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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

优化申报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及服务效能，立足于

缩时限、减环节，将用热报装优化为“报装申请、验收

供能”2个环节。总报装审批时限简易低风险项目不超

过1.5个工作日，小型项目不超过6.5个工作日，大型项目

不超过8个工作日。供热报装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

对常见供热问题和诉求严格控制和压缩响应时限，

积极向社会公开，接受用户监督。供热咨询类2小时内

响应并解答；反映供热设施漏水30分钟内到达现场处置

；反映不热和申报故障维修类24小时内响应并处理；申

请测温类48小时内入户反馈；申请开通暖气48小时内处

置。

    增强服务意识，丰富服务内涵

转变工作模式和服务理念，推行“首问负责制”“容

缺受理制”“靠前服务制”“告知承诺制”“限时办结制

”“客户经理服务制”“延时服务制”等服务制度，做到

主动服务、靠前服务、精准服务。推动供热服务智慧化、

标准化转型，不断提升用户服务体验。

          为进一步提升供热服务效率，不断提高服务

水平，确保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高质量、高标准推进，结

合我公司实际情况向社会各界郑重公开承诺

乌海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优化营商环境公开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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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机
制，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公布相关业务信息，实现服务全流
程可监督、可反馈、可评价，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用热获得
感。我们将深刻践行“以用户满意为中心”的服务宗旨，
全力保障广大用户的用热方便。

以上承诺，坚决履行，敬请广大用热用户和社会各界
监督！

供热监督电话：0473-12345

                乌海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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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装申请（4个工作日）： 

1-1提交供热申请（0.5个工作日）

1-2现场查勘及供热方案确定（3.5个工作日）

2  验收供能（4个工作日）：

2-1工程施工（不限时）

2-2工程验收（2个工作日）

2-3签订供用热合同并开阀通暖（2个工作日）

2

报装环节及时限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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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装申请

1.提交报装申请

(1)新用户提交供热申请，于营业部供热报装窗口受理

并一次性告知用户供热报装流程。

(2)申请所需材料

1.暖通设计专业图纸电子版CAD格式一份

2.电子版图纸需发至邮箱1014652292@qq.com 

3.《供热报装申请表》

(3)《供热报装申请表》填写及审核须知

1.用户需按照实测报告（或预测报告）填写建筑基本

信息。

2.申请表所填写日期应与实际报送日期一致。

3.如果报装项目楼栋数较多，报装申请申请表中信息

填写不下，只需要在报装申请表中登记基本信息合计，其

余详细信息附表说明。

报装流程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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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装申请

2.验收供能

欢迎您来到乌海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供热业务！为
了方便您办理业务，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业务办理环节：2个

       

    业务办理时限：8个工作日内（不包含施工图设计、
合同签订、工程施工时间）

     业务办理说明

尊敬的供热用户：

1.新用户提交供热申请，营业部新增窗口受理，并一次性告知用户供热报装流程
（0.5个工作日）
2.营业部组织生产技术部、分公司勘查现场，并根据现场情况确定用热方案，我
公司将在3.5个工作日内回复用热方案。
3.用户可自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设计单位进行设计。（设计环节不计入我
公司报装时限范围内）

1.工程施工完成后，用户联系营业部报验，营业部组织生产技术部、热表所、分公司进行
验收，我公司将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当次验收意见。
2.验收合格后用户签订供用热合同，按照约定付款后，我公司将在2个工作日内给予通暖。

请及时拨打0473-6959177服务热线了解详细
内容，办理各类业务，并对我们的服务提出建议
或意见，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报装申请（4个工作日） 验收供能（4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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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报装业务服务承诺告知书

《供热报装业务服务承诺告知书》样表如下：



《供热报装申请表》样表如下：

供热报装申请表

WHRL/JL-75 N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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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称： 项目名称：

证件名称及号码： 联系电话：

经营/住所地址：

用热地址：

办

理

人

姓名

（个人签字/单位签章）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项目分期
该项目共分（ ）期；本次申请为（ ）期，计（ ）

平方米。

室内采暖方

式
散热器（ ） 地暖（ ） 中央空调（ ） （勾选）

项目类型 小型（ ） 中型（ ） 大型（ ） （勾选）

相关资料 暖通设计专业图纸 拟用热时间

供热面积及

使用性质

城市居民 ㎡

（个人签字/单位签章）

非城市居民 ㎡

合计 ㎡

建 筑 面 积

（㎡）

建 筑 面 积

（㎡）

建 筑 面 积

（㎡）

1、是否新建换热站

是（ ） 否（ ）

2、热源确定为（ ） 换热站

营业部意见：

分公司意见：

备注：

请在此栏内补充说明该小区基本情况及施工进度，并说明该项目是否存在 loft户型，在出售时是否向业主赠送面

积，如有赠送，请说明该面积是否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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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场查勘及供热方案确定

2.1现场勘查

营业部组织技术部、分公司勘查现场，并根据现场情

况确定用热方案。

2.1.1勘查内容：针对报装方案进行现场勘查，确定热

力站位置，明确管网接入方案，核实用热楼栋信息等内

容。

2.1.2勘察条件：热力站房土建工程完成（填充墙可不

用砌筑），且支架拆除后即可进行现场勘查工作。

2.1.3其他事项：既有项目加入集中供热，需由申请方

提供热力站房站房位置，且该位置须征得相关部门同意，

我公司只负责从供热方面核实该站房是否达到项目用热需

求。

2.2方案回复

我公司在现场勘查后3.5个工作日内进行用热方案回

复。

2.3方案设计

用户自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设计单位进行设

计，设计性能标准需满足《热力工程建设要求》。（设计

环节不计入我公司报装时限范围内）

2.4施工图会审

设计完成后，用户需提交设计图纸，由营业部组织生

产技术部、分公司进行图纸会审，并回复当次审核意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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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供热报装供热系统方案回执单》样表如下：

乌海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供热报装供热系统方案回执单

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小区名称：

小区地址：

开发单位：

审核意见：

分公司 ：

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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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验收及通暖
1.工程施工
1.1热力站施工进场条件
⑴站房门窗完备，且门的宽度比最大设备宽度

宽0.5米
⑵管网进出热力站房的孔洞及套管完备
⑶热力站内照明、通风设施、排水设施完备
⑷热力站房位置若不满足安全距离的（距离住

宅楼基础柱小于10米），站内隔间降噪措施需完
备

⑸热力站内设备基础完备，其尺寸、强度达到
设计要求

⑹热力站应保证4G信号（移动/联通/电信）稳
定

⑺进出热力站的通道畅通，通道门的宽度应比
最大设备宽度宽0.5米，且留有施工及检修车辆的
通行、停放位置

⑻供热设备运行永久用水、电设施到位
1.2管网进场施工条件
⑴施工现场道路通畅、保证施工材料、设备运

输到位
⑵施工现场水通、电通
⑶管网穿墙的孔、洞及套管完备
⑷需要报批的管网有相关报批手续
2.工程验收
2.1工程施工完成后，用户联系营业部报验，

营业部组织生产技术部、热表所、分公司进行验
收，我公司将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当次验收意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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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有关验收内容

