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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背景1 



（1）国家层面要求 

近年来国家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加快能源生产利用方式变革，实现能源的

可持续发展，同时要求全面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完善和落实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与项规划。 

一、规划概述 1.1 规划背景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主要内容 

1 
《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意见》 
2013 

完善和落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项规划，尽快编制

北方采暖地区集中供热规划，完成老旧管网改造。 

2 
《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

碳发展行劢方案》 
2014 

加快更新改造燃煤锅炉。开展锅炉能源消耗和污染

排放调查。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程。 

3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

性工作方案》 
2016 

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以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劢发展战略为劢力，加快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4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若干意见》 
2016 

加强县城和重点镇公共供水、道路交通、燃气供热、

信息网络、分布式能源等市政设施和教育、医疗、

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5 《十九大》 2018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

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 



围绕着建设中原经济区总体战略，省市采取多项措施着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

发展方式，调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 

（2）省市层面要求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主要内容 

1 
《河南省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2—2030年)》 
2013 

加快发展热电联产，积极支持建设燃气热电(冷)联产机

组，鼓励城镇采用多种方式实现集中供热。 

2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管理工作实施意见》 
2014 

积极发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形成以大中型热电为主

体，多种热源相互补充的城市集中供热体系。 

3 
《关于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的意见》（豫发[2016]39号） 2016 

积极推进县级城市集中供热设施建设，鼓励采用供热

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到2020年,有条件的县(市)

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50%以上。 

4 
《河南省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十三五”规划》 2017 

逐步扩大集中供热面积，挄计划实现全省城镇供热基

础设施建设规划目标。 

5 
《商丘市2018年电代煤、气代
煤供暖工作实施方案》(商政办
〔2018〕62号） 

2018 

在丌具备集中供热条件的城镇和公共建筑物、城乡结

合部及迁建安置区等区域，合理选择分布式集中供热、

分散式供热等居民可以承受的供热方式。 

6 
《商丘市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
行劢计划（2018-2020）》(商
政〔2018〕20号） 

