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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为指导和规范线性菲涅耳式太阳能热发电厂集热系统设计，满足安全可1.1.1

靠、技术先进、经济适用的要求，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及扩建的线性菲涅耳式太阳能热发电厂集热系统设计，1.1.2

也适用于其他热利用方式的线性菲涅耳式太阳能集热系统设计。 

 本规范适用于以水/蒸汽、导热油、熔融盐作为传热介质的线性菲涅耳式1.1.3

集热系统设计。 

 线性菲涅耳式太阳能热发电厂集热系统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1.1.4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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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设计点（design point） 2.1.1

指定太阳位置、太阳直接法向辐照度等外部边界条件，同时指定聚光器反射

镜的反射率、清洁度、吸热管玻璃管光学参数等性能，用于计算集热场性能的一

系列边界条件。 

 太阳倍数(solar multiple) 2.1.2

太阳倍数为集热场的额定输出热功率与汽轮机额定功率下对应消耗的热功

率的比值。 

设计点规定了太阳位置、环境风速、环境温度、直接法向辐照度等边界条件。 

 集热场额定热功率（nominal thermal power） 2.1.3

由设计点规定的一组边界条件确定的集热场的净热出力。用于确定集热场传

热流体循环泵以工艺管道及阀门等附件的工况。 

 集热器方位角 2.1.4

线性菲涅耳集热器吸热管轴线方向与南北向的夹角。如果从上部看布置在地

面的集热器，顺时针旋转，则集热器方位角定义为正向，如果逆时针旋转，则集

热器方位角定义为负向。 

 弃光率（energy dumped percentage） 2.1.5

弃光率是指在集热系统运行、启动或停运阶段，反射镜完全聚焦时投射到吸

热管上的热流密度会超出集热器工作允许的最大值，或吸热量尚不足弥补集热器

运行最低热损失，或预热阶段超出集热器允许的最大投入热功率，镜场不能全部

投运运行而损失一部分潜在能量； 

以及当储热系统已经处于满充状态，电站发电单元无法消耗吸热器输出热量，

此时聚光集热系统需要将部分或全部定日镜退出聚光模式。 

除上述系统内部因素外，还包括由于风速超出集热器最大运行风速等外部条

件限制引起的弃光。 

一定时间段内由于上述原因损失的潜在的热量占对应时间段吸热器净输出

热量的比例。一般的，一定时间段可取设计阶段的典型太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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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应编写共性技术要求，包括聚光镜技术要求（含性能要求）、保温设计等内

容。 

3.1 聚光器基本要求 

 集热器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3.1.1

1.集热器选型应根据传热介质、场地条件、资源条件等确定； 

2.集热器设计工作风速和保护风速应结合厂址气象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

确定； 

3.处于保护状态时，在 50 年一遇最大风速情况下集热器不发生破坏。 

 集热管选型应与满足传热流体的最大工作压力，并应满足集热器使用期3.1.2

内性能要求。 

 反射镜选型应满足当地气象条件要求，并应满足集热器使用期内的性能3.1.3

要求。 

 集热器支架设计应满足当地气象条件要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3.1.4

1.支架结构计算荷载应包含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永久荷载包括：反射镜、

集热管、连接接头、集热管支架、集热器支架自重等；可变荷载包括：机械驱动

带来荷载、传热介质重量、风荷载、冰荷载、雪荷载及地震作用、集热管高温热

膨胀作用、安装检修等产生的附加荷载，并应进行最不利工况条件的荷载组合计

算； 

2.支架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满足

各类运行工况下的集热器的性能要求，应考虑集热管热膨胀影响，必要时应进行

风洞试验； 

3.支架结构材质的选择应根据工艺要求、结构形式、连接方式、厂址气象条

件等确定，钢材机械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

和《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 等标准的规定；应根据当地的腐蚀环境确

定支架的防腐设计标准。 

 驱动装置的选型应满足下列规定： 3.1.5

1.驱动装置可回转减速机或其他机械驱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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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驱动装置与跟踪系统设备应满足室外布置的要求, 应考虑相应的防晒、防

风沙、防冻等防护措施； 

3.集热器处于设计保护风速条件下时，集热器回转至保护状态的时间宜不大

于 20 分钟； 

4.就地控制器应具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自动模式下应满足系统正常运行

工况及紧急保护工况的要求，手动模式下应满足调试、检修及清洗等要求； 

5.驱动装置应设置备用动力以满足集热场失电时集热器散焦的要求。 

 集热器进出口应通过柔性连接部件和工艺管道连接，柔性连接部件的选3.1.6

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柔性连接部件的设计温度和设计压力应与传热介质的设计温度和设计压

力一致； 

2 对于采用水/蒸汽作为传热流体的集热系统，柔性连接部件应采用管道自

然补偿。 

3 对于采用导热油或熔盐的集热系统，柔性连接部件宜采用波纹管（金属

软管）形式，连接部件的选型应与所采用传热介质的特性相适应； 

 柔性连接部件应满足集热器集热管热膨胀的要求，并应进行不同条件下3.1.7

的连接管段热位移核算。 

 集热器回路两端应设隔离阀，在回路故障时，隔离阀应能够安全操作隔3.1.8

离故障回路，而不影响其他回路正常运行； 

 