⑴管径≤DN150的全部选用预制无缝保温钢管，工

作钢管壁厚不能存在负偏差。

⑵管径＞DN150的全部选用预制螺旋缝保温钢管，

工作钢管壁厚不能存在负偏差。。

⑶管径＜DN100的全部选用法兰球阀。

⑷管径≥DN100的全部选用蜗轮蜗杆法兰球阀。

⑸二次网热力管道施工，管道走向、管径及阀门安

装位置需严格按照热力公司提供的设计方案施工。

⑹二次网管道施工中管道不允许“几”字弯上翻。

⑺供回水方向按照面对热水来水方向左供右回原

则。

⑻管道焊接完成回填前要先进行冲洗管道后再进行

水压试验，试验压力1.2MPa，在5分钟内压降不高于

0.02MPa为合格，焊口必须进行防腐保温处理。

⑼水压试验时必须通知热力公司技术部进行现场确

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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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工程验收规范表》样表如下：

《二次网供热工程验收规范表》样表如下：

11



3.签订供热合同

验收合格后，用户需与乌海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集中供热入网协议》，并同步进行立户建档工作。

4.开阀通暖

用户按照约定付款成功后，我公司将在2个工作日内

给予开阀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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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相关要求，将新建改

建扩建房屋建筑工程供热报装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系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将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分

为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

收四个并联审批阶段，实行分阶段“一窗受理、并联审

批、限时办结”。本次改革覆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

程，包括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和公共设施接入服务。

我公司作为公共服务企业，全程参与我市工改工作，

并根据工改要求，全部入驻政务大厅提供“一站式服

务”，及时调整用户报装流程、主动对接乌海市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1.报装前置

 我公司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主动获取项目

信息，将在工程建设项目许可阶段提前介入项目，提供技

术指导，主动告知用户办理流程，提供用暖接入方案，需

配套进行暖气管道接入的，所需完善的管网建设与主体一

并申请，一并下发，该阶段，我们将根据项目位置，拟用

热负荷等情况初步确定供热方案及需要完善的道路管网，

力争需完善道路管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项目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同步下发，缩短道路施工手续办理的周期，

保障用户按时用热。

2.推行客户经理服务制度

用暖报装实行专人负责、全流程跟踪的“客户经理服

务制”，

2

由工改系统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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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首问负责制”“容缺受理制”“靠前服务

制”“，做到主动服务、靠前服务、精准服务。

注：告知信息清单

1.乌海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用户热力站建设条件

2.室内采暖和二次网在规划、设计阶段的技术要求

1.竣工验收阶段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我公司积极参与联合验收，按

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验收工作。专项验收的结果将直

接影响项目竣工备案的下发，因此，验收部门要加强组

织工作，确保高质量、高效率、高标准完成联合验收工

作。

在本阶段用户通过四级联动系统正式向我公司推送

验收申请。在联合辅导环节、政务中心工作人员参照本

辅导手册对申请材料的填写要点、办理环节及时限等内

容进行辅导、并同步做好辅导留痕工作。

用户通过工改系统提交验收所需资料后，并网处根

据资料提交情况确定是否受理，资料达不到受理要求

的，予以退件处理，并一次性告知所需补正的材料。资

料齐全。受理后，及时开展验收、回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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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海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热力站建设要求
 建筑
  一般要求
1.热力站建筑面积、层高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2.供热面积大于15 万㎡ 的住宅项目，应设置两座热

力站，每座热力站供热面积小于15 万㎡。

3.单套换热机组（器）供热面积应小于 6 万 ㎡。

4.电气控制室使用面积应大于等于 24 ㎡(长度大于等

于8m，宽度大于等于3m），电气控制室地面标高高出热

力站地面标高200mm。控制室内严禁穿越任何水路管道，

设置合理尺寸电缆槽。

5.其它功能区域面积按实际使用需求设置。

 楼梯、门窗

1.楼梯坡度应小于等于 45°，且不应设置钢制楼

梯。

2.楼梯净宽应能满足搬运工具和小型设备。

3.门选用防盗门，窗应设置防盗网，电气控制室门为

安全防火门。

（四）井、坑、孔、洞设置

热力站内井、坑、孔、洞盖板应与地面齐平，盖板把手不应高于盖板平面。

（五）设备防护

设备的转动部分应装有防护罩或其它防护设备，防护罩应坚固牢靠，露出的轴端应设有护盖。

（六）标识牌设置

热力站管道、设备、阀门等应设置相关标识牌、安全标志和警示标语，并应符合 CJJ/T 220

的规定。

三、热机系统

（一）一般规定

1.热力站热机系统应由换热器、循环水泵、补水泵、软化水补水装置、分集水器、除污

器、管道、阀门、安全阀以及其它附件等组成。

2.热力站换热设备应采用成套换热机组。

3.同时工作的循环水泵不应超过两台，应设备用泵，补水泵可不设备用泵。循环水泵及

补水泵采用变频调速控制。

4.管道安装符合下列要求：

——管道安装应满足 CJJ 28 的相关规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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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站内装修

1.设备间地面应为混凝土地面，并作环氧树脂地坪处

理。

2.热力站内墙面粉刷柔性耐水涂料。

 供电、给水及排水

1.设置独立供电回路，采用铜芯电缆。

2.给水管径应大于等于 DN 50，给水压力为 0.2 MPa～

0.4 MPa。

3.热力站排水系统应接入市政排水管网，并符合下列

要求：

——排水管道应大于等于 DN 150；

——靠近换热机组、循环水泵、除污器、软水箱等设

备附近设排水沟，沟底坡向集水坑，坡度应大于等于 5 

%；

——排水沟设成品雨篦子，材质满足强度防腐要求。

照明设施

1.热力站应设照明设施，且应满足正常操作的照度需

求，应采用防水防尘节能灯。

2.应设置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并应满足的 GB 

50016 的相关要求。

通信

热力站应具备良好的通信条件，应满足热力站设备远

传控制、运行数据（含视频）传输所需的通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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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1.热力站内不应穿越与供热无关的其它管道，必须穿

