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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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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供应系统;;4机房土建和设备专业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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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使生活热水供应工程设计中正确采用燃油、燃气常压热

水机组(以下简称“机组，’)，制订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以“机组”制备并供应生活热水的工程设计。

1.0.3 热水供应工程设计应符合适用、安全、节能、经济、卫生等

基本原则，除满足生活热水要求外，尚应为施工安装、操作运行、维

修检测以及安全保护等提供便利条件。

1.0.4 以“机组”作为加热设备的热水供应工程设计，除符合本规

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燃油、燃气热水机组 burning oil and gas hot water heaters

    由燃烧器、水加热炉体、燃油、燃气供应系统等组成的供给生

活、采暖用热水的设备组合体。

2.0.2 燃油、燃气常压热水机组 burning oil and gas normal pres-

sure hot water heaters

    机组水套与大气相通，在任何工况下，机组本体始终保持常压

状态的燃油、燃气热水机组。

2.0.3 热媒水 medium water of heat transmission

    在常压热水机组内传递循环热能的热源水。

2.0.4 直接加热热水机组 hot water heaters of direct heating

    以机组内被加热的水直接供应生活热水的热水机组。

2.0.5间接加热热水机组 hot water heaters of indirect heating
    以机组内被加热的热媒水间接加热换热装置内的冷水而供应

生活热水的热水机组



3 机 组

3.0.1 机组应具备以下功能:

    l以油、气为燃料，且油气耗量低，节能。

    2采用高效燃油、燃气燃烧器，燃烧完全、热效率高、无需消

烟除尘。

    3机组水套与大气相通，使用安全可靠。机组应有防爆装

置。

    4 机组可供应热媒水或直接供应生活用热水。

    5燃烧器可根据设定的温度自动工作，出水温度稳定。

    6机组应采用程序控制，实现全自动或半自动运行(设运行

仪表，显示本体的工作状况)，并应具有超压、超温、缺水、水温、水

流、火焰等自动报警功能。

3.0.2机组本体压力小于0. 1 MYa，可直接或间接加热生活用水。

间接加热部分应承受热水供应系统的工作压力。

3.0.3 机组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燃烧器应具有质

量合格证书。



4 水温与水质

4.0.1 机组的供水温度应符合表4.0.1要求。

                      表4.0.1 供水温度(℃)

生活热水水温 <60

间接加热热媒水水温 <90

4.0.2 冷水计算温度应以当地最冷月的平均水温资料确定。

4.0.3 生活用热水和热媒水的水质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J 15一88和《低压锅炉水质》GB1576的规