3.2 集热系统基本要求 

 集热系统的设计范围应包括集热场、传热介质循环系统及相关辅助系统3.2.1

等。 

 集热系统设计应充分合理利用厂址资源条件，统筹规划本期和远期工程。 3.2.2

 厂址附近应设置太阳辐照观测站，收集不少于一个完整年的实测连续数3.2.3

据，作为相关分析的必要条件。 

 集热系统设计应满足发电、储热、防凝及其他组合工况的运行要求。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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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热系统设计应积极应用经过运行实践或工业试验验证的新技术、新工3.2.5

艺、新材料和新设备。 

 集热场设计点对于北（南）半球选择应以 6 月（9 月）21 日真太阳时正3.2.6

午 12 时的太阳位置确定集热器光学效率。设计点直接法向辐照度应根据典型太

阳年数据确定，选择累积分布函数为 95%对应的数据。 

条文说明：直接法向辐照度累积分布函数定义为所有小于等于某一直接法向

辐照度出现概率的和为 95%，即选取该法向直接辐照度作为设计点法向直接辐照

度。如下图，横坐标为一年的 1 月至 12 月份，纵坐标为集热器光学效率。可见

在 6 月份，光学效率最高。下图为直接法向辐照度对应的累积分布函数，本典型

年数据中，95%概率对应法向直接辐照度大约为 920W/m2。 

 

 

 

 集热场规模应根据太阳直接辐射数据、厂址条件、集热器性能参数、汽3.2.7

轮发电机组容量、储热系统容量、年发电量等，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菲涅耳聚光集热器方位角应结合厂址条件及热利用场景和季节需求情况，3.2.8

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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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涅耳聚光集热器选型应根据设备技术成熟性、太阳直接辐射数据、厂3.2.9

址条件等，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传热介质选择应根据传热介质的物性参数、技术成熟及可靠性、电站的3.2.10

在电力系统中的主要功能、厂址气象条件及环保要求等，通过综合比较确定。 

 当采用导热油、熔盐作为传热介质时，传热介质总量估算应考虑集热场3.2.11

回路数及相关管道和设备传热介质侧容积，采用传热介质初始注入温度下传热介

质物性参数计算，同时宜计入损耗率。 

 集热系统设计应进行传热介质水力计算和菲涅耳聚光集热器回路流量计3.2.12

算。 

 集热系统设计工况应与集热场设计点条件参数相一致。集热场设计点参3.2.13

数确定应考虑：设计点太阳直接辐射选定值、太阳位置（北半球夏至日正午 12

时太阳时）、镜面清洁度、镜面光效率、集热管光学参数、主要部件误差估计值

等。 

 集热场各分区之间应设分区阀门； 3.2.14

 集热系统标识系统宜与全厂标识系统统一设计。 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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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直接水蒸汽发生系统及设备 

4.1 集热场 

 集热系统设计范围应包含如下： 4.1.1

1. 集热器及其附件的选型； 

2. 集热器组合之间的连接管道以及传热流体母管及其附件、阀门、支吊架、

保温油漆等； 

3 .集热回路与传热介质母管连接的管道及其附件、阀门、支吊架、保温油漆

等。 

 集热场设计范围内的管道材质选择和管径选择应根据传热介质设计温度、4.1.2

设计压力、传热介质物性和参数等确定。 

 

4.2 传热流体水及蒸汽循环系统 

 集热场传热流体循环系统的设计范围应包括如下： 4.2.1

1 从集热场传热流体循环主泵（主给水泵）出口母管至集热回路入口管道

沿介质流程第一道关断阀； 

2 集热回路出口传热流体管道沿介质流程最后一道关断阀至集热场界区传

热母管处范围内的管道、阀门及附件； 

3 集热场内预热和蒸发段集热器回路之外的水循环系统，包括集热场传热

流体炉水循环泵组及附属，及饱和蒸汽除湿器； 

4 集热场内过热段集热器回路入口减温系统。 

 集热场传热流体循环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4.2.2

1 水质应结合压力等级等参数参照 GB/T 1576 《工业锅炉水质》及 GB 12145 

《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 

2 集热场传热流体主泵入口应设置过滤器、泵入口过滤器宜设置自下游旁

路过滤器至过滤器上游的闭式排放安全阀； 

3 集热场传热流体主泵出口应设置再循环管道及调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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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热场传热流体循环主泵的入口和出口母管之间宜设置带止回阀的主泵

泵组旁通管，流量宜与单台导热油循环泵设计流量一致（待研究）； 

5 每个集热场分区入口传热流体母管上应设置流量测量装置及流量调节阀

组； 

6 每个集热器回路入口管道上应设置两道关断阀，其中一个宜带调节功能。

每个集热器回路出口管道上应设置两道关断阀； 

7 集热场传热流体取样点的设计参照火力发电厂汽水系统取样点设计。 

 集热场传热流体循环系统主要管道的设计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4.2.3

1 集热场传热流体循环主泵出口第一个关断阀之后至集热场分区入口关断

阀之间的管道，应取泵在额定转速及设计流量下泵提升压力的 1.1 倍与泵进口侧

压力之和；  

2 集热器集热管的设计压力与上述第 1款压力相同。 

3 集热场内预热及蒸发段炉水循环管道（若有）的设计压力与上述第 1 款

压力相同。 

 

