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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用热风炉—余热回收类热管的应用答疑怎样使用热管 

用户咨询： 

晨怡热管你好： 

我公司主要产品是民用热风炉，长期以来受热风炉设计体积庞大，热回收效率不好的 

困扰，今了解贵公司生产超导热管，不知是否可以用于热风炉产品？ 

另外请教几个问题： 

1. 热管使用的注意事项（图形表示好一些）； 

2. 热管如果用于热风炉最好安装在什么位置？ 

3. 热管的换热面积怎样计算？。。。。 

晨怡热管答复： 

我公司生产的工业用、民用超导热管均可以用于民用热风炉产品，该产品分为两类： 

①、碳钢管钢绕片热风炉热管，比如常规应用的低碳钢热管 Φ38×250 半绕片、Φ32× 

420 半绕片、Φ38×420 半绕片，其他规格可根据用户定制。 

②、碳钢管铝轧片双金属热风炉热管，比如常规应用的碳钢热管 Φ25×200 半轧铝翅片、 

碳钢热管 Φ25×300 半轧铝翅片，其他规格可根据用户定制。 

针对热风炉热管使用问题，答复如下： 

1、热管执行标准及使用范围简易测试方法： 

① 根据哈尔滨晨怡热管技术有限公司企业标准，热风炉热管制造材料执行引用标准： 

GB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技术条件、GB3087 低中压锅炉用无缝钢管、GB2828 逐批 

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热管符合企业标准规定，并按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 

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Φ32×420 半绕片式样：1.热管材质应符合 GB3087 的规定， 

基管经清洗和纯化处理后，管内基面纯化膜应完整，且应无油、无锈、无杂质。2. 
热管管内工质应采用晨怡热管工作液 B 型，热管工质量应不低于热管容积的 20％； 

3.焊接采用电弧焊，焊缝必须严密，承压>4.0MPa；4.加工面和非加工面的未注 

明线性尺寸公差分别按 GB/T18042000 中 m 级和 c 级精度要求；5.翅片的绕制 

与检验按企标《螺旋翅片管》要求执行；必须清理表面熔渣及飞溅；6.热管质量及 

导热性能检验按 GB/T1481293 《重力热管传热试验性能方法》 和 GB/T1481393 
《热管寿命试验方法》及本厂热管质量检验标准规定执行；7.热管成品处理表面彩 

锌钝化。 

② 热管性能简易试验方法：对于长度小于 400mm 的热管实验采用恒温水或油测试， 

将热管长度的 2/3～1/2 插入 80～100℃的水或油中，自然对流冷却，在 1min 内 

离冷凝段处的壁温应不大于10℃温差。 对于长度大于3m以上长的热管可用启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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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热管长度的 1/3～1/4 插入 80～100℃的水中，自然对流冷却，在 3min 内离冷 

凝段的端头 50mm 处的壁温应高于环境温度 10℃。常规热管的测试采用听声法， 

将成品热管呈垂直方向，上下串动，管内应该有清脆的撞击声。 

低碳钢热管说明书 

项 目 技 术 参 数 标 准 

圆管 外径 25～38mm 按实际要求 
热管类型 

总长度 200～6000mm 按实际要求 
热管长度 

主体材料 国标无缝低碳钢管  20g 

毛细结构 无 无 

工作液 晨怡热管工作液 B 型 

传热功率(Qmax)  100～4000W 
根据实际产品长度和测试方法 

（100～4000W） 

最大热阻系数 

（℃/W） 
0.08℃/W  ≤0.08℃/W 

使用倾角 水平夹角 20～60° 
理想状态为水平夹角  45°  允许 

角度 20～90° 

理想工作温度 

（℃） 
60～500℃  60～320℃ 

极限温度（℃）  500℃(气水换热)  320℃(气气换热) 

工艺图： 

测试条件 

1、环境温度 20℃ 

2、测试时间 15 分钟 

3、恒温水槽冷却水水温 95℃ 

4、加热源由功率仪控制输入功率 Qt 

15 分钟内，温差ΔT≤8℃ (ΔT 

＝T1-T2),且无增大趋势 

Qmax=Qt （100～40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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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热管使用要求外，一般民用锅炉和热风炉使用热管，因炉内容积狭小，多避免不了热 

管接触高温，对于高温使用建议图如下： 

热管使用中温度与热段比例的建议 

应用角度建议如下： 

热管使用角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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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热风炉热管工艺图如下： 

