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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全新的标准煤耗率计量方法。此方法以锅炉燃烧空气及烟气量为基础，无需燃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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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or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in standard coal consumption rate and great 

fluctuation of data using positive balance method for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supplying in domestic coal-fired 

power plants, a novel measurement method of standard coal consumption rate is proposed. By using this method, 

the standard coal consumption flow can be calculated more accurately according to the combustion air and flue gas 

flow in the boile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ack of calorific value of coal and possessing low requirement of coal 

sample representative. The actual calculation and verification test result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ndard coal consumption rate for electricity supply and coal consumption rate obtained by the actual measurement 

is very small and the maximum deviation is 2.06 percentage points. This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not only the 

calculation of standard coal consumption in coal-fired power plants and soft measurement of calorific value of 

charging coal, but also the real-time on-line monitoring of energy consumption of plant unit. There i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st accounting, energy-saving management, coal-blending and operation optimization in coal-fired 

power plants. 

Key words: coal-fired power plant, standard coal consumption rate, measurement method, combustion air, flue gas 

flow, positive balance method, counter balance method, calorific value 

发、供电标准煤耗率（简称标煤耗）是每发、供

出单位电能所耗用的标准煤量[1]，它综合反映了燃煤

电厂的能源消耗水平，是评价其营运水平的重要技

术经济指标，也是进行节能评价及成本核算的重要

依据。准确计量标煤耗是燃煤发电厂生产经营管理

的核心内容。标煤耗可以通过机组性能试验（采用反

平衡法）获取[2-3]，该试验结果也仅是机组在试验工

况稳定运行时的标煤耗，与成本核算时机组统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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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累计标煤耗值存在一定差异[4-5]。而且，这类试

验对测试仪器及人员要求较高，需由专业技术单位

实施。实际上，燃煤电厂标煤耗均以入炉煤计量煤量

和入炉煤机械取样分析的低位发热量为基础，按正

平衡计算，并以此数据上报、考核及进行成本核算。 

反平衡法的热力试验结果准确性较高，可以校

验正平衡煤耗值。而正平衡标煤耗的计算涉及电量、

煤量及其对应的平均发热量等基础指标的计量、化

验分析，各基础指标的准确性决定了标煤耗计量精

度[6-7]。长期以来，国内燃煤电厂标煤耗统计计量普

遍存在数据波动大、准确性差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

用以分析平均发热量的煤样代表性差，这是燃煤电

厂标煤耗准确统计计量面临的一个技术瓶颈。 

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标煤耗统计计量

方法。该方法以锅炉燃烧空气及烟气量为基础，无

需平均低位发热量，对煤样代表性要求也不高，即

可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标煤耗。 

1 计算依据 

1.1 锅炉燃烧热量计算 

按照传统锅炉燃烧计算方法，煤在锅炉内燃烧

所产生的热量等于燃煤平均低位发热量与燃尽煤

量的乘积，即 

rm p.net.ar rjQ Q B              (1) 

式中：Qrm 为统计期内锅炉燃烧产生的热量，kJ；

Qp.net.ar 为统计期内入炉煤平均低位发热量（收到

基），kJ/kg；Brj 为统计期内入炉煤燃尽煤量，kg。 

上述传统计算以煤侧数据为基础。煤在锅炉内燃

烧产生热量实质是煤和空气（氧）化学反应的结果，

燃烧热量既与煤相关也与所耗的空气（氧）及产生的

烟气关联[8]。据此本文以燃烧所耗的空气（氧）数据

为基础来计算燃烧热量。首先，定义“理论干空气发

热量”为：煤完全燃烧时，消耗每一单位体积（m3）

（标准状态，下同）的干空气所产生的热量，即 

net.ar
a.d

a.d.th

Q
Q

V
               (2) 

a.d.th ar ar

ar ar

0.088 8 (C) 0.033 3 (S)

           0.265 (H) 0.033 4 (O)

V w w

w w

  
    (3) 

