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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化工部基建司的安排，由化工部热工设计技术中心站组织编制热工专业的设计

标准和技术规定，作为指导热工设计的部颁指令性技术文件.

    《锅炉房、汽机房土建荷载设计条件技术规定》 (HGJ 37一90)内容包括:总则及

基本规定，主厂房屋面、楼(地)面活荷载;辅助厂房屋面、楼(地)面活荷载;吊车
荷载;集中荷载和检修荷载。附录和编制说明‘

    本规定由化工部第一设计院编制.主编人为马天余同志，校核人为么向科同志，由

化工部热工设计技术中心站技术委员会审定。

    本规定在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意见，总结了各化工设计单位多年来的设计经验，

经中心站组织函审和热工中心站技术委员会会议审查通过 最后定稿，由化工部热工iS
计技术中心站报部审批.

    在执行本规定的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提供仕
工部热工设计技术中心站，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化工部热工设计技术中心站

    一九九0年十二月



总则及基本规定

    1.1 总 则

    1.1.1为了统一化工企业的锅炉房、汽机房工程设计中的土建荷载条件数据，以

期土建结沟设计合理、安全可靠，特编制本规定.

    1.12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规模的新建和扩建锅炉房、汽机房。

    ({)单炉容量为220t/h及以下的锅炉房;
    (2，单机容量为25000kw及以下的汽机房。
    了.了3 卞规定中的土建荷载条件仅限于热工专业向土建专业所提的荷载条件.凡

下规定未涉及部分，应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1.1,4 凡本规定内容与上级有关规范、规定相矛盾时.应以上一级的规范或规定

为准 。

    1.1.5 施工和维修单位应按土建设计规定的数据施工和维修，并制定材料堆放要

求和设备安装方案，以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

    1,2 基本规定

    1,2,1凡属本规定范围的锅炉房、汽机房，土建设计荷载条件均应按本规定中的

数据选用。
    1,2,2 荷载分类:根据荷载性质分为恒荷载和活荷载两类。
    (]) 恒荷载是作用在结构上的不变荷载，如结构自重、土重等。

    (2)活荷载是作用在结构上的可变荷载，如楼 (地)面活荷载、屋面活荷载、屋

面积灰荷载、吊车荷载、雪荷载及风荷载等

    作用在厂房结构上的设备荷载和管道荷载，包括设备、管道的自重及作用力，设

备、管道以及容器中的填充物重 一般按活荷载考虑。
    1,2.3 本规定的荷载，系指建、构筑物设计中的屋面、楼 (地)面均布活荷载.

    1,2.4本规定中的屋面、楼(地》面均布活荷载包括生产使用、检修、施工安装

时，由设备、材料堆放、运输工具等重物引起的荷载，不包括主要设备、管道荷载。

    使用本规定中屋面、楼 (地)面活荷载时，应同时向土建专业提出主要设备和管道

荷载，如除氧器、粗细粉分离器、各种水箱，煤斗、粉斗荷载、主蒸汽.主给水 再热

蒸  汽、一次凤、烟凤煤粉管道、检修起吊挂钩所引起的荷载.

    1.2.3 办公室和生活福利建筑等活荷载由土建专业取值。



2 主厂房屋面、楼(地)面活荷载

2.1 锅炉房

2.1.1单层布置的锅炉房
  (1)室内外地坪，10000Pas

    室内外钢及钢筋混凝土沟盖板，400OPa (1)，
  (2)锅炉房星面，1000 Pa ,

2.1.2单炉容量35t/h及u下双层布置的锅炉房
  (1)室内外地坪，10000pas

    钢及钢筋混凝土沟盖板，400OPa (1)，
(2)锅炉房运转层楼面，8000pas

  (3)除尘器运转层楼面，4000 Pas

(4)锅炉连接平台、除尘器操作平台、磷酸盐储罐操作平台，2000Pas
  (5)锅炉房、除尘器间、风机间屋面，1000pas

(6)锅炉房运煤层楼面，4000Pa.

