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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涡流管又叫朗格 -希尔茨效应管 ,是一种结构简单而且能将压缩气体分为冷热两

股温度不同气体的能量分离机械装置 ,具有结构简单、温度变化范围大、无运动部件、免维护、

使用寿命长、适应环境能力强、稳定可靠、节能、安全、环保等优点。着重研究涡流效应在天然

气输配行业的加热效果及推广应用价值 ,通过对涡流特性分析 ,涡流温度分离结构的改进 ,天

然气输配系统运行特征分析 ,得出涡流加热的优越性。虽然涡流技术已在很多工业领域得到

广泛的应用 ,但目前为止 ,天然气领域的涡流技术应用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由于其独特的优势 ,

决定了涡流技术将在天然气行业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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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 1　涡流现象简史

涡流现象是在 1928年的一个相当偶然的发现 ,

法国物理学家乔治. 朗格 ( Georges J. Ranque)在做物

理实验时察觉这一奇怪的现象 ,在没有任何可移动

零部件的简单装置里面 ,同时出现了不同温度的冷、

热空气 ,因此他开始着手研究、开发这种颇具商业应

用前景的装置 ,然而 ,他因研究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

而沉寂了。到了 1945年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 希尔

茨 (Rudolf H ilsch)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和

对涡流管改进 ,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果 ,并于 1947年

发表了他的研究与改进成果的技术论文 ,因此 ,涡流

现象广泛传播开来。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两位发现并

研究涡流现象的科学先驱 ,就将涡流效应称作朗格

-希尔茨效应 ,同时将产生这种现象的装置涡流管

叫朗格 -希尔茨效应管 [ 1 ]。

1. 2　涡流管应用及发展

涡流管自诞生之日起 ,就因为它独特的优点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 ,然而 ,由于自身的局限性 ,它的应

用领域还是受到了限制 ,因为 ,人们对它的了解依然

是有限的 ,缺少更深刻、更具体的定量分析 ,所以涡

流管的应用更多局限于小功率、小规模的制冷领域 ,

而对涡流管的制热效应的应用则很少有涉及 ,因篇

幅有限 ,在此不作过多涡流制冷领域的应用阐述。

1. 3　涡流温度分离技术在天然行业的应用前景

涡流管既然同时具有冷、热效应 ,我们能否将涡

流效应应用于天然气行业普遍存在的消除因焦汤效

应 [ 2 ]而产生的局部冻堵现象 ,这个课题就成为天然

气输配行业十分有意义的实践和应用探索。下面 ,

就涡流原理及天然气行业的应用问题作进一步说

明。

2　涡流管的结构及基本原理

2. 1　涡流管基本结构及工作过程

传统的双流涡流管由喷嘴、涡流室、冷端管、热

端管、冷端孔板和调节阀组成 ,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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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涡流管基本结构图

2. 2　涡流管基本工作过程

高压气体从喷嘴处进入 ,经喷嘴内膨胀加速后 ,

以很高的速度沿切线方向进入涡流室 , 如图 2所

示。气流在涡流室内形成高速涡旋 ,其转速可高达

1. 0 ×106　 r/m in,经过涡流变换后产生温度的分离。

处于中心部位的回流气流温度较低 , 由冷端孔板流

出 , 形成冷气流 ;而处于外层部位的气流温度较高 ,

从热端经调节阀流出 , 形成热气流 , 这一现象即被

称为“涡流效应 ”[ 2 ]。调节装在热端的针形调节阀

可用于调节冷热流比例 , 从而得到最佳制冷或制热

效应。

图 2　涡流气体走向示意图

由于涡流特殊的气动特征 ,就形成了明显的中

间冷、外层热的能量 (温度 )分离现象 [ 2 ] ,这样 ,涡流

管热端管道就泄出低压的高温气流 ,而且涡流管的

外壁温度被热气流加温变得很高 ,同时 ,冷端则泻放

出相当低温的气流。

在普通的绝热膨胀过程中 ,压缩气体原始温度

T0 和膨胀后最终温度 TTJ关系如下 :

a. TTJ = T0 -ΔTTJ (其中ΔTTJ是焦汤效应降低的

温度 )

