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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组合型气化炉安装施工方法，所述组合

型气化炉是由膜膜式水冷壁+辐射废热锅炉+气

化炉组合而成的组合型气化炉，其特征是：先将

组合型气化炉的分段并按照分段顺序吊装、组对

和焊接。本气化炉施工方法是为我国首套“膜式

水冷壁+废热锅炉+气化炉”的组合型气化炉施工

开发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施工方法，对气化炉进行

合理分段，有利于节约机械费用的投入；新式水

冷壁与辐射废热锅炉的组合内件安装方法,避免

了较多的受限空间作业，施工效率得到了很大提

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CN 107384474 B

2020.05.01

CN
 1
07
38
44
74
 B



1.一种组合型气化炉安装施工方法，所述组合型气化炉是由膜式水冷壁+辐射废热锅

炉+气化炉组合而成的组合型气化炉，其特征是：先将组合型气化炉的分段并按照分段顺序

吊装、组对和焊接，其操作步骤是：

将组合型气化炉分段为A、B、C、D、E、F6段，  A段为废热锅炉辐射室下段组件，B段为废热

锅炉辐射筒体上段，C段为废热锅炉内件组件，D段为气化炉壳体法兰及锥体组件，E段为膜

式水冷壁组件，F段为上封头组件及烧嘴法兰组件；

采用双机抬吊的方法先将废热锅炉辐射室下段安装到位并焊接临时支座就位，待临时

支座焊接完成后起吊废热锅炉辐射筒体上段，找正方位并点焊定位两组件，焊接气化炉正

式支座，完成后进行两分段壳体组焊；

通过试装辐射废热锅炉确定辐射废热锅炉支撑件及引出管管口高度方位并进行标记，

在地面进行引出管焊接及水压试验后再进行正式安装，通过千斤顶精确调整辐射废热锅炉

组件高度并焊接引出管与气化炉壳体锻管接头，完成辐射废热锅炉安装；包括以下步骤：

起吊辐射废热锅炉组件，当辐射废热锅炉落至壳体上端部时，通过旋转辐射废热锅炉

进行方位调整，重点调整废锅进出水口与壳体锻管方位；待辐射废热锅炉端部进入壳体后，

等分4点测量紧固装置与设备内壁之间的距离，通过吊钩微移调整组件与壳体的同轴度；

待废锅大致到位后，根据组件支座方位划出壳体上支座位置并焊接支座；

支座焊接完成后，将千斤顶放置于支座上，垂直落下废热锅炉组件至千斤顶上，利用千

斤顶调整辐射废热锅炉高度，查看辐射废热锅炉进出水口与壳体锻管方位及高度吻合情况

并做标记，从气化炉壳体测温管口进入，将测温凸台位置标记在废热锅炉组件上；吊出废热

锅炉组件，在标记位置处开孔并焊接测温凸台；

按试装时操作要点进行定位与调整，将辐射废热锅炉吊装到位后，紧固相关管口支撑

装置，通过调整千斤顶微调辐射废热锅炉高度，保证测温凸台中心与气化炉壳体锻管中心

线重合，以及辐射废热锅炉组件进出水口与气化炉管口在同一高度；

调整完成后，从人孔进入进行辐射废热锅炉吊耳的焊接，吊耳方位根据进出水管方位

合理安排，配合筒体与废锅圆度误差，切割吊耳与筒体焊接端部余量后焊接吊耳；吊耳焊接

完成后撤去千斤顶；

吊装气化炉壳体法兰及锥体组件，并对气化室锥体与废热锅炉辐射筒体上段进行组

焊；

通过试装膜式水冷壁确定水冷壁支座及引出管管口高度方位并进行标记，在地面进行

引出管焊接及水压试验后再进行正式安装，通过千斤顶精确调整膜式水冷壁组件高度并焊

接引出管与气化炉壳体锻管接头完成膜式水冷壁安装；

安装上、下小水冷盘管，吊装上封头组件并对上下小水冷盘管引出管进行焊接；

对辐射废热锅炉、膜式水冷壁进行整体水压试验，并修补安装过程中损坏的耐火衬里，

完成组合型气化炉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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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型气化炉安装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施工化工设备安装领域，具体涉及到“膜式水冷壁+废热锅炉+气

