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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

方法，属于热力试验技术领域，包括对第一氧量

表和第二氧量表进行校正，使第一氧量表和第二

氧量表的初始读数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记录第

一氧量表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氧量表的第二

误差值k2；用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测试得的

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

器出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Y，得到空气预热器入口

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

修正值O′Y；计算得到空气预热器的漏风率AL。本

发明提供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测得的

空气预热器的漏风率更能贴近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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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对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进行校正，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的初始读数在误差允

许的范围内，记录第一氧量表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氧量表的第二误差值k2；

根据记录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以及用所述第一氧量表和所述第二氧量表

测试得的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Y，得到空

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

根据所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所述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

OY′，计算得到空气预热器的漏风率AL。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空气预

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计算得到空气预热器

的漏风率AL的计算公式为：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记录的第一

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以及用所述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测试得的空气预热器入口

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Y，得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

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包括：

根据记录的所述第一氧量表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氧量表的第二误差值k2，得到所述

第一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和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误差值k1＝

0，所述第二误差值k2≠0；

所述根据记录的所述第一氧量表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氧量表的第二误差值k2，得到

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和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包括：

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为：O表1＝O表1，

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为：O表2＝O表1+k2。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测得空气预热器入口

的氧含量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包括：

用所述第一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处的氧含量OY表1，

用所述第二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入口处的氧含量OX表2。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记录的第一

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以及用所述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测试得的空气预热器入口

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Y，得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

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包括：

根据第二误差值k2、空气预热器入口处氧含量的测试值OX表2以及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

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OX′，所述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氧含

量修正值OX′计算公式为：

OX′＝OX表1+k2,

根据第一误差值k1、空气预热器出口处氧含量的测试值OY表1以及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

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OY′，所述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307573 A

2



量修正值OY′计算公式为：

OY′＝OY表1。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测得空气预热器入口

的氧含量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包括：

用所述第一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入口处的第一氧含量OX表1
1，用所述第二氧量

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处的第一氧含量OY表2
1，同时测量第一时间t1；

用所述第一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处的第二氧含量OY表1
1，用所述第二氧量

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入口处的第二氧含量OX表2
1，同时测量第二时间t2。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记录的第一

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以及用所述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测试得的空气预热器入口

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Y，得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

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包括：

根据第一误差值k1、第二误差值k2、空气预热器的入口处的第一氧含量OX表1
1、空气预热

器的入口处的第二氧含量OX表2
1、第一测量时间t1、第二时间t2、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的修

正公式以及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

根据第一误差值k1、第二误差值k2、、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处的第一氧含量OY表2
1、空气预热

器的出口处的第二氧含量OY表1
1、第一测量时间t1、第二时间t2、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的修

正公式以及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

OY′。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预热器入口

处的氧含量修正值X′的计算公式为：

所述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Y′的计算公式为：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时间t1与所

述第二时间t2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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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热力试验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型火电发电厂为监测空气预热器的运行状况，每隔一段时间需进行一次空气预

热器漏风率测试，空预器漏风率测试已成为较为频繁的电厂锅炉试验项目。

[0003] 目前，空预器漏风率测试多采用就地网格法测量，在空气预热器尾部烟道的入口

烟道内，按等截面划分原则设置烟气取样管，校正烟气分析仪使其初始读数在误差范围内，

用乳胶管将取样管与校正后的烟气分析仪连接，测量分析空气预热器尾部烟道入口及出口

烟气中的氧含量。

[0004] 然而即使将测试仪器进行校正，现有的测试方法测得的空气漏风率测试值与实际

值仍有一定偏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进

行空气漏风率测试时不考虑测量仪器初始读数误差引起的空气漏风率测试值与真实值有

偏差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

法，包括对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进行校正，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的初始读数在误

差允许的范围内，记录第一氧量表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氧量表的第二误差值k2；

[0007] 根据记录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以及用所述第一氧量表和所述第二氧

量表测试得的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Y，得

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

[0008] 根据所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所述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

正值OY′，计算得到空气预热器的漏风率AL。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根据所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

的氧含量修正值OY′，计算得到空气预热器的漏风率AL的计算公式为：

[0010]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根据记录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以及用所述第一氧量表