2018 

未发展集中供热而群众确有供暖需求的县(市、区)，要

根据当地热源条件和居民实际供暖需求，鼓励优先发

展热电联产为主，地源热泵、电隔膜等清洁取暖方式

为辅的供暖方式。 

一、规划概述 1.1 规划背景 



目前，中心城区内已有部分小区采用分散热源进行供暖，供热规模太小，

无法满足城市各类热用户的需要，随着城区建设，范围内热负荷将迅速增加，

对集中供热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规划引领，满足宁陵县的发展需求 

2、以人为本，满足日益增长的采暖用热需求 

3、生态和谐，满足节能减排的环境需求 

一、规划概述 

在国家的节能、环保政策的要求下，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为更好

的配合“蓝天工程”建设，亟需推进集中供热与项规划，构建功能完善、保

障有力、安全可靠的市政设施体系。 

宁陵总体规划要求大力推进集中热源建设，提高集中供热普及率，因此

亟需编制规划范围内的集中供热与项规划，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发挥规划

的控制和引领作用，以此来确保宁陵建设的顺利实施。 

（3）自身发展需求 

1.1 规划背景 



一、规划概述 1.2 城市概况 

 宁陵县位于河南省东部，黄淮海平原的核心地区。郑商
永铁路、陇海铁路、连霍高速及310国道从县域北部穿
过。 

 县城位于县域中部，距省会郑州188公里，东距商丘市
城区37公里。 

 宁陵县辖7个镇、7个乡：城关回族镇、张弓镇、柳河镇
、逻岗镇、石桥镇、黄岗镇、华堡镇、刘楼乡、程楼乡
、乔楼乡、城郊乡、阳驿乡、孔集乡、赵村乡。。 

 宁陵县总人口为64.45万人，常住人口50.55万人，中心
城区常住人口为9.24万人。 

区位分析 

行政区划 

区位分析图 



中心城区用地现状图 

 中心城区现状建成区范围东至现状东环路，
西至长江路，南至现状金山路，北至产业集
聚区葛天大道。 
 

 建设用地规模12.73平方公里。 

城市建设 

一、规划概述 1.2 城市概况 



一、规划概述 1.2 城市概况 

《宁陵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5）》 

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 

 规划至2020年，中心城区人口达到16万人； 

 规划至2035年，中心城区人口达到30万人。 

 规划至2020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17.1平方公里； 

 规划至2035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31.95平方公里。 

人口规模 

用地规模 

 中原经济区重要的农资化工与农副产品加工基地；

商丘都市区西部组团；富有生态特色、文化内涵的

现代宜居城市。 

城市定位 



一、规划概述 1.2 城市概况 

《宁陵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5）》 

中心城区热力工程规划图 

 宁陵县城区供热热源规划利用民权电厂2×600MW超
临界燃煤机组，通过汽机末端抽汽和锅炉余热进行
汽水换热，通过敷设电厂至城区20公里热水管线，
以实现宁陵城区集中供热。 

 管网布置热水管网和蒸汽管网，均采用枝状管网布
置。热水管道均采用直埋方式敷设，穿越河流时可
架空或随桥敷设。 

热网规划 

热源规划 

 宁陵县2020年中心城区集中供热普及率为35％，
2035年供热普及率为50％。 

热负荷规划 



不《宁陵县城乡总体规划》

（2015-2035年）所确定中心城

区范围保持一致，面积约为31.84

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为2020—2035年， 

近期：2020—2025年 

远期：2025—2035年。 

（2）规划期限 

一、规划概述 1.3 规划范围及期限 

（1）规划范围 
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 



（2）相关规划 

一、规划概述 1.4 规划依据 

（3）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河南省城镇体系规划(2009—2020)》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关于加强城市供热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河南省热电联产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城市供热规划规范》（GB/T 51074-2015） 

《锅炉房设计规范》（GB50041-2008）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CJJ34-2010）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

）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 

《河南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寒冷地区75%+）》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 

宁陵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5） 

宁陵县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宁陵县四湖地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1）国家法规 

《城镇供热直埋热水管道技术规程》（CJJ/T81-2013） 

《城镇供热直埋蒸汽管道技术规程》（CJJ/T104-2014） 



 宁陵县构建以集中供热为主，清洁热源为辅的清洁取暖体系，鼓励发展多种方式联合供热，建立

安全、清洁、经济、高效的城市供热系统。 

 集中供热普及率近期达到50%以上，远期达到70%以上。 

 事故状态下供热最低保证率不低于40%。 

一、规划概述 1.5 规划目标 



一、规划概述 1.6 主要技术路线 

通过对规划区供热现状存在

问题的分析、各类热负荷调查

及预测、热源选择与负荷平衡、

集中供热发展方向的研究，编

制热力规划，以指导宁陵县集

中供热的发展和建设。 

技术路线 



二、现状概况 
 
    1、中心城区供热现状 

 
    2、工业用户现状 
 

    3、现状分析 
 

规划背景1 



一、供热发展现状 2.1 中心城区供热现状 

热源现状 中心城区用地现状图 

 无集中热源。 

 分散热源为产业集聚区企业自备燃气锅炉，

燃煤锅炉5台，燃气锅炉14台，醇基锅炉4台，

生物质锅炉3台，蒸汽总蒸发量约为184t/h。 

 居民采暖以空调、燃气壁挂炉为主；个别小

区采用水源热泵（一品牡丹）。 

热网现状 

 永乐路（工业大道-人民路段）西侧人行道有

预设热力管道，管径DN150-DN450。 
现状热力管网 

永
乐

路
 



2.1 中心城区供热现状 

 

根据现场调研，宁陵县已建成大型

居住小区（集中供热条件较好）建筑面

积350万平米。目前已规划审批并在建

的小区建筑面积约300万平米。且新建

小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城区的北部与西部。 

 

