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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所属专项“大气污染成因与控

制技术研究”，所属项目“典型面源排放标准评估和制修订的技术方

法体系研究”，所属课题“民用燃煤大气污染物全过程控制及相关标

准研究”，北京全华环保技术标准研究中心为承担单位。 

1.2 工作过程 

任务承担单位接受任务后，立即成立了《民用燃煤高效燃烧炉具

技术规范》编制组。 

2016 年 07 月启动，民用燃煤高效燃烧炉具现状调查，考虑到我

国不同区域的自然地形、生活生产特征、能源可获得性和经济基础等

各方面的差异，在选取调研区域时应体现地区差异性，选取的典型民

用燃煤炉具能够体现全国民用燃煤炉具现状。 

基于以上原则，考虑南方与北方、山区与平原之间在民用燃煤炉

具使用上的差异较大，本课题拟选取京津冀区域和长三角区域作为调

研区域。在对上述区域的民用燃煤炉具进行初步摸底调查的基础上，

选取合适的民用燃煤炉具分类级别，以确定民用燃煤炉具排放的数据

调查和收集对象。 

2017 年 7 月—2018 年 6 月，对民用燃煤炉具进行分类，并调研

燃煤消耗量。根据民用燃煤的特点，主要分为燃用型煤、散煤、生物

质成型燃料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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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组织调查的各家各户填写统一的调查表，填写各类型

民用燃煤全年及采暖季用煤量，调查炉具类型等信息。主要涉及民用

燃煤的种类、用途、用量等使用情况，炉具类型及炉具热效率等，以

及农户的家庭人口、住房面积、采暖期长短等用户信息。 

调查方法：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即通过召集居民集中填报配合

入户现场调查的方式开展问卷调查。问卷填写方式可采取调查员询问

调查对象并填写，或由调查对象直接填写后再经调查员审核。 

2018 年 7 月—至今，编制组对我国典型民用煤使用区域和进行重

点调研，根据污染物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污染防治技术，筛选

并确定炉具相关技术要求，进一步修改完成《民用燃煤大气污染物控

制标准》 及其编制说明。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我国各地对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要求趋严 

随着近年来 “雾霾”状况频发，对改善大气环境的呼声日益高

涨，一系列旨在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法规和文件密集修订与发布。这

些标准与文件的发布与实施，对用民用燃煤高效燃烧炉具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有必要对民用燃煤高效燃烧炉具制订相应技术规范。烟气中

的主要污染因子：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和颗粒物等，

是影响大气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 

2.2 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2.2.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 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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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完善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加强污染源监督

性监测，公布未达标企业名单，实施限期整改。增强节能环保工程技

术和设备制造能力，研发、示范、推广一批节能环保先进技术装备。 

2.2.2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要求着力减少新增污染物排

放量，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和发展循环经济。 

2.2.3 《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 

环境保护部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发布《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

排放限值的公告》（环保部公告 2013 年第 14 号）。公告明确规定，为

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根据国务院批复实施的《重点区域大

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的相关规定，在重点控制区的火电、钢

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行业以及燃煤锅炉项目执行大气

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公告要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

地区为纳入规划的重点控制区，共涉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

区十群’19 个省（区、市）4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公告中对新建项

目明确规定“对于石化、化工、有色、水泥行业以及燃煤锅炉项目等

目前没有特别排放限值的，待相应的排放标准修订完善并明确了特别

排放限值后执行，执行时间与排放标准发布时间同步。 

2.3 炉具技术进步的要求 

目前情况来看民用燃煤炉具种类和数量繁多，但平均容量小，烟

气排放口高度低，燃料品质和种类差异大、烟气污染物治理效率较低，

民用燃煤炉具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都有使用，管理难度大。民用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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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炉具的燃烧效率差别大，相对应的技术种类众多、生产与实际运行

