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心连心气化装置
运行情况介绍



a 公司简介

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化肥行业领军企业以及中国单体规模最大的尿

素企业，拥有新乡、新疆、九江三大生产基地，目前拥有尿素260万吨，复合肥215万

吨、甲醇60万吨、三聚氰胺6万吨，二甲醚20万吨和糠醇5万吨的年产能力。

为实现化工园区资源利用最大化，目前河南心连心新乡本部正在有序推进公司

“一分厂退城入园”项目，项目前期通过充分沟通，科学论证，最终继续选择多喷嘴

对置式水煤浆加压气化技术，选用3000吨级气化炉，目前项目正处于设计安装阶段。



气化装置运行情况简介

2018年，河南心连心气化装置主要以延长倒炉周期和提高吨浆产

气量为目标，在借鉴同行运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具体工作攻关，

将气化炉运行平均周期延长到84天以上，吨浆产有效气量提升至

1.334KNm3/m3CS以上，在之前提升工艺管理的工作基础上，加强

对各工序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2018年气化装置运行情况（截止9月19日）

气化炉
停车
次数

停车原因
累计运
行时间

备注

A 4 空分跳车2次
计划倒炉2次 3420h 气化A系统最长运行112天

B 3 计划倒炉3次 4145h 气化B系统最长连续运行81天

C 4 空分跳车2次
计划倒炉2次 4735h 气化C系统最长连续运行88天

气化装置运行时间简介



2018年重点工作介绍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为保证煤浆制备岗位稳定运行，避免
因日常工作不到位造成的煤浆不合格影响
系统生产，为完成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目标，
特制订气化车间煤浆制备岗位规范化运行
管理方案。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任何一个管理上的缺失都可能给现场环境、
生产稳定等带来一定的影响，如磨机进料端磨
损泄漏、仪表气源管老化等都可能影响到煤浆
制备工段的正常运行。

背景



1、制浆系统稳定运行，
出现异常泄漏或人为操作
事故为零，高压煤浆泵非
计划故障停车次数为零

2、水煤浆浓度、粘度、粒
度分布合格、稳定，避免出现
煤浆管线沉淀、堵塞现象

3、煤浆制备工
段检修按高效、高
质量、高标准完成

4、工艺、维修、仪电
三位一体，紧密配合完成
所有设备的例行检修，减
少非计划检修，避免事故
停车

管理目标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序号 指标 标准限值 制定依据 偏离指标影响 调整措施

1
煤浆浓
度

60 ~63%
气化对水

煤浆要求

1、浓度过高，煤浆的成浆性及
流动性差，粘度、粒度不合格。

2、浓度过低，煤浆稳定性不好，
气化产气量小，对水煤浆成浆性、
粘度、粒度有影响。

对运行负荷进
行调整，对水
煤比进行调整。

2
煤浆粘
度

700~1100cp
气化对水
煤浆要求

1、粘度过低，煤浆稳定性不好。

2、粘度过高，对烧嘴雾化效果
有影响，不利于泵的输送。

调整添加剂用
量

3
煤浆粒
度分布

8目100%
14目98~100%
40目90~95%
200目40~58%
325目30~40%

气化对水
煤浆要求

粒度分布影响气化产气量
及时调整钢棒
配比及添加量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关键运行控制指标



设备列表
日常规
范项目

检修项
目清单

仪电检
查清单

棒磨机 25 20 24

低压煤浆泵 14 14 12

高压煤浆泵 27 27 19

称重给料机 7 7 12

大煤浆槽 6 5 --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根据异常生产波动事件、
现场检修工作量以及现场隐
患排查数量统计，运用质量
管理工作手法，对煤浆制备
岗位各项日常工作进行梳理，
寻找出最适合目前岗位人员
操作习惯的方案，并对其进
行规范，形成《煤浆制备规
范化运行管理方案》。按照
日常规范、检修项目、仪电
检查项目梳理，如右表所示。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棒磨机

棒磨机日常规范共包含25项 棒磨机检修清单共包含20项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棒磨机仪电检查清单共包含24项

棒磨机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低压煤浆泵

低压煤浆泵日常规范共包含14项 低压煤浆泵检修清单共包含14项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低压煤浆泵仪电检查清单共包含12项

