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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施工篇 

4.1 製造裝配要點 

4.1.l 一般要點 

(1) 加熱爐中，其輔助設備、爬梯、樓梯及平台必須在工廠製造，同

時盡可能加長或加大至可運輸、接貨及裝卸工具可處理的尺寸。  

(2) 焊接之所有表面必須清潔乾淨，並不得有污垢、油漬、黃油、穢

物及有害物質等。在焊接作業中，須注意會影響焊接品質之因素，

同時採取防護措施，如風雨及其他天候狀況。 

4.1.2 爐管（Coils） 

(1) 碳氫化合物供應爐管必須依據 API 560/530 指定之材料規範進行

設計、製造及檢驗。  

(2) 製程蒸汽及鍋爐進水盤管之製造須依據 ASME Section I 動力鍋爐

建造規則設計、製造及檢驗。 

(3) 爐管對焊不可使用永久性之背襯環(Backing Ring)。 

(4) 對焊之焊道須有同一標準高度之微量凸起面，詳如在適用之法規

中所規定的。管內面及管外表面可施行焊道缺陷補強。 

(5) 修補焊道必須依照經買方認可之焊道修護程序來施作，同時須經

買方認可。修補時不能損傷鄰近之母材。 

(6) 焊接前預熱溫度，完成打底焊接後再焊接之溫度及焊後熱處理必

須依據相關管轄法規中之適用條款。 

(7) 焊道檢查前應做焊後熱處理。 

(8)  9％ Cr—1％ Mo 圓棒焊接在擴大傳熱面爐管上，於焊接完成時

須作應力消除。 

(9) 鰭片須以螺旋狀盤繞且連續焊在爐管上，焊接方式僅能採高週波

電阻焊。 

(10)釘頭（Studs）被焊在傳熱爐管上，焊接方式採電弧或電阻焊。 

(11)爐管製造前，須提出合宜之焊接程序讓買方復審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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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鋼鐵件（Steels） 

(1) 鐵件製造須根據 AISC「鋼結構---材料、製造及裝配」中之適用條

項。 

(2) 製作構造用鋼材之焊接工須符合於指定建築設計規範之要求。（ref. 

to API 560, 16.2.1.a） 

(3) 鋼板間之封焊須是全滲透對焊（Full Penetration Buttwelds）。 

(4) 鋼板與鋼構件之接合處在外表面須是連續填角焊，內面每 230mm

之中間處焊填角焊 50mm，以防止空氣及水份滲漏。 

(5) 角焊之喉厚及腳長尺寸須一致。 

(6) 柱及基板之螺栓孔可用鑽孔或沖孔方式完成，基板須在工廠焊

接。 

(7) 加勁板之最小厚度為 6mm。 

(8) 在現場焊接時其相接處必須用夾具或其他適用之定位夾具來定

位。 

(9) 螺栓之最小尺寸為ψ19mm，除非此處之法蘭面寬度妨礙了它的使

用，但亦不能小於ψ16mm。 

(10)洩放孔之直徑最小應為 13mm，花紋鐵板舖成之地板每 1.4m
2區域

就須鑽一 13mm 直徑之洩放孔。 

(11)固定風門葉片在軸上之螺栓須確實鎖定，或者在裝配後再將螺栓

點焊。 

(12)固定於爐壁上之耐火材之附件錨釘或固定架，必須採用手工焊接

或螺絲槍鎖定至足夠強度，空間及配置須依設計圖，檢查方式依

圖說並以敲擊測試或彎曲測試判定。當錨釘或固定架材質為不銹

鋼時，必須使用一種 25％Cr－12％Ni 合金之電焊條。 

4.1.4 耐火材（Refractory） 

(1) 澆鑄式耐火材中之水須以除氯之工業水的品質來滲配，使用澆鑄

式耐火材時，當水及耐火材調和後，其溫度須與被覆表面相同而

在 10℃～32℃中間。 

(2) 所有耐火材料之準備及安裝，須按照製造廠商之建議。 

(3) 使用空氣噴鎗施工，澆鑄式耐火材噴塗層乃從底部向上作水平狀

噴塗。一旦噴鎗開始運作，則需連續不停將所定範圍噴塗至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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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假如噴塗過程中遭某些因素打斷作業，則須立即停止爐體

