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加热》第 37 卷 2008 年第 1 期

加热设备

蓄热式高温带压蒸汽发生器检测与控制
高宁博1, 2，李爱民1, 2
（1. 大连理工大学

环境与生命学院工业生态与环境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辽宁
2. 大连理工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辽宁

大连

大连

116024；

116024）

摘要：介绍了自制蓄热式高温带压蒸汽发生器的工作原理及运行过程，根据运行特性，相应地提出了运行控制方案和参数检测方
式。经过冷热态运行表明，系统运行状态稳定、参数检测可靠，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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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inly introduced the operational principle of the high temperature pressured steam detecting generator. Based on the features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the running and controlling programme were stated. The detecting of cold and hot conditions，operation confirm that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system and the reliability of parameters detection were fine. It supply a reliable base and assurance for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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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高温介质气化技术是将生物质转化为再生能
源的一种热化学处理方法。在当前能源供应日趋紧张的
情况下，这种技术的应用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生物
质高温介质气化技术主要分为高温空气，高温水蒸汽和
其他高温介质三种。对高温空气燃烧技术的研究国内外
的报道很多 1 4 。但是，对高温水蒸汽的研究报道并不多
见。事实上，生物质高温水蒸汽气化具有很多优点：气
化产气品质高、氢气含量大、气化产气清洁无污染、尤
其是其较高的 H2和 CO 比例是其他气化技术所不具备的。
但是，高温蒸汽的制备非常困难，传统的换热方式不能
达到要求，这就需要探索高温蒸汽制取的新方法。本文
提出的高温带压水蒸汽发生器可以克服传统方式中蒸汽
温度低，对材料要求苛刻的问题，其关键部分在于通过
两个陶瓷切换阀，解决了系统的切换和压力问题。它作
为生物质气化系统的一部分，是整个系统的关键部件，它
的主要功能是产生 600 ～ 1 000 ℃的过热高温带压水蒸
汽。这些高温过热水蒸汽为后续气化过程提供能量、压
力和气化剂。高温带压蒸汽发生器的运行控制和检测也
是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本文主要介绍高温蒸汽发生器
运行过程中的控制与检测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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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带压蒸汽发生器的组成及原理
高温带压蒸汽发生器是进行高温水蒸汽气化的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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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的设备，它不仅可以为固定床气化炉，移动床气化
炉提供高温过热水蒸汽，而且可以为流化床提供至少
0.2 MPa 的高温水蒸汽。其主要由供气系统、燃烧喷嘴、
燃烧室、蓄热室、切换系统、引风机、温度检测系统组
成。由于多孔蜂窝陶瓷比表面积大、质量、压力损失小，
换向时间长、蓄热能力强、换热充分等优点，选用多孔蜂
窝陶瓷作为高温蒸汽发生器的换热元件。燃烧室、燃烧喷
嘴和蓄热室成对称结构，左右各一个。由于本设备是一个
小型装置（燃烧室体积为 100 mm × 100 mm × 200 mm），
为了使燃烧室内压力平衡，在两侧燃烧室上开一个直径 10
mm 的出口，为了保证水蒸汽出口的密封性，在出口外端
各安装一个常闭电磁阀。燃烧的时候电磁阀打开，从而使
燃烧室与外界形成通路。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
高温蒸汽发生器工作时，经过流量计调节的燃气和
空气在 侧燃烧喷嘴处混合，形成预混气体进入燃烧室，
燃烧喷嘴末端的高压电火花将预混气体点燃，预混气体
在燃烧室内稳定燃烧，产生 1 200 ～ 1 400 ℃的高温烟气，
高温烟气经过燃烧室进入蓄热室，与蓄热室中的多孔陶
瓷体充分进行热量交换，陶瓷体吸收烟气中的热量，温
度上升至 1 000 ℃以上，而烟气温度则迅速冷却至 200 ℃
以下，经引风机排出系统。与此同时，从低温蒸汽发生
器中产生的 120 ℃低温饱和水蒸汽，经由电磁阀送入 侧
的蓄热室，和 侧蓄热室中的多孔陶瓷体进行换热，水蒸汽
充分和多孔陶瓷体换热后，
温度迅速提高到 800 ～ 1000 ℃，
形成高温过热蒸汽，在压力的作用下，将 侧的切换阀顶
开，由出口流出。经过换热的 侧的陶瓷体温度下降。换
向周期时间到后，系统自动切换， 侧燃烧室燃烧，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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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换热，产生高温过热蒸汽。为了解决燃烧初期由于
残留在燃烧室内的水蒸汽浓度过高而导致的点火困难的
问题，燃烧喷嘴处用于平衡压力的电磁阀比控制输入燃
料的电磁阀先打开 3 ～ 5 s，用于通过引风机将燃烧室内
的水蒸汽排出，这样有利于点火的顺利进行。

