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tj教创造点牛、

公司总部
地址 '国货市芝果E锺贝四街4号

邮编 264002 
电话 0535 臼20011652田226520055
传真 0535 臼3"凶
电子倩箱 scb@yanlalfasl ωm 

网址 www.yantiil lfiilst.com 

技术咨询服务热线 0535-6511033 
技术部电子倩籍制讪，."日ωm

质量撮诉电话。535-6511677
服务II!诉电话。535-6510278
售后圃"兔'自然结 4∞6182887 

Quality Creates Future 

Headqua内er
Address: No.4 ChufenK 4th 51rt惜 I，Zhjfu Oistrict,Yantai,China 
Post Code: 264曲2

Tel: 0535-652∞11652∞22652回归
阳 0535-6530206

Em.川1: scb@yanlaifast .com 

Web: www.yantalfast.com 
τ"ech l1ica' ConS lI' tlng Se rvlce Llne: 0535.6511033 

Emailof T<<hr、ical Oepartmenl: qd.jcb@163.com 

Quality Complaint line: 0535-6511677 

Servlce Complalnt Llne: 0535-6510278 

After-se rvice T.州 free Llne 崎06182887 毒草

FAST 
法斯特

机械炉排式垃圾焚烧炉
液电系统集成·液压缸

HYDRAULlC SYSTEM FOR REFUSE INCINERATOR 
MECHANICAL FURNACE TYPE 

国警 EF…里常常常常自黯按需



p企业简介
roduct Information 

公司概况

烟台未来自动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1973年，公司占地45600平方米，建筑面积263 16平方

米!现有职工400余人，工程技术人员69人，其中高级工程师12人1 工程师35人 1 公司拥有包括各类

通用机床、数控机床、焊接设备、特种设备及实验检验设备400多台套 I 形成了多条产晶专业生产

线!累计获得国家授权专利49项，其中国家发明专利6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9项、外观设计4项。

荣誉资质

1989年获得国家二级企业称号!

2000年通过150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2002年通过美国船用液压系统AB5认证，

2008年公司荣获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突出贡献单位，

2010年成为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1

2011 年 "法斯特"品牌成为山东省著名商标，

2012年液压缸被搜予山东省名牌产品

2012年评定为烟台市企业技术中心!

2013年成为烟告市气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3年再次荣获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突出贡献单位，

2014年通过150/T516949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I

2014年评定为山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014年评定为烟筒市科技型中小企业o

烟台未来，致力于打造垃圾焚烧行业液电系统集成晶牌服务商1

晶质创造未来!

管理体系

1509001 国际质量体采认证 150/T516949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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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气动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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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系统c:12黯忧2 |nfomuon
垃圾焚烧炉，是通过焚烧生活垃圾，中哥生活垃圾的热值转化为电力的设备。 不但是解决目前各大

中城市"垃圾围城"的利器，同时也变废为宝 ! 串在本来无用且污染环境、危害地下水安全、大量占地

的生活垃圾变成电力。据统计每吨垃极的发电量在280-400度左右，对于 台满负荷运转的日处理量

500吨的垃圾焚烧炉而言! 按照统计的最低吨发电量计算， 每天发电量约14万千瓦时。 而且1 处理垃

圾还有垃圾处理费的补贴，根据省份的不同，每吨垃圾处理，处理费为60- 1 40元。

按照焚烧方式分为 机械炉排焚烧炉、流化床焚烧炉、回转窑焚烧炉

真中机械炉排焚烧炉的工作原理垃圾通过进料门进入倾斜向下的炉排(炉排分为干燥区、燃烧

区、燃尽区) .由于炉排之间的交错运动， 将垃圾向下方推动 I 使垃极依次通过炉排上的各个区域，

直至燃尽排出炉膛。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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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料炉排油缸上带有位移传感器(外置拉线式的或者内置磁环式的) .采用比例阀(比例调速阀