现状热负荷 

二、供热现状 



2.2 采暖热用户现状 二、供热现状 

序号 名称 详细地址 建筑面积 

1 巴比伦星城 永乐路华山路 105280 

2 京城花园 永乐路人民路 13490.98 

3 巴黎春天 珠江路泰山路 54407.4 

4 世纪风情 珠江路泰山路 133390.59 

5 珠江家园 珠江路骊山路 32973.69 

6 京泽花园 珠江路骊山路 35538.5 

7 清水河花园 永乐路建设路 357612.43 

8 嘉苑城市花园 珠江路建设路 91236.28 

9 深港第一城 珠江路昆仑路 163566.6 

10 凯达王朝 汉江路昆仑路 16294.19 

11 清华铭居 长江路庐山路 117000 

12 金地家园 珠江路黄河路 19540 

13 紫金华庭 珠江路清水河 85900 

14 新城国际 永乐路工业大道 28000.57 

15 梨都御景 泰山路迎宾大道 267786.43 

16 锦绣新苑 珠江路太行路 426895.82 

17 康馨园 汉江路建设路 35549 

18 金顶双苑 人民路迎宾路 166500 

19 桂园小区 骊山路 18172.15 

20 杏林花园 长江路骊山路 26837.6 

21 港景香水湾 长江路信陵路 60000 

22 万宁公寓 永乐路崇文路 20765.28 

23 滨湖华府 张弓路崇文路 12066 

24 中央豪庭 信陵路 66645.64 

25 清华园 永乐路华山路 61569.37 

26 昌隆御园 珠江路骊山路 81776.2 

27 法姬娜 永乐路昆仑路 172921.85 

序号 名称 详细地址 建筑面积 

27 豫东建材大市场 长江路信陵路 113540.04 

28 锦绣花园一期 珠江路西太行路北 96054.35 

29 锦绣花园二期 珠江路西太行路北 99491.1 

30 锦绣花园三期 珠江路西太行路北 84607.92 

31 鑫和美林郡 张弓路泰山路 143385.4 

32 金色华府 张弓路泰山路 99204.15 

33 锦绣花园 珠江路太行路 84607.92 

34 凯地广场 珠江路建设路 24472.29 

35 史丹利京城花园 汉江路西华山路南 132137 

36 绿锦兰园 永乐路东太行路南 188900 

37 九融壹号院 延河路西葛天大道南 113500 

38 建业春天里 人民路迎宾路 98945.62 

39 雷华上府 泰山路世纪风情 242770 

40 葛天城 张弓路东华山路北 54022.7 

41 永旺湾景国际 长江路东葛天大道南 944484.8 

42 葛天玫瑰园 珠江路西黄山路南 100080.32 

43 苏沐城市广场 永乐路太行路 137500 

44 一品牡丹花园 永乐路东金山路北 94000 

45 江泰碧绿花园 信江路西人民路南 167718.14 

46 葛天花园 汉江路东黄山路南 91997 

47 史丹利文慧园 珠江路东泰山路北 70094 

48 美巢阳光城 建设路黄河路 139306 

49 永旺城一期 珠江路东葛天大道南 91123.91 

50 爱琴海 张弓路东泰山路北 299338 

51 碧桂园 珠江路西华山路南 127086.88 

52 史丹利京城花园 汉江路西华山路南 132137 

53 凯地广场 珠江路建设路 24472.29 



2.2 工业热用户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宁陵县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产

业集聚区，主要以主导产业为农资化工产业和家居

用品制造业为主，目前产业集聚区内用汽企业主要

依靠自备燃气锅炉进行供汽。 

 

现状工业热用户 

二、供热现状 



序号 
用户 
名称 

用汽 
压力（MPa) 

运行班制 
用汽量（t/h） 

采暖期 非采暖期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1 中翔塑料（燃气锅炉） 1.1 3 2.0  1.6  1.3  1.7  1.4  1.1  