2.1.3单炉容量 (65220) t/h的锅炉房

(1)室内外地坪，1oo00Pa (2) s

    钢及钢筋混凝土沟盖板，10000Pa (Z);
(2)锅护房运转层楼面，8000pas

(3)锅炉房屋面，1000pay

(4)除尘器运转层楼面，4000pas

  (5)锅炉连接平台、除尘器操作平台、煤仓间屋面，4000Pa,
2.2 汽机房

2.2.1 单层布置的汽机房

(1)地坪，1o00opas

    钢及钢筋混接土沟盖板，4000Pas
  (2)汽机房屋面，1000Pa.

2.2.2单机容量6000kW及以下的双层布置的汽机房

(1)检修区域地坪，15000Pas

    非检修区域地坪，8000Pas

    钢及钢筋混接土沟盖板 400OPa (3)。

注: 〔1)所列数值是指室外露在地面的沟盖饭，当沟盖板埋于地下时，除应考虑吸土层荷载外，尚

        应根据地面有无通行车辆、堆放材料等情况按实际可能荷载采用，但不得小于4000P.,

    (2)当锅沪房地坪设置运输通道时，对通道部分的地坪及钢筋混健土沟盖板，应考虑2. 5-5t铲

          车及5t栽重汽车的运输荷载，一般可按20000P- 采用。

    (3)当钢及钢筋混凝土沟盖板位于检修区域时应为10000Pa>



  (2)  !Ili热器层楼 G'!，4000Pa

  (3)汽机房运转层楼面
    加热器平台运转层楼面 8000Pa;

    汽轮机、发电机检修区域楼面及汽轮发电机基座平台，15000pa;

    热电站联合厂房靠管道间悬臂平台 8000pa;
    热电站联合r房靠外墙悬臂平台，41OOPa;

    孤立的汽机房悬臂平台，4000Pa;

    汽机房悬臂平台与孤岛连接钢平合，4000pa;
    汽机房固定端楼面，4000Pa.

(4)汽机房屋面，1000pa.

2.2.3单机容量为12000.25000k1V的汽机房

( 1)地坪

    集中检修场地地坪，_̂0000Pa;

    非检修区域及钢筋混凝土沟盖板，lo00opa (1)，

    钢盖板，4)OOPa;
地下室顶板按相应的检修场地或空闲地面荷载值采用。
  (2)加热器平台中间层

    作平台管道层，410 0 P a;

    作支持层，8000Pa.
  (3)汽机房运转层楼面

    加热器平台运转层一般区域楼面 (包括卧定端平台)，8000pat

    汽轮发电机检修区域楼面及汽轮发电机基座平台，15000Pa;

    靠外墙悬臂平台，4)OOPa;

    靠管道间悬臂平台，SOOOPa;
  (4)汽机房屋面，1000Pa.

2.3 煤仓间

2.3.1单炉容量为35t/h及以下的锅炉房
  (1)地坪

    无磨煤设备的地坪，10000Pa;

    有磨煤设备的地坪 15000pa;
  (2)运转层楼面，6000pa;

(1)当汽机房地坪设置运输通道时，对通道部分的地坪及钢筋混凝土沟盖板.应考虑2.5-5t铲

      车及5t载重汽车的运输荷载，一般可按NOW .采用。

a 不包括汽机横向布置时转子安装捡修对平台产生的荷载。当需要将转子支承在平台上

    时，应单独提供.

当汽机纵向布置需要在汽机运转层平台与愚臂平台间搭设临时安装检修平台时，作用于

该排板助 (成边梁)的荷载可按10000P8(包括平台自重)计算。



  (3)给粉机平台，4000pa;

  (4)蝶斗 (粉斗)层楼面，4000Pa;

    皮带机头部传动装置楼面，10000pa;
  (5)煤仓间屋面，1000pa;

    煤仓间屋面布置粗、细粉分离器，4000Pa;
  (6)煤仓间非运转层悬臂平台，4000 Pa .

2.3.2 单炉容量 (65-x220) t/h的锅炉房

  (1)磨煤机地坪，15000Pa;

  (2)孟转层楼面，6000Pa;

  (3)给粉机平台，4000Pa;

  (4)煤斗 (粉斗)层楼面，4000Pa;

  (5)皮带层楼面，4000Pa;

    皮带机头部传动装置楼面，10000Pa;
  (6)煤仓间屋面，4000pa;

  (7)除氧间、煤仓间、非运转层的各层悬臂平台，4) OOpa.