条文说明：炉水循环系统可在蒸发段单独设置，也可在预热蒸发段设置。后续

补充工艺流程图。 

 

4 集热场内过热段集热器集热管及集热器回路间连接管道的设计压力，宜

通过水力计算计算确定。 

 集热场传热流体循环系统主要管道的设计温度取用各运行工况下各计算4.2.4

管段传热流体最高工作温度与最大温度偏差值之和，最大温度偏差宜取 5℃。 

 集热场传热流体循环主泵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4.2.5

1 传热流体循环主泵的数量应不少于 2台，其中 1台备用； 

2 传热流体循环主泵的出口总流量，除备用泵以外，其余泵的出口流量之

和应满足集热场设计点热负荷对应流量的 110%； 

3 传热流体循环主泵宜采用调速泵。 

 集热场传热流体饱和水炉水循环泵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4.2.6

1.集热场传热流体饱和水炉水循环泵的数量应不少于 2 台，其中 1 台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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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热场传热流体饱和水炉水循环泵出口总流量，除备用泵以外，其余泵的

出口流量之和应满足泵组额定流量的 110%；泵组额定流量根据循环倍率确定。 

3. 集热场传热流体饱和水炉水循环泵宜采用调速泵。 

4. 集热场传热流体饱和水炉水循环泵的选型应考虑汽蚀影响，考虑合理的

必须汽蚀余量，泵进口不应发生汽蚀现象。 

5. 集热场传热流体饱和水炉水循环泵电动机宜采用水浸式密封型，系统设

计满足正常运行中检修要求。 

6. 集热场传热流体饱和水炉水循环泵应设置合理的冷却系统，避免电机的

超温过热，确保电机在运行和停运阶段得到足够的冷却，满足安全运行。 

 集热场传热流体循环主泵的扬程应通过水力计算建模计算获得，可按下4.2.7

列各项之和计算： 

1 额定流量时集热场传热流体母管的管道沿程阻力及管件局部阻力，另加

10%的裕度； 

2 额定流量时集热场阻力与集热场蒸汽管道自集热场界区至汽轮机入口之

和。集热场阻力应包括集热管阻力及管件局部阻力，另加 10%的裕度； 

3 汽轮机入口设计主蒸汽进汽压力。 

4.传热流体自主泵出口经集热场吸热返回至汽轮机入口流程中最高点与主

泵吸入口连接的除氧器水箱水位的差值。 

 集热场传热流体饱和水炉水循环泵的扬程应通过水力计算建模计算获得，4.2.8

可按下列各项之和计算： 

1 饱和水炉水循环泵额定流量时自泵出口至再循环管路和主循环管路接口

范围内集热场传热流体管道沿程阻力及管件局部阻力，另加 10%的裕度； 

2. 饱和水炉水循环泵额定流量及集热场传热流体循环主泵额定流量之和对

应的集热器沿程及局部阻力。 

条文说明：配图。 

 

 集热场传热流体循环系统的管道和附件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4.2.9

1 集热场传热流体管道和附件的选择应满足《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GB/T 20801 和现行标准《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TSG D000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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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2 管道的许用应力取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设计规

范》DL/T 5054的规定; 

3 管道的直管壁厚计算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电厂动力管道设计规范》GB/T 

50764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中腐蚀和磨损要求的附加厚度取值可根据所使用的

导热油特性确定； 

4 管道推荐流速宜为 2m/s～6m/s，对于管径小、参数低的管道，宜取下限

值； 

 法兰、滤网、阀门等附件的选择按照火力发电厂相关标准执行。 4.2.10

 管道的检验和试验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4.2.11

GB/T 20801 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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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集热系统布置 