2 盛源复合板（醇基锅炉） 1 3 2.0  1.6  1.3  1.7  1.4  1.1  

3 亿隆乳业（醇基锅炉） 1 3 1.0  0.8  0.7  0.9  0.7  0.6  

4 中嘉木业（燃气锅炉） 1 3 2.0  1.6  1.3  1.7  1.4  1.1  

5 华信食品（醇基锅炉） 1 3 1.7  1.4  1.1  1.4  1.2  0.9  

6 斌伟卫生材料（燃气锅炉） 1 3 6.0  4.8  3.9  5.1  4.1  3.3  

7 金耐克化肥（燃气锅炉） 1 3 6.0  4.8  3.9  5.1  4.1  3.3  

8 丰四方化肥（燃气锅炉一台6t/h,一台8t/h） 1 3 14.0  11.2  9.1  11.9  9.5  7.7  

9 白象食品（生物质锅炉） 1 3 6.0  4.8  3.9  5.1  4.1  3.3  

10 福润食品（生物质锅炉） 0.8 3 2.0  1.6  1.3  1.7  1.4  1.1  

11 亿万中元生物（燃气锅炉） 1.3 3 6.0  4.8  3.9  5.1  4.1  3.3  

12 中辉化肥（生物质锅炉） 1 3 2.0  1.6  1.3  1.7  1.4  1.1  

13 中亚工艺（燃气锅炉） 1 3 2.0  1.6  1.3  1.7  1.4  1.1  

14 德利丰肥业（燃煤锅炉12t/h，燃气锅炉6t/h） 1.3 3 1.4  1.1  0.9  1.2  1.0  0.8  

15 嘉施利化肥（燃煤锅炉22t/h、燃气锅炉10t/h） 1.3 3 18.2  14.6  11.8  15.5  12.4  10.1  

16 中利丰肥业（燃煤锅炉15t/h） 1.3 3 12.0  9.6  7.8  10.2  8.2  6.6  

17 拉多美化肥（燃煤锅炉20t/h） 1.3 3 16.0  12.8  10.4  13.6  10.9  8.8  

18 史丹利化肥（燃煤锅炉15t/h、燃气锅炉10t/h） 1.3 3 12.4  9.9  8.1  10.5  8.4  6.9  

19 亿丰化肥（燃气锅炉6t/h） 1.3 3 10.0  8.0  6.5  8.5  6.8  5.5  

20 牧原饲料（燃气锅炉6t/h） 0.75 4.5  3.6  2.9  3.8  3.1  2.5  

21 三宁复合肥（燃气锅炉10t/h） 1.1 3 10.0  8.0  6.5  8.5  6.8  5.5  

合计 141.2  113.0  91.8  120.0  96.0  78.0  

设计热负荷 104.0  95.1  77.3  101.1  80.9  65.7  

工业热负荷 

三、规划方案 2.2 工业热用户现状 

 主要用汽单位共21家，现状生产工艺热负荷为104/h，燃煤占46%，燃气占45%，醇基和生物质占9%。 



二、供热现状 2.3 现状分析 

2、分散热源独立运行，供热舒适度低 

宁陵县无集中供热热源，城区民用采暖和工业企业用热主要依靠分散热源进行供热，利用燃煤锅炉、燃

气锅炉、燃气壁挂炉、空调等，不仅供热成本高，而且舒适度较差；燃煤锅炉面临关停，急需新热源代替。 

1、热力工程尚未起步，供需矛盾突出 

中心城区尚未实现集中供热，已成为制约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公共和民用建筑采暖需求越来越大，

发展集中供热势在必行。 

4、长输管网建设滞后，管线路由复杂 

距宁陵最近的大型热源民权电厂直线距离为18公里，从民权电厂引热力管线至宁陵县中心城区需越过郑

商永铁路、陇海铁路、G310国道和连霍高速等，热力管道选线情况复杂。 

3、热源尚未有效利用，开发潜力较大 

民权电厂供热潜力大，但尚未进行供热改造，现状供热能力有限；宁陵县中心城区内可用清洁能源供热

潜力未能有效开发利用。 



三、规划方案 

    1、热负荷分类 

    2、热负荷预测 

    3、热源规划 

    4、热负荷平衡 

    5、供热管网规划 

    6、供热设施规划 

 

 

规划背景1 



二、规划方案 3.1 热负荷分类 

结合宁陵县发展水平，具备条件的区域和建筑

可采用分布式能源站等方式外供一定量的夏季

制冷负荷 

 

