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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t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问题诊断及运行优化 
苑继超，巴玉鑫 

（河钢承钢 环保部，河北 承德 067102） 

 

摘  要：针对河钢承钢 150t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烟气捕集效果不佳、布袋除尘器压差大、运行能耗高等问题进行了

系统诊断，利用排查系统管网、实测压力和流量、分析风机特性等手段，找出了问题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通过实

施改进措施，优化了 150t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的运行方式，确保二次除尘效果并实现节能、经济运行。 

关键词：转炉；二次除尘；布袋除尘器；经济运行 

Problem Diagnosis and Operation Optimization of the Secondary Dust 
Removal System for 150t Converter 

Yuan Ji-chao, Ba Yu-x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HBIS Group Chengsteel, Chengde, Hebei, 067102) 

Abstract：Conduct the systematic diagnosis on the poor smoke collection, large differential pressure of 

bag-type dust collector, the high running energy consumption and other problems of secondary dust 

removal system for 150t converter.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were found with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via troubleshooting the pipe network system, actual measurement of pressure and flow, analysis of fan 

characteristics, etc.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improved measures, the secondary dust removal system 

of 150t converter was optimized to ensure its effect with the achievement of energy saving and economic 

operation 

Key words：converter；secondary dust removal；bag-type dust collector；economical operation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是炼钢工艺重要的环保设施，主要作用是捕集兑铁、出钢及吹炼过程中溢出一次烟

罩的烟气。虽然在当前严峻的环保形势下，大部分钢铁企业炼钢厂房增设了三次除尘系统，但二次除尘系

统烟气捕集效果仍是影响炼钢环保情况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二次烟气捕集效果不好，烟气扩散到厂房顶部

时体积会成倍增长，大大增加三次除尘系统负荷，严重时甚至溢出厂房。考虑转炉二次烟气具有变化和间

断性，如一味的增加二次除尘系统风量，又会造成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因此，如何合理的设计、改进、运

行转炉二次除尘系统，降低系统阻力、提高捕集效果，实现高效、经济运行是相关设计机构和钢铁企业需

重点关注的事项。 

1  现  状 

河钢承钢 150t 转炉系统于 2008 年投运，主厂房内由南到北布置 3 台 150t 转炉，其二次除尘系统共有

2 台 100 万 m3/h 风量的布袋除尘器，采用并联方式公用一条除尘主管道。除尘主管道在厂房外为圆形，进

入厂房后在 1#转炉南侧变为方形，由南到北依次引出 1#-3#转炉的炉前和炉后除尘管道并逐渐变径，炉前

和炉后除尘管道均配有风量调节阀。主管道变径、风量调节阀情况和除尘器主要设计参数见表 1-3。 

表 1 主管道变径情况 

主管道尺寸 Φ5.2 4×5.2 3.4×5.2 5×3.6 4.5×3.6 4.2×3.6 4×3.6 2.8×3.6 2.5×3.6 

变径地点  
圆管变

方管处 

圆管变方管后第一、

二个弯头处 

1#炉后

管道后 

2#炉后

管道前 

2#炉后

管道后 

3#炉后

管道前 

3#炉后

管道后 

截面积（m2） 21.2264 20.8 17.68 18 16.2 14.12 14.4 10.0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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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6 年，河钢承钢 150t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已运行近 8 年时间，期间为了控制厂房烟尘排放，增设

了三次除尘系统，但由于二次除尘系统的烟气捕集效果不佳，厂房内经常有烟气弥漫。因此，为了提高 150t

二次除尘效果，2016 年组织专业人员对其进行了系统诊断，找出了问题及原因、制定了改进措施。 

表 2 风量调节阀情况 

转炉编号 1#转炉 2#转炉 3#转炉 

阀门编号 1# 2# 3# 1# 2# 3# 1# 2# 3# 

阀门尺寸 DN2400 DN2400 DN2750 DN2400 DN2400 DN2750 DN2400 DN2400 DN2750 

截面积（m2） 4.5216 4.5216 5.9366 4.5216 4.5216 5.9366 4.5216 4.5216 5.9366 

表 3 除尘器主要设计参数 

除尘器 风机 电机 

布袋规格 
布袋

数量 

过滤面积 

（m2） 

流量 

（万

m3/h） 

全压 

（Pa） 

介质

密度 

转速 

（r/m） 

功率 

（kW） 

额定电流

（A） 

转速 

（r/m） 

Φ160×6000 4368 13100 100 5000 0.86 960 2500 176 994 

2  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 150t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的各集尘罩、除尘管网、布袋除尘器、风机等进行系统排查，利用 U 型

压力计实测烟气压力，结合设计、运行参数以及分析风机特性曲线等方式，发现主要存在 4 个方面影响二

次除尘效果和经济运行的问题。 

2.1 主管道设计风速偏高，阻力损失大。 

河钢承钢 150t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设计总风量为 200 万 m3/h，则主管道设计风速对不同管径分别为：圆

形（Φ5.2）26.17m/s、方形（4×5.2）26.71m/s、方形（3.4×5.2）31.42m/s。二次除尘系统运行风量达 200 万

m3/h 时，监测布袋除尘器入口前主管道静压在-1900～-2200Pa 之间、平均-2100Pa。吸尘口为大气环境，静

压基本为零，则转炉吸尘口至除尘器入口之间的除尘管网平均阻力为 2100Pa。 

对于重矿物粉尘，为保证粉尘不沉降，除尘风管的最小风速：垂直风管 14m/s、水平风管 16m/s。150t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主管道为水平布置，可见其风速偏高较多，取 17～19m/s 较为合适。因管网阻力与风速

（风量）的平方成正比，风速增加会导致管网阻力呈指数增加，风机为克服管网阻力增加做功，导致不必

要的能源浪费。如果 150t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圆形主管道风速为 19m/s，则转炉吸尘口至除尘器入口之间的

除尘管网阻力会降至 1100Pa，但系统风量会降至 145 万 m3/h。 

2.2 布袋除尘器压差偏高（阻力大）。 

150t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的布袋除尘器自 2008 年投用后进、出口压差一直比其他布袋除尘器偏高，在

2.5kPa 左右，一般布袋除尘器正常运行时压差应低于 1.5kPa，较高的进、出口压差代表布袋除尘器阻力偏

高。 

布袋除尘器的阻力主要由三部分构成：设备本体阻力、滤袋的阻力和滤袋表面粉尘层的阻力，且布袋

除尘器的阻力和过滤风速的平方成正比。综合分析，造成 150t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布袋除尘器阻力偏高的原

因如下： 

1）采用Φ160×6000 的长布袋，为提高清灰效果，布袋骨架配套有文氏管用于喷吹引流，但文氏管最

小处直径仅 55mm。对于Φ160mm 的布袋，文氏管最小直径应选用 80mm 以上。因尺寸偏小，单台除尘器

风量为 100 万 m3/h 时净气流经过文氏管最小直径的速度达 27.8m/s，增加额外阻力约 100～200Pa。 

2）较小的文氏管直径且清灰用压缩空气的压力较低（0.3MPa），严重影响清灰效果。布袋除尘器阻力

大部分来自布袋上的粉尘附着层，清灰效果不好将会导致除尘器阻力偏大。在布袋除尘器整体更换布袋时，

查看更换下的除尘布袋，挂灰严重，说明清灰效果非常不好。 

3）布袋除尘器的清灰参数设置为：脉冲喷吹时间 0.3s、脉冲喷吹间隔 5s、室气缸间隔 5s，共 26 个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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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室 12 个脉冲阀，则清灰周期为 30min。在清灰效果不好情况下，此清灰周期时间较长，应缩短清灰周期。 

4）每台布袋除尘器有 26 个室，总过滤面积为 13100m2，实际运行过程中总有一个室处于离线清灰状

态，实际过滤面积为 12596m2，设计过滤风速为 1.32m/min，较目前≤1.0m/min 的主流布袋除尘器过滤风速

偏高。 

2.3 部分风量调节阀故障，不能及时调整。 

150t 转炉二次烟气最大工况为：2 座转炉同时兑铁、1 座转炉出钢，兑铁炉前阀全开、炉后阀关闭，出

钢炉前阀关闭、炉后阀全开，风量分配为：兑铁 75 万 m3/h、出钢 50 万 m3/h。实际冶炼过程中两座转炉同

时兑铁情况比较多，各风量调节阀需根据转炉加料、吹炼、出钢、出渣等进行自动调整，否则即使除尘风

量达到设计水平，转炉二次烟气的捕集效果也不理想。经过现场核实发现 1#转炉 1#阀（炉前）和 3#阀（炉

后）、2#转炉 1#阀（炉前）、3#转炉 1#阀（炉前）等 4 个调节阀不能自动调节，特别是 1#转炉位于主管前

端，其 1#阀（炉前）和 3#阀（炉后）不能调整，常开存在吸野风情况，同时降低 2#、3#转炉的除尘风量，

导致除尘效果不好。 

2.4 二次除尘系统运行管理存在欠缺。 

排查 150t 二次除尘系统存在问题过程中发现布袋除尘器上有部分提升阀、脉冲阀故障，风机转速设定

不合理等，影响除尘稳定运行。提升阀故障会导致该阀对应的仓室离线，除尘过滤面积减少；脉冲阀故障

则对应布袋将失去清灰功能进而失去除尘效果。风机并联运行，风机转速设定不合理会导致两台除尘器进

口负压不一致，风量匹配不均，风机效率低。 

3  改进和优化措施 

2016 年下半年，河钢承钢完成了 150t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 2 台风机的变频改造，取消液力耦合器，实现

变频调速，也为实现 150t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的经济运行提供了硬件条件。因此，结合系统排查发现问题和

原因，从提高二次烟气捕集效果、降低系统阻力入手，提出改进和优化措施。 

3.1 强化运行管理方面。 

1）改进措施：修复故障的风量调节阀，各风量调节阀必须随冶炼工况实时调整，避免出现吸野风浪费

风量情况。加强布袋除尘器提升阀、脉冲阀的点检、维护和备件管理，确保 100%完好，发挥正常功能。两

台风机并联运行，为消除相互抢风情况，两台除尘器风机转速必须保持一致。 

2）落实情况：通过强化除尘运行管理，加强日常点检、维护和利用检修时机对除尘器提升阀进行了全

面修复，确保运行过程中提升阀全开；对位移和掉落的脉冲喷吹管进行了彻底修复，脉冲阀发现问题及时

更换膜片，保证清灰效果；明确了 2 台风机变频必须保持一致的调整要求；组织对故障的风量调节阀逐步

进行了修复，恢复自动调整功能，目前虽然尚余 1 台故障阀门需进行功能恢复，但二次除尘效果已明显提

高。 

3.2 降低布袋除尘器阻力。 

3）改进措施：调整布袋除尘器清灰参数，通过缩短清灰周期的方法提高清灰效果；将现离线清灰改为

在线清灰模式，增加实际过滤面积，降低过滤风速；提高清灰用压缩气体压力，提高清灰效果；结合布袋

更换逐步将现布袋骨架口文氏管改为最小管径 80mm 的文氏管。 

4）落实情况：为提高清灰效果，调短了喷吹周期，脉冲喷吹时间 0.2s、脉冲喷吹间隔 2s、室气缸间隔

2s，清灰周期变为 12min；新增加了一条压缩空气管道，提高清灰用压缩空气压力至 0.4MPa 以上；将离线

清灰改为在线清灰模式；布袋骨架计划后期逐步进行更换。通过以上措施，将布袋除尘器压差基本控制在

2kPa 以下。 

3.3 探索高效、经济运行。 

150t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风机在改为变频调速前，配套 10kV 电机运行电流约 120A、功率因数 0.86，则

两台电机日常运行功率为 3570kW、需电费 4.45 万元/天。改为变频调速，通过修复风量调节阀、降低布袋

除尘器阻力、优化二次除尘运行后，将两台风机的变频设定为 45Hz，仍能满足二次除尘效果；10kV 高压

柜输出电流约 90A、功率因数 0.95，则两台电机日常运行功率为 2960kW，需电费 3.7 万元/天，较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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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节约电费 0.75 万元/天。后期，计划待故障的风量调节阀全部恢复自动调整功能后，继续降低风机的变频

设定，并增加变频随转炉冶炼工况自动调整功能，避免不必要的做功，进一步降低系统功耗，实现高效、

经济运行。 

4  结  语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要实现高效、经济运行，一是要合理设计系统管网，避免为降低前期投资而提高管

道设计风速，导致管网系统阻力增大，带来不必要的能耗；二是必须保持风量调节阀完好，随不同冶炼工

况实时调整，避免吸野风情况；三是风机要变频调速，实现保证除尘效果的前提下降速节能；四是加强布

袋除尘器的运行管理，特别是要保证清灰效果，实现低阻低耗运行。另外，在转炉二次除尘的建设中应尽

量避免风机并联运行；如必须并联运行，应采用相同型号、参数的风机，且运行时保持转速一致，避免相

互抢风，影响风机的风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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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220/9.8-Q9 锅炉水冷壁爆管原因分析及处理 
李再旺，梁旭昌，孟昭利，代大军 

（河钢承钢 能源事业部，河北 承德 067002） 

 

摘  要：通过对典型爆口试件及水冷壁样本进行垢样分析和金相分析，作为锅炉水冷壁爆管原因分析的切入点。结

合锅炉的运行参数控制、原始设计和后期改造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判定水冷壁管裂纹的形成是由于壁温波动下的轴

向交变应力和金属石墨化共同作用下的热疲劳开裂。通过分析确定水冷壁缺陷的集中区域，通过最小限度的局部更

换，以及针对性的化学清洗消除锅炉水冷壁运行隐患，结合锅炉运行中负荷控制、热负荷分配优化、溶解氧指标控

制优化等措施，最终解决锅炉水冷壁爆管问题，实现锅炉的锅炉安全、稳定运行。 

关键词：锅炉水冷壁爆管；金相分析；金属石墨化；化学清洗 

Cause Analysis and Remedy for Tube Burst Failures Occurring to a 
NG-220/9.8-Q9 Boiler Water Wall 

LI Zai-wang ,LIANG Xu-chang,MENG Zhao-li,DAI Da -jun 

(HBIS GROUP CHENGGANG,ENERGY DIVISION,HEBEI CHENGDE 067002) 

Abstract：By oral test pieces and samples of water wall blasting of typical scale sample analysis and 

metallographic annlysis,as the beginining of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boiler water wall tube.Combination 

of boiler operation parameters control,original design and considerati on about the late alteration,Determine 

the water wall tube crack is due to the formation of wall temperature fluctuation of the axial alternating 

stress and metal graphitization heat under the action of fatigue cracking.By the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water wall defect concentration area,through the minimum degree of change,and run through targeted 

chemical cleaning,eiminatig the boiler water wall hidden dangers,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boiler 

load control ,heat load distribution optimization,dissolved oxygen index conntrol optimization, dosing 

system optimization and other arrangement,final solution the burst of boiler water wall ,realize the boiler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g. 

Key words：Boier water wall tube esplosin;Metallographic annlysis;Metal graphititzation; Chemical 

cleaning. 

 

钢铁企业在二次能源利用方面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在高炉富余煤气利用方面已实现了零排放。

锅炉作为主要的高炉煤气消耗设备，在整个冶金全过程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使用汽轮鼓风机

给高炉供风时，直接影响到炼铁生产。由于钢铁企业冶炼过程的连续性，锅炉在生产过程中也必须保证长

周期稳定运行。 

我厂 NG-220/9.8-Q9 锅炉(锅炉内部编号为 9#)作为整个热力系统的主要能量输出设备，已连续运行 8

年时间，2015 年 12 月份到 2016 年 9 月份，锅炉连续出现 3 次水冷壁爆管，造成锅炉紧急停炉，严重制约

和影响了正常生产。 

9#锅炉系杭州锅炉厂设计、生产的 NG-220/9.8-Q9 高温高压燃气锅炉，设计为单炉膛，前后墙对冲燃

烧，过热蒸汽温度 545℃，过热蒸汽压力 9.8MPa，额定蒸发量为 220t/h，于 2008 年 9 月份投产。从 2015

年 12 月份开始，9#锅炉连续出现水冷壁爆管，爆口形态呈不规则状，爆口位置集中于锅炉后水冷壁拉稀管

区域，水冷壁管规格为φ60*5，材质为 20G 锅炉钢。爆管瞬间管子完全断裂，瞬间造成锅炉供水不足、炉

膛内部灭火、炉膛内瞬间正压，严重威胁锅炉安全运行。 

连续的爆管事故中，以 2015 年 12 月 24 日的爆管事故较为典型，9#锅炉水冷壁从西至东方向第 11 根

水冷壁拉稀管发生爆管（见图 1），爆管瞬间由于爆管口承受巨大的作用力，瞬间弯曲碰撞东侧管子，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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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管子断裂爆开。下图为第一个爆口管子形貌： 

 
（整体形貌）                               （爆裂口形貌） 

图 1 爆裂管道图 

1  检验及结果 

1.1 目视检查 

在水冷壁拉稀管从西至东方向第 11 根水冷壁拉稀管发生爆管爆口处取试样进行目视检查，发现以下失

效特种：○1 管子呈塑性变形，管已脆化.。○2 由于爆管，管子呈现 L 型.○3  试样呈现出了纵向裂缝和厚壁状

爆裂口，延纵向焊缝有一裂纹，断面粗糙、边缘钝。○4 管外表面有一层黄褐色的炉渣层.○5  内表面有一层厚、

脆且深色的氧化层，有一些氧化物呈树皮状的碎片态（见图 2）。 

 

图 2 氧化物图 

1.2 理化检验 

对水冷壁拉稀管爆管处材质进行了管线化学成分分析以确认此种管线的 

材料等级。成分分析结果见下表，我们可以得出此管线化学成分符合“GB 5310，高压锅炉用无缝钢管，

20G 锅炉钢”的标准要求。详细结果见表 1. 

表 1 管线材料化学成分分析 

化学成分，重量% 

 C Si Mn P S 

GB5310 20G 锅炉钢 0.17-0.23 0.17-0.37 0.35-0.6 <0.025 <0.015 

爆管样 0.20 0.20 0.50 0.021 0.005 

1.3 金相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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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冷壁拉稀管爆管处取样，对样件进行显微组织观察，金相组织检查结果见图 3 和图 4. 

 

图 3 远离断口处金相组织图 

 

图 4 断裂部位金相组织图 

根据“DL/T 786-2001，碳钢石墨化检验及评级标准”，在放大 500 倍下，见图 5，将断裂区金相与标准

评级图对照进行石墨化评级，考虑石墨面积百分比、石墨链长度、石墨形态等状态，可以得出断裂区域石

墨化评级为 3 级，即显著石墨化。 

 

图 5 断裂部位显微相图 

1.4 爆口处垢样分析 

对从水冷壁爆管内刮下的沉淀物进行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2. 

从化验结果可看出，垢成分主要为铁，是锅炉内非常正常的沉积物，其他成分，例如钙、二氧化硅、

硫酸盐和铜 ，属于不正常，特别是钙。在高压锅炉，不应该有钙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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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20T 锅炉爆管垢样分析结果 

 

2  发生爆管的原因分析 

9#锅炉爆管事故发生后，对该锅炉热力计算和管子接口尺寸进行了复核，结合爆口的理化、金相检验

以及爆口内垢样的检验分析，确定造成锅炉爆管的因素有如下几项： 

2.1 锅炉本身设计因素的影响 

通过将杭州锅炉厂 NG-220/9.8-Q9 锅炉（9#锅炉）与我厂江联重工生产的其它锅炉热力计算进行对比，

9#锅炉水冷壁面积少 10-20%，且 9#锅炉后水冷壁与下集箱接口内径为 40mm，造成此锅炉在运行过程中水

冷壁管子靠上的区域沸腾度较高。 

9#锅炉爆管集中出现的拉稀管区域位于锅炉后水冷壁最上端锅炉炉膛出口水平烟道最前端。水冷壁拉

稀管由于位置特殊，锅炉运行中 360 度受热，不同于其它位置 180 度受热，也是此区域集中出现爆管的重

要原因。 

2.2 锅炉长期运行形成的管道内部沉积层的影响。 

从爆口取样管子内壁垢样分析不难看出，在锅炉长期运行过程中，水冷壁管子内部逐渐累计出现沉积

层，随着沉积层的加厚对管子的换热影响日益严重，也是引起 9#锅炉后水冷壁拉稀管内壁过热石墨化，直

至失效爆管的重要因素之一。 

3  改进措施及结论 

1）水冷壁局部换管并进行全面扫查。 

根据检验和分析情况，决定对爆管集中出现的 9#锅炉后水冷壁第二个折焰角起到后水冷壁上集箱管段

进行换管。并对 9#锅炉水冷壁其它区域利用涡流探伤仪进行全面扫查，对扫查出的问题管段进行局部换管。 

2016 年按照此方案停炉检修，更换 9#锅炉后水冷壁拉稀管共 30 根，通过对旧管子进行检查，发现过

热现象较为严重的管子 7 根。切口检查照片如下： 

                  
（更换下的问题管子）                                      （更换下的正常管子） 

图 6 管子图 

对水冷壁进行全面扫查过程中，在后水冷壁和侧水冷壁靠上区域又发现管道缺陷两处，进行了局部换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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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垢样分析结果，采用缓蚀盐酸为主要清洗介质进行对 9#锅炉进行了整体化学清洗，清洗时加入

高价铁离子还原剂还原清洗时出现的高价铁离子，以抑制高价铁离子对钢的腐蚀。清洗后锅炉内表面已清

洗干净，无残留物，无镀铜，并且形成完整的钝化膜，无二次锈。化学清洗腐蚀试片平均腐蚀总量 15.0535g/m2，

平均腐蚀速率 2.7171g/（m2.h），化学清洗取得了良好效果。 

3）针对此锅炉实际状况，将 9#锅炉锅炉运行负荷控制在 190t/h 以下。同时在日常操作中增加下层烧

嘴煤气量，减少上层烧嘴煤气量，尽量改善锅炉温度场分布。 

4）对锅炉化学除氧系统进行优化，原锅炉化学除氧系统采用母管制加药，9#锅炉与 8#锅炉并列运行，

可能会出现加药不均匀问题。利用原有管路和加药泵进行改造，实现了 9#锅炉化学除氧系统的单独运行，

更加有利于与锅炉水质指标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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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透膜的污染控制及清洗方法 
张  华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能源中心，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本文通过对邯钢一软水站反渗透膜元件污染情况的分析，并通过离线清洗、膜元件解剖，同时对污染物的

种类及成因进行分析，探索出一套适合该系统水质及运行情况的化学清洗方法。 

关键词：反渗透；有机污染；清洗方法 

Pollution Control and Cleaning Method of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Zhang Hua 
(Hand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Energy Center , Handan, Hebei,056015)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pollution of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element in a soft water station of  

Handan iron and steel works is analyzed, Dissect the membrane element by off-line clea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types and causes of pollution are analyzed, A chemical cleaning method suitable for the water 

quality and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is explored.  