式中：Qa.d 为理论干空气发热量，kJ/m3；Qnet.ar 为燃

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kJ/kg；Va.d.th为理论干空气量，

m3/kg；war(C)、war(S)、war(H)、war(O)分别为燃煤（收

到基）碳、硫、氢、氧的质量分数，%。 

同理，定义“理论干烟气发热量”为：煤完全

燃烧时，产生每一单位体积（m3）的干烟气所产生

的热量，即 

net.ar
fg.d

fg.d.th

Q
Q

V
               (4) 

fg.d.th ar ar

a.d.th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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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式中：Qfg.d 为理论干烟气发热量，kJ/m3；Vfg.dth为理

论干烟气量，m3/kg；war(N)为燃煤收到基氮的质量

分数，%。 

笔者按照上述公式计算了数百个煤样的理论

干空气发热量（Qa.d）和理论干烟气发热量（Qfg.d），

发现它们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特别是煤中氧含量及

碳与氢比值变化不大的煤样，虽然其收到基低位发

热量波动达到 30%，但 Qa.d 和 Qfg.d 的相对变化不超

过 5%。这一特性，是本文所述的计算标煤耗方法的

关键依据之一[8]。 

煤在炉内实际燃烧中，不可能完全燃烧，灰渣

中存在一些未燃尽碳。因此定义“实际理论干空气

发热量”和“实际理论干烟气发热量”为：煤实际

燃烧时，消耗（产生）每一单位体积（m3）的干空

气（干烟气）所产生的热量，即 

net.ar.cr
a.d.cr

a.d.th.cr

Q
Q

V
               (6) 

net.ar.cr
fg.d.cr

fg.d.th.cr

Q
Q

V
               (7) 

式中：Qa.d.cr 为实际干空气发热量，kJ/m3；Qfg.d.cr 为

实际干烟气发热量，kJ/m3；Qnet.ar.cr 为扣减未燃尽碳

发热量后的基低位发热量，kJ/kg；Va.d.th.cr 为以实际

燃烧的碳计算的理论干空气量，m3/kg；Vfg.d.th.cr 为以

实际燃烧的碳计算理论干烟气量，m3/kg。 

对比数百个煤样的理论干空气（干烟气）发热

量和实际理论干空气（干烟气）发热量计算结果，

发现理论干空气（干烟气）发热量和实际理论干空

气（干烟气）发热量十分接近，它们相对偏差不超

过 0.1%，即可用理论干空气（干烟气）发热量值代

替实际干空气（干烟气）发热量值，这是本文所述

的计算标煤耗方法的关键依据之二。 

以燃烧所耗（生产）的空气（烟气）数据为基础

来计算燃烧热量，锅炉燃烧热量 Qrm可按下式计算： 

rm a.d.cr v.a.d.th.cr a.d v.a.d.th.cr=Q Q q Q q        (8) 

rm fg.d.cr v.fg.d.th.cr fg.d v.fg.d.th.crQ Q q Q q       (9) 

式中：qv.a.d.th.cr 为统计期内实际燃烧所耗的理论干空

气量，m3；qv.fg.d.th.cr 为统计期内实际燃烧所产生的理

论干烟气量，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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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锅炉输入热量计算 

按照锅炉燃料效率的定义，燃煤锅炉输入热量

计算如下： 

in net.ar rm 4Q B QQ Q             (10) 

s c.s as c.as
4 as.ar

c.s c.as

3.372 7
100 100

w w w w
Q w B

w w

 
    

  
 (11) 

式中：Qin为统计期内锅炉输入热量，kJ；B 为统计

期内入炉煤量，kg；Q4 为统计期内固体未完全燃烧

损失热量，kJ；was.ar为统计期内入炉煤收到基平均

灰分，%；ws、was为炉渣、飞灰占煤总灰量的质量

分数，%；wc.s、wc.as为炉渣、飞灰中可燃物的质量

分数，%。 

以燃烧所耗（生产）的空气（烟气）数据为基

础来计算燃烧热量，锅炉输入热量可按下式计算： 

in a.d v.a.d.th.cr as.ar

s c.s as c.as

c.s c.as

3.372 7

        
100 100

Q Q q w

w w w w
B

w w

   

 
  

  

      (12) 

in fg.d v.fg.d.th.cr as.ar

s c.s as c.as

c.s c.as

3.372 7

        ( )
100 100

Q Q q w

w w w w
B

w w

   

 
 

    (13) 