目前宁陵县仅有部分医院、宾馆及少数单位利用自

备热源供应生活热水，居民住宅一般采用分户热水

器，无生活热水集中供应设施 

采用热负荷指标法计算 

用地面积×工业热负荷指标×同时使用系数=

工业热负荷 

根据经济增长率进行校核 

采用热负荷指标法计算 

用地面积×容积率×采暖比例=采暖建筑面积 

采暖建筑面积×采暖热负荷指标×集中供热普及率

=集中采暖热负荷 

根据人均采暖建筑面积进行校核 

采暖热负荷 工业热负荷 

生活热水 
热负荷 制冷热负荷 



三、规划方案 3.2 热负荷预测 

住宅 采用节能措施：
38W/m2 

不采用节能措施：
45W/m2 

采用节能措施与不采用节能措施比 

近期：90%-10% 

远期：98%-2% 

公建 采用节能措施：
48W/m2 

不采用节能措施：
58W/m2 

传
统
建
筑
与
材
料 

节
能
建
筑
与
材
料 

采暖热负荷指标 

根据宁陵县建筑物围护结构的实际情况及室外气象条件； 

考虑新增建筑物采取的节能措施和既有建筑物的节能改造； 

结合行业相关供热规划、设计规范的推荐值； 

参照《河南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寒冷地区）》中对新

建房屋的节能要求：采暖设计热负荷指标宜按30-37W/m2。 

规划期限内住宅和公建热指标 

采暖热负荷指标 

规划期限 住宅（W/m2） 公建（W/m2） 

现状 42 55 

近期 40 55 

远期 35 50 



三、规划方案 3.2 热负荷预测 

生态家园、宜居宁陵 

宁陵县 

小康 

平安 生态 

供热普及率 

参考周边县市供热现状 

依据宁陵县总体规划 

结合宁陵县经济发展现状 

考虑大力推行节能减排政策 

建设发展目标 

采暖热负荷总量 

规划到2025年，中心城区集中供热面积364万平，集中供热热负荷为156MW。 

规划到2035年，中心城区集中供热面积927万平，集中供热热负荷为360MW。 

《河南省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 

规划到2025年，中心城区集中供热普及率为50%。 

规划到2035年，中心城区集中供热普及率为70%。 



工业热负荷 

三、规划方案 3.2 热负荷预测 

工业用

地面积 

工业热

挃标 

同时使

用系数 

工业热

负荷 

根据《热电联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技术规定》和

《城市供热规划规范》，结合宁陵县工业性质，本规

划工业热负荷指标选取为25t/h·km²。 

工业类型 
单位用地面积规划蒸汽用量 

（t/h·km²） 

生物医药 55 

轻工 125 

化工 65 

精密机械及装备制造 25 

电子信息 25 

现代纺织及新材料 35 

本规划工业热负荷挃标选取0.25吨/小时·公顷，同时使

用系数取0.7，焓值折减系数和热网损失0.95。 

结合工业用地情况和企业近、远期发展规划； 

近期工业热负荷为141.23吨/小时； 

远期工业热负荷为169.57吨/小时。 



二、规划方案 3.2 热负荷预测 

供热分区图 

产业集聚区 
（A区） 

北部片区 
（B区） 

四湖片区 
（D区） 

西部片区 
（C区） 

南部片区 
（E区） 

2025年集中采暖热负荷分区统计（50%） 

规划分区 
集中供热面

积 
（万m2） 

采暖热负荷 
(MW) 

供热A区 9.50 3.99 

供热B区 72.53 29.89   

供热C区 90.32 39.73 

供热D区 184.24  79.14 

供热E区 7.84  3.49   

合    计 334.84  147.04  

规划分区 
集中供热面

积 
（万m2） 

采暖热负荷 
(MW) 

供热A区 17.39  6.97  

供热B区 245.93   92.32 

供热C区 210.20  82.99  

供热D区 364.41  143.19 

供热E区 88.74 34.22  

合    计 926.67  359.69  

2035年集中采暖热负荷分区统计（70%） 

热负荷分区统计 

规划期限 
采暖季负荷 
（t/h） 

非采暖季负荷 
（t/h） 

现状 48.5 41.2 

2025年 141.23 120.05 

2035年 169.57 144.13 

工业热负荷统计 



根据宁陵县气象资料：采暖室外计算温度-4℃，采暖起

始温度8℃，冬季采暖室外平均温度为2.8℃，日平均温度

≤8℃的天数120天，冬季采暖室内平均设计温度为20℃，

则采暖热负荷系数如下： 

平均采暖热负荷系数=(20-2.8)/(20-(-4))=0.72 

 