Key words：Renerse osmosis；Organic pollution；Cleaning method 

 

1  系统描述 

1.1 系统简介 

邯钢能源中心一软水站于 2013年建成投产，以冶金工业废水经污水处理厂初步处理后的出水作为水源

（河水备用水源） ，采用澄清池+压力式超滤+反渗透工艺，产品水分别供给三钢转炉汽化、连轧、中板、

发电等用户。 

1.2 工艺流程 

 

图 1 一软水站工艺流程图 

2  存在问题 

由于系统水源水质的特殊性（1），污染是不可避免的问题，2013 年 5 月系统调试投运后，系统各项参

数运行基本正常，由于水源水质的波动，在 2016 年 2 月反渗透系统出现异常，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河水水源 管式换热器 河水澄清池 中间水箱 多介质过滤器

自清洗过滤器超滤装置超滤水箱一级给水泵

保安过滤器 一级高压泵 一级反渗透装置

预脱盐水箱预脱盐水泵

脱盐水箱 二级反渗透装置 二级给水泵二级高压泵

脱盐水泵

中水水源

用户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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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洗频繁，产水通量下降。 

2）一段压差大，可到 0.39Mpa，二段压差略有上升或基本不变。  

3）保安过滤器滤芯更换频繁，约 0.5 个月一更换。 

3  初步检测  

3.1 现象 

打开一段进水端膜端板，压力容器内壁有较强的滑腻感，伴有腥臭味，在进水端面有白色块状；打开

二段浓水端端板，膜端面较干净，压力容器内壁及抗应力器有滑腻感，伴有较淡的腥臭味。 

3.2 试验 

取少量污染物分别用盐酸、氢氧化钠浸泡，分别有如下现象： 

酸浸泡：污染物量减少，颜色变淡 

碱浸泡：污染物量减少 

取少量污染物，晒干后用火烧，有类似烧焦羽毛的味道。 

根据以上现象，说明污染物中部分溶于酸，部分溶于碱，还有部分不容于酸碱。 

3.3 污染物初步判断 

根据以上所做的实验、表观现象及工艺特点综合分析，初步判断污染物为以胶体、有机物、微生物为

主综合污染物。 

4  膜解剖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确定污染物及含量，对其中 2 支污染较重的膜元件进行解剖分析，分析反渗透组件产

水量低、压降高的可能原因，同时分析反渗透组件可能的污堵方式和可行的预防措施。为将来系统的运行

提供基础数据、及清洗建议，分别对膜元件采取物理检测方法、性能试验、解剖分析、分析性测试方法。 

4.1 性能测试
（2） 

膜元件产水量降低，压降较高，脱盐率正常。 

4.2 清洗 

对元件进行了单只元件的清洗，清洗步骤如下： 

表 1 清洗步骤及效果 

序

号 
清洗条件 现象 

产水量测试

（GPD） 

脱盐率

（%） 

压降

（psi） 

1 pH12，35℃.循环 60 分钟，冲洗 30 分钟。 出口清洗夜为黑黄色 8867.5 99.3 10 

2 
pH12，35℃.循环 13 分钟，浸泡 30 分钟，在循环

45 分钟，冲洗 30 分钟。 
出口清洗夜为淡黄色 9313.5 99.4 9.2 

3 pH13，25℃.循环 60 分钟，冲洗 30 分钟。 
出口清洗夜为很淡的

黄色 
9855.9 99.4 9.2 

4 
pH13，25℃.循环 30 分钟，浸泡过夜，循环 30 分

钟，冲洗 30 分钟。 
出口清洗液为黄色 9855.9 99.4 9.2 

清洗后，压降没有明显变化，但是产水量得到恢复，脱盐率保持稳定。 

4.3 解剖分析 

将上述清洗过的膜元件解剖，发现膜支撑层的格网内有许多残留的污染物，是造成膜元件压差高的原

因。 

将另一支未清洗的膜元件解剖，膜表面被严重污染，污染物完全覆盖每个膜叶。污染物粘稠并且像沙

子一样粗糙，在靠近进水端，粗糙感更普遍。通过试验发现部分溶于酸，大部分溶于碱。说明膜有机污染

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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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性测试中，通过燃烧损失法，膜面残留的污染物在 110℃下干燥后加热至 550℃。高温使污染物

中的有机物降解或挥发，称量加热前后的污染物重量，确定该系统为有机污染。 

4.4 诊断结论 

通过检测及膜解剖表明，该系统存在严重微生物和有机物污堵，导致产水量下降，压降增加。可通过

十分苛刻的碱洗，有效恢复膜的产水量。同时建议在日常运行过程中进行频繁的短时清洗，可以考虑投加

有效的非氧化杀菌剂，抑制微生物生长，减小有机污染。 

5  解决方法 

由于系统水源水质的特殊性，自身细菌、微生物、氨氮、COD 等污染物成分含量较高，膜污染是不可

避免的。为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需制定切实可行的清洗方案。 

5.1 反渗透膜的清洗 

根据污染物的分析结果，采用如下清洗方案：酸洗＋碱洗＋杀菌＋碱洗。 

5.2 清洗步骤 

一段→二段→两段串洗。 

5.3 清洗药剂 

采用国产常规药剂进行清洗，清洗药品及浓度 

酸洗：柠檬酸，浓度为 2%(W) ；HCl 调节 pH 在 2.0～2.5 

碱洗：EDTA， 浓度 1%(W) ; NaOH 调节 pH 在 11.5～12.0 

杀菌：非氧化杀菌剂，浓度为 400--600ppm,并且在清洗过程中，加强了碱洗和杀菌的强度，两次碱洗

均延长浸泡时间，温度控制在 35 度左右，为了减轻在清洗过程中清洗药剂对膜元件的损伤，pH 需严格控

制。 

5.4 清洗效果（以 2#反渗透为例） 

表 2 清洗效果 

 
运行压力 MPa 流量 t/h 产水电导率 

一段压

差 
二段压差 回收率 

进水 段间 浓水 产水 浓水 127 0.38 0.07  

清洗前 2 月 11

日 
0.97 0.59 0.52 68 27    71.6 

清洗后 2 月 14

日 
0.72 0.54 0.48 78 27 99 0.18 0.06 74.3 

清洗结束后，系统性能恢复情况较好，基本接近初始投运参数。 

6  结  论 

1）对采用冶金废水深度处理的系统，特别是水源 COD、氨氮、细菌总数较高的的系统，在采取合理

的预处理的同时，应加强水质管理，及时更换过滤器滤芯，并加强杀菌处理，投加有效的非氧化性杀菌剂；

当系统受到有机微生物污染时，采取有效的清洗措施，对系统彻底清洗，防止系统二次污染。 

2）在有机污染的膜系统（3），往往在有机污染物表层可见到胶体或微生物，但下层可能是铁、铝等氧

化物或者无机盐垢，仅仅靠单一的碱性配方清洗，难以奏效，在历次的清洗过程中，曾采取单一的碱性清

洗，清洗结束系统投运后，膜系统运行压差很快上升，产水量很快下降；后采用 EDTA 碱洗与酸洗、杀菌

的方式清洗效果好，系统运行周期延长，采用静态浸泡与动态循环交替，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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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气柜密封油过量损耗问题分析及措施 
郭景民，张述明，刘秀红 

（河钢承钢,河北 承德 067102） 

 

摘  要：稀油密封干式煤气柜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介质和设备等方面原因，油量损耗过大。本文主要阐述了造

成密封油过量损耗的各种原因、防冶措施及实施效果。 

关键词：稀油密封; 干式煤气柜; 密封油; 乳化 

Excess of Loss Reasons and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ds of Dry Gas Holder Sealing Oil 

GUO Jing-min, ZHANG Shu-ming, LIU Xiu-hong 
(Hebei iron and steel Co., ltd. chengde branch vanadium, titanium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Hebei chengde 

067102) 

Abstract：After a period of operation of thin oil sealed dry type gas tank,oil loss get excessive due to 

reasons such as medium and apparatus.The article mainly elaborated the resulting sealing oil of excessive 

loss of all sorts of reasons,prevention measures and implement effect 

Key words：thin oil sealed dry type gas tank；seal oil 

 

稀油密封干式气柜是现在国内应用最多的气柜，属于阿曼阿恩型。它的设计，大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从国外引进的。河钢承钢三座煤气柜（5 万 m3 焦炉煤气柜、10 万 m3 高炉煤气柜、5 万 m3 民用煤气柜）

自投入运行以来对稳定煤气管网压力，调节供需平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气柜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

单柜年耗油量达 20 余吨。常年居高不下的耗油量以及每次繁重的加油作业，迫使我们一定要找出问题所

在。 

1  工艺流程简述 

稀油密封干式煤气柜主要由柜体、活塞、油泵室、水封室、电梯间等部分组成，通过活塞的上下移动

进行吞吐煤气，同时也起到平衡煤气管网压力的作用。稀油密封干式煤气柜是采用稀油进行密封的，在煤

气柜活塞与煤气柜壁板之间设有油槽即活塞油槽，利用活塞油槽内有效的油封高度，将煤气柜内气体封住，

并在煤气柜运行过程中起到润滑作用。 

密封油循环系统见图 1，干式煤气柜密封油是循环流动的。密封油首先在油水分离器内进行油水分离，

然后由设在地面处的供油泵启动，将密封油输送到设置在气柜上部的静置油箱中。静置油箱中的油液，再

经气柜上部的泻油孔进入柜内，流经泻油孔的油液进入气柜后，立即沿气柜内壁下落，下落的油液被设在

活塞周边的活塞外部油槽接收，外部油槽内的油液经连通管进入沉淀油箱，静止后的油液再经连通管进入

活塞内部油槽。活塞油槽里的油液沿活塞与气柜内壁之间的缝隙缓慢下流，落入设在柜底板周边的气柜下

部油沟，积存在柜底油沟内的油液又流向柜外油泵房内的油水分离器，自此完成一个循环。 

2  密封油过量损耗原因分析 

2.1 活塞面上油液飞溅 

站在气柜内部活塞上，会看到：自气柜上部泻油孔落下的油液挂在高高的柜壁上，很像一条瀑布自空

而降。因为柜容大幅度变化的缘故，活塞油槽距泻油口的高度也经常在 3 米到 50 米的范围内频繁变动。这

样，要让径向仅有 0.6 米的活塞油槽，完全接收下落油液是不现实的。油液的飞溅正是在泻油口以下发生。

http://www.jshhgs.com/
http://www.jshh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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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溅到活塞油槽外部的油液不是落在紧挨活塞油槽的环形走道上，就是落在活塞面上，

流淌于活塞配重水泥块之间，不仅影响正常巡检，还会污染千余平方米的活塞，并造成浪费。 

 

图 1 密封油循环系统 

2.2 活塞下部油液飞溅 

利用停柜检修机会进入到活塞下部进行观察，发现活塞下部油液飞溅更加严重。活塞油槽里的油液沿

活塞与气柜内壁之间的缝隙落入柜底板油沟，由于飞溅，落在柜底板和进出口管道内。问题在于这些油液

通过接在柜底板的油液收集管直接排入酚氰污水池，落入进出口管道内的油液随管道内冷凝水也一起排放

到酚氰污水池中送到焦化厂污水处理工段。每年平均每座气柜大约有十几吨本应参加循环的油就这样白白

浪费了。 

2.3 油水分离器中油液减损 

柜底油沟的油进入油水分离器进行油水分离，纯净的油液用泵打入气柜上部活塞油槽，而分离出来的

水要定期排放到酚氰污水池中，如果油液沉静时间短，分离效果不好或排水时间掌握不好，那么在排放过

程中难免夹带着一些油液。 

2.4 油品指标性能下降 

密封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由于煤气中水、硫化氢、氨、苯等因素的影响，可造成油品的指标

性能下降。如：运动粘度下降后可使活塞油沟密封油泄漏量增加，密封油飘落到活塞油量增加，活塞倾斜

加大，影响活塞运行，对安全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对于油品性能下降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是，一些油品

厂、炼油厂、润滑油生产厂可以对密封油进行再生处理，但需要将密封油拉回厂家进行再生。二是，油品

的破乳性、氧化安定性、防锈性、运动粘度等性能，可以通过加入添加剂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加入添加

剂需要在专业的设备中进行，在现场不易操作。以上办法都不能满足生产的要求。添加剂由破乳剂、增稠

剂、防锈剂、抗氧化剂、基础油组成。一般情况下，密封油都是按照正常配比进行生产，如果按非正常配

比进行“浓缩”生产，再通过“稀释”的方式将添加剂加入到在用密封油中，从而实现改善密封油指标的

目的，对此设想，可通过试验来验证。 

3  采取的节油措施 

3.1 外截 

控制供油泵出口即上油管阀门开度。其目的是通过减少泵在单位时间里的供油量，进而减小油液流经

泻油口的动能，使油液在其粘性的约束下，尽可能地紧贴气柜内壁下流，减少飞溅。实践证明，这一措施

对于油液飞溅起了一定的控制作用。当然，这样做会增加油泵的一次运行时间，但原设计中油泵即为间歇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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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制，油泵两次启动的间隔，又完全能满足延长运行时间的要求（每小时油泵运行时间不超过 25 分钟）。

所以，减少单位供油量所引起一次油泵运行时间的延长，不会带来任何负面效应。 

3.2 内控 

气柜原设计中，在泻油口的下方曾设有钢质溅油收集板，钢质的溅油收集板，宽 1.5 米，长 4.1 米，与

柜壁成夹角 60°。这样的油液收集板，即便拦截了部分自空而降的油液，油液接触到坚硬的钢质面板，也

会发生二次澎溅。通过在钢质溅油收集板上铺一层薄海棉，对于自空而降的油液具有良好的减振性能，从

而避免了油液的二次澎溅。 

3.3 清理、回收 

流淌于活塞配重块之间的油液清理起来十分困难。在活塞面上加一个凹形集油箱，上沿与活塞面齐平，

可以随时将活塞上的油液扫入集油箱，然后再打到活塞油槽边的沉淀油箱中，经沉淀后再输送到活塞油槽

中。密封油每循环一次就会有少量油溅落到柜底板上，退出循环系统。前面已经提到，通过这种途径浪费

的油每年可达 7-8 吨。在气柜外建一座沉淀油池，把从油水分离器、进、出口管道水封和柜底板排出的油

或油水混合物打入沉淀油池，经沉淀、净化后进行二次利用。 

3.4 破乳化，延长使用寿命 

油品的破乳性、氧化安定性、防锈性、运动粘度 等性能，可以通过加入添加剂得到一定改善。改质添

加油的粘度在 lO0℃时为 500，粘度很大。如果温度太低，将影响到改质油的添加工作。在对 10 万立高炉

煤气柜密封油变质的处理过程中，我和山东济南炼油厂的技术人员对在用密封油进行取样、保存、送样。

历时一个多月反复研究，经过对在用密封油成分化验分析及改质试验，最后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因此，在

炼油厂的装车温度要达到了 100℃，要采取白天保温运输，带温添加的办法，以保证改质油的顺利添加。运

输车辆到达工作现场时，改质油的温度是 70℃。由于改质油粘度较大，工作现场对改质油进行了初步的稀

释，即：将气柜油水分离器打至手动位置，等油室里的密封油达到一定量，再将改质油与密封油混合，随

后一起用泵打到活塞油沟内进行循环。从 l#泵房开始添加，然后再通过 3#、2#、4＃泵房分别添加，个泵房

循环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混合不均匀的现象。同时，为了加快添加混合的速度，采用两台泵同时

启动及打开活塞油沟隔油板，以加快油品混合的速度及保持活塞运行的平衡。 

另外还要加强与焦化厂的联系，了解煤气质量指标情况，如果煤气中氨、苯、硫化氢有一项超标，煤

气都不能入柜。同时加强与炼铁厂联系，了解煤气含尘量，含尘量超标及时更换除尘布袋。再者就是利用

停柜检修机会，检查柜底油沟的伴热蒸汽管有无泄漏。在此应说明一点，密封油油温冬季应控制在 25-40℃，

冬季密封油的保温是通过柜底板油沟内的蒸汽伴热管加热油下面的水（281mm 高），然后通过热传导的方

式给油加热，这样不至于破坏油的性能指标的稳定性。但如果发生蒸汽泄漏，高压高温蒸汽直接穿透水面

接触油液，必然导致油品的各项性能指标受到破坏。 

4  实施效果 

干式气柜密封油过量损耗的综合防治措施全面实施后，收到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几十吨油液重

新进入循环系统，仅此一次就可减少企业几十万元的资金投入，而且柜内油污染问题得以缓解。近年来，

气柜密封油的年耗油量大幅度下降。纵观密封油过量损耗综合防治措施：其使用技术合理，施工安全简便，

投资低廉，经济及社会效益显著，对于维持气柜安全运行，保证用户正常用气，降低企业成本都具有一定

的积极作用。油耗对比情况见表 1、表 2。 

表 1 2011 年 2 月—2012 年 2 月密封油损耗统计 

损耗原因 

名称 

活塞上油 

液损耗 

活塞下油 

液损耗 

分离器油 

液损耗 
油品性能下降换油 

5 万 m3 民用柜 1 0.5 0.3 0 

5 万 m3 工业柜 1 0.5 0.3 0 

10 万 m3 工业柜 2 1 0.5 0 

合计 4 2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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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1 年 2 月—2012 年 2 月密封油损耗统计 

损耗原因 

名称 

活塞上油 

液损耗 

活塞下油 

液损耗 

分离器油 

液损耗 

油品性能下降换油 

5 万 m3 民用柜 2 5 1 10 

5 万 m3 工业柜 3 5 1 5 

10 万 m3 工业柜 5 8 2 18 

合计 10 18 4 33 

5  生产制度完善 

1）控制煤气柜油泵出口压力：10 万 m3 工业柜油泵出口压力为 0.56-0.57Mpa, 5 万 m3 煤气柜油泵出口

压力为 0.47-0.48Mpa。 

2）对进厂密封油的指标进行修改，见表 3： 

3）将密封油化验周期由原来的每半年一次，改为每月一次。 

表 3 密封性能指标对照表 

项目 原标准 新标准 

运动粘度（40℃）  47-53 

运动粘度（50℃） 53-58 78-85 

粘度指标  ≧90 

凝点℃ ≯-32 ≯-35 

闪点℃ ≮180 ≮200 

水分% ≯痕迹 无 

机械杂质% ≯0.05 无 

6  结  语 

干式气柜密封油过量损耗的综合防治措施全面实施后，收到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几十吨油液重

新进入循环系统，仅此一次就可减少企业几十万元的资金投入，而且柜内油污染问题得以缓解。近年来，

气柜密封油的年耗油量大幅度下降。纵观密封油过量损耗综合防治措施：其使用技术合理，施工安全简便，

投资低廉，经济及社会效益显著，对于维持气柜安全运行，保证用户正常用气，降低企业成本都具有一定

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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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熄焦发电 2#汽轮机一次开机转速飞升原因分析 
唐俊锋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邯宝能源中心，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邯钢西区干熄焦发电 2#汽轮机一次开机转速飞升问题的原因分析和查找过程，通过对各

种可能造成汽轮机开机转速飞升原因的分析，和对汽轮机转速飞升现象和开机过程的认真观察，最终找到了造成这

次汽轮机转速飞升的原因原来是发电机并网开关检修后状态恢复错误造成的，之后对发电机并网开关正确恢复后，

汽轮机转速飞升的问题得到解决。 

关键词：汽轮机；DEH；转速飞升 

The Question of Steam Turbine Overspeed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TANG Jun-feng 
(Energy Center,Handan Iron and Steel Group Hanbao Iron and Steel Co.,Ltd,Handan,Hebei,056015) 

Abstract：The problem of steam turbine overspeed are introduced in simple,through the causes is carefully 

analysised ,finally found the causes the steam turbine overspeed is generator interconnection swich is  

fault. After the interconnection of generator switch was right back up,the question of steam turbine 

overspeed was was resolved. 

Key words：steam turbine; DEH; speed up 

 

1  前  言 

邯钢西区干熄焦发电装机容量为 2×15MW 发电机组，于 2009 年投产。汽轮机为南京汽轮机电机集团

有限公司产品，汽轮机型号为 C15-3.43/0.49-2，本汽轮机为中压、单缸、单抽汽、冲动式汽轮机，设计转速

为 3000r/min。汽轮机调节系统采用 DEH 数字电液调节系统。主要包括 505、阀位控制器、电液伺服阀、油

动机等。 

干熄焦发电的 2#汽轮机在 2015 年的一次开机过程中，突然发生转速飞升的现象，被迫手动打闸停机，

后来经过几次试验仍然如此。检修人员和技术人员通过认真分析判断，查找原因，成功处理了该问题，保

证了汽轮机的安全稳定正常运行。 

2  汽轮机开机转速飞升时的具体过程和现象 

2015 年 8 月 3 日，干熄焦发电 2#汽轮机在检修完毕后正常开机。开机选用的是自动启动方式，电动主

汽门全开，自动主汽门打开，按下 Reset 键 505 复位，按下 Run 运行键后，汽轮机开始冲转，但是在汽轮

机转速升速到 500r，应该保持暖机的时候，汽轮机转速并没有停留，而是直接转速超过 500r，并且很快超

过 3000r，速度快的让人无法反应。被迫手动打闸停机。第一次，以为是偶然现象，所以就又重新试着开了

一次，仍然是和第一次的现象一样，汽轮机转速飞升直接超过 3000r。于是就开始查找原因。 

3  汽轮机转速飞升超速的原因分析与处理 

汽轮机在开机过程中，造成汽轮机转速飞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3.1 高压油动机和调速汽门卡涩原因 

汽轮机在开机过程中发生转速飞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高压油动机和调速汽门卡涩在开度较大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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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造成蒸汽大量进入汽轮机，从而造成汽轮机转速飞升。于是对汽轮机重新进行了拉阀试验，高压油动

机一切正常。然后又对高压调速汽门做严密性试验，也正常没有问题。于是高压油动机和调速汽门卡涩到

开启较大位置的原因可以排除。 

3.2 调速汽门的线性出现问题 

汽轮机在开机过程中发生转速飞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怀疑阀位控制器调速汽门开度的线性出现问

题，在刚开始小开度的时候，由于死区比较大，505虽然发出了指令，但是并没有打开，只有到某一个指令

值的时候，调速汽门才开始动作并且直接从 0 开大到当前的指令值，导致汽轮机进汽量突然大量进入，从

而导致汽轮机转速飞升超速。 

于是重新拉阀，确实发现高压油动机线性不好，在阀门到 40%的时候才打开，也就是突然从 0 开大到

40%。于是对 505重新进行了拉阀实验调整，确认 5%10%15%20%都没有问题后，再次进行开机。但是在拉完

阀后，重新进行开机，仍然出现转速飞升的现象。 

3.3 抽汽快切阀和止回阀关闭不严 

抽汽快切阀和止回阀关闭不严也会导致外网蒸汽倒流入汽轮机内部，从而导致汽轮机转速飞升超速。

但是如果是抽汽快切阀和止回阀关闭不严，应该在停机的时候，汽轮机转速也会起来的，并不是只有在开

机的时候，外网蒸汽才从抽汽管道倒流入汽轮机。所以抽汽快切阀和止回阀关闭不严的问题也可以排除。 

3.4 发电机并网开关状态错误 

后来对 505 进行了断电重启，重新复位开机，这一次正常到了 500 转，汽轮机转速不再飞升，但是汽

轮机实际转速和设置转速一直相差 10 转，实际转速高于设置转速 10 转。在汽轮机到达 3000 转定速后，发

电机却并不上网。具体现象是发电机一并网，汽轮机转速就立刻成为 2950 转，也就是说发电机一并网就解

列。 

一发现这个现象，一下子忽然立刻就明白了。这个现象说明发电机并网开关的状态是反的，因为只有

发电机组只有在正常解列的情况下，汽轮机转速才会变成 2950 转。于是让电气人员去检查并网开关的状

态，发现确实并网开关的状态是反的。原来在这一次停机检修的时候，电气部分进行了检修，由于电气人

员的疏忽将并网开关的状态恢复反了。 

3.5 处理方法 

505DEH 有两个控制回路转速回路和负荷回路，当机组处于未并网时，DEH 采用转速控制回路和转速

PID 对调门进行控制。当机组处于并网状态时，DEH 采用负荷控制回路和功率 PID 对调门进行控制。当同

期条件均满足时，机组并网，DEH 立即增加给定值，使发电机带上初始负荷，避免出现逆功率现象。当 DEH

收到并网信号后，DEH 往往会有一个自动增加初始负荷的指令发出。 

由于电气人员的疏忽将并网开关的状态恢复反了，所以在汽轮机停机的时候，汽轮机就已经处于并网

状态。所以在汽轮机已挂闸且并网信号存在条件下，505DEH 系统认为机组处于功率控制方式之下。机组在

空载状态下，将按照自动增加初始负荷的指令开启调门，但是此时真正的并没有负荷，505 没有检测到负荷

到达对应值，它就要一直向上升，最终使汽轮机超速。或者，如果此时运行人员在机组处于功率控制方式

之下给出转速设定值，机组将会按照转速设定值升负荷，但是此时真正的并没有负荷，505 没有检测到负荷

到达对应值，它就要一直向上升，从而造成了汽轮机转速飞升超速。 

之后，电气人员将发电机并网开关的状态重新恢复正常，并确认无误后，重新对汽轮机开始进行启动

冲转，汽轮机没有再出现转速飞升的现象，升速过程一切正常，并且顺利并网。 

4  结  论 

这一次，汽轮机开机转速飞升问题的原因分析和处理，希望能够给今后处理相似的问题起到一定的借

鉴作用。在进行发电机并网开关系统的检修时，一定要认真仔细，防止将发电机并网开关的状态恢复相反。

因为在汽轮机已挂闸且并网信号存在条件下，DEH 系统误认为机组处于功率控制方式下，机组按系统设定

值升负荷，就会造成汽轮机转速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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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业 CO2 排放及捕集利用技术研究 

李立业，田京雷，黄世平，胡启晨，郝良元，侯环宇 

（河钢集团钢研总院，河北，石家庄 050023） 

 

摘  要：简要讨论了钢铁工业 CO2 来源、排放现状及特点，分析了当前 CO2 捕集及利用技术，建议针对钢铁工业

自身生产工艺特点，开发适合钢铁生产工艺的 CO2 捕集及利用技术。 

关键词：钢铁工业；CO2 排放；捕集；利用 

CO2 Emissions and the Captur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in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Li Li-ye, Tian Jing-lei, Huang Shi-ping, Hu Qi-chen, Hao Liang-yuan, Hou Huan-yu 
(Hesteel Group Iron and Steel Research Institut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3) 

Abstract：Briefly discussed the main sourc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2 emissions in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nalysised the current CO2 capture and utilization technology. Developed CO2 capture 

and utilization technology suitable for the steel industry's own production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iron and steel industry; CO2 emissions; capture; utilization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控制 CO2 排放量已成为全球能源和工业界不可回避的课

题。钢铁生产中排放的 CO2 在工业中约占 15%的比例，我国作为钢铁生产大国，降低钢铁工业 CO2排放量

已成为我国钢铁工业亟待解决的问题。CO2 捕集和利用技术是一项具有大规模 CO2 减排潜力的技术，被广

泛认为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技术之一[1]。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06-2020 年）》等多项国家级规划中均将 CO2捕集和利用技术列为重点支持、集中攻关和示范的重点

技术领域。 

1  钢铁工业 CO2 排放现状及主要来源 

随着全球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工业化进程深化，20 世纪 60 年代起全球 CO2排放负荷迅速加大，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亚洲已经成为 CO2排放最大地区，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统计，2013 年中国 CO2排放量占全

球排放总量的 28%，年排放量高达 100 亿吨，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排放总量。钢铁行业 CO2 排放量占 2013 年

中国总排放量的 15%，达到 15 亿吨，位于电力、水泥、运输行业之后。据统计 2005 -2013 年中国粗钢产量

逐年升高，相应钢铁行业 CO2 排放量也逐年提高。 

 

图 1 2005-2013 年中国钢铁行业粗钢产量及 CO2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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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钢铁工业各工序 CO2 排放比例 

工序 产量/万 t 吨工序产品 CO2 排放/kg 吨钢 CO2 排放/kg 所占比例/% 

焦化 286 493.48 176.29 8.2 

烧结 1098 191.93 263.37 12.25 

球团 176 153.77 33.80 1.57 

高炉炼铁 762 1457.12 1387.89 64.57 

转炉炼钢 825 15.34 15.81 0.74 

连铸 800 42.08 42.08 1.96 

热轧 784 234.98 230.28 10.71 

合计   2149.53 100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钢铁企业 CO2 排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CO2 排放点多、分布广泛，遍布钢铁生产

各个工序，其中铁前工序排放比例最高；第二、各 CO2 排放点烟气量低，浓度各不相同，除钢铁企业大型

自备电厂和大型烧结机头排烟外，其它烟气排放点烟气流量都不大；第三、烟气粉尘中重金属含量较高。 

2  CO2 捕集技术 

CO2 捕集技术是指 CO2 的分离与纯化过程，目前钢铁工业 CO2 捕集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CO2 捕集技

术在燃煤电厂已有应用，可以作为钢铁行业 CO2 捕集技术研究和未来应用中作为借鉴[5]。根据 CO2 分离原

理不同，CO2捕集可以分为吸收法、吸附法、膜分离法、低温分离法等，其中化学吸收法是目前研究和应用

最多的方法[6]。 

表 2 部分钢铁生产工序排放烟气中的 CO2 浓度 

烟气排放点 CO2 浓度/% 

焦炉烟道气 2-10 

石灰厂石灰窑 22-44 

烧结机机头大烟道 20-25 

热风炉排烟 22-27 

加热炉排烟 17-20 

自备电厂尾部烟道 12-15 

吸收法是利用 CO2 酸性特点，采用碱性溶液进行化学反应，然后借助逆反应实现溶剂再生，最终解析

出产品二氧化碳；吸附法利用CO2与吸收剂表面活性点之间的引力，通过变压吸附（PSA）或变温吸附（TSA）

实现 CO2 捕集；膜分离法根据在一定条件下，膜对气体渗透的选择性把 CO2和其它气体分离开；低温分离

法基于混合气体中不同组分具有不同气化和液化特性将 CO2 与其它气体分离。表 3 对比了不同 CO2 捕集方

法优缺点[7]。 

钢铁工业 CO2 捕集主要集中在燃烧后捕集技术开发上，含 CO2 烟气具有 CO2 分压低、烟气流量不均

一、杂质气体含 SO2、NOx 等特点，使得捕集技术选择性较窄，可工业化应用的技术主要为化学吸收法，

如醇胺法等[8]。针对化学吸收法吸收剂再生能耗高、有腐蚀性的缺点，技术开发重点为开发新型高效分离

剂，降低分离成本；加强分离设备强化方面研究，开发高传质效率、低压降的分离设备和传质内件；加强

新型分离技术开发和多种分离过程耦合技术研究[9,10]。 

3  CO2 利用技术 

CO2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如农业、轻工、机械、化工等，都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