定。



5 机组选择原则

5.0.1机组类型应根据机组安装位置、供水方式和水温要求等因

素综合考虑选用。

5.0.2生活热水供应系统宜采用直接加热热水机组。当不适宜

或不可能时，可采用间接加热热水机组。

5.0.3 采用间接加热热水机组时，机组可自带换热装置，也可用

直接加热热水机组配置水加热器组合供应生活热水。

5.0.4 热水机组产热量的计算应符合第8.0.3条的规定。

5.0.5 机组的台数应满足热水供应系统的计算负荷，台数不宜少

于2台(小型建筑物除外)。机组并联运行时，应采取同程式布置。

5.0.6 机组的燃料品种应根据当地燃料供应情况选定。

5.0.7 机组的产热量应根据当地冷水温度、燃料品种的热值、压

力以及热媒水的温度进行复核。

5.0.8 选择机组时，应注意机组对水质的要求、回水对温度的要

求和排烟气的温度。

5.0.， 与机组配套使用的燃烧器，应与选定的燃料品种相匹配。



6 设备机房

6.0.1 机房的位置，应与建筑和总图等专业配合设计，合理安排。

6.0.2 机房宜与其它建筑物分离独立设置。亦可设在建筑物的

首层、屋顶、楼层中或地下(半地下)室，但应符合本规程第11.0.1

条的要求。

6.0.3 机房应设在热水负荷比较集中的地点。

6.0.4 机房的位置应方便燃油供应，并应有适当的贮油地点。

6.0.5机组烟囱的位置，应避免排出的烟气对周围环境有较大影

响。

6，06 机房应预留机组进出的安装孔。

6.0.7 机组不宜露天布置。



7 燃油、燃气供应系统

7.1 燃油系统设计

7.1.1机组宜根据气温条件选用相应牌号的轻柴油作为燃料。

7.1.2 燃油管道宜采用铜管或无缝钢管。管道应采用焊接连接，

焊接后应清除管内杂物等。管道应进行气密性试验。

7.1.3 地上或在管沟内敷设的输油管道应设防静电接地装置，其

接地电阻不宜大于todlo

7.1.4 输油管道宜采用顺坡敷设。轻柴油管道坡度不应小于

0.3%。管道最低处应设排污阀。

7.1.5 机房内应设日用闭式油箱，油箱上方应装设通向室外的通

气管。呼吸阀上应装阻火器。

7.1.6 日用油箱容量不应大于1耐。油箱应设紧急排空系统。

7.1.7 在日用油箱至燃烧器的管道上应设二级过滤。

7.1.8 贮油罐的容积宜能保存5 -7d的用油量。自备油料运输

工具时，贮油罐的容积应能保存不小于5d的用油量。

7.1.， 输油泵不宜少于2台，其中一台备用。泵的流量不应小于

机房最大计算耗油量。

7.1.10 当设置2台及2台以上燃油机组时，应在每台机组的回

流管上装设止回阀。

7.2燃气系统设计



7.2.1燃气机组的选择，应根据燃气的燃料种类、热值和进人机

房的压力等因素确定。

7.2.2燃气系统供气干管的压力(最大和最小)和供气量应满足

机组要求。

7.2.3进人燃气机组的供气管道上应设放散管〔通至室外)、气压

表、球阀开关、气体过滤器、流量计、燃气上下限压力开关、稳压阀、

电磁主气阀、检漏器、电磁安全阀、低风压保险阀、波形伸缩器等，

并应在管路最低处设放空装置。

7.2.4 设备机房的燃气管道，宜采用单管供气。

7.2.5燃气机组的燃气系统宜采用低压和中压B系统。当燃气

压力过高或不稳定而不适应燃烧器要求时，应设调压和稳压装置。

7.2.6在引人机房的燃气总管上，应装设自动的总关闭阀，并装

设在安全和便于操作的地点。

7.2.7燃气管道上应装设放散管、取样口和吹扫口，其位置应满

足将管道燃气和空气吹净的要求。

7.2.8燃气机组的备用燃料(如柴油)，应根据热水供应的重要

性、供气部门的保证程度、备用燃料的可能性和技术经济等因素确

定。

7.2.9燃气管道设计、安装、试验和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8 机组选型计算

“’。:
机组热水供应系统的热水应符合下列要求:

全日供应热水的住宅、别墅、医院(含疗养院、休养所丸旅

馆(含招待所)，宜根据热水用量定额按下式计算:

Q0Kh
m , q,

(8.0.1一1)

式中 Q— 设计小时热水量(L/h);

      Kh— 小时变化系数，可按表8.0.1一1,2,3采用;

      m— 用水计算单位数(人数或床位数);

      qr一 -热水用水定额(L/p "d或L/b-d)，热水供水温度按

            60℃计算。

    各种建筑物60℃热水用水定额按表8.0.1一4采用。

          表 8.0.1一1 住宅、别壁的热水小时变化系教 KF值

居住人数 m 镇100 150 200 250 300 500 1000 3000 360W

K,, 5.12 4.49 4.13 3.88 3.70 3.28 2.86 2.48 2.34

表 8.0.1一2 旅馆的热水小时变化系数K,,值

床 位 数 m (150 300 450 600 900 弄1200

K,, 6.84 5.61 4.97 4.58 4.19 3.90

表 8.0.1一3 医院的热水小时变化系数 K卜值

床 位 数 m 簇50 75 100 200 300 500 )1000

Kh 4.55 3.78 3.54 2.93 2.60 2.23 1.95



表 8.0.1一4  601'热水用水定额

霉 建 筑 物 名 称 单 位
最高日用

水定额(L)

使用时间

  (h)

1

住宅

有自备热水供应和沐浴设备
有集中热水供应和沐浴设备

每人

每 日

40一80

60一100 ;:
2 别墅 每人每日 70一110 24

3

单身职工宿舍、学生宿舍、招待所、培训

中心、普通旅馆

设公用盆洗室

设公用盟洗室、淋浴室

设公用盆洗室、淋浴室、洗衣室

设单独卫生间、公用洗衣室

每人每卜于

每人每日

每人每日

每人每日

25〕4(1

40一60

50一80

60-100

24或

定时

供应

4

宾馆、客房

旅客

员工

每床位每口

每人每口

120一 160

40一50

24

5

医院住院部

设公用盟洗室

设公用盆洗室、淋浴室

设单独卫生间

门诊部、诊疗所

疗养院、休养所住房部

每床位每日

每床位每日

每床位每日

每病人每次

每床位每日

40一80

60一100

110-200

  7-13

l00一 160

24

6 养老院 每床位每日 50-70 24

7

幼儿园、托儿所

有住宿

无住宿

每儿童每日

每儿童每日 20-4010-15 :;

8

公共浴室

淋浴

淋浴、浴盆

桑拿浴(淋浴、按摩池)

每顾客每次

侮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40一60

60一80

40一60

12

12

12

1今.书

9 理发室、美容院 每顾客每次 10-15 12

10 洗衣房 每公斤干衣 15一30 8



续表 8.0.1一4

    2 定时供应热水的住宅及公共建筑，宜根据卫生器具的小时

用水量按下式计算:

                      Q=艺ghnob            (8.0.1一2)

式中 Q— 设计小时热水量(L/h);

      4h— 卫生器具的小时热水量(L/h)，按表8.0.1一5中的

            热水用水量换算成同一热水温度下的热水用量;

      。。— 同类型卫生器具数;

      b— 卫生器具同时使用百分数:住宅、旅馆、医院、疗养

            院病房、卫生间内浴盆或淋浴器可按30%-50%

            计，其它器具不计;工业企业生活间、公共浴室、学

            校、剧院及体育馆(场)、营房等的浴室内的淋浴器

            和洗脸盆均按100%计;住宅一户带多个卫生间时，

            只按一个卫生间计算。



表 8.0.1一5 卫生器具的一次和小时热水用水定额及水温

卫生器具名称
一次用水量

    (L)

小时用水量

    (L)

使用水温

  (℃ )

序
号

住宅、旅馆、别墅、宾馆
带有淋浴器的浴盆
无淋浴器的浴盆

淋浴器

洗脸盆、盛洗槽水龙头
洗涤盆(池)

  150

  125

70一100

    3

300250一::
140-200 37-40

加

50
30
180

集体宿舍、招待所、培训中心、营房

淋浴器 :有淋浴小间

        无讲浴小间

蛊洗槽水龙头

70-100 210-300

3一5 545050-80
37一40

37-40

  30

3

一
40

餐饮业

洗涤盆(池)

洗脸盆:工作人员用

        顾客用

淋浴器

  50

  30

  30

37-40

250
50
120
400

气

‘
J

s

ll
口

们
钊

nU

今，

3

八、

，
J

，
，

5

幼儿园、托儿所

浴 盆:幼JL园

        托儿所

淋浴器 :幼儿园

        托儿所

盛洗槽水龙头
洗涤盆(池)