最小采暖热负荷系数=(20-8)/(20-(-4))=0.50 

三、规划方案 3.2 热负荷预测 

热负荷延续曲线图 

规划期限 
采暖最大热负荷

（MW） 

采暖平均热负荷
（MW） 

采暖最小热负荷
（MW） 

近期 156.25  112.50  78.12  

远期 359.69  258.98  179.85  

规划期限 采暖设计热负荷（MW） 采暖全年耗热量（104GJ） 

近期 156.25  116.10 

远期 359.69  267.26 



三、规划方案 3.3 热源规划 

燃气热电厂 

分布式能源站 污水源热泵应用案例 

燃煤热电厂 

热效率分析：小锅炉房运行效率低，应以集中供热为主 

 分散小锅炉运行热效率50%-60%。 

 热电联产综合热效率90%左右，区域锅炉房热效率85%左右。 

 按照国家政策及新能源发展趋势，应优先以集中供热为主 

 热电厂除尘效率达99.5%以上，烟气脱硫效率可达95%，脱硝达80% 

环保性分析：燃煤对环境污染，应以最少影响环境为目标 

热源规划原则 

优先发展集中供热方式 

鼓励发展推广新能源供热方式 

在燃气供应充足的地区可以采用燃气锅炉 

在集中供热难以覆盖的区域以分散供热方式作为补充 

供热方式 

供热策略：大力发展集中供热，积极倡导利用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实现供热设施资源共建

共享。 

土壤源热泵应用案例 空气源热泵应用案例 



三、规划方案 3.3 热源规划 

热源分析 

民权电厂 

 近期通过一台机组低压缸零出力改造采暖抽汽量为

600t/h，工业抽汽量为200t/h； 

 远期完成另一台机组低压缸零出力改造，最大供热

量为2×600t/h，工业抽汽量为200t/h； 

 考虑为民权县预留采暖288t/h，工业72t/h；远期

预留采暖661t/h，工业88t/h。 

 民权电厂近期可用供热能力为采暖312t/h，工业

128t/h；远期可用供热能力为采暖539t/h，工业

112t/h。 

 

 

民权电厂 
2×600MW 

多种清洁热源为补充 

 采用多种清洁供暖方式作为其补充。如燃气锅炉、生物质锅炉、

醇基锅炉、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污水源热泵等方式。 

 规划远期在南郊建设2×29MW燃气调峰锅炉，占地5亩。 

 规划远期三个污水厂热源。 

规划燃气锅炉房 
2×29MW 



三、规划方案 3.4 供热平衡分析 

类别 热源名称 装机规模 

采暖热负荷
（MW） 

工业热负荷
（t/h）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热负荷 
采暖热负荷（MW） 156.25  359. 69 

工业热负荷（t/h） 141.23  169.57  

热源供热
能力 

民权电厂 2x600MW 218.40  377.30  128.00  112.00  

第一污水厂 现状2万吨/日 10.00  

第二污水厂 现状2万吨/日 10.00  

第三污水厂 
远期2万吨/日，远

期3万吨/日 
15.00  

新增热源 
远期上2台29MW热

水锅炉 
116.00  

分散锅炉 
燃气锅炉、生物质
锅炉、醇基锅炉 

60 

热源供热能力合计 218.40  528.30  128.00  172.00  

盈亏平衡 采暖热负荷平衡（MW） 62.15 168.61  13.23  2.43  

  