CO2 利用技术包括石油开采、煤层气开采、化工利用及地质封存等技术领域。 

利用 CO2 开采石油，是一种合理贮存 CO2的先进技术，适用于油田后期开发。利用高压将 CO2注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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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在油层温度和压力条件下，CO2 能很好的溶于油和水，进而与原有形成混合物，改善油和水的粘度、密

度和压缩性，一般可提高油田开采率 10%-15%。 

化工利用方面，CO2 可以作为生产尿素、甲醇、有机酸的化工原料，尤其是 CO2 在合成高分子材料方

面的应用，如合成全降解塑料和碳酸酯等，不仅产生环保效益更加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CO2 在化工方面

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在 CO2矿化固定，是指用含金属氧化物的材料与 CO2 反应形成无机碳酸盐的工艺，模仿自然界矿物吸

收 CO2过程形成稳定的碳酸盐来长期存储 CO2，所采用的矿物包括天然矿石和冶金废渣等碱性固体废弃物。 

表 3 不同 CO2 捕集方法对比 

分类 适用性 优点 缺点 

吸收法 
吸收容量受 CO2 分压和原料气总压影

响较小 

吸收速度快； 

净化度高； 

CO2 回收率高； 

投资低。 

吸收剂再生能耗高； 

有腐蚀性。 

吸附法

（PSA） 
吸附压力需大于 0.7Mpa 

无污染物排放； 

工艺简单； 

CO2 回收率高； 

吸附剂使用时间长，损耗小。 

投资高； 

占地面积大。 

膜分离法 需要较高的 CO2 分压 
能耗低； 

操作简单 

投资高； 

工业化不成熟。 

在 CO2 地质封存技术方面，地质封存技术主要包括陆上咸水层封存、海底咸水层封存、枯竭油气田封

存等方式。地质封存技术面临主要问题是安全问题，如果在运输、注入和封存过程中发生泄漏不仅直接危

及现场人员安全，并且可能会对泄漏地附近的居民和生态系统造成不良影响[11]。 

表 4 国内外 CO2 利用技术发展情况 

CO2 利用分类 国外进展 国内进展 

开采石油 60 年以上的研究和商业应用经验，技术接近成熟 工业扩大试验阶段 

化工利用 
日本、美国等在 CO2 制备高分子材料方面已有产业

化应用 

在 CO2 合成能源化学品、共聚塑料、碳酸

酯方面已进入工业示范阶段 

矿化固定 
欧盟、美国等正在研发利用含镁天然矿石矿化固定

CO2 技术，处于工业示范阶段 

冶金废渣矿化固定 CO2 关键技术方面已进

入中试阶段 

地质封存 
长达十多年的连续运行和安全监测，年埋存量达到

百万吨 
仅有 10 万吨级陆上咸水层封存的工程示范 

针对钢铁企业生产特点，在 CO2 利用技术研究方面建议加强以下方面研究：一、化工利用，加强 CO2

作为合成原料研究，合成产品型化学品，或与现有焦炉煤气制甲醇、LNG 等工艺联产，CO2 作为原料气参

与到现有工艺中；二、矿化固定，重点研究冶金废渣矿化固定 CO2 技术及产品化应用技术，实现以废制废，

达到经济和环保的双重效益。 

4  结  语 

钢铁工业 CO2 排放具有排放源分布范围广、烟气流量及 CO2 浓度不均一等特点，在 CO2捕集技术设计

上应充分考虑不同排放源的烟气特点，解决现有捕集技术高成本和高能耗的问题，开发高效捕集分离材料

及分离设备，结合钢铁企业生产特点研究 CO2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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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高炉煤气多工况预测模型 
马家琳，李  辉，张  琦*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对钢铁企业高炉煤气系统科学准确的预测，可以为煤气的合理调度提供依据，对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减少煤气放散和环境污染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针对钢铁企业高炉煤气系统设备工况复杂，煤气量波动频繁，难以

准确预测的问题，本文依据小波分析方法、BP 神经网络、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性质建立了高炉煤气的复合预测

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高炉煤气系统生产计划和检修计划，对高炉煤气系统的产耗用户在不同工况下分别建立训练

数据集，利用多组模型参数预测高炉煤气产生量、消耗量和缓冲量。应用某大型钢铁企业实际数据进行测试，该模

型能够结合设备的实际生产工况变化，实现煤气的准确预测，结果表明：该模型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小于 4.23，最

大相对误差小于 5%，对变工况预测有较好的预测效果。 

关键词：高炉煤气系统；小波分析；BP 神经网络；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多工况 

Prediction Model of Blast Furnace Gas in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under Multi Working Conditions 

MA Jia-lin, LI Hui, ZHANG Qi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Qi, E-mail: 

zhangqi@smm.neu.edu.cn) 

Abstract：Th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prediction of the blast furnace gas system of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reasonable dispatching of the ga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energy efficiency, reduce the gas discharge and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equipment 

conditions of blast furnace gas system in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 are complex, and the fluctuation of gas 

quantity is frequent, so it is difficult to predict accurately. In terms of these issues, a compound prediction 

model of blast furnace gas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wavelet analysis, BP neural network and least squares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The model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roduction plan and maintenance schedule of 

the blast furnace gas system, sets up training data set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users of blast 

furnace gas system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and uses multi group model parameters to predict 

the amount, consumption and buffering capacity of blast furnace gas. Tested by the actual data of a large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 the model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production equipment condition, the 

accurate prediction of gas, to achie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is less 

than 4.23, the maximum relative error is less than 5%. It has better prediction effect for variable condition 

prediction. 

Key words：blast furnace gas system; wavelet analysis; BP neural network; least squares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multi working conditions 

 

高炉煤气是钢铁企业重要的二次能源，广泛应用于钢铁生产各个流程，如烧结、球团、高炉热风炉、

轧钢加热炉、焦炉等。作为副产煤气，高炉煤气的产生和消耗均受到高炉、热风炉等设备工况的影响，煤

气供需关系时刻处于不平衡状态[1]，设备检修时，这种不平衡状态尤其严重。当煤气调度不平衡时，企业一

般会对高炉煤气放散处理，造成大量资源浪费，污染环境。科学有效地预测副产煤气产生量和消耗量，为

煤气优化调度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支持，实现副产煤气系统实时平衡，减少煤气放散，对企业降低能耗，

提高企业竞争力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对钢铁企业副产煤气的预测开展了大量工作，BP 神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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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在煤气预测上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在线运行时有较大误差，难以提供需要的数据 [2-4]。很多学者基于

ARIMA 模型、神经网络和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LSSVM）建立复合预测模型，但是这些模型仅研究了在

单一情景下的预测问题，没有考虑设备运行时的复杂工况[5-10]。 

本文根据钢铁企业高炉煤气供需特性，依据小波分析方法、BP 神经网络、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性质

建立了高炉煤气产生量和消耗量的复合预测模型，研究高炉生产工况与煤气产生量之间的关系和高炉热风

炉、轧钢加热炉与煤气消耗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时准确地预测高炉煤气产生量、消耗量数据，为优化调度

提供依据。 

1  高炉煤气复合预测模型 

1.1 小波分析 

小波分析是小波变化理论在工程上利用的重要成果。小波是在有限区间内存在且均值为零的波形，通

常为不规则非对称波形。小波函数定义为，在函数Ψ(t) = 𝐿2(𝑅)中，其傅里叶变换Ψ̂(ω)满足条件： 

 𝐶Ψ = ∫
|Ψ̂(ω)|

2

|𝜔|𝑅
𝑑𝜔 < ∞        （1） 

式中，Ψ(t)为一个基本小波。本文选用的小波为 Daubechies 族小波中的 db2。 

将母小波函数Ψ(t)进行伸缩平移变换得到依赖于参数 a，b 的连续小波函数基Ψ𝑎，𝑏
(t)为： 

 Ψ𝑎，𝑏
(t) =

1

√𝑎
Ψ(

𝑡−𝑏

𝑎
)         （2） 

式中，a 为伸缩因子；b 为平移因子。 

在小波函数基Ψ𝑎，𝑏
(t)下可将连续信号𝑓(t)展开为连续小波变换（continue wavelet transform，CWT），

其定义为： 

 𝑊𝑇𝑓(𝑎，𝑏) =
1

√𝑎
∫ 𝑓(t)Ψ(

𝑡−𝑏

𝑎
)

𝑅
𝑑𝑡   （3） 

将原始时间序列采集样本设为𝑆(𝑛) = {𝑐0(𝑛)|𝑛 = 1，2⋯ 𝑙}，其中 n 和𝑐0(𝑛)分别是时间序列𝑆(𝑛)中样本

数据的顺序编号和煤气量数据。在任何小波函数𝑓(𝑡) ∈ 𝐿2(𝑅)位于𝑉0空间中，都可分解为分辨率为2−𝑁的低

频部分和2−𝐽(1 ≤ 𝐽 ≤ 𝑁)的高频部分完全重构，其分解空间关系为 

 𝑉0 = 𝑉1⊕𝑊1 = 𝑉2⊕𝑊2⊕𝑊1 = ⋯ （4） 

式中，𝑉𝑖(𝑖 ≥ 1)为低频数据空间，又叫做逼近；𝑊𝑗(𝑗 ≥ 1)为高频数据空间，又叫做细节。对于连续采

集煤气量 S(N)时间序列，进行小波多尺度一维分解，其实质就是把采集到的煤气量分为趋势数据和波动数

据，即“信号”里的低频部分和高频部分，而高频部分是煤气量的波动数据，包含了煤气量的扰动和噪声

信息；低频部分是煤气量的趋势数据，主要描述煤气量的发展态势。 

1.2 BP 神经网络 

BP 预测方法也称为误差反传网络。由于 BP 预测方法容错性好、鲁棒性较强，广泛应用于语音识别、

工业过程控制、贷款信用评价甚至股票预测等领域，且结果相当准确。该预测方法是目前神经网络最为成

熟最为完美的人工神经网络。 

一个神经元模型是神经网络中的一个基本单位。一个神经元模型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一组连接权，

连接强度由各连接上的权值表示，权值为正表示激励，为负表示抑制；一个求和单元用于求取各输入信息

的加权和(线性组合)；一个非线性激励函数起非线性映射作用，并将神经元输出幅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一

般限制在（0，1）或（-1，+1）之间。 

BP 神经网络是一种三层或者三层以上神经元的神经网络，包括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其中，隐含

层节点数 n 需要根据下列公式确定 

 n = √0.43𝑚𝑜 + 0.12𝑜2 + 2.54𝑚2 + 0.77𝑜 + 0.35𝑚 （5） 

式中，m 为输入层节点数；o 为输出层节点数。 

当输入样本提供给神经元后，神经元的输出层从输入层经过各隐含层向输出层传播，在输出层的各神

经元获得网络的输入响应，然后按照减少网络输出与实际输出样本之间误差的方向，从输出层反向经过各

隐含层回到输入层，从而逐步修正各个权值。BP 神经网络的核心算法是数学中的"负梯度下降"理论，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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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 BP 神经网络权值和阈值更新公式为 

 

𝜔𝑖𝑗(𝑡 + 1) = −𝜂
∂E

∂𝜔𝑖𝑗
+𝜔𝑖𝑗(𝑡)

𝜔𝑗𝑘(𝑡 + 1) = −𝜂
∂E

∂𝜔𝑗𝑘
+𝜔𝑗𝑘(𝑡)

𝐵𝑖𝑗(𝑡 + 1) = −𝜂
∂E

∂𝐵𝑖𝑗
+ 𝐵𝑖𝑗(𝑡)

𝐵𝑗𝑘(𝑡 + 1) = −𝜂
∂E

∂𝐵𝑗𝑘
+ 𝐵𝑗𝑘(𝑡) }

 
 
 

 
 
 

     （6） 

式中，E 为网络输出与实际输出样本之间的误差平方和；𝜂为网络学习速率；𝜔𝑖𝑗(𝑡)为 t 时刻输入层第 i 个

神经元与隐含层第 j 个神经元的连接权值；𝜔𝑗𝑘(𝑡)为 t 时刻隐含层第 j 个神经元与输出层第 k 个神经元的连

接权值；𝐵𝑖𝑗(𝑡)为 t 时刻输入层第 i 个神经元与隐含层第 j 个神经元的连接阈值；𝐵𝑗𝑘(𝑡)为 t 时刻隐含层第 j

个神经元与输出层第 k 个神经元的连接阈值。 

1.3 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支持向量机理论是根据统计学习理论发展起来的，VC 维理论学习机器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对未知数

据的泛化能力强。目前，大多数神经网络都是基于经验风险最小化原则，使训练误差达到最小。而最小二

乘支持向量机（LSSVM）是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原则，最小化误差上限，以寻找模型在预测和训练之间的

平衡点，得到最优网络结构，能够较好的解决过学习和欠学习的问题，有效的避开神经网络容易陷入局部

极小点的缺点。基于以上优点，近年来 LSSVM 被广泛用于模式识别、回归、时间序列预测、故障诊断等方

面。 

在 LSSVM 回归预测中，核心问题是确定一个函数𝑓(𝑥)，在满足预测输出与训练数据中实际得到的值

最多有 e 的偏差下，尽量让𝑓(𝑥)平坦，即 

 

min
1

2
∑ 𝜔𝑖

2𝑛
𝑖=1 +

𝛾

2
∑ 𝑒𝑖

2𝑛
𝑖=1

𝑠. 𝑡.  𝑦𝑖 = 〈𝜔，𝑥𝑖〉 + 𝑏 + 𝑒𝑖

𝑖 = 1，2，⋯，𝑛

𝛾 > 0

       （7） 

式中，𝜔为权值向量；𝑏为偏差系数；𝑒为样本误差；𝑛为样本个数。 

构造 Langrage 函数，并根据约束优化理论的鞍点条件，得到 LSSVM 预测回归模型 

 𝑓(𝑥) = ∑ 𝛼𝑖𝐾(𝑥𝑖，𝑥)𝑛
𝑖=1 + 𝑏      （8） 

其中待求参数α̅ = [α1，⋯，α𝑛]、b可由下式求得： 

 [
𝑏
α̅
] = [

0 1̅𝑇

1̅ 𝛺 + 𝛾−1I
]
−1

[
0
�̅�
]       （9） 

式中，I为n×n单位矩阵；�̅� = [y1，y2，⋯，y𝑛]
T
； 1̅ = [1，1，⋯，1]

T
；𝛺是一个n×n对称矩阵。 

LSSVM 可以很方便求出模型参数，不需要求解二次规划问题，因此 LSSVM 学习速度相对 BP 等其它

神经网络速度快，计算量小。但是 LSSVM 在学习过程中，丧失了神经网络所具有的稀疏性，即提高了对

样本数据平稳性的需求。而 LSSVM 基于统计学习理论的小样本学习机，相对于神经网络的启发式方式和

实现中带有的经验成分相比，更具严格的理论和数学基础，不存在局部最小，具有很强的泛化性能，能够

对钢铁企业高炉煤气较为平稳的数据进行预测。 

1.4 复合预测模型 

模型计算过程如图 1 所示，原始数据经过小波分析之后，分离为波动数据和趋势数据；波动数据通过

BP 神经网络处理得到波动预测数据；趋势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计算得到趋势预测数据：将波动预

测数据和趋势预测数据进行整合，经小波重构之后得到最终的预测数据。 

2  模型验证及效果分析 

2.1 实际生产数据验证 

本文以某钢铁厂一座 1780m3 高炉的煤气发生量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时间频率为 1min（每隔 1min 采集

一次数据），以 1500 个连续时间点作为样本数据，训练前述模型，预测高炉检修时的煤气发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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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高炉对应的高炉热风炉煤气消耗量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时间频率为 1min（每隔 1min 采集一次

数据），以 3000 个连续时间点作为样本数据，训练前述模型，预测高炉正常生产时热风炉煤气消耗量数据。 

轧钢加热炉是高炉煤气的主要用户之一，其煤气消耗量与待轧坯料材质、厚度等因素有关，不同坯料

所需煤气消耗量差别较大。本文以该钢铁厂轧钢加热炉煤气消耗量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时间频率为 1min（每

隔 1min 采集一次数据），以 3000 个连续时间点作为样本数据，训练前述模型，预测加热不同坯料时加热炉

煤气消耗量数据。 

2.2 不同工况的预测结果及分析 

图 2 为高炉检修期间煤气发生量预测结果，图 3 为热风炉煤气消耗量预测结果，图 4 轧钢加热炉煤气

消耗量预测结果，预测时长均为 200min（200 个样本点）。从图 2 可以看出，针对高炉检修期间煤气发生量

预测，预测波形与实际相吻合，相位差在 5min 以内。从图 3 和图 4 可以看出，针对热风炉和加热炉的煤气

消耗量预测，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波形一致，波动出现的时间点预测准确。可见 LSSVM 模型很好地预测

了未来 200min 中内煤气量波动的趋势。 

小

波

分

析

BP神经网络

小

波

重

构

LSSVM

原始数据

波动数据

趋势数据 趋势预测

波动预测

预测数据

 

图 1 动态预测模型示意图 

 

图 2 高炉检修期间煤气发生量预测结果 

 

图 3 热风炉煤气消耗量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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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轧钢加热炉煤气消耗量预测结果 

表 1 预测模型误差分析 

预测设备 最大相对误差 最小相对误差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高炉检修 8.74 0.23 4.23 

高炉热风炉 4.56 0.02 1.87 

轧钢加热炉 4.25 0.04 2.38 

表 1 为预测模型误差分析表，由表 1 可见，本文建立的复合预测模型预测精度较高，平均绝对百分比

误差均在 3%以内，除高炉检修外，最大相对误差在 5%以内。高炉检修期间煤气波动较大，由于相位差的

存在使最大相对误差达到 8.74%，但是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为 4.23%，可以认为预测精度良好。 

由以上分析可知，本文所建立的复合预测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高炉、热风炉、加热炉不同工况条件下

煤气量变化趋势和波动细节，能够解决高炉煤气系统主要用户变工况下煤气发生量和消耗量预测问题。 

3  结  论 

1)本文通过对大量生产数据的分析，研究了高炉煤气系统主要用户不同工况条件下煤气发生量和煤气

消耗量的预测问题。建立复合预测模型，利用小波分析方法将煤气量分离为趋势数据和波动数据，分别交

由 LSSVM 模型和 BP 神经网络模型预测。 

2)针对高炉、热风炉、加热炉不同工况分别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本文建立的模型能够预测高炉检

修、热风炉换向和加热炉坯料变化时的煤气量变化趋势，预测精度分别达到 4.23%、1.87%和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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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能效提升及 CO2 减排分析 
王玉洁，徐进，张薇，黎煜，张  琦* 

（东北大学国家环境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验室，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钢铁生产过程是典型的铁煤化工过程，在生产钢铁产品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煤炭、电力等能源，同时

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节能减排面临巨大挑战。钢铁企业的能效提升及 CO2 减排是目前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如何

合理评价能源消耗和 CO2 排放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依据高炉－转炉流程的生产，构建了能耗和 CO2 排放评价体

系，用以合理分析钢铁企业的能源消耗和 CO2 排放水平，为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冷轧复合；复合箔；压下率；抗下垂性；退火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CO2 Emission Reduction in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WANG Yu-jie,  XU Jin,  ZHANG Wei,  LI Yu,  ZHANG Qi*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Qi, E-mail: zhangqi@smm.neu.edu.cn) 

Abstract：Iron and steel production process is a typical iron coal chemical process, the production of steel 

products need to consume a lot of coal, electricity and other energy and produce a lot of pollutant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re facing enormous challenges.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CO2 emission reduction of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re the international hot issues , how to rationally evaluat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of BF-BOF 

process, we construct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 evaluation system to analyz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 level of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reasonably, and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Key words：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energy efficiency; CO2 emission; evaluation system;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目前，钢铁工业已成为国内重要基础产业，有效支撑国民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但同时也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面临环境和资源的双重制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我国钢铁产量和消费量呈现下降趋势，产能过剩的矛盾凸显[1]。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对钢铁

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钢铁工业面临的节能减排任务越来越艰巨。近年来中国粗钢产量增长迅速，已由

2005 年的 3.558 亿吨跃升至 2014 年的 8.227 亿吨，粗钢产量约为世界总产量的 50%[2]。粗钢产量已连续多

年居世界首位,如图 1 所示。 

钢铁工业的生产流程是典型的铁煤化工过程，消耗大量的化石燃料。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两种钢铁生

产路线：1）高炉－转炉生产流程（以铁矿石为主要原料）；2）电炉流程（以废钢为主要原料）。高炉-转炉

生产流程的钢产量约占中国粗钢产量的 90% 以上，而电炉炼钢的粗钢产量不足 1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相比之下，“短流程”更加绿色环保，污染较小。考虑到钢铁行业在能源消耗和 CO2排放中的重要作用，

对中国的钢铁企业能效水平和 CO2 排放进行量化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以高炉－转炉生产流程为研究

对象，进行节能和 CO2 减排分析。 

目前已有一些钢铁行业节能减排方面的研究[3-6]。其中重点都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系统边界的选取、指

标体系的建立、折算系数以及碳排因子。近年以来中国钢铁行业能源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吨钢综合能耗从

1980 年的 1650 kgce 下降到 2015 年的 571.85 kgce ，下降 65.34%。在中国钢铁行业中，仍以化石燃料为

主，造成较高的能源消耗和 CO2排放。本文以高炉－转炉生产流程为基础，构建了能耗和 CO2 排放评价体

系，用以合理分析钢铁企业的能源消耗和 CO2 排放水平，为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提供分析工具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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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粗钢产量及占世界比例 

1  节能减排指标及模型的建立 

2.1 系统界限的划定 

Jacco C M [7]指出造成国际间钢铁企业的能效指标不可比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各国的数据统计界限不

同。而国内众多节能工作者在对比了国内外的能效指标后认为，中国钢铁行业的吨钢综合能耗比国外相应

指标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国的吨钢综合能耗的统计范围要远远宽于国外相应指标[8]。合理划分系统界限

不仅是能耗计算的第一步也是 CO2 排放计算重要的一步。 

本文将系统界限划分为 A、B 和 C 三个界限。钢铁制造流程 A 表示钢铁生产过程的主要工序包括焦化、

烧结（或球团）、炼铁、炼钢、连铸，热轧、冷轧。系统边界 B 增加了能源转换部门（包括自备电厂和动力

厂）。而界限 C 是在界限 B 的基础上增加了外购的中间产品尤其是外购电的生产能耗或碳排放。在此划分

基础上， 系统界限 B 用于计算企业吨钢综合能耗，而系统界限 C 用于计算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在此划分

基础上，能效指标的计算应该对应相应的系统界限。 

2.2 能耗计算方法及指标体系 

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能源效率”（简称能效，Energy efficiency）来替代上世纪 70 年代能源危机后

提出的“节能”（Energy conservation）一词。工业生产上通常定义能效为用更少的能源生产等量合格产品，

能效通常无法直接定量衡量，只能借助能效指标来评估。本文主要采用吨钢综合能耗、产品能耗和生产流

程总能效用于评估企业能耗水平，能耗统计范围为图 2 中的系统界限 B，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2） 

 

                               （3） 

其中 e、epro 分别表示吨钢综合能耗和吨产品能耗， Pcs、Ppro分别表示粗钢产量和工序产品产量。 

基于王伟业[9]的研究理论，结合所划分的系统界限图采用钢铁制造流程和能源转换部门两部分对钢铁

企业能效进行分析。钢铁生产流程的总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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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中，A1：钢铁企业输入的燃料部分，包括煤（除动力煤外）、汽油、柴油、焦炭。B: 钢铁企业工序的

输出部分，包括工序自耗和工序净输出。B1：本工序返回到本工序的输入，包括焦炉煤气、高炉煤气、转

炉煤气、焦炭和蒸汽。C1：钢铁生产流程的动力消耗，包括高炉鼓风、软水、新水、环水、氧气、空气、氮

气、氩气、电力。D: 企业外调能源，包括焦油和粗苯。 

2.2 排放的计算与评估 

钢铁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分为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是生产流程与燃料燃烧的

CO2 排放。间接排放是外购燃料或电力在生产时由生产部门所产生的排放。碳排放抵扣是指钢铁生产过程

产生的副产品和含铁废料重新利用时产生的 CO2 抵扣量，如高炉渣和转炉渣为水泥生产的原料。目前，中

国钢铁行业尚无计算 CO2排放的标准方法，国际上适用于钢铁行业计算 CO2排放的方法也并不统一，本文

通过总结相关文献的计算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本文的钢铁企业 CO2 排放计算方法。主要基于

碳元素平衡计算碳排放，由 WSA（World Steel Association）提出，是广泛应用于钢铁工业的一种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图 2 系统边界图 

 

        （5） 

其中 Cin、Cout 分别投入的物料、燃料和产品、副产品等产出，EF 表示的是碳排因子，为 CO2排放量。

在排放因子方面，目前尚无权威的数据，大部分文献采用的数据都是来由 IPCC 和 WSA 提供。因此本文的

碳排因子以 WSA 提供的因子为主, 对于一些特殊的物质或能源的碳排因子则根据企业实际选取。本文通过

企业的碳元素平衡计算 CO2 排放量。企业的 CO2 排放量等于输入的碳元素减去产品或副产品所携带的碳

（系统界限 C），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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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其中 Cpro,Ccs 表示的是工序吨产品和吨粗钢二氧化碳排放量，Mi 表示的是物料或燃料消耗，Dj 表示的

是产品或副产品，CF 表示的是碳排因子。 

2  案例企业应用 

案例企业研究了中国两个基于高炉-转炉生产流程的钢铁企业。两个企业的生产结构差异较大，企业 A

以自发电为主，外购电高达 84.04%，同时无炼焦和球团工序，企业内部所用焦炭和球团矿均采用外购形式。

企业 B 外购电比例为 36.03%, 含焦化、球团、烧结、炼铁、炼钢及轧钢等工序，企业一体化程度较高。基

于这两个企业的实际生产数据，钢铁企业的输入主要包括燃料类和动力类，输出端包括各类含碳产品和副

产品，基于所提出的指标体系计算企业 A 和企业 B 的各工序能耗和 CO2排放。结果如图 3 所示。首先从工

序上来看，两个企业各工序能耗相差并不大，然而碳排相差却很大,这与企业的生产结构和燃料结构有关。 

企业 A、B 的吨粗钢总碳排放分别为 2497.21kg/t-cs, 2242.44 kg/t-cs。企业 A 焦炭和球团矿采用外购的

形式，且外购电比例高达 83.73%,这使得企业 A 的直接排放远低于企业 B。同时企业 B 采用了大量的自发

电，由于自发电抵扣，自备电厂的总排放低于直接排放。表 1 代表了每个工序的 CO2排放水平，其中烧结、

炼铁、轧钢工序的 CO2 排放强度较高。两案例企业的排放水平相差较大是由生产结构不同所导致的。企业

A 由于采用外购焦炭和球团矿的形式，因此直接排放不包括生产焦炭和球团矿的生产产生的排放，故吨粗

钢直接排放量要小于企业 B。而总排放计入外购焦炭和球团矿的生产的上游排放，且企业 A 所用的电大部

分采用外购形式，上游生产所带来的排放均计入总排放。CO2 

 