400120
撒
90
25
180

10C
劝
30
15
15

叹

日

n

月，

气

4

医院、疗养院、休养所

洗手盆

洗涤盆(池)
浴盆 125-150

  15-25

  300

250-300

公共浴室
浴盆

淋浴器 有淋浴小间
        无淋浴小间

洗脸盆

    125

100一150

    250

200-300

450-540

  50-80

  40

37-40

37-40

  3弓



续表 8.0.1一5

qAll 卫生器具名称
一次用水量

  (L)

小时用水量
    (L)

使用水温

  (℃)

7
办公楼

洗手盆 50-100 35

8 理发室、美容院
洗脸盆 3̀5 35

9

实验室

洗脸盆

洗手盆 156015-25 ;;

10

剧场

淋浴器

演员用洗脸盆 605
200-400

    80 37-4035

11
体育场馆

淋浴器 30 300 35

12

工业企业生活间

淋浴器:一般车间

        脏车间

佚睑盆或盟洗槽水龙头 一般车间
                      脏车间

40

60

3

5

360-540

180-480

90-120

100-150

37-40

  40

  30

  35

13 净身器 10-15 120-180 30

3 具有多个不同使用热水部门的单一建筑或具有多种使用

功能的综合楼、公共建筑共用一个热水系统时，宜按下式计算:

Q二Q二+Q， (8.0.1一3)

。 Qa
b1 二 万石

        分 1

(8.0.1一4)

式中 Q,� 按实际用水情况确定的同一时间内出现的主要热

              水用户高峰用水的最大小时热水用水量( L/h) ,

              按式8.0.1一1计算;

      Q。— 除Q仲用户外，其它热水用户的平均小时热水用
                                                                                  13 ·



              水量(L/h);

      Qd— 单项热水用户最大日热水用量(L/d) ;

      丁 — 单项热水用户实际用水时间(h/d) o

    4 洗衣房、厨房、理发室、职工浴室等设有独立的热水系统

时，其设计小时热水量可按式8.0.1一1或式8.0.1一2计算。

8.0.2贮热水器的设置和热水量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机组的产热水量应满足设计秒流量的供水要求，温度控制

与安全装置应可靠、灵敏。

    2 当机组不能保证出水温度稳定时，应设置贮热水器。

    3机组的贮热水器可用贮热水箱、贮热水罐或配导流型容积

式，半容积式水加热器。贮热时间可根据日热水用水小时变化系

数、机组水加热器的工作制度、供热量及自动温度调节装置等因素

经计算确定。当无上述资料时，可按表8.0.2采用。

                      表8.0.2 贮热水器贮热时间

直接加热机组 间接加热机组

工业企业淋浴室 其它建筑物 工业企业淋浴室 其它建筑物

异15m;n >-20min 15-20m1n 20-30rnin

注采用机组配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供热水时，其计算容积附加10%一15%，相

  应贮热时间取表中的大值。配半容积式水加热器供热时，不需附加计算容积，

  相应的贮热时间取表中的小值。

8.9.3 产热量计算。

    1当机组不配贮热水箱直接供热时，或配半即热式水加热器

或快速式水加热器(有完善可靠的温控装置)间接供热时，其产热

量应按热水设计秒流量计算:

                  WI,= q (t,一t,)c"p                        (8.0.3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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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 产热量((J/5);

      ， — 设计秒流量( L /s);

      t,— 热水温度(℃);

      t}.— 冷水温度(℃);

          — 水的比热，C=4187(J/kg-'C );

      P — 热水密度(kg/l,).

    2 当机组按表8.0.2配贮热容积时，其产热量按设计小时供

热量计算:

                  wp=Q( t，一t,)c-p           (8.0.3一2)

式中 W,,— 产热量Wh)Q
    3 当机组配贮热时间大于30min的贮热水箱或导流型容积

式水加热器供给热水时，其产热量按下式计算:

        wp (Q一平)(t,一，)二* (8.0.3一3)
式中 w"— 产热量UA);

      V — 贮热水器总容积(L) ;

      ， 一有效贮热系数，导流型容积式水加热器的，二0.
                85;

      j. 一设计小时耗热量持续时间T=2--4ho



9 机组热水供应系统

9.0.1 直接加热热水机组的热水供应系统，宜采用机组配贮热水

箱设在屋顶层供应热水的型式。其适用条件为:

    1 屋顶层有设置机组、冷水箱、热水箱、日用油箱等的合适位

置(含面积与高度);

    2 机组被加热水侧阻力损失宜小于0. 02MPa;

    3 冷水的暂时硬度宜不大于150mg/L(以CaC03计)。

9.0.2 间接加热热水机组的热水供应系统宜采用下列两种型式:

    1 机组配贮热水罐设在地下室或楼层中供给热水的型式，适

用条件同第9.0.1条第2,3款。

    2 机组配水加热器设在地下室或楼层供应热水的型式，适用

条件为:

    1)宜配导流型容积式加热器或半容积水加热器。

    2)被加热水侧阻力损失宜小于0. OIMPao



10 机组布置和安装

10.0.1机组的布置应满足设备的安装、运行和检修要求;机组与

墙、机组与机组之间的净距应符合产品要求。并且:

    1 机组前方宜留出不少于机组长度2/3的空间。

    2 机组后方宜留有0.8-1.5m的空间。

    3 机组两侧通道宽度宜为机组宽度，且不得小于1.Omo

    4 机组最上部部件(烟囱可拆卸部分除外)至安装房间最低

处的净距不得小于0. 8m.