在涡流效应中 ,压缩气体经过涡流过程以后 ,最

终温度分为冷 ( TL )、热 ( TH )两个部分温度 ,其中 ,

ΔTV T是涡流管的涡流效应的增温 ,其温度变化关系

如下 :

b. TL = T0 -ΔTTJ -ΔTV T

c. TH = T0 -ΔTTJ +ΔTV T

从上述三个温度平衡式中可以看出 ,绝热膨胀

过程中 ,只产生了一种降温效应 ( TTJ < T0 ) ,而涡流

效应过程中 ,同时出现焦汤效应和涡流效应 ( TL <

T0 , TH > T0 ) ,而且产生了明显的能量分离现象 [ 3 ]。

在需要消除天然气焦汤效应的工艺要求下 ,我们必

须使ΔTV T发挥最好 (最大限度地减少ΔTTJ在系统温

度变化中的权重 ) [ 3 ] ,因此 ,就必须对传统的涡流管

的结构作相应的改进以达到制热效应的最大化。

3　涡流管热结构及加热方式的改进

涡流管特定的结构决定了其明显而有效的制冷

和加热功能 ,但在一般情况下 ,涡流发生器的流道特

征、涡流发生器的内腔几何特征、热管的长度、直径、

涡流管内腔壁的处理方式、涡流管冷热端几何尺寸

的比例等因素决定了涡流管能量分离的效率 [ 4 ]。

在天然气应用上 ,如何将涡流管的制热效应发挥到

最大化 ,是我们着重考虑的问题。首先 ,加热方式

上 ,我们不能采用涡流管产生的高温天然气来直接

加热消除因焦汤效应而产生的冻堵问题 ,因为 ,涡流

管的处理功率有限 ,而且产生的热气量占总处理气

量的份额 (热效比 )有限 ,因此直接加热大量因焦汤

效应而产生的低温天然气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只

能考虑间接加热 ,也就是利用涡流管的制热管的外

壁热量来进行有效的热交换 ,这样达到加热效果。

不但如此 ,我们还要解决涡流管的热端产生的热气

走向问题 ,因为天然气行业是不允许有任何气体泄

露的 ,我们不能因为加热而泄放炽热的天然气。其

次 ,涡流管通常是减压状态下工作的 ,因此焦汤效应

和涡流效应叠加的结果是制冷量大于制热量 ,也就

是其热效相当有限 ,我们如何来通过改善涡流管的

几何特征来提高涡流管的热效以满足我们的加热需

要。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涡流管是一个减压能量分

离装置 ,我们如何解决减压过程中的焦汤效应而造

成的涡流管本身的减压冻堵问题 [ 4 ]。为此涡流管

的结构因天然气加热的特殊性必须作两个阶段的改

进。

3. 1　双流涡流管向单流涡流管的演化使涡流管热

管壁的温度比原来的管壁温度更高

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双流涡流管运行时很大一部

分热量散发是通过热端的涡流热气散发 (如图 3) ,

我们对热端进行减小热气散失的处理 (局部封

堵 [ 5 ] ) ,可以将原来散失的大部分热量转移到热端

管的管壁 [ 5 ] ,这样 ,由于涡流效应过程的连续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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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强化 ,势必造成涡流管热管管壁温度的大幅度上