燃烧使用液化天然气（煤气）作为燃料，煤气流量
的测定使用 LZB-10 型玻璃转子流量计（量程为 0.25 ～
2.5 m3/h），由于玻璃转子流量计的刻度是在绝对压力为
101 350 Pa，20 ℃的状态下，使用空气作为工作介质标定
的，所以必须对流量的读数进行修正，修正公式为
S＝

式中：

n N S
N

S S N

S 为使用状态下容积流量；

N为标准状态下容积

流量； n为分度时介质密度； s为被测介质密度； N为标
准状态下气体绝对压力； S为被测气体绝对压力； S 为标
准状态下气体绝对温度； N 为标准状态下气体绝对温度。

3

控制要求及方案
在高温过热蒸汽发生器系统中，由于存在很多用于

检测和控制的仪器仪表，对这些仪器仪表的合理布置和
控制是整个系统运行的关键 5 。系统中对燃烧烟气的排放
和低温饱和蒸汽的输入控制直接关系系统能否稳定工作。
如图 1 所示，电磁阀 S7，S8，S9和 S10分别控制低温饱和
水蒸汽的输入管路和引风机烟气排出管路。它们之间的
相互切换保证了燃烧和水蒸汽换热的稳定进行。

图1

2

高温过热蒸汽发生器系统图

仪器仪表参数的检测
高温蒸汽发生器系统使用了大量的仪器和仪表，用

以监视系统的运行参数和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这些仪器

3.1 控制要求
根据系统原理，各元件的动作次序主要如下：在 侧，
电磁阀 S9打开的同时，S2，S3，S8和 S11打开，为了降低
燃烧室内上一个周期的残余的水蒸汽浓度，以便于点燃
预混气体，大约 5 s 后打开 S1和 I1，这时， 侧燃烧室开
始燃烧，如果热电偶 T2检测的温度低于 600 ℃，则关闭
电磁阀 S11。与此同时，在 侧，电磁阀 S8打开，低温饱

和仪表主要是热电偶、电磁阀、流量计和压力表等。如

和水蒸汽经由蓄热室、燃烧室冲开陶瓷切换阀阀门排出

图 1 所示，控制空气、煤气和水蒸汽的电磁阀 11 个，检

系统，这时就得到 800 ～ 1 000 ℃的高温过热带压清洁水

测燃烧室和出口处的压力表 3 个，10 个热电偶和 3 个流

蒸汽。经过 30s 的燃烧周期后，系统切换，电磁阀 S1，S2，

量计。各检测仪表及其在系统中的作用见表 1。

S3，S9关闭，S5，S6，S7和 S10打开，5 s 后 S4和 I2同时打开，

表 1 检测仪表功能

侧燃烧时开始燃烧产生高温烟气，低温饱和水蒸汽进入

名称

测量参数

检测目的

型号规格

电磁阀 S1 ，S4，S11

煤气管路进气

煤气开关

20 mm 通径

电磁阀 S2，S5
电磁阀 S3，S6

空气管路进气
燃烧室压力平衡调节

空气开关
20 mm 通径
压力调节开关 20 mm 通径

电磁阀 S7，S8

水蒸气进气控制

水蒸气开关

25 mm 通径

电磁阀 S9，S10

引风机尾气排放

引风机开关

25 mm 通径

热电偶 T1

高温过热蒸汽出口温度

温度监视

S型

高压包 I1，I2

提供电火花

点火

500 V

热电偶 T2，T5

两侧燃烧室温度

点火监视

S型

热电偶 T3，T6

两侧蓄热体温度

温度监视

S型

热电偶 T4，T7
热电偶 T8

炉体末端出口温度
空气进口温度

温度监视
温度监视

K型
K型
K型

热电偶 T9

低温饱和水蒸气进口温度

温度监视

热电偶 T10

排出系统终温

温度监视

K型

涡街流量计 F1

高温过热水蒸气出口流量

流量监视

1 ～ 3 m3/h

玻璃转子流量计 F2

空气进口流量

流量监视

0.25 ～ 2.5 m3 /h

玻璃转子流量计 F3

煤气进口流量

流量监视

0.25-2.5 m3/h
3

涡街流量计 F4

系统出口流量

流量监视

1 ～ 3 m /h

压力表 P1
压力表 P2，P3

高温水蒸气出口压力
燃烧室压力

压力监视
压力监视

0 ～ 0.6 MPa
0 ～ 0.6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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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蓄热室进行换热成为高温过热水蒸汽，经 侧燃烧室和
陶瓷切换阀阀门排出系统，经过 30 s 后， 侧燃烧室开始
燃烧，重复以上过程。系统元件控制时序如图 2 所示。