和第二氧量表测试得的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测

试值OY，得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包

括：

[0012] 根据记录的所述第一氧量表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氧量表的第二误差值k2，得到

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和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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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误差值k1＝0，所述第二误差值k2≠0；

[0014] 所述根据记录的所述第一氧量表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氧量表的第二误差值k2，

得到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和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包括：

[0015] 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为：O表1＝O表1，

[0016] 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为：O表2＝O表1+k2。

[0017] 进一步地，测得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包括：

[0018] 用所述第一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处的氧含量OY表1，

[0019] 用所述第二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入口处的氧含量OX表2；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根据记录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以及用所述第一氧量表

和第二氧量表测试得的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测

试值OY，得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包

括：

[0021] 根据第二误差值k2、空气预热器入口处氧含量的测试值OX表2以及所述第二氧量表

测试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OX′，所述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

氧含量修正值OX′计算公式为：

[0022] OX′＝OX表1+k2,

[0023] 根据第一误差值k1、空气预热器出口处氧含量的测试值OY表1以及所述第一氧量表

测试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OY′，所述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

氧含量修正值OY′计算公式为：

[0024] OY′＝OY表1。

[0025] 进一步地，测得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包括：

[0026] 用所述第一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入口处的第一氧含量OX表1
1，用所述第二

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处的第一氧含量OY表2
1，同时测量第一时间t1；

[0027] 用所述第一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处的第二氧含量OY表1
1，用所述第二

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入口处的第二氧含量OX表2
1，同时测量第二时间t2。

[0028] 进一步地，所述根据记录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以及用所述第一氧量表

和第二氧量表测试得的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测

试值OY，得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包

括：

[0029] 根据第一误差值k1、第二误差值k2、空气预热器的入口处的第一氧含量OX表1
1、空气

预热器的入口处的第二氧含量OX表2
1、第一测量时间t1、第二时间t2、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

的修正公式以及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

OX′，

[0030] 根据第一误差值k1、第二误差值k2、、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处的第一氧含量OY表2
1、空气

预热器的出口处的第二氧含量OY表1
1、第一测量时间t1、第二时间t2、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

的修正公式以及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修正

值OY′。

[0031] 进一步地，所述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X′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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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0033] 所述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Y′的计算公式为：

[0034]

[003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时间t1与所述第二时间t2相等。

[0036] 本发明提供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的有益效果在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

申请提供了一种测试空气预热器漏风率的测试方法，本申请在测试准备阶段对第一氧量表

和第二氧量表进行校正，使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的初始读数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并

记录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的误差值，使用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同时测试空气预热

器入口和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得到同一时间段内空气预热器入口和空气预热器的出口的氧

含量，在将空气预热器入口氧含量和空气预热器的出口的氧含量测试值带入空气预热器漏

风率计算公式前，根据记录的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的误差值对空气预热器入口氧含量

和空气预热器的出口的氧含量进行修正，使用修正后的空气预热器入口氧含量和空气预热

器的出口的氧含量计算空气预热器的漏风率，测试精确，更能接近漏风率的实际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使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及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明白，对本发

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

于限定本发明。

[0038] 现对本发明提供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进行说明。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

方法，包括对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进行校正，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的初始读数在

误差允许的范围内，记录第一氧量表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氧量表的第二误差值k2；

[0039] 根据记录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以及用所述第一氧量表和所述第二氧

量表测试得的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Y，得

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

[0040] 根据所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所述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

正值OY′，计算得到空气预热器的漏风率AL。

[0041] 所述根据所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

正值OY′，计算得到空气预热器的漏风率AL的计算公式为：

[0042]

[004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提供了一种测试空气预热器漏风率的测试方法，本申请

在测试准备阶段对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进行校正，使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的初始

读数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并记录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的误差值，使用第一氧量表和

第二氧量表同时测试空气预热器入口和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得到同一时间段内空气预热器

入口和空气预热器的出口的氧含量，在将空气预热器入口氧含量和空气预热器的出口的氧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09307573 A

6



含量测试值带入空气预热器漏风率计算公式前，根据记录的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的误