为避免用户超负荷使用，我们在生产时，将热管的热段预留为整管的 1/3 左右，为避免小 

空间存在的挂灰问题，热段采用光管。 

2、有关热风炉热管的安装位置建议：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热风炉为圆柱型结构， 我们建议， 热管安装位置在烟道周围。 排列原则为： 

按热管翅片直径作为基准尺寸，管距为基准尺寸的 1.25~1.5 倍，叉排排列。



5 

热管或者列管阵列排布建议 

热管热风炉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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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应用：热管式热风炉稍加改动就可以成为热管式热风热水两用炉。对于工业应用的热管 

空气预热系统，需要用户提供如下参数，我们免费提供热工计算： 

说明：1．冷流体出口温度和流量，如果是余热回收的只提供一个参数即可，另一个由热平 

衡计算。

2．热流体出口温度没有特殊要求的，可根据露点温度及热平衡计算设计。 
3．其他没有要求的项目也可不提供 
4．烟气的各组分%含量不是特殊燃料的也可不提供。 

换热器设计方：哈尔滨晨怡热管技术有限公司 设计批号代码：DHHT 200900000000 
参数提供方：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热管换热器用户提供参数表 设计地点： 哈尔滨市 提供时间：  2009 年 月 日 

流量 NM 
3 
/h 温度 ℃ 种类及燃料消耗量 

烟气或其他热流体成分（包括各组成%含量及 SO2 和其他腐 
蚀性组成、煤焦油、粉尘等含量 mg/ NM 

3 
） 

烟
气
或
其
他
热
体
流
量 

种类 流量 NM 
3 
/h 温度 ℃ 备注 水或其 

他冷流 
体 

预热空气 加热水 产蒸汽 其他 热量回收 
或热交换 
形式 

热流体 
出口温度 

冷流体 
出 口 温 
度 

蒸 汽 压 力 
MPa 

阻 力 
Pa 

客
户
要
求 

参数 

结构形式 

安装 
环境 

室内 室外 烟道 场地长宽高 

其他描述： 

哈尔滨晨怡热管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45182589558  82589508  82589538 
传真：045182552085  技术支持：13704813968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256 号 邮编：150001 
电子信箱：heatpipe@yahoo.cn      heatpipe@hotmail.com heat.pipe@yahoo.com.cn 
网站域名：http://chinaheatpipe.net          http://heatpipe.net.cn                  http://nx8.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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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锅炉烟道气余热回收用 RQQ 型“空气预热器”在此我们就不多介绍了，只针对钢热 

管铝轧片的热管，中间不预留隔离环的做一般结构简介： 

纺织印染行业余热回收用热管工艺图纸 

纺织印染行业余热回收装置中间双层交叉隔板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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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隔板结构 

热风系统与水及蒸汽系统的差别是不需要很大的承压，因此，结构上不需要很细密的焊接， 

但上下管端必须固定，以防在使用时热管摇动，在采用结构固定好热管后，需要采取密封浇 

注，建议工艺如下： 

安装热管时不得碰损翅片，热管与隔板必须紧密接触固定，热管安装完毕，管板上浇注密封 

混合物 30mm 厚， 浇注物为中膜玻璃水 70% （体积比）， 150 目/英寸石英沙 15% （体积比）， 

氟硅酸钠 15%（体积比）。 

3、关于热管翅片的换热面积计算： 

本公司专业生产的热风炉热管常规数据如下： 

基管外径 d：25 mm 

翅片外径 D：50 mm 

基管厚度 S：2.5 mm 

基管长度 L1： mm 

翅片长度 L2：mm 

翅片间距 t：2.8 mm 

翅片厚度 Sn：0.4 mm 

翅片高度 hf：12.5mm 

换热面积 1.1m 2 /m 

基管外径 d：32 mm 

翅片外径 D：62 mm 

基管厚度 S：3 mm 

基管长度 L1： mm 

翅片长度 L2： mm 

翅片间距 t：8 mm 

翅片厚度 Sn：1 mm 

翅片高度 hf：15mm 

换热面积 0.66m 2 /m 

基管外径 d：38 mm 

翅片外径 D：68 mm 

基管厚度 S：3 mm 

基管长度 L1： mm 

翅片长度 L2： mm 

翅片间距 t： 8 mm 

翅片厚度 Sn：1 mm 

翅片高度 hf：15mm 

换热面积 0.75m 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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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25×200 半轧铝翅片热风侧换热面积：0.132m 2 

Φ25×300 半轧铝翅片热风侧换热面积：0.198m 2 

Φ38×250 半绕片热风侧换热面积：0.09m 2 

Φ32×420 半绕片热风侧换热面积：0.145m 2 

Φ38×420 半绕片热风侧换热面积：0.165m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