 集热系统布置应符合全厂总体规划的要求。 4.3.1

 集热场场地设计坡度及坡向选择，应根据集热器选型、集热回路布置、4.3.2

传热介质母管位置、集热器轴线走向和倾角、以及场地整平工程量等，通过综合

比较确定，场地设计坡度应满足集热器本体设计要求。 

 相邻两列集热器间距应满足集热器日常清洗、检修及维护的空间需求。 4.3.3

 对于循环倍率大于 1 的，设置有预热蒸发段饱和水再循环的，传热流体4.3.4

炉水循环泵及汽包或汽水分离设备等宜与发电区合并布置，在寒冷地区宜室内布

置。 

 对于设置有汽包或其他汽水分离设备的水动力系统，汽包的布置标高应4.3.5

满足炉水循环泵防汽蚀的要求。 

4.4 系统运行工况 

 集热器设计应至少满足预热、传热流体以不同设计温度流入、启动、运4.4.1

行、停机、排放及紧急排放等工况的要求。 

 集热器的聚焦点应根据负荷变化、太阳资源、天气状况进行调整，可实4.4.2

现部分散焦运行，以满足吸热器表面接收到辐照的热量分布均匀性要求以及集热

管的安全性要求。 

 集热器回路超负荷后应部分散焦反射镜，以满足集热器安全性要求。 4.4.3

 对于受热膨胀的集热器吸热管管束，应设置可靠的滑动或滚动装置使集4.4.4

热管在工作和停运过程中热胀冷缩，保温结构应在任何工况尽可能贴紧管束或集

管，确保集热管在预热及运行阶段安全运行。 

 集热器正常运行控制至少包括控制集热器出口传热流体温度和控制最小4.4.5

流量两种模式。当来自反射镜的能量较低或波动频繁，传热流体流量无法调整以

稳定集热器出口传热流体温度时，集热器可进入维持在最小流量运行的模式。 

 集热器正常运行过程中，应根据吸热器的能量需求调整传热流体流量，4.4.6

预热及蒸发及各段出口的温度波动宜控制在±10℃之内，过热段出口温度波动

应与汽轮机入口温度波动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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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集热器流量降至集热器最低流量仍不能达到集热器出口温度的情况下，4.4.7

且最低流量经回路后升温低于 5℃，应进入非集热工况。 

 吸热器停机工况可按照下列步骤执行： 4.4.8

 集热器逐步散焦； 1

 减少进入集热器的传热流体流量，直至为 0； 2

 根据外界环境温度等情况，确定集热器是否排放传热流体，以及是否进入伴3

热工况； 

 当发生传热流体循环泵跳机工况且备用泵无法及时投运时，镜场应紧急4.4.9

散焦。 

 当发生集热器紧急散焦、集热场传热流体循环泵（对于以水为传热流体4.4.10

的集热系统，包括主给水泵或炉水循环泵）跳机等事故的情况下，集热器进入紧

急散焦及停机工况。 

 集热回路进口和出口关断阀之间的串联连接多个集热器的管道，应避免4.4.11

出现低位点。 

 集热器启动过程中，对于过热段，在饱和蒸汽进入前采用聚焦部分反射4.4.12

镜的方法预热集热管，避免蒸汽初次进入产生大量凝结水。 

 对于带有过热段的集热器，过热段集热器应在集热管和所有蒸汽管道预4.4.13

热并排出凝结水完成之后引入蒸汽并升温。应设置过程中集热管内空气排空的管

路及阀门。 

5 导热油集热系统及设备 

5.1 集热场 

 集热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4.1 节的规定。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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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导热油集热循环系统 

 集热厂传热流体导热油循环系统的设计范围应包括如下： 5.2.1

1.从导热油循环泵出口至集热回路入口导热油管道第一道关断阀； 

2.集热回路出口导热油管道最后一道关断阀至蒸汽发生系统和储热系统换

热器导热油入口关断阀范围内的导热油管道、阀门及附件； 

3.蒸汽发生系统和储热系统换热器导热油出口关断阀至导热油循环泵入口

母管范围内的导热油管道、阀门及附件； 

4.导热油膨胀系统范围内的导热油管道、阀门及附件； 

5.相关主要设备有：导热油循环泵、膨胀罐/溢流罐、溢流回油泵等。 

 

条文说明：该设计范围即是不包含导热油集热回路本体，以及换热器及膨胀

罐容器等本体，上述设备之外的工艺系统及其附属。 

 

 导热油循环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5.2.2

1.导热油宜采用由 73.5％联苯醚和 26.5％联苯组成的共熔混合物，其性能要

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有机热载体》GB 23971-2009 的规定； 

2.每台导热油循环泵入口应设置过滤器、泵入口过滤器宜设置自下游旁路过

滤器至过滤器上游的闭式排放安全阀； 

3.每台导热油循环泵泵出口应设置再循环管道及调节装置，再循环管道应接

至膨胀罐； 

4.导热油循环泵的入口和出口母管之间宜设置带止回阀的旁通管，流量宜与

单台导热油循环泵设计流量一致； 

5.导热油循环泵入口母管与膨胀罐之间的连接管道上应设置带动力操作的

关断阀； 

6.每个集热场分区入口导热油母管上应设置流量测量装置及流量调节阀组； 

7.每个集热器回路入口管道上应设置两道关断阀，其中一个宜带调节功能。

每个集热器回路出口管道上应设置两道关断阀和泄压阀； 

8.在导热油循环泵出口母管、膨胀罐、导热油再生装置出入口等位置宜设置

导热油取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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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热油循环系统主要管道的设计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5.2.3