越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2.应设置采暖通风设施，保证热力站内最高温度不高

于 40 ℃，最低温度不低于 5 ℃，相对湿度不应超过 

75 ％。

3.热力站外的噪声应符合 GB 3096 的相关要求。

设备基础

1.设备基础高出地面应大于等于 150mm，基础与墙距

离应满足安装及检修要求。

2.两台及以上水泵不应做联合基础。

（九）检修操作空间

1.热力站内应设置足够的设备检修、拆卸空间，换热

机组（器）侧面和端面与墙的净距应大于等于 1.5 m。

2.换热机组之间净距应大于等于 1.5 m。

分集水器侧壁与墙的净距应大于等于 0.7 m。

3.配电柜和控制柜成排布置通道最小宽度应符合 GB 

50054-2011 第 4.2.5 条的规定。

管道敷设

1.热力站内敷设的管道不应阻挡通道，不得跨越配电

柜。

2.电缆桥架与管道水平净距应大于等于 0.5 m。

接地装置

1.热力站所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均应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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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接地装置，运行中不得拆除接地装置或对其进行
任何操作。
2.当电气设备额定容量大于或等于 100 kVA 时,接地

电阻应小于或等于 4 Ω ，当电气设备额定容量小于 100 
kVA 时，接地电阻应小于或等于 10 Ω 。
3.接地系统应做等电位联结。

二、安全
       消防设施
热力站消防设施应符合 GB 50016 的相关规定。
       高处设备安全要求
热力站需经常检查和操作的设备不应设置在高处；

若设置距地面超过 2 m 时，应设有便于操作且牢固的扶
梯及防护栏杆等设施。

      出口设置要求
1.热力站内疏散门应向外开启。
2.热力站应设置两个出口。
      井、坑、孔、洞设置
热力站内井、坑、孔、洞盖板应与地面齐平，盖板

把手不应高于盖板平面。
       设备防护
设备的转动部分应装有防护罩或其它防护设备，防

护罩应坚固牢靠，露出的轴端应设有护盖。
       标识牌设置
热力站管道、设备、阀门等应设置相关标识牌、安

全标志和警示标语，并应符合 CJJ/T 220 的规定。

18



3

三、热机系统
一般规定
1.热力站热机系统应由换热器、循环水泵、补

水泵、软化水补水装置、分集水器、除污器、管
道、阀门、安全阀以及其它附件等组成。
2.热力站换热设备应采用成套换热机组。
3.同时工作的循环水泵不应超过两台，应设备

用泵，补水泵可不设备用泵。循环水泵及补水泵
采用变频调速控制。
4.管道安装符合下列要求：
——管道安装应满足 CJJ 28 的相关规定；
——管道与设备连接时，管道上应设支、吊

架，其应满足 GB/T 17116.1 的相关规定；
——焊接工艺应符合 GB 50236 的相关规定；
——焊缝质量检测要求应符合 CJJ 28 的相关要

求。
5.水-水热力工艺流程参见附录 B。
换热设备
1.换热机组用于使用方所属供热区域热力站。

保证热力站二次网供回水温度不变的情况下，降
低一次网回水温度，增加现有一次管网的输配能
力，保证热力站供热效果。
2.换热机组中的换热管全部选用优质316L不锈

钢材质，换热管壁厚不小于0.8mm。
3.换热机组及配套设备均选用国内外知名品

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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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缝质量检测要求应符合 CJJ 28 的相关要求。