    5 机组安装位置宜有高出地面50 -100mm的安装基座。

10.0.2在机组顶部开孔接口处应安装通气管。通气管应与大气

相通，中间不应设阀门。通气管一端宜高出补给水箱的水位。

10.0.3 烟囱高度和烟气排放的卫生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的要求。

10.0.4烟囱安装应符合产品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条件:

    1 单台机组的烟囱流通截面积不应小于机组排烟接口的截

面积。烟囱截面宜为圆形;

    2 每台机组宜单独设置烟道;多台机组共用一个烟道时，总

烟道截面应满足多台机组同时使用的排烟要求;

    3 烟囱高度应保证烟囱产生的抽力能克服机组和烟道系统

的阻力，并不应小于产品要求的高度;

    4 建筑物内布置烟囱时，烟囱口应高于屋顶1.0m，并应符合

烟气排放卫生标准和环境要求;

    5 烟囱应平直、附件少、阻力小;烟道在敷设时应保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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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向上坡度;

烟囱应设凝结水排除措施，排水宜采用水封;

金属烟囱应保温，应按排烟最高温度选择保温材料和厚

度

8 烟囱周围0. 5m范围内不应有可燃物，烟道不应从油库房

和易燃气体房间内穿过;

9烟囱出口应设置防雨罩，烟道或烟囱穿外墙或屋顶处应作

防水和隔热处理。



11 建筑消防、电气、通风、给水排水设计

11.0.1设备机房的位置，根据防火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t宜与其它建筑物分离独立位置;

    2 机房如设在高层和裙房内，不应直接设置在人员密集的场

所或其上面、下面和贴邻;

    3 机组设置在高层或多层建筑物内时，应布置在靠外墙部

位，并应设置对外的安全出口。在外墙开口部位的上方，应设置宽

度不小于1.0m的不燃烧体防火挑檐。

11.0.2 日用油箱应设在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的单独房间内，房

间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并设挡油措施。

11.0.3 高层建筑内燃气机组的供气管道应敷设在专用管道竖井

内，并应通风防冻。井壁上的检修门应采用丙级防火门。

11.0.4 贮油罐与建筑物的间距应满足表 11.0.4的规定。

                  表 11.0.4 贮油罐与建筑物的间距

名 称

防 火 间 距 (m)

高层建筑 裙 房

多层建筑(耐火等级)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小型丙类液体贮罐 35 30 12 15 20

注 1当丙类液体油罐直埋时，该油罐距高层建筑、裙房的防火间距可减少50%.

  2 当面向油罐一面4.0m范围内的建筑外墙为防火实休墙时 地下贮油暇(贮油

      量不超过 15m3)与该建筑物的防火间距可不限。

11.0.5 独立机房与建筑物的最小防火间距不得小于表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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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

表 11.0.5 机房与建筑物最小防火间距

11.0.6 燃气机房应设置燃气泄漏检测报警装置，且应与事故通

风设施、供气气源阀门和燃气放散阀联锁。

11.0.7 机房灭火设施应符合国家现行消防规范的要求。

n.0.8机房机组的供电负荷等级和供电方式，应根据机组容量、

热水供应的重要性及使用要求等因素确定。

11.0.， 机组宜配相应电气控制柜，电动控制柜除自动控制功能

外，应设手动装置。

11.0.10 在燃气放散管的顶端或其附近应设置避雷设施。

11.0.11 燃气机组的机房换气量不应低于3次/h(未包括锅炉燃

烧所需要的空气量、机组及烟道，散热所需空气量以及人体环境卫

生所需的新鲜空气量)。

11.0.12燃烧所需空气量应根据燃料的热值确定。当无资料时
可按IOMW产热量需要15一20衬(标准)空气量估算。

11.0.13 直接接人机组的给水管应采取防止水回流污染的措施。

11.0.14 机组的配管应进行水压试验。

11.0.15机房宜设一条给水引人管。当不允许中断热水供应时，
可从不同方向的二根室外给水管分别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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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6机房内机组的排污水温宜降至40℃后方可排除。

11.0.17 机房内应设给水冲洗装置和排水地漏。对设在地下室

的机房，应设置积水坑，并配置排除积水的装置。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一、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t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亏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二、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

按·一执行”或“应符合⋯⋯规定(或要求)”。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燃油、燃气热水机组

生活热水供应设计规程

CFCS 134:2002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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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全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城

市民用建筑快速崛起，国家对环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

油气资源的大力开发，燃油、燃气常压热水机组的应用逐年上升。

由于它具有安全可靠、自动化程度高、不污染环境、热效率高、操作

方便，安装场地易于解决等优点，所以在民用和高层建筑中集中热

水供应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作为一种新的供热设备，现有规范

和设计手册中都没有充分反映使用这种设备的热水供应系统的供

应方式和设计方法。为了使常压燃油、燃气热水供应系统的设计

更趋完善，并有利于促进设备和系统的推广应用，特制订本规程。

1.0.4 由于燃油、燃气常压热水机组适用于建筑物内，设计中涉

及范围较广，本规程未提及之处，还应参照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

《热水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锅炉房设计规范》GB50041以及

地方制定的有关标准。



3 机 组

3.0.1 本条规定了机组必须具备的主要功能。其中强调说明，机

组应采用与大气连通的结构，以避免发生承压事故;运行中机组应

始终保持常压状态，工作安全可靠。

3.0.2 条文规定的机组水套承受的压力值，是根据我国劳动部

《热水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第一章第二条制定的。在该规程中

明确提出，以水为介质的固定式热水锅炉，额定出水压力不小于

0.1 MPa(表压)，属锅炉范畴。为了区分机组与锅炉压力的界限，

制定了本条中的0.1MPa压力值，以有利于机组的推广应用。



4 水温与水质

4.0.1  60℃生活热水水温，经技术论证认为是技术经济最佳的水

温值，亦符合防止军团菌的水温要求。由于机组热水容器承受的

静水压均在0. 1 MPa以下，热水不会沸腾汽化，所以对间接加热热

媒水水温规定了等于90̀C，此温度距沸点温度有足够的安全余

量，并且小于《常压热水锅炉通用技术条件》规定的额定出口水温

度95℃，使机组安全运行有可靠保证。

4.0.2本条系参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制定。当无水温资

料时，地面水可按4℃计，地下水可按10℃计。

4.0.3机组直接供应热水时，其水质处理参照了《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规范》有关规定和条文说明。机组供ii热媒水时，其水质应符