 膨胀罐至导热油循环泵入口之间的管道，设计压力取用膨胀罐最高液位1

与导热油循环泵中心线之间的静压差与膨胀罐工作压力之和； 

 膨胀罐工作压力应不低于各工况下系统内导热油最高温度所对应的饱和2

压力与膨胀油箱液位静压之和，并留有 50KPa 的裕量； 

 导热油循环泵出口管道，从循环泵出口至第一个关断阀的管道，设计压3

力应取泵在额定转速特性曲线最高点对应的压力与泵进口侧压力之和；泵出口第

一个关断阀之后至膨胀罐入口的管道，应取泵在额定转速及设计流量下泵提升压

力的 1.1 倍与泵进口侧压力之和；  

 上述 1-2 所列的管道压力应考虑传热介质温度对压力的修正。 4

 导热油循环系统主要管道的设计温度取用各运行工况下各计算管段传热5.2.4

介质最高工作温度与最大温度偏差值之和，最大温度偏差宜取 5℃。 

 导热油循环泵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5.2.5

 导热油循环泵的数量应不少于 2 台，其中 1 台备用； 1

 导热油循环泵的出口总流量，除备用泵以外，其余泵的出口流量之和应2

满足集热场设计点热负荷对应流量的 110%； 

 导热油循环泵宜采用调速泵。 3

 导热油循环泵的扬程应按下列各项之和计算： 5.2.6

 额定流量时全厂导热油母管的管道沿程阻力及管件局部阻力，管路有并1

行时取阻力较大者，另加 10%的裕度； 

 额定流量时集热场阻力与蒸汽发生系统阻力之和、额定流量时集热场阻2

力与储热的油-盐换热系统阻力之和、储热装置释热工况时油-盐换热系统阻力与

蒸汽发生系统阻力之和三者取大值，其中集热场阻力应包括集热管阻力及管件局

部阻力，另加 10%的裕度； 

 传热介质返回容器时返回管的最大高度与容器内最低液位之间的静压差。 3

 溢流回油泵配置数量应不少于 2 台，其中 1 台备用，宜采用调速泵，溢5.2.7

流回油泵出口流量应满足容器内导热油体积变化的要求。 

 膨胀罐/溢流罐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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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膨胀罐/溢流罐宜采用卧式钢制储罐； 

2.膨胀罐/溢流罐的台数和容积应根据工艺流程、传热介质特性、环境条件、

大件运输要求等，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3.膨胀系统导热油的膨胀量应根据导热油总量在注油温度与集热系统设计

温度之间的导热油热膨胀的体积差的 1.3 倍选取； 

 4.膨胀罐应设置氮气定压系统； 4

 5.膨胀罐事故疏放接口应设置两道关断阀。 5

 导热油循环系统的管道和附件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5.2.9

1.导热油管道和附件的选择应满足导热油的理化性质和工作参数要求，并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有机热载体炉》GB/T 17410、《有机热载体安全技术条件》

GB24747、《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GB/T 20801 和现行标准《压力管道安全

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TSG D0001 中的相关规定； 

2.导热油管道的许用应力取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设

计规范》DL/T 5054的规定; 

3.导热油管道的直管壁厚计算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电厂动力管道设计规范》

GB/T 50764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中腐蚀和磨损要求的附加厚度取值可根据所使

用的导热油特性确定； 

4.导热油管道推荐流速宜为 2m/s～3m/s，对于管径小、参数低的管道，宜取

下限值； 

5.导热油管道及阀门的法兰垫片应选用耐油耐热垫片，不得使用塑料垫片、

橡皮垫片和石棉垫片； 

 6.导热油管道法兰应采用内外双面焊接，正对高温蒸汽管道的导热油管6

道法兰应采用凹凸面法兰； 

7.导热油管道和附件的连接宜采用焊接，需要频繁拆装或偶然连接的小尺寸

管道宜采用法兰连接。 

 导热油循环系统阀门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5.2.10

1.阀门选型应满足导热油的理化性质和工作参数等要求； 

2.导热油系统应采用锻钢或铸钢阀门，不得采用铸铁阀门； 

3.阀门应具备良好密封性，其密封等级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气动调节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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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213 中泄漏量 VI 级的规定； 

4.阀门宜采用焊接型式。 

 导热油管道的检验和试验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5.2.11

道》GB/T 20801 中的相关规定。 

 导热油膨胀罐和溢流油罐罐体下方应设置不小于罐容积的事故油池。 5.2.12

5.3 集热系统布置 

 集热系统及集热器布置应符合 4.3.1，4.3.2 及 4.3.3 的要求。 5.3.1

 导热油循环泵区域宜位于集热场中靠近蒸汽发生器区域的位置，且应靠5.3.2

近导热油膨胀罐。 

 导热油膨胀罐的最低液位宜位于导热油循环系统最高点；导热油膨胀罐5.3.3

的安装高度应满足任何条件下导热油泵必需汽蚀余量的要求。 

 导热油膨胀罐下方应设置油池及围堰，其容积应满足膨胀罐/溢流罐中的5.3.4

导热油全部排空的空间要求，油池及围堰内壁应做导热油防渗漏处理。 

 导热油管道坡度应不小于 0.003，熔融盐管道坡度应不小于 0.01。 5.3.5

 导热油循环泵应室外布置，导热油循环泵区域内应设置必要的检修起吊5.3.6

设施。 

5.4 系统运行工况 

 系统运行应满足 4.4.1 至 4.4.11 条的要求。 5.4.1

 对于导热油作为传热流体的集热器，应主要采用高于凝固点 60-80℃导5.4.2

热油低速循环方式满足集热场在严寒时段的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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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熔盐集热系统及设备 