2.4 除截间

2.4.1单台除氧器容量为50t/h及以下的除氧间
  (卫)地坪

    水泵 (含化学水处理)间，10000pa;
    配电间参照电气专业规定，

  (2)管道层楼面，4000Pa;

    换热器间楼面，8000Pa;

    减温减压器间楼面，8000Pa;

    管道 (电缆)夹层楼面，4000Pa;
(3)除氧器层楼面，4000Pa;

(4)除氧间屋面，1000Pa.

2.4.2 单台除氧器容量 (65-v220) t/h的除氧间

(1)]一用配电装置楼面，4000P. (1) ;

(2)通风层、电缆夹层楼面，4000Pa;

  (3)管道层楼面，600opa;

  (4)其它，4000Pa,

  (5)除氧层楼面，4000Pa,

(6)除氧间屋面，4000Pa (Z).

注: (1)当布里高压配电装置时为6000P a>

    (2)当考虑除氧间屋面作粗、细粉分离器检修时为4000Pa，否则为1000Pa<



3辅助厂房屋面、楼(地)面活荷载

3.1 化学水处理间

化学水处理间的屋面、楼 (地)面活荷载如下.

3.1.1室内外地坪，6000Pa3
3.1.2 各层楼面 (不包括试验室楼面)，4000Pa3

3.1.3试验室楼面，3000Pa,

3.1.4 水池、沟盖板，4000pa (1)，
3.1.5 屋面，500 pa ,

3.2 轻油点火姚区及油泵房

3.2.1罐区地坪，6000Paj

3.2.2 油泵房地坪，4000Pas

3.2.3 屋面，looopa.

3.3 除渣间

3.3.1 灰渣泵房

  (1)地坪，10000pas

  (2)在进口部分的悬臂平台，20000pat

  (3)其他悬臂平台，4000Pao

  (4)屋面，50 OP:. .

3.3.2 气力除灰楼
(1)运转层楼面，4000Paj

  (2)灰斗层楼面，4000Paj

  (3) 屋而 ，2000Pa.

3.4 其 它

3.4.1渣斗平台，4o0OPa,
3.4.2 设备之间连接平台，200opa,

3.4.3 设备操作平台，4000Pa.
3.4.4 维修间楼 (地)面

(D 热工仪表、电气维修间，4000孙;
C2)有重件检修的检修间，10000pa.

4 吊车荷载

    4.1汽机房、锅炉房及检修间等所用吊车应按轻级工作制设计，除灰迹用桥式抓

斗吊车应按重级工作制设计.

往: (1)有安装脸修荷载时，应按地坪荷载采用。



4.2 主厂房吊车的竖向荷载和水平荷载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4.2.1汽机房设一台吊车，应向土建专业提供吊车铭牌.
4.2.2 锅炉房有安装吊车时 (考虑一台)，应按4.2.1考虑.

当锅炉房设单轨电动葫芦时，应向土建专业提供电动葫芦自重和铭牌吊重.

5集中荷载和检修荷载

    5.T 集中荷载

    5.卜1长期作用在土建结构某一固定位置的荷载为集中荷载，属于活荷载。
    5.1.2集中荷载包括作用在厂房结构上的设备荷载和管道荷载，如除氧器、粗细

粉分离器、工业水箱、换热器、减温减压器、煤斗、粉斗、主蒸汽、主给水、烟风煤粉

管道等 (包括设备、管道的自重和推力，设备 管道以及容器中的填充物，保温材料

重，附加平台等重量).

    5.1.3由设备、管道产生的作用力，如热位移、汽体排放反力等应作为集中荷
载.

    5.2 检修荷载

    5.2.1检修荷载是指设备在维修时，为起吊要维修的设备‘设备及管道零部件、

备品备件而作用在土建结构上的临时荷载，属于活荷载.

    5.2.2 检修荷载是指作用在某处的最大检修荷载.

    5.2.3作用在屋面，各层楼面的检修荷载有:
    (1)在锅炉房运转层楼面下的有送风机、电机检修荷载.

    (2)在锅炉房屋面下的有锅炉用于管道零部件及设备备品备件的起吊荷载.

    (3)在煤仓间运转层楼面下的有磨煤机电机、排粉风机电机、风扇磨转子等的检

修荷载.

    (4)在除氧间运转层 (管道层)楼面下的有给水泵电机检修荷载。
      (5)在除氧间屋面下的有除氧器头部检修荷载、除氧间管道零部件的起吊荷载。

      (6)堆放钢球荷载，按堆放的具体位置向土建专业提出.