化炉”组合型气化炉（以下简称“组合型气化炉”）的分段吊装，分段组对焊接，内件安装，设

备安装检验等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炭气化是化工产品生产的第一步。公开资料显示，山西2800多亿吨煤炭储量中，

高灰、高硫、高灰熔点的“三高”煤约占1/3。长期以来，由于缺乏高效可靠的大型气化技术，

化工行业不得不花费巨资引进国外气化技术和装置，不仅要投入巨额技术使用费，而且进

口设备对“三高”煤水土难服。

[0003] 我公司施工的山西南耀集团昌晋苑焦化有限公司煤气化替代焦炉煤气综合利用

项目，建设规模70000Nm3/h。煤气化替代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主要包括煤制气装置、净化

装置等。本工程关键核心设备为组合型气化炉，所用组合型气化炉是世界首台采用“膜式水

冷壁+废热锅炉+气化炉”技术的组合型气化炉，气化炉最大直径近4  m，高约26m，总重400余

吨。

[0004] 该组合型气化炉核心部件辐射式蒸汽发生器能够有效避免国外同类技术存在的

堵渣和积灰问题；独特的结构设计减少了双面受热的布置比例，设备体积和投资减少。通过

回收高温合成气的热量，副产高温高压蒸汽等方式，提高气化炉的能源转化率。

[0005] 该组合型气化炉的安装为我国首套“膜式水冷壁+废热锅炉+气化炉”式气化炉安

装施工，对该型气化炉的推广及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顺利完成气化炉的安装，采用 “膜式水冷壁+废热锅炉+气化炉”式气化炉安

装施工方法，安全高效，节约了施工成本，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膜式水冷壁+废热锅炉+气化炉”组合型气化炉的安装施工

方法，其特征是通过对“膜式水冷壁+废热锅炉+气化炉”型气化炉的合理分段，按序到场，选

择满足要求的吊装机具，编制合理吊装顺序，对各段进行吊装，开放式进行设备内件安装，

使用正确的设备组对焊接工艺，完成组合型气化炉的安装。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组合型气化炉分段

[0009] 组合型气化炉分段从下到上依次为：辐射室下段组件、辐射筒体上段、辐射废热锅

组件、膜式水冷壁组件、气化炉壳体法兰及锥体组件、上封头组件及烧嘴法兰组件。

[0010] 吊装方案比选

[0011] 传统气化炉吊装一般采用大型起重机整体吊装，采用整体吊装时，气化炉总重将

达到406t，主吊起重机械需使用徐工XGC16000(1250t)，QUY350进行溜尾。此种方法机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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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消耗大，经济效益低下，故不适合采用该方法进行气化炉的安装。

[0012] 本发明的组合型气化炉采用分段形式进行吊装。采用分段吊装能很好的完成气化

炉安装工程，降低施工成本。

[0013] 组合型气化炉分段成A、B、C、D、E和F段吊装

[0014] A段为废热锅炉辐射室下段组件，B段为废热锅炉辐射筒体上段，C段为废热锅炉内

件组件，D段为气化炉壳体法兰及锥体组件，E段为膜式水冷壁组件，F段为上封头组件及烧

嘴法兰组件。

[0015] 各分段中，A段重量最大，对A段进行吊装核算。选用双机抬吊法进行吊装，所述双

机抬吊法即利用500t履带式起重机为主吊，150t履带式起重机进行溜尾。

[0016] 1、吊装受力计算

[0017] 根据：起重机的吊装载荷

[0018]

