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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t/ h 链条锅炉改造及节能效果
齐齐哈尔市市直机关房管办 　　赵同杰

摘　要 　介绍了 20 吨链条锅炉的运行现状 ,对 20 吨链条锅炉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

了改造方案 ,并进行了实施 ,对改造后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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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和平厂一台 SHL20 - 25/ 400 型链条锅炉利用

大修机会根据锅炉的燃烧状况以节煤和提高锅炉

出力和效率为目的 ,改造成了 SHW20 - 13 型往复

炉排锅炉 ,改造后综合技术指标及经济效益有了

明显提高。

1 　SHL20 - 25/ 400 型链条锅炉改造

前运行概况

(1)正常运行产汽量只有 11 - 12t/ h 左右 ,是

设计额定产汽量的 60 %。

(2)热效率只有 60 % ,设计热效率为 78 % ,实

际比设计低 18 %。

(3)吨蒸汽单耗为 139kg 标煤/ 吨汽 ,比国家

要求的三级企业 126kg 标煤/ 吨汽高 13kg 标煤。

2 　改造前存在问题的分析

(1)这台链条炉的设计煤种为二类烟煤 ,低位

发热值在 18810KJ / KG,现在烧的煤低位发热值只

有 16747KJ / KG的煤潮湿灰分大时 ,煤不能及时着

火产生脱火现象使炉膛温度达不到设计温度 ,蒸

发量上不去 ,煤在炉排上烧不透 ,浪费很大 ,不能

保证锅炉正常运行。

(2)该炉炉膛按优质煤来设计的 ,容积较大 ,

采用的是开式炉膛 ,由于实际煤的挥发份低于设

计值 ,煤种挥发份很多 ,所以 ,前后拱的几何形状

不适应 ,炉排覆盖率低 ,而使可燃燃料与准备区的

过利空气得不到在炉内充分混合而被排走 ,对燃

烧效果影响很大 ,是造成炉膛温度过低燃料着火

不及时的主要因素。

(3)由于链条炉排在运行中煤层发死 ,即使加

上松煤装置也仍然达不到比较理想的拨火 ,松煤

效果 ,煤在炉排上燃烧不完全 ,使灰渣含碳量

过高。

3 　改造的具体方案

经过调研论证分析 ,结合燃煤的构成确定把

链条炉排改造成往复炉排 ,主要是改造燃烧设备 ,

锅炉本体 ,根据需要做相应的改造。

311 　炉排的改造

为了改善燃烧效果 ,把链条炉排改造成往复

推动炉排 ,往复推动炉排具有煤种适应性强 ,适应

煤中低质原煤因复推动炉排在运行中能起到比较

好的松煤拨火效果布风比较均匀 ,使燃料能充分

燃烧 ,炉膛温度提高 ,灰渣含碳量降低 ,锅炉出力

及热效率就会提高。

具体结构 :采用下饲倾 17 度 ,前后由 24 排炉

排片左右分两部 ,由两部减速器及无级变速电机 ,

调速范围 125 - 1650 转/ 分 ,炉排行程为 60mm ,炉

排片采用耐高温铸铁。

炉排基础按往复炉排的结构要求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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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锅炉本体的改造

(1)联箱改造

因炉排前端增高 ,前联箱由原 1167m 提高至

312m 后 ,联箱由原 114m 降至 111m ,左右侧防焦

箱由原水平改为炉排相同倾斜 17 度安装 ,并将原

前后两段改成为一段 ,为防止防焦箱内产生汽化

在其高点加导汽管接至上集箱 ,上段自手孔伸至

炉外 ,下段手孔在降渣口侧墙边 ,防焦箱及上集箱

中心距由原 3730 改为 3780mm ,上集箱加长手孔

伸至炉外。

(2)水冷壁管及下降管的改造

水冷壁管按集箱新的几何尺寸进行改造 ,下

降管全部进行重新连接 ,因前联箱提高 ,致使下汽

包补水坡度不够 ,故改为上汽包补水 ,在上汽包两

端下方各开三个 ª76. 5 孔做为前联箱下降管焊

接用。

原有下汽包六根前联箱的下降管 ,考虑原有

防焦箱补水效果不好 ,将这六根下降管改做防焦

箱的补水管使防箱补水管增至八根下降管 ,使水

循环更加有利。

(3)改造前后拱

前拱随前联箱提高 ,后拱加长 ;增加后拱对炉

排覆盖率使主燃烧区的高温烟气赶到炉膛前部 ,

有助于燃料着火 ,可提高炉膛温度。

313 　改造前后技术规范的比较

理论计算数据如下表 :

项 目
设计额定蒸发量

(t/ h)

受热面积 (M2)

管受热 辐 　射 对 　流

省煤器

(M2)

空气予热

(M2)

炉排有效面积

(M2)

炉膛有效容积

(M3)

改造前 20 467 99 367185 268 298 2115 91

改造后 1914 45816 8718 367185 268 298 2218 82

　　理论计算蒸发量及辐射受热面比改前减少

了 ,但考虑改后燃烧效果提高 ,不会影响综合运行

指标下降。

4 　改造后的运行节能效果

(1)锅炉产汽量提高 ,最高产汽量可达 18 吨/

时 ,正常运行可达 16 - 17 吨/ 时左右 ,比改前提高

4 - 5 吨/ 时。

(2)灰渣含碳量降低

经多次化验灰渣含碳量最低时为 10 %以下 ,

最高也不超过 13 % ,基本稳定在 10 %左右。

(3)吨蒸汽单耗降低

改前吨蒸汽单耗为 139kg 标煤/ 吨蒸汽 ,改后

为 126125kg 标煤/ 吨蒸汽 ,改造后比改造前降低

单耗为 139 - 126 = 13kg 标煤/ 吨蒸汽。如果按每

年运行 8 个月计算 ,每天 22 小时计算可节煤 (139

- 126) ×16 ×22 ×30 ×8 = 1098 吨/ 年。节能效果

非常明显。

5 　往复式炉排运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炉排片材质

往复炉排片 ,由于冷却条件不如链条炉 ,因此

炉排片材质必须耐高温 ,特别是在炉排主燃段 ,必

须采用含铬铸铁或高硅球墨铸铁等耐高温材质的

炉排片。

(2)不易烧结焦性强的煤和灰溶点低的煤 ,因

为炉膛温度过高时 ,容易使灰渣溶化而结焦粘结在

炉排上推不下去 ,不利于通风容易把炉排烧坏。在

运行中 ,要适当调整煤层 ,高温区要加大鼓风吹透

燃煤层 ,有轻微结焦时要及时处理 ,停炉后要及时

打开风室的炉门 ,通风冷却炉排 ,必免焖坏炉排。

(3)各风室的密封要严 ,运行时要及时调整风

量风压。

总之 ,把以上问题解决好往复炉排就能达到

安全稳定运行。

6 　结束语

20t/ h 链条炉通过改造往复炉其锅炉出力及

综合指标均得到很大提高 ,满足了生产用汽要求 ,

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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