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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换热器技术附件（现场蒸汽）

一、概况

物资名称 监测换热器

品牌 新春晖

型号 JHQ-ⅡZ

制造商/国别 江苏春晖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中国

配置 详见附件 1配置表

二、技术说明
1、物理特征

1. 设备主体尺寸（长×宽×高）：1300×750×1100mm 框式组合体。

2. 电控柜尺寸（宽×高×深）：600×1800×500mm。

3. 设备布置空间（长×宽×高）：3500×2800×2500mm 参考平面布置图摆放或者用户根

据实际情况调整布置。

4. 设备总重量：约 200kg，加水后运行总重量约 300 公斤。

5. 电源：标准市电 AC220V，50HZ，1KW。

6. 使用现场低压饱和蒸汽作为试管热交换的热源，蒸汽消耗量大约 35KG/H，蒸汽与试管

换热后产生的蒸汽凝结水经过疏水阀后排空。

7. 试管用水由循环给水管引入，用量 1908L/H，出水回到水池。

8. 压力降监测管用水由循环回水管引入，用量 1100L/H，出水回到水池。

9. 仪表探头用水由设备内部水管引入，用量 60L/H，出水回到水池。

10. 补充水由生产水或者其他水源引入，用量 60L/H，出水回到水池。

2、环境参数

1. 工作温度：0-40℃

2. 存储温度：-15~45℃

3. 相对湿度：最大 80%

4. 防尘防水等级：无

5. 磁场、辐射、照射环境要求：无

6. 其他要素：满足实验室设备使用要求。

7. 用户自备天平、烘箱、桌椅、柜子、空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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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硬件

(1) 主机部分：

1．监测换热器完全满足 HG/T2160-2008《冷却水动态模拟试验方法》、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企业标准 Q/SH 0725.1-2017《循环水处理效果监控方法 第 1部分：监测换热器》等相

关文件的要求。

2．监测换热器进水从循环水系统的给水总管上接出，压力降监测管进水为循环水回水，

出水予以回收。

3．监测换热器不应露天放置，应满足仪器仪表的环境要求，应预留试管拆卸和设备检修

的空间。

4．监测换热器和压力降监测管界区内的管路、阀门及管件应选用耐蚀能力不低于

0Cr18Ni9（S30408）的不锈钢材质，管线低位设置排水口。

5．测试仪器和设备，包括烘箱、天平，以及清洗、剖开和观测试管的有关设备和器具由

用户自备，不在供货范围内。

6．主体支架与底座：一体式框式结构，镀锌方管材质，安装有蒸汽减压阀、蒸汽调节阀、

蒸汽疏水阀、蒸汽压力表、监测换热器、挂片器、转子流量计、电磁流量计、循环水调节阀、

双金属温度计、温度传感器、腐蚀速率传感器、压力降监测管、压差计等，底座后面依次排

列着全部进出口法兰，在进水口处配有 Y型过滤器，滤网孔径φ4mm。

7．监测换热器：圆柱形筒体结构，水平放置，焊接在主体支架上面，材质为 S30408 不

锈钢，规格为φ133×1310mm。筒体内置 3根试管，试管为带编号的无缝金属直管，材质与循

环水系统内换热器主材质相同，20#钢作为通用试材。试管规格为外径φ19×2×1250mm，成

正三角形排列，中心距 31mm。单根试管有效长度 1177mm，换热面积 0.055 ㎡，流量 636L/H，

流速 1m/s，总换热面积 0.165 ㎡，总流量 1908L/H。试管内部走水，外部由饱和蒸汽对其加

热，模拟热交换运行工况。常用试管材质有碳钢、不锈钢、铜等，其中碳钢和铜试管需要在

外表面镀铬处理，镀铬厚度不小于 50um，内孔光滑无锈蚀。试管在储运过程中有防潮防锈措

施。

8．挂片器：配备于监测换热器出水侧，外壁透明，且避免阳光直射，可以悬挂Ⅰ型或Ⅱ

型试片，试片满足 HG/T 3523 要求，材质与循环水系统内换热器主材质相同，20#钢作为通

用试材，每种材质试片不应少于两片，试片悬挂方向与水流一致，试片与挂片器内壁不直接

接触，试片与试片架间距不小于 3mm，试片与试片间距不小于 15mm。挂片器内径φ40mm，L 形

结构，筒体材质为透明 UPVC，内部挂片架为环氧棒和四氟螺丝螺母组成，上盖为灰色 UPVC 材

质，内嵌橡胶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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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压力降监测管：采用内径φ16 mm 的 0Cr17Ni12Mo2（S31608）不锈钢直管，有效长度

