h的�固定床离子交换器,宜�选用全自动软水装置,其�再生周期宜为6~8h;�

4)进水总硬度 )6.5mmol/L,当�一级钠离子交换器出水达不到水质标准时,可�采用二级串联的钠

离子交换系统 ;�

5)进水碳酸盐硬度较高,且�允许软化水残余碱度为 1.0~1.4mmol/L时�,可�采用钠离子交换后加

酸处理;加�酸后的软化水应经除二氧化碳器脱气,软�化水的pH值应能进行连续监测 ;�

进水碳酸盐硬度较高或有负硬度,且�允许软化水残留碱度为 0.35~0.5mmol/L时 ,可�采用弱酸性

阳离子交换树脂或不足量酸再生氢 -钠�离子串联舜
统,其�氢离子交换器应采用固定床顺流再生;氢�离子

交换器出水应经除二氧化碳器脱气,氢�离子交换器及其出水、排水管道应防腐 ;�

6)除二氧化碳器的填料层高度,应�根据填料的品种和尺寸,进�出水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水温和所

选定淋水密度下的实际解析系数等因素确定。

除 Co2器�风机的通风量,可�按每 10水耗用 15~⒛�沪 空气计算。

8.6.4 化学软化水再生还原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钠离子交换再生用的食盐可采用干法或湿法贮存,当�采用湿法贮存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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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浓盐液池和稀盐液池各设 1个�,且�宜采用混凝土建造 ,内�壁贴防腐材料内衬 ;�

2)浓盐液池的有效容积宜为 5~10天食盐消耗量 ,其�底部应设置慢滤层或设置过滤器 ;�

3)稀盐液池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最大一台钠离子交换器一次再生盐液的消耗量 ;�

4)宜设装卸平台和起吊设备 ;�

5)盐液泵应选用耐碱腐蚀的泵型。

2 酸再生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酸槽的贮量 ,应�按酸液每昼夜的消耗量 ,交�通运输条件和供应情况等因素确定 ,宜�按贮存 15~�

30天的消耗量设计 ;�

2)酸计量箱的有效容积 ,不�应小于最大 1台�离子交换器一次再生所需酸液的消耗量 ;�

3)酸泵宜设一台,应�选用耐酸腐蚀的泵型,卸�放酸宜利用自流或采用酸液泵抽吸 ;�

4)输送并稀释再生用酸液 ,宜�采用酸喷射器 ;�

5)贮存和输送酸液的设备、管道、阀门及其附件 ,应�采取防腐和防护措施 ;�

6)酸贮存设各布置宜靠近水处理间,贮�存罐地上布置时,其�周围应设有能容纳最大贮存罐 110%

容积的防护堰 ,当�围堰有排放设施时,其�容积可适当减小 ;�

7)酸贮存罐和计量箱应采用液面密封设施 ,排�气应接人酸雾吸收器 ;�

8)酸贮存区内应设操作人员安全冲洗设施 ;�

9)磷酸盐溶液的制备宜采用溶解器和溶液箱。应设置溶解器的搅拌设施 ,溶�液箱的有效容积不宜

小于锅炉房 1天�的药液消耗量 ,配�制溶液应用软化水或除盐水。

3 除盐水系统排出的清洗水宜回收利用 ;酸�、碱废水应综合利用 ,或�经中和处理合格后排放。

8.6.5 软化或除盐水箱和中间水箱的有效容量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软化或除盐水箱的总有效容量 ,应�根据水处理设各的设计出力和运行方式确定 ;当�设有各用再

生设备时,软�化或除盐水箱的`总�有效容量宜为 30~ω�椭n的�软化或除盐水消耗量 ;�

2 中间水箱
`总�
有效容量宜为水处理设各设计出力的 15~~sO血n贮�水量 ,且�其内壁应有防腐蚀措施。

8.6.6 软化或除盐水泵以及中间水泵的选择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有一台各用泵 ,当�一台泵停止运行时,其�余泵的总流量应满足系统水量的要求 ;�

2 凝结水泵和软化或除盐水泵可合用 1台�各用泵 ;�

3 中间水泵应选用耐腐蚀泵。

8.6.7 锅炉的汽包与锅炉管束为胀管连接时,所�选择的化学水处理系统应能维持锅水的相对碱度小于

⒛%。�当达不到要求时,应�设置向锅水中加人缓蚀剂的设施。

8.6.8 热水、蒸汽锅炉的加药系统 ,应�按照各自的工艺条件设置 :�

1 热水锅炉房应在一次水、二次水的每个系统上 ,设�置加药设施 ,分�别调节各个系统循环水的PH

值在 10~12范�围内 ;�

2 蒸汽锅炉房宜采用向蒸汽管道喷药的加药设施 ,以�提高凝结水的 pH值。

8.6.9 锅炉给水和补给水的溶解氧含量应符合第 8.6.1条�的规定。除氧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蒸汽锅炉宜采用旋膜式热力除氧或喷雾式热力除氧方式 ;当�要求除氧后的水温不超过 ω℃时 ,�

也可采用解吸除氧、真空除氧、树脂除氧等方式 ,不�宜采用海绵铁除氧方式 ;�

2 热水锅炉可采用解吸除氧、真空除氧、海绵铁除氧、树脂除氧或化学除氧方式 ,不�宜采用热力

除氧等高温除氧方式。

8.6.10 �采用热力除氧方式时,宜�采用大气喷雾式热力除氧器,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热力除氧负荷调节的有效范围,宜�保持在除氧器设计额定出力的30%~120%;�
2 除氧器的进汽管上应装设 自动调压装置,调�压器的调节信号应取自除氧头 (器�),运行时保证

除氧器内蒸汽压力在 0。�陇 ~0。 ∞MPa(水温约 104℃�);

3 除氧器进水管上应装流量调节装置,保�持连续均匀给水 ,并�保持除氧水箱内一定水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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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氧水箱下部宜装设沿长度方向的再沸腾用的蒸汽加热管 ;�

5 多台除氧器并联运行时,在�除氧水箱之间应设置汽的连通管和水的平衡管 ;�

6 除氧水箱的布置高度 ,应�保证锅炉给水泵在运行中不产生气蚀。除氧水箱应配置便于操作、维

修的平台、挟梯。设备上方应设置起吊装置。

8.6." 采用树脂除氧方式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对于有直接用蒸汽的锅炉房,其�树脂除氧的还原剂宜采用亚硫酸钠 ;�

2 采用水合肼作还原剂时,应�注意水合肼的毒性 ,生�产的蒸汽不应用于食堂、医院等直接用蒸汽

的场合。

8.6.12 �采用还原铁过滤除氧方式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选用配各有还原铁除氧器和树脂除铁 (Fc2+)器 的定型产品或具有上述两个功能的组合装

置,保�证进入锅炉的除氧水不含铁离子 (Fe2+);�

2 原铁应选用含铁量高、强度较大、不易粉化、不易板结的多孔性海绵铁粒 (其�堆积密度约为

1.4t/m3);�

3 除铁器内宜装充 Na型强酸阳树脂滤料 ;�

4 系统设计时,应�合理控制流经过滤层的水流压力和流速 ,当�设备制造厂未提运行要求时,一�般

可控制流经海绵铁层的流速为 151n/h左右 ,流�经树脂过滤层的速度为犭m/h左�右 ;�

5 除氧水箱应采用密闭水箱。

8.6.13 �采用真空除氧方式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真空除氧器内应保持足够的真空度和水温,使�除氧器内的水处于相应真空度下的饱和温度 ;�

2 喷射真空除氧器的喷射器人口蒸汽压力和流量或喷射水压和水流量应满足喷射器的设计要求 ;�

3 真空除氧器进水管上应装设温度自动调节装置,保�证给水温度略高于除氧器相应压力下的饱和

温度 ;�

4 除氧水箱应装设液位自动调节装置 ;�

5 为避免喷射器堵塞 ,汽�、水管道上应设置过滤器 ;�

6 真空除氧系统的设备和管道应保持高度的气密性 ,管�道连接应采用焊接,尽�量减少螺纹连接

件。

8.6.14 �采用解析除氧方式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喷射器的进口水压应满足喷射器设计要求 ,一�般不得低于 0.4Mh;

2 当水温超过 sO℃ 时,在�解析器的气体出口管道应加装冷凝器 ,防�止水蒸汽进人反应器 ;�

3 除氧系统及其下游的设各和管道应保持高度的严密性 ,管�道系统除必须采用法兰或螺纹连接

外 ,应�采用焊接连接,除�氧水箱应为密闭式水箱 ;�

4 除氧水泵的流量应大于锅炉给水泵的流量 ,流�量比宜为 1.2~1.5。�

8.6.15 �采用化学药剂除氧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化学除氧方式药剂耗量高,运�行费用高 ,只�宜用于≤4t/h(2.8MW)的�小型蒸汽锅炉给水或热

水锅炉补给水除氧;常�用药剂有亚硫酸钠 (Na2s03),采�用 Na2so3除 氧时,应�监测水中的硫酸根含量 ;�

2 药剂制配输送系统的设备和管道必须严密防止空气渗入 ;�

3 采用亚硫酸钠除氧时,配�置液质量浓度一般为 5%~10%,溶�液箱容积不宜小于一天的药液用

量,压�力式加药罐容积不宜小于 8小�时的药液用量。

8.6.16 �水处理设各的布置 ,应�根据工艺流程和同类设备尽量集中的原则确定 ,并�应便于操作、维修

和减少主操作区的噪声。水处理间主要操作通道的净宽不应小于 1.5m,辅�助设备操作通道的净距不宜

小于 0.8m。 其它通道均应适应检修的需要。

8.6.17 �锅炉房应设置化验室 ,化�验设备配置应考虑下述要求 (一�般化验设备见表 8.6.17):

1 蒸汽锅炉房应配各测定悬浮物、总硬度、总碱度、pH值、溶解氧、溶解固形物、硫酸根、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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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含铁量、含油量等项目的设各和药品;当�采用磷酸盐锅内水处理时 ,�

设备 ;�

尚应配各能测定磷酸根含量的

2 热水锅炉房应设置测量悬浮物、总硬度、pH值、含油量等的仪表设各;采�用锅外化学水处理
时,尚�应配各测定溶解氧的设备 ;�

3 化验室宜配各测定烟气中含氧量或 C02、�NOx、�S02等�含量的设备;燃�油、燃气锅炉房还宜配各
测定烟气中氢、碳氢化合物等可燃物含量的仪表设各 ;�

4 `总�热功率大于 14MW的燃煤锅炉房,宜�能对蟒进行工业分析及发热量测定,对�飞灰和炉渣进行
可燃物含量的测定。总热功率大于绲MW的锅炉房,尚�宜能进行燃料元素分析。

表 8.6.17 �化验室常用设备

类别
序
号 设备名称 参数

单
位

数

量 用途

汽水品质分析用设各

l� 分析天平 称量⒛Omg感�量 0.1mg� 厶
囗 1�

2� 工业天平 称量 ⒛0mg感�量 1mg� 1�

3� 电热恒温干燥箱
艮寸 350nlm× 0【�Xllllln×�0【�Xl伽

温度 ~sO~⒛0℃�
厶

1� 烘干仪表、药品试样

4� 普通电炉 1kW� 厶
1�

酸度计 只 l� 用于测 pH值

水浴锅 4孔�式 个 1�
配制试剂测定

溶解固形物

溶解氧测定仪 厶
口 1� 测定溶解氧

干燥箱
口 1� 干燥药品

比重计 1.0~1.2� 支 测溶液密度

煤、灰渣、烟气成分

分析用设各

10 分析天平 称量 200mg,感量 0.1mg� 厶
口 1�

高温电炉 1000℃ 厶
1� 测灰分 ,挥�发分、固定碳

12 电热恒温干燥箱
50~20o℃

尺寸 钧
"lln×

娴 m×�佃 Illnl�

1� 测水分

奥氏气体分析仪 厶
1� 烟气分析

14 氧弹热量计 厶
l� 测煤发热值

袖珍计算器 个 1�

16 带磨口玻璃瓶 俨 0×�25 个 2� 测水分

挥发分坩埚 个 2� 测挥发分、固定碳

秒表 块 l�

烟气含 02量分析器

20 So2测�试仪

NOx测�试仪

0
乙
� 可燃气含量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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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8 �化验取样设各及取样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额定出力≥1t/h或 0,7MW的�锅炉应设锅水取样装置;对�蒸汽品质有要求时,还�应设蒸汽取样

装置 ;取�样装置和取样点应保证取出的水、汽样品有代表性和时效性 ;�

2 除氧水、给水的取样管道 ,应�采用不锈钢管 ;�

3 高温除氧水、锅炉给水、锅水及疏水的取样系统必须设冷却器 ,水�样温度应在 30~碉�℃之间 ,�

水样流量为~sO0~TO0ml/血�n;

4 测定溶解氧和除氧水的取样阀的盘根和管道 ,应�严密不漏气。

8.7 锅炉排污

8.7.1 蒸汽锅炉应根据锅炉本体的设计情况配置连续排污装置和管道。蒸汽和热水锅炉的锅筒 (锅�

壳 )、�立式锅炉的下脚圈、每组水冷壁下集箱的最低处、省煤器下联箱等应设定期排污装置和排污管

道。排污水应在排污降温池降温至们℃以下后 ,才�可排人室外管沟或下水道。

8.7.2 蒸汽锅炉的连续排污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蒸汽锅炉连续排污率应按下式计算 :�

连续排污量为 :�

(8.7.2-1)�

(8.7.2-2)�

(8.7.2-3)�

式中 P——连续排污率 (%),取上述两式中较大的计算值 ;�

⒕0—�
—锅炉给水的碱度 (mm。�l/L);�

sO——锅炉给水的溶解固形物含量 (m酽 L);�

s—�—锅水所允许的溶解固形物指标 (mg/l),其�值见表 8,6.1-1和�表 8.6,1-2;

姓——锅水允许碱度指标 (mm。�l/L);�

ρ
——锅炉补水率 (或�凝结水损失率),以小数表示 ;�

DP——锅炉连续排污量 (kg/h);�

D—�—锅炉蒸发量 (k酽 h)。

2 采用锅外化学水处理时,蒸�汽锅炉蒸汽压力≤2.5MPa时 ,单�台容量 <⒛�t/h,锅炉排污率不宜

大于 10%。�

3 蒸汽锅炉的连续排污水的热量应合理利用。锅炉房宜根据总的连续排污量设置连续排污扩容器

和排污水换热器。连续排污扩容器的容积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

,l田 =�
拓×D2× °

(8.7.2-4)�

式中 �‰ ——连续排污扩容器容积 (m3);�

屁——富裕系数 ,取�屁=1.3~1.5;�
v—�—二次蒸汽比容 (沪�/kg);�

∥——扩容器分离强度 [沪�/(J·�h)],一般取 W=gOo耐�/(矿 ·h);�

D2 �二次蒸汽蒸发量 (k酽h);可�按下式计算 :�

DLP×�(氵�×叼 氵̄1)

DLP  �连续排污水量 (kg/h);�

j—�—锅炉饱和水焓 (kJ/吒 );

P〓�历∫::|;勹可i×�

100%

或 P=丁
驽罗≯可

×100%

DLP=P·�D�

}
 
 
 
 
 ︱̄
︱
丨
l
L
■

■

D2=�
(j2-j1) ×凭

(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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讠1—�
—扩容器出水焓 (ky炖�);

j2——二次蒸汽的焓 (kJ/lcg);�

”
——排污管热损失系数 ,取�η=0.98;

跖——二次蒸汽的干度 ,取�“=0.叨�。

8.7.3 锅炉定期排污的排污量 ,应�按下式计算 :�

1 采用锅外水处理时 (每�次排污量按上锅筒水位变化控制 ):

Gd=而�×D×�rt× L�

式中 Gd—�—每台锅炉一次定期排污量 (lxl3/次 );

汔——每台锅炉上锅筒个数 (个�);

D—�—上锅筒直径 (m);

L—�—上锅筒长度 (m);

九——上锅筒水位排污前后高差 ,一�般取 九=0,1m。�

2 采用锅内加药水处理时 :�

Gd=�
C×� (gl+g2) (8.7.3-2)�
gˉ� (g1+g2)

式中 Gd—�—每台锅炉一次定期排污量 (m3/次 );

g1——给水溶解固形物的含量 (m酽 L);�

勘
——加药量 (mg/L);�

G—�—排污间隔时间内的给水量 (耐�);

g—�—锅炉最大允许溶解固形物含量 (m酽L),见�表 8.6.1-1和�表 8.6.1-2。�

8。�7.4 锅炉排污管道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锅炉上的排污管和排污阀不允许采用螺纹连接 ,排�污管不应高出锅筒或联箱相应排污口的高

度 ;�

2 每台锅炉宜采用独立的定期排污管道 ,并�分别接至排污扩容器或排污降温池 ,排�污管尽量减少

弯头,保�证排污畅通 ;�

3 当多台锅炉的定期排污管合用排污母管时,在�每台锅炉接到排污母管的干管上必须装设切断

阀,在�切断阀前宜装设止回阀,在�排污母管上不得装设任何阀门 ;�

4 每台蒸汽锅炉的连续排污管道 ,应�分别接至连续排污膨胀器。在锅炉出口的连续排污管上 ,应�

安装节流阀,在�锅炉出口和连续排污扩容器进口处 ,应�各设一个切断阀。2~4台�锅炉可合设一台连续

排污扩容器 (又�称连续排污膨胀器),连续排污扩容器上应装设安全阀。

8.7.5 锅炉连续排污扩容器和定期排污扩容器后的排污水应予利用 ,宜�设排污水换热器加热生水。经

排污扩容器或排污水换热器后的排污水 ,可�用于热水热网补充水或排人脱硫循环水池。

8.8 燃煤锅炉房运煤、除渣

8.8.1 煤的贮运应充分考虑下列问题 :�

1 运煤系统的布置应在满足运煤工艺流程要求的前提下 ,合�理地进行设各及装置的组合 ,协�调系

统、设备布置 ,尽�量缩短工艺流程 ,减�少物料倒运次数 ;�

2 进厂的原煤应计量 ,应�设置可累计进厂原煤总量的计量装置,如�铁路轨道衡、汽车衡等,计�量

装置的配置应考虑称量范围及计量的准确性 ;�

3 民用锅炉房贮煤场的设计 ,应�力求节约用地 ,减�少煤灰对环境的污染。露天煤场宜设置实体围

墙。在多雨地区,宜�将煤场的一部分设为干煤棚。其容量宜为 4~8天�锅炉房最大计算用煤量。对于用

地紧张和环保要求很高的用户,必�要时可设置地上或地下煤仓或煤库。

(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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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 煤场 (或�煤库)的�容量 ,应�根据锅炉房日用耗煤量、煤源远近及运输方式确定。

1 火车和船舶运煤时,宜�为 10~笏�天的锅炉房最大计算耗煤量。

2 汽车运煤时,宜�考虑 5~10天的锅炉房最大计算耗煤量。

对于采暖用煤要求一次供给的地区和与供煤部门有特定协议的用户 ,煤�场容量可不按 1、�2款�确

定。

3 露天煤场的面积 ,可�按下式计算 :�

F=昱Π⒓卫壁卫

式中 F——煤场面积 (m2);�

B—�—锅炉房最大小时耗煤量 (t/h);

ε——锅炉每昼夜运行时间 (h);

m—�—贮煤天数 ,按�上述相关条款确定 ;�

而——考虑煤场通道的系数 ,一�般取 乃〓1.5~1.6;火车运煤时,取�厄=1.3;�

H—�—煤场高度 ,按�装卸设备选定 ,见�表 8.8.3;

ρ
——煤的堆积密度 (t/0);

♀一一堆角系数 ,梯�形堆取♀=0.75~0.80;三�角形堆取 ♀〓0.笱 。

8.8.3 煤场装卸设施和转运设各应根据锅炉房耗煤量和来煤运输方式确定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火车运煤时,应�采用机械化方式卸煤 ;�

2 汽车运煤时,应�利用社会运力 ,当�无条件时,应�设置自各汽车及卸煤的辅助设施 ;常�用煤场设

备见表 8.8.3;

表 8.8.3 煤场装卸运煤设施及技术条件

涡炉房日用煤量

(t/d)�

来煤运输

方式

煤场装卸运输

设备名称

设各运输距离

(m)�

装卸设各适用范围
备注

设各运转能力 煤堆高度 (m)�

≥100� 火车
桥式 (或�龙门)�

抓斗起重机
40~60�

起重量 5t抓斗

容积 2.5″�
5~6�

要设其它各

用机械设各

50~100 汽车 Z4-12型�装载车 0.5m3/次 ≤2.25

50~100 汽车 Z4-1.7型装载车 10m3/次� ≤2.50

50~100 汽车 推土机 2~6�

20~50� 汽车 带斗叉车 0.5~1.0m3/次

20~100 汽车 移动皮带

10

50

20

50~100t/h� 3~6�

(20� 汽车 人工手推车 1.5~2.0�

3 从煤场到锅炉房和锅炉房内部的运煤可采用下列方式 :�

1)运煤量 <1t/h时�,采�用人工装卸和手推车运煤 ;�

2)运煤量为 1~6L/h时 ,采�用间歇机械化设各装卸和间隙或连续机械化设各运煤 ;�

3)运煤量 6~15t/h时�,采�用连续机械化设各装卸和运煤 ;�

4)运煤量 15~ω�t/h时�,宜�采用单路带式输送机运煤,其�驱动装置宜有各用 ;�

5)运煤量 >ω�t/h时�,可�采用双路带式输送机运煤。

8.8.4 煤场建筑和配套设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煤场场地应平整坚实,地�坪应高出地下水位 0.5m以上,场�地应有不小于0.OO5的�排水坡度 ;�

2 露天煤堆与周围建筑的防火间距应符合表8.8.4的�规定 ;�

(8.8.2)�

︱

 
�

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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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场应配备洒水和排水设施 ;�

4 煤棚的屋架下弦净高 (至�地面)一�般取 3~3.5m。 如采用翻斗汽车卸煤或采用推土机倒堆时 ,�

屋架下弦高度应按工艺要求确定。

表 8,8,4 露天煤场煤堆和其它建筑的最小防火间距

煤场贮煤量 (t)�

其他建筑的耐火等级

1、�2级� 3级� 4级�

防火间距 (m)�

100~5000 6� 10

)5000� 8� 10

8.8.5 锅炉房的运煤方式应按 8.8.3条�所述原则确定 ,常�用运煤系统见表 8,8.5。�系统小时运煤量
(即�运煤能力),应根据锅炉房 日最大计算耗煤量和运煤系统运行制度按下式计算 :�

24× B×�rPa�
(8.8.5)�

式中 o——系统设备运煤能力 (t/h);

B—�—锅炉房最大小时耗煤量 ,需�要扩建的锅炉房 ,应�计人扩建后的耗煤量 (t/h);

m—�—不平衡系数 ,取�m=1.1~1.2;

莎——运煤系统每天作业时间 (h)。�

一班运煤工作制时,取�苫≤6h;�

两班运煤工作制时,取�扌≤t1h;

三班运煤工作制时,取�莎≤16h。�

表 8.8.5 锅炉房常用运煤系统

锅炉房规模
额定耗煤量 (√�h) 推荐运煤方式

单炉蒸发量 (t/h)� 台数

≤ 4� 1~3� 1~2� 手推车 +翻�斗上煤机

手推车 +电�动葫芦吊煤罐

≤ 4� 3~4� 2~3� 电动葫芦吊煤罐 +手�推车

埋刮板输煤机

6、�6.5� 2~5�

3~6�
埋刮板输煤机

单轨抓斗输送机

多斗提升机 +带�式输送机

10 1~3�

20 1~3�

10、  20� 2~4� )6
多斗提升机 +带�式输送机

固定皮带输送机

8●�8口�6 运煤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煤场受煤斗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受煤斗应尽量靠近贮煤场中间,以�减少煤的倒运距离及倒运次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尽�量
将受煤系统、厂外运输系统和煤输送系统有机结合 ;�

2)受煤斗进口尺寸应与装卸设各协调 ,受�煤斗的容积应能装纳装卸设各 2~4次�加煤量 ;�

3)钢受煤斗倾角≮s~s°�,混�凝土受煤斗倾角≮ω°;受�煤斗内壁应光滑耐磨 ,相�邻壁面宜作成半径
20Omm的�圆弧 ;�

4)受煤斗进煤口应配筛箅 ,其�孔格不大于 160mm×�⒛0mm;出煤口应设置可调开度的闸门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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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露天煤场的受煤斗,其�上方应设雨棚盖。

2 从受煤斗的卸料到带式输送机、多斗提升机或埋刮板输送机之间,宜�设置均匀给料的装置。

3 对于供应块煤的锅炉房,当�原煤块度不符合锅炉燃烧设各的粒度要求时,应�设置煤块破碎装

置。经破碎筛选后的煤块粒度,链�条炉不宜大于 50mm。 在破碎装置前应设置煤的磁选和筛选装置。

4 固定筛和振动筛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煤进入筛网的落差不能过高 ;�

2)固定筛的网眼应比筛下煤的粒径大 1.2~1.3倍�;安�装倾角一般取为 40° ~50°�
;�

3)筛分设备的能力应按运煤系统输送量的 1.笏 ~1.35倍�考虑。

5 采用带式输送机运煤的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胶带宽度不宜小于 500mm;

2)输送原煤时,胶�带倾角一般不宜大于 16° ,输�送破碎或筛分后的细煤时,最�大倾角不宜大于

18° ,当�在倾斜胶带上卸料时,其�倾角不宜大于 12°
;�

3)采用大倾角挡边带式输送机,在�运原煤时,最�大倾角不大于 70° ,一�般不超过 55°
;�

4)卸料段长度超过 30m时�,在�胶带上方应设置人行过桥。

6 带式输送机的栈桥设计应符合下述要求 :�

1)在寒冷和风沙地区应采用封闭式栈桥,或�一体式钢结构栈桥;在�气象条件适合的地区,可�采用

敞开式、半敞开式或轻型封闭式栈桥 ;�

2)敞开式栈桥的运煤胶带上应设置防雨罩 ;�

3)寒冷地区的封闭式栈桥内应有采暖设施 ;�

4)封闭式栈桥和地下栈桥的净高不应小于 2.5m,人�行通道的净宽不应小于 1.0m,检�修通道的宽

度不应小于0.7m;�

5)在倾斜栈桥上的人行通道应有防滑措施,倾�角超过 12° 的通道应做成踏步 ;�

6)胶带输送机栈桥应封底。

7 采用多斗提升机运煤时,应�有不小于连续 8h的检修时间,当�不能满足其检修时间时,应�设置各

用设各。

8机�械化连续运煤系统各设备之间应设置微机集中控制或电气自动联锁,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各设各岗位应设置启动、运行、生产联系和事故信号,其�中启动和生产联系信号必须有反馈系

统。

2)机械运煤系统的电气联锁应符合下列操作程序 :�

①启动系统时,应�自系统的终端设各开始,逆�物料输送方向,依�次启动各运转设各 ;�

②停机时,先�停给料设备,从�供料系统的起始设各开始,顺�物料输送方向依次停机 ;�

③当某一设各发生故障时,逆�物料输送方向,在�它前面的设各应自动停机,在�其后面的设各仍应继

续运转,直�到物料输送完毕。

3)装有三台或三台以上设各的机械化运输系统,所�有设各的启动和停机,宜�采用集中操作控制 ,�

并应设置局部联锁和解除联锁的装置。采用集中控制的系统,各�设备还应设置就地停机的开关。

4)少于三台设各的机械化运输系统,设�各的启动和停机宜采用机旁操作,但�各设备之间应设置联

锁和解除联锁的装置。

单头、单轨运输系统和电动葫芦上煤装置等间歇运煤系统,应�设置终端限位开关和事故停机装置 ,�

保证运转安全。

9 锅炉炉前煤仓 (即�炉前煤斗)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炉前煤仓的容量,根�据运煤的工作班制和运煤设备检修所需的时间确定,并�宜符合下列要求 :�

①一班制运煤时为 16~⒛�h的�锅炉额定耗煤量 ;�

②两班制运煤时为 10~12h的锅炉额定耗煤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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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三班制运煤时为 1~6h的锅炉额定耗煤量。
2)煤仓内壁应光滑耐磨,煤�仓溜煤倾角,应�根据煤的水分和颗粒组成确定,壁�面倾角不宜小于

60° ,相�邻两壁的交线与水平面的夹角不应小于 55° ;相�邻壁交角的内侧应做成圆弧形,圆�弧半径不应
小于 2OOmm。�

3)原煤仓出口的截面,不�应小于sO0mm×�~sO0mm,其�下部宜设置圆形双曲线金属小煤斗。
4)额定出力≥10t/h(7MW)的层燃炉,炉�前煤斗下部宜配分层给煤燃烧装置。
5)炉前煤仓的溜煤管与水平面的倾角不应小于ω°,应�采用消堵措施。溜煤管的截面尺寸按下式

计算,但�不得小于表 8.8.6-1中�规定的尺寸。

F=
3600× v×�

`×�
♀

(8.8.6)�

式中 F——溜煤管的截面积 (m2);�

om �输煤量 ('h);�

v—�—溜煤管内煤流速度 (zn/s),一�般取 o=1.5吖�/s;�

ρ
——煤的堆积密度 (t/″�),见表 8.8.6-2;

♀
——充满系数,一�般取 ♀=0.3~0.5。

表 8.8.6-2 煤和灰渣的堆积特性

名称 细煤粒 干无烟煤 风干褐煤 焦炭 煤渣 干炉灰 块状褐煤

堆积密度

(t/m3)
0 75~1.0 0 8~0.95 0.65~0.78� 0,36~0.53� 0,6~09 0.4~0.9� 0.65~0 78�

然

角

自

堆

动 30° 20° 35° 40°

静 45° 45° 50° 50° 45° 50°

10 �运煤系统的转运部位必须设置防护罩 ,转�动机械的外露轴端应加护盖。建筑设计和系统布置

应考虑面积 (尺�寸)足�够的设备安装孔和操作、检修场地。运煤系统的地下构筑物应防水 ,地�坑内应

有排除积水的措施。

" 
锅炉房燃用多种煤并需混煤时,应�设置混煤设施。

12 �运煤系统应装设煤的计量装置,如�皮带秤、冲击流量秤等。

13 �运煤系统的破碎、筛分、转卸处应设置效果良好的除尘措施。

14 �运煤系统应根据具体情况 ,设�置设各安装检修起吊设施和场地。

8.8.7 锅炉房灰渣排量与燃煤的灰分含量及燃烧方式有关。除灰渣系统小时排灰渣量应根据锅炉房昼

夜的最大计算灰渣量、扩建时增加的灰渣量、除灰渣系统昼夜的作业时间和 1.1~1.2不�均衡系数等因

素确定。

8.8.8 锅炉房灰渣堆场的设计 ,一�般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灰渣场的面积 :人�工运渣时,堆�场贮渣量按 10天锅炉房最大排渣量考虑 ;机�械化的出渣系统 ,�

按锅炉房 3~5天�最大计算排渣量考虑 ;当�锅炉房设置有集中灰渣斗时,不�宜再设灰渣场 ;�

2 干式出渣的锅炉房,灰�渣堆和煤堆之间应保持不小于 10m的�间距 ;�

3 灰渣场应平整坚实,应�有运渣车辆进出的通道。

8.8.9 集中灰渣斗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Qm

表 8.8.6-1 溜煤管截面尺寸

煤的粒度 (mm) (25� 40 100� 150� 200� 250� 300�

溜煤管宽度 (mm) 200� 300� 350� 400� 5【�l【�l� 600� 700� 800�

溜煤管高度 (mm)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5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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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灰渣斗的`总�容量 ,宜�为锅炉房 1~2天�计算最大排灰渣量。

2 灰渣斗出口应装闸门,其�尺寸不应小于0.6m× 0.6m。

3 严寒地区灰渣斗应配置排水和防冻措施。

4 灰渣斗内壁应光滑耐磨 ,壁�面倾角不宜小于 ω°,相�邻两壁的交线与水平面的夹角不应小于

55° ,交�角应为圆弧形 ,圆�弧半径不应小于⒛0mm。�

5 灰渣斗排出口与地面的净高为 :�

1)采用汽车运灰渣时,应�根据汽车罐的高度和接口装置的尺寸确定 ,一�般不小于 2.3m;�

2)采用火车运灰渣时,不�应小于 5.3m,当�机车不通过灰渣斗下部时,其�净高可为 3.5m。

6 干式除灰渣系统的灰渣斗底部宜设置库底汽化装置。

7 灰渣斗出口处应设置检修排料设各的平台和梯子。

8 灰渣系统宜就地控制。

8.8.10 �锅炉房除灰渣系统及其设备的选择 ,一�般应考虑下述原则 :�

1 除灰渣系统的选择 ,应�根据锅炉房的灰渣排量、灰渣特性、输送距离、地势、气候条件及运输

方式等因素确定;有�条件时,还�应考虑灰渣分除,综�合利用 ;�

2 除灰渣系统及其配置设备 ,应�适合锅炉炉型,有�利于操作管理和降低劳动强度 ;一�般对于锅

炉,最�大小时排渣量≥1t/h的用户 ,宜�采用机械除灰渣或水力除灰渣系统 ;常�用机械设各有刮板出渣

机、重型链条出渣机、框链式除渣机、皮带运输机等 ;出�渣机可不设各用 ,但�应考虑应急措施 ,驱�动装

置应有各件 ;�

3 水力除灰渣系统的设计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灰渣池的有效容积,宜�根据锅炉房 1~2天�最大计算排灰渣量设计 ;灰�渣池宜分两个渣沉淀池 ,�

一个沉渣,一�个抓渣;两�个灰沉淀池 ,一�个沉灰 ,一�个抓灰 ,交�替使用 ;�

2)灰渣池应配置机械抓灰渣设备 ;�

3)灰渣泵应设置各用 ;�

4)灰渣沟应力求短而直 ,并�保证有一定坡度 ;设�置激流喷嘴时,灰�沟坡度 ≮1%;渣�沟坡度 ≮

1.5%;渣�沟拐弯处应设喷嘴,直�沟长度每 10~15m增设一个喷嘴;渣�沟应采用铸石镶板或用耐磨、耐

腐蚀材料衬砌 ;�

5)冲灰渣水应循环使用 ;�

6)除尘器的排灰和水力冲灰渣系统宜统一设计 ;�

7)冲灰渣水管应采用耐磨衬塑钢管。

8.9 水煤浆锅炉房设计

8。�9.1 水煤浆概述

1 水煤浆是由C~s%~⒛�%的�煤粉和 ”%~“ %的�水及 1%左右的微量化学添加剂制各而成的浆

体。具有良好的流动性 ,可�以长距离管道输送或汽车槽车、铁路罐车及船舶运输。其雾化性能好 ,可�以

稳定着火燃烧。和煤相比,它�的燃烧效率高 (一�般均在 98%以�上),储存运输方便 ,保�留了煤的燃烧特

性,又�具各液态燃烧应用特点。在工业锅炉、电站锅炉和工业窑炉、民用锅炉等领域可以替代油或煤、

气燃用。目前国家推广使用世界先进的洁净煤技术中包括水煤浆技术。

2 水煤浆的热值为⒛100kJ/kg,水�煤浆锅炉热效率在 85%左�右。

8.9.2 水煤浆锅炉房工艺系统

水煤浆锅炉房燃料、燃烧工艺系统包括 :锅�炉本体、燃烧装置、供浆系统、通风系统等几部分。

1 水煤浆锅炉

由于水煤浆燃料的燃烧特性类似于燃油 ,因�此水煤浆锅炉的燃烧器、炉膛燃烧室的结构类同燃油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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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但�又由于水煤浆的灰分比油中灰分高,因�此炉底的出灰渣、尾部受热面的结构又比较接近燃煤锅

炉。目前燃用水煤浆的锅炉有燃油锅炉改造、燃煤锅炉改造和水煤浆专用锅炉等。

1)燃油锅炉改造为水煤浆锅炉,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燃烧器及炉膛部分 ,增�加炉底的出灰渣部

分,重�新测算烟、风流速及阻力 ,增�加引风机及除尘装置等。

2)燃煤锅炉改造为水煤浆锅炉,要�重新配置水煤浆燃烧器 ,改�造炉膛结构。尾部受热面及除尘、

出灰等基本不需要大的改造。

3)水煤浆专用锅炉是针对水煤浆的组分、特性设计的,燃�烧自动化程度高,燃�烧效率、热效率等

基本技术指标接近油炉水平。

4)水煤浆锅炉在锅炉房的布置和燃煤、燃油锅炉相似 ,有�水煤浆供应系统和燃烧器;有�除渣除尘

脱硫脱硝系统 ;有�送、吸风系统。设计水煤浆锅炉房 ,应�合理选择水煤浆的供应系统和燃烧系统 ,其�余
要求和燃煤锅炉房类似。

2 水煤浆系统流程

水煤浆由管道或汽车运送 ,卸�人水煤浆储罐。由泵抽送经搅拌、过滤送至炉前燃烧器 ,由�空气
(或�蒸气)雾�化并与送风机送人的空气混合后进入炉膛燃烧。空气进燃烧器前经空气预热器加热。锅炉

燃烧产物——烟气经除尘、脱硫、脱硝后由吸风机送人烟囱。

8。�9.3 水煤浆的贮存

1 水煤浆产品可采用地上式或地上与地下相结合的储浆罐储存。

2 储浆`总�容量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采用公路运输来浆时,不�宜小于全厂 7天�耗浆量 ;�

2)当制浆与锅炉房合建时,可�与制浆共用储浆设备 ;�

3)采用不经中转的管道输送时,在�确保供浆的条件下,可�适当减少储浆容量 ;�

4)以汽车运输为唯一来浆方式时,储�浆容量应大于汽车运输可能的最大连续中断天数的耗浆量。

3 锅炉房用储浆罐数量不应少于 2座�。
4 储浆罐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储浆罐的结构形式可选择钢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 ;�

2)宜配置不同形式的搅拌装置 ;应�安装供清洗、检修用的设施和管路;钢�结构储罐内壁应进行除

锈后涂附着较为牢固的防腐蚀材料 ;�

3)对大型 (3000亻�以上)成�品储罐 ,应�在不同高度位置设 2个�以上出浆口和取样点;宜�设环形

人梯 ,应�有检修清理孔 (门�)、�排污管、浆位测量装置和防雷接地等措施 ;�

4)应根据地域不同采取保温措施 ;在�严寒地区,对�室外布置的储浆罐、管道、阀门等,必�须采取

加热、保温、保湿等防冻措施 ;�

5)来浆品种不同时,宜�分别储存 ,避�免混浆 ;�

6)水煤浆储罐的储存系数为 0.9,水煤浆储罐的高径比宜为 ⒈1。�

8.9.4 水煤浆的运输

1 民用锅炉房采用水煤浆为燃料时,水�煤浆的运输一般采用汽车罐车和管道运输方式。

2 条件具备时,应�优先采用管道输送方式。

3 水煤浆运输用的罐体、管道和装卸口,应�采取有效的防冻、防沉淀和宜清理设施。

8.9.5 水煤浆供应系统

1 水煤浆供应系统包括 :卸�浆、输浆和炉前供浆。

2 水煤浆的卸浆应符合以下规定 :�

1)汽车运输供浆时,卸�浆站台应同时容纳 2辆�以上汽车罐车的卸车 ;�

2)管道输送水煤浆,宜�采用架空敷设方式 ;�

3)卸浆方式应考虑以下规定 :�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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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路来浆宜采用重力自流方式 ;�

②卸浆泵宜选用低转速、大流量的容积式泵 ;�

③卸浆泵工作台数不应少于 2台�,当�1台�泵停用时,其�余泵的总流量应能满足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设

计的正常卸载量的要求 ;�

④卸浆泵的扬程应按卸浆预计达到最大粘度时的工况考虑,扬�程裕量应为 30%;