5.水-水热力工艺流程参见附录 B。

（二）换热设备

1.换热机组用于使用方所属供热区域热力站。保证热力站二次网供回水温度不变的情况

下，降低一次网回水温度，增加现有一次管网的输配能力，保证热力站供热效果。

2.换热机组中的换热管全部选用优质 316L不锈钢材质，换热管壁厚不小于 0.8mm。

3.换热机组及配套设备均选用国内外知名品牌。

换热机组电气元件系列表

序

号
物品名称 品牌

备

注

1 PLC
欧姆龙或同等品

牌

2 触摸屏 台达或同等品牌

3 热继电器
施耐德或同等品

牌

4 空气断路器
施耐德或同等品

牌

5 交流接触器
施耐德或同等品

牌

6 单极开关
施耐德或同等品

牌

4.安装换热机组的热力站，一级网水的设计供水温度为 93℃，要求一次热网回水温度

不高于 33℃。二次网供热量满足设计热负荷需求，高寒期用户二次网供/回水温度不低于 55/45

℃，有特殊需求地方不低于 60/45℃。

5.换热机组应能快速启动投入，在负荷调整时有良好的适应性，在运行条件下能可靠和

稳定地连续运行，并能适应供热负荷的变动及一次热网供水温度变化。

6.换热机组不能大幅度增加热力站内用电负荷，电气设备的接入应保证可靠，维护方便。

7.换热机组的控制系统应实现无人值守功能，能够自动调节机组工况以适应外界天气变

化；机组控制参数及运行状况可通过远程通讯接口与我公司现有热力监控中心通讯，并实现远程

监控。

8.换热机组应能快速启动投入，负荷调整时有良好的适应性，在 20%-120%负荷范围内

能够可靠和稳定地连续运行，即实际供热负荷发生变化时，在最终选定的容量机组的 20%-120%

负荷范围内能够可靠和稳定地连续运行。而且换热机组能适应供热负荷的变动及一次热网供水温

度变化。其噪音、振动必须控制在国家有关规定与标准范围内。满足所有工况下的功能而不产生

过度的应力、磨损、振动、腐蚀、老化和其他运行问题。

9.换热机组控制系统应采用 PLC控制系统，换热机组控制系统具有按程序自动启停机

组、参数设定、溶液浓度限度控制、负荷自动调节、运行参数实时检测和显示、安全保护、故障

自动报警及记录、数据记忆、资料贮存等功能，实现对机组运行的高效和全自动控制。预留与中

控室控制系统连接的通讯接口。控制柜为触摸屏式，采用中文人机界面、数字形式显示各参数数

值，能实时显示各设备的状态以及报警和故障信息，并设有防止误操作的功能，触摸屏采用 10

寸以上彩色液晶触摸屏带屏保功能，PLC控制系统安装在就地控制柜内。触摸屏能够显示、设置

各控制参数等。PLC采用产品质量相当于西门子 S7-1200、欧姆龙、施耐德或以上等级产品。

10.换热机组控制系统可实现板换单独运行模式及主机运行模式的切换，实现机组无障

碍切换运行，保证实际使用可靠和备用性。

11.换热机组控制系统应能手动并分时段设置供热温度等数据。并具备故障管理系统，

能自动监控机组运转状态，分析故障原因，自动回避故障或给出解决办法。

12.换热机组 PLC通讯应预留冗余的 RS485和以太网协议通讯接口，通讯接口支持

MODBUS-RS485通讯协议。

13.换热机组溶液泵采用变频控制，变频器产品质量相当于 ABB或西门子、丹佛斯产品。

14.机组控制元器件要求

7 溶液泵变频器 ABB或同等品牌

8
一次网热水电动

阀
ACT或同等品牌

9 流量开关 江森或同等品牌

4.安装换热机组的热力站，一级网水的设计供水温

度为93℃，要求一次热网回水温度不高于33℃。二次

网供热量满足设计热负荷需求，高寒期用户二次网供/

回水温度不低于55/45℃，有特殊需求地方不低于

60/45℃。

5.换热机组应能快速启动投入，在负荷调整时有良

好的适应性，在运行条件下能可靠和稳定地连续运

行，并能适应供热负荷的变动及一次热网供水温度变

化6.换热机组不能大幅度增加热力站内用电负荷，电气

设备的接入应保证可靠，维护方便。

7.换热机组的控制系统应实现无人值守功能，能够

自动调节机组工况以适应外界天气变化；机组控制参

数及运行状况可通过远程通讯接口与我公司现有热力

监控中心通讯，并实现远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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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换热机组应能快速启动投入，负荷调整时有良好

的适应性，在20%-120%负荷范围内能够可靠和稳定地

连续运行，即实际供热负荷发生变化时，在最终选定

的容量机组的20%-120%负荷范围内能够可靠和稳定地

连续运行。而且换热机组能适应供热负荷的变动及一

次热网供水温度变化。其噪音、振动必须控制在国家

有关规定与标准范围内。满足所有工况下的功能而不

产生过度的应力、磨损、振动、腐蚀、老化和其他运

行问题。

9.换热机组控制系统应采用PLC控制系统，换热机

组控制系统具有按程序自动启停机组、参数设定、溶

液浓度限度控制、负荷自动调节、运行参数实时检测

和显示、安全保护、故障自动报警及记录、数据记

忆、资料贮存等功能，实现对机组运行的高效和全自

动控制。预留与中控室控制系统连接的通讯接口。控

制柜为触摸屏式，采用中文人机界面、数字形式显示

各参数数值，能实时显示各设备的状态以及报警和故

障信息，并设有防止误操作的功能，触摸屏采用10寸

以上彩色液晶触摸屏带屏保功能，PLC控制系统安装在

就地控制柜内。触摸屏能够显示、设置各控制参数

等。PLC采用产品质量相当于西门子S7-1200、欧姆

龙、施耐德或以上等级产品。

10.换热机组控制系统可实现板换单独运行模式及

主机运行模式的切换，实现机组无障碍切换运行，保

证实际使用可靠和备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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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换热机组控制系统应能手动并分时段设置供热温

度等数据。并具备故障管理系统，能自动监控机组运转

状态，分析故障原因，自动回避故障或给出解决办法。

12.换热机组PLC通讯应预留冗余的RS485和以太网协

议通讯接口，通讯接口支持MODBUS-RS485通讯协议。 

13.换热机组溶液泵采用变频控制，变频器产品质量

相当于ABB或西门子、丹佛斯产品。

14.机组控制元器件要求

15.机组控制所采用的控制元器件应采用成熟、稳定

的产品，并满足相关需要。温度传感器应采用三线制接

线方法，4-20毫安。

16.换热机组自带的控制系统预留标准的Mobus RTU

通讯接口，配合甲方将数据上传到监控中心。

17.换热机组配套的板式换热器应具备单独供热能

力，板换单独运行时换热量应达到100%供热负荷。

18.换热管束要求

19.换热机组内部的换热管布置方式，应减少冷剂蒸

汽的流动阻力，削减对换热管的冲刷腐蚀，便于机组不

凝性气体的抽出。

20.换热部位管束材质全部采用316L不锈钢，壁厚不

低于0.8mm。所有换热管需进行涡流探伤和气密性试

验，保证换热管质量，满足机组运行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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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考虑到热网水实际条件，机组换热管应采用便于清

洗的光管（水侧）。

22.板式换热器应具备与大温差换热机组100%的换热能

力，并且大温差设备退出运行隔离时，板换可独立运行。

水水板式换热器板片材质为316L不锈钢，板片厚度不低于

0.6mm。换热器夹紧钢板应采用普通碳素钢Q235B制造，同

时夹紧板厚度不低于50mm，材质为碳钢。

23.板式换热器应利于方便拆装，便于维修。换热器应

具备方便拆装装置。板片、密封胶条应有夹紧自定位设

计。密封胶垫为挂垫设计，材质为三元乙丙；密封胶垫要

求使用寿命不小于6年。 

24.提供测试的努谢尔特准则式及设计参数下的流速、

传热系数和阻力降。

25.污垢对换热热阻的影响，两侧均按0.000043 m2·℃

/W考虑。

26.换热机组设备年使用小时数不低于5000小时，故障

发生率不得高于1%，设计使用寿命不低于20年。

27.用户方所提供的机组及附属设备要符合工程现场的

实际情况，具备可操作性。换热机组能够妥善进入并布置

在使用现场。如设备分体运输，用户方负责分体部件现场

组装和检验。

28.项目所安装的换热机组，应保证热力站安全、经济运

行，不能对热网一次水母管、热网循环水泵和热网循环水流

量、二次网系统产生不利影响；不能大幅度增加热力站内的

电负荷，并能保证二次网供热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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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噪声：离开设备外表面1.0米距离处，噪声小