附录一 规定用词说明

I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一般采用“必须”，

  反面词一般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一般采用 “应”，

  反面词一般采用 “不应”、“不得”.
3表示允许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一般采用“宜”或“一般”，
  反面词一般采用 “不宜”。

a表示一般情况下均应这样做，但硬性规定这样做有困难时，采用“应尽量，，。
5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锅炉房、汽机房土建荷载设计条件

      技 术 规 定

          HG/T 20681一1990

编 制 说 明

    1 总则及荃本规定

    1.1 长期以来，化工系统设计院在锅炉房、汽机房设计中，楼 (地)面、屋而土

建荷载设计条件的具体数据选用比较混乱，有的设计单位按照《火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
计规定》(SDGJ 64-84)的有关数据选用，有的设计单位按照《工业锅炉房设计手

册》1977年版787页或1986年版(第二版)857页中的数据选用，还有的设计单位按照i
己的设计经验自行制定或者按旧的《工业锅炉房设计规范》等书中的数据选用.在h

一单位不同设计人员之间，不同单位之间，选用的数据差别比较大。如锅炉房运转层楼

面活荷载,1986年版的《工业锅炉房苗计手册》中定为，2000Pa，而《火力发电厂土建结
构设计技术规定》(SDGJ 64-84)中规定为8000Pa (80019/m') ,两者相差

4000Pa.又如同样是锅炉运转层楼面活荷载，有的单位使用5000Pa，在施工和运行中采
取相应措施后也没有发生建构筑物损坏问题.由于各施工单位在安装过程中堆放施工机

具、材料的高度和密度不同，对建构筑物的影响也就不同，从以往构筑物损坏分析来

看，设计荷载虽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却是关键因素.因此，要求在设计锅炉房时，
对汽机房的楼 (地)面、屋面荷载做一个科学的分析，整理出一套完整的、合理的设计
条件数据.本规定就是根据这种情况而制订的.

    1.2 目前出版的《火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定》(SDGJ 64-84)规走了
12oook W及其w上的锅炉房、汽机房的各层楼(地)面、屋面活荷载土建设计条件.但
是，化工系统经常遇到的却是单机容量为6oook W及以下机组的汽机房和单炉容量为

35 t/h及以下的锅炉房，而这样机炉配套的汽机房和锅沪房楼 (地)面、屋面活荷载土

建设计条件却无章可循，本规定就是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1.3 由于目前化工装置的规模越来越大，所配套的锅炉房和汽机房的规模有不断

增大的趋势，为了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和便于设计人员查寻资料，本规定适用范围扩大至

单机容量为25oook W，单炉容量为220t/h的汽机房、锅炉房的土建设计荷载条件.
    1.4 影响土建结构的荷载很多，主要有结构自重、上重、楼面活荷载、屋面活荷

载、雪载、风载、灰载、设备管道自重、管道及设备运行中产生的作用力、设备中的填
充物、转动设备引起的动力荷载、地震力等等，但这些名目繁多的荷载，有的是土建本

身考虑的，有的要求热工专业向土建专业提出，本规定中的荷载是热工专业向土建专业
提供的荷载条件。



    1.5 按《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TI 9一74)中规定，工业建筑的楼面

在生产使用或检修、安装时，由设备运输工具等重物所引起的局部荷载及集中荷载，均

应按实际情况考虑或利用等效均布活荷载代替。
    当锅炉房、汽机房在生产使用、检修、施工安装时，由于设备、材料堆放、运输工

具等重物弓}起的集中荷载或局部荷载，如按实际情况考虑.就比较复杂。如果这样，势
必给设计者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本规定给出各处的等效均布荷载以代替那些名目繁多

的荷载，使设计工作简化。而主要设备、管道如除氧器及水箱、粗细粉分离器、主蒸

汽、主给水、烟风煤粉管道、检修起吊挂钩等所引起的荷载，虽然属于活荷载范畴，但

它毕竞是集中荷载。因此，应单独向土建专业提出。

    2 主厂房屋面、楼 (地)面活荷载
    2.1 《火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定》(SDGJ 64-84)是电力部各有关设

计院、施工单位、电力科研所、试验所经过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和试验，经反复讨论，

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修订而制订的，有较充分的理论很据和科学依据。因此，它是

我们这次编制本规定的主要依据和参考.