⑤严寒地区可设置卸车加热的辅助装置。

3 水煤浆的输送

1)输浆泵台数应根据全厂最大用浆量及泵的输浆流量经计算确定。并应设一台各用泵。输浆泵的

流量和扬程裕量不宜小于 15%。�输浆泵必须配调速装置。

2)车间及厂区输浆管道设计规定 :�

①输浆管道的流速一般取 0.5~1,0Ill/s;�

②输浆管道宜架空敷设,也�可采用地沟敷设方式 ;�

③条件许可时,输�浆管道宜与蒸汽、水等管道一起敷设 ;�

④尽可能减少弯头、三通、膨胀节等增加阻力、积浆的环节,必�要时可加大弯曲半径、采用斜向三

通、套筒补偿等措施 ;�

⑤管道顶部应设置冲洗口,最�低点应设排污口;�

⑥易积浆部位应设置易拆卸、检修的法兰短节 ;�

⑦在管道易积气部位应设排气阀 ;�

⑧严寒地区,宜�采用热水伴热管。

3)为防止水煤浆的沉积,宜�采取以下措施 :�

①合理布置管道、阀门,设�置必要的排污口
;�

②分段设置管道冲洗系统。

4 炉前供浆系统

1)炉前供浆设置的水煤浆缓冲搅拌桶 (罐�),数量不应少于 2个�,总�容量按系统最大燃浆量计算 ,�

保证燃用 4h以上。

2)炉前供浆系统应设水煤浆过滤设各,根�据所选设各的处理能力,按�一用一各或两用一备配置。

单台过滤设各处理能力的裕量应大于zO%。�应能定时清洗排渣。

3)供浆泵宜选择泵出口压力波动范围小、低转速的容积式泵。供浆泵应配调速装置。

4)供浆泵房至炉前应设环形管道,并�宜架空敷设。

8.9.6 水煤浆燃烧系统

1 水煤浆燃烧系统在不投油时的最低稳燃负荷等指标,应�满足民用供热厂系统运行的要求。

2 锅炉点火与低负荷助燃用油或可燃气应有可靠的来源。

3 当最大一台容量的锅炉停用时,其�余锅炉应满足冬季采暖、通风和生活用热的ω%~犭%,严

寒地区取上限。

4 一般情况下锅炉不宜少于 2台�,并�保证当其中最大一台锅炉检修时,其�余锅炉的出力应能满足

冬季采暖、通风和生活用热所需的最低热负荷。

5 锅炉鼓、引风机各一台,其�中 :�

1)鼓风机的风量裕量不宜小于计算风量的 10%;压头裕量不宜小于计算压头的⒛%;

2)引风机的风量裕量宜为计算风量的 10%;压头裕量宜为计算压头的⒛%。�

6 水煤浆锅炉的省煤器应考虑防磨损措施;宜�考虑足够的空气预热器受热面,并�考虑防磨措施 ;�

在锅炉易积灰的部位,应�装设吹灰装置。

7 烟气排放的粉尘量及其各项指标浓度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的环境保护指标。并满是灰渣综合

利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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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火助燃燃料的选择 :�

1)一般情况下 ,锅�炉的点火及助燃 (低�负荷燃烧)可�采用轻柴油 ;�

2)锅炉房附近有可燃气供应时,也�可采用可燃气点火和低负荷燃烧。
9 '茕�火及助燃能力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锅炉点火油量应根据锅炉所配点火枪数量 ,同�时使用最大燃油量确定。
2)锅炉启动助燃油量一般可取锅炉最大连续蒸发量工况下输入热量的 10%以�上。
3)锅炉低负荷稳燃油量宜按锅炉最大连续蒸发量工况下输人热量的5%选取。
4)系统回油量不小于系统设计出力的 10%。�

5)全厂点火及助燃油系统能力为燃油量与最小回油量之和,其�裕量宜为 10%。�

6)点火和启动助燃油油罐的个数及容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①35t/h锅�炉,全�厂设置 1个�⒛耐 油罐 ;�

②65t/h锅�炉以上,I30t/h以�下锅炉,全�厂设置 1~2个�50~1000油�罐。
7)点火供油泵宜为 2台�,供�油泵的出力,宜�按容量最大的一台锅炉在 100%负荷时所需燃料的

⒛%~~sO%选择。

8)供油泵的流量裕量宜不小于 10%,扬程裕量不宜小于 5%。 计算中燃油管道系统总阻力裕量不
宜小于 30%。�

8.10 �锅炉房燃油、燃气系统设计

8·�10.1 �民用建筑的燃油锅炉房宜使用轻柴油。
8.10.2 �民用锅炉房燃油系统宜采用以下工艺流程 :来�油自流或经卸油泵 (油�槽车配带)卸�至室外贮
油罐 (轻�油罐不宜少于 2个�),然后用输油泵将油送至日用油箱 ,再�通过供油管道接至燃烧器内的加压
泵 ,加�压泵出口的油一部分通过燃油喷咀喷入炉膛燃烧 ,一�部分返回日用油箱。
8·�10.3 �锅炉房贮油罐的总容量宜符合下列要求 :�

1 火车或船舶运输 :⒛�~30天�锅炉房最大计算耗油量 ;�

2 汽车油槽车运输 :3~7天锅炉房最大计算耗油量 ;�

3 油管输送 :3~5天锅炉房最大计算耗油量。
8·�10.4 �油罐区布置及与其它建筑物、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sOO16、 《高
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sO045、�《汽车加油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
GB5OO74等�的规定。设置轻油罐的场所,宜�设有防止轻油流失的设施。
8·�10.5 �锅炉房供油管系统的设计应考虑下列要求 :�

1 锅炉房的供油管道一般采用单母管,但�常年不间断运行的锅炉房供油系统宜用双母管,每�根母
管的流量按锅炉房最大计算耗油量和回油量之和的%%计算。回油母管应采用单母管。

2 采用单机组配套的全自动燃油锅炉,应�保持其燃烧自控的独立性,并�按其要求配置燃油管道系统。
3 供油管道的计算流量应按锅炉房最大计算耗油量和回油量之和考虑,回�油量和回油管路应满足

下列要求 :�

1)喷油咀的回油量应根据锅炉制造厂的技术规定取值,一�般为喷油咀额定出力的 15%~50%;
2)确定回油量时,应�保证锅炉在热负荷变化的调节范围内,油�系统和燃烧系统能安全、经济运行 ;�

3)回油管路应设置调节阀,根�据锅炉热负荷变化调节回油量。
4 输油管路宜采用输送流体的无缝钢管,并�应符合国家标准 《流体输送用无缝钢管》GB/Tg163

的有关规定。除设各、附件等连接处需要法兰连接外,其�余采用氩弧焊打底的焊接连接。法兰连接时 ,�

宜设有防止漏油事故的集油措施。管内平均流速:泵�吸入管≤1.51al/s,泵�压出管≤2.5m/s。

燃油系统附件严禁采用能被燃油腐蚀或溶解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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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锅炉配置机械雾化燃烧器时,在�日用油箱与燃烧器之间的管段上应设置油过滤器。其过滤网网

目不宜小于⒛ 目/cm,滤网流通截面积不宜小于其进口管截面积的2倍�。

6 每台锅炉的供油干管上 ,应�设关闭阀和快速切断阀。每个燃烧器前的燃油支管上 ,应�设关闭

阀。当 2台�或 2台�以上锅炉共用回油管时,在�每台锅炉的回油干管上应设止回阀。

7 供油管道宜顺坡敷设 ,管�道坡度不应小于0.3%。

8 接人锅炉房的室外油管道 ,宜�采用地上敷设。当采用地沟敷设时,地�沟与建筑物的外墙连接处

应填砂或用耐火材料隔断。

9 燃油管道垂直穿越建筑物楼层时,应�设置在管道井内,并�应靠外墙敷设 ;管�道井的检修门应采

用丙级防火门;燃�油管道穿越每层楼板处 ,应�设置相当于楼板耐火极限的防火隔断;管�道井底部 ,应�设

深度为 300mm填�砂集油坑。

10 �燃油管道穿越楼板、隔墙时应敷设在套管内,套�管的内径与油管的外径四周间隙不应小于

⒛mm,套�管内管段不得有接头 ,管�道与套管之间的空隙应用麻丝填实,并�应用不燃材料封口。管道穿

越楼板的套管 ,上�端应高出楼板 ω ~sOmm,套管下端与楼板底面 (吊�顶底面)平�齐。

ii �与蒸汽管道上下平行布置的燃油管道 ,应�位于蒸汽管道的下方。

8.10.6 �日用油箱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锅炉房日用油箱应布置在专用房间,与�其它房间的隔墙应是防火墙 ,通�往其它房间的门应是能

自动关闭的甲级防火门。

2 燃油锅炉房室内油箱的总容量,轻�油不超过 1尸�。室内油箱应安装在单独的房间内。当锅炉房

总蒸发量大于等于 30'h,或�总热功率大于等于 21MW时 ,室�内油箱应采用连续供油的自动控制装置。

当锅炉房发生火灾事故时,室�内油箱应自动停止进油。

3 室内油箱应采用闭式油箱。油箱上应装设直通室外的通气管,通�气管上应装设阻火器和防雨设

施。油箱上不应采用玻璃管式油位计。

4 油箱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油箱的布置高度,宜�使供油泵有足够的灌注头。

2)油箱通气口应高出屋面 1m以上 ,与�门窗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 3.5m。

3)日 用油箱的进油管和回油管 ,宜�从顶部插人 ,出�口均应位于油箱液位以下 (一�般插至离油箱底

部⒛0mm左�右 )�

4)油箱上的液位计 ,宜�采用可就地显示和远控联锁的电子式液位计 ,不�得使用玻璃管液位计。

5)室内油箱应装设将油排放到室外的紧急排放管 ,日�用油箱上的溢油管和紧急排放管应接至室外

事故油罐或室外地下贮油罐的底部。室外事故油罐的容积应大于等于室内油箱的容积 ,且�宜埋地安装。

①排放油管上并列装设手动和自动紧急排油阀。

②排放油管上的阀门应装设在安全和便于操作的地点。

③对地下 (室�)锅�炉房,室�内油箱直接排油有困难时,应�设事故排油泵。

④设置在民用建筑内的燃油锅炉房,自�动紧急排油阀应有就地启动、集中控制室遥控启动或消防防

灾中心遥控启动的功能。

6)油箱底部宜设置油水分离装置。

7)油箱液位计应与输油泵联锁,低�油位时启动输油泵,高�油位时停泵。

8)当室内油箱和贮油罐的油位高差,可�能产生虹吸作用时,应�采用措施避免虹吸。

9)油箱的接管均宜采用无缝钢管焊接。

8.10.7 �从锅炉房贮油罐输油到室内日用油箱的输油泵,不�应少于 2台�,其�中 1台�备用。输油泵的容

量不应小于锅炉房小时最大计算耗油量的 l10%。 在输油泵的进口母管上应装设油过滤器 2台�,其�中 1�

台各用。油过滤器滤网孔宜为 8~12目 /cm,滤网流通截面积宜为其进口管截面积的8~12倍。

8.10.8 �燃油锅炉房的油罐区、日用油箱间、油泵间的所有电力设各和电气设施,如�油泵、事故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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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气仪表、电动电磁阀门、灯具、电气插座等都应符合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的规定,正�确安装布置。
8·�10· 9 室内油箱间、油泵问、锅炉间等处应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系统 ,该�系统应和事故排风机联锁。8.10.,, 民用锅炉使用的气体燃料主要有天然气、焦炉煤气、液化石油气等。设计时应按实际使用气
源的详细技术数据,根�据气体燃料的特性、布置的特点选择燃气锅炉。
8.10.12 采用大气式燃烧的小型锅炉宜按低压供气设计;采�用燃烧机的锅炉宜按中压供气设计。燃用
液化石油气供气压力较高,一�般为 ~sO~I00kPa。 当缺少锅炉设计数据时,可�参照表8.10.12考�虑。

蒌
:·�10· 12 �燃烧器的额定供气压力 (表�压 kPa)

8.10.13 锅炉房燃气宜从城市中压供气管道上铺设专用管道供给,并�应经过滤、调压后使用。燃气锅
炉房应设置专用的调压设施和供气系统,以�保证锅炉房安全有效运行。燃气调压站 (间�)或�调压箱的
设计,除�应符合本措施第 12章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调压装置进气压力不大于0.4MPa时 ,可�设置在锅炉房的单层专用毗连建筑物内 :�1)该建筑与相邻房间用无门窗和洞口的防火墙隔开,与�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间距,应�符合 《城
镇燃气设计规范》GB5O0猫�的要求 ;�

2)该建筑耐火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规范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o16不�低于
“
二级

”
的设计规

定,并�应具有轻型结构屋顶爆炸泄压口和向外开启的门窗 ;�

3)地面为不发生火花的材料,泄�爆面积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 ;�4)通风换气次数要求见本措施第 4.4.4条�的有关规定 ;�

5)所有电气设施,均�应符合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sO058中 “1区�”的设
计规定。

2 调压装置进气压力不大于 0.4MPa时 ,调�压装置可设置在单层建筑的锅炉间内;调�压装置进气
压力不大于0.8MPa时 ,调�压装置可设置在单独、单层建筑的锅炉间内,但�应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本条第 I款�的 2)、 4)项的规定 ;�

2)调压器进、出口管径不大于 D鸭�0;
3)调压装置宜设不燃烧体护栏 ;�

4)调压装置除在室内设进口阀门外,还�应在室外引人管上设置阀门。
3 通风良好的燃气调压室、计量室的爆炸危险区域等级和范围的划分按建筑物内部及建筑物外壁

4·�5m内 ,屋�顶 (以�放散管管口计)以�上 7.5m内的范围为 2区�。
8.10.14 锅炉房燃气管道系统的设计,除�应符合本措施第 I2章的有关规定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在引入锅炉房的室外燃气管上,在�安全和便于操作的地点,应�装设与锅炉房燃气浓度报警装置
联动的

`总�切断阀,阀�后应装设压力表;当�调压站距锅炉房较远时,总�切断阀宜加装过滤器 ;�2 锅炉房的燃气计量装置宜单炉配置,集�中布置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台�数较多的小锅炉 (如�模块
炉),也可在锅炉房的燃气计量间内设置

`总�的计量装置 ;�

3 燃气管道应采用输送流体的无缝钢管,并�符合国家标准 《流体输送用无缝钢管》GB/Tg163,管�
道连接采用氩弧焊打底的焊接连接,管�道与设各、阀件、仪表等的连接可采用法兰连接 ;�

燃气管道与附件严禁使用铸铁件;在�防火区内使用的阀门,应�具有耐火性能 ;�4 锅炉房的燃气管道宜架空敷设;输�送相对密度 <0。 阝 的燃气管道,应�设在空气流通的高处;输�
送相对密度 >0.乃�的燃气管道,宜�装设在锅炉房外墙和便于检修的位置 ;�

液化石油气矿井气、液化气混空气 天然气、油田伴生气

2.8或�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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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燃用液化石油气的锅炉间和由液化石油气管道穿越的室内地面处 ,严�禁设有能通向室外的管沟

(井�)或�地道等设施 ;�

6 锅炉房的燃气管道不应穿越易燃或易爆品仓库、值班室、配变电室、电缆沟 (井�)、�楼梯间、

通风沟、风道、烟道和具有腐蚀性质的场所 ;�

7 燃气管道穿越楼板或隔墙时,应�符合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OO⒛ 中第 10.2.38条�的规定 ;�

8 燃气管道垂直穿越建筑物楼层时,应�设置在独立的管道井内,并�应靠外墙敷设。管道竖井要求

见本措施第 12.6.⒛�条。

8.10。 15 �燃气管道系统应按下列规定设置放散管、取样口和吹扫口等 :�

1 放散管、取样口和吹扫口的数量和位置应能满足将管道内的燃气或空气吹净的要求 ;�

2 放散管应引至室外,其�排出口应高出锅炉房屋脊 2m以 上,与�门窗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3.5m;�

3 密度比空气大的燃气放散,应�采用高空或火炬排放,并�应满足最小频率上风侧区域的安全和环

保要求 ;�

4 放散管管径可按表 8.10.15选�用。吹扫量可按吹扫段容积的 10~⒛�倍计算,吹�扫时间可采用

15~20n1in。�

表 8.10.15 燃气系统放散管管径

燃气管管径 DⅣ� DAl,5~DjⅤ 50 Djγ65~DAJB0 DⅣ�100� DⅣ�125~DⅣ�150�DArz00~DAJz50�DN300~D`ˇ 350�

放散管管径 DⅤ� DlV,5� Drlls2 DiⅤ40 DArs0� D`V65� D/Vs0�

8.10.16 锅炉房的调压间、燃气表间、锅炉间的事故排风机、照明灯具、电气插座等均应采用防爆型

产品。

8.10.17 燃气调压间、燃气表间、锅炉间以及其它有燃气设施的房间,应�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系统

并和相应部位的事故排风机联锁控制。

8.10.18 燃气系统的设各、管道以及烟囱等应设置防静电、防雷击的接地装置。

8.ll �常压热水锅炉、真空相变锅炉及模块炉锅炉房设计

8.ii.1 �常压热水锅炉房可用于供水温度≤呖℃的热水介质供热系统,锅�炉的单台功率≤2.8MW。�常

压锅炉用于高层建筑供热时,应�认真核算其能耗,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合�理确定供热系统方案。

8.ii.2 �常压锅炉的制造厂家必须具各由省 (市�)级�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颁发的、有效期内的
“
常

压锅炉制造许可证
”
,其�产品质量和出厂技术文件应符合 《常压热水锅炉通用技术条件》TB/IV985的

各项规定。

8.i,.3 �燃油、燃气的常压热水锅炉应有性能可靠的燃烧装置和完各的程序控制与安全保护设施。

8.i,.4 �常压热水锅炉本体最高处必须有直通大气的开孔,最�高水位处应设置超水位溢流管。

1 通大气孔的当量直径,不�得小于按下式计算出的数值 :�

De=⒛�十88× '√�万 (8.11.4)

式中 Dc—�—开孔当量直径 (mm);�

Q—�—常压锅炉额定热功率 (MW)。

2 通大气管道直径 (含�锅炉本体连接开口水箱连接管径)按�上式计算值取圆整数 ,见�表 8.11.4

I
h

表 8,11.4 �常压热水锅炉通太气管径

锅炉额定功率 (MW) 0.35 0 70 105� 1,40 1.75 2 10 2.45 2 80

通大气管管径 DN 80 100� L25� 150� 150� 150� 200�

3 通大气管的布置力求平直 ,与�大气畅通 ,管�上不得安装任何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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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锅炉本体连接开口水箱时,水�箱必须为开式 ,其�最高水位不应超过锅筒最高水位 ,且�有可靠的
防冻措施。

8·�J,。 5 常压热水锅炉房循环水系统的设计 ,应�有防止锅炉和高位膨胀水箱
“
跑水

”
、循环水泵汽蚀、

管道系统产生水击或振动的有效措施 ,保�证供热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
8.".6 当常压锅炉房需要同时向低层建筑和高层建筑供热,或�需要向两种不同供水温度的用户 (如�

采暖和空调系统)供�热时,可�采用带换热设备的二次间接供热系统。
8.i,.7 �常压热水锅炉系统循环水泵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循环水泵的流量 ,可�采用与承压热水锅炉房设计相同的方法计算 (见�本措施第 8,5.8条�)。�

2 循环水泵的扬程 ,应�根据不同情况按下式确定 :�

1)当锅炉循环水供热系统的最高点高于锅炉的最低水位时 :�

ff=/l+∠ /l!+△ 南2+△九3+△九4� (8.11.7-1)

式中 �″——循环水泵扬程 (m);

凡——循环水泵轴线至循环水系统最高点之间的位差 (m);当系统采用高位膨胀水箱定压时 ,�

取循环水泵轴线与高位膨胀水箱最高水位之间的位差值 (m);

Δ九l—�
—循环系统最不利环路的供、回水母管的阻力 (m);

Δ九2—�
—循环系统最不利用户内部的阻力或调节要求压差值 (m);

Δ凡3—�
—锅炉房内部管道系统阻力 (m);

Δ凡犭
——设计富裕量 ,取�2~5m。

2)当锅炉房设置在供热系统最高建筑的屋顶 ,或�循环水泵的安装高度高于供热系统的最高点时 :�

〃 =九�
′
+△�向1+∠九2+△九3+△九4� (8.1I.7-2)

式中 �″、△九
l、� △九2、� △凡3、� △汔4与�公式 (8.1I。�7-1)相 同 ;�

九′——循环水泵轴线和锅炉 (或�与锅炉通气管连为一体的锅炉水箱)的�最高水位的位差 (m)。�

3 当锅炉房设置有多台锅炉 ,热�水系统采用母管制时,循�环水泵的流量应考虑与锅炉出力相匹
配,避�免在锅炉启动时,将�锅炉

“
抽空

”
或将水位线降到最低水位以下。

4 循环水泵安装在锅炉的高温水侧 ,宜�采用热水泵。
5 循环水泵的安装位置 ,应�力求水泵进水口中线比锅炉最低水位低 2.0m。

6 从锅炉出水口至水泵进水口之间的管道 ,力�求短直、阻力小 ,水�泵进口阀门应采用阻力小的闸
阀或球阀,不�得使用调节阀。

7 循环水泵不应少于 2台�,当�其中任何一台停止运行时,其�余水泵的总流量应满足最大循环水流
量的需要。

8 并联运行的循环水泵 ,应�选用型号和特性曲线相同的水泵。
9 循环水泵宜采用调频控制。

8.ii.8 �常压热水锅炉进水管上安装的阻力调节阀,宜�选用调节范围大的专用阻力调节阀,不�宜用闸
阀、球阀等调程短的阀门。

8.ii。 9 常压热水锅炉循环水泵出口、回水管道的启闭阀进口应设置压力表 ;循�环水泵人口应设置量
程为 -0.1~0,∝�MPa的�压力真空表。

8.11.10 真空相变锅炉仅适用于水温≤85℃ 的热水供热系统;对�该类锅炉的管理可按照常压热水锅炉
的规定执行 ,单�台出力限定在 2.8MW以�内,一�般只宜用于中、小型锅炉房。
8.ii.,i 真空相变锅炉可根据用户要求在一台锅炉内设置多个换热单元,供�应不同参数和用途的热
水 ,但�调节管理较复杂,难�以同时满足各系统的运行要求。因此,不�宜采用一台锅炉内直接供应多个不

同供热参数的系统方案。

8.,i.12 真空相变锅炉的内置换热器 ,当�以不锈钢或铜质管材作换热元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于铜质换热器,要�求水中氯离子 Cl^含�量 (⒛�0m酽L,氨离子含量 NH圹 <1,0m酽�L,水中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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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和铁均 <1.0mbo/I';�

2 对于不锈钢换热器 ,要�求水中氯化物离子和氟化物离子的合计含量 <⒛�0m酽L;

3 钛管换热器对水质要求不受 1、�2款�条件的限制。

8.ii。 13 �真空相变锅炉的选型,要�特别注重燃烧控制系统和真空调节系统的可靠性 ,要�保证安全装置

(如�溶解栓)和�监控仪表的质量和先进性。

8.ii.14 真空相变锅炉及其管件的安装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锅炉前端离墙净距应满足换热器检修折卸的要求 ,锅�炉两侧及尾部应有运行操作配套仪表、阀

件的通道 ;�

2 锅炉基座和基础之间宜设置减振橡胶垫圈,并�用螺栓固定 ;�

3 换热器的进出水管道应设置支吊架 ,其�重量和热变形不得影响锅炉机组的出人口部位 ,锅�炉不

能直接承受扭曲和冲击 ;�

4 锅炉换热器进出水接口处应设置挠性承压软管,炉�前管段应采用在折卸换热器时可折卸的法兰

连接。当锅炉房循环水系统为母管制时,在�每根支管的折卸处应设置切断阀门。

8.i,.15 模块式锅炉可用于供热总负荷不大的锅炉房 ,在�一个锅炉房内模块式锅炉台数不应超过 10

台。总供热量宜≤1.4MW,且不宜设置于地下、半地下室。

8.i,.16 模块式锅炉一般采用负压燃烧、自然通风,在�同一水平烟道上要连接多个支烟道。因此烟道

要力求阻力小 ,防�止不同模块排出的气流互相干扰。烟囱应有足够的抽力 ,烟�囱烟道应进行保温。

8.11.17 模块式锅炉容量小、数量多 ,当�使用气体燃料或燃油时,管�道接口多,漏�气泄油的概率大。

因此 ,锅�炉房要保证自然通风良好 ,安�全报警检漏设各齐全 ,应�设置事故排风设各。

8.i,。 18 �模块式锅炉进出水管道及燃料供应管道等与总管应采用可折卸的法兰连接 ,保�证检修时设备

取装方便。

8.ii.19 模块式锅炉房循环水丿总管和各模块的进口水管的连接力求水力平衡 ,保�证各模块进出口水管

及其配件装卸方便 ,水�流阻力小。

8.ii.20 锅炉前端应有不小于 1.5m宽的运行操作通道,且�应满足维修要求;背�对型安装的锅炉应考

虑中间烟道和管道及其配件的操作维修方便,每�隔3~4m应设置不小于 1.0m的跨排通道。

8.12 �电锅炉房设计

8.12.1 �电能为高级能源,拟�用作供热热源时,应�根据国家政策和当地条件,并�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

才可考虑建电锅炉房作供热热源。应符合8.2.9条�第 7款�的条件。

8.12.2 �电锅炉房的工艺设计应符合 《锅炉房设计规范》GB5OO41、� 《蒸汽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热水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锅炉水质》GB1~sT6及�其它有关的现行国家标准规范的规定。

8.12.3 �供热电锅炉房,应�按蓄热式供热系统设计。尽可能使用低谷电。

对于因条件限制,不�能设置足够容量的蓄热容器满足全用低谷电的用户,在�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可�

按合理比例设计谷电 +平�电运行方式的部分蓄热电锅炉房。

8.12.4 �电锅炉房设计,应�力求准确计算供热系统的最大小时用热量和全日总热负荷,作�为合理可靠

选用设各,确�定锅炉房规模的依据。

8.12.5 �蓄热式电热锅炉房的设计规模和总热负荷应根据用户供热系统的热负荷曲线和蓄热量比例及

锅炉运行方式合理确定,一�般可按下式估算 :�

Q=K[⒇ %+凡㈥×0+∵⑺+Ⅵ�+-⒉Lf;军�望1]
(W);式中 Q——锅炉房总负荷

Κ——室外管网热损失系数 ,同�8.2.6条�;�

ˉ
︱
匕
巳

(8.12.5)



F1——采暖供热面积 (m2);�

凡——空调供热面积 (m2);�

Fi——生活、生产等非以h连�续供热用户的建筑面积 (`);
g】�
——采暖供热指标 (W/m2),由�采暖设计提供 ;�

%—�—空调供热指标 (W/m2),由�空调设计提供 ;�

gi——生活、生产等非 zzIh连续供热用户的用热指标 (W//m2);

”
——采暖、空调供热时段不平衡修正系数 ,一�般取 叩=0.7~0.8,办�公楼、学校可取较小值 ,�

医院、住宅、宾馆等取较大值 ;�

r—�—蓄热时间 (h);

0ir 生活、生产等非γh连�续供热用户全日用热量 (W)。�
8·�12.6 �锅炉房宜采用高温蓄热系统,而�供热系统宜采用较低的供水温度 (与�室内采暖设计协调);蓄
热水最低运行温度应比供热系统 (二�次水系统)的�供水温度高 10℃左右。
8·�12· 7 电热锅炉选型,应�综合考虑下列要求 :�

1 在锅炉房布置条件许可时,宜�选用制热蓄热一体化、蓄热温度高的承压电锅炉 ;�2 电锅炉应配各高质量、使用寿命长的电热元件 ;电�热元件组件应装卸方便 ,且�配置有逐级投人
一退出的步进式控制程序 ,在�启动和运行中,不�致对电网造成冲击 ;�

3 电锅炉应具有先进完善的自动控制系统 ,应�配置安仝可靠的超温、超压、缺水、低水位等参数
的自动保护装置;电�路系统应配各过流、过载、缺相、短路、断路等项目的自动保护装置,在�保护装置
动作时应有相应的报警信号显示 ;�

4 电锅炉应配置完整的阀件仪表 ,宜�配各可靠的辅助设各 ;�

5 电锅炉的单台容量应和电力变压器的容量相匹配,同�一台锅炉不宜由多台变压器供电,但�多台
小容量电锅炉及其它电气设各可共用一台变压器 ;单�台锅炉的功率不宜大于 2.4MW;

6 锅炉房宜设置两台或两台以上的电锅炉。
8·�12· 8 蓄热电锅炉房的蓄热水温度 ,在�运行中会不断降低 ,为�保证供热系统供回水温度要求 ,可�采
用如下控制措施 :�

1 对于由蓄热水直供的供热系统,可�调节循环水泵进水侧回水量和蓄热水量的比例达到供水温度
要求 ;对�于电热锅炉直供的供水温度可通过改变电热管组投人数量自动调节供水温度 ;�2 对于蓄热水 (含�边蓄边供)和�供热水各自分开的锅炉房热力系统,可�调节通过换热器的一次水
流量,控�制一、二次水之间的换热量 ,达�到二次水的供水温度要求。对一次水的流量调节宜采用如下措
施 :�

1)一次水循环水泵选用变频调节水泵 ,根�据二次水供水管上温度传感器的输出讯号进行调频 ,使�
水泵在换热要求的流量工况下运行 ;�

2)在一次水循环水泵的进水侧管道上设置电动调节阀或自力式自动调节阀,根�据供热系统供水或
回水管上的温度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按�设定参数要求 ,调�节阀门开度 ,控�制进水流量。
8·�12.9 �专用于蓄热时驱动电热锅炉和蓄热水箱之间的循环水泵设置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水泵允许介质温度 ,应�比锅炉额定出水温度高 10~15℃�
;�

2 水泵流量按电锅炉额定出力条件下 ,进�出水温差为 10℃ 时,计�算流量的 1.1倍�考虑 (当�锅炉制
造厂另有规定时,按�锅炉厂规定 );

3 水泵扬程按该循环系统中电锅炉、蓄热水箱及管路系统三部分的阻力之和 ,�

压头确定 ;�

再加 2~5m的 富裕

4 循环水泵不宜少于两台,当�其中任何一台停止时,其�余水泵的总流量应能满足最大循环水流量
的需要 ;�

5 并联运行的循环水泵应为相同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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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10 兼作蓄热水泵和高温水 (一�次热水)狈�刂循环水泵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水泵允许工作介质温度 ,应�比锅炉额定出水温度高 5~10℃ 。

2 循环水泵台数 :对�低温蓄热的锅炉房 ,不�宜少于 2台�,对�高温蓄热的锅炉房不宜少于 3台�;当�

其中任何一台停止时,其�余水泵的并联运行总流量应能满足最大循环水流量的要求。

3 循环水泵并联运行的`总�流量按下列两种计算值较大值的 1.1倍�考虑 :�

1)电热锅炉额定出力条件下 ,进�出水温差为 10℃ 的计算流量 ;�

2)按换热系统所有换热器在额定出力条件下 ,换�热中高温水 (即�蓄热水)的�进出口温差为 15℃
,�

且高温水的出口温度比二次供热水回水温度高 5~10℃ 时的高温水计算流量。

4 循环水泵的扬程 ,按�该循环水系统中最大流量时电锅炉、换热器、蓄热水箱等项的内部水流阻

力和管道系统的阻力之和,再�加 2~5m的富裕压头确定。

5 并联运行的循环水泵应为相同型号。

8.12。 ii �电热锅炉房对土建、通风采暖和给排水设施的要求与其它锅炉房设计的通用要求基本相同。

8.12.12 电锅炉房蓄热水箱 (罐�)总�有效容积 ,可�按下式计算 :�

⒊强Κ×[G犸 +F2×�刁D×�(∵�)Ⅵ�+典�/]× ⒇°
I`~�/=

C×�ρ×Δ艺

(8.12.12)�

式中 y——蓄热水箱 (罐�)有�效计算容积 (耐�);

C—�—水的比热 (kJ/(炖�·℃)〕�;�

ρ
——水的密度 (k酽亻 );

加 ——蓄热水箱内开始蓄热水温和蓄热最高水温之差 (℃�)。�

其它符号含义同8.12.6条 。

8.12.13 蓄热水箱 (罐�)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蓄热水箱宜采用钢质材料、焊接加工制造 ;�

2 蓄热水箱 (罐�)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常�压水箱 (罐�)的�设计制造应符合 《钢制焊接常压容

器》JB/W侣 5的�规定;承�压蓄热水箱 (罐�)的�设计制造应符合 《钢制压力容器》GB150的�规定 ;�

3 蓄热水箱 (罐�)应�配置进出水管、排污管、水位计、温度计等,常�压水箱 (罐�)还�应设置溢流

管,承�压水箱 (罐�)还�应配置压力表、安全阀及相关的温度、压力传感器;各�种管接头和测试点的位

置应合理布置,保�证蓄热和供热时箱内水流和温度场分布合理 ;�

4 蓄热水箱应配置检修人孔,必�要时还应配置内外爬梯,水�箱内部应考虑设置在蓄热时防止进出

水流短路、运行时防止箱内温度场不合理的措施 (布�水器);

5 蓄热水箱 (罐�)内�外表面应刷防锈油漆,外�表面应保温,其�保温外壳表面温度宜控制在犭 ~�

30℃ 左右,室�外设置的蓄热水箱 (罐�)还�应有可靠的防雨防冻措施 ;�

6 锅炉房蓄热水箱不宜少于2个�。大型方形水箱可设计成隔板水箱,以�便于水流加温和分段排污

及检修。

8.12.14 电锅炉房的位置宜靠近本地区或本部门的总变配电站,当�锅炉单独设置变配电设各时,锅�炉

房和变配电设施宜靠近高压电网布置。

8.12.15 电热锅炉房的电气设计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

1 电热锅炉房宜按一、二级负荷设计 ;�

2 电锅炉额定工作电压一般为 380Ⅴ�,工�作电压的波动应控制在9O%~110%的 范围内;�

3 电热锅炉和大型用电设备应设置可靠的接地装置 ;�

4 对危及工作人员安全或电热装置正常运行的静电荷 ,应�采取接地、屏蔽或提供足够距离等措施 ;�

5 电锅炉房对电气设计的其它要求和一般锅炉房相同。

}
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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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烟气净化、噪声治理《烟气佘热利用

8·�13.1 �锅炉房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和�所
在地有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
8·�13.2 �锅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1 燃煤锅炉烟尘排放量和排放浓度的计算 :�

1)单台燃煤锅炉烟尘排放量可按下式计算 :�

〃砬=冗�00×
(卜�

黹
)×�(龋�十

石 孝 黯 甑 丽
)×�i钆�

式中 �″茄
——单台燃煤锅炉烟尘排放量 (mg/s);�

B—�—锅炉耗煤量 (t/h);

叼c—�—除尘效率 (%);

⒕盯——燃料的收到基含灰量 (%);

%—�—机械未完全燃烧热损失 (%);

Qnd.亦
——燃料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kJ/kg);

α凡∵一锅炉排烟带出的飞灰份额,链�条炉燃用烟煤取 0.2,燃用无烟煤取 0.3。�

2)多台锅炉共用一个烟囱的烟尘
`总�
排放量按下式计算 :�

〃A〓�Σ丿胚荪

式中 i呸A—�—多台锅炉共用一个烟囱的烟尘总排放量 (mg/s);�

岷i—�
—单台锅炉烟尘排放量 (mg/s)。

3)多台锅炉共用一个烟囱出口处烟尘的羽;放�浓度按下式计算 :�

(8.13.2-1)

(8.13.2-2)

CA〓
i`A×�3600

∑G×�≠留磊百×肾
(8.13,2-3)

式中 �εA—�—多台锅炉共用一个烟囱出口处烟尘的排放浓度 (标�态)(mg/Nma);
∑Qi—

—排人同一烟囱的每台锅炉烟气总量 (m3/h);�

莎——烟囱出口处烟温 (℃�);

P—�—当地大气压 (kPa)。�

2 燃煤锅炉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计算 :�

1)单台锅炉二氧化硫排放量可按下式计算 :�

甄。2=冗0O×
c×�(卜�

孺 )×�
斋严 毙

式中 �岷%—�
—单台锅炉二氧化硫排放量 (mg/s);�

B—�—锅炉耗煤量 (t/h);

c—�—含硫燃料燃烧后生成 s02的�份额 ,随�燃烧方式而定 ,链�条炉取 0.8~0。�gs;�

叼s。�2—�
—脱硫率 (%),干式除耸器取 飞%〓�0,其它脱硫除尘器可参照产品特性选取 ;�

s盯�——燃料的收到基含硫量 (%);

“ ——S02相�对分子质量 ;�

笼 ——s相�对分子质量。

2)多台锅炉共用烟囱的二氧化硫总排放量和烟囱出口处二氧化硫的排放浓度可参照烟尘排放的计
算方法进行计算。

3 燃煤链条炉排锅炉氮氧化物排放量的计算 :�

(8.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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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单台锅炉氮氧化物排放量可按下式计算:�

‰ =粜� :×�∞η+lO‰�%×�鲡J� (8.13.2-5)

式中 GN%——单台锅炉氮氧化物排放量 (m酽 s);�

B—�—锅炉耗煤量 (t/h);

卩
——燃烧时氮向燃料型 N02的�转变率 (%),与 燃料含氮量 n有�关 ,一�般层燃炉取 犭%~

50%;

叼
——燃料中氮的含量 (质�量分数)(%),燃�煤为 0.5%~2.5%,取平均值 1.5%;�

%—�—燃烧生成的烟气量 (标�态)(N矿�/炖�);

CN%—�—燃烧时生成的温度型 N02的�浓度 (标�态)(m酽�N沪�),一般取 9~s.8m酽 N沪�。

②多台锅炉共用一个烟囱的氮氧化物`总�
排放量和烟囱出口处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可参照烟尘排放的

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8.13。 3 锅炉房除尘设各及其系统的选择和设计应考虑下列基本原则 :�

1 除尘装置和锅炉机组宜一对一配置。当锅炉容量较大时,也�可一台锅炉配二台或多台除尘器并

联运行,并�联的除尘器之间,烟�量分配应尽量均匀,灰�斗之间不得窜风。

2 除尘器的选型,应�根据锅炉额定出力时的烟尘初始排放浓度、燃料成分、烟尘性质和除尘器对

负荷的适应性等技术经济因素确定。应选用高效、低阻、负荷变化适应性好、耐磨耐蚀、价格合理,能�

满足烟气排放标准的除尘装置。

3 在满足烟气排放标准的前提下,宜�优先考虑干式旋风除尘器 (其�体积小,价�格较低 )。� 单台额

定蒸发量≤6t/h或单台热功率≤4.2MW的�层燃室燃煤锅炉,宜�采用干式除尘器。

当干式除尘装置达不到烟气排放标准时,可�采用湿式除尘系统。使用碱性水质的湿式除尘器 (如�

麻石水膜除尘器等),兼备除尘和脱硫效果,效�率较高;当�湿式除尘仍达不到烟尘排放标准时,可�采用

除尘效率更高的袋式除尘或静电除尘设施。

4 除尘器及其附属设施应符合下述要求 :�

1)除尘器及其附属设施应有防腐蚀和防磨损的措施 ;�

2)除尘器应设置可靠的密封排灰措施 ;�

3)除尘器排出的灰尘应设置妥善运输和存放的设施,有�条件时,灰�尘可进行综合利用。对于采用

重型链条出渣机和水力冲灰渣的锅炉房,宜�将除尘器收集的烟尘用水冲入除渣系统一起排出。

5 露天布置的除尘器及排烟管道,应�有防雨和防腐蚀措施。

8.13.4 �湿式除尘的系统设计应考虑下列要求 :�

1 湿式除尘系统应采用闭式循环系统,设�置灰、水分离设施,循�环用水 ;�

2 湿式除尘器及其除尘器后的排烟管道应有可靠的防腐措施 ;�

3 除尘器后应设置烟气脱水装置 (如�旋流板、脱水副筒),采取防止烟气带水排放和在后部烟道

及引风机结露的措施 ;�

4 在严寒地区的灰、水处理系统应有防冻措施 ;�

5 除尘系统排放的含尘废水,必�须经无害化处理,符�合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叨�8后�,才�能

