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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目标 
 
      根据锅炉设计参数、运行特点、目前的能耗状况，结合行业公认  

 的能耗基准，确定本周期的锅炉节能目标。 

     锅炉系统的节能目标可采用量化指标（如kgce/GJ等）进行表述。 

 
 主要目标 

单位蒸发量（输出热量）燃料消耗量； 

单位蒸发量（输出热量）电消耗量； 

单位蒸发量（输出热量）给水（补给水）消耗量。 

       

 实施 

层层分解 

目标考核 

 



1. 编制锅炉运行操作规程 

规定点火、升压、并网、调节、停炉等各种操作的程序； 

明确温度、压力、水位等锅炉运行参数； 

调整燃烧，对排烟温度、过剩空气系数、灰渣的含碳量等明确控 

  制范围； 

对燃料、负荷等变化随时跟踪调整； 

在不同负荷需求情况下合理调整锅炉运行台数。 

 

 

2. 编制运行记录 

    包括能源消耗量，如燃料消耗量、电耗量、水耗量 

 

二、运行管理 



3. 检查、监测能效运行参数 

使用燃料与设计燃料的符合性       

燃料消耗量 

介质出口温度和压力  

锅炉补给水量和补给水温度 

排烟温度 

炉墙表面温度 

          

4. 检查运行状况 

           燃料、炉膛压力、跑火、 

           火床不均、跑冒滴漏、 

           漏煤室（除尘器）细灰清理、 

           风室清理、除污器 

 

 

 



三、燃料管理 

    燃料是指在空气中燃烧并能放出大量热量的气体、液体或固体，

且在经济上具有利用价值的物质的总称。  

 

锅炉燃料 

固体燃料 

煤  —无烟煤、贫煤、烟煤、褐煤、泥煤等 

油页岩 

生物质—木材、秸杆、稻壳 

液体燃料—— 石油及其制品：重油、渣油、轻柴油 

气体燃料 

天然气—气田气、油田气 

液化石油气 

 煤气   —城市煤气、高炉煤气、焦炉煤气 



              燃料管理的核心是进行燃料量和质的管理，目的是便于司炉人

员能够根据燃料品质的差异合理进行燃烧调节，提高燃烧效率，并

为管理者开展能效考核提供基础数据。 

 

       燃料管理包括： 

                
燃料入厂验收 

燃料分区存放 

燃料品质调整 

燃料消耗计量 

http://www.hxzxs.cn/articleview/2005-11-13/article_view_1960.htm


燃料类别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Vdaf（%）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ar (MJ/kg) 

   石煤、 

煤矸石 

Ⅰ — ≤5.4 

Ⅱ — >5.4~8.4 

Ⅲ — >8.4~11.5 

        褐煤 >37 ≥11.5 

无烟煤 

Ⅰ 6.5~10 <21 

Ⅱ <6.5 ≥21 

Ⅲ 6.5~10 ≥21 

        贫煤 >10~20 ≥17.7 

烟煤 

Ⅰ >20 >14.4~17.7 

Ⅱ >20 >17.7~21 

Ⅲ >20 >21 

工业锅炉用煤的分类 

1. 燃料入厂验收 

           核对品质（入厂检测）、过秤、记录入帐； 

  a. 煤 



b. 液体燃料 

         锅炉燃用的液体燃料主要是重油、渣油和轻柴油。小型燃油锅炉

用轻柴油作为燃料。 

         轻柴油质量标准主要是指硫含量、机械杂质、运动粘度、凝点、

冷凝点、闪点、十六烷值等。 

 

燃料油名称 
Car 

（%） 

Har 

（%） 

Sar 

（%） 

Oar 

（%） 

Nar 

（%） 

Aar 

（%） 

Mar 

（%） 

Qnet，ar 

(kJ/kg) 