状况参差不齐，总体来说高效燃烧技术相对比较薄弱，民用燃煤炉具

的生产技术还需进一步规范。 

3 行业现状及技术分析 

3.1 民用燃煤炉具行业概况 

2017 年，全国民用散煤年消耗量约 2 亿吨，占煤炭消耗总量的

4.7%。全年燃烧产生 74.9 万吨 PM2.5 和 416.06 万吨 SO2 ，与占全

国煤炭消费总量 43.2%的电厂锅炉污染物排放水平基本相当（PM2.5

为 88.57 万吨，SO2 为 586.79 万吨）。 

目前，我国农村炊事取暖以低效高污染燃煤炉具为主，环保高效

炉具使用率仅 20%左右。低效炉具燃烧效率低，煤炭燃烧不完全，大

气污染严重。 

3.2 民用燃煤炉具分类 

民用燃煤炉具根据燃烧方式可将炉具分为 3 类，分别是正烧类炉

具、反烧类炉具及解耦燃烧炉具。 

正烧类炉具有较高的上火速度及火力强度，分别达到 8℃/min 和

2kW 以上，但使用过程中烟囱有大量黑烟冒出，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高，并且排烟温度较高，平均达到 300℃ 左右，炉具热效率低，热

负荷难以控制，需频繁加煤，炉具燃烧和污染物排放具有极强的周期

性。 

反烧类炉具是把高温烟气取出一部分或者全部送到炉膛的低温

区加热没有燃烧的煤炭，使得煤炭容易燃烧，燃烧的更加彻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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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燃料利用率比较高，灰渣含碳量比较低。缺点是结构复杂，引风机

的耗电高。而且因其多回程的炉膛结构原因，部分不具备炊事功能，

炉具使用过程基本无烟，PM2.5 以及有机挥发分气体的排放较少，运

行过程稳定，但出力能力受限制，比直烧的同大小炉膛炉子超负荷能

力小。 

解耦炉具的上火速度与火力强度分别可达到 6 ℃/min 及 2kW 以

上，具有较好的炊事能力，使用过程无烟，且平均烟气温度不超过

250 ℃，热效率高，热负荷易于调节，加煤周期较长，燃烧、供热稳

定。同时，解耦炉具通过合理的一、二次风配比，使型煤充分燃烧，

CO 排放浓度低于普通正烧及反烧类炉具。通过“煤炉匹配”在实现

烟煤无烟化燃烧的同时，达到上火快，火力强，好使用的目的。 

3.3 相关标准比较 

3.3.1《民用水暖煤炉热性能试验方法》 （GB/T 16155-2005）  

标准规定了民用水暖煤炉的热性能试验方法。适用于以型煤为燃

料的民用水暖煤炉，具有炊事功能的民用水暖煤炉参照执行。 

标准规定了炉具热性能试验和封火性能试验的试验程序，试验结

果的计算和评定。 

3.3.2《民用水暖煤炉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154-2005） 

标准规定了水暖煤炉的技术要求、安全要求、环境要求和检验规

则。适用于以型煤为燃料、额定供热量小于 50kW、额定工作压力为

常压循环系统最高高度不超过 10 米，出水水温不高于 85℃的民用水

暖煤炉，具有炊事功能的民用水暖煤炉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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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燃气采暖热水炉》 （GB 25034-2010） 

标准规定了密闭式燃烧的燃气采暖热水炉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及

其参数，材料、结构和安全要求，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警示和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额定热输入小于等

于 70kW，最大采暖工作水压小于等于 0.3MPa，工作时水温不大于 95℃，

采用大气式燃烧器或风机辅助式燃烧器或全预混式燃烧器的采暖热

水两用的器具，也适用于单采暖器具。 

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4.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燃煤高效燃烧炉具的型号表示方法、技术要求、

安全使用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燃用型煤、散煤、生物质成型燃料，额定热功率小

于 50kW、额定工作压力为常压，循环系统最高高度不超过 l0m、出口

水温不高于 85℃，具有炊事、采暖、通炕功能的民用燃煤高效燃烧

炉具。 

4.2 标准结构框架 

本标准文本主要包括： 

前言 

1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产品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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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6 检验方法 