图 3 工序吨产品能耗和吨产品总碳排 

排放高的工序包括炼焦，烧结，高炉。这些工序是降低 CO2 排放的关键，应把技术升级放在首位。企

业 A 的生产流程总能效仅为 28%，企业 B 的生产流程总能效为 63.45% 远 高于企业 A。企业应提高余热

余能回收利用能力，完善企业生产结构。面对更高的节能任务，企业 A 应加强管理，引进技术创新实现节

能目标。 

以企业 B 为例,图 4 和图 5 分别给出企业 B 长流程炼钢的各工序吨钢碳排和吨钢综合能耗所占的比例，

高炉炼铁工序吨钢碳排占 29.80%，铁前 CO2 排放占整个流程的 56.89%；高炉炼铁工序吨钢综合能耗占整

个流程的 60.82%，铁前工序占 77.94%。因此钢铁企业节能减排重点应该放在铁前工序，尤其是高炉炼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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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总之，钢铁企业应当通过减少碳的消耗来降低 CO2 排放，主要是各类化石燃料。企业应注重从技术水

平上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吨钢综合能耗和单位 CO2 排放高的工序包括炼焦，烧结，高炉。这几个工序

是降低 CO2 排放的关键，应把技术升级放在首位。节能与减排并不是独立的，钢铁企业在降低吨钢综合能

耗的同时也减少了企业自身的碳排放。作为 CO2 排放大户的钢铁企业对节能减排担负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

任。 

表 1 案例企业的吨钢能效和碳排计算结果 

工序 

企业 A 

直接排放 总排放 吨钢综合能耗 

（kg/t-cs）（kg/t-cs）（kgce/t-cs） 

企业 B 

直接排放      总排放        吨钢综合能耗 

（kg/t-cs）  （kg/t-cs）   （kgce/t-cs） 

炼焦 - -  212.88 205.03 24.9 

球团 - -  3.31 16.44 7.1 

烧结 324.36 410.46 77.13 260.51 328.13 74.4 

1 号高炉 318.06 452.09 403.68 524.32 665.53 378 

2 号高炉 414.02 580.98     

转炉 2.38 51.74 -0.79 19.36 97.63 -20.26 

连铸 2.73 142.04  1.00 35.99 4.3 

1 号热轧 326.14 401.02 46.10 116.09 209.34 40.4 

2 号热轧       

1 号冷轧    86.34 131.47 19.8 

2 号冷轧       

自备电厂 296.14 236.88 26.85 543.79 383.28 75.6 

企业 

生产流程总能效 
1683.83 2497.21 

582.91 

 

28% 

1758.49 2242.44 

621.5 

 

63.45% 

 

 

图 4 企业 B 各工序吨钢碳排所占比例 

 

图 5 企业 B 各工序吨钢综合能耗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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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钢铁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作用不容忽视，而钢铁工业产生的的巨大资源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对可持

续发展和气候变化问题的不利影响也日趋严重。利用世界钢铁协会针对钢铁工业对钢铁产品生产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进行量化计算，为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核查提供依据，也为提高能源利用率实现节能减排提供了手

段。 

建立了能耗和碳排放模型，以企业 B 为例，计算结果表明高炉炼铁工序吨钢碳排占 29.80%，铁前 CO2

排放占整个流程的 56.89%；高炉炼铁工序吨钢综合能耗占整个流程的 60.82%，铁前工序占 77.94%。因此

钢铁企业节能减排重点应该放在铁前工序，尤其是高炉炼铁工序。 

节能与减排并不是两个独立的问题，钢铁企业在降低综合能耗的同时也减少了企业自身的碳排放。作

为 CO2排放大户的钢铁企业对节能减排担负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科学的能效评估方法对钢铁行业节能减排意义重大。随着节能工作的深化，钢铁企业能效评估体系必

将得到逐步完善，对降低钢铁行业能耗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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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能源介质耦合优化与调度系统开发 
张  琦，李  辉，高金彤，倪团结，马家琳 

（东北大学国家环境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验室，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煤气、蒸汽、电力等能源介质是钢铁企业重要的二次能源，利用好这些能源将对企业节能减排有重要作

用。围绕企业智能制造体系，以提升钢铁企业能源管理中心的能源精细化管理功能为目的，开发了能源介质耦合优

化与调度系统。主要建立了煤气、蒸汽、电力多能源介质耦合优化与调度模型，研究了三者间的耦合关系；开发了

能源介质耦合优化与调度系统，分析了不同煤气资源量、蒸汽、电力需求量情况下的能源分配方案，以降低运行成

本、提高综合效益。结果表明：所建立的模型能够对生产过程的能源需求、资源分配提供有效的方案，在煤气资源、

蒸汽、电力需求变化情况下，能合理安排设备运行，提高自发电率，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效益。 

关键词：钢铁企业；能源；优化；调度系统；节能 

Coupling Optimization of Energy Medium and Development of 
Energy Scheduling System in Iron and Steel Works  

Qi Zhang, Hui Li, Jintong Gao, Tuanjie Ni, Jialin Ma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Eco-Industr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PR China) 

Abstract：Byproduct gas, steam, electricity and other energy media are important secondary energy in 

iron-steel enterprises, the utilization of these ener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 the optimization and scheduling 

system of energy medium coupling is develop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nergy intensive management of 

the energy management center in iron-steel enterprises. In this paper, a multi energy medium coupling 

optimization and scheduling model is proposed, and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among byproduct gas, steam 

and electricity is studied. Meanwhile, the energy coupling medium optimization and scheduling system is 

developed and the energy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gas resources, steam, electricity demand situation is 

analyzed to reduce running cost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can provide an effective scheme for energy demand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reasonably arrange the equipment operation, when the gas resource, steam and electric 

power demand change, it can increase the self-generating rate and reduce the running cost and improve the 

benefit .  

Key words：iron-steel works; energy; optimization; scheduling system; energy saving 

 

钢铁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煤气、蒸汽和电力等二次能源，约占企业总能耗的 50%～60%。实际生产

中，由于煤气、蒸汽不易管理、储存且产生和消耗量波动大，存在着严重放散，造成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因此，分析钢铁生产流程中煤气、蒸汽和电力等能源介质的相互耦合关系对企业生产运行有重要影响，建

立煤气－蒸汽－电力等能源介质耦合优化模型，对高效分配和优化利用这些能源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钢铁企业能源优化模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于钢铁企业能源介质优化分配的

研究还不是很多。Akimoto 等[1]建立钢铁企业燃料供需预测模型，优化了煤气在煤气柜和锅炉的合理分配；

Ki m 等[2]在此基础上考虑了锅炉效率和煤气柜容量，预测了煤气的供需状况；曾玉娇等[3]提出了考虑煤气

分配、燃料价格和分时电价的钢铁企业蒸汽电力系统多时段优化调度模型。张琦等[4]分析了煤气、蒸汽、电

力系统的相互关系，并分析了不同时段的优化方案。Zhang 等[5]以炼油厂为对象，研究了多周期的蒸汽优化

平衡，并运用边界值理论针对蒸汽柜位平衡及设备启停变化对系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尹洪超等[6]建立了

mailto:zhangqi@mail.n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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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设备启停费用的蒸汽动力系统多周期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以上分析大多数是对单一能源介质的优

化分配， 

对于综合考虑富余煤气、蒸汽和电力的耦合关系和优化分配还未见报道。 

1  能源介质耦合优化模型 

钢铁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煤气、蒸汽和电力等二次能源，约占企业总能耗的 50%～60%。实际生产

中，由于煤气、蒸汽不易管理、储存且产生和消耗量波动大，存在着严重放散，造成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因此，分析钢铁生产流程中煤气、蒸汽和电力等能源介质的相互耦合关系对企业生产运行有重要影响，建

立煤气－蒸汽－电力等能源介质耦合优化模型，对高效分配和优化利用这些能源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钢铁企业能源优化模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于钢铁企业能源介质优化分配的

研究还不是很多。Akimoto 等[1]建立钢铁企业燃料供需预测模型，优化了煤气在煤气柜和锅炉的合理分配；

Ki m 等[2]在此基础上考虑了锅炉效率和煤气柜容量，预测了煤气的供需状况；曾玉娇等[3]提出了考虑煤气

分配、燃料价格和分时电价的钢铁企业蒸汽电力系统多时段优化调度模型。张琦等[4]分析了煤气、蒸汽、电

力系统的相互关系，并分析了不同时段的优化方案。Zhang 等[5]以炼油厂为对象，研究了多周期的蒸汽优化

平衡，并运用边界值理论针对蒸汽柜位平衡及设备启停变化对系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尹洪超等[6]建立了

考虑设备启停费用的蒸汽动力系统多周期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以上分析大多数是对单一能源介质的优

化分配，对于综合考虑富余煤气、蒸汽和电力的耦合关系和优化分配还未见报道。 

2  能源介质耦合优化模型 

本文通过对现实系统中复杂情况的合理简化和假设，针对能源介质的特性，采用数学规划方法，建立

了能源介质耦合优化模型，并采用 GAMS 软件与 ILOG Cplex 求解器进行优化求解，以得到合理的能源介

质分配方案。图 1 为钢铁企业煤气、蒸汽和电力系统网络结构简图，图 2 为蒸汽动力系统图。 

 

图 1 钢铁企业煤气、蒸汽、电力系统网络结构简图 

目标函数为运行成本，如式（1）所示，第一部分表示系统使用副产煤气费用、外购煤费用和外购电费

用，第二部分表示产汽设备与发电设备的维护费用，第三部分表示外送电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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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 为运行成本， 为煤气使用费用， 为燃料煤价格， 为外购电价格， 为设备维护费用，

为外送电价格， 为煤气消耗量， 为燃料煤消耗量， 为外购电量， 为锅炉负荷， 为电力需求。

为离散变量，表示在 时段是否存在外送电情况。约束条件包含物料平衡、能量平衡、供需约束、设备能

力约束等。 

 

图 2 蒸汽动力系统结构图 

表 1 锅炉燃料消耗 

Period 

B1 B2 B3 

BFG 

/  

COG 

/  

BFG 

/  

COG 

/  

BFG 

/  

COG 

/  

Coal 

/t 

1 29.12 20 236.90 5 1086.98 80 232.04 

2 80 9.51 261.14 0 980.86 77.49 248.68 

3 27.09 20 222.35 8 1059.56 80 236.12 

4 80 9.72 5 52.82 1200 25.46 253.68 

5 23.17 20 261.14 0 1026.69 80 239.44 

6 80 9.09 111.93 72.91 1068.07 0 283.31 

7 58.57 13.51 261.14 0 890.28 77.49 263.66 

8 27.09 20 91.91 34.90 1200 45.10 238.92 

9 34 19.21 0 53.85 1200 3.94 272.61 

10 22.22 20 251.44 2 1024.34 80 240.04 

11 80 9.09 400 13.51 760 78.41 276.66 

12 80 9.51 261.14 0 902.86 70.49 268.23 

目标函数为运行成本，优化变量有设备负荷、燃料消耗、外购电量和外送电量等，使用 GAMS 软件建

模求解，计算环境为 2.40 GHz Intel(R) Core(TM)i7-3630QM，模型求解时间小于 0.5 s。经优化计算，各时段

燃料消耗见表 1，蒸汽、电力负荷优化分配结果见表 2。 

优化后总的运行费用比优化前减少了 166 326 元，减少量占优化前总费用的 4.26%。在各项费用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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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煤费用减少，副产煤气使用费用增加，说明优化后能更加充分利用副产煤气，减少燃料煤的消耗，达到

节能降耗的目的。同时，外购电费用减少而外送电收益增加，说明模型能够根据分时电价调节各时段产电

量，制定合理的电网交易计划，减少运行费用。 

表 2 蒸汽、电力负荷优化分配结果 

Period 
B1 CB25 C25 CC300 Main grid 

/t S2/t S3/t Power/MW S2/t Power/MW S2/t S3/t Power/MW Power/MW 

1 136 0 240 28 160 99.79 317 279 1200 44.33 

2 136 0 240 28 160 100 261 290 1200 0 

3 134 0 239 27.97 160 100 320 267 1200 54.82 

4 137 0 240 28 160 100 248 298 1200 -54.40 

5 130 0 240 28 160 100 252 303 1200 -70.28 

6 134 160 360 56.69 160 100 123 156 1200 23.93 

7 134 0 240 28 160 100 262 300 1200 -138.93 

8 134 0 240 28 160 98.25 258 299 1200 -71.59 

9 137 0 240 28 160 95.63 287 304 1200 -6.78 

10 129 0 240 28 160 95.68 263 295 1200 -54.33 

11 134 160 360 56.69 54.06 100 234.94 147 1200 22.08 

12 136 0 240 28 160 93.89 280 306 1200 -94.46 

3  结果与讨论  

在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设备的耗能情况以及运行情况对企业生产安全至关重要，既要保证安全生产，

又要尽量节能降耗，节省成本，因此，企业不仅仅要了解设备当前的实时耗能情况，还需要预知未来设备

的能耗情况及运行情况，现行的能源管控系统仅仅是对当前设备实时运行情况的监控，不能对设备的能耗

情况进行预测，能源管控系统的智能化势在必行。针对以上问题，开发了多介质能源优化调度与智能化管

控系统，通过多介质联合优化与对能源介质的智能化管控，对企业能量流进行监控、管理与优化，挖掘节

能潜力，消除耗能盲点与不合理点，降低能耗，减少能源浪费。多介质耦合优化调度系统包括煤气、蒸汽

和电力的耦合优化、调度方案的生产，管网和设备的监控以及生产数据的发布等功能。多介质能源优化调

度与智能化管控系统功能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多介质能源优化调度与智能化管控系统功能图 

多介质能源优化调度与智能化管系统主要包括能源介质优化调度与智能化管控两个子系统。多介质能

源优化调度子系统主要负责煤气、蒸汽、电力等能量流的优化，针对钢铁企业能源介质相互耦合的问题，

根据企业煤气的供需变化，结合蒸汽和电力的需求，构建全流程多介质能源优化调配耦合模型，对多种能

源介质进行优化分配，实现能量流在钢铁制造流程网络中的优化分配，并给出合理科学的调度方案。智能

化管控子系统主要负责全厂能耗情况的管理与重点耗能设备的监控，能耗管理通过构建钢铁生产流程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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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网络化物理模型，采集现场实时能耗数据，对实际能源消耗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平衡等。智能化管

控系统为多介质优化调度系统提供数据支持，优化调度系统将优化结果与调度方案反馈给管控系统，两者

相互配合，实现对主要能量流的管控与优化。子系统功能及相互关系如图 4 所示。 

基于钢铁企业现有能源管理中心架构，围绕其数据采集数据库（实时数据库、历史数据库）、煤气产生

量／消耗量数据、蒸汽、电力需求等工艺要求，应用研发的煤气、蒸汽、电力多介质能源耦合优化模型，

采用 Java、Python 等语言开发多介质能源耦合优化与调度管理系统（Web 版）。系统主要分为用户管理、数

据采集、煤气预测、多介质能源耦合调度、设备管理等模块。 

系统总体工作流程从基础配置出发，根据计划录入进行静态预测和准动态预测，同时生成能源平衡表，

并评估能源平衡表的合理性，提供科学的建议。动态预测根据不同的数据状况采用 ARMA、LSSVM 等预

测方法得到精准的预测结果，根据预测结果，匹配合适的煤气调度模型，自动给出调度方案，同时对调度

结果能耗进行评价，供调度人员参考。系统总体工作流程图 5 如图所示。 

系统运行后将解决不同工况下煤气分配问题，针对不同的生产工况与蒸汽电力需求，能够给出科学的

调度方案，在满足企业正常蒸汽需求的同时，合理的分配煤气在锅炉之间的用量，最大限度的发电，获得

最大的经济效益，降低企业的能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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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多介质能源优化调度与智能化管控系统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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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系统总体工作流程图 

4  结  论 

根据生产周期内煤气、蒸汽和电力的供应与需求分析及多种能源介质的耦合关系，建立了多操作周期

的煤气、蒸汽和电力耦合优化分配模型，对企业重要的二次能源进行优化分析，得到了理想的结果。同时，

基于耦合优化模型及企业能源管控系统架构，开发了多介质能源耦合优化与调度管理系统（Web 版）。系统

运行后将解决多种能源介质的耦合优化运行，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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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自备电站生产计划调度系统的研究 
倪团结，高金彤，张  琦* 

（东北大学 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合理地制定钢铁企业自备电站的出力以及煤气消耗计划，对实现企业降低成本、节能降耗和减少环境污染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针对钢铁企业自备电站燃料来源、设备类型、工况变化等特点，本文以发用电成本最小为目

标函数，建立了钢铁企业自备电站生产计划多时段的优化调度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富余煤气的波动、蒸汽和电力

的动态需求、多燃料来源结构、外网分时电价、锅炉负荷特性、汽轮机耗量特性以及生产安全约束等影响因素，使

用 GAMS 进行优化求解，为钢铁企业自备电站的生产计划提供最优的调度方案。应用某大型钢铁企业实际数据进

行测试，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有效为钢铁企业自备电站提供合理的生产计划方案，实现出力和富余煤气在电站系统

的合理分配，在电网电价波谷时段，企业以电网购电为主，在波峰时段，企业以自发电为主，从而降低能源成本，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钢铁企业；自备电站；分时电价；优化调度；系统节能 

Study on Production Planning and Dispatching System of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 Own Power Plant 

NI Tuan-jie, GAO Jin-tong, ZHANG Qi*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Qi, E-mail: 

zhangqi@smm.neu.edu.cn) 

Abstract：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 self-powered station output and gas 

consumption plan ha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n costs decreasing, energy saving and pollution 

reducing. Aiming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el sources, equipment typ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optimal scheduling model for multi-period production plan of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 self-powered plant, with the minimum cost of power production. The model consider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xcess gases fluctuation, dynamic demands of steam and electricity, multi-fuel 

source structure, external time-sharing price, boiler load characteristics, steam turbine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duction safety constraints and provides the best scheduling plan for the self-powered 

pl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can effectively provide a reasonable production plan and realize the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extravagance and surplus gases in the power station system. The enterprise 

gives priority to out-purchased power in valley period and self-generating power in the peak period, mainly 

to reduce energy costs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steel industry; self-powered station; time-of-use price; optimization scheduling; system energy 

saving.

从全国电力系统的结构调整看，国家并不鼓励建设独立的小电厂，但对节能与环保都有益的自备电厂

还是积极支持的[1]。钢铁企业自备电厂作为满足生产用电而建设的大型常规电厂，发电基本上满足本企业

生产所需，不足部分由电网供给，多余部分按照协议规定可输至电网，即“缺电网供，余电上网”[2]。钢铁

企业自备电厂充分利用生产过程的富余煤气，使之尽量不放散，这是一种合理利用资源、利于环境保护的

思考，符合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针政策[3]。 

大多数钢铁企业均己建设了自备电厂，既充分利用了二次能源，也为企业的电力生产提供了可靠的基

础保障，随着钢铁行业的不断发展，提高自备电厂运行的经济性和可靠性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所追求的

主要目标，也是满足企业稳定生产的必要条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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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大钢铁企业还没有完善的能源管理体系，锅炉与汽机之间耦合关系复杂，机组负荷分配和机炉

协调运行等方面采用人工经验调度，存在严重的滞后性，运行人员只能频繁手动调节锅炉负荷来实现操作，

整个电厂运行效率低，稳定性差。近年来，针对这一问题，很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Akimoto 等[6]建立

钢铁企业燃料供需预测模型，优化了煤气在煤气柜和锅炉的合理分配；Kim 等[7]在此基础上考虑了锅炉效

率和煤气柜容量，预测了煤气的供需状况，但仅考虑煤气的优化分配，忽略了蒸汽、电力的耦合关系。曾

玉娇等[8]提出了考虑煤气分配、燃料价格和分时电价的蒸汽系统优化模型，但缺少污染物排放影响因素的

研究。在石化企业蒸汽系统方面，罗向龙等[9,10,11]建立了化工企业蒸汽动力系统的单目标和多目标优化模型。

张鹏飞等[3]针对石化企业蒸汽动力系统的特点建立了蒸汽系统多目标混合整数线性规划（MOMILP）模型。 

本文在锅炉效率方面，根据实际生产数据对锅炉效率进行了拟合，得到了非线性的拟合公式；在汽轮

机模型方面，采用分解策略来处理多级抽汽式汽轮机[13,14]；此外，分析了煤价电价变化对优化结果的影响，

为企业合理安排生产，节能减排提供一定的指导。 

1  自备电厂模型 

钢铁企业自备电厂系统主要由锅炉、汽轮机、减温减压设备及多种公用工程管网组成，作为煤气缓冲

用户消耗企业过剩的煤气资源，同时向用户输送质量合格的热能和电能。钢铁企业自备电站生产计划问题，

是指根据未来蒸汽、电力负荷需求和可用副产煤气的预测结果，在满足蒸汽和电力负荷需求、生产设备能

力限制及安全稳定运行条件等一系列约束条件下，确定一个调度周期（通常包含多个时间段）内所有产汽、

发电设备的生产计划及外网购电方案，使得全周期内系统运行总费用最小。下面结合自备电厂生产计划问

题以及钢铁企业的实际运行情况，建立自备电厂主要设备的模型。 

1.1 锅炉模型 

在钢铁企业自备电厂中，锅炉以煤为主要燃料，掺烧一些副产煤气。公式（1）和（2）表示锅炉的物

料平衡和能量平衡约束；公式（3）表示锅炉的蒸汽产量与污水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其中 bi
表示锅炉 bi 的

污水排放系数；按照实际生产数据可得到锅炉效率和负荷的拟合公式（4），式中， ,bi t

stD 表示锅炉稳定运行的

实际负荷， ,bi t 表示锅炉负荷为 ,bi t

stD 的热效率，C1，C2，C3为模型待辨识参数；公式（5）和（6）表示锅炉设

备的产汽能力和负荷变化约束；其他符号见符号说明，全文同。 

, ,

fw st sd

t bi t bi t

B B

D D D        (1)  , , , , , ,( )fw fw st st sd sd

bi t bi bi t bi k t k bi t bi bi t bi

K

D h F q D h D h       (2) 

 ,

sd st

bi t bi biD D        (3)   
2

, 1 , 2 , 3

st st

bi t bi t bi tC D C D C            

(4)  ,min , ,max

st st st

bi bi t biD D D       (5)  , 1 ,- st st

bi bi t bi t biZ D D Z            

(6)  

1.2 汽轮机模型 

钢铁企业自备电厂的汽轮机主要凝汽式和抽汽凝汽式。对于多级抽汽式汽轮机，文献
[13,14]

采用了分解

成多个单级子汽轮机的处理方式。公式（7）表示汽轮机的物料平衡约束；公式（8）表示汽轮机的耗量特

性方程，其中 ,

in

ti tD 、 ,

ex

ti tD 和 ,

con

ti tD 分别表示汽轮机 ti 在时间段 t 内的主进汽量、抽汽量和凝汽量；公式（9）和

（10）表示汽轮机的主进汽量和抽汽量上下限约束；公式（11）和（12）表示汽轮机的产电能力和爬坡能力

上下限约束。 

 , , ,

in ex con

ti t ti t ti tD D D        (7)  , , , ,( , , )in ex con

ti t ti t ti t ti tP f D D D          (8) 

 ,max , ,min

in in in

ti ti t tiD D D           (9)     ,min , ,max

ex ex ex

ti ti t tiD D D               (10) 

 ,min , ,maxti ti t tiP P P        (11)  , 1 ,ti ti t ti t tiZ P P Z             (12) 

1.3 供需条件 

钢铁企业自备电厂在满足供电和蒸汽的同时需要作为煤气缓冲用户消耗企业过剩的煤气资源。公式（13）

和（14）表示煤气的消耗约束和供应约束；公式（15）表示锅炉对混合煤气的热值约束，其中 qk表示煤气

k 的热值，qbi,min 和 qbi,max 分别表示分别锅炉 bi 消耗混合煤气热值的上下限；公式（16）和（17）表示电力

的需求约束，保证买电和售电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不能同时发生；公式（18）表示蒸汽的需求约束，保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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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的蒸汽需求量等于供应量。 

 , ,min , , , ,maxk t bi k t k t

B

M F M      (13)  , ,min , , , ,maxbi k bi k t bi kF F F           (14) 

 ,min , , , ,( ) /bi k bi k t bi k t

K K

q q F F       (15)  , 1 , 2 , ,ti t b t s t d t

T

P a P a P P           

(16)   1 2 1 20,   , 0,1a a a a       (17)   , , , ,

st ex in

bi t ti t ti t d t

B T

D D D D               

(18)  

1.4 目标函数 

本文综合考虑在调度周期内的燃料价格、分时电价、蒸汽需求、电力需求建立单目标优化模型，目标

函数为经济运行成本最小，如公式（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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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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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式中，T 为一个调度周期内所包含的时段数目，k 表示燃料的种类数，Ck表示第 k 种燃料的价格，B 

表示可调度的锅炉数量，Fbi,k,t 表示锅炉 bi在时间段时间段 t 内的电力外购量，Pbp,t 表示在时间段 t 内的

电力外购价格，Csp 表示在时间段 t 内的电力外售量，Ps,t 表示在时间段 t 内的电力外售价格，Cgd,k 表示第 k

种煤气的放散惩罚价格，Fgd,k,t 表示在时间段 t 内第 k 种煤气的放散量。 

2  实  例 

图1为某钢铁企业自备电厂系统结构图，由两套相同参数的设备组成，其中锅炉的额定蒸发量为1025t，

汽轮机的额定功率为 300MW。系统产中压蒸汽和低压蒸汽的焓值分别为 2920kJ/kg 和 2796kJ/kg，单台汽

轮机的中压固定抽汽量和低压最大抽汽量分别为 80t/h 和 110t/h。系统供应的燃料 BFG、COG 和动力煤的

低位发热量分别为 3500kJ/m3、16972kJ/m3 和 21800kJ/kg，燃料的使用价格分别为 50￥/km3、400￥/km3 和

520￥/t，设备的汽维护成本为 6￥/t，产电维护成本为 0.06￥/kWh，分时电价和外送电价格如表 1 所示。模

型运行周期为 1 天，分 24 个时段，每个时段 1 小时。 

 