为 1200mm，两端各配备不小于 300 mm 的 0Cr17Ni12Mo2（S31608）不锈钢直管。配备横河品

牌的压差计，量程 0-20kPa，精确到 0.01kPa，4~20mA 信号输出。

10．电控柜：规格 600×500×1800mm，碳钢喷塑材质。内置 PH 仪、ORP 仪、电导率仪、

浊度仪、余氯仪、荧光示踪仪（药剂浓度仪）、腐蚀速率仪、PLC、触摸屏等仪器仪表，是整

台设备核心控制系统、信号传输系统所在。

11．温度检测元件：试管进出口温度和蒸汽温度全部采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在线检测，

4~20mA 信号输出，进口温度、出口温度量程 20~70℃，蒸汽温度量程 50~120℃，控制精度±

0.1℃，温差达到 10±1℃。蒸汽温度由 PLC 自动控制运行，恒定不变。另外，同时配有双金

属温度计，蒸汽进口管侧安装了压力表。

12．循环水流量检测元件：流经试管和压力降监测管的循环水均采用电磁流量计在线监

测，型号 LD-15、LD-10，量程 0.3~10m³/H，测量精度±0.5%，电压 AC220V，4~20mA 信号输

出。循环水流量由 PLC 自动控制运行，恒定不变。同时配有塑料转子流量计。

13．电动调节阀：采用美国江森品牌电动调节阀，开度 0~100%由 PLC 自动调节控制。

14．PH、ORP、电导率、浊度、余氯测量采用哈希、E+H 品牌在线检测仪表。大品牌，档

次高，使用寿命长，工作稳定可靠，4~20mA 信号输出。

15．药剂浓度：采用新春晖品牌的荧光示踪探头，在线检测缓蚀阻垢剂浓度，型号 CHSZ-

Ⅱ，量程 0~100ppm，4~20mA 信号输出，指导加药。

16．在线腐蚀速率仪：采用美国 C0SASC0 9030 PLUS 在线腐蚀速率仪, 配备 7012 双电极

探头和碳钢电极 1对。

17．PLC 和触摸屏：采用德国西门子 PLC，型号 S7-200 SMART，配套上海繁易 10 寸彩色

触摸屏，型号 FE6100WE，就地 PLC 触摸屏和远程 DCS 可以双向控制设备运行，下位机可脱离

上位机自主运行，具备断电保护功能，可以防止病毒侵入和主机死机造成数据丢失。可以扩

展至物联网，手机 APP 控制。

18．巡检控制频率：实时连续控制，采集数据频率至少 2小时 1次，可调节。

19．设备具备扩展功能：提供药剂浓度信号控制缓蚀阻垢剂加药泵、提供 PH 信号控制加

酸泵、提供余氯信号控制杀菌剂加药泵、提供电导率信号控制排污阀，声光报警功能。

(2) 配件部分：详见附件配置表。

(3) 工作原理：

本设备采用监测换热器、压力降监测管和在线腐蚀速率仪等设施，综合评定循环水处理

效果。监测换热器以工业低压饱和蒸汽为热介质，以循环水为冷却介质，在规定循环水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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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进出水温差、蒸汽温度和材料材质等条件下，根据监测周期内试管质量变化计算腐蚀速

率和粘附速率（污垢沉积速率），根据在线监测的温度和流量等数据计算热阻。压力降监测

管在流量恒定条件下，根据压差变化在线监测生物黏泥附着情况。在线监测数据实现实时远

传，再集合 PH、ORP、电导率、浊度、余氯、药剂浓度、腐蚀速率等在线监测仪表，根据监测

的数据来评定循环水系统投加药剂的性能，调整循环水化学处理方案，确保循环水系统长期

稳定运行。

4、软件

中文操作系统，可以接收、显示、远传各项在线检测参数，可以将相关参数带入计算公

式，得出热阻、粘附速率、腐蚀速率、浓缩倍数、温差并显示和远传，查看各参数变化曲线，

打印数据报表。

5、质量标准及法规遵从

1．质量标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标准 Q/SH 0725.1-2017《循环水处理效果监控