7 检验规则 

8 标识、包装、贮存和使用 

4.3 标准执行时间点  

自标准发布实施之日起，新生产民用燃煤炉具执行本标准所规定

的控制要求。 

4.4 术语和定义 

标准定义了民用燃煤高效燃烧炉具、额定供热量、反烧式结构、

炊事火力强度、炊事热效率、旺火燃烧时间和封火能力共 7 个术语。 

4.5 产品型号 

民用燃煤高效燃烧炉具的型号由四部分组成： 

1）第一部分表示产品的功能，单独炊事型用大写字母 C 表示，

单独采暖型用大写字母 N 表示，炊事采暖型用大写字母 CN 表示，炊

暖烧炕型用大写字母 CNK 表示； 

2）第二部分表示燃料类型，S 表示散煤，X 表示型煤，B 表示生

物质燃料。 

3）第三部分表示产品的额定供热量，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保留

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4）第四部分表示产品的改进序号，用罗马数字表示，在第二和

第三部分之间加短横线“—”； 

示例：CNX25—Ⅱ，表示产品是以型煤为燃料的炊事采暖型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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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燃烧炉具，额定供热量是 25kW，第Ⅱ代改型产品。 

4.6 技术要求 

4.6.1 结构要求 

炉具结构应设计合理、密封性好、操作方便、安全可靠，应采用

燃料直接燃烧方式，炉具应装设通往室外的烟囱接口，不应采用炉灶

分离的全气化燃烧方式。炉具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并按照经规定程序

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1）单独采暖型、炊事采暖型、炊暖烧炕型产品采用反烧式结构、

科学合理设置有储料仓和二次配风装置。 

2）采暖型和炊暖型炉具应设置有储料仓、二次配风、清灰（渣）

装置等部分； 

3）炉具的燃烧室、储料仓、二次配风、清灰（渣）装置、炉口、

水套等各个部分结构应设计合理、操作简便、使用安全。 

4.6.2 外观要求 

产品设计应科学合理，便于操作，造型美观，平整光洁，无毛边、

毛刺，外表面做防锈和喷涂处理，涂层牢靠，保温材料不外露。 

4.6.3 炉体制造要求 

从部件制造、炉体外壁防锈、机械加工表面、炉体水夹层、炉瓦

（胆）制造、隔热和保温材料选用、水压试验、余热利用水套、进出

水管等方面提出炉具制造要求。 

1）铸造件应厚度均匀，表面光滑，无裂纹、气孔、砂眼等缺陷。 

2）焊接件应平整、均匀，无烧穿、夹渣、气孔、未焊透等缺陷。 



9 
 

3）冲压件应无裂纹、起皱、飞边、毛刺等缺陷。 

4）钣金件表面应平整，无裂纹、皱折、凹凸等缺陷，机械加工

表面不应有磕、碰、划伤、锈蚀等缺陷。 

5）铆接件应牢固，铆钉应无松动、歪斜。 

6）炉体外壁应做防锈处理，防锈层应防水并不易脱落。 

7）机械加工表面不得有明显的磕、碰、划伤、锈蚀等缺陷，面

板四周不得有明显尖角。 

8）炉体水夹层部分使用铸铁时，受热面铸铁壁厚不应小于 4mm；

使用碳素钢时，受热面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3mm，非受热面部分钢板厚

度不应小于 2mm。 

9） 炉体水夹层应保证足够的流通截面积，水夹层宽度（内外壁

之间的净距）应符合表 4.1 规定。 

表 4.1 炉体水夹层宽度 

额定供热量/kW 水夹层宽度/mm 

≤5 ≥8 

≤10 ≥12 

≤20 ≥15 

≤30 ≥20 

＞30 ≥25 

 

10）炉瓦（胆）应能耐高温、无残缺、其尺寸、形状和厚度应符

合设计要求。 

11）隔热和保温材料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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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每台炉具应按 6.3 的规定进行水压试验,水压试验时，炉体

应无泄漏。 

13）带有余热利用水套的炉具或具有热水采暖功能的炉具其水套

不得泄漏。 

14）炉具的进、出水管通径按表 4.2 选取。 

表 4.2 进、出水管通径 

额定供热量/kW 进、出水管通径/mm 

≤5 20 

≤10 25～32 

≤50 32～50 

 