排入下水道 ;�

6 湿式除尘的补充水尽量利用锅炉的排污水和其它工业碱性废水 ;�

7 应有 PH值、液气比和s02出�口浓度的监测和自控装置。

8.13.5 �为保证锅炉房排烟中的 S02和�NOx的�含量符合排放标准要求,可�考虑下列措施 :�

1 采用低硫优质煤作锅炉燃料 ;�

2 选择合适的锅炉炉型和燃烧设各,减�少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 S02和�NOx,女口选用配置有向燃烧

室喷射石灰石粉的循环流化床锅炉;炉�膛出口过量空气系数小、燃料和空气混合好、炉膛火焰中心温度



较低,配�置有二次送风装置的锅炉等 ;�

3 配置专用的脱硫、脱氮氧化物装置,如�湿式电气脱硫设各,低�氮燃烧器、根据催化还原法,吸�
收法或固体吸附法制造的脱 S02和�NOx装�置 ;�

4 锅炉房配置具有除尘、脱硫作用的湿式除尘系统,如�利用锅炉连续排污水,或�其它碱性水 (如�
Na0H、 ca(0H)2⋯�⋯的碱性水)作�喷淋水的麻石除尘器系统。
8·�13· 6 位于城市的锅炉房,其�噪声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⒆6的�规定。锅
炉房噪声对厂界的影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⒛�锶 的规定。锅炉房内
噪声,应�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肛 的有关规定,见�表 8.13.6~1和表 8.13,6~2。

表8.13.6~1  声环0竟�质量标准 [dB (A)] (GB3096-2oO8)�

表 8.13.6~2 �锅炉房内噪声

锅炉房区域名称 锅炉间、水处理间 控制室、化验室 办公室 值班、休息室
允许最大噪声值 dB(A)� ≤85 ≤70 ≤60 ≤60

注:本�表按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I-⒛�o2有关噪声数据编制。
8·�13· 7 锅炉房的噪声治理 ,应�考虑下列措施 :�

1 合理布置锅炉房的设各分区,尽�可能将产生噪声大的设备集中布置,并�远离对环境噪声要求严
格的方位和房间 ;�

2 锅炉房的风机、多级水泵、燃油、燃气燃烧器和煤的破碎、筛选装置等设各 ,应�选用噪声较低
的设各,并�应采取降噪和减振措施 ;�

3 对风机、原煤破碎机、多级水泵、燃烧器、传动机械和其它电动机等高噪声设各应分别加隔吸
声罩 ,或�集中布置在隔声间内,隔�声间应采用隔声门窗 (如�双层真空玻璃窗),墙壁贴吸声材料等隔声
措施 ;�

4 设置在民用建筑内的锅炉房及宾馆、医院和精密仪器车间附近的锅炉房 ,其�风机、多级水泵等
设各与其基础之间应设置隔振器 ,设�各与管道连接应采用柔性接头连接,管�道支承采用弹性支吊架 ;�5 设置在民用建筑内的锅炉房的墙、楼板、隔声门窗的隔声量 ,应�不小于 35dB(A);

6 在鼓风机的吸人田、噪声设各的隔声间或隔声罩的进风口等处宜设置消声器 ;进�风量大的鼓风
机进风道可设计成消声进风道 ;�

7 消声器额定风量应≥鼓风进风量,消�声器阻力应≤设各允许阻力 ;�8 燃油、燃气锅炉房烟囱,如�高度较低 ,与�建筑物较近时,其�烟囱上宜设置消声装置。
8·�13· 8 燃煤锅炉烟气余热利用

1 燃煤锅炉排烟温度较高时,可�设烟气余热回收装置。
蚀的限制,烟�气温度不应低于烟气的露点温度。

排烟温度的降低受锅炉尾部受热面低温腐

2 增加烟气余热回收的燃煤锅炉,必�须复核其引风机抽力对尾部受热面增加的烟气阻力的适应性。
8·�13.9 �燃气锅炉烟气余热利用

1 锅炉烟气余热回收装置的排烟温度不应高于 100℃�,要�采取措施防止锅炉尾部受热面低温腐蚀。

康复疗养区、特殊住宅区

居民、文教区,科�研、办公区

商业、居住、工业混杂区

工业集中区

交通干线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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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下情况应设余热回收装置 :�

1)热水温度不高于ω℃的低温供热系统 ;�

2)散热器采暖系统。

3 增加烟气余热回收装置的燃气锅炉,必�须复核其燃烧器 (燃�烧系统)对�尾部受热面增加的烟气

阻力的适应性。

8.14 �锅炉房的热工监测和热工控制

8.14.1 �锅炉机组必须按下述规定装设监测各运行参数的仪表 :�

1 蒸汽锅炉 :�

1)蒸汽锅炉必须装设指示仪表监测下列安全运行参数 :�

①锅炉蒸汽压力 ;�

②锅筒水位 ;�

③锅筒进口给水压力 ;�

④省煤器进、出口水温和水压 ;�

⑤单台额定蒸发量大于等于⒛t/h的�蒸汽锅炉,除�应装设本条①、②款参数的指示仪表外,尚�应装

设记录仪表。

注:1 �采用的水位计应有双色水位计或电接点水位计的一种。

2 锅炉有省煤器时,可�不监测给水压力。

2)蒸汽锅炉机组应装设的监测安全、经济运行参数的仪表见表 8.14,1-1。

表 8.14.1-1 �蒸汽锅炉机组应装设的监测安全、经济运行参数的仪表

序号 监测项 目

单台锅炉额定蒸发量 Q(t/h)

0≤�4� 4<Q(⒛ 0≥�20

指示 积算 指示 积算 指示 积算 记 录

L� 锅筒蒸汽压力 /� 冫 /� V/

2� 锅筒水位 冫 V/ V/ 冫

3� 锅筒进口给水压力 冫 冫 冫

4� 省煤器进口水压力 冫 冫
y�

5� 省煤器出口水压力 冫 冫 冫

6� 省煤器进口水温 V/ X/ /�

7� 省煤器出口水温 冫 /� 冫

燃料量 (煤�、油、燃气 )� 冫 X/ 冫

蒸汽流量 y� 冫 V/ X/ 冫 冫 ￠

给水流量 冫
y� V/ 冫

排烟温度 冫 √ 冫

排烟含 02量或含 C02量� 冫 冫 冫

排烟烟气流速 冫 /�

14 排烟烟尘浓度 V/ 冫

排火因SO2冫�仅度 冫 k/

炉膛出口烟气温度
y� 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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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4.1-1

序号 监测项 目

单台锅炉额定蒸发量 Q(t/h)

Q≤�4� 4<Q(⒛ 0≥�20

指示 积算 指示 积算 指示 积算 记 录

对流受热面进口烟气温度 V/ 冫

对流受热面出口烟气温度 V/ V/

省煤器出口烟气温度 y� 冫

20 湿式除尘器出口烟气温度 V/ y�

空气预热器出口热风温度 冫 y�

22 炉膛烟气压力 冫 y�

23 对流受热面进口烟气压力 V/ 冫

24 对流受热面出口烟气压力 冫 冫

25 省煤器出口烟气压力 冫 V/

空气预热器出口烟气压力 冫 /�

除尘器出口烟气压力 冫 冫

一次风压 冫 y�

风室风压 冫 冫

30 二次风风压 冫 冫

给水调节阀开度 X/ V/

给煤机转速 冫 /�

薮风机进口挡板开度或调速风机转谌 冫 冫

引风机进口挡板开度或调速风机转迓 冫 /�

鼓风机负荷电流 冫

引风机负荷电流 冫

注:1 �表中
“
冫
”

为需装设 ,“�
—”

为不需装设。

2 4t/h(Q<⒛�t/h火�管及水火管锅炉,当�不便装设烟风系统参数仪表时,可�不监测。

3 带空气预热器时,排�烟温度是指空气预热器出口烟气温度。

4 4t/h(Q(zOt/h锅炉有条件时可装设检测排烟含氧量的仪表。

2 热水锅炉 :�

热水锅炉机组应装设的监测安全、经济运行参数的仪表见表 8.14.1-2。

表 8.14.1-2 �热水锅炉机组应装设的监测安全、经济运行参数的仪表

序 号 监测项 日

单台锅炉额定热功率 Q(MW)�

Q≤�28 2·�8(Q<14 Q≥�14

指示 积算 指示 积算 指示 积算 记 录

1� 锅炉进口水温 冫 冫 冫

2� 锅炉出口水温 /� V/ 冫 冫

3� 锅炉进口水压 /� /� V/

4� 锅炉出口水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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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燃油锅炉、燃气锅炉除配各上述第 1、�2款�规定的监测仪表外,还�必须装设下列参数的指示仪

1)燃气锅炉 :�

①燃烧器前的燃气压力 ;�

②锅炉后或锅炉尾部受热面后的烟气温度。

2)燃油锅炉 :�

①燃烧器前的油温和油压 ;�

②带中间回油的回油油压 ;�

③燃烧器前的空气压力 ;�

表 :�

纣妨良8.14.1-2

序号 监测项 目

单台锅炉额定热功率 0(MW)�

0≤�2.8� 28<Q≤ 14 0≥�14

指示 积算 指示 积算 指示 积算 记 录

5� 锅炉循环水流量 冫 y�
冫 冫

6� 燃料量 (煤�、油、燃气 )� 冫 冫 冫

7� 排烟温度 冫 /� V/

8� 排烟含 o2量或含 C02量� V/ √ √

9� 排烟烟气流速 冫 V/

10 排烟烟尘浓度 /� /�

排烟 so2浓�度 X/ V/

炉膛出口烟气温度 冫 y�

对流受热面进口烟气温度 V/ V/

14 对流受热面出口烟气温度 V/ V/

省煤器出口烟气温度 V/ V/

湿式除尘器出口烟气温度 /� 冫

17 空气预热器出口热风温度 /� V/

炉膛烟气压力 /� ￠

对流受热面进口烟气压力 冫 冫

20 对流受热面出口烟气压力 冫 /�

省煤器出口烟气压力 y�
V/

22 空气预热器出口烟气压力 冫 /�

除尘器出口烟气压力 y�
冫

一次风压 冫 /�

风室风压 ￠ 冫

二次风风压 /� V/

给煤机转速 X/ V/

鼓风机进口挡板开度或调速风机转速 y� X/

引风机进口挡板开度或调速风机转速 冫 冫

30 鼓风机负荷电流 冫

引风机负荷电流 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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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锅炉后或锅炉尾部受热面后的烟气温度。

⒏14.2 �锅炉房各辅助设备应按表8.14,2的规定装设仪表,监�测各运行介质的参数。

表8.14.2 �锅炉房辅助设备必备监测仪表

设备名称 监测参数
仪表类别

指示 积算 记 录

水泵、油泵

水泵、油泵出口压力 V/

循环水泵进口水压 冫

循环水泵出口水压 冫

汽动水泵进汽压力 /�

水泵、油泵负荷电流 (无�集中仪表箱或功率 (⒛�kW时可不装 )� 冫

热力除氧器

除氧器工作压力 (宜�引到控制室)� V/

除氧水箱水位 (宜�引到控制室 )� /�

除氧水箱水温 冫

除氧器进水温度 ￠

蒸汽压力调节器前汽压 冫

蒸汽压力调节器后汽压 /�

真空除氧器

除氧器进水温度 冫

除氧器真空度 (宜�引到控制室 )� 冫

除氧水箱水位 (宜�引到控制室 )� 冫

除氧水箱水温 V/

射水抽气器进口水压 /�

解析除氧器
喷射器进口水压 /�

解析器水温 冫

离子交换水处理

离子交换器进口水压 √

离子交换器出口水压 √

离子交换器进水温度 (无�加热过程时不装 )� 冫

软化或除盐水流量 冫

再生液流量 V/

减温减压器

高压侧蒸汽压力 冫

低压侧蒸汽压力 冫

高压侧蒸汽温度 V/

低压侧蒸汽温度 冫

减温水压力 冫

减温水流量 冫

减温水温度 冫

高压侧蒸汽流量 冫

低压侧蒸汽流量 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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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14.2

设备名称 监测参数
仪表类别

指示 积算 记 录

换热器

被加热介质进、出口总管流量 /� 冫 冫

被加热介质进口丿总管压力 V/

被加热介质出口总管压力 冫

被加热介质进口总管温度 √

被加热介质出口总管温度 √

加热介质进口总管压力 √

加热介质出口总管压力 冫

加热介质进口总管温度 V/

加热介质出口总管温度 冫

加热蒸汽压力 冫

加热蒸汽温度 冫

每台换热器加热介质进口压力 冫

每台换热器加热介质出口压力 V/

每台换热器加热介质进口温度 冫

每台换热器加热介质出口温度 冫

每台换热器被加热介质进口压力 /�

每台换热器被加热介质出口压力 冫

每台换热器被加热介质进口温度 V/

每台换热器被加热介质出口温度 V/

蒸汽凝结水

凝结水水质电导率 冫

凝结水 pH值 V/

凝结水流量 冫 冫 冫

凝结水水温度 冫

燃煤系统 煤仓料位 y�

水箱、油箱
液位 y�

温度 (水�箱 )� 冫

酸贮罐 液位 y�

连续排污膨胀器
压力 V/

液位 冫

热水系统加压膨胀箱
压力 冫

液位 y�

热水 系统供、回水

总管

压力 y� V/

温度 冫 冫

8.14.3 �锅炉房必须装设表8.14.3所列举的报警信号装置。



表 8.14.3 �锅炉房必须设置的报警信号装置

序号 报警项 目名称

1� 锅筒:水�位过低;水�位过高

2� 锅筒出口蒸气压力:过�高

省煤器出口水温:过�高

热水锅炉出口水温:过�高

3�

4�

5� 连续给水调节系统给水泵:设�备故障停运

6� 炉排 :设�各故障停运

燃油、燃气锅炉:风�机设备故障停运;炉�膛熄火设各故障停运

燃油锅炉房贮油罐和日用油箱 :油�位过低;油�位过高

燃气锅炉燃烧器前燃气干管:燃�气压力过低;燃�气压力过高

热水系统循环水泵:设�备故障停运

换热器出水温度:过�高

10

12 热水系统高位膨胀水箱水位 :过�低

除氧水箱水位 :过�高 ;过�低

自动保护装置动作

燃气调压间、燃气锅炉间、油泵间的可燃气体浓度 :� 过高

8·�14.4 �锅炉房应装设表8,14.4所列举的供经济核算的计量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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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5 热工监测和热工控制仪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温度测试取源部件应安装在介质温度变化灵敏和具有代表性的位置,在�管道上安装时,取�源部
件的轴线应与管道轴线相交;热�电偶的取源部件宜远离强磁场 ;�

2 压力测试取源部件应安装在介质流速稳定的位置,其�端部不应超过设各或管道的内壁;在�管道
上安装时,测�气体压力应布置在管道的上半部;测�蒸汽压力应布置在与管道水平轴线成 0°�~笱�°夹角的
上半部或下半部 ;�

3 流量测试取源部件 (孔�板、喷嘴或文丘里管)的�安装位置要求和测压取源部件安装要求相

表 8,14.4 �锅炉房应装设的计量仪表

序号 测量项目
仪表类别

备注
指示 积算 记 录

1� 锅炉房总蒸汽流量 冫 /� 冫

2� 一、二次热网循环水流量、总供热量 √ X/

3� 煤、油或燃气总耗量 冫

4� 原水总耗量 k/ 冫

凝结水回收量 y�
V/

热水系统补给水量 V/ V/

7� 锅炉房总动力耗电量 冫 √

锅炉房照明耗电量 V/ 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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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同时要求在其上下游侧管道保持一定的直管段。测蒸汽流量时,两�个冷凝器的安装标高必须一

致。

8.14.6 �锅炉房下列设各和工艺系统应设置自动调节装置 :�

1 蒸汽锅炉应设置给水自动调节装置;额�定蒸发量≤4t/h的蒸汽锅炉可设置位式给水自动调节装

置;额�定蒸发量≥6t/h的蒸汽锅炉宜设连续给水自动调节装置 ;�

采用给水自动调节时,各�用电动给水泵宜装设自动投入装置 ;�

2 热水系统应设置自动补水装置;加�压膨胀水箱应设置水位和压力自动调节装置 ;�

3 燃油、燃气锅炉应装设燃烧过程自动调节装置 ;�

4 热网供热系统宜装设温度补偿器 ;�

5 换热站 (间�)一�次水管宜设置加热介质流量自动调节装置 ;由�温度补偿器按室外温度调节一次

水的流量 ,以�控制二次水的供水温度 ;�

6 热力除氧设各应设置水位自动调节装置和蒸汽压力自动调节装置 ;�

7 真空除氧设各应设置水位自动调节装置和进水温度自动调节装置 ;�

8 锅炉房内多台锅炉应综合协调自动控制 ,宜�采用集散控制系统 ;�

9 燃煤锅炉鼓引风机应装设变频调节转速装置 ;�

10 �电力驱动的设备、阀门和烟风道阀门可按需要设置远距离控制装置 ;�

11 �燃油燃气锅炉 ,应�设置点火程序控制和熄火保护装置 ;�

12 �采用各用电动给水泵宜装设自动投入装置 ;�

13 �热水系统的循环泵、补给水泵应装设变频调节转速装置。

8.14.7 �锅炉房的下列设各和工艺系统应设置电气联锁装置 :�

1 燃油、燃气锅炉 ,应�设置下列电气联锁装置 :�

1)鼓风机故障时,自�动切断燃料供应 ;�

2)燃油、燃气压力低于规定值时,自�动切断燃油或燃气供应。

2 连续机械化运煤系统的各运煤设各之间应设置电气联锁装置。

3 连续机械除灰渣系统的各设各之间应进行联锁控制。
∶ 4 �运煤和煤制各设备应与其局部通风和除尘装置联锁。

5 燃油、燃气锅炉和配备燃烧自动控制的燃煤锅炉,对�其燃料供应系统和通风系统的设各 ,应�按
程序控制要求 ,实�现自动联锁控制。

6 层燃锅炉的鼓风机、引风机和锅炉炉排减速箱等加煤设各之间,应�装设电气联锁装置。

7 锅炉的鼓风机和引风机之间,应�设置自动联锁装置。启动时先开引风机 ,停�机时先停鼓风机。

8.14.8 �锅炉房的下列设各和工艺系统应设置自动保护装置 :�

1 蒸汽锅炉应设置极限低水位保护装置 ,蒸�发量≥6t/h的锅炉 ,应�设置蒸汽超压保护装置 ;�

2 热水锅炉应设置在锅炉运行压力降低到热水可能气化、水温升高超过规定值或循环水泵突然停

止运行时,能�自动切断燃料供应和停止鼓、引风机运行的保护装置 ;�

3 燃油、燃气锅炉,应�设置点火程序控制和熄火保护装置。

8,15 �锅炉房对土建、电气、采暖、通风及给排水专业的设计要求

8i15.1 �锅炉房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和耐火等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锅炉房应属于丁类厂房 ,单�台蒸汽锅炉额定蒸发量大于 4t/h或单台热水锅炉额定热功率大于

2.8MW时�,锅�炉间建筑不应低于二级耐火等级 ;单�台蒸汽锅炉额定蒸发量小于等于 4t/h或单台热水锅

炉额定热功率小于等于 2.8MW时�,锅�炉间建筑不应低于三级耐火等级 ;�

设在其他建筑物内的锅炉房,锅�炉间的耐火等级 ,均�不应低于二级耐火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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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轻柴油的油箱间和油泵间应属于丙类生产厂房 ,其�建筑物均不应低于二级耐火等级 ,上�述房间
布置在锅炉房辅助间内时,应�设置防火墙与其它房间隔开;通�向其它房间的门窗必须为甲级防火门窗 ,�

并应能自行关闭 ;�

3 燃气调压间应属于甲类生产厂房 ,其�建筑物不应低于二级耐火等级 ,与�锅炉房贴邻的调压间
应设置防火墙与锅炉房隔开 ,其�门窗应向外开启并不应直接通向锅炉房 ,地�面应采用不产生火花地
坪。

8.15。 2 锅炉房的外墙、楼地面或屋面,应�有相应的防爆措施 ,并�应有相当于锅炉间占地面积 I0%的�
泄压面积,泄�压方向不得朝向人员聚集的场所、房间和人行道 ,泄�压处也不得与这些地方相邻。地下锅
炉房采用竖井泄爆方式时,竖�井的净横断面积 ,应�满足泄压面积的要求。

注:泄�压面积可将玻璃窗、天窗、质量小于等于ωkg/m2的�轻质屋顶和簿弱墙等面积包括在内。
8.15.3 �燃油、燃气锅炉房锅炉间与相邻的辅助间之间的隔墙 ,应�为防火墙 ;隔�墙上开设的门应为甲
级防火门;朝�锅炉操作面方向开设的玻璃大观察窗,应�采用具有抗爆能力的固定窗。

燃用液化石油气的锅炉间和由液化石油气管道穿越的室内地面处 ,严�禁设有能通向室外的管沟
(井�)或�地道等设施。

8·�15.4 �锅炉房的建筑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锅炉房为多层布置时,锅�炉基础与楼板地面接缝处应采用能适应沉降的处理措施。
2 锅炉房的柱距、跨度和室内地坪至柱顶的高度 ,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 ,应�尽量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厂房建筑模数协调标准》的规定。
3 锅炉房楼板地面和屋面的荷载,应�根据工艺设各安装和检修的荷载要求确定。提不出详细资料

时,可�按表 8.15.4选用。

表 8,15.4 �楼板、地面、屋面荷载

名称 活荷载 (kˇm2)� 各 注

锅炉间楼面 6~12 1 表 中未列 的其它荷载,按�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sO0∞�的规定选用

2 表中不包括设各的集中荷载

3 运煤层楼面在有皮带头部装置的部分 ,应�由工艺提供荷载或按

10kN/m2计�算

4 锅 炉 间地 面 考 虑 运 输 通 道 时 ,通�道 部 分 的地 坪 和 地 沟 盖 板 可 按

20kN/m2计�算

辅助间楼面 4~8�

运煤层楼面

除氧层楼面 4�

锅炉间及辅助间屋面 05~1o�

锅炉间地面

4 锅炉房出人口的设置 ,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

1)出入口不应少于 2个�;但�对独立锅炉房 ,当�炉前走道总长小于 12m,且总建筑面积小于⒛0′�
时,其�人员出入口必须有 1个�直通室外 ;�

2)非独立锅炉房 ,其�人员出人口必须有 1个�直通室外 ;�

3)锅炉房为多层布置时,其�各层的人员出人口不应少于 2个�;楼�层上的人员出人口,应�有直接通
向地面的安全梯 ;�

4)设在建筑物顶层的锅炉房 ,其�出入口必须有 2个�直通安全出口或露天避灾平台。
、 5 锅炉房通向室外的门应向外开启 ,锅�炉房内的工作间或生活间直通锅炉间的门应向锅炉间开

启。

6 锅炉间外墙的开窗面积 ,应�满足通风、泄压、采光的要求。锅炉房门、窗或外墙上应开设保证
锅炉燃烧所需风量的百叶进风白或其它消音进风口。

7 锅炉房应预留能通过设各最大搬运件的安装洞,安�装洞可与门窗洞或非承重墙结合考虑。
8 锅炉房和其它建筑物相邻时,其�相邻的墙应为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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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油泵房的地面应有防油措施 ;有�酸侵蚀的水处理间地面、地沟、混凝土水箱和水池等 ,应�有防

酸措施。应符合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GB5OO46的�规定 ,其�地面应有防滑措施。

10 �化验室的地面和化验台的防腐蚀设计 ,应�符合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5OO弱�的规定 ,�

其地面应有防滑措施。化验室的墙面应为白色、不反光 ,窗�户宜防尘。化验台应有洗涤设施。化验场地

应作防震、防噪的处理。

日1 锅炉房内装有振动较大的设备时,应�采取隔振措施。

丬2 地震区锅炉房建筑应有抗震措施。

13 �需要扩建的锅炉房 ,土�建设计应考虑便于扩建的措施。

14 �对于燃煤锅炉房 ,钢�筋混凝土烟囱和砖烟道的混凝土底板等内表面,其�设计温度高于 100℃�的

部位应采取隔热措施。烟囱和烟道连接处 ,应�设置沉降缝。

15 �钢筋混凝土煤仓的内壁应光滑耐磨 ,壁�交角处应做成圆弧形 ,并�应设置有盖人孔和爬梯。

16 �设各吊装孔、灰渣池及高位平台周围应设置防护栏杆。

″ �平台和扶梯应使用不燃烧的防滑材料。操作平台宽不应小于 800mm,扶梯宽度不应小于

600mm,栏杆高度一般不小于 1.2m,平�台和挟梯上方净高不应小于 2m,经�常使用的钢梯坡度宜小

于 60° 。

18 �锅炉房生活间的卫生设施设计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I的规

定。

8.刂 5.5 设置在主体建筑内的锅炉房,土�建设计除应符合本措施第 8.15,1~8.15.4条�的规定外 ,尚�应

满足下列要求 :�

刂 �锅炉房应靠外墙设置,宜�有良好的自然通风 ;与�相邻房间用防爆墙 (耐�火极限 >2h)和现浇楼

板 (耐�火极限 )1.5h)隔开 ;�

注:抗�爆能力按0刀�~0。 ⒕MPa计�算。

2 锅炉房的日用油箱间、油泵间应分别用耐火极限≥2h的墙和≥1,5h的楼板与相邻房间隔开 ,�

隔墙上的门应为能自行关闭的甲级防火门 (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且�能从任何一侧手动开启),油

箱、油泵间应有挡油门槛 ;�

3 锅炉房设置在主体建筑的首层、地下一层时 ,�

设置宽度不小于 1.0m的防火挑檐 (不�燃材料 )。�

8.15.6 �锅炉房电气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外墙开口部位上沿 (如�门、窗、设各入口等)应�

1 电动机、启动控制设各、灯具和导线形式的选择 ,应�与锅炉房各个不同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环

境分类相适应 ;�

燃油、燃气锅炉房的锅炉间、燃气调压间、燃油泵房、煤粉制各间、粉碎机间和运煤走廊等有爆炸

和火灾危险场所的等级划分 ,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sOO58的�有关规定 ;�

2 锅炉房的供电负荷级别和供电方式,应�根据工艺要求 ,锅�炉容量、热负荷的重要性以及环境特

征等因素 ,按�现行国家标准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确定 ;�

3 单台蒸汽锅炉额定蒸发量≥6t/h、 热水锅炉额定出力≥4.2MW的�锅炉房 ,宜�在锅炉房设置低压

配电室,当�有 6kⅤ 或 10kⅤ�高压用电设各时宜设置高压配电室;锅�炉容量小于上述值时,可�不设配电

室 ;�

4 锅炉房的配电宜采用放射式为主的方式 ,当�有数台锅炉机组时,宜�按锅炉机组为单元分组配

电 ;�

5 ≤4t/h(2,8MW)锅�炉的控制屏或控制箱宜采用与锅炉成套的设各 ,并�宜装设在炉前或便于操

作的地方 ;�

6 锅炉机组采用集中控制时,在�各电动机旁应设置事故停机按钮 ;运�煤皮带每隔⒛m宜�设置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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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停机按钮 ;�

7 控制室、变压器室和高低压配电室不应设置在浴室、卫生间、用热水加热空气的通风室,以�及
潮湿的生产房间的下面,也�不应设在有腐蚀性介质的管道下面 ;�

8 电气线路宜采用穿金属管线或电缆桥架布线 ,不�宜沿锅炉、热风道、烟道、热水箱及其它载
热体表面敷设 ;当�需要沿载热体表面通过时 ,应�采取隔热措施 ;在�煤场下面和构筑物内不宜有电缆
通过 ;�

9 砖烟囱和钢筋混凝土烟囱应设置避雷针或避雷带 ,可�利用烟囱的金属爬梯作其引下线 ,但�必须
有可靠的连接 ;�

10 �钢烟囱也应设避雷针,当�以钢烟囱自身作引下线时,如�果烟囱是用法兰连接的各段组成 ,并�
在法兰之间有非金属垫圈时,则�应用扁钢作跨接线焊在法兰上 ;�

1刂� �应根据当地航空部门的要求在烟囱上设置飞行标志障碍灯 ;�

12 �锅炉房应设置通讯设施。

8·�15.7 �锅炉房的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锅炉房各房间及构筑物工作面的照明照度,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ZI的规定 ;�

2 锅炉水位表、锅炉压力表,仪�表屏和其它照度要求高的部位 ,应�设置局部照明 ;�

3 在装设锅炉水位表、锅炉压力表、给水泵地点以及其它主要操作区和通道,宜�设置事故照明
灯 ;�

4 照明电源电压应符合下列要求 :�

1)安装在地下凝结水箱间、出灰渣地点、热水箱、锅炉本体、金属平台等处的灯具 ,当�距地面或
平台工作面小于 2.5m时 ,应�采用≤36Ⅴ 的电压或有防触电措施 ;�

2)手提行灯的电压不应超过 36Ⅴ ,在�本款的 1)所述场所的狭窄地点或接地良好的金属面 (如�锅
筒内)上�工作时,所�用手提行灯的电压不应超过 12V。�

8.15.8 �燃油、燃气锅炉房的电气设计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在燃气放散管的顶端或其附近应设置避雷针,其�针尖应高出管顶 3m以上 ,且�其保护范围应高
出管顶 1m以上 ;�

2 气体和液体燃料的管道应设静电接地措施 ,其�接地导线 ,可�与防雷接地线或电气系统其它接地
线相连 ,接�地电阻 )10Ω�时,不�另设静电接地装置 ;�

3 金属油罐顶板厚度不小于 4mm时�,可�不装设避雷针 ,但�必须设接地线 ,接�地点不应少于 2�

处 ;�

当油罐装有呼吸阀和放散管时,其�防雷设施应符合本条第 1款�的规定 ;�

覆土层厚度在 0.5m以上的地下油罐 ,可�不设防雷措施 ,但�当有通气管引出地面时,在�通气管处应
作局部防雷处理 ;�

4 燃气调压间、燃气表间、及锅炉间应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系统,并�和燃气进口总管上的紧急
切断阀、相关房间的事故排风机等联锁 ,当�报警系统启动时,自�动关闭该紧急切断阀,事�故排风机立即
启动 ;�

报警地点和声光报警讯号宜在锅炉房`总�控制柜上显示 ,报�警系统应设置各用电源 ;�

5 设置在民用建筑内的锅炉房,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并�接至总消防控制室,消�防中心应有
显示其报警器和事故排风机工作状态的装置,并�能显示报警点的位置;能�显示紧急切断阀的启闭状态 ,�

并能遥控紧急切断阀启闭。

8.15.9 �锅炉房的冬季采暖室内计算温度应符合表 8.15.9的要求 ,在�不经常有人操作场所 ,冬�季室内
计算温度也不宜低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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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5,9 �锅炉房冬季室内采暖计算温度 (℃�
)�

房间名称 温度 (℃�)�

燃煤、燃油、燃气锅炉间
经常有人操作时 12

没有控制间,无�经常操作人员时 5�

控制室、化验室、办公室、 16~18�

水处理间、值班室

燃气调压间、风机间、水箱间、运煤走廊、出渣间、化学品库、油泵房、 5�

水泵房
在单独房间内经常有人操作时

在单独房间内经常无人操作时 5�

碎煤间 12

更衣室 23

浴 室 25~27�

注:1 �在有设各散热的房间,当�散热量不能保证表中规定温度时,应�设置采暖散热器。

2 常年运行的锅炉房,其�控制室、化验室等宜配置夏季降温设各。

8,15.10 燃煤锅炉房的通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锅炉间、风机间、除尘间、凝结水箱间、水泵间、油泵间以及换热设各间,宜�采用有组织的自

然通风 ,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通风散热要求时,应�设置机械通风,锅�炉间和风机间的通风量应满足锅炉

燃烧所需要的空气量 ;�

2 锅炉间经常有人工作的地点,当�其热辐射强度≥350W/m2时�,应�设置局部送风 ;�

3 运煤系统的转运处、破碎、筛选处 ,以�及干式机械排灰渣出口,应�设置防止粉尘扩散的封闭措

施和局部通风除尘装置。

8.15.11 燃油燃气锅炉房的通风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

设在其他建筑物内的燃油、燃气锅炉房的锅炉间,应�设置独立的送排风系统,其�通风装置应防爆 ,�

新风量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

1 送人锅炉房的新风`总�量,必�须大于锅炉房 3次�的换气量 ;�

2 送人控制室的新风量,应�按最大班操作人员计算 ;�

注 :换�气量中不包括锅炉燃烧所需空气量。

3 除此之外,燃�油燃气锅炉房的通风应符合第 4.4.4条�。

8.15.12 锅炉房的给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锅炉房可一路进水,但�当中断给水会引起重大损失时,应�采用两路从室外环网的不同管段或不

同水源分别接入的进水管 ;�

当一路进水时,应�设置水箱或水池,保�证排除故障期间用水,其�丿总容量包括原水箱、软化或除盐水

箱、除氧水箱和中间水箱等的容量,并�不应小于 2h锅炉房计算用水量 ;�

2 煤场煤库应设置用于洒水和消除煤堆自燃的给水点。

8。�15.13 锅炉房的排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锅炉房排放的各类废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87和 《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S838的 规定,并�应符合受纳水系的接纳要求 ;�

2 贮存酸设备的化学水处理间,应�有人身和地面粘溅后简易冲洗措施 ;�

3 锅炉排污应设排污降温池,排�污水应降至 40℃ 后方可排人室外排水系统 ;�

4 锅炉房的操作层、出灰层和水泵、水处理间应有排水措施 ;�

5 湿法除尘、水力除灰渣、燃油系统等排出的废水和水处理间排出的含酸、碱废水,应�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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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使�其符合国家有关工业废水排放标准的要求 ;�

6 锅炉及其辅机的冷却水 ,宜�用于除渣机或冲灰渣用补充水 ,锅�炉房冷却水应循环使用 ;�

7 地下室设各间应设置积水坑并配置排除积水的装置。
8。�15.14 锅炉房消防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锅炉房的消防设计,消�防用水量及消火栓的设置,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sO045的�规定 ;�

2 民用小区内的锅炉房宜与小区统一设置消防给水系统,区�域锅炉房应有独立的消防给水系统 ;�

3 锅炉房的消防给水,可�采用与生产、生活水合并的给水系统 ;�

4 设置在民用建筑内的锅炉房和单台蒸汽锅炉额定蒸发量≥10t/h或�̀
总�额定蒸发量≥硐t/h及�单台

热水锅炉额定热功率≥7MW或�总额定热功率≥⒛MW的锅炉房,应�设置火灾探测器和自动报警装置 ,�

火灾探测器的选择及其设置的位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和消防控制设备及其功能,应�符合 《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的�有关规定;设�置在民用建筑内的锅炉房,尚�应装设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 ;�

5 锅炉房、输煤栈桥、转运站、碎煤机室等处,宜�设置室内消防给水点,其�相连接处宜设置水幕
防火隔离设施 ;�

6 燃油泵房、燃油管区宜采用泡沫灭火,其�系统设计应符合 《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s0151的�规定 ;�

7 锅炉房的燃油、燃气的丙类、乙类及甲类生产房间的灭火装置,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O16、�《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sOO。�~s的规定,并�宜设置消防给水 ;�

8 锅炉房应设置室外消火栓给水系统;贮�煤场、油罐区的周围,应�设置环状消防给水管网;进�环
状管网的输水管应不少于2条�,当�其中 1条�管道故障时,其�余输水管应仍能通过消防用水`总�量,环�状管
道应采用阀门分成若干区段 ;�

9 锅炉房内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的�规定 ;�

10 �设置在民用建筑内锅炉房的灭火系统,当�建筑物设有防灾中心时,该�系统应受防灾中心集中
监控 ;�

ii �消防集中控制盘宜设在仪表控制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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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淌声隔振

9.l —股规定

9.1.1 通风空调机房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丬 �冷、热源机房宜设于建筑的地下室或其它对空调房间噪声影响较小的地点 ,或�单独建设 ;�

2 分散于各层设置的通风空调机房 ,不�宜与对振动和噪声要求标准较高的房间相邻。

9.1。�2 机房的隔声与吸声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机房内表面 (包�括墙面和顶板)应�做好吸声和围护结构的隔声处理 ,围�护结构的隔声量应根据

机房邻室的噪声要求通过计算确定 ,吸�声结构的降噪系数必须大于 0.⒎

注:降�噪系数 (NRC)为�9~s0Hz、 500Hz、�1kHz、 4kHz四个倍频程频率吸声系数的平均值。计算式为:Ⅳ�RC=(%50�
+α�5lx +α�I乃�

+α�
4钅�) /4。

2 冷、热源机房设于地下室时,机�房内人员操作区 8小�时等效连续声级不宜超过 85dB(A);最

大不应超过⒛dB(A);值班控制室内噪声应≤75dB(A);

3 通风空调机房集中设置于地下室时,机�房内噪声不宜大于 SOdB(A);通风空调机房分层设置

时,机�房内噪声不宜大于 75dB(A);

4 穿越机房围护结构的所有管道与安装洞周围的缝隙,应�采用柔性防火封堵材料封堵严密 ;�

5 机房开向公共区域的门,应�采用防火隔声门,隔�声量应大于 35dB。

9.1.3 通风空调设备的布置应符合以下原则 :�

1 设各本身的基本噪声超过空调房间对噪声的要求时,不�应直接设于空调房间内;当�其设于该房

间的吊顶内时,应�采取可靠的隔声措施来保证室内的噪声要求 ;噪�声要求严格的房间 (如�演播室等 ),

所有空调设各都不应设于该房间之中的任何地点 ;�

2 噪声或振动较大的设各 ,应�设于专用的机房内,并�采取必要的隔声、减振、吸声及消声措施 ;�

3 设于室外的通风空调设各 ,应�根据周围环境的要求进行适当的隔声处理。

9.1。�4 空调通风设各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选择高效率、低噪声设各 ;�

2 每个通风空调系统风量及风阻力等不宜过大。空调机组出风口处的声功率级 ,宜�控制在 ≤

85dB。

9.1.5 风管及附件的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风管内的风速设计应有所控制 ,见�表 9.1.5-1;

表 9.1.5-1 风管内的风速 (m/s)�

室内允许噪声级 dB(A)� 主管风速 支管风速

25~35� 3~4� ≤ 2�

35~50� 4~7� 2~3�

50~65� 6~9� 3~5�

65~85� 8~12 5~8�

注:通�风机与消声装置之间的风管,其�风速不宜超过 1011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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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冷水机组、水泵、通风机、空调机组等设各的进出口 (包�括水管和风管)应�采用柔性接头 ;�

3 圆形风管弯管的曲率半径 (以�中心线计)宜�按表 9.1.5-2确�定 ;�

表 9.1.5-2 圆形风管弯管的曲率半径 (mm)