升 ,这与传统的双流涡流管相比 ,涡流管热端管壁的

温度大大提高 ,从而给我们需要的壁式热交换提供

更有效的可能性 [ 6 ]
,改造过后的单流涡流管原理图

与结构示意图如图 4。

图 3　全封堵涡流热量分布示意图

图 4　局部封堵涡流热量分布示意图

3. 2　解决涡流管本身的减压冻堵问题是涡流管能

否连续正常工作的关键

因为天然气是多种烃类、水份和其他部分杂质

组成的混合物 ,因此 ,在输配过程中的剧烈减压时 ,

部分物质因为露点很高 ,容易因冷凝造成液化和固

化 ,这样势必造成涡流装置本身在工作时产生严重

的冻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从涡流管热端取出

部分涡流热气来加热涡流管这个容易冻堵的减压口

(涡流管本身的涡流气入口 )。这样通过以上两个

程序的改造 ,传统意义上的双流涡流管就变成了自

热型单流涡流管。改造过后的自热单流涡流管原理

图与结构示意图如图 5。

图 5　单流无冻堵涡流管结构原理图

4　涡流先导然气加热器 (VPGH )的形
成

　　在天然气输配过程中 ,因减压膨胀吸热 (焦汤

效应 )而造成主输配干线冻堵的情况并不多见 ,因

为主管线管径很大 ,而且天然气输配主管线中调压

阀开度一般都很大 ,在调压阀打开瞬间虽然出现剧

烈的温降过程 ,但因为巨大的压差和强烈的气流冲

击 ,因此主干线虽然有温降现象但不至于产生严重

的冻堵现象 ,但是 ,对于先导气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

由于上下游压差很大 ,加之先导阀的引压管管径较

小 ,先导气的气流量也很小 ,因此 ,只要焦汤效应条

件存在 ,就极容易出现冻堵现象 ,这样就容易造成调

压过程处于严重的失控状态 ,所以 ,传统的办法使用

外界能源对先导气进行加热 [ 7 ]
,如安装电加热棒 ,

缠绕电伴热带。在此 ,我们则采用的是涡流先导燃

气加热器。如上文所述 ,在解决了涡流制热效率、加

热方式和涡流管本身冻堵问题以后 ,我们就可以将

这样的涡流管进行进一步改进成可以直接给先导气

加热的设备 ———涡流先导燃气加热器 (Vortex Pilot

Gas Heater) ,简称 VPGH
[ 7 ]。改造后 , VPGH的加热

原理和结构示意图如图 6～7。

图 6　VPGH加热原理示意图

图 7　VPGH加热结构示意图

VPGH按加热通道的数量可分为单通道涡流先

导燃气加热器 (VPGH2SP)和双通道涡流先导燃气

加热器 (VPGH2DP) ,下面我们以使用最广泛的双通

道涡流先导燃气加热器 (VPGH2DP)为例来说明涡

流先导燃气加热系统。

5　先导气加热系统简介

5. 1　原有的天然气调压站的先导式调压阀加热系

统

在涡流先导燃气加热器 (VPGH )没有诞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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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传统的先导阀指挥器的加热是采用介入外界能

源加热 ,加热方式多为使用电伴热带 (如图 8)、电加

热棒 (如图 9)或者电加热带和加热棒同时加热的方

式。

图 8　电加热带加热先导燃气示意图

图 9　电加热棒加热先导燃气示意图

传统的电加热虽然有效地解决了先导式调压阀

的指挥器减压冻堵问题 ,但有局限性。

电加热设备 (电加热带、电加热棒 )需要外接电

源 ,不节能 ,而且加热过程中存在故障隐患 ,需要维

修、维护 ,且这些隐患不易发现 ,从而增加了工作人

员的工作量。此外 ,电加热设备的工作功率恒定 ,不

会因为调压阀上下游压力波动而自动调整加热功率

以适应先导阀指挥器的焦汤冻堵情况。

5. 2　涡流先导燃气加热系统 (带有 VPGH的先导

燃气加热系统 )

安装有涡流先导加热器的加热系统接线原理见

图 10。

图 10　带有涡流先导加热器的加热系统接线原理图 (不

含过压保护 )