于75dB（A）。

    循环水泵

水泵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循环泵应采用低噪声单级离心泵，且应能够

满足各种工况的运行需要；

——循环水泵流量、扬程满足 CJJ 34 的相关要

求；

——保证在各种工况下不发生汽蚀，且流量、扬

程符合水泵性能曲线要求；

——循环水泵的密封形式应为机械密封；

——水泵应使用经国家相关部门认证的节能产

品。

   补水泵

1.补水泵额定流量应为系统循环流量的 4 ％，运

行工况下水泵的最小流量应不低于额定流量的

25 ％。

2.补水泵额定扬程不应小于补水点压力加 50 

kPa，并保证在各种工况下均不发生汽蚀。

   水泵电机

1.应为标准三相异步电机，标准能效等级为 IE 3 

或更高，并能与变频器配套运行。

2.额定电压为 380 V，电源频率为 50 Hz。

3.转矩应能满足水泵在调速范围内的转矩要求。

4.电机防护等级在 IP 55 以上，绝缘等级F 级以

24



感器应采用三线制接线方法，4-20毫安。

16.换热机组自带的控制系统预留标准的 Mobus RTU通讯接口，配合甲方将数据上传到

监控中心。

20

上，电机的满载效率不低于 93 ％。

5.7.5 kW 以下电机轴承应采用免维护轴承。

6.应有密封的接线盒。

   电磁阻垢除垢设备

1.适用水质：国家标准范围的自来水水质

2.频率成分：正玄波移动磁场，磁场辐射强度符合

国家标准范围

3.适用水温10-130度

4.管径最大直径：50mm---400mm  最大水处理量：

≥800T/h

5.适用电压：220VAC/50HZ；

6.防垢率≥95%；

7.功率：≤30W

8.防护等级:1P65

9.安装标准：安装操作简便，设备安装固定到换热

机组回水管道上，无需停产、切割电焊原有管道，不占

用场地。

10.设备须拥有5个以上热力企业相关业绩。

11.安全、可靠、免维护。使用寿命≥10年。

12.设备运行期间，持续保持电力供应；

   软化水箱
1.软化水箱的有效容积应满足 0.3 h～0.5 h 的正常

补水量。
2.软化水箱应能满足强度及安全使用要求。
    除污器
1.热力站一级管网供水管、二级管网回水管道应设

除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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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污器应为碳钢Q 235 B 材质；过滤网及滤网转轴

应为不锈钢 316 L 材质。

3.除污器阻力应小于等于 15 kPa。

4.除污器滤网应能去除大于等于 5.0 mm 的微粒。

5.除污器应按介质流向安装，其排污口应朝向便于

检修的位置。

6.手动反冲洗除污器应在运行状态下能连续反冲

洗，不间断排污，并在系统不停机的情况下随时反冲排

污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保温与外护层

1.管道、设备、阀门及管路附件均应进行保温。设

备及管道保温结构的表面温度不应超过 50 ℃。

2.保温材料应对环境无污染，对人体无伤害，对接

触的设备和管道无腐蚀性。

3.管道及附件保温材料应采用柔性泡沫橡塑绝热材

料, 柔性泡沫橡塑绝热制品的外观和性能应符合 GB/T 

17794 的规定。

4.外护层应有良好的防护、防水性能，可选用热镀

锌钢板或彩钢板；热镀锌钢板应符合GB/T 2518 的规

定；彩钢板相关要求应符合 GB/T 12754 的规定。

      管道、管件

1.热力站系统不应使用直缝焊接钢管。

2.公称尺寸小于或等于 DN 200 的管道应采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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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钢管，公称尺寸大于或等于 DN 250 的管道应采用双

面埋弧螺旋钢管。钢管性能及尺寸公差应满足 GB/T 

8163、GB/T 9711 和 GB/T 3091 的规定。

3.热力站内的弯管应选用弯曲半径大于或等于 1.5 

D 的热推弯管。管件应符合 GB/T 12459 和GB/T 13401 

的规定，其规格、材质应与所连接的管道规格、材质相

同，壁厚、压力等级不得小于所连接的管道。管道及管

件材质为 Q 235 B。

   阀门

1.一级管网阀门设计压力等级为 2.5 MPa，二级管

网阀门设计压力等级为 1.6 MPa。

2.热力站一级管网侧、二级管网侧关断阀门应采用

球阀；换热机组（器）一级供水侧管道应设调节阀，执

行机构应为电动装置；循环泵的出、入口均为蝶阀。球

阀性能应符合 GB/T 37827 的规定，蝶阀性能应符合 

GB/T 37828 的规定。

3.热力站内各种设备和阀门的布置应便于操作和检

修。热力管道和换热机组低处设泄水阀， 且泄水阀应

采用球阀。泄水阀的管径不得小于 DN 20。

4.热力管道及设备的高处应设有排气阀，采用不小

于 DN 25 的厚壁无缝钢管引至排水沟并进行固定防止

产生晃动，排气管设双球阀，设置位置应便于操作，距

地面应小于等于 1.5 m。

5.补水泵的出口管道上，应设置关断阀和止回阀,且

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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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回阀应符合 GB/T 12236 的相关规定，应采用旋启

式止回阀。

   分集水器

1.热力站二级管网按照用户类型、供热面积等划分环

路，应设置分集水器。

2.分集水器压力等级应大于等于 1.6 MPa，设计温度

不应低于 100 ℃。

3.分集水器管道出口阀门距地面 1.2 m～1.5 m。

4.分集水器上应设置压力表、温度表。

5.分集水器应设保温层及外防护层。

电气系统

   一般规定

1.热力站电气系统应保障各用电单元可靠稳定运行。

2.电气系统由低压供配电系统组成，包含低压配电

柜、低压供电回路。

3.用电单元包含循环泵、补水泵、站内仪表、自控系

统等。

4.电气线路应采用金属穿管或架空的专用电缆桥架敷

设。

5.接线处不应裸露电线（电缆），不得采用明线敷

设。

6.为避免电磁干扰，380 V（或 220 V）电缆应与通信线

缆隔离敷设。

7.通信电缆桥架、屏蔽线（屏蔽层）铺设需接入可靠接

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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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1.热力站电气系统设计应遵守 GB 50054 的相关规定。

2.电源电压应满足 GB/T 15945 要求。

3.热力站应采用双路互备电源，电源电流不应小于站内

设备运行总电流的 1.2 倍。

   电气设备

  一般设备

（1）电气设备的容量、电压、频率及断路器的型号、

规格符合设计和使用设备的要求。

（2）电气设备和线路的绝缘电阻值符合 GB 50150 的

相关规定。

（3）电气回路接线正确，端子固定牢固、接触良好、

标志清楚。

（4）电气设备保护接地或接零良好。

（5）为避免电磁干扰，通信线缆应采用专用桥架敷

设，信号采集和通信的桥架与动力线缆桥架铺设距离＞

0.5m。

  配电柜

（1）配电柜应符合 GB/T 4942.1 和 GB/T 7251.1 的规

定，柜体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41。

（2）应采用冷弯型钢局部焊接组装的构架，构架零件

及专用配套零件均应由型钢制成。

（3）柜内的安装件与构架间应使用滚花螺钉连接，整

柜应构成完整的接地保护电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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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尘应采用正压风扇和过滤层。