或者比例换向阀)控制给料速度，由于有位移传感器的反馈，给料速度可以控制得很准确，而且可以

调节各个给料器的同步运动次给料结束后!快速回退，进行下-次给料。

而燃烧炉捐部分!主体结构差异较大，所以相应的控制原理也有简有繁。

希格斯燃烧炉排主体包含5个单元，每个单元各有一或两套翻动油缸租一或两套滑动油缸1 翻动是

为使垃圾燃烧充分!滑动是为了将垃圾自上而下逐步通过燃烧炉排的各个区域，直至燃尽推出炉排。

逆推炉排般分为6个单元，每个单元两侧各有-条油缸，用以控制各个单元的炉排片前后

运动 。

顺逆推炉排，小盹位为顺推两个单元、逆推两个单元， 大吨位为II!li推4个单元、逆推4个单元。 每

种单元间隔排列 。 使用比例换向阀进行调速，调速较精确 。 每两个顺推以及每两个逆推总是一进一退

动作互锁。

此外，我公司还接触了丹麦伟伦炉排等其他形式的炉排控制系统。

液压果统 I R垃坡焚烧炉液压系统综述
eview 01 garbage incineration lurnace hydraulic system 

我公司生产的焚烧炉液压系统主要为机械炉排式焚烧炉配套。

目前为止，我公司在垃圾焚烧发电炉排控制液压系统方面，接触以及配套供应了各个客声的各种

盹位的杏种炉型。 按日处理量分，有300吨、 350吨、 400吨、 500吨、 600吨、 750吨等。 炉型涵盖

三菱、马丁、希格斯等。 因为液压系统是焚烧炉的运动中枢I 其稳定性和耐用性都是各家关注的焦

点，采用优质逝口品牌的液压元器件已成为行业共识。

虽然各个厂家的炉排控制原理各不尽相同!但主机的主要结构部分为 给料炉排(也称作推料

器) .燃烧炉排，出渣机，另外，还有料斗挡板内或者破拱装置等辅助部分。其中，燃烧炉排的结构

和控制差异最大，有顺推， 也有顺逆推等。 不管哪种结构都是为了使垃圾依次通过炉抖的干燥区、燃

烧区、燃尽区，并在此过程中使垃圾燃烧更充分、提升炉i匾，炉温提升不但利于发电机组的工作1 也

有利于二瞟英等有害物质的消除。



p电气控制系统
roduct Information 

液压系统 • 

该控制系统主要包括泵站控制和阀站控制，控制方式可根据用声主控DCS系统的要求采用各种形

式，以满足用严总体控制的要求。

PLC控制

1 泵站 泵站自身PLC控制 。 采用就地/远程两种方式I 将液压系统的各种压力、温度、液位计、

液压泵、电磁阀等状态信号处理后，转换为主控DCS系统所需的模拟量、开关量信号，提供给主控

DCS系统，并接收主控DCS系统提供的控制信号，实现就地/远程两地联锁控制。

2 阀站 作为中继控制站，为比例放大器、电磁阀提供工作电源，各比例阀、电磁阀的具体动作则

由主控DCS系统来间接控制 。

二继电器控制

1 泵站泵站采用继电器控制 。 采用就地/远程两种方式，接收主控DCS系统提供的控制信号，并

结合就地的控制信号，实现就地/远程两地联锁控制，同时，捋液压系统的各种压力、温度、液位计、

液压泵、电磁阀等状态信号1 提供给主控DCS系统。

2 阔站 阀站的所有动作由主控DCS系统直接控制，即阀站的工作电源、比例阀、电磁阔的动作

信号均有主控DCS系统提供。

鱼 ……·
......协

H高精系统配置
igh-end parts configuration 

液压果统 • 

我公司生产的焚烧炉液压系统，主要采用SIEMENS (西门子)电机、 Rexroth (力士乐)柱塞泵

及液压阀、 ATOS (阿托斯)液压阀、 VICKERS (威格士)液压泵及液压阀、 HYDAC (贺德克)液

压附件、 8arksdale (巴士德)液位控制器、 Alfa Lava l (阿法拉伐)板式冷却器等国外著名品牌

产品 。

p专业设计精良制作
rofessional design&sophisticated production 

液压系统 • 

主动力系统包含一套备用泵电机组、采用定期轮换的方式，不但利于延长液压泵的寿命、还可以

做到不停机维护、更换。 并有电机减震器、泵迸出油口软性连接等各种减震措施，运转平稳。

过滤系统具有压力油过滤器、回油过滤器以外，还设计 个单独的循环过滤器，如此三重过滤，

可以保障内部液压油的清洁度。而且全部过滤器都采用双筒式1 带滤芯堵塞报警!可根据报警信号及

时切换，并在线更换临近使用寿命的滤芯。

冷却器采用了换热效率高、不易结垢的板式过滤器!经过了最严苛的热功率校核，保障系统在夏

季焚烧炉广房内高达50.C高温下j由温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并且油箱中装有温度传感器来监控油箱内工

作介质的温度!自动控制冷却/加热系统的启闭 。

系统根据情况设置蓄能器，不但可以补充瞬时流量的不足!也可以在紧急状况下将给料炉排复

位，还有-定的眼振降瞟效果。

阀组全部采取了便于维护的措施，可以不停机维护或更换任 组甚至 排阀组，而不影响其他阀

组的正常运行。

选择比例阀时l 既考虑了流量足够，又兼顾了低速稳定性。

油箱板材用料扎实、焊接牢固、外形美观、经久耐用 。 油箱上带有液位控制和监测元件、各个窒

滤器等各种辅件。每个油箱都安装多个大口径清洁孔，便于维护时清理油箱。

阀块加工前经过磁探伤 I 加工后经过毛刺处理，并用内窥镜检查内部流道， 毛刺及内孔流道处理

得当，外表面精磨加工后光滑度高，表面镀镇防氧化、防腐蚀效果优秀。

所有管路及接头部采用不锈钢材料，接头使用符合DI N标准和SAE标准的法兰和锥密封接头，密封

可靠、互换性强。经过详细计算及周密设计!精工细作产出高质量液压产品。



p现场布营工艺彰显精专
rolessional installation 01 pipeline 

我公司拥有装调、布管专业工程师队伍15人 。

液压管路布管规范

液压管路安装是液压设备安装的 项主要工程。安装过程中遵循以下规范

1 管道的敷设排列和走向应整齐-敖1 层次分明 1

2 管路的安装应横平坚直，尽量减少转弯，并避免交叉，

3尽量采用水平或垂直布管，水平管道的不平行度应运2/1 000: 

4垂直管道的不垂直度应运2/400，用目测的方式检测，

5 平行或交叉的管系之间，应有 1 0mm以上的空隙1

6 长管道应用标准管夹固定牢固!以防振动和碰撞，

7 对于振动大的管路，管夹处应装减振垫!