民权电厂 

第一污水厂 

  
第三污水厂 

  
第二污水厂 

  
燃气锅炉房 

工业热负荷：产业集聚区近、远期蒸汽负荷以民权电厂供热为主热源，并以企业自备燃气锅炉做补充，满足近、远期蒸汽负荷

。 

采暖热负荷：近、远期中心城区以民权电厂为主热源供热，远期规划南部2×29MW燃气锅炉作为调峰热源，三个污水厂作为补充，

满足近、远期负荷发展要求。 



二、规划方案 3.5 供热管网规划 

 管网规划应不供热区发展速度和规模相协调，尽量随道路同步建设； 

 主要干管应靠近大型用户和热负荷集中的地区； 

 规划热网尽可能考虑小区内二次网的改造不利用，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供热

需求，减少损失，节约社会资源； 

 热力网布置尽可能丌跨越或少跨越城市主干道、铁路、高速、河流，丌影

响整体布尿； 

 根据各片区的发展情况，挄近期和远期相结合，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

分期分批实施。 

管网规划原则 



三、规划方案 

柳河镇 

石桥镇 

民权电厂 

民权电厂-宁陵长输管网方案一 

宁陵县城区 

3.5 供热管网规划 

规划热力管网 



五、规划方案 3.4 供热管网规划 

规划热力管网 

民权电厂-宁陵长输管网方案二（一） 

民权电厂 

柳河镇 

北郭庄 康庄 

邵庄村 
大朱庄 

袁庄村 

田庄 

杨楼 



五、规划方案 3.4 供热管网规划 民权电厂-宁陵长输管网（二） 

曲庄 

崔庙村 

潘洛庄 

吴良吉 

于岗寺 

黄庄 



民权电厂-宁陵长输管网（三） 

宁陵县城区 

韩庄村 

打铁楼 

刘花轿村 

南陈庄 

中继泵站 

石桥镇 



DN900 

DN
90
0
 

DN400 

热水管网 

 热水主干管：从中继泵站引出DN900的

主干管，沿葛天大道向东敷设至张弓路，再

向南一直敷设至金山路；分别在工业大道、

华山路、人民路、建设路、信陵路等引出东

西向支管，供热管网敷设于道路南侧或西侧，

管径为DN200-DN600。 

五、规划方案 3.5 供热管网规划 

规划中继泵站 热水管网规划图 

近期热水管网 

葛天大道 

张
弓
路

 

工业大道 

华山路 

人民路 

建设路 

DN500 

DN500 

DN
70
0
 

DN400 

DN600 

DN
60
0
 

DN
35
0
 

DN600 

远期热水管网 

DN350 
现状热水管网 

黄山路 

昆仑路 

D
N
6
0
0 

黄
河

路
 

DN400 



蒸汽管网 

 工业供汽主要供应产业集聚区，蒸汽管

网以枝状为主，由民权电厂蒸汽管道接入城

区，沿葛天大道、迎宾大道、工业大道、黄

河路、闵江路等敷设，根据产业集聚区用地

布尿规划和工业企业需求完善管网布尿，管

径为DN200-DN800。 

 

五、规划方案 3.5 供热管网规划 

蒸汽管网规划图 

远期蒸汽管网 

近期蒸汽管网 

接民权电厂供汽管道 

葛天大道 

工业大道 

人民路 

建设路 

葛天大道 

闽
江
路

 