（5）柜门上配置的电气测量仪表（电压、电流表），

精度等级不应低于 1.5 级。

（6）应配置起/停、自动/手动、信号指标等装置。

（7）配电柜布置摆放需平齐与电缆沟基座固定，正压

风扇排风口不得遮挡。

（8）循环泵变频控制柜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需＞电机

额定电流的1.2倍。

（9）补水泵变频控制柜变频器内部需具有休眠功能、

PID调节功能，保证补水泵达到设定压力停止运行。

（10）补水泵变频控制柜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需＞电

机额定电流的1.2倍。

（11）变频器远程启停、频率检测、故障报警控制点

在变频柜内单独设立轨道端子引出。

       布置

1.门窗、通风孔设置

（1）电气控制室门、窗应关闭密合，且应向外开启。

（2）通向室外的通风孔及电缆沟应设防止鼠、蛇类小

动物进入的网罩。

（3）直接与室外露天相通的通风孔还应采取防雨雪飘

入的措施。

（4）电柜前应配置绝缘胶板，并符合 GB 50150 的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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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气控制室应配置用于警告和禁止操作的“不
许合闸 有人工作”和“高压危险”标示牌以及安全遮
拦。

    其他要求
（1）控制柜、配电箱、转动设备的周边应设有安全

距离警戒线。
（2）电动机电缆出口部分套装金属挠性软管，两端

应分别插入电缆穿管和电动机接线盒内；电缆通过墙、楼
板时，均应穿钢管保护，穿管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 
1.5 倍。站内应设有专用检修电源和照明电源，且电源开
关应配置相应容量的、合格的漏电保护器。

       仪表系统
1.一般规定
（1）仪表包括压力表（压力变送器）、温度计（温

度变送器）、流量计、热量计、液位仪等。
（2）仪表设置在以下位置：
——每套换热机组（器）一级管网侧、二级管网侧的

供水、回水管道设压力表（压力变送器）、温度计（温度
变送器）；

——循环泵进出管道设压力表（压力变送器）；
——补水泵出口设压力表（压力变送器）；
——除污器前后管段设压力表。
（3）仪表信号接入站控系统，为热力站正常运行提

供测量数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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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温度监测点应为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一次元件

为 Pt 100；压力监测点应为一体化压力变送器， 模拟信

号输出标准 4 mA～20 mA。

（5）室外温度监测点安装要求：室外温度监测点应

安装在热力站外墙上，不得阳光直射，应采用百叶箱封

闭温度传感器，信号接入站控系统。

（6）一级管网回水管上应安装超声波热量计，二级

管网供水管应安装管段式超声波流量计，并通过标准通

信协议将数据接入到站控系统。

（7）仪表表盘安装面向操作面或巡检面。

2.智能仪表

（1）电动调节阀及执行机构

（1.1）电动调节阀用以接收 4 mA～20 mA 或 0 V～10 

V 的控制信号，根据此信号的大小自动调整阀门的开启

度；其流通能力（Kv 值）及口径应满足工艺流量的要

求。

（1.2）应采用智能调节型，电源为24 VAC。

（1.3）对于多机组热力站，每套换热机组或换热器

应单独安装电动调节阀。

（1.4）控制信号为标准的模拟量信号，0 V～10 V 或

者 4 mA～20 mA 可选；驱动器行程与控制信号的关系可

调式的整个阀门的特性可调成等百分比特性或线性，更

好的适应整个供热系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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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可正/反向选择控制。

（1.6）应具有阀门行程自检功能。

（1.7）故障状态下，电动调节阀保持原位运行。

（1.8）其它要求符合 GB/T 28185 的相关规定。

（2）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

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温度变送器输入信号：Pt 100 铂电阻信号输

入；

——温度变送器热电阻选用A级铂电阻 Pt 100、铠装

热电阻；

——精度等级不应低于 0.5 级；

——供电电压：12 VDC～36 VDC；

——输出标准：4 mA～20 mA信号；

——接线方式：两线制或三线制；

——防护等级：IP 54；

——电磁兼容：符合 GB/T 17626.2。

（3）超声波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供电电压：12 VDC～36 VDC；

——电流输出：标准 4 mA～20 mA 信号；

——OCT输出：能够输出正、负、净累计流量脉冲信

号或者瞬时流量频率信号；

——继电器输出：可输出所需源信号（如无信号、反

流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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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密码锁保护，具有声音报警提示功能；

——具有记忆日、月、年累积流量，上、断电时间、

流量和流量管理功能；

——能够测量单一均匀稳定的流体，浊度小于 10000 

ppm，粒径小于 1 mm；

——测量温度：0 ℃～160 ℃；

——流速范围：0 m/s～±30 m/s，正、反向双向计

量；

——准确度：优于 1 ％（标准条件下）；

——通信接口：具备RS 485通信接口，并支持Modbus 

RTU协议。

（4）超声波热量计

超声波热量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热量计量应满足 GB/T 32224 的规定；

——供电电压：12 VDC～36 VDC；

——工作范围温度：2 ℃～150 ℃；

——显示功能：液晶面板显示，包含累积热量、累积

流量、瞬时流量、供、回水温度、供回水温差和累积工

作时间等信息；

——精度等级：不应低于 2 级；

——通信接口：具备RS 485通信接口，并支持Modbus 

RTU协议。

（5）智能电表

智能电表应符合下列要求：

——电表应满足 DL/T 1485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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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总有功电能，三相电各相电压，且具备远传

功能；

——电表应具备RS 485通信接口或，并满足 DL/T 1490 

的相关要求；

——电表读数应集成于中心监控系统。

（6）智能水表

智能水表应符合下列要求：

——供电电压：12 VDC～36 VDC；

——公称直径应大于等于 DN 50，公称压力不低于 0.2 

MPa；

——水表应具有远传功能，并且集成 RS485 通信接口

或 MBUS 接口，实现水表数据在自控系统内的集成；

——水表读数应集成于中心监控系统。

  就地仪表

（1）压力表应符合下列要求：

——选用弹簧式压力表；

——表盘直径应大于等于 φ 100；

——承载能力为最大工作压力的 150 ％，配备关断阀

和环形冷却管；

——测量范围：0 MPa～1.6 MPa；

——精度等级不低于 1.5 级。

（2）温度表应符合下列要求：

——选用双金属温度表；

——表盘直径应大于等于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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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计刻度盘应为白底黑标并有玻璃罩保护，传

感器应带有不锈钢护套；

——测量范围：一次侧 0 ℃～150 ℃，二次侧 0 ℃

～100 ℃；

——精度等级不低于 1.5 级。

仪表安装

（1）取源部件

（1.1）取源部件的结构尺寸、材质和安装位置应符 

GB 50093 相关规定。

（1.2）在设备或管道上安装取源部件的开孔和焊接

工作，应在设备或管道的防腐、衬里以及压力试验前进

行。

（1.3）安装完毕后，应随同设备和管道进行压力试

验。

（2）温度取源

（1.1）温度取源部件的位置选在介质温度变化灵敏

和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不应选在阀门等阻力部件附近和介

质流束呈现死角处以及振动较大的地方。

（1.2）与管道相互垂直安装时，取源部件轴线应与

管道轴线垂直相交。

（1.3）在管道的拐弯处安装时，应逆着介质流向，

取源部件轴线应与工艺管道轴线相重合。

（1.4）与管道呈倾斜角度安装时，应逆着介质流

向，取源部件轴线应与管道轴线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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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二次网回水温度测点优先安装于集水器，若站