方法 第 1部分：监测换热器》、HG/T2160-2008 冷却水动态模拟试验方法

2．其他要素：择优选用国标、部标、行业标准。对从国外引进材料按国际标准或引进国

标准及公司标准，所有标准以最新版本为准。

ASME B36.1 《不锈钢管标准》

GB1800-1803 《公差与配合》

JB/T4735-1997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GB12771 《液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

GB3181 《漆膜颜色标准样本》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

IEC85 《电气绝缘的耐热评价和分级》

GBJ 50093 《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SHJ 3019 《石油化工企业仪表配管配线设计规范》

SHJ 3521 《石油化工企业仪表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噪声: SH3024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保护设计技术规范》

IEC439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成套装置》

HG20592～20635-2009 《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

GB/T13927-2008 《工业阀门压力试验》

HG JQ13.1-1998 《化工防腐标准》

JB932-1999 《水处理设备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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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5464-1995 《仪器仪表通用包装技术要求》

GB50050-2017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HG/T20524-2006 《化工企业循环冷却水处理加药装置设计统一规定》

6、技术资料

1. 装箱单 1份。

2. 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1份。

3. 重要部件及仪表使用说明书 1 份。

4. 出厂检测报告 1份。

5. 合格证 1份。

6. 保修单 1份。

7. 软件安装包 1份。

8. 外形图 1份。

9. PID 图 1 份。

10. 配管图 1份。

11. 电气原理图 1份。

12. 接线端子图 1份。

13. 其他资料根据客户需要协商决定。

7、技术指标

序号 流体介质 管程 循环冷却水

壳程 饱和蒸汽

1 蒸汽压力 Mpa 饱和蒸汽

2 蒸汽热负荷 Kcal ≤27400
3 蒸汽消耗量 Kg/h ≤35
4 蒸汽温度 ℃ 102±2（自动控制）

5 循环水压力 Mpa 0.25～0.45
6 循环水进口温度 ℃ 32±1（现场温度）

7 循环水出口温度 ℃ 42±1（逐渐减小）

8 循环水模拟温差 ℃ 初始温差：10±1
9 循环水流量 m³/h 1.908（自动控制）

10 压力降水流量 m³/h 1.1（自动控制）

11 挂片器内循环水流速 m/s ≥0.3
12 试管内循环水流速 m/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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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管规格 mm Φ19×2×1250
14 试管有效长度 mm 1177
15 试管换热面积 ㎡/根 0.055
16 I型挂片规格 mm 50×25×2
17 Ⅱ型挂片规格 mm 72.4×11.5×2

8、在线监测参数

序号 监测参数 量程 精度

1 循环水进口温度 20~70℃ ±0.1℃

2 循环水出口温度 20~70℃ ±0.1℃

3 进出口温差 8~12 ±1℃

4 蒸汽温度 50~120℃ ±0.1℃

5 试管循环水流量 0.3~10m³/h ±0.5%

6 压力降监测管循环水流量 0.3~10m³/h ±0.5%

7 腐蚀速率 0.01-1000 MPY ±0.01MPY

8 污垢热阻 0~3.44×10
-4
m
2
.K/W ±1%m

2
.K/W

9 粘附速率 0~3 mg/cm
2
·d ±1%mg/cm

2
·d

10 PH 0~14ph ±1%

11 ORP ±1000mV ±1%

12 电导率 0~10000uS/cm ±2%

13 浊度 0~100NTU ±%

14 余氯 0~20mg/L ±1%

15 药剂浓度 0~100ppm ±1%

16 浓缩倍数 1~7 ±0.01

17 压力降 0~20KPa ±0.01

三、交货期

合同执行后 1.5 个月供货到用户指定地点（国内项目仓库）。因个别进口仪表交货期长，

影响整台设备交货期的情况，卖方会在合同执行之日起 1周内告知买方并具体协商解决。

四、安装调试、验收及培训标准

1、交货清单的核对（开箱验收）

2、安装及调试（开机验收）

1. 安装调试的必备条件：设备在原生产工厂做完整机测试，并达到本附件（协议）技术

条件。生产工厂负责指导设备就位、管道法兰对接、外部电源线和信号线与电控柜内接线端

子对接。现场水、电、蒸汽供应正常，满足调试条件后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去现场 1 周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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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培训相关操作人员、技术交底。