表面之噴塗，停止噴塗時，須採 90°垂直角度將噴鎗拉離爐體表

面。 

(4) 澆鑄式耐火材塗層材料中不可使用回收再製品材料。 

(5) 耐火磚結構物須用接合劑將磚接合，同時須注意愈薄愈好，應用

接合劑時，耐火磚之兩端須浸入以沾上適量接合劑，除非其須裝

設漲縮接頭，耐火磚須相對放置妥當同時須以確保一致性。 

(6) 在澆鑄式耐火材被覆之結構上，兩片板狀爐壁接縫處須噴塗耐火

材填封，在耐火磚及陶瓷纖維被覆之結構縫須填封陶瓷纖維材。 

    4.1.5 塗裝作業（Painting） 

(1) 表面塗裝及塗裝材料須依照台塑企業油漆工程規範要求。 

(2) 鍍鋅必須符合台塑企業油漆工程規範要求。 

(3) 爐殼鋼板內部須噴塗至少 0.1mm（4 mills）厚之煤焦油環氧基樹脂

來預防腐蝕。 

4.2 設備安裝（Installation） 

4.2.1 負責安裝廠商有職責保證加熱爐之安裝完全依照賣方所提供之規範

及圖面，加熱爐之安裝必須依照規範施工。 

4.2.2 所有構造用鋼材及其附屬組裝件必須明確標示最小 50mm 高之文字

或編號以利現場確認，所有零組件，如固定桿（ Rod ）、鬆緊螺旋釦

（Turnbuckle）、塞細縫材料（Crevice）、螺栓、螺帽、墊圈等在出貨

時須裝入袋子、小桶子或條板箱中，並須貼上標籤，其上應註明內容

物個別尺寸、直徑及長度，標籤須是金屬品並用標示章戳印。 

4.2.3  必須在加熱爐鋼材零件出貨前提供裝配圖及螺栓表單，現場焊接裝配

之符號、尺寸及長度必須註記在裝配圖上，並且圖面上之文字符號最

少須 3mm 高，且須標示於鋼材零件部份，表單須列出在每一個連接

處所使用之螺栓數量、直徑、長度及材質，材料目錄中亦應註明超過

1,800kg 重之所有零組件。 

4.2.4 當零組件重超過 1,800kg，需配置合適之吊耳，吊耳負荷之設計計算，

最少需採零組件重之 1.5 倍計算，以防衝撞外加力。 

4.2.5 使用於加熱爐之螺栓與螺帽散裝出貨時，須針對每種尺寸及材質至少

增加 5％之預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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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要注意避免天候因素造成耐火材及保溫材損壞，同時須提供適當之保

護使可鑄式耐火材不致凍結，保護措施須包含以下所述： 

A. 爐頂（Arch）之排水。 

B. 開口之護蓋。 

C. 門及彎頭箱（Header Box）適當之鎖緊及密合。 

D. 足夠的門邊閂。 

4.2.7 所有的燃燒器和母火的包裝應保持清潔裝運，任何暴露的法蘭或牙口

應該充分保護，燃燒器瓷磚一般應分開加強保護包裝，以避免損壞。 

4.2.8 加熱爐零件檢查 

 在製造、供應的錯誤零件，失誤或運輸中的損壞會導致燃燒器無法正

確地執行。收料和建廠安裝應做以下檢查： 

(1) 燃燒器部件應檢查，以確認符合供應商的圖和料表。 

(2) 燃燒器陶瓷環的節流孔尺寸應檢查，以確保氣嘴可正確的使用。 

(3) 燃燒器噴嘴方向應該要符合圖面。燃燒器噴嘴常切一槽面或有箭

頭指標，以提示對齊方式。 

(4) 氣體管道應進行檢查，以確認其符合圖面。 

(5) 所有流孔板孔應避免淤積。 

(6) 空氣開口應進行檢查，以確認其符合圖面，應驗證完好。 

(7) 任何的隔音材料應檢查不可在運輸過程中有損壞。 

(8) 所有螺栓、螺牙，或連接的壓縮元件應檢查密封性。 

4.2.9 燃燒器的安裝應按照燃燒器供應商的程序。燃燒器應正確的安裝以獲

得較好的火焰品質。不當的安裝程序會導致差的燃/氣混合和火焰穩定

問題。燃燒器瓷磚作為控制空氣流孔，控制每個燃燒器的空氣流，安

裝不當會由於局部的高低速而導致火焰不平衡，下列為容許的製造/

安裝公差。 

(1) 燃燒器陶瓷箛環直徑：±6mm（±1/4 in）。 

(2) 燃燒器瓷磚同心度（不圓度)：±6mm（±1/4 in）。 

(3) 噴嘴孔角度：±4°。 

(4) 栓鎖(安裝)尺寸： ±3mm（±1/8 in)。 

(5) 噴嘴孔位置: 臥式±6mm（±1/4 in） 

               垂直±9.5mm（±3/8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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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安裝後的檢驗 