6.1 集热场 

 集热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4.1 节及 5.1 节的规定。 6.1.1

6.2 熔融盐集热循环系统 

 熔融盐集热循环系统的设计范围应包括如下： 6.2.1

1. 从低温熔融盐泵出口至集热回路入口按介质流向第一道关断阀之间的管

道、阀门、支吊架、电伴热和其他附件； 

2. 集热回路出口按介质流向最后一道关断阀至高温熔融盐储罐之间的管道、

阀门、支吊架、电伴热和其他附件。 

 

条文说明：该设计范围即是不包含熔融盐集热回路本体，以及换热器及膨胀

罐容器等本体，上述设备之外的工艺系统及其附属。 

 

 熔融盐集热循环系统设计应能满足储热工况和防凝工况等各工况下的机6.2.2

组运行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熔融盐宜采用质量比 6:4 的硝酸钠和硝酸钾的二元盐，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太阳能熔融盐（硝基型）》GB/T 36376 的规定； 

2 每个集热场分区入口熔融盐母管上应设置流量测量装置及流量调节阀组； 

3 每个集热器回路入口管道上应设置两道关断阀，其中一个宜带调节功能。

每个集热器回路出口管道上应设置两道关断阀；  

4 管道上应设置保温、防凝和疏放设施。 

 熔融盐循环系统管道设计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6.2.3

1 从集热场传热流体熔融盐循环调速泵出口第一个关断阀后管道的设计压

力，取值为泵在额定转速及设计流量下泵提升压力的 1.1倍与泵进盐侧压力之和；

进盐侧压力以熔盐最高液位计算。 

2 熔融盐管道设计压力，应计入熔融盐泵进盐温度对压力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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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一般对于 VS1 或者 VS4 型熔盐泵，泵头在液位以下，泵吐出口在

储罐外，而泵组的性能曲线往往是泵头本身的，一般没有做出考虑泵轴长度和

浸没深度的修正。因此储罐最高液位时，泵吸入侧的压力可以用液位和熔盐密

度计算得到。性能曲线的提升扬程没有折减泵吐出口距离叶轮出口的高度对应

的静压。 

 

 熔融盐循环系统管道设计温度取用各运行工况下各计算管段熔融盐6.2.4

最高持续工作温度与最大温度偏差值之和，最大温度偏差值可取 5℃。对于 6.2.1

条第 1款所涉及的管道及附件，设计温度可取低温熔盐储罐正常工作温度加 5℃；

对于 6.2.1 条第 2 款所涉及的管道及附件，设计温度可取集热器回路出口工作温

度加 5℃。 

 熔融盐循环系统的阀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6.2.5

 阀门的选型及配置应满足熔融盐物理特性、工作参数的要求； 1

 应采用锻钢或铸钢阀门，不得采用铸铁阀门； 2

 阀门应设置电伴热，对于线行程的截止阀或闸阀，阀杆和填料位置应设3

置独立的电伴热。 

 宜采用焊接阀门。 4

 熔融盐管道和附件应根据熔融盐的介质特性、温度、压力进行设计，并6.2.6

符合下列规定： 

1 熔融盐循环系统管道的弯管、弯头、法兰及附件、三通、异径管、封头

等附件的选择应现行国家的标准《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GB/T 20801 和现行

标准《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TSG D0001 中的相关规定； 

2 当设计温度不高于 425℃时，宜选用优质碳素钢；当设计温度高于 425℃

时，宜选用奥氏体不锈钢； 

3 熔融盐循环系统熔融盐管道的介质流速宜为 2m/s～4m/s； 

4 熔融盐循环系统管道应进行应力和水力计算； 

5 熔融盐管道的直管壁厚计算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电厂动力管道设计规范》

GB 50764 和现行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设计规范》DL/T 5054 中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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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执行，其中腐蚀、磨损和机械强度要求的附加厚度取值按熔融盐的腐蚀特

性确定； 

熔融盐管道安装完成后，应进行严密性试验。 

6.3 集热系统布置 

 集热系统及集热器布置应符合 4.3.1，4.3.2 及 4.3.3 的要求。 6.3.1

 集热场疏盐区域管道及设备宜集中布置，各设备的相对位置应适应工艺6.3.2

流程的要求，并应满足安装、运行、检修的需要，宜做到设备布局和空间利用紧

凑、合理；管线连接短捷、整齐；巡回检查通道顺畅。 

 对于集热场界区范围内设置有疏放排盐的系统，疏盐罐可采用 NB/T 6.3.3

47003.1《钢制焊接常压容器》规定的结构形式。 

 设备及管道的布置应能够安全、便捷地疏放设备及管道内的介质。 6.3.4

 对于集热场界区范围内设置有疏放排盐的系统，疏盐罐及排盐管道及阀6.3.5

门等附属，应设置电伴热。 

 对于熔盐管道坡度应不小于 0.01，熔融盐管道坡度应不小于 0.01。 6.3.6

 对于气力辅助输送集热器及传热流体母管内熔盐的系统，压缩空气管道6.3.7

宜随传热流体管道布置。 

 蒸汽发生系统熔盐管道的坡度不应小于 0.01；汽水管道的坡度应按现行6.3.8

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汽水管道设计规范》DL/T 5054 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集热场内疏盐罐的疏盐进口标高宜低于熔盐管道及设备上各疏盐点接口6.3.9