合《低压锅炉水质》GB1576的热水锅炉水质标准。

    由于机组的结构、材质和焊接加工不同，所以在选择机组时，

应注意产品说明中对水质的要求。



5 机组选择原则

5.0.1-5.0.4 规定了机组设备选择的主要原则。机组按其结构

型式可分为直接和间接加热热水机组。设备的选型，对加热系统

的确定有很大影响，不同的热水机组，组成不同的热水供应系统。

直接加热机组，它是燃烧器直接将机组水套内的水加热到60r- ,

并供应到系统的用水点，属一次换热，其效率较高，将它安设在屋

顶机房内，利用屋顶给水箱的水压直接向热水管网供水。若热水

机组按秒流量负荷选用时，可不设热水贮水箱，但必须满足出水温

度的要求。直接加热热水机组亦可设在地上首层或地下(半地下)

层，与设在屋顶上的做法不同之处是水压无法利用，需设热水加压

泵。

    间接加热热水机组又称内置式加热热水机组。它是利用机组

水套的高温水(热媒水90'C )，对设置在机组本体内的盘管加热，

使盘管内的水达到热水设计温度，属二次换热，其效率比直接加热

热水机组要低。在机组满足最大热水负荷，同时机组内部阻力损

失小于2m(0. 02MPa)时，可直接利用屋顶给水箱的水压或进水管

的压力，直接向热水系统供水。相反时，应设水泵和热水贮水箱。

当机组内部阻力损失大于2m，在设备选择和冷热水系统设计时，

应采取措施保持用水点处冷热水压力的平衡。

    有些厂家生产采暖、生活热水两用的双盘管热水机组，通常其

温控设计是按采暖热水要求进行的，也就是说，对生活热水的出水

温度不能很好地保证设计要求水温。再者，采暖热水供应是有季
节性的，从运行费用上不经济，所以在选择热水机组时宜采用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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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热水加热机组。

5.0.5 热水负荷应按本规程第8章机组选型提出的方法进行计

算。本条考虑到安全供应和互为备用的因素，规定了机组台数不

宜少于2台。为便于维护管理和方便检修，宜选用同型号的机组。

为了压力平衡，机组管路应同程布置。

5.0.6 本条规定了燃料品种的选用。无论选择轻柴油、天然气或

城市煤气为燃料，应经有关部门批准。应贯彻执行国家和当地有‘

关部门的规定，以使设计选用燃料的供应有可靠的基础。

5.0.7 规定本条的主要理由是，由于当地的冷水温度、热水设计

温度、燃料的热值和压力以及热媒水的要求水温，与产品样本上的

数据可能不同，此时应进行机组性能复核计算，不能仅以厂家提供

样本上的数据作为选择机组的惟一依据。

5.0.8 机组水质要求除应符合本规程第4.0.3条外，还应了解产

品样本是否提出了对水质的要求。对不同结构和材质的机组，会

有不同的水质要求。为了提供无锈垢的生活用热水，有些厂家在

机组内装有防电化学腐蚀及防垢装置(镁或铝阳极保护装置);有

些机组使用了不锈钢材料，对水中的氯化物含量提出了要求范围，

如氯化物含量过高，机组内的不锈钢材将难以适应。选用时需与

厂家联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还有些厂家在样本上明确提出了

水质指标，在选择机组时，需了解有无配套的水处理设备，否则应

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设置。、

    样本上给出的热水产量，是在一定的水温条件下的产量。不

同的热水水温，其产水量亦有变化。在不同条件下，对机组规定了

最低回水温度的要求，以燃烧轻柴油和燃气为例:轻柴油的最低回

水温度以55℃为宜;燃气为65C o温度过低会降低烟气温度，加

速低温腐蚀和聚灰。所以，机组的冷水和回水进水管的位置，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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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厂家对产品的要求处理。有些产品不宜将冷水直接进人机组，

而要求冷水接人热水箱内

    排烟温度可控制在 180-190℃之间。为了防止金属烟囱腐

蚀，排烟温度不宜低于130';。最佳作法是在机组烟道内安装烟

温调节器，在其作用下，可增大烟气的紊流，强化传热冲刷烟道，起

到调节机组热负荷和提高热效的作用。
          了

弓.0.9 应根据用户使用燃料的类别，选择不同的燃烧器。液体燃

料常用轻柴油;气体燃料用城市煤气、天然气。使用燃料应有必要

的分析资料:如轻柴油的发热量和密度;燃气的发热量、供气压力

和密度等。可向厂家提出有关资料，并应得到厂家的承诺。当燃

料选用油气双燃料时，机组应匹配与油气双燃料相适应的燃烧器.

同时应比较初投资和运行费用，慎重合理地进行选样



6 设备机房

6.0.1-6.0.6 根据建筑物设计条件和总图布置，机房位置应在

满足防火、环境卫生和专业技术要求的情况下进行综合比较，可设

在建筑物内也可单设设备机房。由于机组在非正常使用情况下有

发生爆炸的危险，所以在一般条件下，机房宜优先考虑建成独立的

地_1二建筑

    机房位置设在建筑物的地下室时应征得消防部门的同意，尤

其是燃气机组，除应满足防火规范的要求外，还应侧重考虑采取报

警安全、通风换气、防爆泄压、消防、疏散等必要措施.