    2.1.2(4)  t款中除尘器操作平台是指由土建专业设计的平台，如花岗岩水膜除尘

器的操作平台。

    2.2 《工业锅炉房设计手册》也是经过不少设计单位反复讨论、修改而制订的

是对工业锅炉房设计有很大影响的手册，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2.3 在编制本规定时，对《火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定》(SDGJ 64-84)

和《工业锅炉房设计手册》进行了比较，认为锅护房各楼 (地)面、屋面活荷载按《火
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定》(SDGJ“一84)中规定的低限数据选取为宜.

    例如，《工业锅炉房设计手册》规定锅炉房逸转层楼面活荷载为12000Pa，而《火
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定》 (SDGJ 64-84)中对220t/h以下的锅炉规定为

8000Pa.我们认为规定8000Pa较为合理。锅炉房运转层活荷载主要是由于锅炉链条检修

和安装砌炉时耐火砖堆放造成。以耐火砖为例，虽然工业锅炉以重型炉墙为多，其耐火

砖和红砖用量很大，但堆放时，按照堆放密度和堆放体积的要求，即每mz堆放密度为一
堆，堆放体积为0.5xO.5x1.2 (H) m'.若耐火砖的重度VJ,2000kg/m'计，则每m2堆

放的耐火砖为600kg。所以锅炉房运转层楼面活荷载规定为8000Pa是合适的.
    2.4 由于目前汽机房的楼 (地)面、屋面活荷载，除了《火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

计技术规定》以外，尚无其它资料可供借鉴，因此，对6oookW及其以下的汽轮发电机
组，我们认为以参考《火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定》(SDGJ 64-84)中的有关

数据的下限或略小于该数据为宜，等到实施一段时间后再修订。
    2.5 煤仓间的楼 (地)面、屋面活荷载，由于锅炉房的运煤设施和火力发 电厂小

型机炉的运煤设施已很接近，所以，该部分数据规定值比《工业锅炉房设计手册》1986
年版中规定的3000Pa要大。而与《火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定》(SDGJ 64-84)

保持一致。皮带机头部传动装置楼面荷载，本规定与上述手册和规定则完全一致.

    2.6 除氧间的楼面活荷载，是按照《火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定》(SDGJ

64一吕4)中的数据选用的.



    换热器间、减温减压器间考虑设备安装及维修、天型阀门的堆放等，其楼面活荷载
由《工业锅炉房设计手册》1986年版规定的4000Pa提高到8000Pa.

    2.7装机容量12000.25oookW的汽机房和锅炉房，其楼 (地)面、屋面活荷载完

全选用《火力发电广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定》(SDGJ64一84)中的有关数据.
    3 辅助厂房屋面、楼 (地)面活荷暇

    辅助厂房的屋面、楼 (地)面活荷载，在一般情况下，按《火力发电广土建结构设

计技术规定》(SDGJ 64一84)中的数据选用，个别地方进行了小的调整.

    3.1.4(4) 水池、沟盖板的活荷载，其数据是考虑了安装设备 (如生水池上安装生
水换热器)和设备维修、材料堆放的要求而定的。

    4 吊车荷载

    吊车荷载是按照锅炉房、汽机房、检修间吊车工作特性决定为轻级工作制.荷载完

全按照《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荷载规范》(TJ9一74)采用。

    5 集中荷级秒位修荷峨
    本规定中的屋面、楼 (地)面活荷载是均布活荷载，不包括集中荷载和检修荷载.

本章中所规定的集中荷载和检修荷载范围只是其中大部分，随着锅炉房规模、布置、系
统的不同可以有所增减.

    6 其它

    6.1本规定荷载是热工专业向」键专业提供的荷载条件，不包括土建专业的荷载
组合、荷载系数等.

    6.2本规定中的锅炉房不包括废热锅炉。
    6.3本规定中的汽机房是指拖动汽轮发电机的汽机房，不包括拖动压缩机、鼓风

机、冷冻机、水泵等设备的工业透平所组成的汽机房。

    6.4本规定不包括卸煤、贮煤、运煤、碎煤等装置以及配电、变电等装置的屋
面、楼 (地)面活荷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