图 1  钢铁企业自备电厂系统结构图 

表 1  各时段电力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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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Detail time Purchase price/  Sale price/  

Peak 7:00-11:00; 19:00-23:00 0.7188 0.2901 

Intermediate 11:00-19:00 0.4917 0.2901 

Valley 0:00-7:00; 23:00-24:00 0.2796 0.2901 

表 2  各时段燃料消耗和负荷优化分配结果 

Period 

B1-TB1  B2-TB2 

BFG COG Coal MP LP Power  BFG COG Coal MP LP Power 

/km3 /km3 /t /t /t /MW  /km3 /km3 /t /t /t /MW 

1 110.83 6.98 99.95 80 77.75 296.99  128.18 7.01 87.02 80 98.00 267.42 

2 103.09 6.49 101.57 80 76.75 297.10  118.96 6.51 88.89 80 97.00 267.54 

3 100.66 8.12 100.69 80 76.50 297.13  110.00 7.97 89.19 80 92.41 268.07 

4 114.55 7.22 98.52 80 71.68 296.13  132.34 7.24 86.17 80 91.00 268.24 

5 97.72 6.16 102.70 80 58.75 299.20  114.80 6.28 89.74 80 79.00 269.64 

6 102.11 6.43 101.78 80 61.75 298.85  119.75 6.55 88.73 80 82.00 269.29 

7 118.77 7.48 98.12 80 57.98 298.90  129.54 7.08 97.01 80 61.12 299.26 

8 114.17 7.19 99.06 80 48.00 300.00  133.65 7.31 96.58 80 64.18 299.88 

9 79.30 5.00 106.37 80 48.00 300.00  94.07 5.14 104.63 80 63.17 300.00 

10 91.55 5.77 104.54 80 64.00 299.90  110.32 6.03 101.32 80 79.33 298.12 

11 91.18 5.74 103.88 80 48.00 300.00  109.27 5.98 101.54 80 63.17 300.00 

12 123.39 7.77 96.60 80 62.77 297.01  138.89 7.60 95.52 80 75.76 298.53 

13 120.13 7.57 97.81 80 48.00 300.00  137.82 7.54 95.74 80 63.17 300.00 

14 115.21 7.26 95.60 80 68.78 289.52  131.35 7.18 94.47 80 84.00 291.29 

15 141.06 8.89 92.53 80 67.29 295.60  160.43 8.77 90.87 80 81.32 297.23 

16 118.84 7.49 98.82 80 72.17 298.95  141.23 7.72 95.04 80 95.90 296.18 

17 128.74 8.11 96.38 80 55.79 300.00  153.76 8.41 92.50 80 78.18 298.25 

18 105.77 6.66 101.56 80 63.17 300.00  130.16 7.12 97.29 80 88.18 297.08 

19 128.63 8.10 96.03 80 48.00 300.00  151.96 8.31 92.86 80 68.18 299.42 

20 99.73 6.28 102.09 80 48.00 300.00  118.44 6.48 99.67 80 63.17 300.00 

21 137.43 8.66 94.93 80 105.69 295.04  148.32 8.11 93.60 80 105.69 295.04 

22 116.70 7.35 97.85 80 73.99 295.32  133.36 7.29 96.64 80 88.63 297.03 

23 106.66 6.72 100.63 80 48.00 300.00  127.80 6.99 97.77 80 63.17 300.00 

24 97.76 6.16 102.69 80 74.75 297.34  112.98 6.18 90.11 80 95.00 267.77 

表 3  优化前后各项费用对比 

Item Before optimization After optimization 

Coal cost /  2,455,528 2,419,887 

By-product gas cost /  403,661 423,722 

Maintenance cost /  43,948 43,953 

Electricity purchase cost/  68,498 68,436 

Electricity sell profit/  -103,525 -103,682 

Total cost/  2,868,110 2,852,316 

2.1  结果与讨论 

目标函数为经济运行成本，决策变量有锅炉燃料消耗、设备负荷、外购电量和外送电量等，该案例使

用GAMS24.2.2建立单目标非线性规划模型，并采用CPLEX求解器，计算环境为 2.67GHz Intel(R) Core(T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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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时间为 0.438s。模型求解，各时段燃料消耗和负荷优化分配结果见表 2，优化前后各项费用对比见表 3。 

从表中数据可以得出，优化后总的运行费用比优化前减少了 1,5794 元，优化后高炉煤气的利用率为

94.78%，相比较优化前提高了 4.46%，优化后焦炉煤气的利用率为 99.83%，相比较优化前提高了 4.21%，

节省动力煤的消耗量为 68.54 t。在各项费用中，动力煤的消耗成本占总成本的 84.84%，通过优化前后对比

发现，建立的模型通过提高副产煤气的利用率，减少动力煤的消耗量，实现经济运行成本的最优，达到节

能降耗的目的。同时，优化后该案列企业自备电厂的发电量提高了 2.25%，外购电费用减少了 62 元，外送

电收益增加了 157 元，通过对比优化前后设备的产电数据发现系统主要在谷电期存在外购电，而在峰电期

自发电会增加，在满足产电需求的同时还有一部分电外送，能够根据分时电价调节各时段产电量，制定合

理的电网交易计划，减少运行费用。 

 

图 2  机组运行总效率 

如图 2 表示两套机组总的运行效率，可以直观的看出 B2-TB2 机组的运行效率要高于 B1-TB1 机组。通

过图 3 分析主要原因：首先，B1-TB1 机组和 B2-TB2 机组的中压蒸汽均为固定抽汽且产汽量相同；其次，

低压蒸汽产量 B1-TB1 机组要低于 B2-TB2 机组；最后，产电量 B1-TB1 机组高于 B2-TB2 机组。这就造成

B1-TB1 机组进入汽轮机的蒸汽能量损失要大于 B2-TB2 机组，导致 B1-TB1 机组的运行效率要低于 B2-TB2

机组。通过现场调研的数据，对两套机组的耗量曲线方程进行公式拟合，发现 B1 锅炉的运行效率要高于

B2 锅炉，TB2 汽轮机的汽耗要高于 TB1 机组，这就直接造成两台机组的燃料和负荷分配不均，B1-TB1 机

组多产电和 B2-TB2 机组多产汽更加经济。 

 

图 3  机组的低压蒸汽产量和产电量 

3  结  论 

本文针对钢铁企业自备电厂生产计划调度系统，综合考虑设备的实际运行情况、燃料费用、设备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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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外购电费用以及外送电收益，采用现场调研的数据拟合出机组的耗量特性曲线方程，建立了完善的

生产计划调度模型，并通过 GAMS 软件进行建模求解。从得到的燃料消耗和负荷分配方案可以看出，系统

副产煤气利用率提高，煤耗降低，同时电网交易方案更为合理，经济运行成本降低。 

本文进一步分析经济运行成本降低因素，主要是因为建立的模型综合考虑机组的实际运行情况，实现

不同机组燃料和负荷的合理分配，提高了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副产煤气的利用率，减少了动力煤的消耗，增

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减少能源的浪费。 

符号说明 

 锅炉给水量，t/h 

 锅炉污水排放量，t/h 

 锅炉蒸汽产量，t/h 

 锅炉 bi 在时间段 t 内平均效率，% 

 锅炉 bi 的给水焓值，kJ/kg 

 锅炉 bi 污水排放焓值，kJ/kg 

,max

st

biD  锅炉 bi 产汽上限，t/h 

,min

st

biD  锅炉 bi 产汽下限，t/h 

biZ  锅炉 bi 负荷变化上限，t/h 

,

in

ti tD  汽轮机 ti 在时间段 t 内的主进汽量，t/h 

,

ex

ti tD  汽轮机 ti 在时间段 t 内的抽汽量，t/h 

,

con

ti tD  汽轮机 ti 在时间段 t 内的凝汽量，t/h 

, ,mink tM  第 k 种煤气对锅炉 bi 的供应量下限，km3/h 

, ,maxbi kF  第 k 种煤气对锅炉 bi 的供应量上限，km3/h 

qk 煤气 k 的热值，kJ/m3 

qbi,min 锅炉 bi 消耗混合煤气热值的下限，kJ/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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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节能生产实践 
康  媛，朱世杰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河北 承德 067002） 

 

摘  要：为实现能源的合理利用，高炉先后实施了 TRT 余压发电、热风炉烟气余热利用等节能技术，并对炉顶均

压放散装置和炉前除尘风机运行方式进行改进，提高了能源的回收量和使用效率。同时，通过采取改善入炉原燃料

质量、稳定高炉外围生产条件、低硅钛冶炼、高风温技术和提高煤比等措施实现高炉节能生产。 

关键词：高炉；节能；节能技术；高炉操作 

Blast Furnace Energy Saving Production Practice 

KANG Yuan，ZHU SHi-jie 
(Iron Making Division of Chengde Iron and Steel Company of He Iron and Steel Group, Chengde Hebei 067002) 

Abstract：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energy resources, The TRT and Hot-blast furnace 

flue gas waste heat utilization had been applied to blast furnace。Improved the top of Blast Furnace 

discharge device and dust blower operation mode, Energy recovery and efficiency had improved. 

Meanwhile，Improvied crude fuelquality、Stabilized blast furnace production、adopted Low silicon 

titanium smelting、adopted High-temperature technology and increase PCI rate，blast furnace had realized 

Energy-saving production.  

Key words：blast furnace; energy-saving;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blast furnace operation 

 

现代钢铁联合企业中高炉炼铁工序的能耗占钢铁生产总能耗的 70%以上，在优质、高产、低耗、安全、

长寿的方针指导下，在严峻的市场形势的重压下，降低高炉炼铁工序能耗、节约成本是现阶段各大钢铁企

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随着高炉炼铁技术的发展，高炉节能降耗的空间得到较大的扩展，以某钢铁企业为例，为进一步实现

节能降耗和资源的合理利用，高炉炼铁工序投入了较多的新设备和新工艺，工序能耗不断降低，节能工作

成效显著，实现了高效、低耗的目标，提升了该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实力。 

1 节能技术的应用 

1.1 热风炉烟气余热利用 

热风炉烟气余热利用技术，通过回收热风炉烟道废气显热，预热其他介质，达到能源回收提高能源使

用效率的目的。某钢铁企业热风炉烟气余热利用技术主要应用在三个方面，其一，将部分余热引至职工浴

池，用来预热浴池用水，供日常生活使用；其二，部分余热引至喷煤系统，用以提高升温炉温度，降低混

合煤气消耗，同时对中速磨气体氛围起到保安作用；其三，实现热风炉系统助燃空气和煤气双预热，提高

风温，降低煤气消耗量。 

该企业有数座高炉，其热风炉烟道的烟气温度为 300-400℃，拥有丰富的烟气余热资源，因此，热风炉

系统增加了助燃空气和煤气双预热设备。热风炉助燃空气、煤气预热前后温度对比如下： 

表 1：热风炉助燃空气、煤气预热前后温度对比 

项目 空气预热前温度 煤气预热前温度 空气预热后温度 煤气预热后煤气温度 

温度/℃ 40 60 170 170 

设备稳定运行后，高炉风温提高了 10-20℃，每座高炉每天煤气消耗量降低 10-11 万立方米，创造出可

观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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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推广 TRT 发电技术 

高炉 TRT 发电原理是利用高炉煤气系统设备的透平发电机组（简称 TRT），与调压阀组并联，利用煤

气的压力能和热能进行发电[1]。TRT 发电技术也是炼铁节约能源的有效措施之一。该企业自 2003 年开始兴

建中型高炉，增加了 TRT 发电机组。发展至今，该企业以高炉长周期稳定为前提，降低 TRT 停机率, 保证

设备稳定运行。同时强化高炉操作，通过优化操作制度，稳定中心气流，全风操作，提高煤比等手段提高

TRT 发电量。TRT 发电已实现高炉区域用电自给自足，成为高炉节能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高炉电量消

耗和 TRT 发电量情况见表 2 

表 2：各高炉电量消耗和 TRT 发电量情况 

项目 
TRT 发电量 

kwh/d 

消耗电量 

kwh/d 

差值 

kwh/d 

A 高炉 120000 97000 23000 

B 高炉 270000 220000 50000 

C 高炉 275000 250000 25000 

D 高炉 255000 300000 -45000 

从上表看，除 D 高炉外，其他高炉 TRT 发电量均高于自身用电量，各高炉 TRT 发电总量超出消耗总

量 53000kwh/d，完全实现了高炉系统用电 100%自给自足，高炉动力消耗成本大大降低。 

1.3 料罐均压放散阀处安装煤气回收装置 

该企业中型高炉冶炼过程中热风压力达到 330kpa 以上，由于布料过程中料罐与高炉连通，料罐中存有

一定量的高压煤气，要将炉料顺利从受料斗放入料罐中，必须对料罐中的煤气进行放散排空才实现，这样

就造成了部分高炉煤气的浪费。 

为解决这一问题，该企业自行设计研发了一套安装在料罐均压放散部位的煤气回收装置。该装置对以

前装料过程需要中放散排空的高炉煤气进行了回收，吨铁可回收 5 立方米煤气，该装置在中型高炉上进行

了安装推广，减少了高炉煤气的浪费，实现了节能降耗。 

1.4 优化除尘风机运行方式 

据统计，高炉除尘风机用电量约占高炉总耗电量的 50%以上，是首屈一指的用电大户。为保证除尘效

果，达到环保要求，炉前出铁场的除尘风机为 24 小时不停歇运转方式，除尘风机高功率运行导致高炉电耗

居高不下。要降低电耗，从除尘风机的运行方式上寻找突破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电耗高的问题。 

根据出铁模式和出铁过程中烟尘溢出程度不同，分高炉制定了不同的除尘风机降频方案，降低高炉电

量消耗。 

B、C 高炉采用双场出铁模式进行组织，铁口打开初期，出铁侧除尘风机频率控制在 42-45Hz，不出铁

侧除尘风机频率降至 15-20 Hz。 

A 高炉在铁口和摆动沟区域各设有一台除尘风机，生产组织模式采用单场出铁模式，两次出铁之间有

30-35 分钟的铁间隔，铁间隔期间铁口区域除尘风机降频至 20 Hz，摆动沟区域除尘风机降频至 30 Hz。 

A、B、C 高炉在打开铁口初期除尘风机运行频率控制在 35-40Hz，随着出铁进程的发展，铁流比较稳

定至铁口未来风出现喷溅期间风机运行频率控制在 30Hz，铁口来风后除尘风机停止降频。 

通过优化除尘风机运行方式，实施降频措施以来，高炉耗电量明显降低，B、C 高炉每天节电 1000-

1500kwh，A 高炉每天可节电 3000-4000kwh。 

2  高炉操作节能实践 

2.1 改善原燃料入炉质量，稳定炉况，降低燃料消耗 

精料是高炉稳定的和降低焦比的基础，因此，提高高炉入炉原燃料质量是高炉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原

燃料供应上应认真贯彻精料方针，鉴于目前该企业原燃料供应的现状，完全做到“高、熟、匀、净、小、稳、

熔”七字精料方针有一定的困难。在“匀”和“净”方面，高炉通过调整合理的粒度组成，严控控制机烧矿粒度

小于 5mm 的比例不超过 5%，缩小上下限粒度差，保证平均粒度适合且均匀。同时，强化槽下清筛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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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产时，保证每班将所有振动筛筛底清理一遍，遇到原燃料质量劣化，增加清筛次数，保证清筛效果，

使小粒原燃料做到“净”，减少粉末入炉，提高料柱透气性，增加入炉风量，保证炉况稳定顺行，进而达到降

低燃料消耗的目的。 

2.2 稳定高炉外围生产条件，保证炉况稳定 

炉前操作水平的高低和设备稳定等外围因素直接影响高炉的稳定顺行，高炉只有在稳定顺行的基础上

才能实现节能降耗。稳定设备运行，降低设备休风率对高炉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源消耗意义重大。 

通过加强设备的点检和保养工作，重点设备、重点区域创新管理模式，实行包片到人、包机到人的管

理办法，提高设备运转水平，减少设备故障，有力促进了高炉生产高效节能。 

另一方面优化炉前生产组织，通过做好渣铁沟点检维护、提高炉前操作人员的操作水平、严格按照标

准化作业进行操作、控制合理的出铁过程参数等措施有利保障了炉前工作的顺利进行，及时出净渣铁，保

证炉缸的活跃性，为高炉炉况稳定创造良好的外围条件。 

2.3 采用低硅钛冶炼降低焦比 

资料显示，铁水含硅量每降低 1％。焦比就会下降 4kg/t—5kg/t[2]，因此低硅钛冶炼是一项重要的节能

降耗的措施。通过生产实践，该公司高炉操作技术人员掌握了适合钒钛矿冶炼的低硅钛冶炼技术，在保证

铁水含钒的基础上，物理热控制在 1440℃左右，铁水中硅钛含量稳定在中下限水平，保证炉缸的活跃性，

降低了焦比。 

2.4 采用高风温技术 

高风温是最廉价、利用率最高的能源，据统计，风温在 950℃～1350℃之间时，每提高 100℃，吨铁可

降低焦比 8 kg/t～20 kg/t[3]。因此，在能源紧张的形势下，提高风温对炼铁工序节能降耗极为重要。该公司

在提高风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增加双预热设备、热风炉掺烧转炉煤气、自行研发高效能的陶瓷燃烧

器，增加热风炉座数，优化热风炉操作工艺，采取交叉并联送风的手段，使得高炉风温保证在较高的水平，

高炉能耗大大降低，也为提高煤比创造了条件。 

2.5 优化高炉操作，提高煤比、降低焦比 

富氧喷煤是高炉强化冶炼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高炉节能降耗的主要措施，采取高富氧率与高风温相

结合的方式，控制合理的理论燃烧温度，为高炉大喷煤降低焦比创造了条件。高炉操作方面以稳为主，在

炉况稳定的基础上，完善多环布料技术，缓解了大喷煤导致的透气性指数降低的问题。积极探索上部装料

制度与下部送风制度的匹配情况，控制合理的边缘和中心气流分布，确保高炉长期稳定顺行。为高炉大喷

煤提供了技术支撑。目前。该公司小型高炉煤比达到 170kg/t 以上，中型高炉煤比基本稳定在 140kg/t 以上，

节焦效果明显。 

3  结  语 

该公司高炉通过近几年来的节能技术的应用和操作技术的进步，不同级别的高炉焦比降低 10-20kg/t 不

等，二次能源回收率也明显挺高，节能降耗效果显著。降低能耗，节约资源是钢铁工业永恒的课题之一，

该公司会继续对能源科学管理，走技术进步之路，不断研究开发节能新项目，使炼铁工序由耗能大户变为

节能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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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铁废弃物料的回收与利用 
赵  刚，隋孝利，钟  闯，苗慧源 

（河钢承钢，河北 承德 067002） 

 

摘  要：对高炉瓦斯矿、氧化铁皮、钢渣、中颗粒泥、尾渣、除尘灰等含铁废弃物进行研究，利用我厂的主体配矿

结构，通过“烧结杯”实验确定不同杂料配比的实验室数据、工艺参数及质量指标。试验过程中摸索每个方案的垂

直烧结速度、成品率、强度指标等进行对比分析。摸索出最佳的杂料配加比例，并制定相应的操作制度，最终实现

二次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 

关键词：瓦斯矿；除尘灰；氧化铁皮；烧结杯；回收利用 

The Recycling and Utilization of Iron Waste Materials  

Zhao Gang, Sui Xiao-li, Zhong Chuang 
(Iron Making Division of Chengde Iron and Steel Company of He Iron and Steel Group, Chengde Hebei 067002) 

Abstract：Mining, iron oxide, steel slag of blast furnace gas and particles in mud, tailings, dust and other 

iron waste, use our main ore matching structure, through the sintering cup "test to determine the laboratory 

data of different ratio of sundries, process parameters and quality index. In the experiment, the vertical 

sintering rate, yield and strength index of each scheme were analyzed. The optimal mix and proportion of 

mixed materials are found, the corresponding operating system is developed, and the efficient recycling of 

secondary resources is finally realized.  

Key words：gas mine; Dust; Tin oxide; The sintering cup; recycling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金属材料的需求不断扩大，急剧膨胀的消费引发了资源、能源和环境等

各方面的严重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二次资源进行循环利用研

究，开发二次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技术，开展对高炉瓦斯矿、除尘灰、氧化铁皮等废弃物的综合回收利用，

不仅可以使宝贵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还可以实现企业的降本增效目标，同时减轻对环境的污染，也是

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我国钢铁产量的日益增长，高炉瓦斯矿、除尘灰、氧化铁皮等废弃物的产量也逐年增加，目前各

种含铁废弃物总量每年约 3000 万吨。就我厂而言，年产瓦斯矿、除尘灰、氧化铁皮等含铁废弃物料共约 18

万吨。 

目前，国内外对各种含铁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方法大致如下：①将高炉瓦斯矿、除尘灰与氧化铁皮等含

铁废弃物返回烧结参与配料；②除尘灰通过处理造球后参与烧结配料；③将氧化铁皮与除尘灰焙烧为金属

化球团或冷固结球团；④高炉瓦斯矿经过选矿工艺获得铁精粉；⑤高炉瓦斯矿通过处理提取铟、锌、碳等；

⑥其他方面的回收利用。 

根据公司降本增效的要求，同时为了实现二次资源的综合利用，减小对环境的污染，研究高炉瓦斯矿、

氧化铁皮、除尘灰等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技术，通过实验摸索出不同含铁废料的烧结基础特性，在此基础上

对烧结机原料进行合理配矿。 

目前，国内各钢铁企业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炼钢污泥、钢渣、瓦斯矿、球团返矿、除尘灰等具

有一定品位的含铁物料都进行回收利用，利用的方式大部分是配加到烧结混合料中参加烧结，既可代替一

定比例的铁精粉从而降低烧结矿生产成本又可达到减少外排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2]。大部分钢厂的烧结机

都采用了这种方式，而且配加量达到 75kg/t 左右，已形成了良性闭路循环。基于配加杂料可降低成本及节

能减排这两点，对高炉瓦斯矿、氧化铁皮、钢渣、中颗粒泥、尾渣、除尘灰等废弃物进行研究，在烧结机

配加进行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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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内容及技术思路 

2.1 研究内容 

1）通过“烧结杯”实验确定不同杂料配比（6%—9%）的实验室数据、工艺参数及质量指标。试验过

程中摸索每个方案的垂直烧结速度、成品率、强度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2）将实验室方案应用于工业生产中。主要关注杂料的配比对烧结负压、终点温度、混合料水分及成品

矿转鼓强度、产量的影响。 

3）工业生产中，在确保烧结矿质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现场摸索并优化烧结工艺操作制度。 

随着原料结构的变化，势必引起与之相适应的烧结工艺、技术的变化，最后确定出不同杂料配比的相

应的操作制度[1]，针对原料结构的变化，采取应对措施，从烧结工艺、技术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2.2 具体思路 

虽然配加杂料既可降低成本又可节能减排，但一方面，杂料成分、粒度不稳定，配比小，下料量不均

匀，影响烧结矿品位和碱度的稳定；另一方面，钢渣、瓦斯矿、球团返矿、除尘灰等杂料亲水性差，不利

于混合料成球，导致烧结料层透气性变差，对烧结矿产量和强度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产量和强度指标的

提高。针对这一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研究以达到提高烧结矿产量及强度的目的。 

1）研究配加杂料后改善混合料成球性的措施。 

2）研究配加杂料后烧结透气性降低的对策。 

3）确定不同杂料配比的混合料水分最佳区间。 

4）研究控制适宜的烧结操作制度。 

2  试验和实施方案 

1）通过“烧结杯”实验确定不同杂料配比（6%-9%）的实验室数据、工艺参数及质量指标。试验过程

中摸索每个方案的垂直烧结速度、成品率、强度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2）将实验室方案应用于工业生产中。主要关注杂料的配比对烧结负压、终点温度、混合料水分及成品

矿转鼓强度、产量的影响。 

3）工业生产中，在确保烧结矿质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现场摸索并优化烧结工艺操作制度。 

随着原料结构的变化，势必引起与之相适应的烧结工艺、技术的变化，最后确定出不同杂料配比的相

应的操作制度，针对原料结构的变化，采取应对措施，从烧结工艺、技术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3  研究结果及分析 

表 1  单种杂料成分检测 

物料名称 
TFe V2O5 SiO2 CaO Al2O3 

% % % % % 

瓦斯矿 46.50 0.25 5.30 5.60 3.20 

氧化铁皮 67.79 0.10 2.10 0.60 1.10 

钢渣面 17.87 1.75 12.95 35.02 4.53 

炼钢污泥 60.27 0.25 1.80 8.09 0.59 

除尘灰 59.76 0.58 4.66 1.48 2.44 

尾渣 34.76 0.61 20.19 2.43 1.18 

炼钢除尘灰 58.92 0.19 2.09 12.44 1.24 

球面 58.04 0.48 3.30 3.00 2.00 

2）进行“烧结杯”实验室试验。共五种方案，杂料配比分别为 6%、7%、7.5%、8%、9%。记录不同

方案的工艺参数，对比分析不同杂料配比的垂直烧结速度、成品率、强度指标，确定实验室操作制度。在

烧结杯实验过程中，以钒钛矿主体配矿结构为基础，分别配加 6%、7%、7.5%、8%、9%杂料。各种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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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数据如下表-1。 

表 2  实验室试验数据 

混料配比% 工艺参数 

本地 

粉1 
外粉1 

本地

粉2 
外粉2 外粉3 外粉4 杂料 

垂速 

mm/min 

成品率 

% 

转鼓 

% 

系数 

t/㎡.h 

燃耗 

Kg/t 

50 25 5 5 5 10 6 14.62 77.7 67 1.37 56.97 

50 25 5 5 5 10 6 15.61 73.5 70 1.44 52.83 

49 25 5 5 5 10 7 13.77 74.7 69 1.22 54.94 

49 25 5 5 5 10 7 16.35 77.24 67 1.28 53.76 

48.5 25 5 5 5 10 7.5 15.86 78.3 66 1.24 54.55 

48.5 25 5 5 5 10 7.5 15.25 75.36 66 1.32 53.26 

48 25 5 5 5 10 8 14.11 74.26 63 1.12 55.26 

48 25 5 5 5 10 8 14.85 75.65 61 1.19 54.32 

47 25 5 5 5 10 9 14.35 73.56 62 1.21 56.32 

47 25 5 5 5 10 9 13.26 73.94 64 1.09 56.77 

从以上实验数据可以看出，在原料结构基本相同，杂料配比不同的情况下，对试验结构分析如下： 

①随着杂料配比的不断提高，垂直烧结速度及利用系数持续降低，燃耗变化幅度较小； 

②当杂料配比为由 6%提高至 7.5%时，转鼓指数略有降低，但仍可满足生产的需要； 

③杂料配比不断提高过程中，烧结矿质量呈下降趋势，当杂料配比 7.5%时，烧结机垂直烧结速度及转

鼓指数等均可满足生产需要，随着杂料配比的再次提高，烧结矿质量下降幅度明显提高。 

综上所述，为提高杂料消耗量，降低烧结矿成本，保证烧结矿质量，杂料最佳配比为 7%-8%。 

3）现场工业试验。在实验室试验结束后进行，同样为几种方案，杂料配比分别为 6%-9%，原料结构和

实验室试验相近。记录不同方案的工艺参数，对比分析不同杂料配比的混合料粒度组成、垂直烧结速度、

烟道负压、烟道温度、成品率、强度指标。现场工业试验的数据如下表-2。 

表 3  现场工业试验数据 

杂料配比 

% 

二混后-3mm比例 

% 

垂速 

mm/min 

烟道负压 

Kpa 

烟道温度 

℃ 

成品率 

% 

转鼓指数 

% 

6 39.6 15.87 14.6 172 87.98 78.36 

7 40.24 14.89 15.2 169 86.11 77.81 

7.5 43.23 14.56 15.6 160 86.53 77.63 

8 41.86 13.36 16.2 156 85.69 76.82 

9 44.06 11.64 16.9 151 85.03 76.24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杂料配比在 6%时，二混后-3mm 比例略偏低、垂直烧结速度、烟道负压、成品