内无集水器，安装于二次网回水总管，补水管入口需安装

于温度测点后端且＞0.8m。

（3）压力取源

（1.1）压力取源部件的安装位置应选在流速稳定的

地方。

（1.2）压力取源部件与温度取源部件在同一管段上

时，应安装在温度取源部件的上游侧。

（1.3）压力取源部件的端部不应超出设备或管道的内

壁。

（1.4）压力取源部件在水平和倾斜管道上安装时，取

压点的方位应在管道的下半部与管道的水平中心线成 0 

°～45 °夹角的范围内。

（4）流量取源

（1.1）流量取源部件上、下游直管段的最小长度应

符 GB 50093 相关规定，同时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要求。

（1.2）在规定的直管段最小长度范围内，不得设置其

他取源部件或检测元件，直管段管子内表面应清洁，无凹

坑和凸出物。

  仪表线路的安装

（1.1）电缆、电线的绝缘电阻试验应采用 500 V 兆

欧表测量；100 V 以下的线路应采用 250 V 兆欧表测量；

电阻值不应小于 5 MΩ 。

（1.2）线路不应敷设在易受机械损伤、潮湿及有强磁

场和强电场干扰的区域，当无法避免时，应采取防护或屏

蔽措施。



38

（1.3）线路不应敷设在影响操作和妨碍设备、管道

检修的位置，应避开运输、人行通道和吊装孔。

（1.4）线路不应敷设在高温设备和管道上方。

（1.5）线路与设备及管道外护层之间的距离不应小

于 200 mm，与其他设备和管道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150 

mm。

（1.6）线路不应有中间接头，无法避免时应该将接

头放在接线盒内，以便于维修检查。

（1.7）线路敷设完毕，应进行校线和标号，并测量

电缆电线的绝缘电阻。

    电动调节阀安装

（1.1）电动调节阀应安装在水平管道上，管道上电

动调节阀执行机构垂直朝上。小于或等于 DN80 管道电

动阀可安装在垂直管道上，前后应保留 2 D 以上直管

段。

（1.2）电动调节阀应安装在回水管段，电动阀门应

安装旁通管。

    超声波流量计安装

（1.1）超声波流量计安装环境要求应满足下列要

求：

——主机温度范围：-25 ℃～55 ℃；相对湿度：小

于等于 95 ％；

——传感器温度范围：-25 ℃～160 ℃；相对湿

度：小于等于 95 ％；

——主机的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传感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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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

——超声波流量计安装应在回水管段。

（1.2）电气安全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仪表中与电网电源导电连接的电路，包括与此

同等的电路分别与外部可触及导电部分和机壳之间的功

能绝缘电阻值大于等于 2 MΩ ；

——绝缘强度：电源输入端与机壳间应能承受频率 

50 Hz，电压 AC 1500 V。

（1.3）测量点位置选择应遵循下列原则：

——管路的垂直部分或充满流体的水平管段；

——测量点可选择距上游 10 D，下游5 D以上长度均

匀直管段，没有任何阀门、弯头、变径等。

（1.4）探头安装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公称尺寸在 DN 15-DN 200 之间应先选用V 法或

Z 法；

——公称管径大于或等于 DN 200 时应优先选用Z 

法；

——公称尺寸小于或等于 DN 50 时，选择N 法和 W 

法。

   温度变送器安装

（1.1）在管道测温时，应保证测温元件与流体充分

接触，以减少测量误差。

（1.2）选择有代表性的测温点位置，测温点



40

不应选在死角区域，应尽量避开有电磁干扰源的场

合， 避不开时应采取抗干扰措施。

（1.3）在管线上安装时，测量元件的感温点应处于

管道中心流速最大处，保证有足够的插入深度， 保护管

的末端分别越过管中心线。

公称尺寸小于或等于 DN 80 的管道，应插入弯头处

或加装扩大管。

   压力变送器安装

（1.1）应在变送器和介质间加装压力截止阀，在压

力波动范围大的场合还应加装压力缓冲装置。

（1.2）在变送器加压前应用截止阀排净管内的空

气，防止超压过载。

（1.3）压力变送器电缆接头应密封。

（10）导线连接

（1.1）连接导线应选外径为 3×1.5 mm 的圆形黑

色阻燃型屏蔽铜芯聚氯乙烯屏蔽电缆线。黄色线为信号

线，红色线为 24 V(+)，绿色线为地线。

（1.2）不得与交流输电线敷设在同一电缆桥架内。

（1.3）仪器仪表、接线箱内接线应采用压接方式，

线号标识清晰。

（1.4）接线时应注意接线片及导线之间及它们和外

壳的距离和电气间隙均大于等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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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为防止连接导线受到外来的机械损伤，应将

连接导线穿入金属管或汇线槽。

（1.6）仪表外接地端子应可靠接地。

（11）就地仪表安装

（1.1）应在二级管网供回水管道方便安装与观察的

地方加装就地显示弹簧管压力表和金属温度计。

（1.2）弹簧管压力表应符合 JJG 52 中相关要求，

表管选用φ 18×3 或φ 14×2 的无缝管，压力表环形

弯或冷凝弯优先选用尺寸φ 18×3。

（1.3）双金属温度计应符合 JJG 226 中相关要求。

安装位置应选在介质温度变化灵敏且具有代表性的地

方，不得选在阀门、焊缝等阻力部件的附近和介质流束

呈死角处。双金属温度计的固定螺纹为尺寸 M 24×2。

自控系统

   一般规定

（1）热力站自控系统应由可编程控制器（PLC）、

变频器、仪表系统、电动截断阀、电动调节阀、现场总

线组成，实现数据采集、就地显示、自动控制、参数存

储、实时通信、故障报警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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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控系统应采用安全可靠的工业级设备，满

足 I/O（输入/输出信号）采集处理、1组TCP接口、2组

RTU接口、控制逻辑编程、智能设备通信、数据存储等

基本要求，提供远传标准通信接口，并支持标准的工业

通信协议（必须保障拥有RS485通讯协议）。

（3）采集对象包含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热

量、电源状态等。

（4）控制对象包含水泵、电动阀、调节阀等。

（5）热力站应与调度中心实现远程数据传送并实

现远程控制，包含水泵的切换及启停、截断阀的开关控

制、调节阀的调节、设定运行模式、控制指标等操作。

（6）为方便后期调试及运行维护，可编程控制器

（PLC）建议采用ABB PM554-ETH（单系统换热站需ABB 

PM554-ETH 1台、AX561 4台、DX571 1台，双系统换热

站需ABB PM554-ETH 1台、AX561 5台、DX571 1

台，）。

  自控设备

（1）一般要求

自控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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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控设备应满足相应的工业级要求，保障热力