2. 开机验收标准：按照本技术附件（协议）要求进行验收。保证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连

续运行。

3. 开机验收方法：设备到达现场安装调试并运行 2天后，双方进行验收，确定仪器设备

完好无损，主机及零配件齐全，验收内容包括供货清点、技术性能要求等，验收合格后双方

签字确认。

3、服务培训

1. 培训地点：*□国内 □国外

2. 培训人员及人数：培训人员视买方具体人员情况而定。

3. 培训费用收取标准：含在设备总价中，终身免费提供电话咨询。

4. 培训资料：验收完成后，双方相关人员进行现场使用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设备

的正确使用和操作、应用软件功能的使用，日常维护等，使操作人员熟练操作整套设备，并

能对一般故障进行处理，并提供中文操作手册。

五、售后服务承诺条款及保修期限

1、设备保修期服务及承诺：设备的保修期为 12 个月，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或者到

货之日起计 18 个月，质保期内有故障免费维修服务，并免费提供故障所需更换的零件；负责

保修期外产品终身的设备维修、技术支持、提供备品备件等售后服务，适当收取工本费。

2、设备维修期服务及承诺：无论在保修期内还是在保修期外，在收到用户的维修要求后

24 小时作出回应，并在两个工作日内到达买方现场进行维修，个别部件因交货期较长而不能

及时到位的情况，必须与用户协商并得到批准后方可延期处理。质保期后仍要对设备提供终

身维修的技术支持（需更换零件除外）。

3、软件升级服务：软件如果出现升级版本，在硬件条件允许情况下，免费提供升级软件。

六、其他

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处理。

附件：配置表、示意图、试管和试片处理方法、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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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签署

买 方：

联系人（签字）：

电 话：

日 期： 年 月 日

卖 方：江苏春晖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签字）：

电 话：150 6287 8383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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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JHQ-Ⅱ监测换热器配置表

序号 名 称 规格/型号/材质 单位 数量 品牌

1 主体支架及底座 1300×750×1100mm，镀锌方管 台 1 新春晖

2 监测换热器 φ133×1310mm，304 不锈钢 台 1 新春晖

3 蒸汽减压阀 Y43H-16C，0.3-1.3MPa，DN20 台 1 冉光

4 蒸汽压力表 Y100，0-1.6MPa，G1/2 螺纹 块 1 华科

5 蒸汽疏水阀 CS19-H-16，DN20 只 1 佳兴

6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PT100,杆φ7×100mm，G1/2’固定螺纹，4~20mA 输出 只 3 富普