[0019] P：起重机的吊装载荷；F：设备重量；

[0020] q：吊具、索具、工器具、平台等重量之和；

[0021] K1：动载系数，取1.1；

[0022] （1）QUY500履带式起重机主吊就位时的受力计算：

[0023] P=(F+q)K1  =(137+9.66+1)×1.1=147.66t

[0024] 选用450t吊钩，重9.66t，钢丝绳索具重1t，查起重机主臂工况性能表：选取SHB工

况，主臂60m，就位作业半径为18m，超起半径16m,超起平衡重120t,起重能力为197t。

[0025] 满足施工安全要求。

[0026] （2）溜尾吊车受力计算：

[0027] 根据静力学平衡原理，列如下方程：

[0028] F1+F2=G

[0029] F1=F2

[0030] 解得：F2=68.5t  F1=68.5t

[0031] 式中：  G——设备吊装重量，G=137t

[0032] F1——设备水平时主吊吊车受力，

[0033] F2——设备水平时溜尾吊车受力。

[0034] 开始起吊时溜尾吊车的最大受力为：

[0035] P2＝(F2＋g′)K1K2＝(68.5＋5)×1.1×1.1＝89t

[0036] g′——溜尾起重机吊钩重4.5t和机索具的0.5t的总重量为5t

[0037] K1：动载系数，取1.1  K2：不平衡系数，取1.1

[0038] 查QUY150型起重机主臂工况性能表：选取HB工况，主臂19m，就位作业半径为5m，起

重能力为150t。

[0039] 满足施工安全要求。

[0040] （3）主吊钢丝绳选取：

[0041] 主吊钢丝绳选择φ52-6×37（a）-1670两根，每根36m，单根破断力149t，每根两弯

四股。钢丝绳弯曲折减系数取0.83，根据主吊受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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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主吊钢丝绳的安全系数为n

[0043] n=149×8×0.83÷235=6.7倍

[0044] 符合规范要求的6～10倍的安全倍率。

[0045] （4）溜尾钢丝绳选择:

[0046] 选择φ46-6×37(a)-1670两根，其单根破断力为117t，采用两弯四股，绳长40m，取

钢丝绳弯曲折减系数为0.83，根据溜尾受力计算：

[0047] 钢丝绳的安全系数为n

[0048] n=117×8×0.83÷68.5=11.34倍

[0049] 符合规范要求的6～10倍的安全倍率。

[0050] 2、地基处理

[0051] （1）QUY500型500t履带式起重机最大对地压强计算

[0052] ①对地压力计算

[0053] QUY500吊车作业相关数据：SHB工况，吊车配置60m主臂，自重约450t，超起配重重

120t，气化炉最大分段重137t，吊装机索具重10.66t。下方铺设6块路基板，6块路基板重6×

5=30t。则对地压力F为：

[0054] F=(450+120+137+10.66+30)*1.1=822.426t

[0055] ②对地压强计算

[0056] 500t履带吊两条履带下共铺设6块路基板，路基板尺寸为6m×2.2m，路基板总面积

A为：

[0057] A=6*22*6=792m2

[0058] 则吊装时路基板对地压强Pk为：

[0059]

[0060] ③地基处理强度

[0061] 地基处理强度P为：

[0062]

[0063] 对地基进行回填夯实，经对地面密实度验收，合格后进行吊装。

[0064] 2、施工方法

[0065] （1）在地面进行A段即辐射室下段组件的下锥体（件1）与辐射室下段筒体（件2）的

组对工作，将水冷壁下小水冷盘管、合成气出口内件、排污管放置于组件A中，在组件A上焊

接临时支座，将组件A吊装就位。

[0066] （2）吊装B段即辐射筒体上段，对A段与B段进行定位焊接，将气化炉正式支座焊接

在设备上。

[0067] （3）进行C段即辐射废热锅炉组件的吊装。

[0068] （4）吊装D段即气化炉壳体法兰及锥体组件（它为气化炉的部件），完成组对焊接。

[0069] （5）吊装E段即膜式水冷壁组件。

[0070] （6）安装水冷壁上冷却盘管，并吊装封头组件及烧嘴法兰组件（即F段）。

[0071] 辐射废热锅炉组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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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辐射废热锅炉组件试装