率、转鼓指数均较好，随着杂料配比的提高，上述指标及参数呈下降趋势，当杂料配比为 7.5%时，主要工

艺参数良好，转鼓指数 77.63%，满足生产需要，当杂料提高至 8%、9%时，垂直烧结速度明显降低，烟道

温度偏低，转鼓指数降低至 77%以下。 

根据工业试验数据，杂料配比应稳定在 7%-8%。 

4）在保证烧结矿质量的前提下兼顾烧结矿成本，确定现场工业试验最优方案及相应合理的烧结工艺制

度及技术措施。合适的杂料配比应不影响烧结矿质量同时又能降低精粉消耗。同时，现场采取有效措施减

小杂料对混合料成球性的负面影响。 

根据实验室试验和工业试验结果，确定合适的杂料配比为 7%-8%。为了降低杂料对料层透气性的不利

影响，采取了以下措施： 

①根据瓦斯矿日拉运量，当期产生的所有杂料全部进行造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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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因钢渣和瓦斯矿亲水性差且有害元素含量多，故控制钢渣在铁料中配比不得大于 2%，瓦斯矿在杂料

中配比小于 20%； 

③确定合理的原料结构。因杂料对混合料成球不利，所以在配料过程中应根据各种含铁原料的物理化

学性能合理搭配使用本地钒粉和外矿（粗粉）并确定合适的配比，减小杂料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借助烧结

杯实验来完成，目前已形成普通粉比例 30%左右，外矿粉 20%左右，部分杂料等低价料，其他为本地钒粉

的主体原料结构； 

④熔剂提前打水消化，提高料温，强化混合料成球；另外在配料增加流量计，使打水量稳定并连续，

稳定原料的初始水分； 

⑤控制合适的水分区间。根据原料结构变化，利用两个班次摸索并确定合适的混合料水分区间，二混

岗位每小时检测一次混合料水分，提高水分稳定率； 

⑥在配料室配置水箱，将蒸汽打进水箱，利用蒸汽提高水温从而提高料温；同时将主机矿槽料位控制

可控的料位范围内，充分利用蒸汽预热混合料； 

⑦将污泥搅拌池通入蒸汽，提高污泥温度最终达到提高混合料温度的目的； 

⑧炼钢除尘灰罐车输送至烧结机配料斗，与自身除尘灰共同配加，日耗量 140 吨左右。 

4  工艺技术改进要点 

1）根据单种杂料的理化性能及烧结性能，确定单种杂料的配加原则；在当前主体配矿结构条件下，杂

料适宜配比为 7%-8%； 

2）为降低杂料对烧结过程的影响，利用蒸汽提高配料打水温度及污泥池通入蒸汽提高污泥温度从而提

高混合料温度，优化原料结构，改进工艺操作。 

5  结  论 

通过试验研究，结合烧结机生产实践，确定烧结机适宜的杂料配比为 7%-8%，并已推广在我厂所有烧

结机进行配加，2016 年杂料累计消耗吨铁 99.8kg，并通过改进工艺操作，降低配加杂料对烧结过程的影响，

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实现了二次资源进行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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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承钢能源综合利用发电提效的实践 
李银河，李建国，王海英 

（河钢承钢 设备管理部，河北 承德 067002） 

 

摘  要：以精细管理和技术进步为抓手，以提高企业自发电比例为目标，通过对标先进，充分挖掘企业在能源高效

使用和余热余能高效回收利用的潜力，实现系统节能，降低网购电费。 

关键词：精细管理；技术进步；自发电比例；节能  

The 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energ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ower generation steel bearing steel River 

Li Yin-he, Li Jian-guo, Wang Hai-ying 

(Department of equipment management. Chengde 067002.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Yin-he, E-mail: 

xx_js_liyh@cdvt.com.cn) 

Abstract: the fine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improve the enterprise 

self generating ratio as the goal, through benchmarking advanced enterprises can fully tap the potential in 

energy efficient recycling and efficient use of waste heat, system energy saving, reduce electricity online 

shopping. 

Key words: fine management; technical progress; self generating ratio; energy saving 

 

公司铁前工序配有 3×360m2＋1×360m2 烧结机 4 台、3×2500m3＋1×1260 m3＋2×450 m3 高炉 7

座，炼钢工序配有 3×150t＋3×120t＋3×100t 炼钢与提钒转炉 9 座，轧钢工序 7 条轧钢生产线配有 9 座加

热炉。 

1  发电提效总体思路 

以发电提效为中心，系统平衡煤气、蒸汽使用，优化设备配置，提高公司自发电比例。挖掘煤气回收

和使用端节能潜力，置换和节约煤气；逐步建设并运行 260 吨高温高压锅炉及 60MW 发电机组 、150 吨高

温高压锅炉及 40MW 发电机组、220 吨超高压锅炉及 70MW 发电机组，实现公司自发电水平上台阶。 

在管理节能方面，重要耗能单元开展班组间、炉际间对标与竞赛，向指标好的标杆学习，快速提升能

源回收指标，降低能源消耗指标；强化钢轧工序生产的计划衔接，提高热送温度与热装率；系统平衡，全

面优化企业各种副产煤气回收与使用。 

在结构节能方面，大型和高效机组满负荷运行，提高大型用能设备如 360 平烧结机、2500m3 高炉、4

万 m3/h 制氧机组、高压和超高压锅炉及发电机组的利用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在技术节能方面，高炉热风炉、热力锅炉实施自动燃烧控制技术，轧钢加热炉实施黑体辐射节能技术

和烟气余热回收利用技术，热力锅炉实施节能喷涂等技术，先后建设 260 吨高温高压锅炉及配套 60MW 发

电机组 、150 吨高温高压锅炉及配套 40MW 发电机组、220 吨超高压锅炉及配套 70MW 发电机组，提高蒸

汽利用效率，使公司自发电比例逐年提高。 

2  发电提效项目实施 

2.1 煤气回收和使用系统平衡 

2.1.1 提高高炉、转炉煤气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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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煤气小时回收量受高炉产量影响，通过富氧鼓风，可有效提高喷煤比和增加产量，富氧每提高 1%，

可增加产量 3%-4%。通过开展提高 3#、4#、5#三座 2500m3 大高炉富氧率攻关，富氧率达 4%以上，日产铁

增加提高 1000 吨，高炉煤气增加 7 万 m3/h。 

转炉煤气回收受回收设备、回收条件、操作水平等因素影响，通过改变回收条件、提高岗位操作水平

和实行降罩操作，提高转炉煤气回收的质与量。 

回收条件设定为 CO≥5%和 O2≤2%；改进吹炼和回收操作，回收时间由原来 8 分钟延长至 11 分钟；

实施降罩措施，防止空气吸入造成二次燃烧而降低品质；同步实施半钢冶炼过程中的煤气回收攻关。实现

转炉煤气回收量达到 115m3/t，提高了 29m3/t 钢，并将热值稳定在 1350×4.18KJ/m3 以上。 

2.1.2 降低炉窑煤气节约 

高炉热风炉应用自动燃烧控制技术和热风炉空、煤气双预热技术。热风炉自动燃烧控制技术的实施，

实现助燃空气和煤气用量实时自动调节，提高燃烧效率，降低高炉煤气消耗 4.8 万 m3/h；热风炉实施空、

煤气预热技术，回收利用烟气余热，降低了烟气排烟温度，节省降低煤气消耗 1.8 万 m3/h。 

轧钢生产强化铸坯到轧钢的衔接，强化直装坯料管理，提高热送温度和热装热率，节约轧钢加热炉煤

气 1.8 万 m3/h；加热炉实施黑体辐射节能技术，节能率在 5%以上。 

热力锅炉实施智能烧炉控制技术，实现节能 1.5%以上，单座锅炉节省高炉煤气 3000m3/h 以上。锅炉

冷却壁喷涂节能涂料，显着提高炉膛内的吸热效果，降低排烟温度，实现节能 3%以上，节省高炉煤气

5000m3/h。 

2.2 系统平衡煤气回收与使用 

平衡煤气回收与使用以“极限回收、杜绝放散、能级匹配、高效转化、节约使用”为原则。 

2.2.1 高炉煤气系统平衡 

各用户正常使用时，高炉煤气较稳定，管网压力控制在 7-8kPa。高炉煤气压力波动诱因，一种是供应

端高炉休风而使用端用户不减，管网压力会降低至 5-6kPa；另一种是供应端不变而使用端大用户检修，管

网压力升高至 10-15kPa；其余管网波动情况均是上两种情况组合或变化而来。高炉煤气管网压力太低或太

高均会导致炉窑燃烧效率降低和能源的浪费，通过规范煤气系统平衡机制，实时调度煤气使用，充分发挥

锅炉的调节能力，逐步杜绝煤气放散，高炉煤气放散率由 0.24%降低至 0.01%以下。 

2.2.2转炉煤气系统平衡 

开发转炉煤气专烧和掺烧用户，逐步开发了正桥石灰窑、轧钢三棒和二高线转炉煤气专用户、1#、5#

高炉热风炉掺烧用户和热力高压、超高压锅炉等调节用户，转炉煤气用户的开发和使用优化，提高了转炉

煤气回收量和利用效率，杜绝了煤气放散。 

2.2.3 混合煤气系统平衡 

混合煤气为高炉、焦炉煤气混合而成，因焦炉煤气和混合煤气的用量变化，掺混比例随时变化，造成

煤气热值波动较大，热值在（2100～3500）×4.18KJ/m3 范围波动，热值波动时，岗位调节不及时，工业炉

窑煤气用户操作人员凭经验操作，势必造成供风量过剩和配风不足，当供风过剩时，多余的空气不参加燃

烧还会带走部分有效热量使炉温下降，造成燃料消耗增加；当供风量不足时，燃料由于缺氧而不能完全燃

烧，造成燃料不完全燃烧热损失而冒黑烟，浪费燃料且污染环境。 

开发热力 220 吨超高压锅炉作为调节用户伴烧焦炉煤气，固定高炉和焦炉煤气的掺混比例，稳定混合

煤气热值稳定在（2000～2400）×4.18KJ/m3，保证了使用混合煤气炉窑的燃烧效果，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2.2.4 余热回收生产蒸汽并优化使用 

低热量余热回收，采用先进余热利用技术，实现了钒化工脱氨塔废水、烧结烟道、加热炉尾气中低热

量余热回收，替代低压取暖蒸汽和作为余热机组补汽，减少脱氨系统从锅炉发电机组抽汽 60%。 

烧结机烟道废气余热回收，烧结机烟道废气高温段 230-400℃，在烟道直接安装热管换热器，产生压力

为 1.3-1.5MPa、温度 180-210℃的余热蒸汽，作为环冷余热回收发电系统的补汽，提高烧结机发电机组效率。 

热轧卷板加热炉尾气余热回收，热轧加热炉采用的常规与蓄热组合燃烧技术，部分燃烧废气未经蓄热

室进行热交换回收余热，该部分尾气温度 560-630℃，热量损失较大，通过在炉尾烟道安装余热锅炉，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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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度降至 120℃以下，生产压力为 1.0-1.2MPa、温度 240-250℃的过热蒸汽，用作西地饱和蒸汽机组的补

汽，提高了饱和蒸汽机组的负荷和效率。 

烧结环冷密封改造，烧结机环冷密封性直接关系到余热回收效果和发电量的高低，原密封方式为钢性

毛刷密封，钢性毛刷极易变形或脱落，导致上部冷风吸入，下部热风外溢 ，360m2 烧结机采用自调式柔性

环冷密封装置，柔性密封材料为废旧运输带，同时强化密封管理与维护，降低漏风率，减少了热损失,提高

了余热机组的发电负荷。提效效果见下图 1： 

 

图 1 山上机组负荷提效趋势图 

热轧卷板轧钢加热炉余热蒸汽回收系统提压运行，生产的蒸汽并入饱和蒸汽发电机组，为机组补充蒸

汽，提高饱和蒸汽发电机组负荷，到饱和蒸汽发电机前压力为 0.7～0.9Mpa，为饱和蒸汽机组补汽 12t/h，

提高日发电量 3.6 万 kwh。 

2.3 热力发电系统优化 

随着 60MW 和 40MW 高温高压机组、70MW 超高压机组相继稳定运行，机组提效条件具备，通过煤

气平衡调度研究、机组高效调试，公司机组套开模式由原来的中压模式提高到超高压、高压模式，优先保

证 70MW 超高压机组、60MW 和 40MW 高温高压机组满负荷运行，建立和优化热电机组高效运行模型，

降低中压系统发电比例，提高发电系统效率。机组汽耗对比见下图 2： 

 

图 2 机组汽耗对比图 

热电机组高效运行模型：70MW→60MW→40MW→35MW→25MW，机组套开提效过程见下图 3： 

山上机组负荷提效趋势图（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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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热电机组提效示意图 

3  能源综合利用发电提效取得的成效 

1）以发电提效为核心，优化煤气回收和使用结构，实现煤气能源梯级利用基础上，最大限度节约出富

余煤气用于发电；更新提升热力系统设备，实施最优锅炉运行模式，提高热力机组发电效率。 

2）引入先进的炉窑节能技术，采用成熟、经济的炉窑节能手段，降低炉窑煤气消耗，提高燃烧效率。 

3）引入余热余能回收新技术，最大限度的回收中、低温余热，提高了企业余热余能利用效率，利用余

热产生蒸汽替代了锅炉供气。 

4）实现了机组套开模式的提高，以超高压机组、高压机组机组为主的运行模式，超高压机组热效率高

于高温高压机组，更高于中温中压机组，提高了蒸汽利用效率。 

5）公司能源利用水平显著提高，改善了生产经营状况，提升了公司行业知名度，锻炼了节能技术队伍，

推进了节能技术进步，为公司能源综合利用进一步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 

4  结  语 

随着科技的进步，设备能源效率会持续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提效工作需要持续开展，形成的煤气、蒸

汽系统优化和机组联动调整综合节能策略，会使企业能源综合利用提效工作更科学、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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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唐钢 1700 线加热炉节能改造实践 
丁国伟 

（河钢唐钢热轧部 063016） 

 

摘  要：通过对河钢唐钢热轧部 1700 线加热炉的技术改造，重新调整两座加热炉的供热负荷、工艺参数，采用新

型的挡砖，实现加热炉的一级自动燃烧控制，与改造前相比，吨钢煤气消耗下降了 25%，加热质量得到改善，氧化

烧损进一步降低，为其它加热炉的技术改造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冷轧复合；复合箔；压下率；抗下垂性；退火 

Energy Saving Reform of 1700 HSM Reheating Furnaces in Hesteel 
Tangsteel  

Ding Guo-wei  

(Hot Mill Plant of Hesteel Tangsteel 063016) 

Abstract：Introduce the reform of the regenerative reheating furnaces of 1700 HSM in hot mill plant of 

Hesteel Tangsteel. Re-adjust the gas supply of the two furnaces, and determination the technology 

parameters of the two furnaces. Use new type barriers, apply the level 1 combustion system. Compared 

with the old one, the gas consumption of per ton steel is reduced by 25%, and improve heating quality and 

to make scale losses down. This project supplies referential experience for the other regenerative furnac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cold-rolling cladding; composite foil; percentage reduction; sagging resistance; annealing 

 

河钢唐钢热轧部 1700 热轧宽带钢生产线于 2005 年底建成投产，设计年产量为 325 万吨，配备两座空

煤气双蓄热步进式加热炉，加热炉采用高炉煤气和混合煤气做燃料，燃烧控制方式采用全分散控制。 

两座加热炉投产后均出现了包括设备事故多，出炉板坯温差大，氧化烧损高、加热炉无法实现自动燃

烧等一系列问题，随后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分别对两座加热炉重新改进，将 72 组小烧嘴改成 40 组大烧嘴，

全分散燃烧控制改成了 3 段集中换向控制。改进后，加热炉的状况得到改善，保证了 1700 轧线的稳定生

产。在 2012 年，为增强 1700 线生产灵活性，公司对两座加热炉的燃料重新进行了调整，1#加热炉燃料采

用南区 4#高炉所产高炉煤气，2#加热炉采用转炉煤气，两座加热炉的炉型结构完全相同，但燃料却完全不

同，这在国内热轧生产线是不多见的。因此两座加热炉具有不同的热工特性，加热炉的能耗偏高，对轧钢

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此，唐钢于 2015 年 4 月对两座加热炉实施了综合节能技术改造。 

1  改造主要内容 

为减少加热炉改造投资，本次改造只对加热炉燃烧系统中的空煤气管道、三通阀换向进行重新布置，

实现加热炉一级自动燃烧控制，并对加热炉的工艺操作进行优化。加热炉主要技术参数见下表 1。 

表 1 1700 线加热炉的主要技术参数 

序号 名称 内容及参数值 

1 加热炉类型 步进梁式加热炉 

2 炉子用途 板坯轧制前加热 

3 加热钢种 冷轧基料 80%，其余为 S400、汽车大梁钢及一些品种钢 

4 板坯规格 150x15000x860～1550 

5 标准板坯 150x15000x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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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板坯装炉温度 600～700℃，热装比 90% 

7 加热炉有效尺寸 27760x15800mm 

8 加热炉产量 热装 350t/h，冷装 250t/h 

9 燃料 1#炉高炉煤气/2#炉转炉煤气 

10 烧嘴类型 空煤气双蓄热 

1.1 优化加热炉加热工艺制度 

加热炉的加热工艺制度，包括炉温制度、炉压制度及炉子供热制度等几个方面。 

1.1.1 加热炉炉温制度 

热轧部 1700 线加热炉有效长度只有 27.76 米，而设计产量则高达 350t/h，常规的三段式加热工艺很难

满足这种炉型的需要，此次改进的加热工艺采取强化预热，弱化加热的新工艺，提高第一加热段的供热负

荷和温度，适当降低第二加热段和均热段的热负荷，实际应用情况表明，将第一加热段温度由 900～1000℃

提高到 1050～1150℃时效果良好。 

该工艺制度要求加热炉的炉温沿炉长方向保持恒定，使炉温与钢料之间在该炉温条件下，具有最大的

平均辐射温压以提高加热速度[1]。 

这种加热工艺操作灵活，可以采用正常加热和强化加热两种热制度，当产量要求不高时，降低第一加

热段供热负荷，第一加热段上、下不开或只少量供热，单位有效炉底面积产量为 550～650kg/m2.h，强化加

热时，第二上、下的供热比例可达 50%以上，单位有效炉底面积产量可达 850～950kg/m2.h。 

1.1.1 加热炉炉温制度 

加热炉内炉压影响钢坯加热速度和加热质量，也影响着燃料利用好坏，特别是炉子出料端（均热段）

处的炉膛压力尤为重要。 

加热炉炉膛压力原始设计控制值为 0～10Pa，但在实际生产中按照此压力范围控制，加热炉炉头处于

吸冷风状态。最终两座加热炉炉膛压力按照 30±10Pa 进行控制，使加热炉出料炉门处微微冒火，避免加热

炉出料端吸冷风。 

保持炉压的措施包括： 

1)对原有的两位三通阀进行改进，实行分段切断方式的换向，解决换向瞬间的压力波动，在操作中一般

压力波动在 10Pa。 

2)保留蓄热式烧嘴的蓄热能力。保留足够的蓄热体装载量，避免蓄热式烧嘴排烟温度过高而影响炉压

的正常控制。 

3)投入燃烧自动运行，实现炉膛压力自动调节 

1.2 调整两座加热炉的供热负荷分配 

1.2.1 调整加热炉设计产量 

河钢唐钢 1700 线最初的设计产量为 325 万 t/a，配套加热炉的设计产量为热装 350t/h，冷装 250t/h，热

装时加热炉的有效炉底强度高达 838kg/m2．h，冷装时加热炉的炉底强度也达到 600kg/m2．h，属于强化型

加热型加热炉，其特点是烧嘴供热能力大，对钢坯进行强化加热，这种加热炉必须配备可靠的热回收装置，

否则就会降低加热炉的热效率，造成能源的浪费。 

但是，受连铸拉速、轧机能力、品种等因素的影响，1700 线实际的年产量只有 250 万吨左右，并未达

到加热炉最初设计的 325 万吨的年产量，加热炉设计的供热能力超实际所需的供热能力，原设计一座加热

炉的高炉煤气最大使用量为 13 万立米/小时，但是在实际生产中，1700 线双炉煤气处于峰值时，高炉煤气

的使用量才达到 13 万立米/小时。 

加热炉的产量必须与连铸、轧机相配套，设计产量过低或高都会影响轧机能力的发挥和加热炉能源的

浪费，因此要根据加热炉的实际运行情况，对加热炉的产量进行调整。 

轧机年产量按 250 万吨计算，连铸坯热装在 85%以上，热装温度≥650℃，同时预留 20%的加热能力，

则加热炉的实际产量见下表 2： 

按照两座加热炉之间的干扰系数为 0.75，同时加热炉预留 20%的富余能力，则加热炉最佳能力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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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吨/小时，而冷装能力为热装能力的 75%，因此加热炉的冷装产量应为：226t/h。 

表 2 加热炉实际产量计算 

日历时间,h 工作制度 
大修/检修时

间,h 

换辊/事故时

间,h 

年生产时

间,h 
作业率,% 

平均机时产

量,t/h 
年产量,万 t 

8760 
三班连续工作

制 
1056 920 6784 77.5 368 250 

调整后，加热炉热装时的 718kg/m2．h，冷装时加热炉的炉底强度达到 541kg/m2．h，完全满足 1700 线

实际需要。 

与之前相比，加热炉的设计产量下降了 14%，需要对两座加热炉的燃烧系统及加热工艺制度也要做相

应调整。 

1.2.2 现有加热炉供热负荷分配 

原设计两座加热炉的炉型结构相同，有效尺寸为 27.76×15.8 米，分成第一加热段、第二加热段和均热

段三个温度区域和 6 个燃烧控制段，分别为：第一加热段上、下，第二加热段上、下，均热段上、下。设

计供热负荷为一加 38%，二加 42%、均热 20%，总供热负荷为 100%，其中上部供热占 45%，下部供热占

55%。但 1#加热炉自 2009 年改成全高炉煤气后，三段实际的供热负荷分别是一加 30%，二加 60%、均热

10%，2#加热炉燃料自 2012 年改为混合煤气后，三段实际的供热负荷分别是一加 50%，二加 40%、均热

10%。 

1#加热炉各段烧嘴配置如下： 

第一加热段上：每侧 3 组，两侧共 6 组烧嘴； 

第一加热段下：每侧 3 组，两侧共 6 组烧嘴； 

第二加热段上：每侧 5 组，两侧共 10 组烧嘴； 

第二加热段下：每侧 5 组，两侧共 10 组烧嘴； 

均热段上：每侧 2 组，两侧共 4 组烧嘴； 

均热段下：每侧 2 组，两侧共 4 组烧嘴。 

2#加热炉各段烧嘴配置如下： 

第一加热段上：每侧 3 组，两侧共 6 组烧嘴； 

第一加热段下：每侧 3 组，两侧共 6 组烧嘴； 

第二加热段上：每侧 4 组，两侧共 8 组烧嘴； 

第二加热段下：每侧 4 组，两侧共 8 组烧嘴； 

均热段上：每侧 3 组，两侧共 6 组烧嘴； 

均热段下：每侧 3 组，两侧共 6 组烧嘴。 

两座加热炉的烧嘴形式都采用左右交叉布置结构，每个烧嘴两个喷口交叉布置，分别与相邻烧嘴的喷

口形成一组烧嘴，每段烧嘴的两端分别是空、煤气单喷口，全炉共设 80 个烧嘴。 

1.2.3 现有供热方式存在问题 

1）1#加热炉各段的供热能力不均衡，改成高炉煤气后，第一加热段能力不足，完全依靠第二加热段进

行强化加热，而均热段只有两组烧嘴，能力偏小，也达不到板坯均热的作用，岗位工通过均热段烧嘴的开

启与关闭，实现板坯的均温作用。 

2）2#加热炉的状况与 1#炉相反，在 2012 年加热炉改成燃用混合煤气之后，第二加热段和均热段能力

不足，额定负荷下均热段的火焰长度只有 5 米左右，达不到加热炉中心位置，造成板坯沿长度方向两端高，

中间低的状况。 

3）两座加热炉在每个燃烧段末端的烧嘴设立单喷口，将烧嘴能力减少一半，最初设计的目的是减少煤

气的不完全燃烧，但是却使得加热炉内出现了低温区，出现板坯宽度方向上的温度不均等缺陷。 

4）由于加热炉全部为手动操作，各段供热负荷能够随意调整，不利于实现标准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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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一段上下两段采用分段控制，容易发生抽吸现象，即上下层烧嘴在燃烧与排烟两种状态时，会发

生燃烧喷出的气流会被同侧的烧嘴抽走。 

1.2.4 对现有供热方式的原因分析 

在棒线加热炉上，空煤气的双蓄热燃烧技术充分体现了节能、高效的优势，但是在大型的热轧带钢加

热炉上，蓄热式燃烧的使用效果并不理想，而且热轧部 1700 线两座加热炉分别使用不同种类的煤气，难度

更大。热轧部 1700 线使用的高、转炉煤气成分及主要特性见下表 3。 

表 3 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的成分 

煤气种类 H2，% CO，% CH4，% CO2，% N2，% 低发热量，KJ/Nm3 

高炉煤气 1.2 22.6 0.6 17.4 58.2 3121 

转炉煤气 0 50.34 0 9.24 40.42 6205 

空气过剩系数为 1.05 时，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蓄热状态下燃烧特性参数见下表 4。 