7 双金属温度计（蒸汽） WSS-411，径向 0~150℃，插深 100mm，G1/2 固定螺纹 只 1 速驰

8 双金属温度计（循环水） WSS-401，轴向 0~100℃，插深 100mm，G1/2 固定螺纹 只 2 速驰

9 出口挂片器 PGJ-Ⅱ，UPVC 套 1 新春晖

10 电磁流量计（试管） LD-15，0.3~10m³/h 台 1 赫洁

11 电磁流量计（压力降） LD-10，0.3~10m³/h 台 1 赫洁

12 电动调节阀（水） VG1205 台 2 江森

13 电动调节阀（蒸汽） VG7203 台 1 江森

14 塑料转子流量计 LZB-25SL,250~2500L/H 台 2 景祥

15 过滤器 DN25，Y 型，304 不锈钢 只 1 佳兴

16 过滤器 DN20，Y 型，304 不锈钢 只 1 佳兴

17 探头座及测量水室 DN20，UPVC 套 1 新春晖

18 压力降监测管 内径Φ16×2×1200，316L 不锈钢，含 300 稳流管 套 1 新春晖

19 压差计 EJA110，0~20kpa 台 1 横河

20 循环水管道、管件、阀门 DN25，304 不锈钢 批 1 新春晖

21 补充水管道、管件、阀门 DN15，304 不锈钢 批 1 新春晖

22 蒸汽管道、管件、阀门 DN20，304 不锈钢 批 1 新春晖

23 电控柜 600×500×1800mm，碳钢喷塑 台 1 新春晖

24 腐蚀速率仪
C0SASC0 9030 PLUS,0~1000MPY， 配备 7012 双电极

探头 1个、碳钢电极 1对。
台 1 美国C0SASC0

25 药剂浓度（荧光示踪仪） CHSZ-Ⅱ,0~100ppm 台 1 新春晖

26 电导率检测仪 0~10000us/cm 套 2 哈希、E+H

27 余氯、PH 检测仪 0~5mg/L，0~14ph 套 1 哈希、E+H

28 浊度、ORP 检测仪 0~100NTU,±1000mV 套 1 哈希、E+H

29 PLC S7-200smart，含模块与编程 台 1 西门子

30 触摸屏 10 寸彩色，含组态 台 1 上海繁易

31 电气附件 电线/电缆/接触器/电源/按钮/指示灯等 套 1 德力西

32 试管（随机备件） φ19×2×1250mm，碳钢 根 3 新春晖

33 试片（随机备件） 50×25×2mm，碳钢 片 10 新春晖

34 硅胶密封圈（随机备件） 每套为 6个φ22×3.5，1 个φ40/50×3 套 1 新春晖

35 扳手（随机工具） M32 把 1 新春晖

36 包装 木箱 台 1 新春晖

37 运输 汽车物流 台 1 新春晖

38 开箱清点 双方现场清点或者委托客户清点 次 1 新春晖

39 指导设备就位安装 提供设备布置图、配管图、端子接线图，远程指导 次 1 新春晖

40 调试、培训、配合 DCS 组态 现场进行 次 1 新春晖

41 试管（两年备件另购） φ19×2×1250mm，碳钢 根 100 新春晖

42 试片（两年备件另购） 50×25×2mm，碳钢 片 200 新春晖

43 硅胶密封圈（两年备件另购） 每套为 6个φ22×3.5，1 个φ40/50×3 套 20 新春晖

44 腐蚀电极（两年备件另购） K03005 对 2 美国C0SAS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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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片器

试片架

螺栓 螺母

附件 2：示意图

1、流程示意图

2、挂片器及试片安装示意图

挂片器示意图 试片安装正视图 试片安装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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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试管和试片的前处理和后处理方法