0号轻柴油 85.55 13.49 0.25 0.66 0.04 0.01 0.00 42915 

100号重油 82.50 12.50 1.50 1.91 0.49 0.05 1.05 40612 

200号重油 83.976 12.23 1.00 0.568 0.20 0.026 2.00 41868 

渣油 86.17 12.36 0.26 0.31 0.48 0.03 0.40 41797 

代表性的燃料油成分和发热量 



     名称 
                      气体燃料的成分（体积）                % 低位发热量 

kJ/m3 
CH4 C2H6 C3H8 C4H10 CmHn H2 CO CO2 H2S N2 O2 

气田煤气 97.42 0.94 0.16 0.03 0.06 0.08 0.52 0.03 0.76 35600 

油田气 88.59 6.06 2.02 1.54 0.06 0.07 0.2 1.46 39327 

液化石油气 50 50 104670 

发生炉煤气 4.0 1.25 27 4.2 51.9 0.4 5650 

水煤气 2.6 33.3 29.3 17.8 16.9 8996 

高炉煤气 2 27 11 60 3680 

油气化煤气 15.4 15.3 34.5 25.8 5.4 2.3 1.0 38590 

c.气体燃料 

    气体燃料按来源有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干馏煤气、气化煤气、

高炉煤气、焦炉煤气、城市煤气等。 

 
代表性气体燃料 



2. 燃料分区存放 

             

       计划采购，有序使用； 

       按燃料种类、日期分区存放； 

       设置煤棚，减少风化、自燃、风吹、日晒、雨淋。                



项目 符号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粒度 — mm 6~25 GB/T17608 

限下率 — % ＜30.00 MT/T1 

全水分 Mt % ≤12.0 GB/T211 

挥发分 Vdaf % ≥22.00 GB/T212 

灰分 Ad % ≤25.00 GB/T212 

发热量 Qnet,ar MJ/kg ≥21.00 GB/T213 

全硫 St,d % ≤0.75；＞0.75~1.00；＞1.00~1.50 GB/T214 

煤灰熔融性 

软化温度 
ST ℃ 

≥1250； 

≥1150（ Ad ≤18%时） 
GB/T219 

焦渣特征 CRC — ≤5 GB/T212 

链条炉排锅炉用块煤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3. 燃料品质调整 

            对不同煤种的混配、水分和颗粒度调整等； 

《链条炉排锅炉用煤技术条件》 （ GB/T 18342-2009 ） 



项目 符号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粒度 — mm 
＜ 50（ ＜ 6mm的不大于30%）； 

＜ 30（ ＜ 3mm的不大于25%） 
GB/T17608 

挥发分 Vdaf % 
＞ 20.00； 

＞8.00~20.00（Qnet,ar ＞18.50MJ/kg） 
GB/T212 

灰分 Ad % ≤30.00 GB/T212 

发热量 Qnet,ar MJ/kg 
＞ 21.50； ＞20.00~21.50；  

＞16.50~20.00 
GB/T213 

全硫 St,d % ≤0.75；  ＞0.75~1.00；  ＞1.00~1.50  GB/T214 

煤灰熔融性 

软化温度 
ST ℃ 

≥1250； 

≥1150（ Ad ≤18%时） 
GB/T219 

焦渣特征 CRC — ≤5 GB/T212 

链条炉排锅炉用混煤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4. 燃料消耗计量 

         

    每台锅炉和每个班组都要分别计量，按燃料种类记录消耗情况，

做到能耗有指标，单耗有比较，便于开展节能考核、评比。 

 

 

    煤：皮带秤、磅秤 

    油：流量计、体积折算 

    气：流量计 

    电：电能表 



四、仪表管理 
  

1.仪表配置 

监测项目 

单台锅炉额定蒸发量（D，t/h）或者额定热功率（Q，MW） 

D≤4或者 

Q≤2.8 

4＜D＜20或者 

2.8＜Q＜14 

D≥20或者 

Q≥14 

指示 积算 记录 指示 积算 记录 指示 积算 记录 

燃料量（煤、油、燃气等
，注1） 

√ √ √ √ √ √ √ √ √ 

燃气、燃油的温度和压力 √ √ √ √ 

蒸汽流量 √ √ √ √ √ √ 

给水流量 √ √ √ √ √ √ √ √ √ 

热水锅炉循环水量 √ √ √ √ √ √ √ √ √ 

热水锅炉补水量 √ √ √ √ √ √ 

过热蒸汽温度 √ √ √ √ 

蒸汽压力 √ √ √ √ 

热水温度 √ √ √ √ 

  锅炉仪表配置要求 



排烟温度 √ √ √ √ 

排烟含O2量（注2） √ √ √ 

炉膛出口烟气温度 √ √ 

各级对流受热面进、出口
烟气温度 

√ 

空气预热器出口热风温度 √ √ 

炉膛出口烟气压力 √ 

一次风压及风室压力 √ 

二次风压 √ 

炉排速度 √ √ √ 

鼓、引风机进口挡板开度
或调速风机转速 

√ √ 

鼓、引风机负荷电流 √ 

 注B-1：D≤4 t/h（Q≤2.8MW）燃煤锅炉可不配置燃煤量指示仪表，积算和记录可采用人工
方式记录。 
 注B-2：D≤10t/h（Q≤7MW）锅炉建议安装。 
 