差值对空气预热器入口氧含量和空气预热器的出口的氧含量进行修正，使用修正后的空气

预热器入口氧含量和空气预热器的出口的氧含量计算空气预热器的漏风率，测试精确，更

能接近漏风率的实际值。

[0044] 作为本发明提供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根据记

录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以及用所述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测试得的空气预

热器入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Y，得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

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包括：

[0045] 根据记录的所述第一氧量表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氧量表的第二误差值k2，得到

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和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

[0046] 所述第一误差值k1＝0，所述第二误差值k2≠0；

[0047] 所述根据记录的所述第一氧量表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氧量表的第二误差值k2，

得到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和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包括：

[0048] 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为：O表1＝O表1，

[0049] 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为：O表2＝O表1+k2。

[0050] 考虑到第一氧量表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氧量表的第二误差值k2，可以得到一个

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的读数换算关系式，即O表1-k1＝O表2-k2，可以根据这个换算关系

式，用其中一个氧量表的读数来表示另外一个氧量表的读数，这样就可以从理论上计算每

中测试方法所测到的漏风率AL之间的偏差；可选地，本实施例中将第一氧量表的初始读数

归零，第二氧量表的读数误差k2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那么第二氧量表的读数可以用第一

氧量表的读数来表示，即O表2＝O表1+k2。

[0051] 作为本发明提供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测得空气预

热器入口的氧含量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包括：

[0052] 用所述第一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处的氧含量OY表1，

[0053] 用所述第二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入口处的氧含量OX表2；

[0054] 相应地，所述根据记录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以及用所述第一氧量表和

第二氧量表测试得的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测试

值OY，得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包

括：

[0055] 根据第二误差值k2、空气预热器入口处氧含量的测试值OX表2以及所述第二氧量表

测试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OX′，所述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

氧含量修正值OX′计算公式为：

[0056] OX′＝OX表1+k2,

[0057] 根据第一误差值k1、空气预热器出口处氧含量的测试值OY表1以及所述第一氧量表

测试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OY′，所述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

氧含量修正值OY′计算公式为：

[0058] OY′＝OY表1。

[005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测量空气预热器漏风率的测试方法，将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

表校正，使第一氧量表的初始读数归零，第二氧量表的初始读数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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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量表测试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第二氧量表测试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氧含量，第

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同时测试并取读数，将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的读数分别通过第

一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修正后，计算得到空气预热器的漏风率。

[0060] 理论上讲，本实施例测得的空气预热器的第一漏风率的表达式为：

[0061]

[0062] 作为对比，本申请提供另外一种测试方法，测得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和空气

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包括：

[0063] 用所述第一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入口处的氧含量OX表1，

[0064] 用所述第二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处的氧含量OY表2；

[0065] 相应地，所述根据记录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以及用所述第一氧量表和

第二氧量表测试得的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测试

值OY，得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包

括：

[0066] 根据第一误差值k1、空气预热器入口处氧含量的测试值OX表1以及所述第一氧量表

测试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OX′，所述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

氧含量修正值OX′计算公式为：

[0067] OX′＝OX表1,

[0068] 根据第二误差值k2、空气预热器出口处氧含量的测试值OY表2以及所述第二氧量表

测试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OY′，所述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

氧含量修正值OY′计算公式为：

[0069] OY′＝OY表1+k2。

[0070] 本实施例提供另一种测量空气预热器漏风率的测试方法，将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

量表校正，使第一氧量表的初始读数归零，第二氧量表的初始读数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第

一氧量表测试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氧含量，第二氧量表测试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

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同时测试并取读数，将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的读数分别通过

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修正后，计算得到空气预热器的漏风率。

[0071] 理论上讲，本实施例测得的空气预热器的第二漏风率的表达式为：

[0072]

[0073] 作为本发明提供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测试方法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测得空气预

热器入口的氧含量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包括：

[0074] 用所述第一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入口处的第一氧含量OX表1
1，用所述第二

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处的第一氧含量OY表2
1，同时测量第一时间t1；

[0075] 用所述第一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处的第二氧含量OY表1
1，用所述第二

氧量表测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入口处的第二氧含量OX表2
1，同时测量第二时间t2。

[0076] 所述根据记录的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以及用所述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