在这个系统接线图 10中 ,涡流回路的上、下游

压力差是 VPGH热量的来源。首先 , VPGH将本来

经由调压阀的部分天然气压力差势能分离、转化成

热能、冷能 ,也就是将本来在调压阀中转化的能量进

行分流、转化、分离 ,在这个转化与分离能量过程中 ,

冷的能量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与管道本身

的冷量相比 ,这只是一小部分冷能 ,这部分冷的能量

直接泄放到下游管道 ,而热的能量在 VPGH 中累

积 ,再使用先导气流将其在 VPGH中交换出来 ,这

样就达到了给先导天然气加热的目的。在这个能量

的分离、转化、交换过程中 ,整个先导气加热系统没

有使用任何外部能源 ,而且这种能源的分离、转化、

交换过程全部都是在系统内部进行的物理过程 ,没

有任何化学反应、没有任何移动零部件的物理过程 ,

整个系统的能量守恒 ,经过加热的先导气经由先导

阀指挥器以后直接由引压管泄放到下游管道 ,这样 ,

下游主干线的天然气温度不会因少量的涡流出口的

低温天然气而大大降低下游系统的天然气温度 ,不

会影响主干线天然气的温度。其次 ,如图 10所示 ,

调压阀上、下游的压力如 P1与 P2之间的压力差发

生改变时 ,第一级先导阀指挥器内的焦汤效应将会

改变 ,相应的 , VPGH也因 P1与 P2之间的压力差发

生改变 ,这样 VPGH的热效应将发生改变 ,这也就

意味着 VPGH的加热情况会自适应 [ 5 ]跟踪先导阀

的焦汤效应的状况。这也就是说 VPGH的加热状

态是动态跟踪焦汤效应的加热状态。对于第二级调

压阀 ( P2与 P3之间 ) ,原理也是一样的。需要指出

的是 ,虽然持续不断的涡流热量在涡流设备的外壁

累积 ,使涡流设备的外壁温度不断升高 ,但这种温升

是有限度的 ,而且不可能超越天然气行业所要求的

安全防爆极限温度 ( EXP Ⅳ所要求的 130℃以上 )。

因为 , VPGH的热效应是一种动态效应 (热量的产生

与交换是同步、动态过程 ) ,也就是说 VPGH的温度

升高的同时 ,强烈而高效的热交换将同时进行 ,所

以 , VPGH涡流装置中热量累积而达到的温度无法

超越安全防爆极限温度。再一个原因就是 ,在静态

条件下 (一部分先导式自立调压阀指挥器在上下游

压力不波动的情况下 ,先导气是静止不流动的 ,例如

DRESSER公司的 MOONEY先导阀 ) ,涡流热量会随

涡流气的流出而直接散发到下游 ,涡流结构的管壁

温度也不会超过 EXP Ⅳ所要求的极限温度 ,因为

VPGH是利用单流涡流管来产热的 ,一部分热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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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先导气的静止状态而泄放到下游。因此 ,无论在

先导气是流动的或者静止的状态下 , VPGH的存在 ,

其内部涡流部分不会产生危及天然气行业所要求的

安全防爆极限温度的高温。

上面的加热过程是针对常通状态下的先导阀指

挥器而言 ,一些品牌的先导式调压阀的指挥器 ,在上

下游压力无论是波动或者恒定状态下 ,其压力比较

部分都是导通的状态 (这种情况占到目前情况的

90%以上 ) ,也就是说 ,先导气气流一直存在 ,任何

时候先导阀指挥器都不会关断先导气流。然而 ,还

有一类先导阀 (如 DRESSER公司的 MOONEY先导

阀 )则不是这种情况 ,这类先导阀指挥器则是在上

下游压力有波动时导通 ,这种情况下 ,在上下游压力

恒定时这种先导阀指挥器则处于静止关闭状态 ,这

时 VPGH的热能则在其内部累积并传导到涡流气 ,

这时的涡流气温度就相应提高 ,而当压力出现波动

也就是指挥器开始出现打开而出现焦汤效应时 ,

VPGH立即释放热量来加热指挥器 ,这充分体现了

VPGH及时动态加热的优势。

一般情况下 ,在连续运行的调压站中 ,标准的

VPGH加热系统不需要安装过压保护回路 ,因为在

先导阀打开的情况下 ,对于下游有任何微小的压力

波动 ,先导阀会自动调整开度来控制下游压力 ,使下

游主干道的压力趋于平稳状态 ,但在间断运行的调

压站中 ,就有可能需要加装压力保护回路 ,因为 ,在

安装了 VPGH以后 ,其涡流回路的存在就相当于调

压撬上加了一个直接跨越两级调压阀的旁路 ,在这

种情况下 ,如果操作人员在间断运行时出现误操作 ,

仅仅关断下游截断阀而没有关断上游的截断阀 ,而

且也没有关断 VPGH涡流出口球阀 ,那么上游的压

力将通过涡流回路直接传输到下游 ,那样容易导致

下游主干道压力上升。因此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需

要在涡流回路上加装压力保护装置 ,其接线示意图

如图 11。

在带有压力保护回路的 VPGH加热调压系统

(图 11)中 ,如果下游压力因涡流回路的未关闭 (涡

流出口球阀 )而出现下游压力升高时 ,控制回路的

控制阀 (例如 F ISHER627M )就会自动关闭 ,这样 ,就

保证了调压系统在停止运行时 ,下游压力不因涡流

回路而出现过压状态。

以上就是带有 VPGH加热调压系统的原理及

系统接线的全部情况简介 ,在这个系统中 , VPGH加

热的介入 ,没有改变原系统运行的特性。

图 11　带有涡流先导加热器的加热系统接线原理图 (含

过压保护 )