1 前处理方法

1.1 试管

1.1.1 端头宜采用钢印编号。 1.1.2 无水乙醇浸泡内壁 5 min～10 min 后刷洗，用清水冲

洗，经无水乙醇脱水后冷风吹干。 1.1.3 常温下称重（W0，精确到 0.01 g），测量试管长

度（L1），并采取防潮、防锈措施。 1.1.4 经前处理的试管宜在 3 d 内使用。

1.2 试片

1.2.1 在无水乙醇中用脱脂棉球擦拭，再用清洁的无水乙醇浸泡脱水。 1.2.2 取出试片，置

于滤纸上冷风吹干，用滤纸包裹并放入干燥器，干燥 0.5 h 后称重（W3，精确到

0.0001 g）。 1.2.3 处理过程中应避免试片的污染和物理损伤。

2 后处理方法

2.1 试管

2.1.1 清除外表面污垢，水平置于 105 ℃～110 ℃烘箱中，干燥至恒重。 2.1.2 水平取出，

避免管中沉积物掉落，自然冷却至常温称重（W1，精确到 0.01 g）。 2.1.3 宜用物理方法

清除和采集试管内沉积物并记录颜色和形态，按 HG/T 3610、HG/T 3530、HG/T3531、HG/T 3532、

HG/T 3533、HG/T 3534、HG/T 3535、HG/T 3536、HG/T 4322 或 DL/T 1151.22 规定的方法

进行成分分析。

2.1.4 用含有表面活性剂的清水刷洗内壁。

2.1.5 用胶皮塞塞紧底部管口，竖直放置，由上部管口缓慢倒入酸洗液，充满并浸泡，酸洗

液成分及浸泡时间参见表 1，浸泡时间视沉积物或气泡多少可适当调整。

2.1.6 试管中保留 1/3 的酸洗液，刷洗内壁后，全部倒掉。

2.1.7 清水冲洗后再用无水乙醇脱水。

2.1.8 若试管内仍有污垢和腐蚀产物，则重复 B2.1.5、B2.1.6 和 B2.1.7 步骤，直至除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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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用冷风吹后，于 105 ℃～110 ℃烘箱中干燥至恒重，称重（W2，精确到 0.01 g）。

2.1.10 处理试管时不应破坏外壁镀铬层，并做好个人防护。

2.2 试片

2.2.1 观察记录试片表面状况，宜拍照存档。

2.2.2 在酸洗液（成分参见表 B.1）中用脱脂棉球擦洗试片，腐蚀产物较多时，应先用物理

方法清 理。

2.2.3 酸洗后应立即用清水冲洗、无水乙醇脱水，冷风吹干后滤纸包裹，于干燥器内保存。

2.2.4 干燥 0.5 h 后称重（W4，精确到 0.0001 g）

附件 4：监测报告格式

试管监测报告
循环水系统名称： 年 月 日

试管编号

安装时间

（年-月-日-

时）

拆卸时间

（年-月-日-

时）

材质
腐蚀速率

（mm/a）

粘附速率

（mcm）

平均值 a

管内沉积物描述及成分分析：

管内腐蚀（包括点蚀 b）描述：

测试人：

备注：

a.同期同种材质新试管的腐蚀速率和粘附速率应取平均值。

b.如有点蚀，宜另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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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片监测报告

循环水系统名称： 年 月 日

试片编号

安装时间

（年-月-日-时）

拆卸时间

（年-月-日-时）
材质

腐蚀速率

（mm/a）

平均值 a

平均值 a

腐蚀（包括点蚀 b）描述：

测试人：

备注：

a.同期同种材质试片的腐蚀速率应取平均值。

b.如有点蚀，宜另附照片。

在线腐蚀速率监测报告
循环水系统名称： 年 月 日

开始时间

（年-月-日- 时）

截止时间

（年-月-日- 时）

腐蚀速率趋势图：

腐蚀速率趋势图分析：

备注：监测周期与试管一致。

mailto:27343130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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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差监测报告
循环水系统名称： 年 月 日

开始时间

（年-月-日-

时）

截止时间

（年-月-日-

时）

压差趋势图：

压差趋势图分析及运行描述：

备注：1）监测周期与试管一致；

2）运行描述包括杀菌剥离剂投加、物料泄漏和异养菌数量变化等情况。

热阻监测报告
循环水系统名称： 年 月 日

开始时间

（年-月-日-

时）

截止时间

(年-月-日-时)

热阻趋势图：

热阻趋势图分析：

备注：监测周期与试管一致。

mailto:27343130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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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计算公式

1．试管的腐蚀速率按下式计算：

5

1i

20
corr 10

td
)W-3.65(Wr 

  L
＝

式中：

rcorr——试管腐蚀速率，mm/a；

Wo——经前处理试管的质量，g；

W2——清洗后试管的质量，g；

L1——试管长度，mm；

d1——试管内径，mm；

t——监测时间，d；

ρ——试管材料的密度，g/cm³（碳钢 7.85，铜 8.94，黄铜 8.65，不锈钢 7.92）。

2．试管粘附速率按下式计算：

6

1i

21 10
td
)W-3.0(Wr 

Ladhe 
＝

式中：

radhe——粘附速率，mg/(cm²·mon)，简写为 mcm；

W1——监测后试管的质量，g；

W2——清洗后试管的质量，g；

L1——试管长度，mm；

di——试管内径，mm；

t——监测时间，d。

mailto:27343130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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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片腐蚀速率按下式计算：

343
corr 10

t'A
)W-3.65(Wr' 