计算出统计期内锅炉输入热量（Qin）后，如果

入炉煤量计量准确，可按公式(10)，推算统计期内入

炉煤平均低位发热量（Qp.net.ar）。 

1.3 标煤耗计算 

按照发、供电标煤耗的定义，标煤耗计算如下： 

in
f

f29.308

Q
b

W



           (14) 

in
g

g29.308

Q
b

W



           (15) 

式中：bf、bg分别为发、供电标煤耗，g/(kW·h)；Wf、

Wg分别为统计期内机组发、供电量，kW·h。 

将式(12)、式(13)分别代入式(14)和式(15)，即可

得到以燃烧空气及烟气量为基础的燃煤机组标煤

耗计算公式。以燃烧所耗（产生）的空气（烟气）

数据为基础（以下分别简称空气发热量法、烟气发

热量法）来计算供电标煤耗，其计算公式如下：

s c.s as c.as
a.d v.a.d.th.cr as.ar

c.s c.as

g

g

3.372 7
100 100

29.308

w w w w
Q q w B

w w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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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s c.s as c.as
fg.d v.fg.d.th.cr as.ar

c.s c.as

g

g

3.372 7
100 100

29.308

w w w w
Q q w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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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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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式(16)、式(17)表明：1）计算标煤耗无需平均

低位发热量；2）对于大型电站燃煤锅炉，固体未完

全燃烧损失热量（Q4）一般小于输入热量（Qin）的

2%，因而入炉煤量（B）和入炉煤收到基平均灰分

（was.ar）对供电标煤耗计算敏感性大幅度下降，即

B 或 was.ar 偏差达 10%时，供电标煤耗偏差不超过

0.2%； 3）理论干空气发热量（Qa.d）和理论干烟气

发热量（Qfg.d）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煤质变化对其影

响不大，也可以根据统计期内煤质分析结果进一步

修正；4）本计算方法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获取统计

期内实际燃烧所耗（产生）的理论干空气量（理论

干烟气量）。 

统计期内实际燃烧所耗（产生）的理论干空气

量（理论干烟气量）可按下式计算： 

v.a.st a
v.a.d.th.cr a

cr

/ (1 0.001 6 )q d
q K




        (18) 

v.fg.st fg

v.fg.d.th.cr fg

cr

/ (1 0.001 7 )

0.02

q d
q K







      (19) 

式中：qv.a.st为统计期内进入锅炉总风量，m3；qv.fg.st

为统计期内锅炉出口总烟气量，m3；αcr 为统计期锅

炉燃烧平均过量空气系数；da、dfg分别为统计期锅

炉燃烧风、烟气平均绝对湿度，g/kg；Ka、Kfg分别

为空气侧、烟气侧修正系数。 

通过测量锅炉燃烧风量、烟气量、过量空气系

数、湿度等参数，即可计算出统计期内实际燃烧所

耗（产生）的理论干空气量（理论干烟气量）。由于

测量误差，需通过机组反平衡法的热力试验结果标

定修正系数（Ka、Kfg）。如果测试方法及器材符合要

求，其修正系数极为稳定，这是本文所述的计算标

煤耗方法的关键依据之三。 

2 计算实例及试验验证 

根据某燃煤电厂 600 MW 机组性能试验及风机

性能试验期间的测试数据，按照空气发热量法计算

标煤耗，并与反平衡法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结

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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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00 MW 机组 2 种标煤耗计量方式计算结果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calculation results between two standard coal consumption rate measurement methods for a 600 MW unit 

参数 
试验数据及计算结果 

工况 1 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4 

机组性能试验及风机性能试验部分测试数据 

机组发电负荷（平均值）/MW 601.21 497.73 459.24 335.56 

厂用电率/% 4.94 5.06 5.11 5.42 

入炉煤收到基含碳量 war(C)/% 56.19 62.39 56.03 63.70 

入炉煤收到基含氢量 war(H)/% 3.08 3.28 3.01 3.40 

入炉煤收到基含氧量 war(O)/% 6.55 4.80 6.60 5.49 

入炉煤收到基含氮量 war(N)/% 0.78 0.75 0.74 0.78 

入炉煤收到基硫含量 war(S)/% 1.14 1.34 0.96 0.94 

入炉煤全水分 war(M)/% 9.30 9.90 9.20 10.20 

入炉煤空气干燥基水分 wad(M)/% 1.44 2.03 1.44 1.62 

入炉煤收到基灰分 war(A)/% 22.96 17.54 23.46 15.49 

入炉煤收到基挥发分 war(V)/% 19.91 20.70 18.71 22.93 

入炉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ar/(kJ·kg–1) 21 490 23 010 21 420 23 530 

