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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计KK&K®
蒸汽涡轮机
产品系列范围广，功率达 12 兆瓦

无论您需要何种原动
机，Howden 均能为您
提供功能齐全，性能
可靠的成熟工业蒸汽
涡轮机。

我们是领先的涡轮机械制造商之一（前身为 AG Kuehnle，Kopp＆Kausch/
西门子涡轮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有着 100 多年的经验，并且不断发
展壮大，已安装 超过 2 万台涡轮机，我们是您业务的主要合作伙伴。

全系列世界一流工业蒸汽
涡轮机
Howden 提供品种繁多的预设计蒸汽
涡轮机，功率达 12 MW。这些创新但
经济的机械设备具有简单的模块化设
计，有助于优化所需应用的性能。为
了获得最佳配置，我们有不同但完全
兼容的设计系列，以使我们能够尽可
能地满足您的需求。
我们的预设计涡轮机满足客户对经济
安装和运行的要求，在复杂的行业工
艺中具有极大灵活性。因此，无论您
是需要用于发电的发电机驱动器，还
是用于压缩机、鼓风机和泵的机械驱
动器，只需与我们联系，就可以选择
最适合您需求的涡轮机或涡轮机组。
当然，我们严格遵守 ISO 9001 和 ISO
14001 质量标准规定的指导方针。

应用领域

Howden 蒸汽涡轮机提高了发电效率，改善了泵和压缩机等
工业和机械驱动器的盈利能力。
行业
应用
化学

食品和饮料
独立发电厂
制造业、 泵机和压缩机生产商
石化/精炼
冶金厂/钢铁
糖/棕榈油
公用工程
木材加工业/造纸厂

生物质电厂
自备电厂
热电联产/CHP
气体膨胀
地热电厂
热回收
机械驱动
船舶/海上
太阳能热电厂
垃圾焚烧厂

BASE

BASE

涡轮发电机，功率达 1000 kW

机械驱动功率高达 750 kW

BASE 是一种单级冲击式涡轮机。这种涡轮机物美价廉，设计
用作 75 - 1000 kW 功率范围的发电机驱动器，可用于小型热电
联产（CHP）发电厂，也可用于分散式太阳能电站，以及废热
回收（例如：用于在底循环连接燃气引擎和沼气引擎），或用
于剩余工艺用汽的利用。

用于机械驱动的 BASE 是一种单级背压蒸汽涡轮机，在该蒸汽
涡轮机中蒸汽沿轴向通过叶片。该蒸汽涡轮机主要用作泵或风
机的动力源，特别是用作具备快速启动功能的备用单元。

技术数据
功率输出达 750 kW

技术数据

入口压力 101 bar（绝对压力）/1,465 psi

功率输出 1000 kW

入口干饱和蒸汽温度 500°C/930°F

入口压力 40 bar（绝对压力）/580 psi

速度取决于被驱动的机器设备

入口干饱和蒸汽温度 400°C/750°F

排汽压力: 背压达 11 bar（绝对压力）/160 psi

发电机 50 Hz/60 Hz

典型尺寸

背压 11 bar（绝对压力）/160 psi 或真空

长 1 m/3.3 ft*

典型尺寸

宽 1 m/3.3 ft*

长 2.5 m/8.2 ft*

高 1.3 m/4.3 ft*

宽 1.5 m/4.9 ft*

特点

高 2 m/6.5 ft*

设计简单，维护量少

特点

极佳故障安全性

背压或冷凝式

可快速启动

成套装置设计,供油装置集成于基架中

涡轮机集成了供油系统

极小型紧凑设计

满足 API 611/612** 要求

仅需很少的地基作业

可提供 ATEX 版本

基本无需维护，坚固耐用

仅限涡轮机。
如接受悬臂式设计和整体式齿轮装置。

*

技术成熟可靠，适应性强，确保高可用性

**

该涡轮机无需预热即可快速启动
采用成熟组件，价格低廉
快速安装调试

型号

蒸汽参数（最大值）
1

BASE

101 bar, 500°C

CORE

131 bar, 530°C

MONO

131 bar, 530°C

TWIN

131 bar, 530°C

TRI

131 bar, 530°C

2

3

4

5

出力（MW ）
6
7

8

9

10

11

12

CORE

MONO

功率达 6 MW

功率达 6 MW

CORE 特别适用于向客户提供完整装置的成套设备供应公司/总
承包商（EPC）。我们只提供带齿轮装置的核心设备。

即使在最严苛的运行条件下，MONO 也能凭借其坚固的设计和
出色的可靠性脱颖而出。该蒸汽涡轮机最适合用于饱和蒸汽介
质。可用作冷凝或背压式涡轮机，并与各种整体式齿轮装置结
合使用，开辟了广泛的应用范围。