 
＝

式中：

r’corr——试片腐蚀速率，mm/a；

W3——经前处理试片的质量，g；

W4——清洗后试片的质量，g；

A——试片表面积，cm²；

t’——监测时间，d；

ρ——试片材料的密度，mg/cm³（碳钢 7.85 铜 8.94，黄铜 8.65，不锈钢 7.92）。

4．点蚀测试:

A.目测清洗后试管外壁，如发现明显腐蚀可剖开试管，观察腐蚀状况，如有明显点蚀，应注意蚀坑

的大小、形状、数目和分布情况，测出最大坑深，必要时照相存档。

B.目测清洗前试片，如发现点蚀，应注意蚀坑的大小、形状、数目和分布情况，在清洗后测出最大

和最小坑深，并对清洗前后试片拍照存档。

C.开口足够大的蚀坑深度可采用测深规或测微计测量，以便针伸入时不受阻碍，其测量范围为 0～

5mm。

D.蚀坑非常狭窄或仪器探头很难伸入蚀坑内时采用显微法，用放大范围为 50～500 倍且带定标焦距

微调旋钮（例如 1 分度=0.001mm）的金相显微镜，先聚焦蚀坑边缘，再聚焦蚀坑底部，两次聚焦微调旋

钮读数的差值就是蚀坑的深度。其测量范围为 0.04～0.34mm。

F.点蚀因子 r = 最深金属穿透深度（mm）/平均金属穿透深度（mm）

平均金属穿透深度（mm）= rcorr × t/365

式中：

rcorr——平均腐蚀速率，mm/a；

t——监测时间，d。

mailto:27343130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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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热阻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9-

12

12 10
2
158.2















tt
tT

G
LdR i

t


式中：

Rt——热阻，m
2
·K/W；

G——监测换热器进水流量，m³/h；

t1——监测换热器进水温度，℃；

t2——监测换热器出水温度，℃；

T——蒸汽温度，℃；

di——试管内径，mm；

L2——试管有效传热长度，mm。

mailto:2734313063@qq.com

	监测换热器技术附件（现场蒸汽）
	一、概况
	二、技术说明
	1、物理特征
	2、环境参数
	3、硬件
	(1)主机部分：
	(2)配件部分：详见附件配置表。
	(3)工作原理： 
	4、软件
	5、质量标准及法规遵从
	1．质量标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标准Q/SH 0725.1-2017《循环水处理效果监控方法 第1
	2．其他要素：择优选用国标、部标、行业标准。对从国外引进材料按国际标准或引进国标准及公司标准，所有标准以

	6、技术资料
	1.装箱单1份。
	2.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1份。
	3.重要部件及仪表使用说明书1份。
	4.出厂检测报告1份。
	5.合格证1份。
	6.保修单1份。
	7.软件安装包1份。
	8.外形图1份。
	9.PID图1份。
	10.配管图1份。
	11.电气原理图1份。
	12.接线端子图1份。
	13.其他资料根据客户需要协商决定。

	7、技术指标
	8、在线监测参数

	三、交货期
	四、安装调试、验收及培训标准
	1、交货清单的核对（开箱验收）
	2、安装及调试（开机验收）
	1. 安装调试的必备条件：设备在原生产工厂做完整机测试，并达到本附件（协议）技术条件。生产工厂负责指
	3. 开机验收方法：设备到达现场安装调试并运行2天后，双方进行验收，确定仪器设备完好无损，主机及零配

	3、服务培训

	五、售后服务承诺条款及保修期限
	1、设备保修期服务及承诺：设备的保修期为12个月，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或者到货之日起计18个月，质
	2、设备维修期服务及承诺：无论在保修期内还是在保修期外，在收到用户的维修要求后24小时作出回应，并在
	3、软件升级服务：软件如果出现升级版本，在硬件条件允许情况下，免费提供升级软件。

	六、其他
	七、签署
	买  方：                        
	联系人（签字）：           
	电  话：           
	日  期：       年    月   日
	卖  方：江苏春晖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签字）：           
	电  话：150 6287 8383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1：JHQ-Ⅱ监测换热器配置表
	附件2：示意图
	2、挂片器及试片安装示意图
	试管监测报告
	试片监测报告
	在线腐蚀速率监测报告
	压差监测报告
	热阻监测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