图2

系统元件控制时序

3.2 控制电路的设计
由于系统中存在不少控制元件，基于简便、实用的
目的，使用 2 个 JS14S 型和 2 个 JSZ3（ST3）型时间继
电器作为计时器，4 个 CJX2-1210 型交流接触器和中间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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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组成系统控制电路 6

8

。控制电路示意图见图 3。

4

结

论

本文是自行设计研制的高温带压蒸汽发生器的控制
和检测。工业生产中，纯净高温带压水蒸汽制取非常困
难，本系统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型化以后可以满
足工业需求。本系统作为一种新技术，已经申请了发明
专利（专利号 200610200415.9），通过对系统的实验冷、
热态运行，结果显示，系统运行良好，电路元件的控制
和系统参数的检测良好，设计合理可靠，运行结果良好。
图3

控制电路示意图

运行过程及结果
闭合开关后， 侧，KM1常开触点闭合，时间继电器
KT1开始计时，电磁阀 S2，S3，S8，S9获得工作信号同时
工作；KT3计时 5 s 后常开触点闭合，KM3常开触点闭合，
电磁阀 S1开始工作，电火花 I1点火；KT5计时 3 s 后常闭
触点打开，KM5线圈失电，这时 侧燃烧室开始燃烧。在
侧燃烧室运行的同时，在 侧，低温饱和水蒸汽经电磁
阀 S8进入蓄热室，与多孔陶瓷充分换热，形成高温过热
水蒸汽冲开 侧陶瓷阀排出系统，生成高温过热水蒸汽。
30 s 后，KT1常闭触点打开，KM1线圈失电，电磁阀 S1，
S2，S3，S8和 S9关闭， 侧燃烧室燃烧停止。 侧 KM2常
开触点闭合，KT 2开始工作，电磁阀 S5，S6 ，S7 ，S10 开
始工作，5 s 后常开触点闭合，KM4 得电，常开触点闭
合，S4工作，电火花 I2点火；同时 KT6计时 3 s 后 KM6常
闭触点打开， 侧燃烧室开始燃烧。再经过 30 s 后，完成
一个运行周期，系统重复上述过程。
在运行过程中，如果热电偶 T2，T5在点火时检测到
燃烧室温度低于 600 ℃时，则认为点火失败，电路控制
自动关闭电磁阀 S11进行检查。
图 4 是周期为 120 s 的高温水蒸气生产曲线图。从图
4 中可以看出， 侧燃烧室燃烧时，炉体 侧管路进行水
蒸汽的换热。在前 60 s 左右，由于低温饱和水蒸汽的反
吹，蓄热室储蓄的热量得到释放，低温蒸汽经过多孔蜂
窝陶瓷进行充分换热，水蒸汽温度从 120 ℃迅速升至
1 050 ℃，这个过程中，蓄热室温度降低至 860 ℃。在后
60 s 内，燃烧器工作，蓄热室重新蓄热，温度上升。与
此同时，另一侧蓄热室的工作方式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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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氮共渗电阻炉 ——《Industrial Heating》，2007，

ⅩⅩⅣ, No.1，31（英）
美国辛辛那提热处理厂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Process-Elec-

tronic 公司购进一台铁素体碳氮共渗电阻炉及其过程控制系统，
供货范围还包括另外一台均热炉的改造设备，如燃气控制装置、
气体分析仪、炉子抽气系统和炉子超温过热保护系统。对于渗
氮和碳氮共渗工艺，采用 Protherm 500 型可编程序控制器实行
过程控制，其软件程序采用 Protherm 9800 SCADA 软件包，它
能自动监控渗氮和碳氮共渗工艺全过程，使炉子性能达到最佳。
该炉子将于 2007 年底投产。
[花

皑

摘]

WZ003234 新型真空炉 ——《Industrial Heating》，2007，No.1，
32（英）
美国阳光制造公司最近接受美国西俄亥俄航空发动机厂的
订单，为后者制造一台新型 HFL-6672-2EQ 型真空炉。该炉子的
炉膛尺寸为：宽 × 高 × 深＝1 000 mm × 1 000 mm × 1 800 mm，
工作温度 1 500 ℃，炉料最大重量 1 800 kg。该炉特点是热效
率高，它的石墨隔离热区包括 4 层 13 mm 厚的 WDF 级石墨毡，
外部气淬系统包括 110 KW 电动机（3 600 r/min）、径向风扇轮
和扩散泵。控制设备包括美国 AB 公司生产的 PLC 系统和 15
英吋的触摸屏显示器。图 1
图4

周期为 120 s 的高温带压水蒸汽生产曲线

[花

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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