4.6.4 安全使用要求 

安全使用要求对炉具的烟囱、炉体外壁最高温度、介质、额定压

力、阀门、膨胀水箱、保温措施、循环水、挡板、爆破片、电机等各

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民用炊事炉具应装设烟囱并通往室外，烟囱排放口距地面的

高度不低于 3m，并在室内加装通风装置。水暖煤炉、炊事采暖炉具

严禁安装在卧室内，应装设烟囱并通往室外，并应保持室内空气畅通，

以防煤气中毒。 

2）正常工作时，炉体外壁最高温度不应超过 60 oC，必要时采

取隔热措施和警示说明。 

3）采暖型和炊暖型炉具应以水为传热介质，额定工作压力为常

压，循环系统相对高度不超过 10 米，出口热水温度不高于 85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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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气连通管、膨胀水箱与炉具之间的水管严禁安装任何形式

的阀门。余热水箱不应封闭使用。 

5） 膨胀水箱水位应不低于其高度的 1/3，水量不足时应及时补

水。 

6）民用水暖煤炉及其循环系统裸露在室外的管道应有保温措施，

膨胀水箱和大气连通管应安装在室内，以防冻结。 

7）民用水暖煤炉采暖循环系统中的循环水不得作为其他用途。 

8） 民用水暖煤炉严禁在烟道安装任何形式的挡板，以防烟气泄

漏。 

9）民用水暖煤炉应装设爆破片。爆破片应符合以下要求：防爆

等其他安全使用要求按照 GB 16154 的规定执行。 

a）爆破片压力不得超过 0.2MPa，排放内径不得小于 25mm； 

b）爆破片应采用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推荐、指定或认可

的产品； 

c）爆破片装在防爆体内，阀体通过连接管与水套连接，安装在

水套外表面上方位置。 

10）使用电机的炉具，应有安全用电措施。 

4.6.5 性能要求 

性能要求分为热性能、承载能力和稳定性三方面。 

1）热性能 

热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4.3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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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热性能指标 

产品类型 

技术指标 

炊事火力强度 

kW 

额定供热量 

kW 

热效率 

% 

封火时间 

h 

进炕烟气温度 

oC 

单独炊事型 ≥2.0 不小于标称值 ≥35 — — 

单独采暖型 — 不小于标称值 ≥70 ≥10 — 

炊事采暖型 ≥2.0 不小于标称值 ≥70 ≥10 — 

炊暖烧炕型 ≥1.5 不小于标称值 — — 300-360 

 

2）承载能力 

炉具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且其结构应经受正常使用中可能

会出现的粗鲁对待和处置。 

3）稳定性 

炉具应具有足够的稳定性。 

4.6.6 烟气排放要求 

烟气排放要求分为烟气排放和气体泄漏量两方面。 

1） 烟气排放要求应符合表 4.4 的规定。 

表 4.4 民用燃煤高效燃烧炉具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 

污染物项目 指标 

烟尘/（mg/m3） ≤50 

二氧化硫/（mg/m3） ≤30 

氮氧化物/（mg/m3） ≤150 

一氧化碳/% ≤0.2 

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级） ≤1 

 

2）气体泄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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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室内空气中一氧化碳含量≤10mg/m3 (1h 均值)。 

b）室内空气中氟含量≤0.02mg/m3 (1h 均值) 