6.0.7 机组安设在露天处时，需考虑防冻、避雨等设施。周围环

境对噪声限制较严时，还应增设隔音、吸音等降噪措施

    本条文从操作管理、安全保护、长期使用以及对自然环境影响

等因素考虑，提出了机组不宜露天布置



7 燃油、燃气供应系统

7.1 燃油系统设计

7.1.1 目前燃油热水机组中，燃烧轻柴油的占多数。由于重油在

常温时粘度大，用管道输送困难，不能满足雾化燃烧要求，因此机

组在冷启动点火时，必需把重油加热到满足输送和雾化燃烧所需

的温度，常用电加热或蒸汽加热以保持足够高的油温。由于重油

加温系统复杂，所以本条推荐采用轻柴油。

7.1.2 吸油管和回油管必须使用焊接接头，因为螺纹连接经常使

空气渗人，致使油泵和燃烧器的性能恶化。如果必须使用可拆卸

连接，应使用耐油性密封垫焊接法兰，以保持良好密封。使用前应

将管道内渣物清洗干净，并进行气密试验。

7.1.3 为了防止燃气、燃油管道系统产生静电，在本条提出了防

止静电的要求。

7.1.4 油管管道敷设宜设置一定的坡度，且都采用顺坡。本条规

定了最小坡度要求，以避免有任何气泡积聚。

7.1.5,7.1.6 日用油箱的有效容积宜与机组最大小时耗油量相

适应。条文中规定不应大于1时，符合《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50045的要求。

    日用油箱底部设有手动或自动紧急放空阀。此阀应有就地启

动和防灾中心遥控启动的功能，将油排泄至地下油罐或其它安全

处.同时，在发生事故时使油泵和燃烧器自动停止运转。



阻火器
透气管 进油管

                          图I 日用油箱系统示意

7.1.7 燃油过滤器选型和设置位置是至关重要的。如渣物流人

燃烧器，将导致油泵电磁阀损坏，燃烧恶化、爆燃、熄火，所以本条

规定了应设二级过滤的要求。过滤装置一般由厂家供应。

7.1.8 贮油罐的大小取决于建筑物的用油量、运输方式、供油周

期和环境条件等因素。条文规定了一般的贮油量和有自备运输工

具情况下的贮油天数。同时，还应符合《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50045关于液体贮罐总贮量不应超过15时 的规定。

7.1.9 当贮油罐位置低于日用油箱而不能利用油的自重向日用

油箱加油时，本条规定应设输油泵。参照《锅炉房设计规范》编制

组的调查结果，在多数情况下输油泵的台数不少于2台，并至少有

一台备用。泵流量的选择，宜为最大小时计算耗油量的110%.

7.2 燃气系统设计

7.2.1,7.2..2 常用的城市燃料种类有天然气、城市煤气和液化石

油气三种。燃烧气体的燃烧设备应根据燃气热值、压力等参数进

行选择。燃气品种可根据当地情况确定，并需得到当地部门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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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同时还应将当地燃气的低发热值和压力等数据提供给生产

厂，使生产厂能合理匹配燃烧器。为了保证燃烧器的正确运行，机

组在出厂前应在干管最低压力下预调到机组最大额定供气量，而

且始终保持稳定供气，以满足机组的要求。

7.2.3本条规定在机组供气支管上应装设的主要仪表和装置。

根据不同要求和实际情况，由厂家随机配套供应，需要供货范围可

在订货时确定。

7.24 由调压站或城镇燃气干管至机房的燃气管道，一般采用单

管供气。当有特殊要求或不间断供热时，可采用双管供气。

7.2.5在燃气机房供气系统中，从安全角度考虑，根据机组规定

的压力要求，宜采用低压P < 0. 005MPa (5kPa )或中压B系统

0, 005MPa< P<O. 2MPa(5kPa< P<200kPa)的供气系统。一般情

况下，不采用高压供气。供气压力分级(表压)，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的分级规定。

    机组燃烧器前燃气压力稳定才能保证燃烧具有正常工况和安

全运行。燃烧器前的压力增减，燃气流量也会增减。压力不稳定

可造成燃烧不完全，甚至引起脱火、回火、烧坏机组等事故。在此

情况下，条文规定应设调压和稳压装置。

7.2.6本条的规定，是为了机房内出现漏气事故时，能迅速切断

气源，避免事故扩大。当机房机组管路检修时，则用以关闭气源。

一般在进口处设置快开式总关闭阀，此阀应装在安全和便于操作

的地方。

7.2.7燃气管道在停止运行和进行检修时，或系统在较长时间停

止工作后再投人运行前，为检修工作安全和防止燃气空气混合物

进人机组引起爆炸，需把管道内的燃气吹扫干净，故应设放散管和

吹扫口。要求放散管引至室外，其排出口应高出机房屋脊2. 0m
    · 36 ·



以上，并使放出的气体不致窜人邻近的建筑物和被吸人通风装置

设置位置、管径、放散管出口高度应遵照有关规定。

7.2.8有特殊需要时可使用双燃料系统，即两种燃料替换使用。

此时应向生产厂家提出具体要求，配备合适的燃烧设备和机组。

7.2.，使用城镇燃气供气时，应获得当地煤气公司或天然气公司

的准许。除参照((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外，尚应执行当地供气部门

的规定，如上海市制定的《民用建筑锅炉房设置规定》、《煤气直燃

型吸收式冷温水机组管道供气工程技术规程》《城市天然气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城市煤气管道工程技术规程》等。因为各地各供气