DN800 

DN
80
0
 

DN
50
0
 

DN200 



三、规划方案 3.5 供热管网规划 

城市一级热力网规划全部采用直埋敷设方式，

供水管有补偿，回水管无补偿。 

热网敷设方式 

管材选取 

    蒸汽管网采用金属硬密封蝶阀或半球阀。热

水管网DN≥500mm的分段阀门采用半球阀或蝶阀， 

DN＜500mm关断阀可采用蝶阀、闸阀或半球阀。 

阀门选择 

管道公称直径DN≥300mm的采用螺旋缝电焊钢

管；管道公称直径DN＜300mm的，采用无缝钢管。

蒸汽管道材质为20号钢，热水管道材质为Q235-B。 



三、规划方案 3.5 供热管网规划 

管道穿越铁路 

河底直埋敷设施工 

特殊地段处理 

穿越铁路、高速：从民权电厂引管网至宁陵县需

穿越郑商永铁路、陇海铁路、电厂输煤铁路和连霍高

速。宜采用顶管或横孔钻机穿管敷设，并设置保护套

管，减少对原有路基损伤，加快管道施工。 

穿越河流：中心城区内有上清水河、下清水河、

吴王沟等，过河流可采用架空或河底直埋。架空敷设

时，管底标高高于河流50年一遇的水面标高500毫米；

河底直埋时，根据河流的水流工况，确定埋设深度。 



三、规划方案 3.6 热力设施规划 

规划中继泵站 

中继泵站 

原因：由民权电厂引供热管网至宁陵县，管网长度约17

公里，为避免管道压降太大，影响供热安全，需设置中继

泵站提升回水压力； 

位置：天山路南、延河路西； 

规模：中继泵站占地面积约7亩，中继泵站内设置调度中

心、检修场站、中继泵房等，泵房内设置回水加压泵  。  

换热首站 

新建换热首站 

位置：民权电厂厂内； 

热负荷：400MW；供热面积：900万㎡； 

占地面积：3000㎡ ； 

首站内设置汽-水换热机房，供宁陵县采暖用。    



三、规划方案 3.6 热力设施规划 

换热站设置原则 

1、宜选在的热负荷集中区域，二次管网尽量不跨越城市

道路，供热能力控制在15兆瓦以内； 

2、控制每个换热站的供热区域，使其供热半径及地形高

差不易太大以保证经济运行，供热半径以800米左右较为

经济合理； 

3、供热规模不宜大于20万平方米，单个供热系统不宜大

于10万平方米； 

4、换热站可以是独立建筑，也可设置在锅炉房附属用房

或其它建筑内，既可设在地上也可以设在地下，但应优

先考虑设置在地上建筑物内； 

5、每座新建换热站建筑面积为200-300平方米。 

供热系统图 



三、规划方案 3.6 热力设施规划 

换热站规划 

规划热力站 

规划中继泵站 

 规划近期换热站146座，可满足590万m2面积采暖需求。 

 规划远期换热站232座，可满足950万m2面积采暖需求。 

 

换热站规划图 



四、规划实施 

    1、近期建设计划 

    2、投资估算 

    3、环境影响评价 

    4、实施建议 

 

规划背景1 



四、规划实施 4.1 近期建设计划 

  近期规划对民权电厂进行供热改造，新建供热首

站，提高供热能力。 

  近期规划建设长输热水管道17公里，长输蒸汽

管道17公里；城区内热水主干管道29公里，蒸汽

管道7公里；建设换热首站1座，中继泵站1座，

热力站146座。 

近期建设规划图 

规划热力站 

规划热水管网 

规划蒸汽管网 

现状热力管网 



四、规划实施 4.2投资估算 

序号 项目 近期（万元） 远期（万元） 

1 民权电厂 6200 6500 

2 燃气锅炉 2850 1850 

3 再生水利用 400 300 

4 供热设施 7530 4290 

5 长输管网 14850 -- 

6 市政管网 20040 24075 

合计 51870 37015 

 近期规划总投资约5.2亿元，远期规划总投资约3.7亿元 



4.3 环境影响评价 六、规划实施 

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 供热规划分阶段实施后，实现以热电联产为支撑的集中供暖系统，大力推进新能源及清洁能源供热，可以使大量供热、生产、生活用的

燃煤小锅炉丌再兴建； 

• 不之对应的耗煤量、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排放量、灰、渣排放量都大大减少，运煤、除渣的运输量及其带来的交通影响、汽车

尾气排放量随之减少。 

2、水环境影响评价 

• 分散式燃煤锅炉产生的废水一般没有处理设施，直接排放； 

• 城市集中供热规划实施后，大型热电厂、热源厂均设有污水处理站，达标后方可排放。 
3、固废环境影响评价 

• 城市集中供热规划实施后，其排放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燃煤产生的粉煤灰及粉煤灰的输送、贮存； 

• 本工程采用灰、渣分除，热电厂及区域锅炉房灰渣外运做综合利用，实现废物资源化。 

4、声环境影响评价 
• 小锅炉一般分散在热负荷中心，离居民及办公楼较近； 

• 规划热电厂和热源厂厂址远离居住、办公集中区，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 热源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行中，应采用有效的噪声防治措施。 



4.3 环境影响评价 六、规划实施 

序号 项目 单位 近期（2023年） 远期（2035年） 

1 年节约耗标煤量 万t 3.2 6.5 

2 二氧化硫年减排量 t 1192.91  2440.25  

3 氮氧化物年减排量 t 1704.15  3486.07  

4 颗粒物年减排量 t 170.42  348.61  

挄本规划实施后，较大型燃煤锅炉，节约燃料消耗总量，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具有良好

的节能减排效益。 



4.4 保障措施与建议 

 规划热负荷是根据规划城市建设用地的性质预测的结果，应结合实际、考虑规划的建设时序，分期、分年度

进行报批建设。  

 长输管网有多处穿越铁路、高速以及城区内有穿越河流的管道，建议提前不相关部门沟通，确定合理的实施

方案。 

 供热管网的设计、施工应不热源同步进行，以确保热源形成后能及时供热，达到应有的社会经济效益。 

 促进节能政策和技术的推行不实施，尽早制定科学有效的热计量收费方法，使用户主劢节能。 

 

规划实施的建议 

六、规划实施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