8 弯曲的管子应在起弯点附近设置管夹。管道不得♀管夹直接焊接 1

液压系统 • 

9 每管接头或法兰连接的管子必须是-段直管. ~p这段管子的轴心线应每管接头、法兰的轴心是平

行、重合的，

10 转弯处的半径应大于油管外径的3-5倍，

11 当两段或两段以上的管子无法对心连接时l 不允许强行扭动管于进行连接，应捋管子拆下进行

修整后再装配，

1 2 在机体上安装的管路应相互不干涉1 又便于拆卸，

1 3 管路之间的位置确定后，点焊固定，

14 管路之间的焊接点位置的确定，尽量选择有利于电焊施工的位置， 避免选择靠近障碍物或真他

造成电焊施工困难的地方 1

1 5 对于各条管路的安装，应对每条管路做好相应的记号，防止安装错误引起设备的非正常运行。

H垃圾焚烧炉液压缸综述
ydraulic cylinder 01 garbage incineration lurnace 

垃圾焚烧炉系统油缸主要由给料炉排j由 i虹、炉排驱动油缸、除渣油缸和其他辅助油缸如挡板驱动

油缸等组成， 其中根据焚烧炉的结构不同炉排驱动结构可由滑动油旺和翻动油缸构成。

p专业集成化设计
rolessional integrated design 

油缸三维模型及外形图

给料炉排油缸

~ 

唱组二立土萨

@因非丰4豆i苍

名称

给料炉排j由缸

名称

炉排驱动j由缸

• 

额定压力 (Mpa)

25Mpa 

额定压力 (Mpa)

25Mpa 

I ..相益于丽

E圣旦旦

功能 备注

工进，快退，将垃圾推入焚烧炉内

吨嗣E三1若E

睡耻主才自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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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 备注

推动炉排运动 1 使燃烧充分



H垃坡焚烧炉液压缸综述
ydraulic cylinder 01 garbage incineralion lurnace 

Q 

名称

滑动炉排油缸

名称

翻动炉排i由缸

名称

除渣机油缸

额定压力 (Mpa)

25Mpa 

额定压力 (Mpa)

25Mpa 

功能

推动炉排片前后运动

功能

推动炉排片上下翻动

且l 盲
'-" 

备注

'1 , '"" ., _.叫"帽'

备注

后缓冲

品EF 畸1
1喃骨节-

额定压力 (Mpa)

25Mpa 

功能 备注

除去焚烧炉内的炉渣 | 后缓冲限位开关

名称

挡板驱动油缸

名称

炉捐油缸

L一
名称

推料油缸

额定压力 (Mpa)

25Mpa 

额定压力 (Mpa)

14Mpa 

额定压力 (Mpa)

1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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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推动挡板打开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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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后缓冲

暨唱因兰主
电班岳

功能

推动炉排运动

备注

限位开关

E哇彗 +tb

如丘臼尸

功能

将垃圾推入焚烧炉内

- 盲阳:--".明‘·

ul:1 去l:，.._幅幅a

备注

传感器



p垃坡焚烧行业服务案例
rolessional installation 01 pipeline 

我公司十分重视垃圾焚烧炉行业液压系统及油虹的研发!三年来在该行业成绩斐然 l

烟臼未来每江苏某公司合作1 善其联合研发设计制作了宁波-期项目 2X500t垃圾焚烧炉液压系

统，现已正常运行 年多时间!产品性能稳定可靠，完全替代国外同类产品，调试人员现场服务得到

该公司的高度认可，并发来表扬信， 等江苏某公司合作的日照项目的2X300t和镇江1 X400t垃圾焚烧

炉液压系统已交付使用1 钦州2X300t、常州新北2X400t、吴江2X750t和宁波二期 1 X500t的液压

系统和油缸项目也由我公司设计制作。

烟台未来每山东某公司合作1 为其设计制作四川巴中项目2台350t垃圾焚烧炉液压系统，

烟台未来每江苏某公司合作，设计制作如东项目 2X400t垃圾焚烧炉液压采，扬州江都2X35口t 、

延吉3x400t液压系统和油缸，

烟台未来每浙江某公司合作1 设计制作嘉善项目2X35口t液压采统和油缸1

烟台未来等北京某公司合作!设计制作吉林德惠 l X400t、重庆2X300t液压系统和油旺。

烟台未来1 致力于打造垃圾焚烧行业液电系统集成品牌服务商 l

111极贯烧行业}预电系统集成吕牌服务商

PROFESSIONAL SUPPLlER OF 
INTEGRATED ELECTRO-HYDRAULlC SYSTEM FOR 

WASTE INCINER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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