符合设计要求 

制定检定（校准）计划 

定期数据核查 

       a  仪表在检定（校准）有效期内； 

       b  示值比较法：用标准仪表与被校仪表同时测量一被测量，  

                      比较两者示值以确定被校仪表是否合格； 

       c  标准状态法：利用某些物质的标准状态来校验仪表。利用  

             一些物质如水、纯金属的状态转变点来校验温度计等。 

维护保养：检查传感器、连接线 

2.仪表要求 



编制锅炉维护保养计划和实施要求 

清理炉膛、烟道积灰 

清理受热面积灰 

清理锅炉本体水垢、泥渣 

检查汽水分离器、除污器 

检查炉排、风室 

检查风帽、调风装置 

检查燃烧器喷嘴 

辅机、阀门检修 

消除炉墙、门孔漏烟、漏风缺陷 

消除“跑、冒、滴、漏”现象 

修补保温层 

五、维护保养 



《锅炉水（介）质处理监督管理规则》TSG G5001-2010 

《锅炉水（介）质处理检验规则》 TSG G5002-2010  

《工业锅炉水质》GB/T 1576-2018 

《工业锅炉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与监测》GB/T16811-2018 

《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GB/T 12145-2016 

《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水汽质量标准》DL/T 912-2005 

《有机热载体》GB 23971-2009 

《有机热载体安全技术条件》GB 24747-2009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明确岗位职责，建立

健全水（介）质处理管理制度并且严格执行，确保水（介）质的质

量符合要求。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根据锅炉的数量、参数、水源情况和水处理

方式等配备相应的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 

六、水质处理 



 1. 常规化验要求                                           

                        

                         常规化验的频次要求 

 

 

 

 

 

 

 

       每次化验的时间、项目、结果以及必要时采取的措施应当记录并

且存档。当水汽质量出现异常时，应当增加化验频次。 

 

注：工业锅炉常规化验项目一般为硬度、碱度、pH，有除氧要求时还应当检

测给水溶解氧含量，采用磷酸盐作防垢剂时还应当检测锅水磷酸根含量，对

于蒸汽锅炉还应当检测给水和锅水氯离子含量并且计算排污率。电站锅炉常

规化验项目由使用单位根据锅炉参数和水汽质量要求确定。 

锅炉容量 化验频次 

≥4t/h (4.2MW) 每4h至少进行1次分析 

1t/h≤D＜4t/h，0.7MW≤Q＜4.2MW 每8h至少进行1次分析 

其他锅炉由使用单位根据使用情况确定 



2.运行评价 

 

 

 

 

 

 

 

 

 

  

 能效考核 

耗盐量 

耗水量 

耗电量 

TSG G0002-2010： 

第四十条 电站锅炉的正常排污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以除盐水为补给水的凝气式电站锅炉不高于1%； 

（二）以除盐水为补给水的供热式电站锅炉不高于2%； 

（三）以软化水为补给水的供热式电站锅炉不高于5%。 

第四十一条 工业锅炉的正常排污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以软化水为补给水或者单纯采用锅内加药处理的工业锅炉不高于10%； 

（二）以除盐水为补给水的工业锅炉不高于2%。 



七、环保管理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 







检查除尘器的密封性； 

控制锅炉负荷(除尘器的流量)； 

检查运行参数，阻力、温度、电流、电压； 

控制炉膛温度； 

保持洗涤液的浓度和液位； 

定期除灰，避免二次污染 
 

运行管理： 



八、人员管理 

《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8.1.3： 

        锅炉安全管理人员、锅炉运行操作人员和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 

应持证上岗。   

1. 持证上岗 

锅炉作业人员分类 

种类 作业项目 项目代号 

         锅炉作业 

工业锅炉司炉 G1 

电站锅炉司炉 G2 

锅炉水处理 G3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实施意见》 
市监特设〔2019〕32号 