(1) 空氣調節器和風門應檢查是否做動順暢。 

(2) 如果空氣調節設備為獨立，應測試是否運作順暢。 

(3) 檢查燃燒器安裝垂直度及檢查瓷磚水平。 

(4) 須確保燃燒器周圍的膨脹接頭材料已安裝妥當。 

 

4.3 清洗作業（Cleaning） 

4.3.1 火焰加熱爐之構件必須完全排除殘留水份並烘乾，清掃內部及外部，

同時清除所有流體，穢物及鬆脫材料。 

4.3.2 碳鋼表面不同於法蘭面及其他機械表面，除須除銹外亦須清除油、黃

油或異常物質。 

4.3.3  所有外部的機械表面，必須用合適並能用溶劑去除的腐蝕抑制劑來保

護，同時亦須用標籤貼在設備表面，以標示腐蝕抑制劑種類。 

4.3.4  端焊及套焊接頭必須以還原鋁包覆（deoxaluminite）或是增加買方認

可同級保護套。 

4.3.5 螺栓及螺帽必須噴塗腐蝕抑制劑。 

4.3.6 所有鑄件鑄面必須磨平並去除銳角及毛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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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檢驗篇 

5.1 加熱爐各部檢查及測試 

5.1.1 檢查要點 

(1) 所有加熱爐之零件及組合之構件，其材料、製造、測試都須

要由買方或其指定之代表人員按指定之法規或按當地政府之

法規在製造安裝過程中檢查之。 

(2) 買方或其指定代表人員的職責是按購買文件上之要求，緊密

監控賣方之品質水準。 

(3) 當工程已開始進行時，買方之檢查員應可在任何時間進入賣

方工廠檢查製造過程。 

(4) 賣方須給予買方檢查員所有合宜的方便，使其能確信加熱爐

施工製造均按規範而行。 

(5) 買方的檢查員應與賣方合作，在可能範圍內盡量減少去干擾

賣方在工廠內之作業。 

(6) 賣方若有比以前更進步的製造作業方式，應充分通知買方，

並准許買方檢查員至賣方工廠參觀作業方式。 

(7) 除了上述之要求外，業主/買方檢查員有權指定個別檢查項

目。 

(8) 若買方有要求，則當工程在賣方工廠開始進行時，賣方須通

知買方，同時買方若提要求，則可派檢查員隨工程檢測。 

(9) 若有要求，賣方須透過買方檢查員在最後測試日最少 7 天前

通知買方，但即使是買方已放棄製造中較早階段時之檢查工

作，賣方亦須通知買方。 

(10)若買方拒收，而賣方已作成出貨決定，無論如何買方在建造

過程中已進行檢驗及證明，若成品不符要求，買方仍得要求

賣方確保成品之材料，構造及加工細度達到規定的水準。 

(11)任何檢查項目要棄權，須由買方書面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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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具鰭片之熱傳面須被檢查，以保證鰭片能垂直立於爐管面，

其傾斜角度不超過 15°，電阻焊道之最大非連續區間為每 2.5m

間隔不超過 60mm。 

(13)鰭片（Fins）及釘頭（Stud）必須檢查以證明其符合規定之密

度及尺寸。 

5.1.2 爐管（Coil） 

(1) 輸送碳氫化合物流體爐管，其焊道之檢查方法包括射線檢測

（RT）、目視檢測（VT）、磁粒檢測（MT）、液滲檢測（PT）

等，並其須按 ASME B31.3 之規定。 

(2) 輸送碳氫化合物爐管，其焊道檢查須延伸到包括 180 度彎頭

（return bend）、管件、集合管及跨接管等，同時其亦須符合

下述之要求。 

A. 全部奧斯田鐵 TIG 打底焊道之 10％須用液滲檢測（PT）。 

B. 全部鉻--鉬合金鋼 TIG 打底焊道之 10％須用磁粒檢測

（MT）。 

C. 全部鉻--鉬鋼或奧斯田鐵襯片（girth）具全熔透填角焊，

須作 100％射線檢測（RT）。 

D. 碳鋼襯片（girth）具全熔透填角焊須作 10％以上焊道射線

檢測（RT）。 

E. 萬一放射線檢查處，片子解析有困難時，就如同管頸填角

焊，此時液滲檢測（PT）及磁粒檢測（MT）可以代替射

線檢測（RT）。 

F. 所有縱向接合焊道，若是碳鋼或合金材料，必須作 100％

射線檢測（RT）加上液滲檢測（PT）。 

(3) 製程蒸汽及鍋爐給水盤管，包括 180 度彎頭（return bend）、

管件、集合管、跨接管之焊道須被檢查，其乃照 ASME 鍋爐

及壓力容器法規 Section I 中之規定。 

(4) 當須作焊後熱處理時，任何必需的射線檢查（RT），須於焊後

熱處理完成後執行。（API 560_17.2.3） 

(5) 鑄造 180 度彎頭（return bend）及管件（fittings）之外表面須

用射線檢測（RT），其乃根據 ASME B31.3。放射線之品質

須依照 ASTM E446 之規定，強烈程度 3，其乃適於前述每一

種類之缺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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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鑄型管支撐（Cast Tube Supports） 