表 4 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的燃烧特性 

煤气种类 空气量 Ln,m3/m3 烟气量 Vn，m3/m3 理论燃烧温度，℃ 实际燃烧温度，℃ 

高炉煤气 0.655 1.54 2468 1727 

转炉煤气 1.2585 1.9994 3102 2171 

对于大型的蓄热式板坯加热炉来说，由于蓄热式烧嘴全部布置在炉膛两侧，炉膛宽，火焰组织难，很

容易发生出炉板坯长度方向温度不均的问题。经实际检测 1700 线两座加热炉精轧入口 FET，曲线中间温度

低于头尾温度且温差较大，相差 30～50℃，最高 60～70℃。下图 1～图 2 为实测精轧入口 FET 温度。 

        

图 1  1#炉出炉温度                                 图 2  2#炉出炉板坯温度 

原加热炉设计采用的是大喷口，小流速方式，两座加热炉空气和煤气烧嘴之间的夹角分别为 60°和 40°，

从上面的模拟和实际运行中，发现对于炉宽达到 15.8 米的加热炉来说，现有的喷口夹角不能实现高温煤气

与高温空气达到混合。 

1.2.5 现有供热方式的调整 

1）将原来的六段控制改成 4 段控制，即第一加热段、第二加热段、上均热段和下均热段。调整烧嘴供

热能力，取消单双喷口的设置，使二者的供热负荷趋于一致。 

2）改进蓄热式烧嘴喷口结构 

蓄热式燃烧技术的核心技术之一就是烧嘴的喷口形状、角度，其基本要求如下： 

①空气、煤气喷口距离合适，交角合适。第一要满足火焰组织良好，不会产生不完全燃烧现象；第二

是满足火焰平直，杜绝火焰吹扫钢坯或吹扫炉顶现象。 

目前在热轧部两座加热炉上均有此类现象，针对第一种现象岗位工所采取的办法是加大风量（有时加

热炉的空气过剩系数从 1.05 提高到 1.5），从而造成氧化烧损严重的恶劣后果。 

②空气、煤气喷口速度合适，满足火焰长度和刚性。由于空气、煤气喷口速度不合适，如空、煤气喷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67 

口速度约 4～6Nm/s，因而造成火焰刚性差、燃料混合差等多种问题（流量调节小时，速度更低）。 

③烧嘴密封性能良好，特别是煤气绝不能有泄漏现象。煤气泄漏问题关系到炉子安全生产和炉子使用

寿命。 

④氮氧化物浓度低。必须达到国家标准 150mg/Nm3 以下。 

⑤烧嘴砖使用寿命：烧嘴砖使用寿命长短关系到整个烧嘴能否有效使用。 

⑥缩小空气和煤气的喷口面积，提高空气和煤气喷出速度。 

1.2.6 实施效果 

通过数值模拟，将两座加热炉煤气喷口流速提高到 8～10m/s，空气喷口流速提高到 10～12m/s，实现

小喷口，高速度的燃烧模式，这样能够保证火焰的长度和刚性，高速度还能卷吸和搅拌周围气流，使炉内

大量燃烧产物回流，从而实现钢坯温度均匀性，同时高速卷吸还能够稀释燃烧区的含氧浓度，降低钢坯的

氧化烧损。且空、煤气烧嘴喷口均平行于钢坏表面布置，有利于在水平方向混合燃烧，形成均匀的弥散燃

烧温度场，做到了钢坯表面无火焰高温点，获得了均匀的辐射热强度。见下图 3～图 4。 

 

图 3  燃烧状态模拟                                    图 4  烧嘴喷口 

1.3 改进蜂窝体的使用方法 

1.3.1 存在问题 

在蓄热式加热炉燃烧系统正常的工作过程中，蓄热体周期性与高温烟气和常温助燃空气或煤气接触，

将高温烟气中的热量传递给常温助燃空气或煤气，实现余热的极限回收和助燃空气或煤气的高温预热，达

到高效节能的目的。由于陶瓷蜂窝体具有比较大的表面积，因此被蓄热式加热炉广泛使用，陶瓷蜂窝体材

质为堇青石或者刚玉莫来石，通孔尺寸为 3x3mm，壁厚为 1mm，其主要技术指标见下表 5： 

表 5 蜂窝体和挡砖的技术性能表 

理化指标 堇青石/莫来石 刚玉/莫来石 电熔刚玉挡砖 

化学成份 Al2O3,% 35 70 85 

容重,g/cm3 0.75 0.95 1.65 

热膨胀系数,×10-6/℃ 2 45 6.0 

导热系数,W/m.k ≥1.1 ≥1.0 ≥1.0 

最高工作温度,℃ 1350 1550 1650 

常温抗压强度,MPa 
A向 >6 >8 >15 

B向 >2.5 >3.5 >5.5 

但是在 1700 线的生产中发现，加热炉不足 6 个月其加热能力便显著下降，炉况表现为：烧嘴的排烟温

度突然升高或突然降低，烧嘴喷出气体量下降，炉压迅速上升（排烟压力小于供风压力）、炉口冒火严重，

煤气消耗显著升高，其原因主要就是蜂窝体损坏所致，靠近挡砖的第一排或者第二排的蜂窝体全部熔融粘

接在一起，将蜂窝体的通风孔全部堵塞。另外最上层蜂窝体破碎，炉膛内的高温烟气不经蓄热就可直接排

到烟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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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蜂窝体熔融粘接                                 图 6  上层蜂窝体破碎 

1.3.2 原因分析 

1）由于煤气气源较脏，煤气中低熔点高温软化粘附于蓄热体表面。 

2）钢坯表面低熔点物质和钢坯表面氧化铁被高温气流喷起后，被处于排烟状态的烧嘴吸入蓄热式烧嘴

内。 

3）蓄热体高温性能差，高温状态下蓄热体熔融产生粘结，高温区如第二加热段和均热段的烧嘴蓄热体

熔融现象较多。 

4）蓄热式烧嘴内发生二次燃烧。蓄热式燃烧系统的空气和煤气采用外混方式燃烧，当空气和煤气两股

射流的速度、交角和喷出时间不匹配，则容易造成炉内煤气燃烧不充分。这些烟气被吸入蓄热式烧嘴内部

时，空气和煤气会重新接触产生二次燃烧，由于空气和煤气的预热温度高达 1000℃，因此即使是少量的煤

气和空气混合燃烧所产生的高温也足以熔化蜂窝体。 

5）蜂窝体码放不紧密。蜂窝体与蓄热式烧嘴内壁之间空隙大，高温气流容易形成短路。 

1.3.2 原因分析 

1）修改蜂窝体检测标准 

蜂窝体的制作工艺是将经过混炼的、可塑性高的陶瓷坯体从模具孔中挤出成型，为了能保证蜂窝体成

型，生产厂家往往在坯料中添加 6～7%的有机结合剂，3～5%的润滑剂等，这些有机结合剂的加入，影响

了产品在高温下使用的特性，因此在原来检测指标中，又增加了检测蜂窝体的荷重软化温度，要求荷重软

化开始温度≥1400℃。 

2）采用特制的陶瓷垫片将蜂窝体与蓄热式烧嘴内壁之间塞严。 

3）改变蜂窝体的码放方式。原设计蓄热式烧嘴内蜂窝体码放的方式为挡砖蜂窝体的方式，从现有蜂窝

体熔融损坏的情况来看，现有蜂窝体无法承受烧嘴内二次燃烧所产生的 1550℃高温，而电熔刚玉挡砖中

Al2O3 含量达到 85%以上，最高使用温度高达 1650℃，完全承受二次燃烧所产生的高温，因此适当增加挡

砖的使用量，增加蓄热式烧嘴的高温性能，可蜂窝体的寿命可由原来的半年延长到一年以上。使用后的效

果如下： 

 

   图 7 使用一年后的效果 

1.4 改进蜂窝体的使用方法 

1.4.1 存在问题 

热轧部 1700 线的两座加热炉自 2005 年投产之后，就一直采用手动控制，岗位工根据加热炉热电偶检

测的温度凭个人的经验调节阀门的开度，来改变各段的空煤气的流量、压力、温度等相关参数。当机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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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加热钢种、尺寸、坯料入炉温度、机时产量、待（停）轧时间、开轧温度变化时，人工手动操作严重滞

后，不能及时准确的调整加热策略，同时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个人操作习惯不同，最终造成加热炉温、钢

温波动，加热质量差，单位燃耗高，钢坯氧化烧损多，产品质量稳定性差等一系列问题。 

1.4.2 原因分析 

1）基础自动化功能不完善，流量仪表检测精度较低，检测结果不精确。 

2）蓄热式燃烧时，空气和煤气在燃烧换向瞬间，会产生流量骤变，从而影响自动调节。 

3）炉膛压力调节无自动，岗位工根据经验调节排烟阀的开度来调节炉膛压力。 

1.4.3 解决措施 

1）根据加热炉的实际流量，更换了加热炉所有各段的空气和煤气管道，保证在燃烧状态下，空气和煤

气的合理流速。 

2）更换了两座加热炉全部的空煤气检测仪表，将原来的检测元件由孔板改成重庆川仪的 EJA 插入式

仪表，提高了空煤气流量的检测精度。 

3）在 1#加热炉均热段出口增加了出炉板坯温度检测，采用美国威廉姆逊（Williamson）公司 PRO91 在

线测温仪，该测温仪利用一个采用经过特殊界定 1μm 波长的红外探头。红外探头直接对准炉内的板坯，测

温时，由该红外探头所探测出的能量输出，即包括钢坯自身的能量辐射，也包括加热炉炉壁等环境造成的

反射，由 1 个探头所采集到多种波长的信号同时进行数据处理显示器，对背景环境的辐射及钢坯发射率进

行选择校正，排除了背景辐射的影响，从而得到板坯的真实温度，目前该设备已经完成初步调试。 

4）修改了自动控制程序。控制方式上采用温度前馈功能的改进型双交叉限幅控制算法，以温度偏差和

偏差变化量作为前馈量，从而提高控制系统的响应速度，满足温度设定值频繁改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各段

烧嘴换向控制时序错开，以避免空气、煤气、烟气管道压力波动过大。 

1.4.4 使用效果 

加热炉自动控制包括一级燃烧自动控制和二级模型控制，目前，已经实现一级燃烧中的温度自动控制，

这是加热炉首次实现燃烧自动控制，二级模型控制也即将调试。 

2  实施效果 

3.1 改进蜂窝体的使用方法 

1700 线两座加热炉分别在 2015 年 4 月份和 6 月份完成技术改造，改造后效果明显，加热炉的主要技

术指标见下表： 

表 6 改造前后加热炉主要性能指标对比 

指标 改造前 改造后 

小时产量（热装），t/h 350 300 

炉底强度，kg/m2.h 838 718 

供热强度，106KJ/h 317 260 

单位热耗，GJ/t 1.00 0.72 

过剩空气系数 1.10 1.05 

炉膛热效率，% 55 65 

单位可比燃耗，kgce/t 34.46 24.57 

温度均匀性见图 8 和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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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炉出炉钢坯 FET 温度曲线                图 9  2#出炉钢坯 FET 曲线 

改造后两座加热炉出炉板坯的温度均匀性大为改善，在生产冷轧料等品种时，精轧入口 FET 温度检测

到的板坯温差≤30℃，满足轧钢工艺要求。 

1.4.3 解决措施 

从 2015 年 3 月 19 日开始，1#加热炉停炉大修，2#炉单炉生产，4 月 17 日，1700 线全线大修，从 5 月

4 日开始，1#炉恢复生产，从 6 月 1 日开始，双炉生产。大修后，煤气消耗大幅下降，见下表 7。 

表 7 加热炉技术改造前后的经济指标对比 

指标 2014 年 2015 年 5～11 月 

加热炉煤气消耗，GJ/t 0.9992 0.7247 

加热炉氧化烧损，% 1.24 1.04 

轧机成材率，% 98.02 98.23 

3  结  论 

1) 此次改造，通过对加热炉的供热负荷调整，使加热炉的供热负荷更加均匀，实现了不同燃料的相同

燃烧特性，满足了轧钢工艺要求。 

2) 加热炉一级自动燃烧的投入运行，在提高加热炉的生产灵活性，提高加热质量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

用。 

3) 河钢唐钢 1700 线立足于自身加热炉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改造，投资省，见效快，加热

炉能耗水平跃居行业领先水平，也为国内同行其它加热炉的节能改造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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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承钢环保模块化管理模式的建立与实施 
吴海涛，巴玉鑫，郝志斌 

(河钢承钢环保部，河北 承德 067102 ) 

 

摘  要：河钢承钢是一个拥有 60 年历史的钢铁企业，公司在用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200 多台套，废水治理设施 32 台

套，各类隔声罩、消声器 144 台套。为提高环保管理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环保设备设施效率，发挥各级管理者的

作用，及时准确发现问题，推进、跟踪整改进程，实现快速整改，近年来借助环保信息化平台，完成了环保模块化

管理模式的建立和实施。本报告阐述了环保模块化管理模式的建立和实施过程，并详细阐述了由此而带来的管理提

升。 

关键词：河钢承钢；环保管理；模块化；实施 

中图分类号：TK-9 文献标志码：A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dular management model for River steel bearing steel  

Haitao Wu,  Zhibin Hao, Yuxin Ba 
(HBIS COMPANY LIMITED CHENGDE BRANCH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bstract：HBIS COMPANY LIMITED CHENGDE BRANCH is a steel enterprise with a history of 60 

years. The company employs more than 200 sets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facilities, 32 sets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and 144 sets of soundproof enclosures and muffle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o maximize the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at all levels to play the role of managers, found problems in a timely manner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ectification, accurate tracking, rapid rectifica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ode of modular finished tube. This report expounds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dular management mode, and expounds the management improvement 

brought by it. 

Key words ： River steel: Chengde Stee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modularization; 

implementation 

 

公司环境管理体系 2007 通过认证，多年来运转正常，但还有上升空间，借助环保信息化平台，改进和

创新环保管理工作方式和手段，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管理水平，降低企业环境管理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基于环保信息平台建设的环保管理提升项目，由环保专业管理部门环保部提出并组织实施。 

   通过环保信息平台建设，实现了环保设备基础信息、环境监测数据、三废利用信息、放射源安全使用

信息、环保管理文件、环保教育培训等的远控与信息共享。利用信息化手段，调整环保管理模式、规范管

理行为，实现环保管理流程化、自动化；实现信息整合，确保信息资料完整；减少人为失误，确保数据安

全。进行数据分析，做出环境风险评价，指导薄弱环节控制，提高环保管理水平。 

平台首页截图如下： 

1 主要实施内容 

整合公司环保管理的各类信息，实现管理信息按照层级的需要汇总及呈现，便于获取、整理。 

设定责任、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工艺装备保障、监测监控、检查督导、应急预防、教育培训、联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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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考核评价、重点工作推进十大模块。 

 

 

图 1 平台图 

1）责任模块。完善现行节能减排任务体系，明确责任，强化管理网络。在管理模块设定中，将节能减

排责任书、经责考核、不符合整改涉及到的整改责任等纳入责任体系，给各二级单位环保主管人员留出接

口，便于责任落实到人。 

2）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模块。全面整理环保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包含管理文件、外来文件阶段性通

知和会议纪要。通过模块功能及时收集新发布的法律法规及其它要求，进行适用性评价，更新法律法规和

其它要求清单，并将公司 OA 系统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文件与环保信息平台衔接，实现资源共享。 

3）工艺装备保障模块。环保设备设施普查的基础数据、检修、维护计划的网上共享、及时更新、统计

分析，工艺装备问题整改推进。 

4）监测监控模块。完善在线设备和视频监控系统完，完成新增在线设备和视频监控设备的采购和安装，

实现全面自动化监视，实现环保设备运行状态在线监控（该模块目前为预留接口）。 

5）检查督导模块。组织对检查督导制度及相关文件进行修订、完善。运行检查督导网络模块，给各二

级单位环保主管人员留出接口，便于问题整改反馈及验证。 

6）应急预防模块 

全面核查能源环保应急预防制度，完成现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进行评审、更

新。实现公司环境、辐射专项应急预案、应急处置、应急评审与演模块化管理，填写记录，留存影像资料。

并为各单位留出接口。 

7）教育培训模块。调查能源、环保培训需求，结合公司能源、环保管理要求，实施能源、环保培训网

上管理。 

8）联络报告模块。明确联络报告事项，设计能源环保联络报告体系框架，谋划公文处理、重大事项报

告、内部信息沟通、外部信息报送、环保信访处理等联络报告网络接口，最终实现通过网络平台联络、沟

通。 

9）考核评价模块。设计考核体系、评价体系 2 个模块，考核体系包括考核办法，问题考核、责任落实，

评价体系包括对二级单位的月度、年度评价等,并对考核办法、标准进行修订、完善。同时设计网络接口，

实现考核评价体系网上运行。 

10）重点工作推进模块。结合公司重点工作督办制度，谋划能源环保重点工作督办模块，建立能源环

保重点工作台账，最终实现上网运行。 

各单位随时发布工作动态，问题整改进程、整改成效，发布员工的节能减排合理化意见、建议等。 

未来可扩展成为环保设备运行监控平台，完成环境监控系统（核心层）建设，实现数据管理及数据计

算两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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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监控层

数据交换层

基础自动化层

（应用设备层）

西门子

PLC

除尘设备
环保检
测设备

隔离网关

存储计算层

WEB服务器 数据服务器

 

图 2 流程图 

 

图 3 设备图 

2  主要做法和措施 

1）成立环保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指挥部，负责环保信息平台的建设与推进，按进度、目标要求完成系

统建设任务。明确牵头负责人和各模块的具体负责人，做到责任明确。 

2）组织对公司环保设备设施、环保管理现状、问题进行梳理，确定环保信息平台建设方案、明确管理

改进目的、改进范围和管点等，并组织实施； 

3）针对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组织策划解决方案，并推动实施； 

4）进行工作的督导检查，持续改进和完善。加强过程管控，根据进度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效果评价，

确保达到预期效果。 

逐模块进行功能测试和功能完善，及时组织专业人员解决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各模块功能达

到项目目标要求。对试运行情况进行评价，并组织改进。 

3  具体实施过程 

3.1 组织环保设备基础参数采集需求调研 

该阶段，原计划借助平台实施环保设施集中管理、专业管护，为此，与自动化中心杨中方联系，确定

由董臣超、李冠楠、石文博、张忠宇配合环保部，共同开展环保设施运行、排放信息采集工作，提出了环

保设施集中管理、专业管护项目。 

该阶段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对全公司 199 台在用大气污染治理设施， 122 枚放射源监控设施进行了全

面排查，提出了信息采集系统需求，形成了《上线环保设施运行参数采集需求一览表》，完成了项目可研，

并提交公司经理办公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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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查找现有环保管理薄弱环节，并加以提升 

对项目实施内容进行了调整，决定预留环保设施在线监控接口，重点推进管理提升内容。该阶段，对

环保模块化管理的设想进行了细化，对现有环保管理体系管理内容按照模块化管理方式进行了分析，查找

出现有管理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并加以改进。 

检查督导方面的改进。6-8 月，完成环保设备现场巡察操作规范原本仅有《环保检查办法》，对检查频

次，重点检查内容进行了规定，但可操作性不强。为此，我们组织了《现场巡查操作规范》的编制工作，

其间，整理了大量生产设备设施、环保设备设施的图、文资料，在操作规范中明确了生产设施、环保设施

环保检查重点，形成了累积 5.4 万字的《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环境管理现场巡查操作规范》。 

阶段的固化成果：《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环境管理现场巡查操作规范》 

3.3 修订了现有环境管理体系文件，并补充起草制定了部分新文件  

1）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模块——修订了环境管理体系文件； 

2）责任模块——新制定并发布了环境自律体系手册； 

3）应急预防模块——新制定《环境风险管理办法》、新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操作方案》，对公司现有

各项环境预案修订，并汇编成册； 

4）考核评价模块——修订了下半年环保专项考核办法，发布了《环保部责任承包监察细则》。 

阶段的固化成果：《环保部责任承包监察细则》、《重污染天气应急操作方案》。 

3.4 完成公司各项环保管理文件修订并汇编成册。 

阶段的固化成果：《承钢环保管理制度汇编》。 

3.5 完成环保管理信息化平台设计方案。 

阶段的固化成果：《环保管理信息化平台设计方案》。 

3.6 完成环保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并上线试运行。 

阶段的固化成果：环保管理信息化平台（oa 平台）。 

目前，正在逐模块进行功能测试和功能完善，及时组织专业人员解决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各

模块功能达到项目目标要求。对试运行情况进行评价，并组织改进。 

 

图 4 系统图 

1）以 oa 系统为中心，实施模块化环保管理，实现业务标准化、管理一体化，达到工作高效、信息共

享、提高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的目的。 

整体评价：该项目的实施，完善了现有管理，为环保管理提升开拓了空间。 

应用的设想和建议：该项目与力偶了借助平台实施环保设施集中管理的可能，施环保设施集中管理科

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建议在公司资金允许时予以实施。 

2）该项目为管理提升项目，目前刚刚完成，成效有待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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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冷机内气固传热数值模型的建立 
张 晟，张义奇，李含竹，董 辉 

（东北大学，国家环境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验室 沈阳 110819） 

 

摘  要：在先前理论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选取环冷机一二段为研究对象，借助多物理场仿真软件 COMSOL 的自

定义函数功能，将烧结矿沿周向的移动速度定义到物理模型中，藉此建立环冷机二维稳态数值模型。以此作为开展

环冷机内气体流动和气固换热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环冷机；余热回收；传热；数值模拟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of gas-solid heat 
transfer in sinter annular cooler  

ZHANG Sheng  ZHANG Yiqi  Li Hanzhu  DONG Hui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es,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 of 

sinter annular cooler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e two-dimensional steady-state numerical model 

of sinter cooler was establish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peed along the moving direction of sinter trolley 

was defined in the model, with the help of user-defined functions in COMSOL. This physical model was 

taken as the foundation to research the law of gas flow and gas-solid heat transfer. 

Key words：inter annular cooler; waste heat recovery; heat transfer; numerical simulation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钢铁历经了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产能严重过剩，并伴随着能耗、环境污染等与

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目前我国钢铁能耗巨大，占全国总能耗的 25%以上[1]。随着工艺流程不断发展，

技术不断革新，回收利用各工序的余热余能成为了钢铁企业追求的目标之一，是我国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

的途径与方向。有关钢铁生产工序的余热回收的问题上，尤其是烧结工序的基础研究比较落后，导致烧结

工序的余热回收率远低于国外平均水平。国外主要大中型钢铁企业余热回收平均水平为 30%～45%，而我

国仅为 28%～30%[2,3]。 

基于环冷机模式的烧结矿显热回收是国内外的主要工艺形式，长久以来国内外学者针对环冷机内烧结

矿料层的冷却过程，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研究。然而过去的研究尚存在部分不足。首先，采用传统 Ergun

公式计算料层阻力损失，忽略烧结矿床层阻力损失的特殊性；其次，采用普适经验公式计算床层内气固换

热系数，没有对床层内气固传热进行针对性分析。根据本课题组对烧结矿床层的各项研究，文章以多孔介

质模型和局部非热力学平衡理论为基础，建立适用于烧结矿冷却过程的二维稳态气固交叉错流传热模型。

采用多物理场仿真软件 COMSOL 对环冷机内的气固传热过程进行数值计算，利用软件 UDF 功能将料层阻

力系数与气固换热系数编入模型当中，研究并分析了影响环冷机内气固传热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规律， 

1  环冷机模型的建立 

1.1 物理模型 

文章以某企业 405m2 环冷机为研究对象，如图 1 所示。将环冷机平均分为五段，前两段中烧结矿温度

较高，有较高的余热回收价值，因此增设余热回收利用装置，设置门气罩对冷却气体进行收集，送往余热

锅炉进行发电，被利用后的废气温度约为 404K，再次循环回来，由环冷机台车底部进风口鼓入台车，由此

完成气体的余热回收，前两段称为环冷机的余热回收段。环冷机的后三段，烧结矿冷却温度不断下降，余

热回收的价值不高，台车底部通入的是常温空气，产生的热的冷却气体直接排空，其主要目的是完成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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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的冷却。文章旨在探索环冷机余热回收的最佳操作参数，因此只针对环冷机的余热回收段进行研究，其

长度为 48m。 

烧结矿烧结，破碎之后，形成大小不同，形状不规则的块状颗粒。因此环冷机床层内空隙数量大且不

规则，气体在其中的流动及气固传热过程十分复杂，采用数值模拟与计算对其进行精确地描述是难以实现

的，在保证其求解精度前提下对环冷机进行简化处理： 

1）在稳定状况下，所有风道口的鼓风量、风速、分压都是相同的；  

2）烧结矿的体积随温度变化忽略不计，且颗粒内外温度一致，无温度梯度； 

3）环冷机的冷却过程，辐射传热所占比例很小，因此忽略辐射传热的影响，只考虑气体的导热过程、

气体与固体间的对流换热过程、烧结矿间的导热过程。 

 

图 1 环冷机余热回收段示意图 

1.2 数学模型 

利用 COMSOL流动模块中的湍流 k-ε模式对冷却气体流经烧结矿床层过程中的质量守恒及动量守恒进

行控制，利用传热模块中的固体传热与流体传热对烧结矿冷却过程中的能量守恒进行控制，两种模块的耦

合可以对气体流经烧结矿的冷却过程中的传热及传质过程进行模拟。 

1）连续性方程： 

    (1) 

2）动量方程： 

  (2) 

式中，Pij 为表面力矢量，包括静压力与流体粘性压力；gi 为作用在单位体积流体 i 方向上的体积力；

fi 为作用在单位体积流体反方向上的阻力。 

为描述流体在多孔介质内的流动，需要在动量方程中增加一个源项。该源项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为粘

性损失项与惯性损失项，分别为式(3)右边第一项与第二项。 

         (3) 

为了确定该源项，需要得出粘性阻力系数与惯性阻力系数。Ergun 公式适用于较大范围雷诺数区段的流

体流动，但由于其为半经验公式，存在一定的误差。文章采用课题组内以烧结矿床层为研究对象得到的修

正 Ergun 公式来来确定粘性阻力系数和惯性阻力系数[4]，分别为：  

             (4) 

               (5) 

3）能量方程： 

采用局部非热力学平衡双能量方程来求解多孔介质内的传热过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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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相： 

   (6) 

气相： 

       (7) 

式中：ρs 和 ρf 分别为烧结矿和空气密度，kg/m3；cs 和 cf 分别为烧结矿和空气比热容，J/(kg·℃)；us 和

uf分别为环冷机台车移动速度和气体表观流速，m/s；Ts 和 Tf分别为固体和气体温度，℃；λs和 λf分别为烧

结矿和空气导热系数，W/(m·℃)；hv为气固之间体积对流换热系数 W/(m3·℃)。 

hv可由 Achenbach 准则关系式确定： 

                 (8) 