[0073] 辐射废热锅炉组件试装的目的：1、确定辐射废热锅炉壳体支撑座方位及高度。2、

确定辐射废热锅炉进出水口与壳体锻管方位及高度。3、确定各管口测温凸台的位置。

[0074] 起吊辐射废热锅炉组件，当辐射废热锅炉落至壳体上端部时，通过旋转辐射废热

锅炉进行方位调整，重点调整废锅进出水口与壳体锻管方位。待辐射废热锅炉端部进入壳

体后，等分4点测量紧固装置与设备内壁之间的距离，通过吊钩微移调整组件与壳体的同轴

度。待废锅大致到位后，根据组件支座方位划出壳体上支座位置并焊接支座。

[0075] 支座焊接完成后，将千斤顶放置于支座上，垂直落下废热锅炉组件至千斤顶上，利

用千斤顶调整辐射废热锅炉高度，查看辐射废热锅炉进出水口与壳体锻管方位及高度吻合

情况并做标记，从气化炉壳体测温管口进入，将测温凸台位置标记在废热锅炉组件上。吊出

废热锅炉组件，在标记位置处开孔并焊接测温凸台。

[0076] 辐射废热锅炉组件正式安装

[0077] 按试装时操作要点进行定位与调整，将辐射废热锅炉吊装到位后，紧固相关管口

支撑装置。通过调整千斤顶微调辐射废热锅炉高度，保证测温凸台中心与气化炉壳体锻管

中心线重合，以及辐射废热锅炉组件进出水口与气化炉管口在同一高度。

[0078] 调整完成后，从人孔进入进行辐射废热锅炉吊耳的焊接，吊耳方位根据进出水管

方位合理安排，配合筒体与废锅圆度误差，切割吊耳与筒体焊接端部余量后焊接吊耳。吊耳

焊接完成后撤去千斤顶。

[0079] 内部配管

[0080] （1）出水口共6件，从气化炉壳体管口锻管处伸入，与辐射废热锅炉上集箱管口组

对。

[0081] （2）进水口共9件，从气化炉壳体管口锻管处伸入，与辐射废热锅炉进水口、弯头组

对。

[0082] （3）采用砂轮机打磨排污管管端两端坡口后，根据管口实际位置进行调整后组对、

点焊，接管一端与下集箱管接头对接焊，另一端从壳体锻管外伸与法兰进行焊接。

[0083] 膜式水冷壁组件

[0084] 膜式水冷壁组件试装

[0085] 膜式水冷壁组件试装的目的：确定水冷壁的纵向膨胀量；水冷壁导流件的定位开

孔；水冷壁汽水进出水管与气化炉方位、高度的定位确定；膜式水冷壁与辐射废热锅炉之间

的距离，保证膜式水冷壁下盘管能顺利安装。

[0086] 起吊膜式水冷壁组件，当膜式水冷壁下落至壳体法兰前时，通过旋转膜式水冷壁

组件进行方位调整，大体对正后缓慢下落，膜式水冷壁端部进入壳体后，等分4点测量紧固

装置中的加强圈与设备内壁之间的距离，并通过吊钩微移调整水冷壁与壳体的同轴度。垂

直下落组件至水冷壁外伸法兰位置，确定耳座方位及高度后焊接耳座，置千斤顶与焊接好

的耳座上，将水冷壁组件落在千斤顶上，利用千斤顶调整膜式水冷壁的高度。调整到位后，

从壳体温度计口进入，标记导流件位置。吊出水冷壁，随后进行导流件开孔、焊接、消氢、局

部热处理及无损检测工作。

[0087] 膜式水冷壁组件正式安装

[0088] 将安装好导流件的水冷壁组件再次放置于支座千斤顶上，调整高度后紧固管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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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件。提前对上封头组件F（不包括烧嘴法兰）做好00方位标记，螺栓应跨中均布，并将垫片