单位都有各自的地方规定和使用标准，设计供气系统时要遵守这

些规定和标准，以获得供气单位支持。



8 机组选型计算

8.0.1 本条列出了机组热水供应系统的四种计算方式，系参照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2002年)有关条文。

    1.随着近年来大量具有多种使用功能的综合楼的兴建，其设

计小时热水量的计算变得复杂化了。现行的(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规范》中对此无具体规定，因而设计计算无所依据。大多数设计者

均分项计算最大小时热水量，然后逐项迭加成总的设计小时耗热

水量。这种计算结果显然偏大，因为不同功能、不同工作性质的用

户，其最大小时用水的时间不一定同时发生。因此，本规程增添了

8.0.1一3的计算式，使这种多功能综合建筑的设计小时热水量计

算趋于合理、经济。

    2.第8.0.1条第4款规定洗衣房、理发室、职工浴室等单项

建筑的设计小时热水量可按人数计算，亦可按器具或设备计算。

当按人数计算时，小时变化系数Kh可参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

范》中的给水章节。

8.0.2 本条是机组配置贮热水器的原则，以及对贮热水器的容积

计算的具体规定。

    1.第1款规定不带贮热容积的机组必须满足按设计秒流量

提供热水的要求，采用的温度控制装置应保证供水温度稳定，以防

止发生热水供应不足、机组运行中温控装置失灵、出高温水烫伤人

的事故。

    当机组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应设贮水设备。

    2.第3款是对贮热水器贮热时间的具体规定。因机组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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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热水，不能制备蒸汽，当用间接式加热热水时，水一水交换热

的交换能力远不如“汽一水换热’，，因此，表8.0.2一1中提出的呵

接加热热水机组的贮热时间，要比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

计规范》规定的数值大。

8.0.3 本条列出了三种产热量计算公式。

    1.第1款表示，机组在下列情况下应按设计秒流量供水要求

计算产热量:

    1)机组本身无贮热容积，又不另配贮热水箱者;
    2)机组配半即热式水加热器或配有完善可靠的温度控制装置

的快速式水加热器者。

    2.第2款表示，机组按表8.0.2配备了贮热容积，系统具备

了调节设计小时热水量与设计秒流量之间供热量差值的能力，因

此机组产热量可按设计小时耗热量计算。

    3.第3款表示，机组配贮热水箱或配容积式水加热器供水，

且贮热时间大于表8.0.2的规定，此时机组的产热量可以小于设

计小时耗热量，即设计小时耗热量(亦即最大小时耗热量)时间段

的供热，可由机组的产热量与贮热容积贮存的热量联合承担。当

选用大贮热容积的贮热水器或容积式水加热器时，机组的产热量

计算可按式8.0.3一3进行。
    公式8.0.3一3反应了产热量、贮热量、耗热量和最大小时用

水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



9 机组热水供应系统

9.0.1本条的规定系采用机组直接供给生活用热水的型式。这

种型式避免了二次换热，系统简单、节能，因此在设计中可优先采

用。但直接加热供应热水的系统在应用中应考虑下列二个因素:

    1.冷水的硬度。机组直接加热供水时，加热的是冷水。因为

机组炉膛温度很高，如被加热的冷水硬度高，则很容易结垢，这样

机组须经常除垢检修。因此，这种直接供水型式的冷水硬度宜不

大于150mg/L(以CaCO3计)，并应采取适宜的水质软化或水质稳

定措施。当冷水硬度较高时，机组宜采用间接加热供给热水的型

式。

    2.机组的调贮供应能力。一般机组本身体量有限，不可能自

附大量调节贮存容积，其产热量按第8.0.3条第1款的要求按设

计秒流量提供。这样，不仅机组的负载大大增大，供水的安全可靠

性亦需进一步提高。因此，机组宜外配贮热水箱，其大小按第

8.0.2条第3款计算。这样，机组产热量可比不设贮热水箱减少

'lit一2/3，而且，贮热水箱还能调节水温，稳定供水压力，使供水安

全可靠。

    机组配贮热水箱宜设置在屋顶层，如图2所示，这种系统较简

单、节能，且有利于系统的冷热水平衡。其适用条件除冷水硬度不

能过高外，还应注意如下两点:

    1屋顶层应有放置机组及其配套设施的地方。因机组内水

流有一定压力损失，所以供给其冷水的高位冷水箱或补给水箱需

高出机组一定高度。这样，设备间有机组、贮热水箱、冷水箱、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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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需占较大面积，又因冷水箱要高出机组，设备间还需相当高

度，如图2所示。因此，采用该系统前，应先与有关工种商讨，确定

其可行性。

    2 冷水经机组的阻力损失宜小于2m。这样，可尽量缩小冷

水补水水箱高出机组的高度，且有利于整个供水系统冷热水压力

的平衡。

9.0.2 本条规定了机组间接加热供给热水的两种系统型式。

    1.机组配贮热水罐的联合供水的型式。这种型式的机组本

身自配U型管式换热器。换热部分的结构为U型换热管放置于

一个基本处于静止状态的热水箱内，被加热水走U型管内。优点

是，将不承压的机组与能承压的换热器组合在一起，有利于简化整

个加热系统。缺点是，由于换热部分的热媒基本处于静止状态，流

速很低，即换热部分的传热系数很低，换热效果差，有的产品为此

在机组外加了一台热媒循环泵，以改进其换热性能。另外，被加热

水走U型管内，硬度稍高的水容易在管内结垢，难以清通，且其阻

力损失将愈来愈大，不利于整个供水系统冷热水压力的平衡。因

此，采用这种系统时需考虑水质稳定或水质软化的措施。

    由于机组换热部分的U型管管内水容积很小，不能起调贮热

水的作用，宜另配承压的贮热水罐联合供水，如图3所示。

    2.机组配热交换器的联合供水型式(如图4所示)。该系统

主要适用于冷水硬度较高或屋顶层没有放置机组及配套设施的地

方。

    该系统的优点是，机组仅供热媒，不受冷水水质影响，可减少

维护管理费用，延长机组的使用寿命;有利于整个系统的冷热水压

力平衡，供水安全可靠。缺点是，要进行二次交换，加热部分设备

相对复杂，热损失稍有加大。



通气份

图2 屋顶层设置机组热水供

      应系统
1一机组;2一冷水箱口一电磁阀;