弯管直径 D� 80~220 220~800� 800~2000

曲率半径 R� ≥15D� D~15D� D�

4 矩形风管弯管的曲率半径 ,可�采用一个平面边长的内外同心弧形弯管 ;若�采用其它形式的弯

管,当�其平面边长大于 Dˉ�00mm时 ,必�须设置弯管导流叶片 ;�

5 支风管与主风管连接时,应�有相当于内半径 100mm以�上的圆弧或 0~s°�倾斜过渡,不�应垂直连

接 ;�

6 风管断面的气流流速应均匀 ,风�管内气流方向的变化应较为稳定、顺畅 ;�

7 进出通风空调机房风管上的阀门等部件 ,宜�设于机房内。当不得不设于机房外时,应�根据机房

外房间的噪声要求对这些部件采取适当的隔声措施 (如�设置隔声罩或隔声板等 )。�

9.2 噪声与振动的控制标准

9.2.1 民用建筑的室内允许噪声标准 ,应�符合表 9.2.1-1至�表 9.2.1-7的�规定。

表 9,2.1-1 住宅室内允许噪声级

房间类别

允许噪声级 [A声级 dB(A)]

一 级 二级

白天 夜间 白天 夜 间

卧室、书房 ≤40 ≤30 ≤45 ≤35

起居室 (厅�)� ≤45 ≤35 ≤50 ≤40

表 9,2.1-2 学校室内允许噪声级

房间类别 允许噪声级 [A声级 dB(A)]

较高安静要求的房间 ≤40

一般安静要求的房间 ≤45

较低安静要求的房间 ≤50

表 9,2.1-3 旅馆室内允许噪声级

房间类别

允许噪声级 [A声级 dB(A)]

特级 一级 二 级

白天 夜 间 自天 夜间 自天 夜 间

客 房 ≤35 ≤30 ≤40 ≤30 ≤45 ≤35

会议室 ≤35 ≤40 ≤45

多用途大厅 ≤40 ≤45 ≤50

办公室 ≤35 ≤40 ≤45

餐厅、宴会厅 ≤50 ≤5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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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1-4 医院室内允许噪声级

房间类别

允许噪声级 [A声级 dB(A)]

一级 二 级

白天 夜间 白天 夜间

病房、医护人员休'息�
室 ≤35 ≤30 ≤45 ≤35

各类重症监护室 ≤35 ≤30 ≤45 ≤35

门诊室 ≤40 ≤45

手术室、分娩室 ≤40 ≤45

人口大厅、候诊室 ≤50 ≤55

化验室、分析实验室 ≤35 ≤40

人工生殖中心 ≤35 ≤40

测听室 ≤25

表 9,2.1-5 办公建筑室内允许噪声级

房间类别
允许噪声级 [A声级 dB(A)]

一级 二级

单人办公室 ≤35 ≤40

不超过 10人的办公室

分格式 (开�敞)办�公室
≤40 ≤45

电视电话会议室 ≤35 ≤40

普通会议室 ≤40 ≤45

表 9‘�2,1-6 商业建筑室内允许噪声级

房间类别
允许噪声级 [A声级dB(A)]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 级

餐厅、购物中心、走廊 ≤45 ≤50 ≤55 ≤55

展览馆 ≤40 ≤45 ≤50 ≤55

员工休息室 ≤35 ≤40 ≤45 ≤50

表 9.2.1-7 各类建筑的室内允许噪声标准建议值

建筑类别
建议室内允许噪声标准

NR噪声评价曲线值

居住建筑 NR-20~30

教育建筑 NR-25~35

医院建筑 NR-25~35

旅馆建筑 NR-25~35

办公建筑 NR-25~35

商业建筑 NR-30~45

会议建筑 NR-25~35

展览建筑 NR-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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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9-2-1-7�

建筑类别
建议室内允许噪声标准

NR噪声评价曲线值

图书阅览建筑 NR-25~30

教堂建筑 NR-25~30

体育建筑 NR-35~40

电影建筑 NR-20~25

广播电视建筑 NR-15~25

剧院建筑 NR-⒛�~25�

音乐建筑 NR-15~20

专业实验室建筑 NR-5~15�

9.2.2 环境噪声等效声级限值,应�符合表9.2.2的�规定。

表9.2,2 环境噪声限值 [dB(A)]�

注:1 0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2 1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
的区域。

3 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持住宅安静
的区域。

4 3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

域。

5 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
括 4a类和4b类两种类型。4a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

路、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段 )、� 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9.2.3 减振设计时,各�类建筑和设各所需的振动传递比宜符合表9.2,3的�规定。

表 9.2,3 各类建筑和设备所需的振动传递比 r的�建议值

A按�建筑用途区分

隔离固体声的要求 建筑类别 Γ

很高 音乐厅、歌剧院、录音播音室、会议室、声学实验室 0 01 ~0,05

较高 医院、影剧院、旅馆、学校、高层公寓、住宅、图书馆 0 05~0.2o�

一般 办公室、多功能体育馆、餐厅、商店 0.20~0,40�

要求不高或不考虑 工厂、地下室、车库、仓库 o 80~1,50�

类别 昼 l司� 夜 间

0类� 50 40

1类� 45

2类� 60 50

3类�

4类�
辊 类 70

4b类 70 60



·″8·�全国民罔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空调 ·动力 (2009年�版)�

9.3 设备噪声及隔声处理

9.3.1 风机设备的噪声值应由生产厂商提供,当�缺少实测资料时可按公式估算。
丬 �离心式通风机 :�

zjw=zjlvc+101gL+201g〃 -2o�

式中 Lw—�—通风机的声功率级 (dB);�

妍c—�
—通风机的比声功率级 (dB),可�查表 9.3.1-1;

L—�—通风机的风量 (耐�/h);

Ⅱ ——通风机的全压 (Pa)。

(9.3.1-1)�

当未知风机比声功率级时,其�声功率级可按式 9.3.1-2估�算 ,它�与实测值的误差在 ±4dB以�

续表 9.2,3�

B按�设备种类区分

设备种类
r�

地下室、工厂 楼层建筑 (两�层以上 )�

泵
≤3kⅥ严 0.30 0 10

)3kW 0,20 0.05

往复式冷水机组

(10kⅥ厂 0 30 0 15

10~40kW� 0.25 0.10

40~110kw 0 20 0.05

密闭式冷冻设备 0.30 0,10

离心式冷水机组 0,15 0.05

空气调节设各 0.30 0 20

通风孔 0 30 0.10

管路系统 0.30 0.05~0 10�

发电机 0.20 0,10

冷却塔 0,30 0,15~0.20�

冷凝器 0.30 o 20

换气装置 0.30 0.20

C.按设备功率区分

设备功率

(kW)

r�

地下层、一层 两层以上 (重�型结构 )� 两层以上 (轻�型结构 )�

≤ 3� 0,50 0.10

4~10 0.50 0.25 o,07

10~30� 0,20 0.10 0.05

30~75� 0.10 0,05 0 025�

75~225 0 05 0.03 0.015�

内 。

式中符号同公式 (9.3.1-1)。�

Zjw=4+101gIj+201g〃� (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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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已知风机的功率 Ⅳ (kW)和风压 H(Pa)时�,其�声功率级可按下式估算 :�

Lw=77+101gⅣ +101gJf�

当风机转速 n不�同时,其�声功率级可按下式估算 :�

(乙�w)2= (Lw)1+501g (n2/n1)�

当得到风机声功率级后,可�按下式计算风机各倍频带的声功率级 :�

(Z^w)Hz=Lw+Δ�3�

式中 �Δb—�—通风机各频带声功率级修正值 (dB),见�表 9.3.1-2。�

2 轴流式通风机的声功率级可按下式确定

Ijw=19+101gIj+251grr+ε�

式中 �ε ——工况修正值 (dB),见�表 9,3,1-3。�

注:Q为流量系数;△�c为�比声功率级 (dB);η�为全压效率。

表 9.3.1-2 通风机各倍频带的声功率级修正值

(9.3.1-3)�

(9.3.1-4)�

(9.3.1-5)�

(9.3.1-6)�

表 9.3,1-1 几种通风机的比声功率级值

T4-72� T4-79� T4-72-11 T4-62� T4-68�

_
Q Ewc� ,,

一
Q
�

Lwc� ,P
_
0 Lwc� ,P

_
0

zjwc ,P
_
Q

Z^wc ,P

o 10 0.68 o.12 o 78 0.05 40 0.60 0.05 34 0.50 0.14 0 65

0 14 0.78 0.16 34 0 82 0.10 0.70 0.10 24 0.68 0.17 1� 0,79

0 18 22 0.84 0.20 0 85 0.15 0.81 0.14 0.73 0.20 1� o 88

0 20 22 0.86 0.25 0 87 0.20 0.91 0.18 0.72 0.23 2� 0,87

0 24 0.86 0.30 0 86 0.25 0,87 0.22 0.65 0.25 6� 0.81

n
υ
� 0.75 0.35 0,74 0.30 0.76 0.26 0.50 0.27 0.66

通风机类型

倍频带中心频率 Hz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声功率级修正值△b(dB)�

离心式通风机 (叶�片前弯 )�
-2 -7 -12� -17� -22� -27� -32�-37�

离心式通风机 (叶�片后弯 )� -5 -7 -12� -17� -22� -26� -33�

轴流式通风机 -9 -7 -7 -8 -10� -14� -18�

表 9.3.1-3 轴流式通风机声功率级的修正值

叶片数 z�
叶片角度 ε

(°�)�

流量比L/zm

0,4� 06 o。�8� 09 1.0� 1.1� 12

工况修正值 δ(dB)

4� 3.2� 20 2.3� 4.6�

-3.4 5.0� 5.0� 4.8� 52 74 10.6

4� 20 -1.4 -45� -2,4 1,4�

20 4.0� 22 30

4� 25 4.5� 2.0� 2.0� 20 40

25 9.0� 80 6.4� 8.0� 6.4�

注:zm为�轴流风机最高效率点的风量 ;L/乙�m一�般应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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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多台风机联合工作时的总声功率级 ,可�按下列公式先计算两台风机的总声功率级,再�与第三台
叠加 ,依�此类推。

Lwz=Lwg+·卩

式中 �妍z—�
—

`总�声功率级 (dB);�

‰g—�
—两台中声功率级较高的风机的声功率级 (dB);�

△

`—�

—声功率级附加值 (dB),见�表 9.3,2。�

(9.3.2)�

表 9.3.2 两台风机联合工作时的声功率级附加值

两台通风机声功率级的差值 (dB) 0� 1� 3� 4� 9�

△卩 (dB) 3.0� 2.2� 1.0� 0.5�

9.3.3 水泵噪声主要取决于其所配的电机噪声,当�缺乏实测数据时可按以下公式估算 :�

一般小型电机 (100kW以下):LwA〓�19+⒛�lgⅣ +13.31g而�

大、中型电机 (100kW以上):LwA=I4+⒛�lgⅣ +13.31g屁�

式中 L陬——电机噪声 〔dB(A)〕�
;�

Ⅳ——电机功率 (kW);�

乃——电机转速 (lpm)。�

采用介质冷却电机的水泵,如�屏蔽泵,其�噪声比普通水泵低 10~15dB。�

9.3.4 冷水机组噪声分为压缩机噪声和电机噪声,设�计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

1 随着机组制冷量的增大,噪�声增加 ;�

2 开式电机比全封闭式电机噪声高5~8dB;
3 降低压缩机转速 (如�采用多级压缩)可�降低机组噪声 5~8dB;
4 直燃式溴化锂机组噪声主要来自燃烧器鼓风机,一�般在 gOdB以下,鼓�风机加隔声罩可降低 8~

10dB。

9.3.5 风机传动方式选择应优先选直联 ,其�次是联轴器传动和三角皮带传动;风�机布置时应保持风机
人口气流均匀 ,在�出口直管段一米之内不宜设阀门等附件。

9.3.6 空调通风设备应考虑做隔声处理 ,如�加隔声罩、在设各壳体内衬吸声材料、在风机进出口装消

声器、在机房对外开口部位装隔声门、隔声窗、消声百叶窗等措施。采用围护结构隔声时,宜�选用材料

比重大的及有隔声结构的墙体 ,若�墙体隔声量不足时,可�在其内表面贴吸声材料。
9.3.7 当机房内噪声超过人员劳动条件要求 (要�求八小时等效连续声级不大于 甾dB时 ,应�设独立的

值班室。值班室开向机房的门应采用隔声门,面�向机房的观察窗应密封良好 ,并�应采用厚度大于 6mm�
的玻璃或双层玻璃。

9.4 风营系统的消声设计

9.4.1 通风空调风管的消声措施,应�根据声源噪声及风管内空气气流的附加噪声,并�考虑了噪声衰减
后,与�使用房间或周边环境允许噪声标准的差值,再�结合其噪声的频谱特点,选�择消声器型式和段数。
9.4.2 有消声要求的系统,在�通风空调机组的进出口风管上,至�少应设置一段消声器,以�防止风管出

机房后一些部件的隔声量不够所引起的传声。当机房外的风管有足够的直管长度时,其�余的消声器宜设

于此风管上 (主�管或支管 )。� 当所有消声器均设于机房内时,从�消声器至风管出机房围护结构之间的风

管应做好隔声处理,防�止机房噪声二次传入风管。

9.4.3 当一个风系统带有多个房间时,应�尽量加大相邻房间风口的管路距离,当�对噪声有较高要求

时,宜�在每个房间的送、回风及排风支管上进行消声处理,以�防止房间串声。声学要求高的房间宜设置

独立的空调通风管道系统。

(9.3.3-1)�

(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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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消声器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 :�

1 消除高频噪声应采用阻性消声器和弯头消声器 ;�

2 消除中低频噪声应采用抗性消声器和消声静压箱 ;�

3 当要求提供较宽的消声频谱范围时,应�采用阻抗复合消声器 ;�

4 高温、高湿、高速等环境应采用抗性消声器 ;�

5 消声器选择还应考虑其防火、防飘散、防霉等性能 ;�

6 消声器内空气流速宜小于 61u/s;确有困难时,不�应超过 81n/s;

7 对于噪声控制要求高的房间,应�计算消声器的气流噪声 ,并�尽量降低管道及风口的气流噪声。

9.5 减振设计

9.5.1 民用建筑通风空调系统的减振设计应包括 :�

1 设各减振 :冷�水机组、空调机组、水泵、风机 (包�括落地式安装和吊装风机)以�及其它可能产

生较大振动的设备 ;�

2 管道的隔振 :主�要是防止设各的振动通过水管及风管进行传递。

9。�5.2 减振台座设计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宜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件或型钢架做减振台座 ,其�尺寸应满足设各安装 (包�括地脚螺栓长度 )�

的要求 ;�

2 减振台座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件时,可�采用
“
平板

”
型或

“
T”�型,当�设各重心较低时,宜�采

用
“
平板

”
型;当�设备重心较高时,宜�采用

“
T”�型 ;�

3 减振台座的重量 ,不�宜小于设各重量 (包�括电机)的�1.5倍�(随�设各自带的减振台座除外 );

4 对于地震区,应�有防止减振台座水平位移的措施。

9.5.3 减振器的自振频率茂 (Hz),应�按以下方法确定 :�

1 按表 9.2,3的�要求 ,确�定合理的隔振传递率 T;

2 减振器自振频率rO(Hz),可�按下式计算 :�

(9,5.3)�

式中 ∫
——设各运行时的扰动频率 (Hz),r=∥�ω

;�

n—�—设各转速 (∥�血n)。

9.5.4 减振器的类型,宜�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当FO(5Hz时 ,应�采用金属弹簧减振器 (预�应力阻尼型)或�空气弹簧减振器 ;�

2 当 5Hz≤�蜕 (12Hz时�,宜�采用金属弹簧减振器 (预�应力阻尼型 )、�空气弹簧减振器或橡胶剪切

型减振器 ;�

3 当几≥12Hz时 ,可�采用金属弹簧减振器 (预�应力阻尼型 )、� 空气弹簧减振器、橡胶剪切型减振

器或橡胶隔振垫。

9.5.5 冷水机组等重量较大 (数�吨以上)的�设各 ,可�以不设减振台座 ,设�各直接设于减振器之上。

g.5.6 每台设备所配的减振器设置数量宜为 4~6个�,底�座较大或重量较大的设各减震器设置数量应

视实际需要而定。每个减振器的受力及变形应均匀一致。

9.5.7 振动较大的设各 (如�风机)吊�装时,应�采用金属弹簧或金属弹簧一橡胶复合型减振吊钩;振�动

较小的设备 (如�风机盘管等)吊�装时,若�有必要 ,可�采用橡胶减振吊钩。

9.5.8 冷热源机房的上层为噪声和振动要求标准较高的房间时 ,机�房内水管宜采用橡胶减振吊钩吊装。

9。�5.9 空调机组设在最底层地下室时,可�直接采用橡胶隔振垫隔振;安�装在楼层时宜采用金属弹簧减

震器。

rO〓 r×�勺∫:召�T�

Ⅱ
=匝�

垴菡宙莒蓉芭葸感葱懑葱蕊茁懑懑蕊奋亩亩痴畲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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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热

10.l �一股规定

10.1.1 �为减少设各、管道及其附件在工作过程中的冷、热损失,保�证介质的状态、参数和安全运行 ,�

改善工作环境,设�各或管道在下列情况下应保温、保冷 :�

1 不保温、保冷,冷�、热损耗量大,且�不经济时 ;�

2 管道内输送的冷、热介质必须保证一定状态或参数时 ;�

3 供热介质温度高于⒛℃的管道及设各 ;�

4 敷设在有冻结危险场所的管道 ;�

5 管道或设备不绝热时,散�发的冷热量会对房间温、湿度参数产生不利影响或不安全因素 ;�

6 对于输送低温介质的管道,需�防止其表面结露时 ;�

7 外表面温度高于ω℃,且�敷设在下列容易使人烫伤的地方,应�设置防烫伤保温措施 :�

1)距离地面或工作平台的高度小于2.1m;�

2)设置在工作平台附近,且�距离小于 0.75m。�

10.1.2 �保温、保冷材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保温材料的平均温度为 350℃�时,其�导热系数不得大于0.10W/(m· Κ);保冷材料的平均温度
为夕℃时,导�热系数不得大于 0。�“4W'/(m· Κ);泡 沫塑料及其制品常温时的导热系数不大于
0.044W/ (m· Κ);       `

2 用于保温的硬质绝热制品密度不得大于”0kg/俨 ,半�硬质绝热制品密度不得大于⒛0kg/m3,软�

质绝热制品密度不得大于 150k酽d;用于保冷的绝热材料及其制品的密度不得大于 180kbo/m3;

3 硬质无机成型绝热制品的抗压强度不得小于0.3MPa;用�于保温的有机成型绝热制品的抗压强度
不得小于0.2MPa;用�于保冷的有机成型绝热制品的抗压强度不得小于0.15Mh;�

4 保温材料的含水率不得大于7,5%(重�量比);保冷材料的含水率不得大于 1%(重�量比);

5 保冷应优先采用导热系数小、湿阻因子大、吸水率低、密度小、耐低温性能好的绝热材料,如�
闭孔泡沫橡塑保温材料或硬质聚氨酯发泡材料 ;�

6 冰蓄冷系统的保冷材料应采用闭孔型材料和对异形部位保冷简便的材料 ;�

7 保温材料的允许使用温度应高于介质温度 ;�

8 保温材料应选择符合国家 《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分级方法》GB陌z标�准规定的燃烧等级的产品 ;�

9 用于与奥氏体不锈钢表面接触的保温材料应符合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施工规范》GB
501“�有关氯离子含量的规定。

10:1.3 �空调冷、热管道绝热层厚度的计算应按下列原则进行 :�

1 单热管道应采用经济厚度法计算,必�要时也可按允许表面热损失法计算 ;�

2 单冷管道应按防结露方法计算,再�按经济厚度法核算,对�比后取其中较大值 ;�

3 冷热合用管道,应�分别按冷管道与热管道的计算方法计算绝热层厚度,对�比后取较大值 ;�

4 当选用本章绝热厚度表外的其它绝热材料,或�导热系数与表中所列数值相差较大时,绝�热层厚

度应按式 10.1.3修正 :�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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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ε午      ⑾⒈⑴
式中 �ε′——修正后的绝热层厚度 (mm):�

ε——查表得到的绝热层厚度 (mm);�

入生一实际选用的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 [W/(m·�Κ)];�

^—�
—表中所用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 [W/(m。�Κ)]。

10· 1·�4 保温、保冷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保温层结构应包括绝热层和保护层 ;保�冷层结构应包括绝热层、隔汽层和保护层。保护层应具
有防止外力损坏绝热层的能力 ,并�应符合施工方便、防火、抗大气腐蚀、抗老化、耐久、美观、无毒等
要求 ,室�外设置时还应具有防雨雪能力。

2 管道与设各的保温、保冷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

1)保冷层外表面不得产生空气冷凝水 ;�

2)冷管道与托架之间应采用绝热型支架 ,防�止产生
“
冷桥

”
;热�管道宜采用绝热型支架 ;�

3)穿越墙体或楼板处的管道绝热层应保持连续不断 ;�

4)设各、直管道、管件等无需检修处 ,宜�采用固定式保温结构;法�兰、阀门、人孔等处宜采用可
拆卸式的保温结构 ;�

5)保温层厚度大于或等于 100mm,保冷层厚度大于或等于 gOmm时 ,同�一种绝热制品宜按双层或
多层考虑 ,内�外层接缝应彼此错开。

3 保温层的支撑及紧固

1)高于 3m的立式设备、垂直管道以及与水平夹角大于笱°,长�度超过 3m的管道应设支撑圈,其�
间距一般为 3~6m;�

2)硬质材料施工时应预留伸缩缝 ;�

3)保温层应采用适当措施进行紧固。
4 隔汽层与保护层的设置应根据保温、保冷材料、使用环境等因素确定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采用非闭孔材料保冷时,外�表面必须设隔汽层和保护层 ;�

2)保温时,外�表面应设保护层 ;�

3)窒内保护层可采用难燃型的玻璃钢、铝箔玻璃钢薄板或玻璃布 ;�

4)室外管道保护层一般采用金属薄板 ,宜�采用 0.5~0.7mm厚�的镀锌钢板或 0.3~0,5mm防�锈铝
板制成外壳 ,外�壳的接缝必须顺坡搭接,以�防雨水进人。

5)室内防潮层可采用阻燃型聚乙烯薄膜、复合铝箔等 ;条�件恶劣时 ,可�采用 CPU防�水防腐敷面材料。

1O.2 �圆管道保温

10· 2.1 热介质管道的柔性泡沫橡塑经济绝热厚度,可�参照表 10.2,1中的厚度选择。

表 10.2,1 �热水管柔性泡沫橡塑经济绝热厚度

最高介质

温度 (℃�
)�

保温厚度(mm)

” |乃�|⒛�|⒓�|%|仞�|俏� |sO|~s~s

室

内

45 ≤DN⒋0�
DΛ�50~�

DⅣ�100�

DAr125~�

DlV0s0
≥D勺�5∞�

≤D`、20
DlVz5~

D~40

D/Vs0~

￡″V125

Dlll150~

Ι9`V4(X)�
≥DV0so�

80 ≤D丿�̌32
DAJzI0~�

D】�γ70

D'γ80~�

DⅣ�125�

Dγ�150~

DlV0s0
≥≥D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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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柔性泡沫橡塑的导热系数
^=0.∞

4+000013ε m[配/(m·�K)]。�

2 热价为 Bs元/CJJ;还�贷 6年�,利�息 10%。�

3 室内环境温度取⒛℃,风�速01n/s;室外温度取 0℃�,风�速 3m/s,当�室外温度非 0℃�时,须�用公式 10.2.5进

行修正。

4 使用期按 120天�,⒛�⒛ 小时。

丬0.2.2 热介质管道的硬质酚醛泡沫经济绝热厚度,可�参照表 10.2.2中的厚度选择。

续表 10.2.1

最高介质

温度(℃�)�

保温厚度(mm)

32 36 40 45 50

室

外

45 ≤DlV~s2
D、�⒕0~

DN70

Dllrs0 ~

￡》V150

Ι冫̌200~

DⅦ�∞
≥D、�⑾

60 ≤D~32
DlV00~

Di、70

D】�Ⅳ80~�

DAl125

DN150~

D、�⑼
≥D肿�50

80 ≤D/l/s2
D`V40~

DlV~s0

D~70~�

DⅣ�100�

励γ125~

D趵�犭0�

D、�B∞�~�

D~ⅨⅪ

表 10,2.2 �热管道硬质酚醛泡沫经济绝热厚度

最高介质

温度 (℃�)�

保温厚度 (mm)

30 40 50 60 70 80

室

内

60 ≤DlV00�
￡″γ50~�

D/V125

DlV150~�

励、屹 0�
≥DlVq

BCl� ≤DV⒓
DlV00~

D、�80

DNl∞�~�

Ιγγ5∞�
≥D、�⑾

“ ≤DAQo
DN犭 ~�

励、啪

D脚�50~�

DV150�
≥D咆�∞

130� ≤D~50
D、�70~�

DⅣ�150�

DllQCXl~

D勺�500�
≥D哟�∞

室

外

60 ≤DNH0
Diγ50~�

DΛ�⒙0�

D、�△∞ ~�

D勺�αD�
≥DlWm

80 ≤DⅣ�40
D~50~�

Dllr150�

DJucxl~�

D/VlO00�
≥Dllr11∞

≤DJVz5�
D~32~�

DlVBO�

DⅤ�1∞�~�

DlhbO�
≥D哂�∞

≤Di、B2
D、�吲o~

Ι”~1∞

D~125~

仞、250�

D~300~

DlVlCXXl

注 :1

2�

3�

4�

酚醛泡沫导热系数入=0。 ∞6+000013氵 m[W/(m· Κ)]。

热价按 g~s元�/GJ进�行计算;还�贷 6年�,利�息 10%。�

室内环境温度按⒛℃,风�速 0Ⅱ�

's;室�
外温度取 0℃�,风�速3n./s,当室外温度非 0℃�时,须�用公式 10.2.5进

行修正。

使用期按 120天�,⒛�gO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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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3 热介质管道的硬质聚氨酯泡沫经济绝热厚度 ,可�参照表 10.2.3中的厚度选择。

注:1 �硬质聚氨酯泡沫导热系数
^=0.∞

4+0。�0001牝m[w/(m· Κ)]。

2 热价按 Ss,E/GJ进�行计算 ;还�贷 6年�,利�息 10%。�

3 室内环境温度按 zO℃ ,风�速 011/s;室外温度取 0℃�,风�速 3【�ll/s,当�室外温度非 0℃�时 ,须�用公式 10,2.5进

行修正。

4 使用期按 120天�,⒛�BO小时。

10· 2.4 热介质管道的玻璃棉经济绝热厚度,可�参照表 10.2.4中的厚度选择。
10· 2.5 在热介质管道经济厚度计算中,当�室外环境温度非 0℃�时,应�根据当地使用期的室外平均温
度,对�按表 10.2.1、 1o,2.2、 10.2,3和 10.2.4查得的保温厚度用下式进行修正 :�

洳(∶�[iLi;i∫[∶�∶竺№
式中 �ε′——实际采用厚度 (mm);�

ε——室外环境温度 0℃�时的查表厚度 (mm);�

TO——管内介质温度 (℃�);

卩w—�
—实际使用期平均环境温度 (℃�)。�

(10.2.5)

表 10.2.3 �热管道硬质聚氨酯泡沫经济绝热厚度

最高介质

温度 (℃�
)�

保温厚度 (mm)

zˉ�s |~sO|“� |⑽ |so|ω  |9。�

室

内

60 ≤D呛�5�
F,lV~s2~

D丿�γ70

D`、⒙0~

DlVs00
≥D丿�、350�

80 ≤Diγ20
Dγ�25~�

D~50

DlW0~�

￡”V125
≥DV150�

≤Diγ32
DN⒋0~

DAjT0�

D丿�γ80~�

DⅥ�50
≥DiVzI00�

120� ≤D为�32
D丿�γ40~�

DⅣ�100�

D丿�V125~�

DN⒋50
≥DN500�

室

外

60 ≤D丿�̌25
D'Ⅳ32~�

DN50

DN70~�

DⅤ�150�
≥DlVz00

80 ≤D⒑�5�
D`、32~�

D'γ50

D趵�70~�

D内�300�
≥Diγ350�

≤DN40
D丿�̌50~�

DⅣ�150�

D、�200~

D/V1C1Cl0�
≥DⅣ�1100

120� ≤D丿�̌20
DA/z5~

D趵�70

DlVg0~

D匆�200�

Djγ250~

DN`000

表 10.2.4 �热管道离心玻璃棉经济绝热厚度

介质温度

(℃�
)�

保温厚度 (mm)

叫 们
|ˉ�sO|ω�|,o|gO|9o|⑾ |⑾� |⑵� |⑶�

室

内

60 ≤DyV,5�
D、�32~�

D/lJ~,ˉ 0�

Diˇ70~�

DN~s00
≥DV⒖o�

80 ≤D丿�̌20
D勺�25~�

DllV0�

DlVsO~

Dγ�200�
≥DN%0

≤D匆�40
D`γ50~�

Dlll100�

DlVl犭 ~�

励γ300�
≥DⅣ�⒖0�

≤D/h/00
D丿�V50~

DⅣ�100�

D~125~

Diγ200�

Dγ�犭0~

D】�γ600�
≥￡γ、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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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2.4

介质温度

(℃�
)�

保温厚度 (mm)

40 60 70 90 100� 110� 120� 130�

'室�

内

150� ≤‘″γ25
￡冫Ⅳ32~�

DrVo

I力�γ70~�

DlV125

DlNl150~

励γ⒛

Duso~�

￡″γ500�

DVo~

仞γ⒛

175� ≤IV浒0�
I冫�γ50~�

DMo�

DMtl~�

DNI犭�

DlV150~�

D~250�

D勺�300~

DA~s∞

Dγ�αD~

DN1500

200� ≤D呛�5�
D、�32~�

DlV~s0

￡″̌70~�

DlVso�

DlV100~�

￡冫γ150�

励γ⒉⒑~�

D~250�

Dˇ�⒛ ~�

DlV~sm

DN600~

Ι冫~1lXXl

室

外

60 ≤DlVz0�
Dllb~�

Dγ�⒛

DN100~

励、⑾

DlWXl~

DlV1000�

80 ≤Diγ40
Dγ�∞ ~�

DN100�

DNI25~

D⒓�∞

DMl~

DNl【�XXl�
≥DⅥ�1∞�

≤D⒑�5�
D叼�2~

DMo�

Dγ�⒛ ~�

DllrI∞�

￡冫γ200~

D铆�∞
≥D、�蝴

125� ≤DV⒓
DV00~�

Dγ�⒛

DlWO~�

DNl∞�

Dlm~

DlU�

￡沪嵯￡θ~�

D~洳
≥Dmtxl�

150� ≤DMl�
D~乃 ~�

D、�⑷

D~∞ ~�

DMtl

D`100~

Iγ�γ150�

Dllaxl~�

D、�⑾

D~⒊⒑ ~�

Dγ�佃
≥DMtXl�

≤D~”
D`⒇ ~�

D~⒛

Dγ�⒛ ~�

Ι冫~100

DN125~

洲 50

Dlm~

D~⒛

D、�卿 ~�

D~m�
≥D`⑾

200� ≤Dlm�
励γ乃 ~�

D、�⒃

D、�∞ ~�

DMo�

Dγ�⒛ ~�

Dγ�1犭�

Ι冫γ150~

D/m�

DMl~

Dγ�钔

D、�啪 ~�

D勺�购

注 :1

2�

3�

4�

5�

离心玻璃棉导热系数
^〓�

0.∞ 1+0。�00017艺�m[W/(m· K)]。�

热价按 gs元/GJ进�行计算;还�贷 6年�,利�息 10%。�

室内环境温度按⒛℃。

室外温度取 0℃�,风�速 3m/s;当�室外温度非 0℃�时,须�用公式 10.2,5进行修正。

使用期按 120天�,⒛�gO小时。

10.3 �圆管道保冷

10.3.1 �保冷材料室外防结露厚度的选择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

1 按公式 (10,3.1-1)计算出城市所在地的潮湿系数 ε:�

ε=景�
≡∶哿

式中 rs—�—绝热层外表面温度 ,应�高于环境露点温度 0,3℃�以上 ,几�=%+0· 3(℃ );

Td——取当地气象条件下最热月的露点温度 (℃�);

几
——管道或设备的外表面温度,当�为金属管道时,取�管内的介质温度 (℃�);

几
——取当地气象条件下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

2 根据选用的保冷材料 ,在�图 10.3.1— 1、� 10.3.1-2或 10.3.1-3中查得最小防结露厚度 δ
’
。

3 按公式 10.3.1-2计算实际选用材料的厚度 :�

ε=B· ε
′ (10.3.1-2)

式中 �ε——实际选用材料的厚度 (mm);�

B—�—按材料的性质、耐老化性能、阻湿性能、施工质量等因素决定的修正系数,通�常为 1.10~�

1.40。

(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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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系数

离心玻璃棉及酚醛泡沫的平面型绝热最小防结露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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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1-2 �发泡橡塑材料的最小防结露厚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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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3 �硬质聚氨酯泡沫材料的最小防结露厚度

10.3.2 �室内空调冷水管道 (介�质温度≥5℃�)保�冷最小绝热层厚度应符合表 10.3,2的规定。

注:1 �按满足防结露要求与经济厚度计算确定,冷�价为 9~s元�/GJ,还贷6年�,利�息 10%。�

2 柔性泡沫橡塑导热系数入=0O34+00tl【 l13氵�m[配/(m·�K)];安全系数取 1.18。

3 离心玻璃棉导热系数λ=00~s1+0.000I7莎 m[配/(m.Κ )];安�全系数取 1z~s。

4 室内系指温度不高于 ~s~s℃ ,相�对湿度不大于SO%的�房间。

10。 3.3 室内蓄冰系统管道 (介�质温度≥ -10℃�)保�冷最小绝热层厚度应符合表 10,3.3的规定。

表 10.3,2 �室内空调冷水管保冷最小绝热层厚度 (介�质温度≥5℃�)�

热

料

绝

材

柔性泡沫橡塑 离心玻璃棉

公称管径 (mm) 厚度 (mm) 公称管径 (mm) 厚度 (mm)

室

内

≤DlVz5� ≤DlVz5� 25

D~32~D丿γ50 DN32~DlVBo 30

Diγ70~DⅣ150� DV100~丿】~400

≥D丿�̌200� ≥Dˇ�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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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3 �室内蓄冰系统管道保冷最小绝热层厚度 (介�质温度≥ -10℃�
)�

绝热

材料

柔性泡沫橡塑 硬质聚氨酯发泡

公称管径 (mm) 厚度 (mm) 公称管径 (mm) 厚度 (mm)

室

内

≤DAJ~so ≤灬 、0�

Diγ70~DⅣ100� 45 DN50~DN125 40

DⅣ�125~D匆�250� 50 DAr125~D`、�500� 45

DΛ�300~Di、2000 ≥DN600� 50

≥D押�2100 60

注:1 �按满足防结露要求与经济厚度计算确定 ,冷�价为 9~s元�/GJ,还贷 6年�,利�息 10%。�

2 柔性泡沫橡塑导热系数 入=0。 ∞4+00llCl13ε m[配/(m·�Κ)];安�全系数取 1.18。

3 硬质聚氨酯发泡导热系数入=0.⑿�75+0,00O09莎 m[W/(m· K)];安全系数取 1.9~s。�

4 室内环境系指温度不高于 33℃ ,相�对湿度不大于 gO%的�房间。

10.3.4 �空调冷凝水管道宜采用柔性泡沫橡塑保冷 ,最�小绝热厚度应符合表 10.3.4的规定 。

10.4 �平面绝热

10.4.1 �室内空气调节风管绝热最小热阻应符合表 10.4.1的要求。

表 10,4.1 �室内空气调节风管绝热层的最小热阻

风管类型
适用介质温度 (℃�)�

最小热阻 [(亻 Κ)� /W]�
冷介质最低温度 热介质最高温度

一般空调风管 30 0.81

低温风管 1 14

注:1 �建筑物内环境温度 :冷�风时“℃ ,暖�风时⒛℃。

2 冷价为 9~s元�/α�;热�价为 g~s元�/GJ。�

3 以玻璃棉为代表材料 ,导�热系数 入=0031+000017氵 m[配/(m.K)]。�

10.4.2 �室外空调冷风管绝热应按防结露和经济厚度方法计算 ,采�用其中较大值。防结露厚度可查表

10.4.3和表 10.4.4确定 ;经�济厚度可查表 10.4.5和表 10.4.6确定。

10.4.3 �室外空调冷风管玻璃棉绝热防结露厚度应符合表 10.4.3的要求。

表 10.3.4 �空调冷凝水管防结露最小绝热层厚度 (mm)

位置

材料

柔性泡沫橡塑管套 离心玻璃棉管壳

在空调房吊顶内

在非空调房间内

表 10,4.3 �室外空调冷风管玻璃棉绝热防结露厚度 (mm)

潮湿系数 e� 1� 2� 3� 4� 5� 6� 7� 9�10 14 20

绝
热
厚
度

B=1� 20 20 20 30 40 45 50 60 70 80 90 100�

B=1,⒛ 20 20 26 42 47 84 104�

B=1.25 20 20 狃 49 60 103�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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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0.4.3

注:1 �潮湿系数 e应�根据绝热工程所在地气候条件及管道内介质温度,按�公式 (1031-I)计 算得到。
2 玻璃棉导热系数采用

^=0.O31+0.00017扌�
m[配/(m·�Κ)];B为修正系数 ,见�条文第 10.3,1条第 3款�说明。

3 最小厚度取⒛mm。

10。 4。�4 室外空调冷风管酚醛泡沫绝热防结露厚度应符合表 10.4.4的要求 。

表 10.4.4 �室外空调冷风管酚醛泡沫绝热防结露厚度 (mm)

注:1 �潮湿系数 e应�根据绝热工程所在地气候条件及管道内介质温度,按�公式 (103.1-1)计�算得到。
2 酚醛泡沫导热系数采用

^=0.∞
6+0.o0013矽�in[配�

/(m.Κ )];B为修正系数,见�条文第10,31条�第3款�说明。3 最小厚度取⒛mm。

10。 4.5 室外空调冷风管玻璃棉绝热经济厚度见表 10.4.5。

表 10.4.5 �室外空调冷风管玻璃棉绝热层经济厚度 (mm)

注 :1

2�

3�

10.4.6

室外环境温度按夏季最热月平均温度取值,非�太阳直射情况⊙
以经济厚度计算;冷�价%元�/CJJ;还�贷6年�,利�息 10%。�

玻璃棉导热系数采用入〓0031+00o017扌�m[w/(m· K)]。�

室外空调冷风管酚醛泡沫绝热经济厚度见表 10.4.6。

潮湿系数 9� 1� 2� 3� 4� 5� 6� 7� 11 20

绝
热
厚
度

B=1,30 20 20 34 40 45 74 n
υ
� 107�

B=1.35 20 30 41 94 100�106�

B〓�1.40 20 20 20 42 49 97 104� 110�

B〓�I.50 20 20 20 46 98 104� 124� 130�

潮湿系数 矽 l� 2� 3� 4� 8� 10 11 14 20

绝
热
厚
度

B=1� 20 20 20 20 21 34 42 46 50 54

B〓�1⒛�20 20 20 20 佴 48 74 82

B=1,25 20 20 20 20 41 45 50 54 90

B=130� 20 20 20 20 47

B=I35� 20 20 20 20 25 30 34 HzI� 49 54 64

B=1 40 20 20 41 46
101�

B=1.50 20 44 49 60 103� 108�

风管内介质温度 (℃�
)� 5� 7� 9� 17

环

境

温

度

℃

34 0
彡
� 20 20

22 30 27 24 20 20

34

40 30 0
‘
� 24

41 34 0
∠
�

0
彡
�

42 40 30 24

43 41

44 42 40

45 41 32

30 46 44 42 4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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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6 �室外空调冷风管酚醛泡沫绝热层经济厚度 (mm)