标高，并应满足疏盐管道的放坡要求。 

6.4 系统运行工况 

 系统运行应满足 4.4.1 至 4.4.11 条的要求。 6.4.1

 对于熔融盐作为传热流体的菲涅耳集热系统，应采用疏放传热流体排空6.4.2

的方式满足集热器吸热管内熔盐凝固。 

 集热器驱动应具备部分聚焦的功能。当集热管空管充盐时，应先采用部6.4.3

分聚焦反射镜的方式预热集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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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集热场内传热流体管道空管充盐时，应采用电伴热预热管道至熔盐凝6.4.4

固点以上至少 20℃。



21 

7 辅助系统 

7.1 防凝系统 

 应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和传热介质特性，在传热介质侧设置必要的防凝系7.1.1

统和措施。对于水工质作为传热流体的菲涅耳集热系统，应主要采用疏放水排空

的方式满足集热场在严寒时段的凝固，对于集热场内汽包等容器类设备，可设置

电伴热防凝；所有熔盐工艺管道及管道附件、设备均应设置电伴热，作为启动预

热和防凝的措施。 

 传热介质循环系统中的测点温度低于设定的低温值时，防凝系统应启动。7.1.2

当环境温度低于传热流体的凝固点时，对于水循环系统，低温设定值宜不低于

10℃；对于导热油循环系统，低温值设定宜不低于 60℃。对于熔融盐循环系统，

低温值的设定宜不低于 250℃。 

 导热油循环系统应设置防凝加热炉，其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7.1.3

 防凝加热炉设置宜不少于 2 台，其中 1 台备用； 1

 防凝加热炉燃料宜选用天然气； 2

 防凝加热炉宜设置余热回收系统，加热炉应符合现行标准《锅炉节能技术3

监督管理规程》TSG G0002 的规定； 

 防凝加热炉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4

的规定。 

 导热油循环系统的防凝泵可单独设置，也可与导热油循环泵合并设置，7.1.4

当防凝泵单独设置时，宜设 1 台备用防凝泵。 

 熔融盐循环系统的防凝泵可单独设置，也可与储热系统的低温熔融盐泵7.1.5

合并设置，当防凝泵单独设置时，宜设 1 台备用防凝泵。 

7.2 导热油净化及再生系统 

 应设置一套在线式的导热油净化和再生系统，其系统容量宜不小于全场7.2.1

导热油总量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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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热油经再生系统处理后，PH 值应处于 6~8 之间；洁净度应符合导热7.2.2

油的使用性能规定。 

 导热油低沸物和高沸物的脱除率要求应当满足原产品导热油的性能要求。7.2.3

低沸物外排和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 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 的规定。 

7.3 导热油注油系统 

 导热油注油系统由注油泵、管道、管件、过滤器以及仪表等组成。 7.3.1

 导热油注油系统应设置 1～2 台具有自吸能力的注油泵，注油泵入口应7.3.2

设置过滤器，应定期清理。 

 导热油注油系统应设置预热功能；导热油采用罐车运送时，宜采用导热7.3.3

油运送罐车的自带加热装置。 

 集热系统首次注油时，宜采取全厂一次性的注油方式。 7.3.4

 日常注油宜与导热油再生及净化系统的设计统筹考虑。 7.3.5

7.4 导热油氮封系统 

 闭式导热油循环系统的膨胀罐、溢流罐、再生系统油罐和储能系统熔融7.4.1

盐储罐等气相空间应采用氮气覆盖，在膨胀罐顶部应设置压力控制系统，并维持

系统内压力在设定范围。 

 氮封系统由制氮、输送、存储设备、阀组、仪表及管路组成。氮气系统7.4.2

应与膨胀罐和溢流罐连通并保证氮气的持续供应。 

 氮气的供给方式可为外购氮气和厂内设置制氮系统，具体方式根据工程7.4.3

具体特点确定。 

 当按厂内设置制氮系统考虑时，制氮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7.4.4

 制氮装置运行容量设置应能满足全厂氮封系统最大连续用气量的要求； 1

 制氮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氧气站设计规范》GB 50030 的有关规定。 2

7.5 传热流体疏放系统 

 集热场内传热流体管道及集热器集热管疏放可采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源。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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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熔盐作为传热流体的菲涅耳集热系统，当分区设置疏盐罐时，疏盐7.5.2