4.7 检验方法 

1）对结构、外观、炉体制造、安全使用等技术要求采用视检、

温度计、钢尺、观察等方法进行检查。 

2）水压试验时，水压 0.2MPa,持续时间>5min。观察炉体是否有

泄漏。 

3）爆破片检测方法按照 GB 16154 规定的方法进行。 

4）热性能试验 

热性能指标按照 NY/T 2370 的规定执行。炊事热效率按 DB52/T 

591 进行试验。 

热性能试验按 GB/T 16155 中规定的相应方法进行试验并计算。 

热性能和环保性能试验按 NB/T 34005 的规定进行。 

热性能试验后，经足够时间自然冷却，对燃烧物进行清理后，视

检瓦炉应无明显变形。 

a）选用散煤、型煤、生物质三种燃料分别进行试验，每种燃料

只试验一次，热性能结果取三次试验的平均值； 

b）试验所用燃料应符合 NY/T1878、DB13/2081 的规定； 

c）单独采暖型、炊事采暖型、炊暖烧炕型炉具试验时，燃料使

用量应保证炉具稳定燃烧 3 h 以上； 

d）单独炊事型炉具的热性能试验按照 NY/T2379 规定的方法进行； 

e）单独采暖型炉具的热性能试验按照 NB/T34005 规定的方法进



14 
 

行； 

f）炊事采暖型炉具的热性能试验按照 NB/T34008 规定的方法进

行； 

g）炊暖烧炕型炉具的热性能试验按照 NB/T34016 规定的方法进

行； 

5）承载能力试验应在炉具未安装烟管状态下，被刚性支撑，在

炉盖范围内垂直均匀施加 100 kg 祛码，保持 3 h，炉具应不得损坏

或出现裸眼可视变形。 

6）稳定性试验应在炉具未安装烟管状态下，在炉盘表面最不利

部位垂直施加 40 kg 祛码，炉具不应倾斜，炉盘不应有明显变形。 

7）大气污染物排放检测方法 

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按照 NY/T 2370 的规定执行； 

烟气排放要求按 NB/T 34008 的规定进行； 

一氧化碳泄漏量、氟泄漏量按 DB52/T 591 进行试验。 

4.8 检验规则 

1）出厂检验 

每台炉具经制造单位的质量检验部门按照检验方法的各项规定

（表 4.5）检验合格并出具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2）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除出厂检验外还包括热性能和大气污染物排放试验，型

式检验项目和要求如表 4.5 所示。型式检验机构须经过国家计量认证，

并具有相应监测资质。户用生物质炊事炉具在下列情况下进行型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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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每次不少于 2 台： 

a）批量生产的产品每 2 年或每生产 2 万台应进行一次；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

响户用生物质炊事炉具的性能时； 

c）新产品和该型产品正式投产时； 

d）老产品转厂或停产超过一年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有关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表 4.5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查项目及要求 

序号 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1 结构要求 √ √ 5.1.1 6.1 

2 外观要求 √ √ 5.1.2 6.1 

3 炉体制造要求 √ √ 5.2 6.1 

4 安全使用要求 √ √ 5.3 6.1 

5 水压试验 √ √ 5.2.12 6.2 

6 热工性能 - √ 5.4 6.4～6.6 

7 大气污染物排放 - √ 5.5 6.7 

注：“√”为需做项目 

 

3）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机构应提供正式检验报告，型式检验的每个项目，应符

合本标准要求。如有一项指标不合格时，可抽双倍数量炉具进行复验，

如仍有不合格项时，则认为该批炉具不合格。 

4.9 标识、包装、贮存和使用 

1）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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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炉具应在明显位置固定产品标识。炉具标识的基本内容： 

a）制造厂名； 

b）产品名称； 

c）商标； 

d）规格型号； 

e）炊事火力强度； 

f）额定供热量 

g）制造日期； 

h）出厂编号； 

i）执行标准号。 

2）包装 

包装应符合与用户的约定要求。随同产品提供的文件： 

a)产品合格证； 

b）产品使用说明书； 

c）出厂清单； 

d）产品保修单。 

3）警示标识 

应在炉体显著位置张贴警示说明，警示说明应符合以下要求： 

a）警示说明应牢固、不易脱落，尺寸不得小于 100mm×62mm； 

b）警示说明应注明本标准安全使用方面的内容。 

4）贮存和使用 

a）贮存场所应防水、防潮、防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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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炉具在正常条件下使用，寿命应不低于 3 年。 

5 环境与经济效益分析 

5.1 环境效益分析 

目前市面上普遍的三石火炉热效率约为 10%左右，而新型燃煤炉

具的热效率可达到 30-50%。全面采用民用燃煤高效燃烧炉具可提升

民用煤燃烧效率、有效节能，大幅减少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等污染物的产生量，有效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5.2 经济效益分析 

民用燃煤高效燃烧炉具相对于现有普通炉具可以提升 20-40%的

热效率，热效率的提升可减少民用煤的使用量约 20%。以每户居民年

耗煤量 5 吨计，按目前民用洁净煤 500 元/吨计算，每户每年可节约

5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