风管内介质温度 (℃�)� 5� 7�

环

境

温

度

℃

20 20 20 20

22 26 24 20 20 20

22 20 20 20

24 26
0
∠
� 23 20 20

25 22 20 20

26 21 20 20

27 24 20 20

30 27 24 20

29 30 22 20

30 30 29 28 26 21

注:1 �室外环境温度按夏季最热月平均温度取值,非�太阳直射情况。

2 以经济厚度计算;冷�价%元�/CJJ;还�贷6年�,利�息 10%。�

3 酚醛泡沫导热系数采用
^=0,匝

6+0。�00013莎�m[W/(m· K)]。�

10.4.7 �室外空调热风管玻璃棉绝热经济厚度见表 10.4.7。

注:1 �室外环境应按冬季供热期平均温度取值;风�速按 3111/s计 算,超�过时绝热层应适当加厚。

2 以经济厚度计算;热�价 b,L/CJJ;还贷6年�,利�息 10%。�

3 玻璃棉导热系数采用入=0031+000017莎 m[W/(m· Κ)]。

10.4.8 �室外空调热风管酚醛泡沫绝热经济厚度见表 10.4.8。

表 10.4.7 �室外空调热风管玻璃棉绝热经济厚度 (mm)

风管内介质温度 (℃�)� 30 40

环

境

温

度

℃

-8 60 62

-6 60

-4 60 62

-2

0� 50 54

50 54 59

4� 48 50 54

44 46 48 54

41 佴 48

表 10,4.8 �室外空调热风管酚醛泡沫绝热经济厚度 (mm)

风管内介质温度 (℃�)� 30 34 40

环

境

温

度

℃

-8 40 41 42 43 佴 46 47

-6 40 41 42 44 46

-4 39 40 41 43 44 45

-2 40 42 43 44

0� 41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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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4.8

注:1 �室外环境按冬季供热期平均温度取值 ;风�速按 3111/s计算 ,超�过时绝热层应适当加厚。
2 以经济厚度计算;热�价甾元/GJ;还贷6年�,利�息 10%。�

3 酚醛泡沫导热系数采用
^=0.Ⅱ

6+0.o0013苫�m[配/(m·�Κ)]。

10· 4·�9 低温送风系统风管离心玻璃棉绝热应符合表 10.4.9的要求。

表 10.4.9 �低温送风管道离心玻璃棉绝热厚度 (mm)

风管内介质温度 (℃�
)� 30 34 40

环
境
温
度
⌒
℃
ˇ

2� 34
41 42

4�
40 41

30
40

36

环境参数 送风温度 (℃�
)�

干球温度(℃�)�阳对湿度 (% 4� 5� 7� 8� 9� 10

90 109� 106� 102� 99

64 60 54 49

34
107� 103� 100�

60 49 47 45
90 103� 100� 82 74

50 48 46

90 100� 90

50 48 46 锕 41

90 94 90

48 46 44 42

30
90 94 90 80

49 46 44 42 40

90 84 80

48 46 44
'
十
�

28

90 84 80 76

49 47 44 42 40

80 42 40
34

27

49 47 45 42 40

80 41 40
34

41 40
34

70 41 40
34

41 40

o
∠
�

47 45 42 40 34

41 40 34

41 40

70 4I 40 34

41 40 39 34

注 :1

2�

3�

离心玻璃棉导热系数公式
^=00~s1�

按防结露厚度和经济厚度原则计算 ,�

经济厚度计算中:冷�价取 9~s元�/GJ;

+0.000I7氵 m [w/(m�
选用二者中的大值 ;�

还贷利息按年 10%;

·Κ)],密�度≥们k酽�″。

防结露厚度计算中的修正系数取 1.仞。

还贷年为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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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 低温送风系统风管酚醛泡沫绝热应符合表 10.4.10的�要求。

表 10.4.10 低温送风管道酚醛泡沫绝热厚度 (mm)

环境参数 送风温度 (℃�)�

干球温度 (℃�
)�瑁对湿度(% 4� 5� 6� 7� 10

90 82 71 68

50 48 46 45 41 40

34

90 80 74

47 45 44 42 40

80 74 66 60

47 46 佃 42 40 39 34

90 72 64 61

46 狃 42 41 34 32

70

44 43 41 34 30

30

90 70 “ 50

43 41 34

29

90 70 67 62 50 硐

41 34 30 ”

90
48 45

40 26

80 30 29
0
∠
�

26 zZ【

27

29 z�

80 29 26 25 23

28 26
0
‘
� 24

70 29 26
0
∠
�

⒉ 23

28 26 25 ⒛

29 26 zzI�

28 27 24 23
勹
∠

26 25 25 24

70 27 26 24 22

27
0
∠
�

25 24 22

注 :1

2�

3�

酚醛泡沫导热系数公式 λ=0,∞�6+0.00013‘�m[配/(m·�

按防结露厚度和经济厚度原则计算,选�用二者中的大值 ;�

经济厚度计算中:冷�价取乃 元/C,J;还�贷利息按年 10%;

K)],密度 sO~140k酽�J⊙�

防结露厚度计算中的修正系数取 1,sO。

还贷年为6年�。



-             绝  �热 ·2“�·

10.4.ii 热设备表面保温层经济厚度可参照按表 10.4.11选�用。

表 10,4.11 设备保温层经济厚度

保温材料 聚氨酯 离心玻璃棉板

设各表面温度 (℃�)� 80 95 80 80 130� 80 95 130� 150� 175� 200�

环境温度 (℃�)� 20 0� ⒛ o�

保温厚度 (mm) 50 64 80 93 103� 125� 166�

注:1 �制表条件:热�价为 S~s元�/C,J;⒛�℃为室内环境温度,风�速 0nl/s;0℃�为室外环境温度,风�速 3m/s;冬�季运

行时间:使�用期按 1⒛�天,⒛�gO小时。

? 当室外环境温度非 0℃�时,可�根据使用期的室外平均温度,采�用公式 10.2.5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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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l 一股规定

ii.1.1 �应根据建筑物的功能和标准、系统的类型、设各运行时间以及工艺对管理要求等因素,经�技
术经济比较选取以下监测与控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

1 参数检测 ;�

2 参数和设备状态及故障显示 ;�

3 自动调节与控制 ;�

4 工况自动转换 ;�

5 设各联锁及自动保护 ;�

6 能量计量 ;�

7 中央监控与管理。

,i.1.2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宜�采用集中监控系统 :�

1 系统规模大,设�各台数多,采�用集中监控系统可减少运行维护工作量 ,提�高管理水平 ;�

2 系统各部分相距较远且关联 ,采�用集中监控系统便于工况转换和运行调节 ;�

3 采用集中监控系统可合理利用能量实现节能运行 ;�

4 采用集中监控系统方能防止事故 ,保�证设备和系统运行安全可靠。
,i.1.3 �不具备采用集中监控系统条件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宜�采用就地的自动监控系统 :�

1 工艺或使用条件有一定要求 ;�

2 需防止事故 ,保�证安全 ;�

3 可合理利用能量 ,实�现节能运行⊙

ii.1.4 �设各设置联动、联锁等保护措施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采用集中监控系统时,联�动、联锁等保护措施应由集中监控系统实现 ;�

2 当采用就地自动控制系统时,联�动、联锁等保护措施应为自控系统的一部分或独立设置 ;�

3 当无集中监控或就地自动控制系统时,应�设置专门联动、联锁等保护措施。

".1.5 
采用集中监控系统控制的动力设备应设就地手动控制装置 ,并�通过远动/手�动转换开关实现远

动与就地手动控制的转换 ,并�且应在使用就地控制时,切�断远程控制。远动/手�动转换开关状态应作为

集中监控系统的输人参数。

i,.1.6 �暖通空调 ·动力专业监测与控制系统的设计包括以下范围 :�

1 应在便于观察的地点,设�置反映代表性参数的就地观测仪表 ;�

2 确定各系统的控制方案 ,配�合设计各系统的控制软件 ;�

3 确定监测控制点及联动联锁环节 ;�

4 确定和提供传感器和执行器的设置位置 ;�

5 配合选择和设置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 ,进�行水路和蒸汽自动控制阀的计算和选择 ,或�向自

动控制阀的生产厂提供自动控制阀的选型参数 ;�

6 提供典型设各及典型系统的控制原理图及监控要求 ,包�括工况转换分析及边界条件、控制点设

计参数值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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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宜提供运行管理的节能控制方案。
11· 1.7 采用集中监控系统时,对�自带控制系统的机电一体化设各 (例�如 :冷�水机组、变频调速机组
等),可只对其运行状态等进行监控。有条件时,宜�建立集中监控系统与设各控制器之间的通讯 ,实�现
集中监控系统中央主机对设各的控制和对其运行参数的监测。
羽.1.8 �锅炉房应符合 8.14节的监控要求。

ll。 2 传感器、执行器

ii。 2.1 传感器应按下列基本原则选择 :�

1 测量物理参数、具有连续输出的传感器的输出可以是 4~⒛mA电流 (0~10Ⅴ�电压)信�号、频
率或脉冲宽度信号,以�及采用某种通讯协议的直接数字信号 ;�

2 当仅用于安全保护和设各状态监测时,宜�选择温度开关、压力开关、气流开关、水流开关、压
差开关、水位开关等以开关量形式输出的传感器,不�宜使用连续量输出信号 ;�

3 易燃易爆环境应采用防燃防爆型传感器 ;�

4 选型应力求操作方便、运行可靠、经济、合理,并�在同一工程中尽量减少仪表的品种和规格。
ii· 2。�2 温度传感器的选用和安装,应�满足下列条件 :�

彐 �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应为测点处可能出现的温度范围的 1.2丬�。5倍�,传�感器测量范围和精度应
与二次仪表匹配,并�应高于工艺要求的控制和测量精度 ;�

2 壁挂式空气温度传感器应安装在空气流通,能�反映被测房间空气状态的位置;风�道内温度传感
器应保证插人深度,不�得在测头与风道外侧形成热桥;插�入式水管温度传感器应保证测头深度在水流的
主流区范围内 ;�

3 空调机器露点温度传感器应安装在挡水板后有代表性的位置,并�应避免辐射热、振动、水滴及
二次回风的影响。

’i.2.3 湿度传感器应安装在空气流通,能�反映被测房间或风管空气状态的位置,安�装位置附近不应
有热源、水滴。

i’�.2.4 �压力 (压�差)传�感器的选用和安装,应�满足下列条件 :�

1 选择压力 (压�差)传�感器的工作压力 (压�差)应�大于该点可能出现的最大压力 (压�差)的�1.5�
倍,量�程的上限值应为该点压力 (压�差)正�常变化范围的 1,2~1.3倍�

;�

2 在同一建筑层的同一水系统上安装的压力 (压�差)传�感器宜处在同一标高上 ;�

3 测压点应选在直管段上不会形成旋涡的地方,测�量液体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下部;测�量气体
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上部 ;�

4 水系统压差传感器的两端接管应连接在水流速较稳定的管路上。
ii.2。 5 流量传感器的选用和安装,应�满足下列条件 :�

1 量程的上限值应为系统最大工作流量的 I.2~1.3倍�
;�

2 安装位置前后应有保证产品所要求的直管段长度或其他安装条件 ;�

3 应选用具有瞬态值输出的流量传感器 ;�

4 应选用具有较低水流阻力的产品。
’’。2.6 用于冷热量检测的仪表应满足下列条件 :�

1 计量结算点的检测仪表误差不宜超过 5%;�
注:ASHRAE手�册提出的冷量计量精度为3%,因�冷量计量与流量和温度差两个仪表精度相关 ,目�前实际工程中的

测量精度过低 (误�差可达⒛%),暂�做此项要求。

2 应根据冷/热�量检测仪表的误差要求确定流量和温差测量仪表的精度等级 ;�

注:间�接测量值的测量误差遵守误差传播定律,冷�热量、温差之间关系和测量所得的相对误差关系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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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Δ莎

εQ=√5钿�+ε�l1

式中 Q——冷热量 (kW);�

C—�—水的比热 〔kJ/(lcg·�℃));�

∥——水流量 (kg/s);�

Ar  水进出口温差 (℃�);

ε——各物理量的相对误差 (%)。�

3 用于检测系统供、回水管温差的两个温度传感器应成对选用 ,且�温度偏差系数应同为正或负 ,�

以使温差的测量误差满足需要。

11。 2.7 执行器应按下列基本原则选择 :�

1 电加热器、加湿器的容量调节宜采用开关量输出,主�要方式为通过触点开关实现通断控制 ,要�

求调节精度很高时可采用无触点电子开关通过控制启停比实现。

2 电动机的控制调节可根据其容量大小、供电系统配置和系统要求的调节方式等选用以下方式 :�

1)直接启停控制为一个开关量输出 ;�

2)降压启动为两个开关量输出 ;�

3)变频控制调节为模拟量输出 (或�与其控制器直接数字通讯 )。�

3 阀门根据执行器动力源可采用电动式或气动式执行器,一�般民用建筑宜采用电动式。

4 仅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的电动阀应采用开关量输出的电磁阀或电动通断阀,用�于对流量连续调

节的电动阀宜采用模拟量输出的电动调节阀。

5 采用集中监控的电动阀执行器应同时配有现场手动控制 ,选�择开关应设在现场 ,操�作人员就地

开、关阀门时,集�中监控系统应能得到选择开关的状态信息。

,i.2.8 �阀门执行器电源可根据阀门工况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集中空调冷热源系统管道采用大口径通断阀并采用集中控制的,宜�采用 AC/220Ⅴ (或�380Ⅴ�)�

电源,执�行器应带 2个�无源触点 ;�

2 风机盘管水路通断阀采用室内温控器就地控制的,宜�采用 AC”⒛Ⅴ电源;当�采用集中控制时宜

采用 AC/24Ⅴ�电源 ;�

3 比例调节的阀门采用集中控制时,宜�采用 AC/24Ⅴ�电源,可�输出 0~10Ⅴ 电压或 4~⒛mA电流

信号显示阀门开度 ;�

4 风阀与消防控制连接时宜采用 DC/24Ⅴ�电源 ;�

5 风阀与空调设备联锁时宜采用 AC/220Ⅴ (或�380Ⅴ�)电�源 ;�

6 风阀执行器的额定工作电流应不大于 0.7A/m2。�

l1.3 �控制阀的选择计算

".3.1 
应按下列要求选择不同流量特性的水 (汽�)自�动控制阀 :�

1 当被调对象调节精度要求不高 (例�如风机盘管、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蒸汽加湿器等),或用于

水 (汽�)路�转换、开闭时,应�采用双位控制的电动阀或电磁阀。

2 用于控制水 (汽�)流�量 ,且�压力损失比 s较�大时,宜�采用直线特性的两通调节阀,例�如 :�

1)两侧无较大水流阻力的水路旁通调节阀;当�所选阀门的流通能力大于计算值较多时,应�选用等

百分比特性或抛物线特性的两通调节阀 ;�

注:空�调系统旁通调节阀所在串联管路 (旁�通管)的�总压差△P一�般较大;例�如一次泵系统压差控制的空调冷水旁

通阀,△�P为�分集水器之后系统负荷侧管网阻力;温�度控制的冷却水旁通阀,△�P为�室外气温和水温过低需旁通时运行

的水泵流量所计算出的管网阻力和冷却塔所需压力之和。但旁通管和检修阀等其他阻力较小,调�节阀压力损失比s值�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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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按�此选择的阀门相对于流量口径很小、流速很大、可能会发生对阀门磨损较大等问题;因�此工程中常比计算流通能

力数值放大 2号�以上选择过大的阀门,阀�门调节性能变差,此�时应选择调节性能更好的等百分比特性或抛物线特性的两

通调节阀。建议旁通管流速选较高值 ,电�动调节阀两侧可设置高阻力、调节性能较好的检修阀,以�增加阻力,减�少旁通

调节阀两侧压差。

2)比例控制的蒸汽调节阀。

3 用于控制水流量,且�压力损失比s较�小时,宜�采用等百分比特性的两通调节阀,例�如用于调节

换热器 (包�括空气处理机组的换热器)水�流量的两通阀。

4 采用三通阀调节换热器水流量时,换�热器应接在三通阀的直流支路上,且�宜采用直流支路为等

百分比特性,旁�流支路为直线特性的非对称型阀门。一个三通阀也可用二个两通阀代替,与�换热器串联

支路的两通阀宜采用等百分比特性,旁�流支路的两通阀宜为直线特性。

注 :调�节阀的压力损失比 (也�称阀权度)按�下式确定 :�

S=苄=揣�
式中 s——压力损失比 ;�

ΔPv——调节阀的设计压差 ,即�阀门全开时的压力损失 (Pa);�

ΔPr——被控对象 (换�热器)及�所接附件的水流阻力 (Pa),当�有多个对象并联时,应�取并联支路

中最大的ΔPr值 ;�

ΔP—�—调节阀所在串联支路的设计 `总�
压力损失 (Pa)。

ii.3.2 �控制阀的设计压差 ΔPv应如下确定 :�

1 用于控制换热器 (包�括空气处理机组和风机盘管的换热器)的�水流量时 :�

彐)采�用等百分比特性调节阀时,其�压力损失比 S不�应小于 0.3,宜大于 0.5,可按 ΔPv≥ ΔPr确

定 ;�

2)采用双位控制阀时,宜�取 ΔPv=0。 笏ΔPro�

2 用于调节蒸汽流量时 :�

1)采用直线特性调节阀时,宜�取 ΔPv=0.8(P1TP2),且 ΔPv不应大于 0.5P1;

P1——蒸汽进口绝对压力 (Pa);�

P2——凝结水回水绝对压力 (h)。�

2)采用双位阀控制时宜取 ΔPv=0.2(卩�I-P2)。�

3 旁通调节阀工作压差 ΔPv应在水路水力计算完成后 ,按�阀门两端的计算压差值确定。
ii.3.3 �控制阀的口径应如下确定 :�

1 采用双位控制阀时,可�按所接管道直径直接确定阀门口径。

2 选择水量调节阀时,应�按下式计算其流通能力 :�

Kv=�
316Cs�

(11.3.3-1)
√厮

3 选择蒸汽调节阀时 ,�

1)P2>0.5P1时

2)P2≤ 0.5P1时�

应按下式计算其流通能力 :�

KvF�

Kv=i;;;;:芎�言亍

(11.3.3-2)

(11.3.3-3)

式 (11,3.3-1)~(11.3.3-3)�

民
——阀门的流通能力 ;�

Cs——通过阀门的设计水量

中

(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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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Pv——阀门的设计压差 (Pa);�

Cq——通过阀门的设计蒸汽流量 (kg/h);�

P1——阀门进口绝对压力 (Pa);�

P2——凝结水回水绝对压力 (Pa);�

助
——在 P2压力下 莎1温�度时阀后的蒸汽密度 (k酽m3);

助c—�
—超临界流动状态 (P2≤�0.5P1)时 ,阀�出口截面上的蒸汽密度 (kg/lyl3),取 0.5P1压�力下

莎1温�度时的蒸汽密度 ;�

莎1—�
—P1压力下的饱和蒸汽温度 (℃�)。�

4 实际所选阀门的 Kv值应大于且接近上述公式计算所得值 ,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大一档。

5 可将调节阀的工作压力及设计流量提供给阀门厂商进行选型,初�设阶段可参考表 11.3.3选择口径。

表 11.3.3 �电动二通调节阀口径估算 (mm)

管径 Cv 氏

工作压差 ΔPv

10kPa� 20kPa� 40kPa� 100kPa 200kPa 300kPa 400kPa

Cs—— 阀门流量 m3/h)�

1� 1� 0,3� 0.4� 0.6� 1.0� 1.4� 1.7� 2.0�

20 7� 2.0� 2.8� 4,0� 10.9 12.6

25 3.2� 4.5� 100� 14.2 20.0

7.2� I01� L60� 22.6 27,7 32.0

40 11.2 25,o 35.4 43.3 50.0

50 47 40 17.9
0
‘
� 40 0 56.6 80,1

65 74 19,9 28.2 63,0 109.2� 126.1�

80 100� 31.6 44.8 63 3 100,1� 141.5� 173.3� 200.I�

100� 169� 145� 45.9 64.9 145,1� 205.2� 251.3� 290.2�

125� 257� 220� 69.6 98.5 139.2� 220 2� 311.4� 381.3� 440 3�

150� 373� 320� 101,3� 143,2� 202.5�320,2� 452.9� 554.7� 640.5�

200� 525� 437.5� 1384 195.8� 276.9� 437 8� 619.2� 758.3� 875.6�

注:1 �本表根据相关产品技术资料整理。

2 Cv值为采用英制单位计算出的阀门流通能力 ,Cv=1.167凡�⊙

i,.3.4 �水 (汽�)控�制阀的选择和设置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

1 蒸汽和其他要求关闭严密的系统,应�采用单座阀 ;�

2 阀门的承压能力和阀门最大允许开阀 (或�关阀)压�差 (即�保证阀正常开启 (或�关闭)时�所允许

的阀两端最大压降)应�符合系统的要求 ;�

注:1 �为避免执行器转矩不够,阀�门关闭不严或打不开,应�按系统要求确定阀门最大允许压差。

2 一般双座阀阀芯两方所受压力可相互抵消 ,因�此具有较大的允许开阀 (或�关阀)压�差。

3 三通分流阀不应用作三通混合阀,三�通混合阀不宜用作三通分流阀 ;�

4 阀门部件材料应适用于系统介质,并�满足系统温度的要求 ;�

5 选择阀门时,应�注明是常开还是常闭,不�工作时应能自动复位 ;�

6 电动控制阀宜安装在水平管道上,且�执行机构位置应高于阀体 ;�

7 用于控制水系统压差的旁通阀应设于`总�供、回水管路中压力 (或�压差)相�对稳定的位置 ;�

8 使用蒸汽的调节回路,宜�在调节阀前装恒压调节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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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仅以开关形式用于设各或系统水路的切换时 ,应�采用双位控制阀,不�得采用调节阀。
,i.3.5 �调节风量用风阀宜选用对开多叶调节阀。风阀执行器的转矩应能在所受风压下打开风阀,常�
温 ⒛℃不同风压下打开风阀所需转矩可参考表 H。�3,5。�

表 11.3.5 �风阀转矩 (NM/m2)�

风阀类型
风速或静压

(5m/sΞ�定300Pa� 5~13111/sΞ�定500Pa� 13~15111/sΞ戈1000Pa

气密应用

圆形叶片/边�缘密封 12

平行叶片/边�缘密封 17

对置叶片/边�缘密封 9� 12

一般应用

圆形叶片/金�属座 9�

平行叶片/无�边缘密封 7� 10

对置叶片/无�边缘密封 7�

注:1 �此表根据相关产品技术资料整理。

2 本节对阀门的称谓 :电�动阀统称为
“
控制阀

”
或

“
电动控制阀

”
,包�括双位控制和连续调节的阀门;“�调节

阀
”

均指连续调节的阀门;双�位控制的阀门称为
“
双位控制阀

”
⊙

l1.4 �现场控制器和中失监控管理系统

i’�.4.1 �现场控制器的选择和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控制点的性质应与控制器的功能相匹配 ;�

2 应充分利用控制器的点数及功能,并�根据前期规划留出少量备用点 ;�

3 同一系统中,相�互有关联的控制点宜放进同一控制器内 ;�

4 现场传感器、执行器的信号类型应与现场控制器的输人、输出接口相匹配 ;�

5 控制器宜安装在被控系统或设各附近;当�采用集中监控系统时,应�设置控制室;就�地控制环节
和仪表较多时,宜�设置控制室。

11.4。 2 应根据工程规模、投资、建设标准、系统类型及工艺管理要求等因素,选�择适当的中央监控
系统 ;通�常宜选择由现场传感器、执行器 ,现�场控制器 ,通�讯网络和中央管理工作站等组成的集散式中
央监控管理系统。

,,.4.3 �中央级管理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 :�

1 应能以多种方式显示各系统运行参数和设各状态的当前值与历史值 ;�

2 应能以与现场测量仪表相同的时间间隔与测量精度连续记录各系统运行参数和设备状态 ,其�存
储介质和数据库应能保证记录连续一年以上的运行参数 ,并�可以多种方式进行查询 ;�

3 应能计算和定期统计系统的能量消耗、各台设各连续和累计运行时间,并�能以多种形式显示 ;�

4 应能改变各控制器的设定值和各受控设各的
“
远动/自�动

”
状态,并�能对设置为

“
自动

”
状态

的设各直接进行启/停�和调节 ;�

5 应能根据预定的时间表或依据节能控制程序自动进行系统或设各的启停 ;�

6 应设立安全机制 ,能�将操作者设置成具有不同权限,并�能对操作者所做的各种操作进行记录 ;�

7 应有参数越线报警、事故报警及报警记录功能,宜�设有系统或设各故障诊断功能 ;�

8 中央级监控管理系统应兼有信息管理 (M⒙ )功�能,为�所管辖的建筑设各建立设各档案 ,供�运
行管理人员查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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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宜设有系统集成接口,以�实现大楼内弱电系统数据共享 ;�

10 �宜设互联网接口。

ll。 5 冷热源利空调水系统的监测与控制

11‘ 5.1 空调冷热源和空调水系统 ,应�对下列参数进行监测 :�

1 冷水机组蒸发器进/出�口水温、压力 ;�

2 冷水机组冷凝器进/出�口水温、压力 ;�

3 换热器一二次侧进/出�口温度、压力 ;�

4 分、集水器温度、压力 (或�压差),集水器各回水支管温度 ;�

5 水泵进出口压力 ;�

6 水过滤器前后压差 ;�

7 冷 (热�)水�机组、水阀、水泵、冷却塔风机等设备的工作状态和故障报警 ;�

8 高位膨胀水箱、软水箱、冷却塔的高/低�液位 ;�

9 采用闭式气压罐定压方式时,气�压罐压力 ;�

10 �宜监测室外空气温度、相对湿度 (湿�球温度 );

ii �宜监测冷水机组蒸发器、冷凝器的水流状态 ;�

12 �宜监测冷热水流量 ;�

13 �宜监测冷水机组、水泵等设各的启停次数、累计运行时间,以�及设定定时检修提示 ;�

14 �应对建筑物的水、暖、电、气等能源消耗的总量进行计量。对于单台电功率大于 100kW的�制

冷机和其它水泵、风机等设各应安装专门电表计量电耗。采用区域性冷源和热源时,应�在用户冷源和热

源入口处 ,设�置冷量和热量计量装置。公共建筑内部归属不同使用单位的各部分 ,宜�分别设置冷量和热

量计量装置。

11.5.2 �蓄冷、蓄热系统 ,应�对下列参数进行监测 :�

1 蓄热水槽的进/出�口水温 ;�

2 电锅炉的进/出�口水温 ;�

3 冰槽进/出�口溶液温度 ;�

4 蓄冰槽液位 ;�

5 运行工况显示 ;�

6 调节阀的阀位显示 ;�

7 流量计量与显示 ;�

8 故障报警 ;�

9 冷、热量计量。

注:蓄�冷、蓄热系统的控制环节见本措施第64节。

iJ.5.3 �当空调冷 (热�)源�水系统采用自动方式运行时,设�各及控制阀应进行下列联锁控制 :�

1 冷水机组及其相关设各应按下列顺序启动 :电�动水阀、冷却水泵、空调冷水泵、冷却塔风机应

先于冷水机组启动 ,冷�水机组在冷水水流得以证实后启动;系�统停机时上述顺序应相反 ;�

注:当�采用停开冷却塔风机控制冷却水温时,冷�却塔风机应能在冷水机组运行过程中受水温控制启停。

2 2台�和 2台�以上冷水机组和一级冷水泵或冷却水泵之间通过共用集管连接和运行时,每�台冷水

机组入口或出口管道上的电动隔断阀 (见�图 5.7.4-3和�图 5,7.3-3),应�与对应运行的冷水泵和冷却

水泵联锁开闭 ;�

3 2台�和 2台�以上冷却塔通过共用集管连接和运行 ,并�在每台冷却塔支管设置电动隔断阀时,电�

动隔断阀应与对应运行的冷却水泵联锁开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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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 �设置多台冷水机组的水系统,宜�根据系统冷量变化控制冷水机组的运行台数 ,应�符合下列要

求 :�

1 测量冷量的传感器应设于负荷侧的供回水`总�管上 ,并�符合 11.2.6的 规定 ;�

2 空调冷水一次泵为定流量运行的系统 ,可�将冷量变化简化为供回水温差或回水温度的变化 ;�

3对�于节能要求高的系统 ,可�采用综合效率优化的冷机运行控制策略。

注:系�统的
“
综合效率

”
为系统总能耗与总制冷量之比。

“
综合效率优化的运行控制策略

”
是根据冷机和相关的冷

水泵、冷却水泵、冷却塔风机的容量和调节特性,得�出给定的冷水、冷却水温度条件下,系�统不同冷量需求时的冷量

——能耗曲线,并�从当前工况点出发执行最佳、即在满足冷量需求的前提下制冷能耗最低的运行方案⊙此控制策略要求

的设各参数全面,白�控设计和管理水平较高。详见江亿、姜子炎著 《建筑设各自动化》。

1日�.5。 5 空调冷水一次泵系统J总�供、回水管之间的旁通调节阀应采用压差控制 ,压�差测点宜设在丿总供、

回水管路中压力相对稳定的位置,压�差设定值应按 11.3,2条第 3款�的要求经计算确定。

11。 5.6 空调冷水二次泵系统二级冷水泵运行台数宜采用流量控制方式 ,频�率或转速宜根据系统压差

变化控制 ,系�统压差测定点宜设在最不利环路干管靠近末端处。

ii.5.7 �一次泵 (变�频)变�流量冷水系统的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总供、回水管之间的旁通调节阀可采用流量或压差控制 ;�

2 水泵的台数和频率与 1l.5.6条二级冷水泵的控制方式相同 ;�

3 系统宜采用以下精确控制流量和降低水流量快速变化的控制和管理措施 :�

1)应采用高精度的流量测定装置 ;�

2)应采用合理的群控方案避免频繁加减机 ,冷�水机组的台数加减控制应合理,例�如:以�系统供水

温度或以压缩机运行电流为依据加机 ,以�压缩机运行电流为依据减机,在�加机前先对原运行机组卸载

等 ;�

3)冷水机组的电动隔断阀应缓慢动作 ,避�免加减机时流量瞬间变化过大 ;�

4)旁通阀的流量和开度应成线性关系,尽�可能减少控制延迟时间,并�在设计压力下确保不漏 ;�

5)负荷侧多台设各的启停时间宜错开,设�各盘管的水阀应选择
“
慢开

”
型。

注:空�调水系统形式、设各配置、自控阀设置、旁通管流量,以�及末端装置自控阀的设置要求等内容详见57节。

,,.5.8 �冷却水系统 ,尤�其是全年运行的冷却水系统,宜�对冷却水的供水温度采取调节措施 :�

1 可采用根据冷却塔出水温度控制冷却塔风机转速或开启台数的方法 ;�

2 室外湿球温度较低的冬季或过渡季运行的冷却塔 ,宜�在冷却水供回水管之间设置旁通调节阀 ,�

控制旁通水量 ,调�节混合比控制水温 ;�

3 冷却水的温度应符合本措施第 6.6.2条�的要求 ;�

注:过�渡季运行的冷却塔是否设置旁通调节阀,应�根据使用期间室外湿球温度和冷水机组对冷却水的温度要求确

定,电�压缩式冷水机组最低水温限制的数值较低,如�采用停开冷却塔风机的方法可以满足要求,则�不必设置旁通阀。

1叩�.5.9 �空调热水和空调冷水的换热系统应采用下列控制方式 :�

1 宜根据换热器二次水的供水温度控制一次热媒 (或�一次冷水)的�流量 ;�

2 二次水循环泵应采用台数和转速调节 ;且�宜根据流量变化控制运行台数 ,根�据系统压差控制水

泵转速 ;�

3 当多台换热器和二次水循环泵一对一设置并采用共用集管连接和运行时,每�台换热器宜设置与

水泵开闭联锁的电动阀。

ii.5.10 空调水系统补水定压设计详见本措施第 6。�9节�,设�置补水泵补水时应符合下列控制要求 :�

1 采用开式膨胀水箱定压时,应�由膨胀水箱液位控制补水泵启停 ;�

2 采用闭式气压罐定压时,应�由气压罐压力控制补水泵启停和膨胀电磁阀的开闭 ;�

3 当设置离子交换软化设各和软水箱时,宜�根据软水箱液位高低进行下列控制 :�

1)控制软化装置电源开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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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软水箱最低水位控制补水泵停机 ;�

3)软化装置采用自来水补水 ,且�有可能自来水水压超过软化装置的工作压力时,控�制软化装置进

水电动阀开闭 ;�

4)软化装置采用专用供水泵供水时,控�制水泵的启停。

l1.6 �空调系统利空气处理装置的监测与控制

,i.6.1 �舒适性空调系统中,应�对下列参数进行监测 :�

1 室内外温度 ;�

2 空气冷却器出口的冷水温度 ;�

3 加热器进出口的热媒温度和压力 ;�

4 空气过滤器进出口静压差的超限报警 ;�

5 新风/空�气处理机组的出风温度 ;�

6 风机、水泵、转轮换热器、加湿器等设备运行状态、手动/自�动状态和故障报警 ;�

7 加热盘管低温防冻报警 ;�

8宜�监测室内外、新风/空�气处理机组的出风相对湿度或露点温度。

ii.6.2 �当受调节对象纯滞后、时间常数及热湿扰量变化的影响,采�用单回路调节不能满足调节参数

要求时,空�气调节系统宜采用串级调节。

串级调节原理如图 11.6.2。

图 11,6.2 �串级调节原理
扌s-送风温度 �莎rˉ�回风温度 �犭bel-房 间温度的设定值 Js冖�d-送风温度的设定值

注:主�调节目标为房间的温 (湿�)度�,副�调节目标为空气处理装置的送风参数,由�于空气处理装置的调节特性与

房间参数的调节特性 (特�别是时间常数)有�很大不同,采�用串级调节将两个调节过程分解开,可�以更好地实现控制调

节。详见江亿、姜子炎著 《建筑设各自动化》。

ii.6.3 �传感器的设置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空调 (新�风)机�组送风温 (湿�)度�传感器应设于机组送风处的稳定气流段 ;�

2 一般空调系统房间温 (湿�)度�传感器宜设于被控房间的典型区域 ;采�用置换通风或利用地板静

压箱下送风时 ,应�设于被控房间的工作区。

ii。 6.4 空气加湿量应根据加湿器产品和执行器的类型确定控制方式。

注:加�湿器类型详见5.58,控�制方式应符合产品的要求。例如:干�蒸汽加湿器一般控制蒸汽阀的开闭或开度;电�

极加湿器控制电源的启停或调节通电水位的高低;电�热式加湿器控制电热器的启停或功率;高�压喷雾加湿器控制高压水

泵的启停;湿�膜加湿器控制水阀的开闭;循�环水湿膜加湿器控制循环水泵的启停;高�压微雾加湿系统可服务于多台空调

设各,每�台空调设各控制喷雾水阀开闭,加�湿主机水泵根据管路压力进行变频调节等。

ii.6.5 �空调系统的电加热器应与送风机联锁 ,并�应设无风断电、超温断电保护装置 ;设�置电加热器

的金属风管应接地。

ii。 6.6 空气处理装置的电动风阀、电动水阀和加湿器等均应与送风机进行电气联锁。

ii.6.7 �全空气空调系统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风做冷源 ,不�同气候条件地区新风免费供冷 (增�大新风

比)工�况的判别方法应按表 11.6.7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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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7 �气候分区与工况判别方法

地 区 气候条件 允许的工况判别方法 禁止的工况判别方法

干燥地区 Jwb<21℃ 或 ‰b<⒛℃且 莎db≥ 38℃ 固定温度法 ,温�差法 ,电�子焓法 ,焓�差法 固定焓法

适中地区 21℃ ≤氵wb≤ 23℃ ,J曲 <38℃�
固定温度法,温�差法 ,固�定焓法 ,电�子焓法 ,�

焓差法

潮湿地区 Jwb)23℃ 固定温度法 ,固�定焓法 ,电�子焓法 ,焓�差法 温差法

注:1 �本表摘 自ASHRAE标准 ⒇.1-⒛�01,rwb和 Jdb分�别为该标准定义的夏季空调设计湿球温度和夏季空调设计干

球温度。

2 判别方法说明如下 :�

◆焓差法是比较室外新风焓值 讶w与�回风焓值 九R的�大小 ,以�凡w≤�″R作�为启动新风免费供冷工况的启动条件。

◆固定焓法是比较室外新风焓值焓 仃w与�某—固定焓值焓 凡s(例如室内设计状态 :干�球温度 ⒛℃ ,相�对湿度
sO%,则 九s〓�47kJ/吒�)的�大小 ,以�九w≤�九s作�为启动新风免费供冷工况的启动条件。

◆电子焓法是用等温线与等焓线将焓 -湿�图分成四个区域 ,新�风状态点位于左下区域 ,作�为启动新风免费供冷

工况的启动条件。

◆温差法是比较室外新风温度 莎w与�回风温度 氵R的�大小 ,以�莎w≤�讠R作�为启动新风免费供冷工况的启动条件。

◆固定温度法是比较室外新风温度 rwf与�某一固定温度 苫s大�小 ,以�莎w≤�莎s作�为启动新风免费供冷工况的启动条

件。其中↓s是�根据不同地区的相对湿度对应于 九s的�干球温度。对于干燥地区、适中地区和潮湿地区,其�相
对湿度分别为 ~sO%、 “%和�“%,对应于 汔s=仰 kJ/吒�的莎s分�别为⒛℃ ,21℃�和 18℃ ⊙

◆焓差法的节能性最好 ,但�需要的传感器多 ,且�湿度传感器误差大、需要经常维护 ,实�施较困难。

◆固定温度法的检测稳定可靠 ,实�施最为简单方便 ,可�在实际工程中采用。

".6.8 
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使用的空气处理装置应按 5.5.4条�的要求采取防冻控制措施。

11.6.9 �风机盘管应设室温控制装置,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空调水系统采用二次泵和一次泵 (变�频)变�流量时,应�通过控制电动水阀开停实现对室温的控
制 ;�

2 空调水系统采用一次泵系统时 ,宜�通过控制电动水阀开停实现对室温的控制 ;�

注:如�采用温控器控制风机三速开关实现对室温控制的简易方法,风�机停开时房间温度不均匀,控�制精度很差;且�
当冷水机组和水泵台数调节时,需�冷量较大房间的水量相应减少,回�水温度升高,降�低去湿能力,因�此不推荐采用。

3 风机盘管电动水阀宜采用常闭式开关阀 ,由�温控器就地控制 ,且�应与风机电源联锁 ;�

4 当两管制风机盘管冬夏季分别供热水和冷水时 ,温�控器应设冷热转换开关。

i,.6。 10 �冬季和夏季需要改变送风方向的风口 (包�括散流器和远程投射喷口)应�设置转换装置实现冬
/夏�转换。

ii.6.i, 变风量 、水环热泵、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分体式空调系统的主要控制要求分别详见本措施第
5.1I、 5.13、 5.14节。

11.7 �采暖、通风与防排烟系统的监测与控制

i,.7.1 �采暖、通风系统应对下列参数进行监测 :�

1 采暖系统的供水、供汽和回水干管中的热媒温度和压力 ;�

2 热风采暖系统的室内温度、送风温度和热媒参数 ;�

3 兼作热风采暖的送风系统的室内外温度、送风温度和热媒参数 ;�

4 除尘系统的除尘器进出口净压差 ;�

5 风机等设各的运行状态、手动/自�动状态和故障状态。

,,.7。 2 采暖系统的控制调节应符合下列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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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中采暖系统供暖用户入口应根据系统形式采用相应的调控装置,确�保各供暖用户系统的水力