5. 3　VPGH安装注意事项

VPGH在安装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问题 ,因此

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

a. VPGH产热情况是否良好取决于涡流回路的

安排 ,这里要注意的是涡流入口以及出口的管道的

管径、长度与涡流气的采集点 ,如果天然气含有太多

杂质的话 ,还要考虑是否采用燃气过滤器的问题 ,虽

然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b. VPGH下游涡流气出口管道的长度、管径需

要合理安排 ,同时考虑到调压站运行情况考虑是否

加装球阀来保证 VPGH运行 /关闭状态的切换。

c. 先导气加热回路管道的管径、长度决定换热

效果和热量丧失的情况 ,因此需要合理安排。

d. VPGH在系统中的相关管道连接件情况将影

响其运行效率。

e. 考虑到 VPGH加热系统的季节性变化 ,因季

节温度情况的不同 ,可以适当手动调节 VPGH涡流

出口球阀的开度 ,而且对于运行参数不同的调压站

及品牌、型号不同的调压装置 ,选择涡流出口球阀开

度也不相同。

f. 对于 VPGH - DP而言 ,其先导加热回路的选

择还需考虑现场调压器的分布和调压器参数设置情

况 ,因为 VPGH2DP两个加热回路的加热效率有差

异 ,也就是说 VPGH2DP内部因加热回路的不同 ,其

热量分布不同。靠近涡流回路的为第一级 ,热量分

配相对小 ;顶端回路为第二级 ,热量分配相对较大。

有一种情况就是 :在整个系统中调压器预置参数差

别很大 ,主调压器 (工作阀 )上负荷大 (压差大 ) ,监

控调压器 (监控阀 )上压差小 ,因此 ,它们的指挥器

上的焦汤效应有明显差别 ,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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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加热回路 ,也就是将第二级加热回路使用在

加热工作阀指挥器上。如果两个加热回路的加热效

率相差太大 ,我们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在不改变输配

工艺条件下调整两个调压器上的预置参数 (这个调

节范围不能太大 ,否则会导致线路运行不稳定 ) ,使

两个参数值之间相差变小 ,这样加热和热交换效果

就会改变。另一个方法就是倒换第一级、第二级加

热回路。

6　结论

综合以上简介和 VPGH本身的特性 ,我们可以

得出带有 VPGH加热系统带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 ,

对天然气管道调压站进行 VPGH加热改造能真正

体现安全、环保、节能等优越性 ,因而 VPGH的推广

应用十分必要。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 ,我们认为 , VPGH是天

然气输配系统中调压设备先导气加热环节的十分优

秀的附属加热设备 ,它必将在这个领域中发挥十分

重要的作用。但应注意 ,在安装 VPGH时需要调压

设备专业工程师配合指导安装 ,以免影响调压设备

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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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世界最大炼油厂排名
排名 所属公司名称 炼厂所在地

加工能力
/104 t·a - 1

1 委内瑞拉帕拉瓜纳炼制中心 委内瑞拉胡迪瓦纳 4 700. 0

2 韩国 SK公司 韩国蔚山 4 085. 0

3 韩国 LG -加德士公司 韩国丽水 3 650. 0

4 印度信诚工业公司 印度贾姆纳加尔 3 300. 0

5 埃克森美孚炼制和供应公司 新加坡亚逸查湾裕廊岛 3 025. 0

6 印度信诚工业公司 印度贾姆纳加尔 2 900. 0

7 埃克森美孚炼制和供应公司 美国得克萨斯州贝敦 2 880. 0

8 S -石油公司 韩国温山 2 825. 0

9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 (阿美 )公司 沙特阿拉伯拉斯塔努拉 2 750. 0

10 中国台湾台塑石化公司 中国台湾麦寮 2 700. 0

11 埃克森美孚炼制和供应公司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 2 522. 5

12 Hovensa股份公司 维尔京群岛圣克罗伊岛 2 500. 0

13 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 科威特艾哈迈迪港 2 330. 0

14 壳牌东方石油公司 新加坡武公岛 2 310. 0

15 BP公司 美国得克萨斯州得克萨斯城 2 256. 3

16 美国辛特果石油公司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查里斯湖 2 200. 0

17 美国马拉松石油公司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加里维尔 2 180. 0

18 壳牌荷兰炼制公司 荷兰佩尼斯 2 020. 0

19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中国镇海 2 015. 0

2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 (阿美 )公司 沙特阿拉伯拉比格 2 000. 0

21 沙特阿美 -美孚公司 沙特阿拉伯延布 2 000. 0

(钱伯章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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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LECTED ABS TRACTS
NATURAL GAS AND O IL