4-热水贮水箱;5一系统循环泵 ;
6一热媒循环泵;

7一软化处理或水质稳定处理装置

图3 间接加热热水机组配贮热

      水罐热水供应系统
1一高位冷水箱;2一冷水补水箱;
3一机组;;4-贮热水罐;
5一系统循环泵

图4 间接加热热水机组配容积式或半容积式水加热器的热水供应系统

    1-高位冷水箱津一冷水补水箱;3一水质稳定或软化处理装置;4一机组;

    5一导流刑容积式或半%}积式人加热器 6一执膜循环$:7一某统循环弃



10 机组布置和安装

10.0.1根据机组的外形尺寸和台数进行机房平面布置。W须考

虑安装、检修所需的空间，本条规定的净距是最小的间距。在有条

件的情况下，可根据产品的具体尺寸和要求适当对本条规定的尺

寸进行调整，以使安装、检修更方便。

10.0.2机组最高处应开孔(与大气相通)，这是常压热水机组区

别于承压机组的关键之处。为了保证机组处于常压状态，该孔的

当量直径不得小于Dd(Dd=20+8a v顶),Dd单位为mm, Q为
机组额定热功率，单位mw。在与大气相通的连接管上不准装阀

门，也不得有任何阻塞，以保证机组内不承受压力。

    当机组的供水采用给水箱时，通气管的开口端宜高出水箱最

高水位0. 3m，端部可装设180‘朝下的弯头，使热膨胀的水得以排

出。

10.0.3本条中规定了烟囱安装的主要要求。机组设备的顶部一

般在样本资料中均给出烟囱的口径或截面，并根据机组输出功率

WW)列出烟囱的高度，供设计使用。

    高层建筑群内独立机房内的烟囱，其高度应避免附近高层建

筑物对烟囱排烟的不良影响，烟囱高度应超出风压带。另外，机房

位于高层建筑底层时，如烟囱靠近机组，烟囱抽力大，会造成机组

负压太大;如烟囱远离机组，水平烟道过长，阻力大，会造成烟气阻

滞或排烟不畅。因此，在设计时应进行烟囱拔风阻力计算，根据计

算结果采取相应措施。烟囱高度亦应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3271中有关规定。



n 建筑消防、电气、通风、给水排水设计

11.0.1 第1款，燃油、燃气热水机组在非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易发

生爆炸事故，所以在可能条件下，设备机房应首先考虑建独立的地

上建筑。

    第2,3款，主要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的规定编制的。当机组尤其是燃气机组布置在地下室内时，

应严格按国家规范执行。在非不得已不得不进人地下室时，应参

照有关国家防火规范或地方标准采取安全措施，并应经当地消防

部门批准。

11.0.2本条的规定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制定的，从安全角度考虑了房间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并

设挡油措施。

11.0.3本条参照《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要求，增

加了管道防冻和井壁上检修门应设丙级防火门的规定

11.0.4,11.0.5 表11.0.4和表11.0.5系参照《高层民用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内容而编制

11.0.6在非正常情况下有燃气泄漏的可能，所以应设可燃气体

泄漏检测报警装置，特别是对于地下室燃气机房。为了保证安全，

狠警装置还应与通风、气源总阀和放散阀联动。

11.0.7根据建筑防火规范要求，对燃油、燃气机房应设置火灾自

动报警和自动灭火系统。《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01年

版)第7.6.6条明确提出燃油、燃气的锅炉房应采用水喷雾灭火系

统。如采用其它的消防方式应取得当地消防机构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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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建筑物内热水系统的热水由机组制备，停电后将中断供

应热水。因此，本条规定机组用电负荷级别取决于管理单位的要

求和断水后的影响。同时，应采用相应的供电方式，具体措施可按

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有关规定执行。

11.0.11 本条是指机组停止运行时所需要的最低通风换气量，以

排出因管道泄漏而滞留在机房内的燃气。当机组运行时，机房内

必须有可靠的通风换气措施.换气量按条文中提及的三个因素所

需要的空气量计算

11.0.12燃烧所需的空气量可参照下式计算:

                V、一V,'V%,a'Q

式中 V— 空气量(m3 /h)

    V,— 进人机组的燃气量( n,3(标准)小);

    Vb一 理论空气量[M3(标准)干空气加3(标准)干燃气〕，
            一般取3.5.3(标准)干空气/.3(标准)干燃气;

      a— 过剩空气系数，一般取1.15;

      R 一一温度、湿度校正系数，一般取1.20

11.0.13 本规定的主要理由是热水加热后水质发生了变化，余氯

随着温度上升消失很快。由于水加热后出现三卤甲烷，其水质不

同于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所以提出应采取防止污染的措施，或设

专用冷水补水箱

11.0.“ 直接加热热水机组的试验压力要求与机组本体的试验

压力相同。间接加热热水机组与机组本体连接的管道同机组的试

验压力，与系统连接的管道同热水系统的试验压力。

11.0.15 本条规定了对给水进水管的要求。根据调查，管的根数

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外部供水管网和水源应有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