TSG G0002-2010： 

        第三十三条   (七) 锅炉操作人员、水处理作业人员节能培训考 

核制度，锅炉作业人员锅炉经济运行知识的教育培训、考核工作计 

划，并有培训、考核记录。 

3. 培训考核 

建立资格管理制度，确保参加培训； 

建立培训制度，制定培训计划； 

考核制度及奖惩办法： 

          培训考核、日常监督考核 

建立培训考核档案。 

2. 建立岗位责任制 

    规定锅炉运行人员、燃料检验与分析人员、水（介）质处理作业

人员、计量管理人员等岗位职责。 



（一）分析锅炉节能潜力 

              通过现况调查、能效评价测试和全面检查，分析影响锅炉能

效的问题及原因，找出降低锅炉各项损失的方法和提高锅炉综合

能效的途径。 

九、能效分析 

1.锅炉运行状况分析 
      

    根据锅炉运行记录，对锅炉房能耗（水、电、燃料）、运行 

参数进行分析。 
 
    内部考核、比对考核、样品复测 
 
 



        通过安装在锅炉设备和系统上的监测仪表及系统装置，对规定周

期内的运行参数或者数据进行记录和计量，计算出单台锅炉或锅炉房

系统单位蒸发量或者单位输出热量所消耗的燃料量、电量、水量等，

对锅炉及其系统进行能效评价。 

TSG G0002-2010： 

        第三十七条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加强能源检测、计量与统计工作。 

有条件的工业锅炉使用单位应当定期对锅炉及其系统运行能效进行评 

价，评价方法参照《工业锅炉能效测试与评价规则》（TSG  G0003）。 

2. 锅炉能效评价 



项目 单台 系统 

总蒸发量（总输出热量） √ √ 

总燃料量（总发热量） √ √ 

总耗电量 √ √ 

总给水量 √ √ 

介质补充量 √ 

  a. 评价项目 
 



总蒸发量

燃料总热量
耗煤量




29308

总蒸发量

总耗电量
耗电量 

总蒸发量

总给水量
耗水量 

    

     

 
(kW·h/kg) 

(kg/kg)  

(kgce/kg) 

蒸汽锅炉: 

 

 b. 评价方法 



总输出热量

燃料总热量
耗煤量




29308

总输出热量

总耗电量
耗电量 

总输出热量

总补充量
介质补充量 

(kgce/MJ) 

(kW·h/MJ) 

(kg/MJ)（系统） 

热水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 
 



       锅炉能效测试是指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锅炉进行运行工况下

一系列参数的测试，并计算出锅炉热效率。根据《锅炉节能监督管理

规程》规定的热效率限定值要求，对锅炉能效测试的热效率结果进行

判断。锅炉能效测试的目的是加强锅炉的设计、制造及运行管理，提

高锅炉运行的能效水平。 

TSG G0002-2010： 

        第三十八条    锅炉使用单位每两年应当对在用锅炉进行一次定期 

能效测试，测试工作宜结合锅炉外部检验，由国家质检总局确定的 

能效测试机构进行。 

3. 锅炉能效测试 



a. 锅炉能效测试分类（TSG G0003-2010） 

 

 锅炉运行工况热效率详细测试 

          为评价工业锅炉在实际运行参数下能效状况或者进行节能  

      诊断而进行的热效率测试。 

 

 锅炉运行工况热效率简单测试 

          对在用工业锅炉进行主要参数的 

      简单测试，用于快速判定锅炉实际运 

      行能效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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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层状燃烧锅炉产品额定工况下热效率目标值和限定值 

燃料 

品种 

燃料收到基 

低位发热量 

Qnet.v.ar(kJ/kg) 

锅炉额定蒸发量(D，t/h)或者额定热功率(Q，MW) 

D≤20或者Q≤14 D＞20或者Q＞14 

锅炉热效率(％) 

目标值 限定值 目标值 限定值 

烟
煤 

Ⅱ 17700≤Qnet.v.ar≤21000 85 80 86 81 

Ⅲ Qnet.v.ar＞21000 87 82 89 84 

褐煤 Qnet.v.ar≥11500 85 80 87 82 

注A-1：以I类烟煤、贫煤和无烟煤等为燃料的锅炉热效率指标，按照表A-1中Ⅱ类烟煤热效率指标执行。 

注A-2：各燃料品种的干燥无灰基挥发分(Vdaf)范围，烟煤，Vdaf＞20%；贫煤，10%＜Vdaf≤20%；Ⅱ类

无烟煤，Vdaf＜6.5%；Ⅲ类无烟煤，6.5%≤Vdaf≤10%；褐煤，Vdaf＞37%(下同)。 

b. 锅炉热效率指标 

《锅炉节能技术监督管理规程》(TSG G0002-2010)第1号修改单 



表A-2  流化床燃烧锅炉产品额定工况下热效率目标值和限定值 

燃料 

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v.ar(kJ/kg) 