罐内熔盐返回至储罐可采用熔盐泵或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源。 

 传热介质的疏放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7.5.3

 集热系统传热介质管道、设备等的低位点宜设置疏放措施； 1

 集热回路进口和出口关断阀之间的串联连接多个集热器的管道，应避免出现2

低位点。当有低于低位点不能疏放该部位的介质时，宜在低位点处设置疏放阀门； 

 疏放管道阀门应靠近主管设置，阀后和管道的布置应考虑防止传热介质的积3

存； 

 当集热回路可与传热流体母管通过阀门隔离疏放集热管内介质时，介质应通4

过移动容器回收； 

 对于熔盐作为传热流体的集热系统，疏放管道及阀门和泵类附属设备应设置5

防凝措施。 

 对于导热油和熔盐作为传热流体的集热系统，安全阀排出的介质应回收7.5.4

或处理，避免污染环境或工质浪费。 

 导热油疏放回收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7.5.5

 导热油疏放管道阀门宜采用满足密封要求的球阀或阀杆处采用波纹管密封1

避免外漏的截止阀； 

 导热油循环系统中的设备等处的导热油疏放应设疏放母管； 2

 无法回收利用的污油及污染物应集中收集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3

7.6 集热器清洗 

 集热器应配置清洗装置，清洗方式应根据当地气象条件，通过技术经济7.6.1

比较确定，宜采用水清洗方式。 

 集热器的清洗频次宜满足反射镜年均反射率的要求。 7.6.2

 清洗介质应满足集热器对清洗介质的要求，并不得污染环境。 7.6.3

 清洗装置宜选用移动式，清洗装置的数量宜根据清洗频次和清洗工作模7.6.4

式综合确定。 



24 

8 其他技术要求 

8.1 仪表与控制 

 集热系统应纳入机组主控制系统监视与控制。 8.1.1

 集热系统检测仪表和执行装置的设置应满足运行人员在就地人员的巡回8.1.2

检查和少量操作的配合下，在集中控制室内通过操作员站实现集热系统的启停、

运行工况监视和调整、事故处理等的要求。 

 集热器就地控制装置宜采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和机组主控制系统的时8.1.3

钟应同步。 

 集热系统仪表、控制设备与机组同类型仪表设备的选型宜统一，并应满8.1.4

足机组运行、自动化系统的功能和接口要求。集热系统仪表与控制系统设计应符

合现现行行业标准《太阳能热发电厂仪表与控制及信息系统设计规范》DL/T 

5594 的有关规定。 

8.2 电气系统 

 集热系统高、低压厂用电电压等级应与发电区厂用电系统一致。集热系8.2.1

统厂用电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应与发电区厂用电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一致。集热

场低压厂用负荷宜采用分区供电方式。低压厂用工作变压器应由就近的高压厂用

工作母线供电。 

 集热场低压厂用工作变压器可选用高低压预装式箱式变电站或组合式变8.2.2

压器。高寒地区可设置变压器室，变压器室内安装。箱式变电站的选型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高低压预装式变电站》GB/T 17467 的规定，组合式变压器选型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组合式变压器》JB/T 10217 的规定。 

 集热系统低压厂用备用电源根据发电区站用电系统的接线方式通过技术8.2.3

经济比较确定。 

 集热系统交流保安电源应采用快速起动的柴油发电机组或满足快速起动8.2.4

要求的内燃机组。集热系统的交流保安电源可与发电区交流保安电源合用，也可

单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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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热系统交流不间断电源宜分散独立设置，自带蓄电池组；满负荷供电8.2.5

时间应满足工艺设备需求。交流不间断电源装置宜由一路交流主电源和一路直流

电源供电。交流主电源应由集热系统低压厂用母线段引接，直流电源应由独立设

置蓄电池组供电。交流不间断电源设置和接线方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大中型

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GB 50660、《小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GB 50049 和

现行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变电站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DL/T 5136、《电

力工程交流不间断电源系统设计技术规程》DL/T 5491 的有关规定。 

 集热系统低压厂用工作变压器、低压线路、低压电动机的保护以及集热8.2.6

系统厂用电控制、信号、测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厂用电设计技术

规程》DL/T 5153 的有关规定。 

 集热系统低压厂用工作变压器的监控宜通过独立测控装置实现，所有测8.2.7

控装置宜采用光纤通信网络接入电厂的监控系统。 

 过电压保护和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8.2.8

1 集热系统过电压保护和接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

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GB/T 50064、《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T 50065

和《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的有关规定； 

2 集热场区内应设计接地网，接地网除应采用人工接地极外，还应充分利用支

架基础的金属构件； 

3 集热场区接地应连续、可靠，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4Ω。 

 电缆选择与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8.2.9

 集热系统电缆的选择与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4

GB 50217 的规定； 

 集中敷设于沟道、槽盒中的电缆宜选用阻燃 C 级及以上电缆； 5

 集热器支架之间及支架与配电箱之间的电缆应有固定措施。 6

 与导热油相关的火灾危险场所的电气装置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8.2.10

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和《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设计防火规

范》GB 5022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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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消 防 

 集热系统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8.3.1

《石油库设计规范》GB 50074、《槽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站设计标准》GB/T 51396 

的规定。 

8.4 安全防护要求 

 集热系统安全设施设计应以安全预评价为依据，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8.4.1

《火力发电厂职业安全设计规程》DL 5053 的规定。 

 集热系统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应以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为依据，并应符8.4.2

合现行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职业卫生设计规程》DL 5454 的规定。 

 在事故易发处应设置安全标志，其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标志8.4.3

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 的规定，安全标志的色带颜色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

全色》GB 2893 的规定。 

 集热场区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作场所职业8.4.4

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 的规定。 

 导热油集热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8.4.5

1 有毒物质的防护设施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 的规定； 

2 集热场区的最高醒目处应安装逃生风向标。 

集热系统设备区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个体防护装备选

用规范》GB/T 11651 和《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GB/T 2951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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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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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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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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