(1) 所有鑄型對流段管支撐必須經噴砂處理，並且整體都須作液

滲檢測（PT）。經由液滲檢測（PT）而暴露出來缺陷，在此

缺陷地區須再做射線檢測（RT）。放射線之品質須依照 ASTM 

E446，強烈程度 3。鑄件缺陷之修補，須注意如為合金鑄鐵

材料，則不可修補。（ASTM A319，CLASS Ⅲ，TYPE C）。 

(2) 鑄型輻射段之管支撐、吊架、導架須做目視檢測（VT）以確

認鑄件表面是否有斷續之缺點。若有缺陷，應加以註記以便

拆下或修補或保證將鑄件更換。 

5.1.4 鋼鐵構件 

(1) 構造用鋼焊道之檢查，須符合 AWS D1.1 中之要求。 

5.1.5 耐火材及保溫材 

(1) 耐火磚層必須做遍佈性之檢查，檢查內容為耐火磚在爐內應

用期間其厚度之變化量及煙道氣烘乾耐火磚後所產生之裂痕。

耐火磚厚度之變化量須受限於收縮量不超過 6mm 而膨脹量

不為過 13mm。若耐火磚之裂痕寬度大於等於 3mm 且深度超

過可鑄式磚厚之 50％時則須修補之，此修補程序須由買方認

可後才可執行修補工作。 

(2) 安裝完成之不定型耐火材須以敲擊測試法檢驗耐火材內部是

否有空洞，多層耐火材結構，每層之敲擊測試須在當層耐火

材固化後才可進行。耐熱層乃用 0.5kg 之圓頭鎚敲擊，且須用

機工之敲擊力道並遍及全部之表面，敲擊模式應為方格狀，

近似下述尺寸： 

A. 在爐頂（Arch）上敲擊中心距 600mm。 

B. 在爐壁及爐床上敲擊中心距 900mm。 

5.1.6 試壓及測試要點 

(1) 所有含碳氫化合物之壓力件，須在工廠內依據 API 560 規定

進行水試。 

(2) 所有製程蒸汽及鍋爐給水盤管必須在工廠內水試 (依 ASME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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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試壓力須維持至少一小時。 

(4) 水試所用的水須是乾淨淡水。水溫必須比材料之脆化溫度至

少高 16℃。最小水溫須是 15℃。 

(5) 若水試之管件乃奧斯田鐵不銹鋼材質，試驗用水中氯化物之

最大容許含量為 50ppm（50mg/kg）。 

(6) 釘頭傳熱管（Studded Tube）上之釘頭（Stud）須以敲擊試驗

法來隨機確認釘頭焊道是否合宜。 

(7) 買方可按本身意願，從訂定設計條件開始算，12 個月內擇期

加以測試。測試內容依 API 560 之規範所訂。賣方亦有責任

去指正買賣雙方均能同意之不足點，這是賣方唯一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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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性能試驗 

5.2.1 試驗目的 

為證實設備本體結構及附屬件、儀器精準度、熱效率等能符合設

計之規定，使加熱爐之運轉性能達到生產之要求。 

5.2.2 試驗內容 

     (1) 試驗前之準備。 

     (2) 驗收試驗。 

  (3) 儀器安裝及數據觀測。（控制盤面從工廠出貨前須先完成配線

及測試，工廠測試須能證明所有程序之控制及連鎖保護裝置

性能正常） 

  (4) 運轉條件設定。 

  (5) 儀器若已判斷準確無誤，需將其數據記錄。 

  (6) 試驗設備的合理操作性檢討及測試技術之訂定。 

  (7) 若數據有誤差，應分析誤差來源。 

  (8) 試驗結果之計算。 

  (9) 試驗之數據及計算結果應以圖表繪製出。 

  (10)提出完整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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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則 

9.1 實施及修訂 

(1) 本作業要點經呈總管理處  總經理核准後頒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2) 各部門考量製程特性需求，得依據本作業要點規定，另訂各項檢查記錄表。 

(3) 本規範如有未盡事項，請參照各相關法規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