量表测试得的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测试值OY，得

到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X′和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氧含量修正值OY′，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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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根据第一误差值k1、第二误差值k2、空气预热器的入口处的第一氧含量OX表1
1、空气

预热器的入口处的第二氧含量OX表2
1、第一测量时间t1、第二时间t2、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

的修正公式以及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入口的氧含量修正值

OX′，

[0078] 根据第一误差值k1、第二误差值k2、、空气预热器的出口处的第一氧含量OY表2
1、空气

预热器的出口处的第二氧含量OY表1
1、第一测量时间t1、第二时间t2、所述第一氧量表测试值

的修正公式以及所述第二氧量表测试值的修正公式计算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修正

值OY′。

[0079] 所述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X′的计算公式为：

[0080]

[0081] 所述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修正值Y′的计算公式为：

[0082]

[0083] 可选地，所述第一时间t1与所述第二时间t2相等。

[0084] 本实施例提供再一种测量空气预热器漏风率的测试方法，将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

量表校正，使第一氧量表的初始读数归零，第二氧量表的初始读数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第

一氧量表测试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氧含量，第二氧量表测试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

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同时在第一时间t1内测试并取读数，然后，将第一氧量表和第二

氧量表的位置对调，用第一氧量表测试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用第二氧量表测试空

气预热器入口处的氧含量，同时测量第二时间t2并取读数，将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的

读数分别通过第一误差值k1和第二误差值k2修正后，分别计算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氧含量

平均值和出口处的氧含量平均值，根据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氧含量平均值和出口处的氧含

量平均值计算得到空气预热器的漏风率。

[0085] 理论上，本实施例测得的空气预热器的第三漏风率的表达式为：

[0086]

[0087] 可选地，当第一时间t1与所述第二时间t2相等时，空气预热器的第三漏风率的表达

式为：

[0088] 如果将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均校正归零，那么，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两

个表的读数可认为是相等可互换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标准值的理论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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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本申请提供了三种考虑第一氧量表和第二氧量表读数误差的测试方法，相较于不

考虑测试误差的测试方法，漏风率的测试结果更为精确。

[0090] 现在比较第一漏风率、第二漏风率和第三漏风率与理论漏风率的误差大小。

[0091] 第一漏风率与理论漏风率的第一误差值为：

[0092]

[0093] 第二漏风率与理论漏风率的第二误差值为：

[0094]

[0095] 第三漏风率与理论漏风率的第三误差值为：

[0096]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的

OX表1
1、OX表2

1、OY表1
1和OY表1

1中的角标“1”只是为了与其他实施例中的OX表1、OX表2、OY表1和OY表1做区

分。

[0097] 通过比较第一漏风率与理论漏风率的第一误差值Q1与第三漏风率与理论漏风率

的第三误差值Q3得到，当OY表1大于等于13.93时，Q3≥Q1，当OY表1小于13.93时，Q3＜Q1，也就是

说，在进行空预器漏风率实验时，当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小于13.93％时，我们可以

采用第三漏风率所对应的测试方法进行漏风率测试，当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大于等

于13.93％时，我们可以采用第一漏风率所对应的测试方法进行漏风率测试；

[0098] 通过比较第二漏风率与理论漏风率的第二误差值Q2与与第三漏风率与理论漏风

率的第三误差值Q3得到 当21-0.5k2-0.5(OX表1+

OY表1)>0时，Q2>Q3，即当OX表1+OY表1＜42-k时，第三漏风率所对应的测试方法的误差值小于第二

漏风率所对应的测试方法的误差值；而在空气预热器漏风率的实际测试中，入口处和出口

处的氧含量不可能大于20％，且氧量表的满量程为21，k2在满量程的±1％之间，所以能保

证OX表1+OY表1＜42-k，也就是说，在实际测试中，第三漏风率所对应的测试方法的误差值始终

小于第二漏风率所对应的测试方法的误差值。

[0099] 综上所述，如果有一个氧量表的初始读数归零，另一个氧量表的初始读数在误差

允许的范围内，当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小于13.93％时，可以采用第三漏风率所对应

的测试方法进行漏风率测试，当空气预热器出口处的氧含量大于等于13.93％时，可以采用

第一漏风率所对应的测试方法进行漏风率测试。

[010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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