站能够自动可靠运行；

——热力站应选用冗余配置的自控系统；

——自控设备的整体满足电三型仪表（DDZ III）标

准；

——自控设备应满足相应的防护等级要求和电磁防

护要求。

（2）PLC/RTU

（1.1）PLC/RTU 通用技术应符合下列要求：

——用于热力站的PLC/RTU 系统，应采用模块化结

构，具有模块扩展功能，并支持热插拔功能， 以保证

系统的稳定可靠运行；

——应支持多种格式的数字量和模拟量信号输入。

为了保证系统的可靠运行，PLC/RTU 系统应采用连续工

作的工业级产品；

——PLC/RTU 系统主要实现数据的采集、处理及存

储，同时通过逻辑编程实现对现场设备的控制；

——PLC/RTU 系统控制器扫描周期应不高于 500 

ms；

——PLC/RTU 系统应支持五种标准编程语言，即梯

形图语言（LD）、指令表语言（IL）、功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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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图语言（FBD）、顺序功能流程图语言（SFC）及结

构化文本语言（ST）；

——重要的热力站可配置冗余控制系统，至少应包含

控制器冗余、电源冗余和通信设备冗余；

——PLC/RTU 系统应至少提供 1 个 10/100 M 以太网

接口和 1 个 MODBUS 串行接口，其中串口可根据需要扩

展；

——PLC/RTU 系统环境温度，运行：-5 ℃～60 ℃，

存储：-15 ℃～70 ℃，湿度 5 ％～95 ％，无结露；

——PLC/RTU 系统具有掉电数据保持功能。

（1.2）PLC/RTU 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PLC/RTU 系统应采用 32 位及以上微处理器、主

频不低于 66 MHz、1 M 以上内存且可扩展， 带实时时

钟；

——PLC/RTU系统各通道间应有隔离防护，不能相互干

扰；

——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不应低于10万 h；

——PLC/RTU系统保存数据时长不少于2个采暖季；

——PLC/RTU系统应具有远程维护能力，可实现远程程

序下载和故障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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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LC/RTU 系统扩展应符合下列要求：
——PLC/RTU系统需预留I/O通道不低于 20 ％ 的余

量，不足一个的留一个；
——具备足够的扩展能力，扩展接入不需要重新编

程配置；
——控制器的处理能力应有 40 ％ 余量，操作员站

处理器处理能力应有 60 ％ 余量；
——控制器内部存贮器应有 50 ％ 余量，外部存贮

器应有 60 ％ 余量。
（1.4）PLC/RTU 通信协议符合下列要求：
——PLC/RTU系统应支持TCP/IP协议，能保障与SCADA

系统的通信；
——能通过标准的通信协议与上位机系统建立通信

连接；
——应支持Modbus RTU协议，能与第三方智能设备

进行通信，并支持自定义协议开发；
——通信接口具有自动恢复通信的功能。
（1.5）控制柜防护等级高于 IP54，安装在电气控制室。 

（3）控制柜触摸屏（1.1）具备工艺流程展示、实

时数据展示、报警管理功能、设备控制面板、历史数据

查询、趋势曲线查询等功能。

（1.2）控制功能应具有权限限制和操作日志功能。

与远程调度中心间应具有权限切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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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采用标准工业协议进行通信，如 Modbus、OPC 

等。

  数据监测

（1）热力站自控系统应监测以下参数：

——一级管网供、回水温度 ℃；

——二级管网供、回水温度 ℃；

——一级管网供、回水压力 MPa；

——二级管网供、回水压力 MPa；

——一级管网除污器前后压力 MPa；

——二级管网除污器前后压力MPa；

——一级管网瞬时流量 m�/h；

——二级管网瞬时流量 m�/h；

——电动阀阀位；

——水箱水位 m；

——补水量 m�；

——巡检记录；

——循环泵变频器频率 Hz；

——补水泵变频器频率 Hz

——循环泵运行状态；

——补水泵运行状态；；

——电磁阀状态；

——热力站设备报警状态。

（2）热力站出现紧急情况时，应发出以下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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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坑液位超高限；

——泵的故障；

——停电；

——补水箱液位超低、超高限；

——变频器故障；

——泵的电机电流超限。

  控制策略

（1）自动控制逻辑参见附录 C；

（2）热力站设备信号传输数据流程参见附录 D。

（3）循环泵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循环泵的控制分为就地控制、远程控制，          

设置就地、远程切换开关；

——控制参数可设置为循环泵入口压力、循环
泵变频器频率参数。

（4）补水泵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补水泵的控制分为就地控制、远程控制，设置就

地、远程切换开关；
——控制参数可设置为系统的定压上限和下限。
（5）电动调节阀控制符合下列要求：

——一级管网电动阀调节方式应具备手动开度、气候

补偿、全网平衡等三种模式；
——具备设置电动调节阀PID参数，调控运行稳定

性。 



（6）软水箱液位控制电动阀符合下列要求：
——软水箱电动阀为自动控制；
——水箱液位下限开启电动阀，水箱液位上

限关闭电动阀。

技术部联系人： 
张强  联系电话：1884735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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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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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控锁控球式锁闭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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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表供水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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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办理：
1.乌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2.关注“乌海热力公司”微信公众号，微信线

上报装（此项功能正在开发，开发完成后公司会
通过微信公众号及12345市民热线公开发布）。

3.蒙速办（此项功能正在开发，开发完成后
公司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及12345市民热线公开发
布）。

4.“乌海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官方网站（
此项功能正在开发，开发完成后公司会通过微信
公众号及12345市民热线公开发布）。

线下办理：报装网点
1.乌海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7-8号新增窗口
地址：双拥街森林半岛楼下
2.乌海市市民服务中心二楼C09窗口
地址：市府大道与滨河大道交汇处
3.海勃湾区政务服务中心305窗口
地址：双拥东街温馨家园西北侧

咨询服务电话：12345

业务办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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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建小区需交纳入网费吗？

答：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

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

函〔2020〕129号）要求，不另行收取热力入网

费。

2.供热报装的环节有几个，以及几个工作日

能够完成？

答：⑴报装申请（4个工作日）

          ⑵验收供能（4个工作日）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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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热力

竭诚保障您的用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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