平衡 ;�

2 散热器应按本措施第 2.4节�的要求设置温控装置进行局部调节 ;�

3 集中采暖系统的热源应设供热量 自动控制装置,根�据室外气温的变化 自动改变用户侧供 (回�)�

水温度 ,对�用户侧系统进行
`总�

体质调节 ;�

4 采暖水系统的补水定压控制详见 11.5.10。�

11.7.3 �采暖系统应按本措施第 2.1节�的要求在供暖用户人口和要求分户计量的住宅的入户支管上设

置热计量装置。

i,.7.4 �通风机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

彐 �对于厨房、实验室等需在工作点控制风机启停且风机远离工作点时,应�在工作点设置远距离控

制开关。

2 事故通风应满足下列控制要求 :�

1)通风机应分别在室内、外便于操作的地点设置电器开关 ;�

2)通风装置应与可燃气体泄漏、事故等探测器联锁开启。

3 风量需要经常变化 ,且�需维持房间风量平衡和压力的场合 ,送�风机和排风机宜联锁启停 ;当�采

用双速或变速风机时,风�机排风量应满足房间风量平衡的要求。举例如下 :�

1)厨房炉灶排风机和对应送风机的联锁启停 ;当�多台排风机对应一台补风机时,补�风机风量根据

排风机开启台数变速运行 ;�

2)地下锅炉房锅炉鼓风机和为满足燃烧空气量所设对应送风机的联锁启停 ;当�多台锅炉对应一台

补风机时,补�风机风量根据排风机开启台数变速运行 ;�

3)空调系统的空气处理机组和对应排风机的联锁启停 ;当�新风量变化时,应�进行排风机的台数调

节或变速运行。

".7.5 
通风系统宜进行以下节能控制 :�

1 在人员密度相对较大且变化较大的房间,可�根据室内 Co2浓�度或人数/人�流检测值 ,实�现改变

最小新风比或最小新风量的控制 ;�

2 地下停车库的通风系统 ,可�根据使用情况对通风机设置定时启停或台数控制 ,或�根据车库内的

C0浓度或车辆数检测值进行自动运行控制 ;车�库送热风时,应�根据车库内的 C0浓度或车辆数检测值

进行自动运行控制 ;�

3 变配电室等发热量和通风量较大的机房,宜�根据使用情况或室内温度设置风机定时启停、台数

或双速运行控制。

ii。 7.6 通风系统防火监控应符合有关防火设计规范和第 4章�的有关规定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通风空调风道上宜设置带电信号的防火阀,并�能显示其开闭状态 ;�

2 火灾时应通过消防控制室切断相关部位空调通风设各的电源 ;�

3 与防排烟系统合用的通风空调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

1)所有通风设各应有平时/消�防两路供电 ;�

2)合用的风机和转换风阀等由消防控制室控制 ,火�灾时转人火灾控制状态。

,i.7.7 �设有气体灭火、细水雾灭火系统防护区的空调通风、排烟系统的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风道或风口上应设有常开的电动防火阀,并�应在灭火系统启动前关闭,电�动防火阀应由消防中

心控制 ;�

2 气体灭火房间的事故排风系统应在防护区外便于操作的位置设置就地启动开关。

i,.7.8 �机械排烟系统的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排烟风机应由消防中心手动或由火灾探测系统连锁 自动启停 ,并�与排烟口 (阀�)开�启联锁启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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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烟风机应在设于风机前的⒛0℃�防火阀动作后联锁停机 ;�

3 排烟口或排烟阀应按所负担的防烟分区进行开启控制 ;�

4 排烟补风机宜与对应的排烟风机联锁启停。
i,.7.9 �加压送风系统的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楼梯间采用常开风口 (包�括自垂百叶)时�,加�压送风机应由消防控制室手动或自动启停 ;�

2 前室或合用前室设置常闭型加压送风口时,应�设置现场手动和在消防控制室远控的电动开启装
置 ;�

3 限压装置的设置和控制宜符合本措施第 4.10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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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l �—股规定

12.1.1 �本章适用于使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的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居住小区及其民用建

筑室内外燃气供应设计。

12.1.2 �本章适用于供气压力不大于 0.4MPa的 中、低压室内燃气系统以及室外燃气管道供气系统设

计,液�化石油气瓶组、气化站、混气站和瓶装供应站的设计。

12.1.3 �本章适用于下列用气设各 :�

1 居民和公共建筑厨房燃气设备 ;�

2 居民和公共建筑热水用燃气设各 ;�

3 分散或集中民用燃气供热锅炉、直燃机、热泵等供冷暖设备 ;�

4 燃气分布式供能系统设备。

12.1.4 �燃气供应设计应遵守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OO28和�其它有关规范。当本措施与

国家规范不同时,应�服从国家规范,并�应尊重建设地区相关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做�到安全、可靠、使用

方便。

12.2 �燃气供应方式的选择

12.2.1 �燃气供应方式应根据燃气供应来源、用户所需燃气压力和用量,结�合市政管网供气条件 ,经�

方案比较后 ,择�优选取技术经济合理、安全可靠的方案。

1 用户所需燃气压力为低压且城市低压管网有能力供气时,宜�采用低压管网直接供气方式;低�压

管网不能满是用户要求时,宜�采用从城市中压管网接入燃气经调压后低压供气方式。

2 用户只需中压燃气且有专用调压设施时,宜�采用城市中压管网直接供气方式。

3 用户所需燃气压力为中、低压不同压力且周边无低压管网时,宜�采用直接引入城市中压燃气经

分别调压后 ,以�不同压力供气的方式。

4 用户需要中、低压不同压力,且�周围有中、低压管网并能保证供气时,宜�采用中、低压管网分

别供气方式。

12.2.2 �民用建筑的室外燃气管道 ,宜�采用枝状布置方式 ;但�根据规模大小也可采用环状布置方式。

12.2.3 �高层建筑根据建筑高度和气源种类可采用中压供气 ,分�户调压供气方式 ;也�可采用竖向分区

低压供气方式。

12.3 �燃气用气量和计算流量

12.3.1 �燃气用气量

民用建筑燃气用气量包括 :居�民生活用气量、商业用气量、采暖及通风空调用气量。

1 用户的燃气用气量 ,应�考虑燃气规划发展量 ,根�据当地的用气量指标确定。

2 居民生活和商业的用气量指标 ,应�根据当地居民生活和商业用气量的统计数据分析确定。当缺

氓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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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实际统计资料时,结�合当地情况参考选用附录 D中�附表 D。�1-1、�附表 D.1-2、�附表 D.1-3、�附表
D.1-4数�据。

3 采暖用气量,可�根据当地建筑物耗热量指标确定 (方�案和初步设计阶段也可按附录 D中�附表
D.1-5中�数据估算 )。�

4 通风空调用气量 ,取�冬季热负荷与夏季冷负荷中的大值确定 (方�案和初步设计阶段也可按附录
D中�附表 D.1-6中�数据估算 )。�

5 居住小区集中供应热水用气量,参�照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sOO15中�的耗热量计算。
12.3.2 �燃气计算流量

1 燃气管道的计算流量,应�为小时最大用气量。
2 居民生活和商业用户

1)已知各用气设各的额定流量和台数等资料时,小�时计算流量按以下方法确定 :�

①居民生活用燃气计算流量 :�

Qh=∑�屁iⅤ�Qn (12.3.2-1)

式中 Qh—�—居民用户燃气计算流量 (耐�/h);

屁 ——用气设备同时工作系数,可�参照附录 E中�附表 E,l-1、�附表 E.1-2的�数据 ;�

Ⅳ ——同种设各数目;�

0n——单台用气设各的额定流量 (耐�/h)。�

②商业用户 (包�括宾馆、饭店、餐馆、医院、食堂等)的�燃气计算流量,一�般按所有用气设备的
额定流量并根据设备的实际使用情况确定。

2)当缺乏用气设备资料时,可�按以下方法估算燃气小时计算流量 (0℃ ,1013犭�h,以下同):

O"=÷�Qa

365×�24
刀=T≡

瓦ΠT�
式中 o"—�—燃气小时计算流量 (沪�/h);

0a——年燃气用量 (沪�/a);

屁 ——年燃气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 (h);

Km——月高峰系数,计�算月的日平均用气量和年的日平均用气量之比;�

凡 ——日高峰系数,计�算月中的日最大用气量和该月日平均用气量之比;�

瓯
——小时高峰系数 ,计�算月中最大用气量 日的小时最大用气量和该 日小时平均用气量之比。

注:1 �年燃气用量应根据当地居民生活和商业的用气量指标确定,当�缺乏资料时,可�参考附录 D中�附表 D,1-1、�

附表 D.I-2、�附表 D.1-3、�附表D1-4中数据计算。
2 用气高峰系数应根据用户的燃气用量或燃料用量的变化情况,统�计分析确定。当缺乏实际统计资料时,结�

合当地情况参考选用下列数据:凡�=1.1~1.3;凡�〓1.0~s~1.2;氏 =2.2~32。�
3 采暖、通风空调及生活热水用户

1)已知用气设备的额定流量和台数等资料时 ,集�中设置的燃气锅炉房 、直燃机或分布式供能机组
的燃气计算流量 ,应�按各用气设备的额定流量 ,在�考虑了设各备用情况之后 ,叠�加确定。

2)当缺乏用气设各资料时 ,可�按以下方法进行估算 :�

①采暖燃气小时计算流量:�

(12.3.2-2)

(12.3.2-3)

0田�=3·
5×�gh× ⒕

式中 O⒑——采暖用户小时燃气计算流量 (Nm3/h);

gh——采暖热指标 〔W/(m2·�h)〕 ,见�附录 D中�附表 D。�1-5;

(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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⒕ ——采暖建筑面积 (m2);�

QR——燃气低热值 (kJ/lns);�

叼
——供热设备热效率,应�按设备厂提供的数据选用。

②通风空调燃气小时计算流量 :�

Q“�=懈�

式中 0h3 �——空调用户小时燃气计算流量 (N沪 /h);

gc �——空调冷指标 〔W/(m2·�h)〕 ,见�附录 D中�附表 D,1-6;

⒕ �——空调建筑面积 (m2);�

oR �——燃气低热值 (kJ/m3);

C0P—�—吸收式制冷机的制冷系数,可�取 0.7~1.2。�

③小区生活热水燃气小时计算流量 :�

0l1。�= QR×
叼

式中 QM—�—生活热水用户小时燃气计算流量 (N耐 /h);

ow——生活热水设计小时耗热量 (W'/h),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计算 ;�

oR——燃气低热值 (kJ/耐 );

叼
——供热设备热效率,应�按设各厂提供的数据选用。

(12.3.2-5)

(12.3.2-6)

12.4 �燃气管道水力计箅

12.4.1 �室外燃气管道的局部阻力损失可按燃气管道摩擦阻力损失的5%~10%进行计算;室�内燃气管

道的局部阻力损失宜按实际情况计算,也�可按燃气管道摩擦阻力损失的 15%~⒛%进�行计算。

12.4.2 �计算低压燃气管道阻力损失时,对�地形高差大或高层建筑立管应考虑因高程差而引起的燃气

附加压力。燃气的附加压力可按下式计算 :�

Δff=9.8×  (ρ kˉ�pm) ×/l (12.4.2)

式中 �Δ〃——燃气的附加压力 (h);

ρk—�—空气的密度 (k酽沪 );

ρm—�—燃气的密度 (k酽耐 );

凡 �——燃气管道终、起点的高程差 (m)。�

12.4.3 �中压燃气管道从上游调压站 (箱�)的�出口至下游调压站 (箱�)的�人口间的压力降,应�保证下

游调压装置的入口压力大于其允许压力的低限,并�应留有适当的压力储备值。

12.4.4 �燃气低压管道从中低压调压站到最远燃具的管道允许阻力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

ΔPd=0.75×�Pn+150                     (12.4.4)�

式中 �ΔPd——从中低压调压站到最远燃具的管道允许阻力损失 (Pa);�

Pn �——低压燃具的额定压力 (Pa)。

12.4.5 �中低压调压站 (箱�)后�的低压燃气管道允许压力损失分配推荐值见表 12.4.5。

表 12,4.5 �低压燃气管道的阻力损失分配 (Pa)

燃气种类
燃具额定压力

(压�力范围)�

调压器出

口压力
总阻力损失 干、支管 庭院管 户内管 燃气表 带卡燃气表

天然气 2000 (1500~3000) 2500~3000� 1000~1500� 400~900� 350� 100� 1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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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供气态液化石油气的小区,考�虑将来使用天然气的可能时同时按天然气系统的要求设计。

2 燃气表按膜式燃气表压损设定,采�用其它类型的表时应按实际压损另行分配。

12.5 �室外埋地燃气管道设计

12.5.1 �地下燃气管道不得从建筑物和大型构筑物 (不�包括架空的建筑物和大型构筑物)下�面穿越。

12.5.2 �地下燃气管道与建筑物、构筑物或相邻管道之间的水平和垂直净距 ,不�应小于表 ⒓.5.2-1、

表 12.5.2-2以及表 12.5.2-3、 表 12.5.2-4的规定。

续表 12.4.5

燃气种类
燃具额定压力

(压�力范围)�

调压器出

口压力
总阻力损失 干、支管 庭院管 户内管 燃气表 带卡燃气表

人工煤气 1000 (750~1500)� 1500 750� 400� 150� 50 150�

气态液化石油气 2800 (2100~4200) 4200 2100 1300 500� 150� 150� 200�

表 12.5.2-1 �地下燃气管道与建筑物、构筑物或相邻管道之间的水平净距 (m)�

项 目

地下燃气管道压力 (M巳 )�

低压

(0,01�

中压 B� 中压 A�

≤02 ≤0.4�

建筑物

基础 0.7� 1.0�

外墙面 (出�地面处 )�

给水管 0,5� 0.5� 0.5�

污水、雨水排水管 1,0� 1.2� 1.2�

电力电缆 (含�电车电缆 )�

直埋 0.5� o.5� 0.5�

在导管内 1.0� 10 1,o�

通信电缆
直埋 0.5� 0.5� o5

在导管内 10 1.0� 1.0�

其他燃气管道

DN≤ 300m血 0.4� o.4� o。�4�

DN)300mm 0.5� 0.5� 0.5�

热力管
直埋 1.0� 1.0�

管沟内 (至�外壁 )� 1.0�

电杆 (塔�)的�基础

≤35kV 1.0� 1,o� 10

>35kV� 2.0� 20 2,0�

通信照明电杆 (至�电杆中心 )� 1.0� 1.0� 1.0�

铁路路堤坡脚 5.0� 5.0�

有轨电车钢轨 20 2.0� 20

街树 (至�树中心 )� 0.75 0 75 0.75



表 12.5.2-2 �地下燃气管道与构筑物或相邻管道之间垂直净距 (m)�

项 目 地下燃气管道 (当�有套管时,以�套管计 )�

给水管、排水管或其它燃气管道 0.15

热力管、热力管的管沟底 (或�顶 )� 0.15

电缆
直埋 0 50

在导管内 0,15

铁路 (轨�底 )� 1.20

有轨电车 (轨�底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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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女口受地形限制不能满足表 125,2-1和�表 12,52-2时�,经�与有关部门协商,可�采取加大管道壁厚、提高防

腐等级、提高管道焊口拍片率、加强阴极保护等安全防护措施后,表�中规定的净距,均�可适当缩小,但�低
压管道不应影响建 (构�)筑�物和相邻管道基础的稳固性,中�压管道距建筑物基础不应小于0,5m且距建筑物

外墙面不应小于 1m。

2 表 12.5.2-1和 表 12.5.2-2不 适用于地下聚乙烯燃气管道和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燃气管道与热力管的

净距。

表 12.5.2-3 �地下聚乙烯管道和钢骨架聚 乙烯复合管道与热力管之 间的水平净距 (m)�

表 12.5.2-4 �地下聚乙烯管道和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管道与热力管道之间的垂直净距 (m)�

项 目 燃气管道 (当�有套管时 ,从�套管外径计 )�

热力管

燃气管在直埋管上方 0,50 (力口婆F彳�墅)�

燃气管在直埋管下方 10(加�套管)�

燃气管在管沟上方 0.2(加 套管)或�0,4�

燃气管在管沟下方 0,3(加套管 )�

12.5.3 �地下燃气管道埋设的最小覆土厚度 (路�面至管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埋设在机动车道下时,不�得小于 0.9m;�

2 埋设在非机动车车道 (含�人行道)下�时,不�得小于 0.6m;�

3 埋设在不能行驶和停放机动车之地下时,钢�管不得小于 0.3m,聚�乙烯管道和钢骨架聚乙烯复合

管道不得小于 0.5m;�

4 埋设在水田下时,不�得小于 0.8m。

12.5.4 �输送湿燃气的燃气管道 ,应�埋设在土壤冰冻线以下。燃气管道坡向凝水缸的坡度不宜小于

0,003。�

12.5.5 �地下燃气管道的基础宜为原土层。凡可能引起管道不均匀沉降的地段,其�基础应进行处理。

12.5.6 �地下燃气管道不得从建筑物及在堆积易燃、易爆材料和具有腐蚀性液体的场地下面穿越,不�
应与电缆同沟敷设且不宜与其他管道同沟敷设。

12.5.7 �地下燃气管道从排水管 (沟�)、�热力管沟、隧道及其他各种用途沟槽内穿过时,应�将燃气管道

敷设于套管内。套管伸出构筑物外壁不应小于表 12.5.2-1中燃气管道与该构筑物的水平净距。套管两

项 目

地下燃气管道

低压
中压

B� A�

热力管
直埋

热水 10 10

蒸汽 2.0�

在管沟内 (至�外壁 )�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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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应采用柔性的防腐、防水材料密封。

12.5.8 �在中压燃气干管上 ,应�设置分段阀门,并�应在阀门两侧设置放散管。在燃气支管的起点处 ,�

应设置阀门。

12.5.9 �中低压调压站 (柜�)进�口管道上应设阀门,阀�门距调压站 (柜�)宜�为 10~100m,当通向调压

站 (柜�)的�支管阀门距调压站 (柜�)犭�、于 100m时 ,支�管阀门与调压站 (柜�)进�口阀门可合为一个。

低压燃气管上可不设阀门。

12.5。 10 �地下燃气管道上的检测管、凝水缸的排水管、水封阀和阀门,均�应设置护罩或护井。
12.5。 ,i �室外架空的燃气管道 ,可�沿建筑物外墙或支柱敷设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中压和低压燃气管道 ,可�沿建筑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的住宅或公共建筑的外墙敷设 ;�

2 沿建筑物外墙的燃气管道距住宅或公共建筑物中不应敷设燃气管道的房间门、窗洞口的净距 :�

中压管道不应小于 0.5m,低�压管道不应小于 0.3m;�

3 输送湿燃气的管道应采取排水措施 ,在�寒冷地区还应采取保温措施。燃气管道坡向凝水缸的坡

度不宜小于 0.OO3。�

12‘ 5.12 �钢质燃气管道必须进行外防腐。其防腐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城镇燃气埋地钢质管道腐

蚀控制技术规程》CJJ95。�

12.5.13 地下燃气管道的外防腐涂层的种类,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可�选用石油沥青、聚乙烯防腐胶

带、环氧煤沥青、聚乙烯防腐层、环氧粉末喷涂等。当选用上述涂层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12。 5。�丬4 防腐等级应根据土壤的腐蚀性、管道的重要程度及所经地段的地质、环境条件确定。
12.5.15 公称直径大于或等于 100mm的�中压钢制管道和公称直径大于或等于⒛0mm的�低压钢制管道 ,�

在采用防腐层的同时还应采用阴极保护,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城镇燃气埋地钢制管道腐蚀控制技术
规程》CJJ95的�有关要求。

12.5.16 市区内或地下管道及地下构筑物较多的小区一般采用牺牲阳极法,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埋地钢制管道牺牲阳极阴极保护设计规范》sˇ�TCl019的有关规定。
12。 5.17 �新建管道的阴极保护设计、施工应与管道的设计、施工同时进行,并�同时投人使用。

12.6 �室内燃气管道设计

12.6.1 �民用建筑室内燃气管道的最高压力 ,商�业用户不得超过 0.4Mh,居民用户不得超过 0.2Mh。�

12.6.2 �燃气管道的供气压力应根据用户设各燃烧器的额定压力及其允许的压力波动范围确定。民用

低压用气设各燃烧器的额定压力可按表 12.6.2采用。

表 12.6.2 �民用低压用气设备燃烧器的额定压力 (表�压 kPa)

餮霪器  \\\`、 人工煤气

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矿井气

天然气、油田伴生气、

液化石油气混空气

民用燃具 20 2.8或�5,0�

12.6.3 �室内燃气管道宜选用钢管 ,也�可选用铜管、不锈钢管、铝塑复合管和连接用软管。
丬2.6.4 选用钢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钢管的选用 :�

1)低压燃气管道应选用热浸镀锌钢管,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η�O91的�规定 ;�

2)中压燃气管道宜选用无缝钢管,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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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81“�的规定 ;也�可选用热浸镀锌焊接钢管。

2 钢管壁厚 :�

1)选用符合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3∞�1标�准的焊接钢管 ,低�压宜采用普通管 ,中�压
宜采用加厚管 ;�

2)选用无缝钢管 ,其�壁厚不得小于 3mm,用于引人管时不得小于 3.5mm;

3)在避雷保护范围以外的屋面上的燃气管道和高层建筑沿外墙架设的燃气管道 ,采�用焊接钢管或

无缝钢管时其管道壁厚均不得小于 4mm。�

3 钢管螺纹连接 :�

1)室内低压燃气管道 (地�下室、半地下室等部位除外 )、� 室外压力小于或等于 0.2MPa的燃气管

道 ,可�采用螺纹连接;管�道公称直径大于 DN100时�不宜选用螺纹连接 ;�

2)管道公称压力 PⅣ�≤0.01Mh时 ,可�选用可锻铸铁螺纹管件 ;管�道公称压力 PAr≤�0,2MPa时
,�

应选用钢或铜合金螺纹管件 ;�

3)管道公称压力 nⅤ�≤o,2MPa时 ,应�采用 《550密�封螺纹第 2部�分: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qV306.2规定的螺纹 (锥�/锥�)连�接 ;�

4)密封填料,宜�采用聚四氟乙烯生料带、尼龙密封绳等性能良好的填料。

4 钢管焊接或法兰连接 :�

公称直径大于 DⅣ�10O的�低压燃气管道和中压燃气管道,宜�采用焊接,阀�门等处宜采用法兰连接 ,�

并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12.6.5 �选用铜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铜管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GB/T1SO33的�规定 ;�

2 铜管道应采用硬钎焊连接,宜�采用不低于 1.8%的银 (铜�-磷�基)焊�料 (低�银铜磷钎料),铜
管接头和焊接工艺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铜管接头》GB/T11618的�规定执行;铜�管道不得采用对焊、螺

纹或软钎焊 (熔�点小于 500℃�)连�接 ;�

3 埋人建筑物地板和墙中的铜管应是覆塑铜管或带有专用涂层的铜管,覆�塑铜管或带有专用涂层

的铜管的质量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

4 燃气中硫化氢含量小于或等于 7mbc/nl3时 ,中�低压燃气管道可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无缝铜水管

和铜气管》GB/T1gO33中�表 3-1规�定的A型�管或 B型�管 ;�

5 燃气中硫化氢含量大于7mbg/耐�而小于⒛m酽�礻 时,中�压燃气管道应选用带耐腐蚀内衬的铜管 ;�

无耐腐蚀内衬的铜管只允许在室内的低压燃气管道中采用 ;�

6 铜管必须有防外部损坏的保护措施。

12.6.6 �选用不锈钢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薄壁不锈钢管 :�

1)薄壁不锈钢管的壁厚不得小于 0,6mm(DⅣ�15及 以上),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流体输

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GB/T1罗�⒎ 的规定 ;�

2)薄壁不锈钢管的连接方式,应�采用承插氩弧焊式管件连接或卡套式管件机械连接,并�宜优先选

用承插氩弧焊式管件连接,承�插氩弧焊式管件和卡套式管件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2 不锈钢波纹管 :�

1)不锈钢波纹管的壁厚不得小于0.2mm,其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燃气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CyTl叨 的规定 ;�

2)不锈钢波纹管应采用卡套式管件机械连接,卡�套式管件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3 薄壁不锈钢管和不锈钢波纹管必须有防外部损坏的保护措施。

12.6.7 �选用铝塑复合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铝塑复合管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铝塑复合压力管第 1部�分:铝�管搭接焊式铝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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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l⒆�叨。1或�《铝塑复合压力管第 2部�分:铝�管对接丿早式铝塑管》GB/T189叨�。2的�规定 ;�

2 铝塑复合管应采用卡套式管件或承插式管件机械连接,承�插式管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铝塑

复合管用承插式铜制管接头》CJ/T110的�规定,卡�套式管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铝塑复合管用卡套式

铜制管接头》CJ/T1I1和�《铝塑复合管用卡压式管件》CJ/T1⒛�的规定 ;�

3 铝塑复合管安装时必须对铝塑复合管材进行防机械损伤、防紫外线 (UⅤ )伤�害及防热保护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环境温度不应高于∞℃
;�

2)工作压力应小于 10kPa;

3)在户内的计量装置 (燃�气表)后�安装。

刂2.6.8 选用软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燃气用具连接部位、实验室用具或移动式用具等处可采用软管连接 ;�

2 中压燃气管道上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波纹金属软管通用技术条件》GB/Tl笱�z~s、� 《液化

石油气 (LPG)用�橡胶软管和软管组合件》GB10s锸�或同等性能以上的软管 ;�

3 低压燃气管道上应采用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家用煤气软管》H∞�486或�国家现行标准 《燃气用

不锈钢波纹软管》CJ/T1叨�规定的软管 ;�

4 软管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不应小于管道设计压力的4倍�
;�

5 软管与家用燃具连接时,其�长度不应超过 2m,并�不得有接口
;�

6 软管与移动式的工业燃具连接时,其�长度不应超过 30m,接 口不应超过 2个�
;�

7 软管与管道、燃具的连接处应采用压紧螺帽 (锁�母)或�管卡 (喉�箍)固�定,在�软管的上游与硬

管的连接处应设阀门 ;�

8 橡胶软管不得穿墙、天花板、地面、窗和门。

12.6.9 �燃气引人管敷设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燃气引人管不得敷设在卧室、卫生间、易燃或易爆品的仓库、有腐蚀性介质的房间、发电间、

配电间、变电室、不使用燃气的空调机房、通风机房、计算机房、电缆沟、暖气沟、烟道和进风道、垃

圾道等地方 ;�

2 住宅燃气引人管宜设在厨房、外走廊、与厨房相连的阳台内 (寒�冷地区输送湿燃气时阳台应封

闭)等�便于检修的非居住房间内;当�确有困难,可�从楼梯间引入 (高�层建筑除外),但应采用金属管道

且引入管阀门宜设在室外 ;�

3 商业的燃气引入管宜设在使用燃气的房间或燃气表间内;�

4 燃气引人管宜沿外墙地面上穿墙引人。室外露明管段的上端弯曲处应加不小于Dl115清�扫用三

通和丝堵,并�做防腐处理。寒冷地区输送湿燃气时应保温。

引入管可埋地穿过建筑物外墙或基础引人室内。引入管进入建筑物后应沿墙直接出室内地面,不�得
在室内地面下水平敷设。

12.6.10 燃气引入管穿墙与其他管道的平行净距应满足安装和维修的需要,当�与地下管沟或下水道距

离较近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12。 6.,, �燃气引人管穿过建筑物基础、墙或管沟时,均�应设置在套管中,并�应考虑沉降的影响,必�要
时应采取补偿措施

套管与基础、墙或管沟等之间的间隙应填实,其�厚度应为被穿过结构的整个厚度。

套管与燃气引人管之间的间隙应采用柔性防腐、防水材料密封。

12.6.12 建筑物设计沉降量大于50mm时 ,可�对燃气引入管采取如下补偿措施 :�

1 加大引入管穿墙处的预留洞尺寸 ;�

2 引入管穿墙前水平或垂直弯曲2次�以上 ;�

3 引入管穿墙前设置金属柔性管或波纹补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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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丬�3 燃气引人管的最小公称直径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输送人工煤气和矿井气不应小于 z~smm;

2 输送天然气不应小于⒛mm;�

3 输送气态液化石油气不应小于 15mm。

12.6u14 燃气引入管阀门宜设在建筑物内操作方便的位置,安�装高度一般为 1.5m左右 ;设�在外墙上

的引入管阀门应设阀门箱保护,阀�门高度宜为 1.8m左右。重要用户除在室内设阀门外还应在室外另设

阀门。

12.6.15 输送湿燃气的引入管 ,埋�设深度应在土壤冰冻线以下 ,并�宜有不小于 0.01坡 向室外管道的

坡度。

12.6.16 燃气水平干管不得穿过易燃易爆品仓库、配电间、变电室、电缆沟、烟道、进风道和电梯井

等。

12.6.丬�7 燃气水平干管不得敷设在潮湿或有腐蚀性介质的房间内,当�必须敷设时应采取防腐措施。

湿燃气干管敷设在室温低于 0℃�的房间,或�输送气相液化石油气管道的室温低于其露点温度时,应�
采取防冻保温措施⊙

输送干燃气的水平管道可不设坡度,输�送湿燃气 (包�括气相液化石油气 )的�管道 ,其�敷设坡度不

应小于 0。�OO2,特殊情况下不得小于 0.O015。

12.6。 18 �燃气管道敷设在地下室、半地下室、设各层和地上密闭房间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房间净高不宜小于 2.2m;�

2 房间应有良好的通风设施 ,房�间换气次数不得小于 3犯�/h;并�应有独立的事故机械通风设施 ,�

其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6犯�/h;�

3 应有固定的防爆照明设各 ;�

4 应采用非燃烧体实体墙与电话间、变配电室、修理间、储藏室、卧室、休息室隔开 ;�

5 应按第 12.12.1、�12。 ⒓。2条�设置燃气监控设施 ;�

6 燃气管道应符合第 12.6.19条�要求 ;�

7 当燃气管道与其他管道平行敷设时,应�敷设在其他管道的外侧 ;�

8 地下室内燃气管道末端应设放散管,并�应引出地上。放散管的出口位置应保证吹扫放散时的安

全和卫生要求。

12.6.19 燃气管道敷设在地下室、半地下室、设各层和地上密闭房间以及竖井、住宅汽车库 (不�使用

燃气,并�能设置钢套管的除外)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管材、管件及阀门、阀件的公称压力应按提高一个压力等级进行设计 ;�

2 管道宜采用钢号为 10#、�20#的�无缝钢管或具有同等及同等以上性能的其他金属管材 ;�

3 除阀门、仪表等部位和采用加厚管的低压管道外 ,均�应焊接和法兰连接;应�尽量减少焊缝数

量,钢�管道的固定焊口应进行 100%射线照相检验 ,活�动焊口应进行 10%射�线照相检验 ,其�质量不得低

于现行国家标准 《现场设各、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⒆�36中 的Ⅲ级 ;其�他金属管材

的焊接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12。 6.20 �液化石油气管道和烹调用液化石油气燃烧设各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当确需要设

置在地下一层、半地下室时,应�针对具体条件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并�进行专题技术论证。

12.6.21 燃气水平干管宜明设 ,当�建筑设计有特殊美观要求时可敷设在能安全操作、通风良好和

检修方便的吊顶内,管�道应符合第 12.6.19条�的要求 ;当�吊顶内设有可能产生明火的电气设各或

空调回风管时 ,燃�气干管宜设在与吊顶底平的独立密封 ∩型管槽内,管�槽底宜采用可卸式活动百

叶或带孔板。

12。 6.22 �燃气水平干管不宜穿过建筑物的沉降缝 ,当�必须穿过时,根�据结构变形量大小 ,在�穿墙处开

适当的洞 ,并�在变形缝两侧的管道上加装金属软管或波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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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3 燃气水平干管严禁穿过防火墙。

12.6.24 民用建筑室内燃气水平干管 ,不�得暗埋在地下土层或地面混凝土层内。

12.6。 25 �燃气水平干管应考虑在工作环境温度下的极限变形 ,尽�量采取自然补偿方式 ,当�自然补偿不

能满足要求时,应�设补偿器。补偿器的选择和补偿量的计算温差见第 12.6.32条�的规定。

12.6。 26 �水平干管的支承间距应不大于表 12.6.冗�的数据。

表 12.6.26 水平干管支承间距

公称直径 支承间距 (m)� 公称直径 支承间距 (m)�

DⅣ�15 DⅣ�100� 70

Diγ20 3.0� DⅣ�125� 8.0�

Djγ25 DⅣ�150� 100�

DArs2� 40 Diˇ200� 12,0

DATz10 45 D】�γ250� 145�

DiⅤ50 Djγ300�

Diˇ65 DyV350

D为�⒙0� 65 D`γ400� 20 5

12.6.27 室内燃气立管不得穿过易燃易爆品仓库、配电间、变电室、电缆沟、烟道、进风道、通风机

房和电梯井等。

12.6。 28 �燃气立管不得敷设在卧室或卫生间内。立管穿过通风不良的吊顶时应设在套管内。

12.6.29 燃气立管宜明设 ,也�可设在便于安装和检修的管道竖井内,但�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燃气立管可与空气、惰性气体、上下水、热力管道等设在一个公用竖井内,但�不得与电线、电

气设各或氧气管、进风管、回风管、排气管、排烟管、垃圾道等共用一个竖井 ;�

2 竖井内的燃气管道不设或少设阀门等附件 ,竖�井内的燃气管道的最高压力不得大于 0.2MPa;燃�

气管道应涂黄色防腐识别漆 ;�

3 穿越建筑物楼层的管道井每隔 2层�或 3层�,应�设置相当于楼板耐火极限的防火隔断;相�邻 2个�

防火隔断的下部 ,应�设丙级防火检修门;建�筑物底层管道井防火检修门的下部 ,应�设带有电动防火阀的

进风百叶;管�道井顶部应设置通大气的百叶窗;管�道井应采用自然通风,管�道竖井墙体应为耐火极限不

低于 1.0h的不燃烧体 ;�

4 每隔 4~5层�设一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上�、下两个报警器的高度差不应大于⒛m。�

12.6.30 沿外墙敷设的干燃气立管,宜�设在方便检修处 ,与�建筑物门窗洞的水平净距 ,中�压管道不小

于 0.5m,低�压管道不小于 0.3m,并�应采取防腐措施。

12.6.31 燃气立管应有承受自重和热伸缩推力的固定支架和活动支架。

12.6。 32 �高层建筑立管应考虑工作环境温度下的极限变形 ,当�自然补偿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补偿

器;补�偿器宜采用∏形或波纹管型,不�得采用填料型。补偿量计算温差可按下列条件选取 :�

丬 �有空气调节的建筑物内取 ⒛℃
;�

2 无空气调节的建筑物内取绷℃
;�

3 沿外墙和屋面敷设时可取⒛℃。

12.6.33 当立管的附加压头超过燃具允许使用压力范围时,应�采取以下措施之一 :�

1 增加或减少管道阻力 ;�

2 按建筑物高度分区,以�各区所需压力分别调压供气 ;�

3 采用中压或较高的低压供气 ,设�用户调压器进行调压。

12.6.34 输送湿燃气的立管底部应采取排冷凝液的措施。

12.6.35 立管支承间距 ,当�管道公称直径不大于 DFVz5时�,宜�每层中设一个 ;大�于 DlV,5时�,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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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12.6.36 室内燃气支管宜明设。燃气支管不宜穿起居室 (厅�)。� 敷设在起居室 (厅�)、�走道内的燃气

管道不宜有接头。

当穿过卫生间、阁楼或壁柜时,燃�气管道应采用焊接连接 (金�属软管不得有接头),并应设在钢套

管内。

12.6.37 燃气表前后的湿燃气水平支管应分别坡向立管和燃具。

日2.6.38 �住宅内暗埋的燃气支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暗埋部分不宜有接头,且�不应有机械接头,暗�埋部分宜有涂层或覆塑等防腐蚀措施 ;�

2 暗埋的管道应与其他金属管道或部件绝缘 ,暗�埋的柔性管道应采用厚度 ε=1.2mm角钢或钢盖

板保护 ;�

3 暗埋管道必须在气密性试验合格后覆盖 ;�

4 覆盖层厚度不应小于 10mm;�

5 覆盖层面上应有明显标志,标�明管道位置,或�采取其他安全保护措施。

12.6.39 住宅内暗封的燃气支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暗封管道应设在不受外力冲击和暖气烘烤的部位 ;�

2 暗封部位应可拆卸,检�修方便 ,并�应通风良好。

刂2.6.40 �公共建筑室内暗设燃气支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可暗封在管沟内,管�沟应设活动盖板 ,并�填充干砂 ;�

2 燃气管道不得暗封在可以渗入腐蚀性介质的管沟中 ;�

3 当暗封燃气管道的管沟与其他管沟相交时,管�沟之间应密封 ,燃�气管道应设套管。

12.6.纠� �室内燃气管道的下列部位应设置阀门 :�

1 燃气引入管 ;�

2 调压器前和燃气表前 ;�

3 燃气用具前 ;�

4 测压计前 ;�

5 放散管起
`点�

。

12.6.42 室内燃气管道阀门宜采用球阀。

12.6.43 室内燃气管道在锅炉、直燃机等大型设备的炉前燃气管道上应设置放散管 ,放�散管口应高出

屋面 2m以上 ,或�设置在地面上安全处 ,并�采取防雨雪进入管内和放散物进人房间的措施。

丬2.6.44 �为便于拆装 ,螺�纹连接的燃气立管宜每层距地面 1.2~1.5m高度设活接头。遇有螺纹连接的

阀门时应在阀门后设活接头。

12.6.45 室内燃气管道与电气设各、相邻管道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表 12.6.笱�的规定。

表 12.6.45 燃气管道与电气设备、相邻管道之间的净距 (mm)

管道和设备
与燃气管道的净距

平行敷设 交叉敷设

电气设各

明装的绝缘电线或电缆 250� 100�

暗装或管内绝缘电线 ~sO(从所做的槽或管子的边缘算起 )� 10

电压小于 1000Ⅴ 的裸露电线 1000 1000

配电盘或配电箱、电表 300� 不允许

电插座、电源开关 不允许

相邻管道 保证燃气管道、相邻管道的安装和维修 20

当明装电线加绝缘套管E^套管的两端各伸出燃气管道 100mm时�,套�管与燃气管道的交叉净距可降至 10mm。

当布置确有困难 ,在�采取有效措施后 ,可�适当减小净距。

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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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6 沿墙、柱、楼板和加热设各构件上明设的燃气管道应采用管支架、管卡或吊卡固定。管支

架、管卡、吊卡等固定件的安装不应妨碍管道的自由膨胀和收缩。

12。 6.47 �室内燃气管道穿过承重墙、地板或楼板时必须加钢套管 ,套�管内管道不得有接头,套�管与承

重墙、地板或楼板之间的间隙应填实,套�管与燃气管道之间的间隙应采用柔性防腐、防水材料密封。
刂2口�6.48 �室内燃气管道的防腐和涂漆要求 :�

1 引人管埋地部分按室外管道要求防腐 ;�

2 室内管道采用焊接钢管或无缝钢管时,应�在除锈后刷二道防锈漆 ;�

3 管道表面一般涂刷二道黄色漆或按当地规定执行。

12.6.49 当建筑物位于防雷区之外时,放�散管的引线应接地 ,其�防雷接地装置的冲击接地电阻应小于

10Ω。

12.7 �调压设施的选择与布置

12.7。 1 燃气供应系统中不同压力级别的燃气管道之间通过调压设施相连。调压设施包括 :调�压站、

调压箱 (柜�)和�调压装置。

12.7.2 �调压系统由过滤器、调压器、安全保护装置以及两端的控制阀门组成。

日 �过滤器前后应设压力表以显示其堵塞状况。

2 安全保护装置有超压切断装置和超压放散装置,宜�选用人工复位型。超压切断装置也可与调压

器一体组装。超压放散装置宜采用弹簧全启式安全放散阀,出�田压力为低压时也可采用水封式放散。

3 低压管网不成环的区域性调压站和连续工作使用的用户调压箱宜设各用调压器,其�他情况下的

调压器可不设各用。

4 调压器前后均应设置压力表。

5 调压器进、出口压差较大时,其�工作时的噪声值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的�规定。