低压煤浆泵



高压煤浆泵活塞杆、十字头、曲轴、控制盘等关键部位拆开大修时必须由维
修班长、工段长、维修主任共同确认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高压煤浆泵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高压煤浆泵

高压煤浆泵仪电检查清单共包含19项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高压煤浆泵



序号 规范项目 规范措施 规范原因 责任人 落实方法

1
每年清空检查

一次
每年对大煤浆槽彻底清
空冲洗检查一次。

长期运行大煤浆槽顶部大量热气夹带
着细的煤灰颗粒聚集在槽壁、搅拌器
周围形成煤疤块易脱落，煤浆沉积、
底部铁丝等杂物过多等现象，给系统
生产造成较大的隐患。

工段长及现
场主操

车间根据实际生
产情况安排倒槽
清槽时间

2

对大煤浆槽搅
拌器轴、呼吸
管、顶部人孔

冲洗

每月1日、15日中班接
班后对搅拌器轴、呼吸
管、顶部人孔冲洗一次
。

长期运行大煤浆槽顶部大量热气夹带
着细的煤灰颗粒聚集在槽壁、搅拌器
周围形成煤疤块易脱落。

当班现场主
操

拍检查视频发到
工作群内

3
S1301溜管每
中班冲洗一次

每天中班冲洗S1301溜
管。

溜管堵塞会使煤浆大颗粒及杂质无法
筛出，可能会对高压煤浆泵造成垫缸
导致气化炉跳车。

当班现场主
操

拍检查视频发到
工作群内

4
大煤浆槽底部
排污排浆

每月1日、15日中班接
班后底部导淋排浆一次
并检查有无其它异物。

煤浆大颗粒及杂质，可能会对高压煤
浆泵造成垫缸导致气化炉跳车。

当班现场主
操

拍检查视频发到
工作群内

5
检查搅拌器及

浆叶

每次清槽期间联系维修
及仪电人员检查桨叶磨
损程度、减速机更换润
滑油、电机电器检查、
液位计校验等工作。

搅拌器长期磨损影响搅拌效果。
钳工班长与
工作完成时
监护人

制定检修清单签
名确认

6
更换大煤浆槽
搅拌器浆叶

每4年时间更换一次浆
叶。

搅拌器长期磨损影响搅拌效果。
钳工班长与
工作完成时
监护人

制定检修清单签
名确认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大煤浆槽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大煤浆槽

大煤浆槽定期排浆检查 煤浆大颗粒下料口防护



1 煤浆制备工段规范化管理



下步重点工作

气化生产过程程序化控制

根据运行几年的操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对
班组事务进行分解。使各项工作更细化、标准
化、规范化、制度化，明确工作任务，提高操
作人员技能。以任务为导向，提升员工的自主
管理能力，激发员工的快乐工作的热情。



例：倒炉过程程序化控制

时间 班次 任务 责任人 确认人

烘炉前
一天

夜班 对系统检修完毕后影响开车条件进行统计，特别是拆检完
毕未回装项目及仪表问题，及时反馈给工段长。 气化现场主操1 值长

白班 建立预热水循环，检查激冷环水分布情况，P1305两台泵
打循环各试验1小时。 气化现场主操1 值长

中班 S12蒸汽暖管，建立开工抽引器，填写烘炉确认单，负责
白班点火条件落实完毕（包括九楼点火物资）。 气化现场主操2 值长

… … ……. …

倒炉当
天

夜班

1、703大循环后阀门确认； 气化中控主操1 工段长

2、704现场阀门确认，各换热器正常投运，704氮气置
换合格； 渣水现场主操1 工段长

……. …

白班

1、P1405A/C运行（视情况）； 渣水现场主操1 工段长

2、704建真空系统； 渣水现场主操1 工段长

……. …



结束语

激情与汗水书写了过去的辉煌，智慧与坚韧铸就未来精彩，回首
开车至今的这些日子，我们碰到了一些问题，也总结了一些经验，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提升了自身素质和管理水平。今后，我们将一如
既往，不忘初心，为气化炉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中国高效肥倡导者

欢迎各位领导、专家莅临心连心

参观指导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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