锅炉热效率(％) 

目标值 限定值 

烟
煤 

Ⅰ 14400≤Qnet.v.ar＜17700 87 82 

Ⅱ 17700≤Qnet.v.ar≤21000 91 86 

Ⅲ Qnet.v.ar＞21000 92 88 

褐煤 Qnet.v.ar≥11500 91 86 

注A-3：以贫煤和无烟煤等为燃料的锅炉热效率指标，按照表A-2中褐煤热效率指标执行。 

注A-4：以劣质煤(主要组成为煤矸石，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net.v.ar<11500kJ/kg，且

Aar>40%)为燃料的锅炉热效率指标，限定值应当达到锅炉设计热效率，目标值按照表A-2

中AI烟煤热效率目标值执行。 



表A-3  室燃(煤粉)锅炉产品额定工况下热效率目标值和限定值 

燃料 

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v.ar(kJ/kg) 

锅炉热效率(％) 

目标值 限定值 

煤 按燃料实际化验值 92 88 

注A-5：以水煤浆为燃料的锅炉热效率指标，限定值应当达到锅炉设计热效率，目标值

按照表A-3中热效率目标值执行。 



表A-4  燃液体燃料、燃天然气锅炉产品额定工况下热效率目标值和限定值 

燃料 

品种 

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v.ar(kJ/kg) 

锅炉热效率(％) 

目标值 限定值 

液体
燃料 

轻油 

按燃料实际化验值 
96 90 

重油 

天然气 98 92  

注A-6：以轻油、重油以外的液体燃料为燃料的锅炉热效率指标，限定值应当达到锅炉设

计热效率，目标值按照表A-4中液体燃料热效率目标值执行。 

注A-7：以天然气以外的气体燃料为燃料的锅炉热效率指标，限定值应当达到锅炉设计热

效率，目标值按照表A-4中天然气热效率目标值执行。 



表A-5   燃生物质锅炉产品额定工况下热效率目标值和限定值 

燃料 

品种 

燃料收到基 

低位发热量 

Qnet.v.ar(kJ/kg) 

锅炉额定蒸发量(D，t/h)或者额定热功率(Q，MW) 

D≤10或者Q≤7 D＞10或者Q＞7 

锅炉热效率(％) 

目标值 限定值 目标值 限定值 

生物质 按燃料实际化验值 88 80 91 86 

注A-8：以低位发热量Qnet.v.ar<8374kJ/kg的生物质为燃料的锅炉热效率指标，限定值

应当达到锅炉设计热效率，目标值按照表A-5中热效率目标值执行。 



（二）提出改进方案 

       根据锅炉节能潜力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锅炉房节能规划、   

   技改措施和完善管理等各种节能方案。 
 

热负荷波动较大且频繁时，应当采取均衡负荷的措施； 

利用冷凝水、二次蒸汽，提高可回收冷凝水的回收利用率； 

煤闸板、风机轴承、循环水泵轴承的冷却水和水力除渣冲灰 

   用水应当尽可能循环使用； 

控制排污：时机、排污率、排污方式； 

降低蒸汽湿度； 

采用变频技术调节用电设备。 



（三）分析改进方案的可行性 

        

       对改进方案从安全性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方面进行可 

   行性分析，在保证安全基础上，追求锅炉节能方案实施效果及综  

   合效益最优。 



锅炉能效技术档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锅炉产品随机出厂资料（含产品能效测试报告）； 

  2. 锅炉辅机、附属设备等质量证明资料； 

  3. 锅炉安装调试报告、节能环保改造资料； 

  4. 锅炉安装、改造与维修节能环保评价或测试报告； 

  5. 在用锅炉能效定期测试报告和年度运行能效评价报告； 

 6.在用锅炉环保测试报告； 

  7. 锅炉及其系统日常节能环保检查记录； 

  8. 计量、检测仪表校验证书； 

  9. 锅炉水（介）质处理检验报告；  

10. 燃料分析报告。 

十、档案管理 



谢谢！ 
          
             2019.0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