入炉煤量（DCS 值，经标定修正）B/(t·h–1) 242.65 189.64 189.32 135.27 

一次风机出口总流量 qv.a1.st/(km3·h–1) 555.98 529.23 480.60 410.07 

二次风出口总流量 qv.a2.st/(km3·h–1) 1 528.02 1 347.68 1 287.25 1 121.31 

总风量（空气预热器进口）qv.a.st/(km3·h–1) 2 084.01 1 876.91 1 767.86 1 531.38 

炉渣可燃物 wc.s /% 4.04 7.84 6.68 5.07 

飞灰可燃物 wc.as/% 5.16 3.91 3.89 2.41 

排烟过量空气系数 αcr.py 1.25 1.35 1.36 1.55 

绝对湿度 da/(kg·kg–1) 0.016 90 0.009 76 0.017 08 0.011 40 

空气发热量法计算过程参数 

理论干空气发热量 Qa.d/(kJ·m3) 3 812.28 3 648.45 3 827.34 3 665.76 

实际理论干空气量 qv.a.d.th.cr/(km3·h–1) 1 359.28 1 153.08 1 062.25 813.30 

修正系数 Ka 0.839 36 0.839 36 0.839 36 0.839 36 

锅炉燃烧热量 Qrm/(MJ·h–1) 5 181 978 4 206 963 4 065 575 2 981 376 

固体未完全燃烧损失热量 Q4/(MJ·h–1) 101 056 50 332 65 168 18 382 

锅炉输入热量 Qin/(MJ·h–1) 5 283 035 4 257 296 4 130 743 2 999 759 

计算结果及对比 

发电标煤耗（空气发热量法）bf/(g·(kW·h) –1) 299.76 291.87 306.91 305.13 

发电标煤耗（反平衡法）bf.fph/(g·(kW·h) –1) 299.42 297.39 300.74 305.40 

供电标煤耗（空气发热量法）bg/(g·(kW·h) –1) 315.34 307.42 323.44 322.62 

供电标煤耗（反平衡法）bg.fph/(g·(kW·h) –1) 314.99 313.25 316.92 322.89 

标煤耗偏差（对比反平衡法）/% 0.11 –1.86 2.06 –0.08 

入炉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空气发热量法）Qnet.ar/(kJ·kg–1) 21 767 22 450 21 819 22 183 

入炉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化验分析）Qnet.ar/(kJ·kg–1) 21 490 23 010 21 420 23 530 

入炉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偏差（对比化验分析值）/% 1.29 –2.43 1.87 –5.72 

 

由表 1 可见，按照本文所述的计算方法得到的供

电标煤耗值与煤耗查定试验测定值比较接近，最大偏

差 2.06 百分点。从技术改进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锅炉

进口空气流量和出口烟气氧量的测试准确性，该方法

得到的供电标煤耗值会更加接近真实值[9-11]。按照本

方法，如果入炉煤量计量准确，按照公式(10)计算出

的平均低位发热量也很接近化验分析值。 

3 结  论 

1）本文提出的燃煤电厂供电标煤耗计量方法是

以燃烧空气（烟气量）为基础，无需入炉煤发热量，

而且入炉煤量及灰分等参数的偏差对计算结果影响

也较小。该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传统正平衡法标煤

耗计量普遍存在的准确性差、数据波动大等问题。 

2）采用本方法计量的标煤耗的准确性取决  

于空气（烟气）流量、空气（烟气）湿度、出口      

烟气氧量等参数的测试精度。目前的技术水平可 

以实现这些参数的准确测试。如何进一步提高上述 

参数测试的可靠性及精度，是该方法能否推广应 

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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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方法既可用于燃煤电厂标煤耗计量，也可

用于入炉煤发热量软测量计算、机组能耗实时在线

监测等方面，将对燃煤电厂成本核算、节能管理、

配煤掺烧及运行优化等产生积极的影响。目前，该

方法已经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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