提前放置在组件D上。将定位销对称4点穿在上封头组件F上螺栓孔中。起吊上封头组件F至

设备法兰上方，方位大致对正后，定位销穿入螺栓孔中缓缓下落。对称紧固设备主螺柱，分

三遍进行，每遍起点错开1200；螺栓紧固完成后记录螺柱预紧力。紧固完毕后，通过千斤顶

微调水冷壁高度，保证导流件中心与温度计口中心在同一高度上，再次检查水冷壁进出水

管口高度及方位。从上封头凸缘口进入设备内部，根据实际高度尺寸确定水冷壁吊耳尺寸，

割去吊耳板余量后，进行膜式水冷壁吊耳与封头凸缘焊接。

[0089] 内部配管

[0090] （1）膜式水冷壁汽水进出口及排污口与气化炉壳体锻管组焊。

[0091] （2）膜式水冷壁下水冷盘管装配

[0092] 1）盘管试装：从气化炉下部人孔进入辐射废热锅炉内部，从下往上搭设平台至离

废锅上部约500mm处，利用倒链将下水冷盘管放置在平台上，开始进行试装配，保证下水冷

盘管伸出膜式水冷壁，并调整盘管与水冷壁同轴度，合格后筋板点焊固定。从上部人孔进入

设备内部，根据下水冷壁进出口管方位划出盘管接头位置并进行标记。将下水冷盘管取出

并开孔焊接盘管接头。焊口经热处理后进行水压试验，试验压力15.76MPa，合格后正式安

装。

[0093] 2）正式安装：按试装时所用方法调整下水冷壁方位及高度符合要求后，点焊固定。

从封头中心孔进入膜式水冷壁内部，装配并焊接下水冷盘管支撑件。

[0094] 3）下水冷盘管进出口内部配管：利用铁丝在设备内部预弯制形状，根据铁丝弯制

形状分段弯制接管，将弯管从气化炉对应管口穿入，另一端进行组对配管。

[0095] （3）膜式水冷壁上水冷盘管装配

[0096] 上部水冷盘管应在烧嘴法兰就位前安装到位，对烧嘴法兰进行加固件角钢焊接，

完成后吊装烧嘴法兰，并使上部小水冷盘管接管穿过气化炉烧嘴法兰预留孔，焊接接管与

法兰焊接接头，并对接头进行无损检测及热处理。

[0097] 水压试验

[0098] （1）膜式水冷壁整体水压试验：待膜式水冷壁汽水进出口及排污口与外部连接管

道连接好后，以11.82MPa试验压力进行整体水压试验，具体为：当设备壁金属温度与液体温

度接近时，方可缓慢升压至设计压力8.5MPa，确认无泄漏后继续升压至规定的试验压力

11.82MPa后，保压30分钟，然后对导流件与水冷壁焊接接管焊接接头处目视渗漏检查，确认

无渗漏，然后将压力降至设计压力，并保压足够长时间（≧30分钟）。

[0099] （2）辐射废热锅炉整体水压试验：待辐射废热锅炉所有接管与外部接管管道连接

好后，以15MPa试压压力进行整体水压试验。水压试验时，应严格控制水中的氯离子含量不

超过25mg/L，具体为：当设备壁金属温度与液体温度接近时，方可缓慢升压至设计压力

11MPa，确认无泄漏后继续升压至规定的试验压力15MPa后，保压30分钟，然后对各引出管与

辐射废热锅炉焊接接管焊接接头处目视渗漏检查，确认无渗漏，然后将压力降至设计压力，

并保压足够长时间（≧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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