12.7.3 �调压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调压器应能满足其进口燃气的最大波动范围 ;�

2 调压器进出口的压力差,应�根据调压器前管道的最低压力与调压后燃气管道压力之差值确定 ;�

3 调压器的计算流量应按其所承担的管网小时最大输送量的1,2倍�确定。
12.7.4 �中低压调压站与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水平净距应符合表 12.7.4的规定。

表 12.7.4 �中低压调压站与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水平净距 (m)�

设置形式
调压装置人口

燃气压力级制
建筑物外墙面

重要公共建筑、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铁路

(中�心线 )�

城镇道路
公共电力

变配电柜

地上调压站
中压 (A)� 100� 2.0� 4,0�

中压 (B)� 60 120� 100� 40

地下调压站
中压 (A)� 30 6.0� 6,0� 3.0�

中压 (B)� 3,0� 6.0� 6.0� 3.0�

注 :�

12‘ 7.5�

1�

2�

3�

1 当调压装置露天设置时 ,则�指距离装置的边缘。

2 当达不到上表净距要求时,采�取有效措施 ,可�适当缩小净距。

调压站工艺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

设置各用调压器时,两�套设各的供气量应均按 100%设计 ;�

放散管管口应高出其屋檐 1.0m以 上 ,管�口宜采取防雨雪措施 ;�

站内应根据工艺要求设置压力、流量、温度等数据采集远传装置 ;�



·~990·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空调·动力 (2009年�版)�

4 调压站进口管道上距调压站 10~100m范�围内应设置阀门 ;�

5 与调压站相接的进出口管线上设有阴极保护时,应�在调压站前后加装绝缘接头,站�内调压器及

其附属设备必须接地 ,其�静电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应小于 100Ω�
;�

6 调压器的水平安装高度应便于维护检修。平行布置 2台�以上调压器时,相�邻调压器外缘净距、

调压器与墙面之间的净距和室内主要通道的宽度均宜大于 0.8m。

12.7.6 �调压站的建筑物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sO0⒛�中的要求。

12.7.7 �调压站采暖根据当地气象条件、燃气性质、控制测量仪表结构和人员工作的需要等因素确定。

当需要采暖时严禁在调压室内用明火采暖,可�采用集中供热或在站内设置燃气、电气采暖系统,其�

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sOO睨 中的要求。

12.7.8 �燃气调压箱可分为落地式调压箱 (或�柜 )、�悬挂式调压箱和地下调压箱。调压箱 (或�柜)的�
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调压箱 (或�柜)或�露天调压装置的环境温度应能保证调压器活动部件正常工作;当�输送湿燃气

时,无�保温防冻措施的环境温度应大于 0℃�;当�输送气态液化石油气时的环境温度应大于气态液化石油

气的露
'点�;�

2 调压箱 (或�柜)的�安装位置应能满足调压器安全装置的安装要求 ;�

3 调压箱 (或�柜)的�安装位置应使调压箱 (或�柜)不�被碰撞,在�开箱 (或�柜)作�业时不影响交

通。

12.7.9 �落地式调压箱 (或�柜)的�布置要求 :�

1 落地式调压箱 (或�柜)距�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水平净距应符合表 12.7.9的规定。

表 12.7.9 �落地式调压箱 (柜�)距�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水平净距 (m)�

调压装置人口

燃气压力级制
建筑物外墙面

重要公共建筑 、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铁路 (中�心线 )� 城镇道路

公共电力

变配电柜

中压 (A)� 4.0� 80 80 1.0� 40

中压 (B)� 4.0� 80 80 10 40

注 :当�建筑物 (含�重要公共建筑)的�某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实体墙 ,且�建筑物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时,调�压箱

(或�柜)一�侧或两侧 (非�平行),可贴靠上述外墙设置。

2 落地式调压箱 (或�柜)应�单独设置在牢固的基础上 ,柜�底距地坪高度宜为 0.30m。�

3 体积大于 1.5耐�的落地式调压箱 (或�柜)应�有爆炸泄压口,爆�炸泄压口不应小于上盖或最大箱

(柜�)壁�面积的50%(以较大者为准);爆炸泄压口宜设在上盖上;通�风口面积可包括在计算爆炸泄压

口面积内。

4 落地式调压箱 (或�柜)上�应有自然通风口,其�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当燃气相对密度大于 0.75时 ,应�在柜体上、下各设 1%柜底面积通风口,调�压柜四周应设护栏 ;�

当燃气相对密度不大于 0.%时�,可�仅在柜体上部设 4%柜底面积通风口,调�压柜四周宜设护栏。

5 落地式调压箱 (或�柜)的�安全放散管管口距地面的高度不应小于 4m。

12.7.10 悬挂式调压箱的布置要求 :�

1 调压器进出口管径不宜大于 DV~s0,调 压箱的箱底距地坪的高度宜为 1.0~1.2m,可�安装在用气

建筑物的外墙壁上或悬挂于专用的支架上 ;�

2 调压箱到建筑物的门、窗或其他通向室内的孔槽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1.5m;�

3 调压箱不应安装在建筑物的窗下和阳台下的墙上;不�应安装在室内通风机进风口墙上 ;�

4 安装调压箱的墙体应为永久性的实体墙 ,其�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

5 调压箱上应有自然通风孔。

12.7。 i, �地下式调压箱的布置要求 :�

1 地下调压箱不宜设置在城镇道路下,距�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水平净距应符合表 12.7.11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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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711 地下调压箱距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水平净距 (m)�

调压装置人口

燃气压力级制
建筑物外墙面

重要公共建筑、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铁路 (中�心线 )� 城镇道路

公共电力

变配电柜

中压 (A)� 30 6.0� 6.0� 30

中压 (B)� 3.0�

2 地下调压箱上应有自然通风口,其�设置应符合 12.7.9条第 4款�规定 ;�

3 安装地下调压箱的位置应能满足调压器安全装置的安装要求 ;�

4 地下调压箱设计应方便检修 ;�

5 地下调压箱应有防腐保护。

12.7.12 单独用户的专用调压装置可设置在用气建筑物专用单层毗连建筑物内、公共建筑物的顶层房

间内、用气建筑物的平屋顶上以及锅炉房、直燃机房内。

12.7.13 专用调压装置设置在用气建筑物专用单层毗连建筑物内时,其�进 口压力不应大于 0.4MPa,�

建筑、通风等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SOO28中�的要求。

12.7.14 专用调压装置设置在公共建筑物的顶层房间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进口压力不大于 0.2MPa;�

2 调压装置应设有超压自动切断保护装置 ;�

3 室外进口管道应设有阀门,并�能在地面操作 ;�

4 调压装置和燃气管道应采用钢管焊接和法兰连接 ;�

5 应设连续通风换气 ,每�小时不应小于 3次�。
12.7.15 专用调压装置设置在用气建筑物的平屋顶上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调压装置进口压力不大于 0.4MPa;�

2 调压器进出口管径不大于 D朋�O0;�

3 该建筑屋顶结构的承重应满足设各安装和运行的要求 ,且�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

4 建筑物应有通向屋顶的楼梯 ;�

5 调压装置于建筑物烟囱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5m。

12.8 �燃气计量装置的选择与布置

12.8‘ 1 用户燃气计量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计量表的公称流量应与耗气量相当 ;�

2 计量表的最小流量和最大流量应能准确反映燃气设各的流量变化范围,确�保计量准确。

12.8.2 �由管道供应燃气的用户 ,应�单独设置计量表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居民用户应每户设燃气表 ;�

2 商业用户应按计量单位设燃气表;锅�炉、直燃机等用气设备 ,宜�每台设各安装一个流量计 ,单�
台设各用气量大于等于 100耐�/h时 ,应�每台设各安装一个流量计 ,模�块锅炉宜分组设流量计 ;�

3 燃气使用压力不同时应按不同压力系统分别设置燃气表 ;�

4 计费价格不同时,应�按不同计费价格分别设置燃气表。

12.8。 3 流量计在中压工况下工作时应有温度、压力补偿装置。

12.8.4 �燃气流量计应根据燃气的运行压力、温度、流量范围、允许的压力降 (阻�力损失 )和�温度条

件等进行选择。常用的流量计形式有 :膜�式表、涡轮式流量计、回转式流量计、涡街式流量计。

1 低压燃气用户且流量小于或等于 100耐�/ll时�,一�般选用膜式表。

2 中压燃气用户宜选用回转式、涡轮式或涡街式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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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求远传流量等信号时,选�用配有远传系统的流量计。

12.8.5 �用户燃气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宜安装在不燃或难燃结构的室内通风良好和便于查表、检修的地方。

2 严禁安装在下列场所 :�

1)卧室、卫生间及更衣室内 ;�

2)有电源、电器开关及其他电器设各的管道井内,或�有可能滞留泄漏燃气的隐蔽场所 ;�

3)环境温度高于绣℃的地方 ;�

4)经常潮湿的地方 ;�

5)堆放易燃易爆、易腐蚀或有放射性物质等危险的地方 ;�

6)有变、配电等电器设各的地方 ;�

7)有明显震动影响的地方 ;�

8)高层建筑中的避难层及安全疏散楼梯间内。

3 燃气表的环境温度 ,当�使用人工煤气和天然气时,应�高于 0℃�;当�使用液化石油气时,应�高于

其露点 5℃�以上。

4 住宅内燃气表可安装在厨房内,当�有条件时也可设置在户外。

住宅内高位安装燃气表时,表�底距地面不宜小于 1.4m;表�侧面与燃气灶的水平净距不得小于

3OOmm。�低位安装时,表�底距地面不得小于 100mm。�采用高位表的多块表安装在同一面墙上时,表�体

之间净距不小于 150mm。�

5 燃气表暗设时,应�具有安全、通风及便于安装、检修的条件。当燃气表安装在厨柜内时,该�厨

柜应该是相对独立的,不�得与其它厨柜相通 ,且�燃气表应有固定措施 ;当�低柜中安装燃气表时,表�底距

地面不得小于 100mm。�

6 公共建筑的燃气表宜集中布置在单独房间内,当�设有专用调压室时可与调压器同室布置。

12.8.6 �燃气表的阀门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燃气表小于50耐 /h时 ,表�进口设一个阀门,表�出口可不设阀门 ;�

2 燃气表等于或大于50耐 /h时 ,表�的进出口均应设阀门。

12.8.7 �商业用户的燃气表布置在温度较高的设各附近时,其�净距不应小于表 12.8.7的规定。不能满

足表中要求时应加隔热板。

表 12.8.7 �燃气表与温度较高设备之间的水平净距 (m)�

序号 项 目 净距

1� 砖烟道

2� 金属烟道 10

3� 灶具边 o3

4� 热水器边 0.8�

开水炉边 1.5�

12.8.8 �燃气表保护装置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当输送燃气过程中可能产生尘粒时,宜�在燃气表前设置过滤器 ;�

2 当使用加氧的富氧燃烧器或使用鼓风机向燃烧器供给空气时,应�在燃气表后设置止回阀或泄压

装置。

12.9 �液化石油气供应

12.9.1 �当需要供气的建筑或居民小区不具各城市燃气管网供气条件时,可�采用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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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瓶组气化站、气化站及混气站等供应方式。
12.9.2 �居民用户使用的液化石油气气瓶应设置在符合本措施 12.10,3规�定的厨房或非居住房间内 ,�

且室温不应高于笱℃。

12.9.3 �居民用户室内液化石油气气瓶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气瓶不得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或通风不良的场所 ;�

2 气瓶与燃具的净距不应小于 0.5m;�

3 气瓶与散热器的净距不应小于 1m,当�散热器设置隔热板时,可�减少到 0.5m。

12.9.4 �单户居民用户使用的气瓶设置在室外时,宜�设置在贴邻建筑物外墙的专用小室内。
12.9.5 �商业用户使用的气瓶组严禁与燃气燃烧器具布置在同一房间内。
12.9.6 �居民小区的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宜为 Ⅱ、Ⅲ级站。Ⅱ级站供应范围宜为 10OO~5000户�,气�
瓶总容积 1m3<Ⅴ≤6耐�;Ⅲ�级站供应范围宜为 1000户 以下 ,气�瓶总容积 V≤�1耐�。

注:气�瓶总容积按实瓶个数和单瓶几何容积的乘积计算。

12.9.7 �液化石油气气瓶严禁露天存放。

Ⅱ级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的瓶库宜采用敞开或半敞开式建筑。瓶库内的气瓶应分区存放 ,即�分为
实瓶区和空瓶区。

12.9.8 �Ⅱ级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的四周宜设置非实体围墙 ,其�底部实体部分高度不应低于 0.6m。

围墙应采用不燃烧材料。

12.9.9 �Ⅱ级瓶装供应站的瓶库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12.9.9的规定。

表 12,9.9 �Ⅱ级瓶装供应站的瓶库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m)�

气瓶丿总容积 (')�

项 目
3<Ⅴ≤6� 1<Ⅴ≤3�

明火 、散发火花地点 20

民用建筑 8� 6�

重要公共建筑、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道路 (路�边 )�

主要

次要

注:气�瓶总容积按实瓶个数与单瓶几何容积的乘积计算。

12.9.10 Ⅱ级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由瓶库和营业室组成。两者宜合建成一幢建筑 ,其�间应采用无

门、窗洞口的防火墙隔开。

12.9.ii Ⅲ级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可将瓶库设置在与建筑物 (住�宅、重要公共建筑和高层民用建筑
除外)夕�卜墙毗连的单层专用房间,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房间的设置应符合以下的规定 :�

1)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

2)应通风良好 ,并�设有直通室外的门 ;�

3)与其他房间相邻的墙应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 ;�

4)应配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 ;�

5)室温不应高于笱℃,且�不应低于 0℃�。

2 室内地面的面层应是撞击时不发生火花的面层。

3 相邻房间应是非明火、非散发火花地点。

4 照明灯具和开关应采用防爆型。

5 至少应配置 8坨�干粉灭火器 2具�。
6 与道路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第 12,9.9条。



·四亻·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揞施/暖�通空调·动力 (2009年�版)�

7 非营业时间瓶库内存有液化石油气气瓶时,应�有人值班。

12.9.12 瓶组气化站的气瓶组应由使用瓶和各用瓶组成。气瓶的配置数量宜符合下列要求 :�

1 采用强制气化方式供气时,瓶�组气瓶的配置数量可按 1~2天�的计算月最大日用气量确定 ;�

2 采用自然气化方式供气时,使�用瓶组的气瓶配置数量应根据高峰用气时间内平均小时用气量、

高峰用气持续时间和高峰用气时间内单瓶小时自然气化能力计算确定 ;�

3 各用瓶组的气瓶配置数量宜与使用瓶组的气瓶配置数量相同。当供气户数较少时,各�用瓶组可

采用临时供气瓶组代替。

12.9.13 当采用自然气化方式供气 ,且�瓶组气化站配置气瓶的`总�容积小于 1m3时�,瓶�组间可设置在与

建筑物 (住�宅、重要公共建筑和高层民用建筑除外)外�墙毗连的单层专用房间内,并�应符合第 12.9.11�

条的规定。

注:瓶�组间独立设置,且�面向相邻建筑的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其�防火间距不限。

12.9.14 当瓶组气化站配置气瓶的总容积超过 1耐�时,应�将其设置在高度不低于 2.2m的 独立瓶组间

内。独立瓶组间与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12.9.14的�规定。

表 12.9^14 独立瓶组间与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m)�

气瓶总容积 (亻�
)�

项 目

Ⅴ≤2� 2(Ⅴ ≤4�

明火、散发火花地点 30

民用建筑 8� 10

重要公共建筑、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20

道路 (路�边 )�

主要 10

次要 5�

注:1 �气瓶总容积应按配置气瓶个数与单瓶几何容积的乘积计算。

2 瓶组间、气化间与值班室的防火间距不限。当两者毗连时 ,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隔开。

12。 9。�15 �瓶组气化站的瓶组间不得设置在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内。

12.9.16 瓶组气化站的气化间宜与瓶组间合建一幢建筑 ,两�者间的隔墙不得开门、窗洞口,且�隔墙耐

火极限不应低于 3h。 瓶组间、气化间与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按表 12.9.14的�规定执行。

12.9.17 设置在露天的空温式气化器与瓶组间的防火间距不限,与�明火、散发火花地点和其它建、构

筑物的防火间距应按表 12.9.14气�瓶总容积小于或等于2沪�一档确定。

12.9.18 瓶组气化站的四周宜设置非实体围墙 ,其�底部实体部分高度不应低于 0.6m。 围墙应采用不

燃烧材料。

12.9.19 气化装置的`总�供气能力应根据高峰小时用气量确定。气化装置的配置台数不应少于 2台�,且�

应有 1台�各用。

12.9.20 气化站和混气站的液化石油气储罐设计总容量 ,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由液化石油气生产厂供气时,其�储罐设计总容量宜根据供气规模、气源情况、运输方式和运距

等因素确定 ;�

2 由液化石油气供应基地供气时,其�储罐设计总容量可按计算月平均日3天�左右的用气量计算确

定。

12.9.21 气化站和混气站站址宜选择在所在地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且�应是地势平坦、开

阔、不易积存液化石油气的地段。同时,应�避开地震带、地基沉陷和废弃矿井等地段。

12.9.22 气化站和混气站的液化石油气储罐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12.9,”�的规

定。



项 目

/≤� 10 10(7≤ 30 30(y≤ 50

≤20

居民区、村镇和学校、影剧院、体育馆等重要公共建筑和一

类高层民用建筑 (最�外侧建、构筑物外墙 )�

30 45

工业企业 (最�外侧建、构筑物外墙 )�

明火、散发火花地点和室外变配电站 30 45

民用建筑,甲�、乙类液体储罐,甲�、乙类生产厂房,甲�、乙

类物品库房,稻�草等易燃材料堆场
40

丙类液体储罐,可�燃气体储罐,丙�、丁类生产厂房,丙�、丁

类物品库房

助燃气体储罐、木材等可燃材料堆场

其他建筑 耐火等级

一 、二级 12

三级 20

四级 22

铁路 (中�心线 )�

国家线 40 50 60

企业专用线

公路、道路 (路�边 )�

高速、 I� Ⅱ级、城市快速 20

其他

架空电力线 (中�心线 )� 1.5倍�杆高

架空通信线 (中�心线 )� 1.5倍�杆高

燃气供应 ·2%·

表 12.922 �气化站和混气站的液化石油气储罐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m)�

注:1 �防火间距应按本表总容积或单罐容积较大者确定 ,间�距的计算应以储罐外壁为准。
2 居住区、村镇系指 I000人或 ~300户 以上者。以下者按本表民用建筑执行。
3 当采用地下储罐时,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表减少 ⒛%。�

4 与本表规定以外的其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按现行的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O16执�行。
5 气化装置气化能力不大于 150kg/h的�瓶组气化混气站的瓶组间、气化混气间与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可按

表 12914执�行。

12.9.23 气化站和混气站的液化石油气储罐与站内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12.9.⒛�的规
定。

表 12.9,23 气化站和混气站的液化石油气储罐与站内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m)�

总容积 (″�
)�

—
单罐容积 (亻�)�

项 日

≤10
10<�

y≤�30

30(�

l/≤ 50

50<�
y≤�200�

200(

/≤�500�

500(

/≤�1000

/>

1000

≤20 ≤50 ≤100� ≤200�

明火、散发火花地点 30 45 60 70

办公、生活建筑 20 30 40 50

气化间、混气间、压缩机室、仪表间、值班室 30

汽车槽车库、汽车槽车装卸台柱 (装�卸口)、�汽车衡及其

计量室、门卫
20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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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9.⒛�

总容积 (矿�
)�

—
单罐容积 (J)�

项 目

≤10
10(�
y≤�30

30(�

/≤�50

50<�
y≤�200�

200(

/≤�500�

500<

9/≤ 1000

y>

1000

≤20 ≤50 ≤100� ≤200�

铁路槽车装卸线 (中�心线 )�
20

然气热水炉间、空压机室、变配电室、柴油发电机房、库房 20 25 30

汽车库、机修间 30 40

消防泵房、消防水池 (罐�)取�水口 30 40 50

站内道路 (路�边 )�

主要 10

次要 10

围墙 20

注:1 �防火间距应按本表总容积或单罐容积较大者确定,间�距的计算应以储罐外壁为准。

2 地下储罐单罐容积小于或等于∞矿 ,且�总容积小于或等于400″�时,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表减少 sO%。�

3 与本表规定以外的其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按现行的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sO016执�行。

4 燃气热水炉间是指室内设置微正压室燃式燃气热水炉的建筑。当设置其它燃烧方式的燃气热水炉时,其�防

火间距不应小于 sOm。�

5 与空温式气化器的防火间距,从�地上储罐区的防护墙或地下储罐室外侧算起不应小于4m。

12.9.24 液化石油气气化站和混气站
`总�

平面应按功能分区进行布置 ,即�分为生产区 (包�括储罐区、气

化 、混气区)和�辅助区。

生产区宜布置在站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或上侧风侧。

12.9.25 液化石油气气化站和混气站的生产区应设置高度不低于 2m的不燃烧体实体围墙,辅�助区可

设置不燃烧体非实体围墙。

储罐总容积等于或小于mJ的 气化站和混气站,其�生产区与辅助区之间可不设置分区隔墙。

12.9.26 液化石油气气化站和混气站的生产区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或设置尽头式消防车道和面积不应

小于 12m×�12m的�回车场,消�防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4m。 对外出人口宽度不应小于 4m。

12.9.27 气化站和混气站的液化石油气储罐不应少于 2台�。储罐区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地上储罐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的直径 ;�

2 储罐组四周应设置高度为 1m的不燃烧体实体防护墙 ;�

3 储罐与防护墙的净距:球�形储罐不宜小于其半径,卧�式储罐不宜小于其直径,操�作侧不宜小于

3.0m;�

4 地上卧式储罐宜设联合钢梯平台 ;�

5 地下储罐宜设置在钢筋混凝土槽内,槽�内应填充干砂。储罐罐顶与槽盖内壁净距不宜小于

0.4m;各�储罐之间宜设置隔墙,储�罐与隔墙和槽壁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0.9m。

12.9.28 气化间、混气间与站外建、构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5OO16中�甲类厂房的规定。

12.9.29 气化间、混气间与站内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12.9。 z9的规定。

表 12.9.29 气化间、混气间与站内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m)�

项 目 防火间距

明火、散发火花地点

办公、生活建筑

铁路槽车装卸线 (中�心线 )� 20

汽车槽车库、汽车槽车装卸台柱 (装�卸口)、�汽车衡及其计量室、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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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9.⒛�

项 目 防火间距

压缩机室、仪表间、值班室

空压机室、燃气热水炉间、变配电室、柴油发电机房、库房

汽车库、机修间 20

消防泵房、消防水池 (罐�)取�水口

站内道路 (路�边 )�

主要 10

次要

围墙 10

注:1 �空温式气化器的防火间距可按本表规定执行。

2 压缩机室可与气化间、混气间合建成一幢建筑物,但�其间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隔开。

3 燃气热水炉间的门不得面向气化间、混气间。

4 燃气热水炉间是指室内设置微正压室燃式燃气热水炉的建筑。当采用其他燃烧方式的热水炉时,其�防火间

距不应小于犭m。�

12.9.30 液化石油气储罐丿总容积等于或小于 100m3的�气化站、混气站 ,其�汽车槽车装卸柱可设置在压

缩机室山墙一侧 ,其�山墙应是无门、窗洞 口的防火墙。

12.9.3刂  �燃气热水炉间与压缩机室、汽车槽车库和汽车槽车装卸台柱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5m。�

12.9.32 气化、混气装置的`总�供气能力应根据高峰小时用气量确定。

当设有足够的储气设施时,其�̀总�供气能力可根据计算月最大日平均小时用气量确定。

12.9=33 气化、混气装置配置台数不应少于 2台�,且�至少应有 1台�各用。

12。 9.34 �气化间、混气间可合建成一幢建筑物。气化、混气装置亦可设置在同一房间内。

1 气化间的布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

1)气化器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0.8m;�

2)气化器操作侧与内墙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1.2m;�

3)气化器其余各侧与内墙的净距不宜小于 0,8m。

2 混气间的布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

1)混合器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0.8m;�

2)混合器操作侧与内墙的净距不宜小于 1,2m;�

3)混合器其余各侧与内墙的净距不宜小于 0.8m。

3 调压、计量装置可设置在气化间或混气间内。

12.9.35 液化石油气可与空气或其他可燃气体混合配制成所需的混合气。混气系统的工艺设计应符合

下列要求 :�

刂 �液化石油气与空气的混合气体中,液�化石油气的体积百分含量必须高于其爆炸上限的2倍�
;�

2 混合气作为代用其它气源时,应�与代用气源具有良好的燃烧互换性 ;�

3 混气系统中应设置当参与混合的任何一种气体突然中断或液化石油气体积百分含量接近爆炸上

限的2倍�时,能�自动报警并切断气源的安全联锁装置 ;�

4 混气装置的出口总管上应设置检测混合气热值的取样管。其热值仪宜与混气装置联锁,并�能实

时调节其混气比例。

12.9.36 热值仪应靠近取样点设置在混气间内的专用隔间或附属房间内,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热值仪间应设有直接通向室外的门,且�与混气间之间的隔墙应是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 ;�

2 采取可靠的通风措施,使�其室内可燃气体浓度低于其爆炸下限的⒛%;

3 热值仪间与混气间门、窗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6m;�

4 热值仪间的室内地面应比室外地面高出0.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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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7 采用管道供应气态液化石油气或液化石油气与其他气体的混合气时,其�露点应比管道外壁温
度低 5℃�以上。

12.9.38 液化石油气储罐接管上安全阀件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储罐必须设置安全阀和检修用的放散管 ;�

2 液相进口管必须设置止回阀 ;�

3 储罐容积大于或等于 50耐 时,其�液相出口管和气相管必须设置紧急切断阀;储�罐容积大于
⒛m3,但�小于50邢 时,宜�设置紧急切断阀 ;�

4 排污管应设置两道阀门,其�间应采用短管连接。并应采取防冻措施。
12.9.39 储罐安全阀的设置要求 :�

1必�须选用弹簧封闭全启式 ,其�开启压力不应大于储罐设计压力 ,安�全阀的最小排气截面积的计算
应符合国家现行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督规程》的规定 ;�

2 安全阀应设置放散管,其�管径不应小于安全阀的出口管径 ;�

地上储罐安全阀放散管管口应高出储罐操作平台2m以上,且�应高出地面5m以上 ;�

地下储罐安全阀放散管管口应高出地面 2,5m以上 ;�

3 安全阀与储罐之间应装设阀门,且�阀口应全开,并�应铅封或锁定。
12.9.40 液化石油气气液分离器、缓冲罐和气化器可设置弹簧封闭式安全阀。
12.9.0i 液态液化石油气管道和设计压力大于0.4Mh的�气态液化石油气管道应采用钢号 10、 ⒛ 的无
缝钢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GB/Tg163的 规定,或�符合不低于上述标准相
应技术要求的其他钢管标准的规定。

设计压力不大于0.4MPa的气态液化石油气、气态液化石油气与其它气体的混合气管道可采用钢号

Q235B的�焊接钢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η�091的�规定。
12.9.42 站内液化石油气管道宜采用焊接连接。管道与储罐、容器、设备及阀门可采用法兰或螺纹连
接。

12.9.43 液态液化石油气输送管道和站内液化石油气储罐、容器、设各、管道上配置的阀门及附件的
公称压力 (等�级)应�高于其设计压力。
12。 9.44 �液化石油气管道系统上采用耐油胶管时,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不应小于 6.4MPa。

12.9。 45 �液化石油气储罐必须设置就地指示的液位计、压力表及温度计。
12.9.46 爆炸危险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浓度检测器,报�警器应设在值班室或仪表间等有值班人员的场
所。报警器的报警浓度值应取其可燃气体爆炸下限的⒛%。�

12.9.47 具有爆炸危险的封闭式建筑应采取良好的通风措施。事故通风量每小时换气不应少于 12次。
当采用自然通风时,其�通风口总面积按每平方米房屋地面面积不应少于0.O~s`计算确定。通风口不应
少于2个�,并�应靠近地面设置。

12.9.48 气化站和混气站在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应按一次考虑,其�消防用水量应按储罐区一次最大
小时消防用水量确定。

12.9.49 气化站和混气站生产区的排水系统应采取防止液化石油气排人其他地下管道或低洼部位的措
施。

12.9.50 液化石油气气化站、混气站的供电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O052中�“

二级负荷
”

的规定。防雷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O057中�
“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
的有关规定。静电接地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化工企业静电接地装置设计规

范》H臼�28的规定。

12.10 用气设备的设置要求

12.10.1 居民生活的各类用气设各应采用低压燃气 ,用�气设各前 (灶�前)的�燃气压力应在 0。�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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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Pn的�范围内 (凡�为燃具的额定压力 )。�

12。 10.2 �居民生活用气设备严禁设置在卧室内。

12.10.3 家用燃气灶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燃气灶应安装在有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的厨房内;利�用卧室的套间 (厅�)或�利用与卧室连接的

走廊作厨房时,厨�房应设门并与卧室隔开 ;�

2 安装燃气灶的房间净高不宜低于 2.2m;�

3 燃气灶与墙面的净距不得小于 100mm,当墙面为可燃或难燃材料时,应�加防火隔热板 ;�

燃气灶的灶面边缘和烤箱的侧壁距木质家具的净距不得小于 ⒛0mm,当达不到时,应�加防火隔热

板 ;�

4 放置燃气灶的灶台应采用不燃烧材料 ,当�采用难燃材料时,应�加防火隔热板 ;�

5 厨房为地上暗厨房 (无�直通窒外的门和窗)时�,应�选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 ,并�应

设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自动切断阀和机械通风设施 ,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应与自动切断阀和机械通

风设施联锁。

12.10.4 家用燃气热水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燃气热水器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菲居住房间、过道或阳台内 ;�

2 有外墙的卫生间内,可�安装密闭式热水器 ,但�不得安装其他类型热水器 ;�

3 装有半密闭式热水器的房间,房�间门或墙的下部应设有效截面积不小于 0.∞′ 的格栅 ,或�在

门与地面之间留有不小于 30mm的 间隙 ;�

4 房间净高宜大于 2.4m;�

5 可燃或难燃烧的墙壁和地板上安装热水器时,应�采取有效的防火隔热措施 ;�

6 热水器的给排气筒宜采用金属管道连接。

12.10.5 单户住宅采暖和制冷系统采用燃气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应有熄火保护装置和排烟设施 ;�

2 应设置在通风良好的走廊、阳台或其他非居住房间内 ;�

3 设置在可燃或难燃烧的地板和墙壁上时,应�采取有效的防火隔热措施。

12.10.6 居民生活用燃具的安装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C忖�12的

规定。

丬2.10.7 �居民生活用燃具在选用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燃气燃烧器具安全技术条件》 GB1⒆�14的

规定。

12.10.8 商业用气设各宜采用低压燃气。

12.10.9 商业用气设各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专用房间内;商�业用气设各不得安装在易燃易爆物品的堆

存处 ,亦�不应设置在兼做卧室的警卫室、值班室、人防工程等处。

12.10.10 �商业用气设各设置在地下室 、半地下室 (液�化石油气除外)或�地上密闭房间内时,应�符合

下列要求 :�

1 燃气引人管应设手动快速切断阀和紧急自动切断阀;紧�急自动切断阀停电时必须处于关闭状态

(常�开型 )。�

2 用气设备应有熄火保护装置。

3 用气房间应设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 ,并�由管理室集中监视和控制。

4 宜设烟气一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器 c�

5 应设置独立的机械送排风系统 ;通�风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

1)正常工作时,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6次�/h;事�故通风时,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12氏/h;不�工作时

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3犯�/h;�

2)当燃烧所需的空气由室内吸取时,应�满足燃烧所需的空气量 ,并�补充相应新风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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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满足排除房间热力设各散失的多余热量所需的空气量。

6 应有独立的防爆照明设备。

12.10.ii �商业用气设备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用气设备之间及用气设备与对面墙之间的净距应满足操作和检修的要求 ;�

2 用气设各与可燃或难燃的墙壁、地板和家具之间应采取有效的防火隔热措施。
12.10.12 �商业用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大锅灶和中餐炒菜灶应有排烟设施 ,大�锅灶的炉膛或烟道处应设爆破门 ;�

2 大型用气设各的烟道、封闭炉膛均应设置泄爆装置,泄�爆装置的泄压口应设在安全处。

12.ll 燃烧烟气的排放设计要求

12.ii.1 燃气燃烧所产生的烟气必须排出室外。设有直排式燃具的室内容积热负荷指标超过⒛7W/″�
时,必�须设置有效的排气装置将烟气排至室外 (有�直通洞口或哑口的毗邻房间的容积也可一并做为室

内容积计算 )。�

12.ii。�2 家用燃具排气装置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灶具和热水器 (或�采暖炉)应�分别采用竖向烟道进行排气 ;�

2 住宅采用 自然换气时,排�气装置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CJJ12-” 中A.0.1的�规定选择 ;�

3 住宅采用机械换气时,排�气装置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CJJ12-” 中A.0,3的�规定选择。

12.ii。�3 浴室用燃气热水器的给排气口应直接通向室外,其�排气系统与浴室之间必须有防止烟气泄漏

的措施。

12.ii.4 商业用户厨房中的燃具上方应设排气扇或排气罩。
12.11.5 燃气用气设各的排烟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不得与使用固体燃料的设各共用一套排烟设施 ;�

2 每台用气设各宜采用单独烟道;当�多台设各合用一个J总�烟道时,应�保证排烟时互不影响 ;�

3 在容易积聚烟气的地方,应�设置泄爆装置 ;�

4 应设有防止倒风的装置 ;�

5 从设各顶部排烟或设置排烟罩排烟时,其�上部应有不小于0.3m的垂直烟道方可接水平烟道 ;�

6 有防倒风排烟罩的用气设各不得设置烟道闸板;无�防倒风排烟罩的用气设备,在�至总烟道的每

个支管上应设置闸板,闸�板上应有直径大于 15mm的孔 ;�

7 安装在低于 0℃�房间的金属烟道应采取保温措施。

12.".6 �水平烟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水平烟道不得通过卧室 ;�

2 居民用气设备的水平烟道长度不宜超过 5m,弯�头不宜超过 4个�(强�制排烟式除外);商业用户

用气设各的水平烟道长度不宜超过6m;�

3 水平烟道应有大于或等于 0.01坡向用气设备的坡度 ;�

4 多台设各合用一个水平烟道时,应�顺烟气流动方向设置导向装置 ;�

5 用气设备的烟道距难燃或不燃顶棚或墙的净距不应小于 sOmm;距�燃烧材料的顶棚或墙的净距

不应小于笏0mm(当有防火保护时,其�距离可适当减小 )。�

12.,,.7 烟囱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住宅建筑的各层烟气排出可合用一个烟囱,但�应有防止串烟的措施;多�台燃具共用烟囱的烟气

进口处,在�燃具停用时的静压值应小于或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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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用气设各的烟囱伸出室外时,其�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

1)当烟囱离屋脊小于 1.5m时 (水�平距离),应高出屋脊 0.6m;�

2)当烟囱离屋脊 1.5~3.0m时 (水�平距离),烟 囱可与屋脊等高 ;�

3)当烟囱离屋脊的距离大于 3.0m时 (水�平距离),烟囱应在屋脊水平线下 10° 的直线上 ;�

4)在任何情况下,烟�囱应高出屋面 0.6m;�

5)当烟囱的位置临近高层建筑时,烟�囱应高出沿高层建筑物笱°
的阴影线。

3 烟囱出口的排烟温度应高于烟气露点 15℃ 以上。

4 烟囱出口应有防止雨雪进人和防倒风的装置。

12.ii.8 用气设各排烟设施的烟道抽力 (余�压)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热负荷 30kW以下的用气设各,烟�道的抽力 (余�压)不�应小于 3Pa;

2 热负荷 30kW以上的用气设各 ,烟�道的抽力 (余�压)不�应小于 10h。�

12,ii.9 排气装置的出口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物内半密闭自然排气式燃具的竖向烟囱出口应符合第 12,1l。�7条�第 2款�的规定 ;�

2 建筑物壁装的密闭式燃具的给排气口距上部窗口和下部地面的距离不得小于 0.3m;�

3 建筑物壁装的半密闭强制排气式燃具的排气口距门、窗洞口和地面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要求 :�

1)排气口在窗的下部和门的侧部时,距�相邻卧室的窗和门的距离不得小于 1.2m,距�地面的距离
不得小于 0.3m;�

2)排气口在相邻卧室的窗的上部时,距�窗的距离不得小于 0.3m;�

3)排气口在机械 (强�制)进�风口的上部 ,且�水平距离小于 3.0m时 ,距�机械进风口的垂直距离不

得小于 0.9m。

12.,i.10 �高海拔地区安装的排气系统的最大排气能力 ,应�按在海平面使用时的额定热负荷确定 ,高�
海拔地区安装的排气系统的最小排气能力 ,应�按实际热负荷 (海�拔的减小额定值)确�定。

12.12 燃气的监控设施及防雷、防静电设计要求

12.12.1 在下列场所应设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 :�

1 建筑物内专用的封闭式燃气调压、计量间 ;�

2 地下室、半地下室和地上密闭的用气房间 ;�

3 燃气管道竖井 ;�

4 地下室、半地下室引人管穿墙处 ;�

5 有燃气管道的管道层。

12.12.2 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当检测比空气轻的燃气时,检�测报警器与燃具或阀门的水平距离不得大于 8m,安�装高度应距顶

棚 0.3m以 内,且�不得设在燃具上方 ;�

2 当检测比空气重的燃气时,检�测报警器与燃具或阀门的水平距离不得大于 4m,安�装高度应距地

面 0.3m以 内 ;�

3 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的报警浓度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家用燃气泄漏报警器》 CJ3057的 规定确

定 ;�

4 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宜与排风扇等排气设各联锁 ;�

5 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宜集中管理监视 ;�

6 报警器系统应有备用电源。

12.12.3 在下列场所宜设置燃气紧急自动切断阀 :�

1 地下室、半地下室和地上密闭的用气房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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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

3 燃气用量大、人员密集、流动人口多的商业建筑 ;�

4 重要的公共建筑 ;�

5 有燃气管道的管道层。

12” 12.4 �燃气紧急自动切断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紧急自动切断阀应设在用气场所的燃气人口管、干管或总管上 ;�

2 紧急自动切断阀宜设在室外 ;�

3 紧急自动切断阀前应设手动切断阀 ;�

4 紧急自动切断阀宜采用自动关闭、现场人工开启型,当�浓度达到设定值时,报�警后关闭。

12.12.5 燃气管道及设各的防雷、防静电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进出建筑物的燃气管道的进出口处 ,室�外的屋面管、立管、放散管、引入管和燃气设各等处均

应有防雷、防静电接地设施 ;�

2 防雷接地设施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OO57的�规定 ;�

3 防静电接地设施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化工企业静电接地设计技术规程》HCJJ98的规

定。

12。 12.6 �燃气应用设各的电气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燃气应用设各和建筑物电线、包括接地线之间的电气连接应符合有关国家电气规范的规定 ;�

2 电点火、燃烧器控制器和电气通风装置的设计 ,在�电源中断情况下或电源重新恢复时,不�应使

燃气应用设各出现不安全工作状况 ;�

3 自动操作的主燃气控制阀、自动点火器、室温恒温器、极限控制器或其他电气装置 (这�些都是

和燃气应用设备一起使用的)使�用的电路应符合随设各提供的接线图的规定 ;�

4 使用电气控制器的所有燃气应用设各 ,应�将控制器连接到永久带电的电路上 ,不�得使用照明开

关控制的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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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计筑材料热物理性 箅参数附录 A�

附表 A.0. 1 建筑材料热物理性能计算参数

序号 材料名称
干密度 F,o�

(kg/m3)�

计算参数

导热系数
^�

[W/(m·�Κ)]

蓄热系数 s�

(周�期抑 h)

[W/(m2· Κ)]

比热容 c�

[kJ/(kg·�Κ)]

蒸汽渗透系数u�
[g/(m·�h·�Pa)]

1� 混凝土

普通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碎石、卵石混凝土

2500

2300

2100

1.74

1.51

1.28

17.20�

15.36�

13.57�

o.92

0.92

o.92

o.0000158米�

0.0000173苄�

o.0000173米�

自然煤干石、炉渣混凝

土

1700

1500

1300

1.CXl�

0.76

o。�56

11.68�

9.54

7,63

1.05

1.05

1.05

0.0000548来�

o。�0000900�

o.0001050�

粉煤灰陶粒混凝土

1700

1500

1300

1100

o.95

0.70

o。�57

o。�轩

11.佃�

9.16

7.78

6.30

1.05

1.05

1.05

1.05

0.0000188�

0.0000975�

0.0001050�

o.0001350�

粘土陶粒混凝土

1600

1400

1200

o.84

0.70

o.53

10.36�

8.93

7.25

1.05

1.05

1.05

0。�0000315*

0.0000390艹�

0。�0000405苄�

油页岩渣、石灰、水泥

混凝土、页岩 陶粒混凝

土

∞

οο

οο

∞

0.52

o。�77

o.63

o.50

7.39

9.65

8.16

6.70

o.98

1.05

1.05

1.05

o。�0000855来�

0。�0000315*

o。�0000390米�

0.0000435艹�

火山灰渣、沙、水泥混

凝土
1700 0.57 6.30 0.57 0.0000395米�

浮石混凝土

1500

1300

11∞

0.67

0.53

0.42

9.09

7.54

6.13

1.05

1.05

1.05

0。�0000188*

o.0000353米�

1.2� 轻混凝土

加气混凝土、泡沫混凝土
700�

5∞�

0.22

o.19

3.59

2.81

1.05

1.05

0,0000998米�

0.0001110米�

砂浆和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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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序号 材料名称
干密度 p。�

(k酽亻 )�

计算参数

导热系数 λ

[、�l〖�′1'/(m·�K)]�

蓄热系数 s�

(周�期⒛ h)

[1Ⅱ

`0/(m2.Κ�
)]

比热容 C�

[kJ/(kg·�Κ)]

蒸汽渗透系数u�
[g/(m·�h。�Pa)]

砂浆

水泥砂浆

石灰水泥砂浆

石灰砂浆

石灰石膏砂浆

保温砂浆

1800

1700

1600

1500

800�

0.93

0.87

0.81

0.76

0 29

11.37�

10.75�

10.07�

9.44

4,44

0
 
0
 
0
 
0
 

ο

0.0000210米�

0.0000975米�

0.0000443米�

2.2� 砌体

重砂浆砌筑粘土砖砌体

轻砂浆砌筑粘土砖砌体

灰砂砖砌体

硅酸盐砖砌体

炉渣砖砌体

重砂浆砌筑 %、�~ss及�

~sb孔�空心砖砌体

蒸压灰砂空心砖砌体

1800

1700

1900

1800

1700

1400

1500

0.81

0.76

1.10

0.87

081�

0 58

0.79

90.63�

9.96

12.72�

11,11�

10 43�

7.92

8.12

1.05

1.05

1 05

1,05

1 05

1.05

1.07

0.0001050米�

0.0001200�

0.0001050�

0,0001050�

0 0001050�

0.0000158�

3� 热绝缘材料

纤维材料

矿棉、岩棉板

矿棉、岩棉毡

松散矿棉、岩棉材料

≤80

80~200

≤70

70~200

≤70

70~120

0.050�

0.045�

0.050�

0,045�

0.050�

0.045�

0,59

0 75

0.58

0.77

0.46

051�

1,22

1.22

1.34

1,34

0 84

0 84

0.0004880�

0,0004880�

o 0004880�

聚乙烯泡沫塑料

聚苯乙烯泡沐塑料

聚氨酯硬泡沫塑料

聚氨酯硬泡沫塑料

聚氯乙烯硬泡沫塑料

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橡塑复合保温材料

≤120�

30

30

40

130�

30~40�

30~60�

0.047�

0.042�

0 027�

0 025�

0.048�

0.028�

0.035�

0 70

0.36

0.23

0.39

0 83

0,28

0.0000162�

0.0000234�

0.0000226�

0.0000057�

0.0000162�

玻璃棉板、毡

松散玻璃棉材料

40

25~50�

o,037�

0,040�

0.52

0.43

1.06

o 76
~
 
一

3.4�
防水珍珠岩板

复合硅酸盐保温板

150~200�

160~220�

0.06

0.065�

1,06

1 04

1,32

1.15

0 0000561苄�

0.000311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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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序号 材料名称
干密度 po

(kg/矿
)�

计算参数

导热系数
^�

[W7(m·�K)]�

蓄热系数 s�

(周�期⒛ h)

[`渊冫
·/(m2· Κ)]

比热容 C�

[kJ/(kg·�Κ)]

蒸汽渗透系数u�
[g/(m·�h·�Pa)]

3.5�

水泥膨胀珍珠岩

沥青、乳化沥青膨胀珍珠岩

水泥膨胀蛭石

∞

∞

∞

∞

οο

∞

3
5
4
4
3
3 o.26

0.21

0.16

0.12

o。�093�

0.14

4.37

3.佴

2.49

2.28

1.77

1.99

17

17

17

55

55

05

o。�000042米

o,000090米

0.000191米

o。�0000293*

0.0000675苄�

4� 建筑板材

4.1�

胶合板

软木板

纤维板

600�

300�

150�

1000

600�

0.17

0.093�

0 058�

0.34

0.23

4.57

1.95

1.09

8,13

5.28

2.51

1.89

1.89

2.51

2.51

o.0000225�

0.0000225�

0.0000285�

0.0001200�

o 【IO01130�

4.2�

石膏板

纸面石膏板

纤维石膏板

1050

1100

1150

o,33

0.31

0.30

5.28

4.73

5.20

1.05

1,16

1.23

o。�0000790米�

o.0000329�

0.0000373�

4.3�

石棉水泥板

石棉水泥隔热板

水泥刨花板

稻草板

木屑板

1800

500�

1000

700�

300�

200�

o,52

0.16

o.34

o。�19

0.13

o。�065�

8.52

2.58

7.27

4,56

2.33

1.54

1.05

1,05

2.01

2.01

1.68

2.10

0。�0000135米�

0.0003900�

o.0000240艹�

0。�0001050�

0.0003000�

0,0002630�

4.4�

硬质 PⅤ�C板�

铝塑复合板

钙塑泡沫板

轻质硅酸钙板

纤维增强硅酸钙板

1400

1380

250�

500�

750�

0 160�

0.450�

0.074�

0.1I6�

o.250�

8.21

o,36

0.41

0.77

o。�78

1 32

1.35

1.28

_
 
~
 
~
 
_
 

一
5� 松散材料

锅炉渣

粉煤灰

1000

1000

0.29

0.23

4.40

3.93

o.92

0.92

o.0001930�

高炉炉渣

浮石、凝灰岩

膨胀蛭石

膨胀蛭石

硅藻土

膨胀珍珠岩

9∞�

600�

300�

200�

200�

80

120�

o。�26

0.23

0.14

0.10

o。�076�

0.058�

0.070�

3.92

3.05

1.79

1.⒉

1.00

o.63

o,84

o。�92

0.92

1.05

1.05

0.92

1.17

1 17

o.0002030�

o。�000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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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序号 材料名称
干密度 p。�

(kg/m3)�

计算参数

导热系数入

[W7(m·�Κ)]

蓄热系数 s�

(周�期 zZI h)

[`江冫0'(m2.K)]�

比热容 C�

[kJ/(吒�·Κ)]

蒸汽渗透系数u�
[g/(m·�h·�Pa)]

5.2� 有机材料

木屑

稻壳

干草

250�

120�

100�

0 093�

0.06

0.047�

1,84

1 02

0.83

2.01

2.01

2.01

0.0002630�

木材

橡木、枫树 (热�流方 向

垂直木纹 )�

橡木、枫树 (热�流方 向

顺木纹 )�

松木、云杉 (热�流方 向

垂直木纹 )�

松木、云杉 (热�流方 向

顺木纹 )�

700�

700�

500�

500�

0.17

0.35

0,14

0 29

4.90

6.93

3.85

5.55

2.51

2.51

2.51

2.51

0.0000562�

0.0003000�

0 0000345�

0.0001680�

6� 其他材料

土壤

夯实粘土

加草粘土

轻质粘土

建筑用砂

2000

1800

1600

1400

1200

1600

1 16

0,93

0,76

0.58

0.47

0.58

12 99�

11,03�

9 37

7 69

6,36

8,26

1,0�

1.0�

1,0�

10

1,0�

1.0�

石材

花岗石、玄武岩

大理石

砾石、石灰岩

石灰石

2800

2800

2400

2000

3.49

2.91

2.04

1.16

25.49�

23.27�

18.03�

12.56�

0.92

0.92

0.92

0.92

o.0000113�

0.0000113�

0.0000375�

o。�0000600�

卷材、沥青材料

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APP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合成高分子防水卷材

沥青油毡、油毡纸

地沥青混凝土

石油沥青

900�

1050

580�

600�

2100

1400

1050

0 23

0,23

0 15

o,17

1,05

0.27

0.17

9.37

9.37

6 07

3,33

16 39�

6.73

4.71

1.62

1.62

1.14

1,47

1 68

1.68

1.68

0,0000052�

0,0000052�

0 0000039�

0.0000075�

0.0000075�

6,4�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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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材�料的热物理性能计算参数可按附表 A0.1直接采用。
2 在有表 2.2.3-3所�列情况者,材�料的导热系数计算值应按下式修正 :�

^c=^·
@�

sc〓 s·�@�

式中 ^、 孓——材料的导热系数和蓄热系数,按�附表⒕-01采�用;cI/ �修正系数,按�表 2.2.3-3采�用。
3 在供暖期平均相对湿度为 ~sO%以下的干燥地区,重�砂浆砌筑的粘土砌体导热系数可采用

^〓�
0,%W/(m�

Κ),蓄热系数可采用 s=10.16配�/(nlz·�K);轻�砂浆砌筑的粘土砖砌体导热系数可采用入〓0.⒛配/(m�
K),蓄�热系数可采用 s=9.狎 配/('。�K)。

4 在附表 A。�0.1中�比热容 C的�单位为法定单位。但在实际计算中比热容 C的�单位应取 W�
此,表�中数值应乘以换算系数 0.刀 ,g。

h/(kg·�Κ),因

5 在附表 A.0.1中�带 米号者为测定值,试�验温度为⒛℃左右,未�扣除两侧边界层蒸汽渗透阻的影响。

续表 A.0.1�

序号 材料名称
干密度 p。�

(kg/m3)�

计算参数

导热系数
^�

[W/(m·�Κ)]

蓄热系数 s�

(周�期叻 h)

[W/(m2· Κ)]

比热容 C�

[kJ/(kg·�Κ)]

蒸汽渗透系数u�
[g/(m·�h·�Pa)]

平板玻璃

玻璃钢

碳酸钙玻璃

PMMA(有�机玻璃 )�

聚碳酸脂

2500

1800

2500

1180

1200

0.76

0.52

1.00

0.18

0.20

10.69�

9.25

11.25�

7.64

8.17

0.84

1.26

0.81

1.02

1.13

金属

紫铜

青铜

建筑钢材

铝

铸铁

8500

8000

7850

2700

7250

407�

“ ,o

58.2

203�

49.9

39zI

I18�

126�

191�

112�

0.42

o。�38

0 48

0.92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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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塑料管及铝塑复台管水力计算

附表 B.0.1 塑料管及铝塑复合管水力计算表 (莎� =ω�℃ )�

比摩阻R�

(Pa/m)

12× 16 (mm)� 16× 20 (mm)� 20× 25 (mm)�

流速 v�

(m/s)�
流量 C�

(kg/h)

流速 v�

(m/s)�
流量 C�

(kg/h)

流速 v�

(m/s)�
流量 C�

(kg/h)

0 51 0.01 6 64 001� 11 25�

1.03 0.01 3.95 0,02 13.27� 0.02 22 50�

2 06 0.02 7.90 0 03 0,03 33 74�

4 12 0 03 11.84� 0.04 26.35� 0,05 56.24�

6.17 0.04 15,79� 0 06 39,82� 0.07 78.73�

8,23 0 05 19 74� 0.07 46.46� 0.08 89 98�

10.30� 0 06 23 69� 0 08 53 10� 0 10 112 48

20.60� 0.10 39 48� 0,12 79.64� 0.15 168.

41.� 0,15 59.22� 0.18 119 47 0.22 247.45

61.78� 0.19 75,02� 0 23 152.65 0.28 314,93

82 37� 0.22 86.86� 0,27 179 20 0 33 371.17

102.96 0 25 98.71� 0.31 205.75 0 37 416 16

123 56 0.28 110.55 0 34 225.66 0.41 461.15

144,15 0,31 122.40 0.37 245,57 0 45 506.14

164.75 0.33 130 29 o,40 265.48 0.48 539.88

0 35 138.19 0.43 285,39 0,52 584.87

205.94 0.38 150.03 0 45 298.67 0.55 618 62

226 53 0.40 0.48 318,58 0 58 652.36

247.13 0,42 L65 83 0,50 331,85 0,60 674 85

267.72 0.44 173.72 0 52 345,13 0.63 708.60

288.31 0 45 0.55 365.04 0,66 742 34

308,91 0.47 185.57 0,57 378。�31 0.68 764.83

329.50 0,49 193 47 0.59 391,58 0,71 798,58

350.09 0.51 201.36 0,61 404.86 0.73 821.07

370,69 0 52 205 31 0.63 418,13 0 76 854,81

391.28 0.54 213.21 0 65 431.41 0.78 877.31

411.87 0 56 221,10 0 67 444.68 0,80 899,80

432 47 0.57 225.05 0 69 457 95 0 82 9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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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0.1�

比摩阻R�

(Pa/m)

12× 16(mm) 16× 20 (mm)� 20× 25 (mm)�

流速 v�

(m/s)�
流量 G�

(kg/h)
流速 v�

(m/s)�
流量 G�

(kg/h)
流速 v�

(m/s)�
流量 C�

(kg/h)

453 06 0 59 232 95 0,70 464,59 0.84 944.79

473.66 0 60 236.90 0.72 477.87 0.87 978.54

494 26 0.61 240,84 o 74 491.14 0.89 1001,03�

514.85 0,63 248.74 0.75 497.78 0.91 1023.53�

535,44 064� 252.69 0 77 511.05 0.93 1046,02�

556.04 0 66 260.59 0.79 524.32 0.94 1057.27�

576.63 0 67 264.53 o 80 530.96 0.96 1079,76�

597.22 0,68 268 48 0.82 5狃�.24� 0.98 1102.26�

617.82 0 70 276.38 0 83 550.87 1.00 1124,76�

638.41 0,71 280.33 0.85 564.15 1.02 1147.25�

659,00 0 72 284,28 0 86 570 78 1⒁� 1169 75�

679.60 0 73 288.22 0.88 584.06 1.05 1180,99�

700,19 0.75 296 12 0 89 590,69 1,07 1203.49�

720.79 o 76 300.07 0.91 603.97 1.09 1225 98�

741,38 0.77 304,02 0.92 610 61 1248.48�

761.97 0 78 307.97 0.94 623.88 1.12 1259 73�

782,58 0.79 311,91 0.95 630.52 1.14 1282.22�

803.17 0,80 315.86 0.96 637.15 1 15 1293,47�

823.77 0.82 323.76 0.98 650.43 1.17 I315 96�

844.36 0,83 327,71 0 99 657 06 1 19 1338.46�

871 25 0,84 331.65 1.00 663 70 1.20 1349.71�

885.55 0 85 335.60 1.02 676.98 1.22 1372.20�

906,I4 0.86 339,55 1.03 683,61 1.23 1383.45�

926.73 0,87 343,50 10ZI 690.25 1 25 1405.94�

947 33 0.88 347,45 1.06 703 52 1.26 1417.19�

967.92 0,89 351.40 1,07 710,16 1 28 I439,69�

988,51 0.90 355,34 1.08 716.80 1.29 1450.93�

1009.1I� 0,91 359.29 1.09 723.44 1473 43�

1029,70� 0.92 363,24 1.10 730.07 1.32 1484.68�

1070.90� 0‘�94 14 1.13 749.98 1518,42�

1112.08� 0.96 379,03 1.15 763.26 1,38 1552.I6�

1153,27� 0.98 386.93 1.17 776.53 1.41 1585 90�

1194.46� 1,00 394.83 1,20 796 44 1,43 16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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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比摩阻 R�

(Pa/m)

12× 16 (mm)� 16× 20(mⅡ l) 20× 25 (mm)�

流速 v�

(m/s)�
流量 C�

(kg/h)
流速 v�

(m/s)�
流量 G�

(kg/h)
流速 v�

(m/s)�
流量 C�

(kg/h)

1235,64� 1 02 402 72 1.22 809.72 L 46 1642 14�

1276 83� 1.“ 410.62 1.⒛ 822.99 1.48 1664.64�

1318 02� 1.06 418.52 1.26 836 26 1698.38�

1359.20� 1.08 426.41 1 28 849,54 1.54 1732.12�

1440.40� l O9 430.36 869 45 1.56 1754.62�

1441.59� 438 26 1,33 882 72 1.59 1788 36�

1482.77� 1.13 446 15 1 35 896.00 1810 86�

1523 96� 450 10 1.37 909.27 1833,35�

1565,15� I.16 458.00 1.39 922 55 1 66 1867 09�

1606 33� 1.18 465.90 1.41 935.82 1 68 1889.59�

1647 52� 1.19 469.84 1.43 949 09 1.70 1912.08�

1680.32� 1.21 477~74 1.45 962 37 1.73 1945.83�

1729~90� 1.23 485.64 1.46 969 00 1.75 1968.32�

1771.09� 1.彡z/l� 489.59 1 48 982,28 1.77 1990.82�



附录 C 设置隔膜式气压罐定压的采暖空调系统设备选择和补水泵工作压力计算例题 ·JfΙ ·

附录 C 设置隔膜式气压罐定压的采暖空调系统
设备选择利补水泵工作压力计算例题

C.l 例题一

某两管制空调系统冬季采用ω/50℃�热水 ,系�统水容量约阝耐 ;定�压补水点设在循环水泵人口,根�
据空调设各和管网允许工作压力 ,确�定循环水泵人口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为 1.0MPa(1oOOkh);采�用不
容纳膨胀水量的隔膜式气压罐定压 ;补�水箱与系统最高点高差为 笱m;试进行定压补水设各的选择计
算。

C·�1.1 根据本措施 6.9节�的有关规定和公式进行计算 ,各�公式和图示中容积和压力名称如下 :�

‰
—— 系统的最大膨胀水量 (L);

⒕
—— 气压罐计算调节容积 (L);

‰n 气压罐最小总容积 (L);

吒—— 气压罐实际总容积 (L);

P1—— 补水泵启动压力 (表�压 kPa);�

P2—— 补水泵停泵压力 (电�磁阀的关闭压力)(表压 kh);
P3—— 膨胀水量开始流回补水箱时电磁阀的开启压力 (表�压 kPa);�
P4—— 安全阀开启压力 (表�压 kPa);�

α1—�
—补水泵启动压力 PI和停泵压力 P2的设计压力比 ;�

卩
——容积附加系数 ,隔�膜式气压罐取 1.O~s。�

C·�1·�2 补水泵选择计算
1 系统定压点最低压力为 P1=0~s+o.5+1=弱�。5(m) =锸 5(kPa)。
2 考虑到补水泵的停泵压力 P2,确�定补水泵扬程为 (P1+P2)尼�〓 (俑�5+810)刀 =“�8(kPa)

(P2数�值见 C.1.3条�3款�),高于 P1压力 173kPa,满�足 6.9.3条�1款�要求。
3 补水泵设计总流量应不小于乃 ×5%=3。 乃 (邢�/h)。�

4 选用 2台�流量为 2.0m3/h,扬程为“0kPa(扬�程变化范围为佰5�
1台�,初�期上水或事故补水时 2台�水泵同时运行。
C·�1·�3 气压罐选择计算

1 调节容积不宜小于3血�n补�水泵设计流量。
1)当采用定速泵时 ⒕≥2.0(m3/h) ×3/60(h) =0.1(耐�) =100(L)。�
2)当采用变频泵时 ⒕≥2.0(m3/h) ×I/3×�3/60(h) =o。 O33(沪 ) =33(L)。
2 系统最大膨胀量为:‰�=14·�51(I/m3) �×9s(d) =1088(L) (单 位容积膨胀量见 6.9,6�

条注释),此水量回收至补水箱。
3 气压罐最低和最高压力确定 :�

1)安全阀开启压力取 P4〓 10OO(kPa)(补 水点处允许工作压力);

~810kPa)的水泵,平�时使用

2)膨胀水量开始流回补水箱时电磁阀的开启压力 P3=0.9P4=o.9× 1o00=⒇�o�
3)补水泵启动压力 Pl=锸�5(lcPa);
4)补水泵停泵压力 (电�磁阀的关闭压力)P2=0.9P3〓�0.9×�90o=810(kh);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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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 力比叱=癜� =黠� 舶 ⒉ 龊 ⒍⒐7条�1鼬�规定。

4轵�角趑 泵时,气�罐 鼬 总猕 喻
蝌

=节�
秽

邛 ⑴ ,选�择 ∞“OO m隔

膜式立式气压罐 ,罐�直径 ω0mm,承压 1.0MPa,高�19⒆mm,实�际
`总�容积 吒=368(L)。�

当采用变速泵时,气�压罐最小总容积 ‰ =÷�岁击器 =91⑴�,潞�跚 OO× ⒈0瞰�姐 娟

压罐 ,罐�直径绷0mm,承压 1,0MPa,高�14∞mm,实�际总容积 Ⅴz=118(L)。

注:气�压罐规格是根据厂家的技术资料选取。

C.2 例题二

某 gs乃o℃�热水采暖系统,采�用承压为 0.80MPa的�钢制柱形散热器;系�统水容量约犭沪 ;定�压补

水点设在循环水泵入口,经�计算该处允许最高工作压力为0.7Mh(⒛ 0kPa);采用容纳膨胀水量的隔

膜式气压罐定压;补�水箱与系统最高点高差为40m;试进行定压补水设各的选择计算。

C。�2.1 采用容纳膨胀水量的隔膜式气压罐定压,其�容积与压力的关系见图 C.2.1。�

Po

(a)无�水时充压力 Po (b)平�均水温为
`时�

启停泵压力 Pii和�讠i�

(c)最�高水温时

启停泵压力 Pimax和�讠m钭�

图 C.2.1 容纳膨胀水量的隔膜式气压罐容积与压力的关系示意

根据本措施 6.9节�的有关规定和公式进行计算,各�公式和图示中容积和压力名称如下 :�

—— 系统的最大膨胀水量 (L);

—— 平均水温为 j时�,系�统的膨胀水量 (L);

—— 气压罐计算调节容积 (L);

—— 气压罐实际调节容积 (L);

—— 气压罐能够吸纳的最小水容积 (L);

—— 气压罐实际能够吸纳的水容积 (L);

—— 气压罐最小总容积 (L);

—— 气压罐实际总容积 (L);

C.2.2�

‰

%i

⒕

⒕
’

岷lillll

y�
x
吒
�

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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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无水时气压罐的充气压力 (表�压 kPa);�

Pti—�— 系统平均水温为 j时�,水�泵启泵压力 (表�压 kPa);�

P⒉� -—�—系统平均温度为 氵时,水�泵停泵压力 (表�压 kPa);�

P1max—�— 最高水温时水泵启泵压力 (表�压 kh);
P2max—�— 气压罐正常运行的最高压力 ,即�最高水温时水泵停泵压力 (表�压 kPa);�

P3 �—— 安全阀开启压力 (表�压 kh)。�

C.2.3 补水泵选择计算

1 系统定压点最低压力为 P1=硐�十1+1=42(m) =绲�0(kPa)。
2 考虑到补水泵的最大停泵压力 P2max,确定补水泵扬程为 (Pl+P2)”�=(绲0+“0)尼 =525

(kPa)(P2=马�max数�值见 C.2,4条�4款�),高于 P1压力 105kh,满足 6.9.3条� 1款�要求。

3 补水泵设计
`总�

流量应不小于 75× 5%=3.75(耐 /h)。�

4 选用 2台�流量为2.0矿�/h,扬�程为 525kPa(扬�程变化范围为犯0~“ 0kPa)的�水泵 ,平�时使用
1台�,初�期上水或事故补水时 2台�水泵同时运行。

C.2.4 气压罐选择计算

1 调节容积不宜小于 3mln补水泵设计流量。

1)当采用定速泵时 ⒕≥2.0(d/h) �×3殉�0(h) =0.100(耐 ) =I00(L)。�
2)当采用变频泵时 ⒕≥2.0(J/h) �×1/3×�3炻�0(h) =0.t,s3(耐�) =33(L)。
2 系统最大膨胀量为:%=以�.”�(L/m3) �×乃 (J) =1817(L) (单位容积膨胀量见 6.9.6�

条注释)。�

3 能够吸纳的最小水容积

1)当采用定速泵时 吆汕1l=⒕�+‰�=100+1817〓�1917(L)。�

2)当采用变频泵时 ‰nln=⒕ +‰�=33+1817=18sO(L)。
4 气压罐最低和最高压力确定 :�

1)充气压力 PO〓 绲0(kPa)(定�压点最低压力);

2)安全阀开启压力 P3=⒛�0(kh)(补水点处允许工作压力);

3)正常运行时最高压力P2max=0.9P3=0.9×�⒛0=“ 0(kPa)。

5气�雕 鼽 总锹 喻 ‰ n搿�

0当�煳 漱 泵哦 喻 叨
惚

搦 4⑴�。

㈥ 当翻 蜘 泵陆 喻 搠
鹘

娴 ⑴ 。

均选择 SQL1们0×�1.0隔�膜式立式气压罐 2台�,罐�直径 1400mm,承�压 1.0Mh,高 33SOmm,实�际
总容积 ‰=3643×�2=7286(L)。�

气压罐实际能吸纳水容量 /1和实际调节容积 ⒕
′
可通过下式计算得出 :�

丫石=V1∮�
|苎�:、�Γf。�志=72:6晷�手;i「:台�8=2096 (L)

y/=‰�-丐�)=2096-1817=279(L)
注 :气�压罐规格是根据厂家的技术资料选取。

C.2.5 水泵工作压力计算

系统采用不同水温进行质调节时,其�膨胀量和对应的罐内压力也随之变化 ,补�水泵应根据水温设定

其启停泵压力 ,以�使系统不会因大量泄压补水带进大量空气。因此应计算不同水温时的补水泵启停泵压

力,并�进行相应的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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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平均水温为 j时�,水�泵启泵压力 P1i:

/^ �●̂^`  �吒  ●̂^  /'^^ �̈ ^\  72:6%=(风�+㈣�
碗

-1O0=c420+1O⑴
7Ξ�忘庀广二Lz「 1̄O° “㈨

2 系统平均水温为 j日�寸,水�泵停泵压力 P⒉�:�

△ =CJ`卜+㈣�
南

锏 =⒁�+lOO,�

(C。 2.5-1)

7286
-100 (kPa) (C.2.5-2)�

7286-91ρ�i-279�

3 根据公式 (C。 2.5-1)、 公式 (C.2,5-2)和�公式 (6,9.6-2),计 算出不同水温时水的膨胀

量和水泵的启停泵压力如表 C.2.5。�

注:1 �根据计算结果绘制出的气压罐和补水泵工作压力曲线图如图 C.25。

2 通过上述计算可以看出,较�大的采暖系统采用能够容纳膨胀量的隔膜式气压罐定压,主�要容积为膨胀量 ,�

且罐总容积 吒而n数�值很大 (例�中为∞“L);因�此当具有设置高位膨胀水箱条件时,可�采用高位常压密闭水

箱,其�容积满足 ⒕mⅡ�
(例�中为 1917L)即 可。

3 当启停泵压力的计算结果接近时,需�要精度较高的压力传感器精确控制,因�此可采用恒压变频补水泵使压

力稳定在 Pli和�P功�之间的某压力值。
工作压 力
(kPa)�

5            4045 505560 65?0725平
均温度 (℃�)�

图 C.2.5 容纳膨胀水量的气压罐定压补水设备工作压力曲线图

表 C.2.5 不同平均水温时的补水泵启停泵压力

供回水平均水温 (℃�
)� 膨胀量‰i(L) 启泵压力 Pli(kPa) 停泵压力 凡i(kPa)

5� 0� 420 (PO) 441�

40 590� 466� 490�

45 742� 479� 505�

50 903� 494� 521�

1088 540�

60 1281 562�

1484 553�

70 1703 579� 614�

72 5 1817(‰�)� 593 (Plmax)� 630 (P2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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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居民利公共建巩 的生活用气量

本表系指一户装有一个燃气表的用户,在�住宅内做饭和热水的用气量。不适用于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
“
采暖

”
系指非燃气采暖。

燃气热值按低热值计算。

表 D、�0.2 典型商业用户用气量指标

注 :l

2�

3�

注:1 �职工食堂的用气量指标包括做副食和热水在内。

2 燃气热值按低热值计算。

表 D.0.1 居民生活用气量指标 〔MJ/人�·年 (1.OxiO4cay人�°年)〕�

城镇地区 有集中采暖的用户 无集中采暖的用户

东北地区 2303~2721 (55~65)� I884~2303 (45~55)�

华东/中�南地区 2093~2303 (50~55)�

北房亩 2512~2931 (60~70)�

成都 2512~2931 (60~70)�

类别 单位 用气量指标

职工食堂 MJ/人�·年 (1,0× 104cal/人�·年 )� 1884~2303 (45~55)�

饮食业 MJ/座�·年 (10×�104cal/人�·年 )� 7955~9211 (190~220)�

托丿L所� 幼儿园
全托 My人 ·年 (10×�104cal/人�·年 )� 1884~25123 (45~60)

日托 MJ/人�·年 (10×�104cal/人�·年 )� 1256~1675 (30~40)�

医院 M∥�床位 ·年 (10×�104cal/人�·年 )� 293I~4187 (70~100)

旅馆 招待所
有餐厅 MJ/床�位 ·年 (1α104cW人�·年 )� 3350~5024 (80~120)

无餐厅 M冫�床位 ·年 (1,0× 104cal/人�·年 )� 670~1047 (16~25)

高级宾馆 MJ/床�位 ·年 (1.0× 104cal/人�·年 )� 8374~10467 (200~250)

理发 MJ/人�·年 (1,0× 104cal/人�·年 )� 3.35~4.19 (0.08~0.1)

表 D.0.3 北京市公共服务业指标参考表

用户类别 单位
用气负荷

指标 范 围

幼儿园、托儿所 m3/天�·人 0.107� 0 068~0.146�

小学 m3/天�·人 0.033� 0 012~0.053�

中学 m3/天�·人 0.046� 0 035~0.057�

大学 m3/天�·人 0.06 0.049~0.073�

办公 (写�字)楼� m3/天�·人 0.148� 0.097~0.199�

企事业单位食堂 m3/天�·人 0.I97� 0.164~0.230�

企事业单位食堂 (含�生活热水 )� m3/天�·人 0.468� 0.257~0.679�

部队 m3/天�。人 0.920� 0.907~0.199�

五星级宾馆 m3/天�·床 0 567� 0.512~0.615�

四星级宾馆 m3/天�·床 0.748� 0.372~1.123�

三星级宾馆 m3/天�·床 0 897� 0.882~0.912�

普通旅馆、招待所 m3/天�·床 o 853� 0.755~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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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炒菜灶配套应由炒菜台、炮台、汤锅组成。其中炮台应根据饮食的经营特色,配�置相应的只数;当�炒莱灶

套数为奇数时,汤�锅的只数应进为整数计算,如�:3套炒菜灶应配 2只�汤锅。

燃具的配备可根据饮食店的操作习惯进行适当调整。如:使�用蒸饭灶相应减少大锅灶;配�各烧水器用于洗

涤消毒,相�应减少消毒灶。

燃具的配各可根据供应品种等因素配置适当的特种燃具。如:烤�鸭炉、烘箱、砂锅灶、火锅等。

供应面食点心的饮食店可根据点心的品种数量,配�置相应的燃具⊙如:蒸�灶、煎饼灶、面锅、风车炉等并

相应减少炒菜灶的设各。

可适当配置供应茶水、保暖等燃具。如:沸�水器、铁莲蓬等。

如有外卖食品可酌情增配相适应的燃气设各。

当 /Vl出�现小数时,可�考虑进行为整数计算。例:当�s〓�150时�,乃�〓15O/60=2.5,应�取 3。�

当餐厅面积小于表内所示时,燃�具额定总流量仍可按计算式进行配各,各�类燃具应按需要合理配置。

当餐厅面积大于表内所示时,仍�可按燃具配备计算方式进行配置。

3�

4�

续表 D.0.3�

用户类别 单 位
用气负荷

指标 范围

医院 m3/天�·床 o.322� o 259~0,385�

普通饭店、小吃店、餐饮业 m3/天�·座 0.665� 0,490~0.840�

综合商场、娱乐城 m3/天�·座 0.780� 0 389~1.170�

表 D。�0.4 上海饮食业用户煤气燃具额定总流量、煤气表、燃具配备参考表

(上�海城市煤气热值为 ⒕。2MJ/m3)�

餐厅

面积 s�

(m2)

燃具额

定总流

量 0�
(m3/h)

炒菜配套 (约�占总流量 ~sO%)�
大锅灶 (约�占

总流量 z~s%)�

消毒灶 (约�占

总流量 10%) 其它燃

具(约�占

总流量

15%)

煤气

表

(″�/h)�

M�

s/60

13"炒�莱

灶(11"无

塔 )�

9"炒菜

灶(6"�

有塔 )�

汤锅

(6"有�

塔 )�

s/80

13"有�

塔

11"有�

塔 s/200�

11"有�

塔

120� 2� 2� 2� 1� 2�
根据大锅灶尺寸

配置
1� l� 34

180� 48 3� 3� 3� 3� 1� l�

240� 59 4� 4� 4� 3� 2(9")�

300� 70 5� 5� 5� 4�

360� 6� 6� 3� 5�

420� 7� 7� 4� 5� 100�

480� 103� 8� 8� 8� 6� 3�

540� 114� 9� 9� 7�

600� 125� 5�

660� 11 8�

720� 147� 9�

780� 9�

840� 169� 14 14 14 7� 10

900� 180� 4�

960� 12

1020 202�



表 D.0.6 空调热指标、冷指标推荐值 (W/m2)

建筑物类型 办公 医院 旅馆、宾馆 商店、展览馆 影剧院 体育馆

热指标 80~100 90~120 90~120 100~120� 115~140� 130~190�

冷指标 80~110 70~100 80~110 125~180� 150~200� 140~200�

附录 D 居民和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气量 ·J`7·�

表 D。�0。�5 采暖热指标推荐值 (W/m2)

建筑物类型 住宅
居住区

综合
学校办公 医院托幼 旅馆 商店 食堂餐厅

院

馆

剧

览

影

展

堂

馆

礼

育

大

体

采取

节能措施
40~45� 45~55� 50~70� 55~70� 50~60�55~70� 100~130� 80~105 100~150�

表中数值适用于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热指标中已包括约 5%的管网热损失在内。

1
 
2
� 表中数值适用于我国东北、

寒冷地区热指标取较小值 ,�

华北、西北地区。

冷指标取较大值;严�寒地区热指标取较大值,冷�指标取较小值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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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居民生活用燃冥的同时王作系数

注:1 �表中
“
燃气双眼灶

”
是指一户居民装设一个双眼灶的同时工作系数;当�一户居民装设二个单眼灶时,也�可

参照本表计算。

2 表中
“
燃气双眼灶和快速热水器

”
是指一户居民装设一个双眼灶和一个快速热水器的同时工作系数。

表 E.θ.1 �居民生活用燃具的同时工作系数庀

同类型燃具数 目Ⅳ 燃气双眼灶
燃气双眼灶和

快速热水器
同类型燃具数目Ⅳ 燃气双眼灶

燃气双眼灶和

快速热水器

l� 1.000� 1.000� 40 0.390� o 180�

2� 1,000� 0.560� 50 0 380� 0 178�

0.850� 0 440� 0,370� 0 176�

0.750� 0.380� 70 0.360� 0.174�

0,680� 0.350� 80 0.350� 0 172�

0 640� 0, 310� 90 0 345� 0 171�

7� 0.600� 0.290� 100� 0.340� 0.170�

8� 0.580� 0.270� 200� o.310� o.160�

9� 0.560� 0 260� 300� 0 300� 0 150�

10 0.540� 0,250� 400� 0 290� 0 140�

0.480� 0.220� 500� 0.280� 0.138�

20 0 450� 0.210� 700� 0.260� 0.134�

25 0.430� 0 200� 1000 0 250� 0,130�

30 0.400� 0.190� 2000 �Ⅱ 0.240� 0.120�

表 E.0.2 燃具同时工作系数 佬

燃具数目Ⅳ 热水器、浴槽水加热器 采暖炉 各注

1� 1.00 1.00
凡值可按实际情况确定 ,�

不得小于本表的规定值
1 00 1 00

1 00 1 00

0.90 0.95

0.83 o.92

0,77 0 89

7� 0.72 0 86

8� 0.68 0,84

9� 0.65 0.82

10 0 63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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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0.2�

燃具数目Ⅳ 热水器、浴槽水加热器 采暖炉 备注

o。�61 o。�80

I2 0.60 0.80

0.59 0.80

14 o.58 o.79

o.57 0.79

16 o.56 0.78

o。�55 o。�78

o.54 0.77

19 0.53 0.76

20 o.5J o.76

)21� o.50 o。�75

表 ⒒0.3 典型家用燃具功率范围

燃具类别
灶具

三 (四�)眼�灶双眼灶 烤箱灶

额定功率 (kW) 6.8~8.o� 8~9.3� 8~10

燃具类别 热水器

zs℃ 出水量 (l/血�n) 10

额定功率 (kW) 17 22

燃具类别 壁挂采暖炉

≤200�

18~32�

供暖面积 (In9)�

额定功率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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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城市燃气种类及参考热值

表 F。�0.1 部分城市燃气种类及热值 (刂�/m3)

燃气种类 高热值 低热值 备注

人
工
煤
气

炼焦煤气 18788� 16700� 亠乐

直立炉气 17105� 15295� 苈;北�

混合煤气 14609� 13136� 上海

发生炉气 5445 天津

水煤气 10854� 9842 天 津

催化制气 17510� 15660� 上 海

热裂制气 35976� 上海

天
然
气

气田气 38298� 34544� 四川

油 田伴生气 50081� 45862� 大庆

油田伴生气 45573� 41370� 天津

气田气 39005� 35160� 北实芪

液
化

石
油
气

液化石油气 117235 109068 北 7芪�

液化石油气 115914 107853 大庆

液化石油气 111378 I02730

注:因�燃气热值随着组分的变化而波动 ,各�地应按本地现状供气方提供的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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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主要依据的标准规范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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