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勒特燃烧技术

面向严苛燃烧和排放挑战的
创新解决方案

用于工艺加热器的燃烧器、
火炬系统、热氧化炉和催化系统

辐射壁式燃烧器

超低NOx排放- CUBL燃烧器

平焰低NOx排放的燃烧器

经验丰富、诚信可靠
专业实力、创新技术

应用

• 炼油厂工艺加热器
• 重整炉
• 裂解炉
• 焦化炉

霍尼韦尔UOP凯勒特致力于燃烧器领域已有20余年，在应对燃烧和排放挑战方面

燃烧器

同行。

• 常规和低NOx

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产品在业内树立了最高性能和最低排放量的新标杆，领先于

树立新标准的燃烧器

• 气体、液体或组合
• 环境或预热鼓风

创新和技术是我们燃烧器的关键。20余年来，

CUBL在最严格的排放法规下表现出优异的稳定

优势。燃烧器设计小组与我们的客户一起合作，

之下实现常规运行。

我们的团队一直在燃烧设备的设计上保持着领先
开发了关于减少NOx排放这一挑战的一系列技术
和解决方案。霍尼韦尔UOP凯勒特为专利低排放

(LE) 燃烧器定下了20 ppm NOx含量的标准。最
近，我们推出的新一代超低NOx燃烧器CUBL又
一次证明了我们的技术专长和领导地位。

• 强制和自然通风

性、可靠性和性能，可在10 - 15 PPM现场压力

您可在全球炼油和石化工业的燃烧加热器和焚烧
炉相关服务中找到霍尼韦尔UOP凯勒特燃烧器，

我们代表了当今市场上最低的NOx等级和最高的

质量。

• 辐射壁

• 预混合应用
特种燃烧器

• 超低NOx排放

• 低Btu气体燃烧器

• 垂直向上或向下和水
平点火

质量与制造

全球安装队伍

制计划甚至采用了比行业认证更高的判定标准。凯勒特的制造和生产在美国

们对产品线非常熟悉，具有实际动手经验，这使

我们的制造工厂代表了业界的最高质量标准。在某些方面我们企业的质量控
和中国都已获得ISO 9001:2000认证。

凯勒特的制造和生产工厂一直在不断升级。我们目前在俄克拉何马州和中国

的工厂占地面积达11.5万多平方英尺，包括成熟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作为全
球燃烧设备市场的参与者，我们的许多制造工艺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本地
化，但是核心专利部件全部由我们的美国工厂负责制造供货。

在霍尼韦尔UOP凯勒特，质量保证，人人有责。我们对项目的每一步都进行
持续审查，确保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我们的安装队伍可以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我
得我们能够提供更强的产品管理，高效方便的周
转，以及高水平的质量控制
优势：

• 产品知识和经验
• 项目管理
• 成本控制
• 项目报告
• 模块化

• 质量控制

• 发现和解决突发问题

凯勒特中国制造工厂

凯勒特高度重视制造安全性、质量和准确性

创新火炬设计

霍尼韦尔UOP凯勒特专门针对您的规格、工艺标准和性能要求来开发火炬和

蒸汽控制系统。我们的火炬设备具有最佳水平性能，符合美国环保署和国际
标准，可保证工厂和终端业务的安全运行。随着成千上万的火炬系统在世界
范围内启动，您会发现我们的火炬系统主要用于烃加工、油气生产、石化加
工、钢铁和炭黑工业。请拨打我们的火炬专家电话，来协助您与您的技术需
求。

火炬气回收

多点式蒸汽火炬

应用

火炬和火炬系统：

• 油气生产

• 多点式无烟火炬

• 烃加工

• 钢铁行业
• 炭黑行业
• 石化行业

• 海上/陆上生产
• 终端

• 管式火炬

• 蒸汽式无烟火炬

• 超低噪音蒸汽火炬
• 全封闭式地面火炬
• HP气体辅助火炬
• 空气辅助火炬
• 低BTU火炬

• 坑用燃烧器
全封闭式地面火炬 (TEGF)

• 便携式火炬
• 海上火炬
• 生产火炬

多点式无烟火炬

火炬气回收系统：

• 炼油、石化和天然气
加工应用

• 提供多种压缩机技术
相关的辅助设备：
• 分液罐

• 液体密封器
• 点火系统
• 引燃监视

研发

霍尼韦尔UOP凯勒特致力于引领环保和燃烧技术发现，我们深知我们的成
功与我们在研发方面的投资直接相关。我们的工业规模研发中心可以对燃烧
器、热氧化炉和火炬进行测试，这是我们的最好投资实例。该中心设备全，
还配有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专为新产品、产品改进、新燃烧工艺和解决问
题应用的开发研发而设计。

我们具有专业，创新，灵活性和注重客户服务等一系列优势，已在多个场合
被选中与客户进行合作，来开发先进的设备和解决方案，解决具体流程的挑
战和需求。

燃烧器试验设施拥有7台测试炉

计算流体动力学建模

我们内部的计算流体动力学建模 (CFD) 功能可以
用于关键应用的工程分析。CFD可以与FLUENT®

软件一起创建点火设备的三维模型来求解热力学
方程。通过将我们的模型与现实世界的经验和多
年成熟的研发相结合，我们能够预测整个系统的
现场性能，并能在制造之前避免出现潜在的性能
问题。