技术数据
功率输出达 6 MW
入口压力 131 bar（绝对压力）/1,900 psi
入口干饱和蒸汽温度 530°C/985°F
速度取决于被驱动的机器设备
排汽压力: 背压达 29 bar（绝对压力）/420 psi或真空

典型尺寸
取决于成套装置的范围

技术数据
功率输出达 6 MW
入口压力 131 bar（绝对压力）/1,900 psi
入口干饱和蒸汽温度 530°C/985°F
速度取决于被驱动的机器设备
排汽压力: 背压达 29 bar（绝对压力）/420 psi或真空

典型尺寸

特点

长 1.5 m/4.9 ft *（仅涡轮机, 含发电机时约 6 m/20 ft）

背压或冷凝式

宽 2.5 m/8.2 ft*

可提供喷嘴组控制阀

高 2.5 m/8.2 ft*

快速启动，无需预热
满足 API 611/612* 要求
如接受悬臂式设计和整体式齿轮装置

*

特点
背压或冷凝式
成套机组设计
供油装置集成于基架中
可提供喷嘴组控制阀
快速启动，无需预热
可定制
仅限涡轮机。

*

TWIN

TRI

功率达 7 MW

功率达 12 MW

TWIN 具有最佳的成本效率和极高的性能。在具备可控抽汽能力
的同时还能将高热梯度降低。TWIN 是一种双机壳涡轮机，配一
个齿轮箱，可在不同蒸汽管路上运行。

TRI 为一种三机壳蒸汽涡轮机，配整体式齿轮箱，设计用于灵
活操作和高效的应用。多机壳设计允许进行两次受控抽汽，
并且可在不同供汽系统上运行。

技术数据

技术数据

功率输出达 7 MW

功率输出达 12 MW

入口压力 131 bar（绝对压力）/1,900 psi

入口压力 131 bar（绝对压力）/1,900 psi

入口干饱和蒸汽温度 530°C/985°F

入口温度达 530°C/985°F

速度取决于被驱动的机器设备

排汽压力：0.06 bar（绝对压力）/8.7 psi 冷凝

排汽压力：背压或真空

典型尺寸

典型尺寸

长：约 8 m/26.2 ft（包括发电机）

长：约 6 m/20 ft（包括发电机）

宽： 4 m/13.1 ft

宽： 2.8 m/9.2 ft

高：4 m/13.1 ft

高：3.2 m/10.5 ft

特点

特点

冷凝式

背压、冷凝式

成套机组设计

成套机组设计

供油装置集成于基架中

供油装置集成于基架中

可提供喷嘴组控制阀

可提供喷嘴组控制阀

快速启动，无需预热

快速启动，无需预热

极紧凑结构

极紧凑结构

压力控制抽汽

压力控制抽汽

高压/低压应用

高压/低压应用

可再热

KK＆K 蒸汽涡轮机 MONO、TWIN 和 TRI
也可作为特殊工程和定制解决方案的一
部分。

例如：COMBI 多次抽汽生产线，或气体
膨胀 EXP（膨胀机），以及为 ORC 工艺
（有机朗肯循环）定制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对蒸汽涡轮机进行定制，使其
更适合您的需求。任何要求或 ATEX 或
API 611/612 等规格（带说明）均可，
在复杂性方面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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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运营提供核心动力
改善产品和服务品质是 Howden 的使命，160 多年来，
我们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这种专业精神意味着我们
的空气和气体处理设备将为您的运营创造最大价值。我
们秉承创新理念，每一天，我们都努力为您的核心运营
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Howden Turbo GmbH
Hessheimer Strasse 2
67227 Frankenthal

德国

电话：
+49 6233 85 2291
传真：
+49 6233 85 2660
电子邮箱：steam-turbines@howden.com
网址:		
www.howden.com/KKan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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