(B IMON THLY)

Vo l. 28 No. 2　Ap r. 2010

ABSTRACT: Described is operation p rincip le of straight tube mass flow meter and analyzed are causes of such issues as large instanta2
neous flow change occurring during its normal operation at truck loading station in the methanol p lant of Sichuan Northwest Gas Field.
V ibration of the flow meter is reduced and its metering accuracy is imp roved after installation of fixed Siemens2shaped rigid support
bracket, adjustment of loading pump outlet valve position and amelioration of operation mode.
KEY WO RD S: Mass flow meter; Refined methanol metering; Troubleshooting

M ACH INERY AND EQU IPM ENT

Corrosion of H2 S on Na tura l Ga s Processing Equ ipm en t and Correspond ing Coun term ea sures

W ang Peng (China Petroleum Engineering Co. , L td. Southwest Company, Chengdu, Sichuan, 610017, China) NGO, 2010, 28( 2) :
34236
ABSTRACT: Media, which natural gas p rocessing equipment ( such as filter separator, gas/ liquid separator, dehydration absorp tion
tower and solid desulfurization tower at gas gathering and transportation station, feed gas filter, feed gas separator, desulfurization ab2
sorp tion tower, regeneration tower, sour gas separator, active carbon filter, etc. in natural gas purification p lant) is exposed to, con2
tain water and hydrogen sulfide basically. Such media environment will p roduce electrochem ical corrosion, sulfide stress cracking
( SSC) and hydrogen - induced cracking (H IC) in the equipment.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measures are p roposed in e2
quipment desig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hydrogen sulfide corrosion conditions to p revent scuh corrosion and ensure safe operation of e2
quipment during its service life.
KEY WO RD S: Natural gas; Hydrogen sulfide (H2 S) ;W ater; Equipment; Corrosion; Countermeasure;Measure

Applica tion of Vortex Tem pera ture Separa tion Technology in Na tura l Ga s Industry

Lv Q ingnan ( PetroChina Pipeline Co. Lanzhou B ranch,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ZhangW angzong(China Office of Universal Vortex Equipment International Co. of America, Beijing, 100011, China) NGO, 2010, 28
( 2) : 37242
ABSTRACT: The vortex tube, also known as“Ranque2H ilsch vortex tube”, is a very simp le mechanical device, which can separate the
comp ressed air into hot and cold stream s, with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simp le configuration, broad range of operating parameters, no mov2
able part, maintenance free, long service life, good circum stance adap tation ability, stabilization and reliability, energy2saving, safety and
environment2p rotection. Studied mainly are the heating efficiency of vortex effect in natural gas transm ission and distribution industry
and the value of its popularization and app lication in other industrial fields. Analyzed are vortex temperature sepa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dvantage of vortex heating. It is pointed out that vortex separation technology has extensive app lication p rospects in natural gas
industry due to distinctive competitive advantage.
KEY WO RD S: Vortex tube; Ranque2H ilsch effect; Joule2Thom son (JT) effect; Self adap tive; External energy; Energy transfer; Vortex
p ilot gas heater

UT IL ITY

Ana lysis on Corrosion Cond ition s in Recycled Cooling W a ter System and Chem ica l Con trolM ethod

Zhao Q iong (China Petroleum Engineering Co. , L td. Southwest Company, Chengdu, Sichuan, 610017, China) NGO, 2010, 28( 2) :

46249

ABSTRACT: Recycled cooling water syste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gas treatment p lant and its recycled water vol2
ume is more than 60% of total industrial water volume of the gas p lant. Recycled cooling water system may result in corrosion, scaling

and m icrobe breeding during its operation, which will affect its normal operation. Analyzed are common corrosions on recycled cooling

water system in gas treatment p lant and conditions resulting in such corrosions. Combined with relevant requirements in current design

specifications for recycled cooling water system, described are app lication of various corrosion controlmethods and effect of such control

methods on main water quality control index.

KEY WO RD S: Recycled cooling water; Corrosion; Scaling; Chem ical treatmen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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