火炬测试能力：

燃烧器测试能力：

• 封闭地面式

• 低NOx排放

• 多点式

• 火炬生产
• 蒸汽辅助
• 空气辅助
• 海上

• 七台测试炉
• 辐射壁

• 气体、液体或组合
• 水平和垂直点火
• 超低NOx

典型应用：

• 实现客户定制设备的快速成型

• 对升级和改造项目进行性能确认
• 解决具有挑战性的现场设备问题
• 在购买前对产品进行评估
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进行热量建模

我们设计的每个系统中都采用了热量和流体计算机模拟

满足客户要求的热氧化炉

霍尼韦尔UOP凯勒特经验丰富的热氧化炉工程小组专注于如何满足您的个性
化需求。我们的一系列热氧化炉设计基础和丰富经验使得我们可以评估您的
环境问题，并为您的具体情况提供定制设计解决方案。我们的焚烧系统可以
用在各种气体和液体废弃物应用中，包括卤化，氯化，烟气，尾气和含氮废
弃物。每个系统的设计和制造都符合最高的质量标准，能达到甚至超过最新
的环境法规的要求，包括NOx排放标准等。

热氧化炉系统

应用

动力装置：

• 硫装置尾气流

• 喷氨格栅

• 烟气和尾气流
• 炭黑尾气流
• 含盐废弃物

• 有机含卤废弃物
• 含氮废弃物

• 丙烯腈工艺废弃物
• 废溶剂

• 制药厂废弃物
SCR系统

• 石化厂废弃物
• 危险废弃物

热氧化炉系统：
• 烟气热氧化炉

• 流量分配设备
• 催化剂及相关设备
• 消音设备

• 氨汽化/流量控制

• 配有EPA测试端口的烟囱出口
安装过程：

• 稀释空气系统

• 催化剂及相关设备
• 氨汽化

• 进/排气管道

• 热燃烧器（根据需要）

• 尾气热氧化炉

• 含卤废弃物热氧化炉

• 低NOx (deNOxidizerTM) 系统
• 顶烧式氧化炉
• 催化氧化炉

催化系统

霍尼韦尔UOP 凯勒特可帮助客户减少简单循环催化剂系统和选择性催化还

原系统 (SCR) 的NOx和CO的含量，以及碳氢化合物的排放量。我们可以应

用于电力和加工行业，可提供专门设计的催化系统来满足每一个客户的运营
和排放指标。

现场服务和配件

我们明白设备的价值在于其性能。我们经验丰富的现场服务人员致力于确保
我们的设备得到了正确安装，在其整个工作寿命内实现最高效率运行。我们
还能为一系列各种应用提供租赁火炬。您可以联系我们的代表，了解有关租
赁设备的进一步信息。

霍尼韦尔UOP凯勒特可以为您提供全方位服务备件和改造能力，同时适用于
我们自己和其他制造商的设备。我们可以用自己的零部件更换现有的组件或
升级设备，以提高性能。

我们对所有客户服务进行全球承诺，确保凯勒特产品和系统满足您的期望。
我们的服务包括：
• 交钥匙安装

• 操作人员培训
• 最佳性能调整
• 火炬租赁

• 故障排除设备性能
• 更换个别零件

• 通过改造来增强性能
• 全球现场服务

客户服务，全球承诺

霍尼韦尔UOP凯勒特总部 -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塔尔萨
Honeywell UOP Callidus headquarters Tulsa, Oklahoma. USA

遍及全球
Global Coverage

凯勒特总部位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塔尔
Callidus reaches the global market
萨，其销售分公司和独立销售代理遍及世
through our headquarters located in
界各地，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球的服务网
Tulsa, Oklahoma, USA, with regional
络，能及时响应全球客户需求。我们始终
direct sales offices and independent
秉持“满足甚至超越客户预期，并设立燃
sales representation around the world.
烧工业的标准”的理念，确保所设计和制
Meeting our customers’ expectations
造的每一台燃烧器、火炬、热氧化炉和催
and setting the standards for the

combustion industry have always been
化系统均达到公司的质量要求。
our goals. Each burner, flare, thermal

霍尼韦尔UOP凯勒特的燃烧测试中心 - 中国
Honeywell UOP Callidus combustion test
facility - China

测试中心
Test Facility

凯勒特在中国和美国的研发测试中心致
Honeywell UOP Callidus test facilities
力于燃烧技术的研发以及对客户开放的
in the U.S. and China are used for
现场测试观摩。该中心配套的一系列测
combus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试系统可近乎实际的模拟客户现场运行
development, as well as for customer

条件，其测试结果和数据可以更加精确
demonstrations. Our array of test
地预测客户现场实际的性能状况。
systems allow us to closely match actual
field operating conditions, providing

results that will more accurately predict
actual measured performance.

oxidizer and catalyst system w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is built with those
goals in mind.

High-Performance Combustion Solutions

高性能燃烧解决方案服务
– 配件 – 安装
Service — Parts — Installation

联系我们us–we’re
– 随时为您服务。
Contact
here to help.
CallidusHelp@Honeywell.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callidus.com to find a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您的 UOP 代表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honeywell-uop.cn

Corporate Headquarters

Callidus Technologies
7130 South Lewis Ave.
UOP LLC，霍尼韦尔旗下公司
Suite 33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4 号兆维工业园甲 1 号
Tulsa,
Oklahoma. 74136
电话：010-56696001
Tel: +1-918-496-7599
www.callid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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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韦尔凯勒特在美国占地82,000平方英尺
的生产制造基地
Honeywell UOP Callidus 82,000 sq. ft.
manufacturing and fabrication facility i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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