此处 h 的确定采用本课题组针对烧结矿床层气固传热系数的研究结果，得到 h 由式（9）确定[8]： 

            (9) 

1.3 边界条件 

以环冷机工作原理作为基础，模型分以下几个边界：冷却气体入口、冷却气体出口、烧结矿入口、烧

结矿出口和壁面。气体入口采用速度边界条件，进入余热回收区的冷却气体来自余热锅炉的循环气体，温

度为 404K；气体出口采用压力出口，相对压强大小根据实际测试给出；烧结矿入口处采用温度边界条件，

赋予烧结矿进入环冷机的初始温度。 

1.3 模型计算结果验证 

结合实际现场生产条件，对应环冷机模型的标况条件，通过测试现场环冷机余热利用区出口气体温度

来验证模型的可靠性。将环冷机余热回收区平均分成 8 段，除起点外共设立 8 个测量点；出口空气的温度

利用热电偶来进行测量。每个测点在台车的上平面上设置 3 个测量点，每个位置测 3 次，取平均值。 

表 1 出口气体实测平均温度与仿真结果对比 

测量点序号 模拟结/℃ 测量结/℃ 相对误/％ 

1 481.81 450 6.60 

2 433.59 400 7.74 

3 390.57 383 1.93 

4 352.39 354.6 -0.62 

5 318.78 330.4 -3.64 

6 289.43 280 3.25 

7 263.98 268.3 -1.63 

8 242.05 251.8 -4.02 

由表 1 可知环冷机余热回收区出口空气温度的模拟结果，与实际测量结果相比最大误差小于 8％，模

拟所得环冷机进口端与出口端烧结矿温度与实际情况也基本相符，因此认为文章所建立的模型以及计算结

果是可靠的。 

2  模拟结果与分析 

模拟计算以某钢厂年产量 390 万 t 烧结机配套环冷机作为工况基准，其各项参数如下表所示：环冷机

余热回收段长度 48m；台车前进速度 0.022m/s；单个鼓风机标况流量为 38 万 m3/h；进口空气温度 404K；

烧结矿料层高度为 1.4m，空隙率 0.4；烧结矿堆积密度 1800kg/m3，颗粒直径 0.035m。 

2.2 包覆率实验结果分析 

图 2 为环冷机余热回收段内空气速度分布云图。由图可知，在环冷机同一竖直位置处，随着冷却空气

穿越料层，速度不断增加，这是由于冷却气体在穿越料层时，与灼热的烧结矿不断地进行换热，温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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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密度不断减小。根据气体连续性方程，同一位置处气体的质量流量不变，密度减小则体积膨胀，由此气

体在穿越料层时，速度不断增加。 

随着冷却位置不断地向后延伸，空气穿过料层速度增加的速率不断减缓，出口处气体的流速也在不断

降低。这是由于随着冷却过程进行，烧结矿的温度不断降低，气固间温差减小，换热条件恶化，气体温度

上升速度减慢随之体积膨胀速度减缓。 

2.2 环冷机内温度分布基本规律分析 

图 3 为环冷机内空气温度分布等温线图。由图可知环冷机同一位置处，随着料层增加气体温度不断上

升。这是由于气体在进入环冷机后，不断地与高温的烧结矿进行热量交换。而随着冷却段位置不断向前延

伸，空气温度的上升程度不断减少，这是由于随着冷却过程的不断进行，烧结矿温度降低，气固之间换热

量减少，则气体在床层内温度上升的速度不断减缓。 

图 4 为环冷机内烧结矿温度分布等温线图。由图可知，随着料层高度的增加，烧结矿的温度不断增加，

这是由于台车底部冷却气体进口温度较低，与烧结矿之间温差较大，传热效果明显，气体吸收烧结矿显热

速度较快，而随着高度的增加，气体逐渐被加热，温差减小导致换热效果变差，因而相同位置处，上部烧

结矿温度高于下部的。随着冷却位置不断向后延伸，烧结矿温度分布等温线的趋势逐渐变缓，这是由于随

着冷却过程的进行，烧结矿的温度不断降低，而入口气体温度一定，相同条件下，气固间温差变小，换热

条件恶化，导致烧结矿温度下降速度变慢，从而等温线趋势减缓。 

  

 

图 2 环冷机内空气速度分布等值线图 

 

图 3 环冷机内空气温度分布等温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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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环冷机内烧结矿温度分布等温线图 

3  结  论 

1）基于目前环冷机研究的不足，文章建立了二维稳态气固传热数值计算模型。模型的创新在于将本课

题组前期研究获得的气体流过烧结矿层的压力损失与烧结矿层气固换热系数，通过 UDF 二次开发，嵌入到

环冷机数值模型当中。 

2）通过实验法对模型进行验证，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比，模型的准确度提升至 8%，可以利用该数值

模型对生产中不同位置的空气与烧结矿温度进行更好的预测。 

 

参考文献 

 

[1]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钢铁企业要积极应对低碳经济的挑战[J]. 中国钢铁业, 2010(5):7-10. 

(Metallurgical Industry Plann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low-carbon economy 

challenges [J]. China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2010 (5): 7-10.) 

[2] 蔡九菊, 王建军, 陈春霞,等. 钢铁企业余热资源的回收与利用[J]. 钢铁, 2007, 42(6):1-7. 

(Cai Jiuju, Wang Jianjun, Chen Chunxia, etc ..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waste heat resources recovery and utilization [J]. Iron 

and Steel, 2007, 42 (6): 1-7.) 

[3] 董辉, 林贺勇, 张浩浩,等. 烧结热工测试与分析[J]. 钢铁, 2011, 46(11):93-98. 

(Dong Hui, Lin Heyong, Zhang Haohao, et al. Test and analysis of sintering thermal test [J]. Iron and Steel, 2011, 46 (11): 93-

98.) 

[4] 冯军胜, 董辉, 李明明,等. 烧结余热回收竖罐内固定床层的阻力特性[J].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8):2566-

2571. 

(FENG Jun-sheng, DONG Hui, LI Ming-ming, et al.Study on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fixed bed in vertical tank of sintering 

heat recovery [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4 (8): 2566-2571.) 

[5] 冯军胜, 董辉, 刘靖宇, 等.烧结矿余热回收竖罐内气固传热特性[J]. 化工学报, 2015, 66(11):4418.. 

(FENG Jun-sheng, DONG Hui, LIU Jing-yu, et al.Study on gas-soli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waste heat recovery in 

sintered ore [J]. Acta Chimica Sinica, 2015, 66 (11): 4418.) 

[6] 常弘.环冷机内气固传热过程数值计算及其应用[D]. 沈阳:东北大学,2016.. 

(Chang Hong.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gas-solid heat transfer process in ring cooler and its application [D]. Shenya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2016.)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简介：张述明(1972-),女,河北唐山遵化人,正高级工程师，1996 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热能工程专业，现在河钢承钢钒钛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从事热工能源及资源利用相关专业研究工作。   

81 

回转窑尾余热锅炉提压扩能技术改造 
张述明 1,2 

（1.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 2.河北省钒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河北 承德 067102） 

 

摘  要：针对河钢承钢钒厂回转窑尾余热锅炉存在的产能小，压力低等主要问题，根据新工艺窑尾的烟气余热参

数，对余热锅炉进行了提压扩能技术研究与改造，改造后锅炉设计压力提高至 1.3Mpa，日常运行压力控制在 0.7-

0.8Mpa，保证了锅炉的安全运行。同时锅炉提压运行后蒸汽可以 100%回收利用，每小时多回收蒸汽 13-15 吨左右，

实现蒸汽全部并网发电，大大提高了废热烟气余热回收利用水平。另外，回转窑不再受余热锅炉制约，可以根据工

艺需求调整尾部烟温、下料量等，保证了回转窑实现提产创效。 

关键词：回转窑；废热烟气；余热锅炉；提压扩能；蒸汽并网发电 

Rotary Preheater Waste Heat Boiler to Pressure Capacity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ZHANG Shu-ming 
(Chenggang Technology Center of Hebei Iron and Steel Group, Chengde 067002, China) 

Abstract：The main problems of low capacity, low pressure and low pressure are the main problems of 

the waste heat boiler in the kiln,According to the exhaust heat parameters of the kiln tail of the new 

process,The technical research and modification of the pressure expansion of the waste heat boiler are 

carried out,Improved boiler design pressure to 1.3 Mpa,Daily operating pressure is controlled at 0.7 to 0.8 

Mpa,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boiler.The steam can be recycled 100% after the boiler is running,The 

steam will be collected about 13 to 15 tons per hour,The steam will be fully connected to the grid,The waste 

heat gas waste heat recovery and utilization level is greatly improved.In addition, the kiln is no longer 

subject to the waste heat boiler,The tail-smoke temperature can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requirement,Guarantee the return kiln to realize the productive effect. 

Key words：Rotary kiln; Waste heat of flue gas; Waste heat boiler; Mention compressive capacity; Steam 

grids generate electricity 

 

河钢承钢钒厂两条回转窑原配套安装两台额定参数为 3t/h、0.3Mpa 的蒸汽余热锅炉，用于窑尾烟气余

热回收利用。原设计回转窑排烟温度 350℃，余热锅炉产生的蒸汽并入分汽缸使用。后由于工艺需求改进，

回转窑正常运行排烟温度达到 500-600℃，余热锅炉单台产汽量达到 6-8 吨 t/h，余热锅炉本体一直处于超

压、超负荷运行状态，安全阀频繁动作，锅炉上水、除氧等配套设施无法正常使用。 

另外由于余热锅炉设计额定压力只有 0.3Mpa，而正常生产时需要分汽缸压力保持在 0.5-0.6 Mpa，导致

余热锅炉蒸汽不能与 260 吨锅炉蒸汽并网使用，经管网改造后仅有 1/3 蒸汽能用于干燥机、热水罐、浴池

等设备，其余蒸汽只能排放，余热利用效率低。  

1  技术方案 

1.1 主要研究内容 

在钒厂 1#、2#回转窑间原余热锅炉位置进行替代改进，不占用原有检修场地，不额外增加场地。根据

实际窑尾烟气温度、烟气量以及 260 吨锅炉蒸汽管网的各项参数，确定科学合理的余热锅炉型式及技术参

数。以实现既可以保证锅炉的安全稳定运行，又充分利用窑尾烟气余热，使生产的过热蒸汽可以与 260 吨

锅炉蒸汽并网运行，100%有效利用。另外减少汽轮机抽汽多发电，提高公司发电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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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案概述 

原余热锅炉本体部分从烟气进口到烟气出口处整体拆除，设计安装无机热管余热锅炉；原余热锅炉本

体汽水管路拆除，设计安装新的管路系统；外接汽水管路及管道阀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部分改造更换；基

础利旧；烟气进口接管部分改造；烟气出口接管利旧；原控制系统利旧改造；设计安装空气炮吹灰。余热

锅炉平立面布置图见图 1、图 2。 

             

              图 1 余热锅炉平面布置图                                图 2 余热锅炉立面布置图 

改造后的余热锅炉解决了原有余热锅炉的设计缺陷，在线运行、停炉、起炉过程根据工艺要求合理使

用激波脉冲吹灰器，可防止烟气过冷积灰及露点腐蚀，从而从技术角度保证余热锅炉使用寿命 10 年以上。 

1.3 具体实施方案 

1.3.1 余热源 

本余热源由回转窑尾气提供。其烟气为燃烧混合烟气，烟气温度约 450-600℃。 

1.3.2 设计工艺合理选择 

依据现有设计条件及热管的性能特点，为满足工艺要求及设备高安全性，要求设备所有承压部件依

1.3MPa 压力进行设计与制造，提高设计压力等级，同时结合现场实际条件，设备模块化设计布置，不涉及

对原有装置各部件进行改变，不占用原有装置检修场地，无需增加额外场地。 

由于烟气变化受回转窑工况影响较大，锅炉设计耐温极端 650℃，烟箱耐压 0.025MPa；在热管携带极

限范围内，需保留有 10%的余量，确保各工况下运行安全。 

1.3.3 主要性能要求 

余热锅炉满足下列性能保证值： 

设计额定压力：1.3MPa  

日常运行压力：0.6-0.8Mpa 

过热蒸汽温度：230℃: 

烟气侧总压降：＜200 Pa 

烟气温度: 400-600℃ 

排烟温度：约 150℃（不能结露腐蚀） 

烟气流量：40000Nm³／h 

给水：一级反渗透除盐水，常温 

1.3.4 主要系统配置 

① 汽包 

锅筒额定工作压力为 1.3 MPa,材料为 Q245R。筒体一端配椭球形有孔封头，一端配椭球形无孔封头，

封头材料与筒体相同。锅筒内部装置包括汽水分离折板、波形板汽水分离箱、排污管、给水管等。 

② 排污管路 

锅筒需设有连续排污、定期排污管路，用作控制炉水浓度和除去沉积物。 

③安全阀及排汽管道 

锅筒上装置重锤式安全阀二个, 按 1.3 MPa 整定安全阀工作压力。 

④ 汽水系统测点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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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水系统测点包括:压力、温度、流量等测点,以作记录、控制及试验用。 

⑤ 烟 道 

余热锅炉本体烟道与原锅炉烟道同口径、同方位对接。 

⑥保温、内衬和外护板 

锅炉本体及附属管道全部做好放散热保温，采用厚度为 120mm 岩棉板，分两层布置，外护板采用 0.8mm

彩钢板。 

⑦性能和受热面的优化 

性能出力与受热面的布置和成本有密切的关系。根据烟气温度和工质温度特性，对受热面的流程和布

置进行优化。 

2、实施效果及经济效益 

2.1 实施效果 

改造后锅炉运行稳定，各项参数基本达到了设计指标，对比如下： 

表 1 锅炉基本参数 

指标 1#炉改造前 1#炉改造后 2#炉改造前 2#炉改造后 

额定产汽量（t/h） 3 6.5 3 6.5 

设计压力（MPa） 0.3 1.3 0.3 1.3 

实际运行压力（MPa） 0.4 0.7 0.4 0.7 

实际产汽量（t/h） 7-8 10.8 4-5 6.2 

回收利用蒸汽（t/h） 1-2 10.8 1-2 6.2 

回转窑下料量（t/h） 25 30 21 25-30 

转化率（%） 74.7% 75.5% 67.8 67 

窑尾烟气温度（℃） 450 543 420 433 

锅炉排烟温度（℃） 200 170 170 160 

由上表可知效果如下： 

（1）、改造后锅炉设计压力提高至 1.3Mpa，日常运行压力控制在 0.7-0.8Mpa，保证了锅炉的安全运行，

消除了重大安全隐患。 

（2）、锅炉提压运行后蒸汽可以 100%回收利用，不再排放，每小时多回收蒸汽 13-15 吨左右，节约了

260 吨锅炉高品质蒸汽，实现多发电。 

（3）、回转窑不再受余热锅炉制约，可以根据工艺需求调整尾部烟温、下料量等，保证了大窑可以实

现提产创效。 

余热锅炉现场布置及操作画面见图 3、图 4。 

      

图 3 余热锅炉现场布置图                  图 4 余热锅炉操作画面图 

2.2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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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改造后每小时多回收蒸汽约 14 吨，每吨蒸汽价格 130 元，消耗的软化水单价 7.11 元/吨。全年按

工作 300 天计算，则年增效： 

﹙多回收蒸汽量×蒸汽单价－消耗软化水量×水单价×1.1﹚×24×300 

=﹙14×130－14×7.11×1.1﹚×24×300 

= 1230 万元/年 

2）项目总投资约 500 万元，设备使用年限最少 10 年，则年折旧费： 

500÷10=50 万元/年 

3）系统内耗电量，电价按 0.5 元/ KWh 计算： 

15×2×0.5×24×300×10-4=10 万元/年 

4）年维护费用、人工费等约：40 万元/年 

5）纯年增创效：1230－50－10－40=1130 万元/年 

6）静态投资回收期：500÷（1130÷12）=5.5（月） 

3  结  语 

承钢回转窑尾余热锅炉提压扩能技术研究与改造项目实施后节能减排效果非常显著，解决了改造前存

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原余热锅炉一直处于超压、超负荷运行状态，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二是原余热锅炉额

定蒸汽压力、温度低，不能并网使用，余热利用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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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烧结烟气脱硫的脱硝适用性分析 
侯长江，张妍 

（河钢集团钢研总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钢铁行业烧结工序是钢厂主要的污染物排放环节，其烟气中的 SO2 占钢厂总排放的 70%，NOx 占钢厂总

排放的 50%。目前烧结烟气治理模式通常是以单一的脱硫为主，烧结烟气脱硝还未成熟。本文主要介绍了钢铁厂烧

结烟气常用的脱硫工艺及其特点，并根据这些脱硫工艺的特点，对不同脱硫工艺下脱硝技术的适用情况进行探讨，

并提出了未来钢铁行业烧结烟气联合脱硫脱硝技术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烧结烟气；脱硫；脱硝 

The Denitration Serviceability Analyze Based on Sintering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Hou Chang-jiang， Zhang Yan 
(Hestee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Hebei Shijiazhuang 050000) 

Abstract：The sintering progress is a major part of the pollutants discharge in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nd 

the SO2 in sintering flue gas take up about 70%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discharge at least. The traditional 

model for managing the flue gas was the only desulfurization, but the flue gas denitration technology is 

still immature. In this article, commonly used technologies for desulfurization and denitration and its 

respective feature were introduced.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 of these technologies, discuss feasible 

simultaneous desulfurization and denitrition technologies, and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imultaneous desulfurization and denitri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sintering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denitration 

 

烧结工序是钢铁行业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源头之一，烧结烟气中主要包含粉尘、SO2、NOx、二噁英、重

金属、VOCs 等，其中粉尘、SO2、NOx 是国家目前重要控制的物质，尤其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二者是

雾霾形成的重要前驱物。烧结工序中产生的粉尘、SO2、氮氧化物以及二噁英等物质占钢铁行业总排放量的

50%左右。因此烧结工序已成为钢铁行业节能减排治理的重要领域。国务院颁布的“大气十条”为雾霾的治

理提出更为科学的举措，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钢铁行业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同时增加了二噁英等污

染物的排放标准。三五期间，在新的环保要求下，烧结烟气的治理不再是简单的除尘和脱硫，而是需要在

单一污染物的治理的基础上，考虑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与综合治理，最终达到所有污染物均达标排放的目

的。因此针对于烧结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与全过程控制耦合技术的开发与是未来钢铁行业污染物治理的

必然需求[1]。 

1  烧结烟气的特点 

电厂对烟气除尘、脱硫、脱硝有较为丰富的经验以及较为成熟的工艺。可以为钢铁行业烧结烟气的治

理提供一定的借鉴，但是钢铁行业的烧结烟气与电厂锅炉烟气各自有其特点，所以在烟气污染物控制处理

工艺上存在一些差别，因此需要结合钢铁烟气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自身的脱硫脱硝工艺[2]。 

1.1 烟气量大且波动幅度大 

烧结烟气主要来自于烧结矿的高温燃烧过程，但由于烧结工艺自身存在的缺陷，导致漏风率不可避免，

以及高的固体料循环率，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空气没有通过烧结料层，使得烧结产生的烟气量大大增加。同

时由于料层的透气性以及成分不完全均匀，导致烟气量的较大幅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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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污染物成分复杂且浓度变化幅度较大 

烧结工序的配料较为复杂，包括铁精分、白云石、煤粉、白灰等，有些烧结厂的铁矿石又是由多种铁

矿组合而成，因此使得烧结烟气的成分较为复杂，除了二氧化硫、粉尘、氮氧化物，还存在多环芳烃、氟

化物、二噁英以及重金属等。而在烧结过程中，烧结原料的配比以及工艺的不稳定，从而导致了烟气污染

物的浓度变化也较大。 

1.3 烧结烟气温度相对较低 

相比于电厂锅炉烟气出口温度，烧结烟气温度较低，且不同风箱的烟气温度差异较大。最终混合后主

烟道的烟气温度为 120℃左右。 

1.4 含湿量大且含氧量高 

为提高烧结混合料的透气性，混合料在烧结前必须加适量的水，因此烧结烟气的含量较大，可达到

7%~13%。含氧量一般为 13%~18%。 

由于烧结烟气成分复杂多变，且烟气温度较低、湿度较大，这些特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钢铁烧结

烟气的治理的难度。因此必须针对其自身的特点，进行综合考虑，开发适合烧结烟气治理的技术，使其既

满足国家环保排放要求，又符合循环经济政策。 

2  烧结烟气脱硫 

烧结烟气脱硫（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简称 FGD）是通过一些设备将烧结烟气中的二氧化硫脱除，在

FGD 技术中，按脱硫剂的种类划分，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方法：以石灰石为基础的钙法，以氧化镁为基础的

镁法，以氨气为基础的氨法，以碳酸氢钠为基础的钠法。按脱硫副产物的干湿状态又可以分为湿法、干法

和半干法。 

湿法烟气脱硫主要包括石灰石-石膏法、氨-硫铵法、氧化镁法和钠/双碱法。湿法烟气烟气脱硫原理都

是利用碱性浆液去吸收烟气中的 SO2，不同的湿法使用的碱性吸收剂不同，因此反应产物也不同，由于不

同吸收剂在水中的溶解度以及价格不同，所以不同的湿法脱硫其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以及设备腐蚀程

度不同。表 1 中对不同湿法脱硫进行了对比： 

目前湿法脱硫由于脱硫效率高、工艺简单、技术可靠，应用最为广泛。但是湿法脱硫同样存在一些问

题，首先经湿法脱硫后的烟气温度一般在露点以下，因此需要经过换热器将温度提升到露点以上才能排放，

此外湿法烟气脱硫工艺无法解决烧结烟气中二噁英含量过高的问题，同时由于烧结烟气还含有 SO3、HCl、

HF 等酸性物质和重金属污染成分，采用湿法工艺系统也不能高效脱除，还会带来设备的腐蚀问题。 

半干法脱硫从工艺上又可以分为循环流化床法、密相干塔法、旋转喷雾干燥法、MEROS 法和 NID 法。

相比于湿法脱硫，半干法脱硫工艺吸收剂均为石灰浆液或消石灰粉，脱硫后产物为干态灰颗粒，因此无废

水产生，在脱硫塔内也不会发生结块现象，对设备无腐蚀作用。脱硫后烟气温度在露点温度以上，因此烟

气无需再加热，可以直接排放。此外，半干法脱硫还可以脱除烟气中的二噁英、重金属及其他酸性气体。

循环流化床脱硫工艺是一种常用的半干法脱硫，一个典型的循环流化床脱硫系统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表 1 不同湿法脱硫方法的对比 

脱硫方法 石灰石-石膏法 氨-硫铵法 氧化镁法 钠/双碱法 

吸收剂 CaO 氨水 MgO 第一碱为Na2CO3或

NaOH，第二碱为石灰乳 

脱硫产物 CaSO4 (NH4)2SO4 MgSO4 CaSO4 

脱硫效率 90~95 >90% 95~98% >90% 

副产物利用 生产石膏 生产化肥 生成硫酸镁或者用来制作硫酸 生产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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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工程流程简单、技

术可靠，应用最为

广泛 

原料来源充足，产物可

用于制作化肥，副产物

利用途径较广 

镁法脱硫剂的消耗低于钙法，反应

速率高。且溶解度高，PH 在 6.0

和 6.5 之间，不会发生设备腐蚀和

结垢问题。 

避免了系统阻塞、结垢问

题，系统吸收速率高 

缺点 占地面积较大，投

资运行费用较高，

CaSO4 溶解度小，

容易发生设备堵塞

和结垢 

存在二次污染隐患且易

形成硫酸铵气溶胶比较

难去除 

氧化镁的价格相对较高，增加了运

行成本 

增加了吸收剂再生系统，

占地面积大，投资费用较

大 

 

 

图 1 循环流化床脱硫系统工艺流程 

一般从烧结出来的烟气温度在 120 ℃左右，烟气经过除尘后从底部进入脱硫塔，首先在塔底高温烟气

与加入的吸收剂、循环脱硫灰分预混合，进行初步脱硫反应。然后烟气通过脱硫塔下部的文丘里管加速，

进入循环流化床床体，在循环气流的作用下，气固两相产生湍动与混合，充分接触，最终在塔内形成内循

环颗粒流，使得气固的滑落速度高达单颗粒滑落速度的数十倍，Ca/S 比高达 50 以上，使得 SO2 和氢氧化

钙充分反应。反应过程中，一部分颗粒被烟气带出脱硫塔，一部分又回流到循环流化床内，进一步增加了

流化床的床层颗粒浓度和延长吸收剂的反应时间。 

在循环流化床脱硫塔内，SO2和氢氧化钙的反应速度主要取决于 SO2在氢氧化钙颗粒表面的扩散阻力，

而当烟气和颗粒的滑落速度增加时，氢氧化钙表面的扩散阻力减小，SO2进入氢氧化钙的传质速率加快，从

而加快了反应的速率。而循环流化床工艺是一种气固两相流动机制，只有在这种机制下，才具有最大的气

固滑落速度，及获得最高的脱硫效率。由于流化床中气固良好的传热、传质效果，SO3 全部得以去除，加上

排烟温度始终控制在高于露点温度以上，因此烟气不需要再加热，同时系统也无需任何防腐设施。 

虽然半干法脱硫有诸多湿法脱硫不具备的优点，但同样也存在一定的缺点。首先，半干法脱硫在脱硫

塔后需要增加一个除尘装置，而湿法则不需要；其次半干法脱硫灰的利用价值相对较低，利用途径有待拓

展；此外当烟气含硫量变化时，由于半干法循环灰的存在，难以灵敏调控，脱硫效率难以保证，而湿法脱

硫可以适应烟气含硫量较大幅度的变化，脱硫效率较稳定。 

干法脱硫又叫活性炭吸附法脱硫，是利用活性炭的吸附性能吸附净化烟气中 SO2 的方法。当烟气中有

氮气和水蒸气存在时，用活性炭吸附 SO2 不仅有物理吸附，而且还存在着化学吸附。由于活性表面具有催

化作用，使烟气中的 SO2在活性炭的吸附表面上被 O2 氧化为 SO3，SO3 再与水蒸气反应生成硫酸。活性炭

吸附的硫酸可通过水洗出，或者加热放出 SO2，从而使活性炭获得再生[3]。 

活性炭法脱硫具有以下优点：可以在常温下实现联合脱除 SO2、NOx 和粉尘的一体化，SO2 的脱除效

率可达 98%以上，同时能出去烟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副产物资源利用程度较高，可以有效的实现硫的资源

化。活性炭通过再生可循环利用，工艺简单操作方便且占地面积小。活性炭法同样也存在一些缺点：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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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价格目前相对较高，另外需要配备再生系统，增加了一次性投资，虽然活性炭脱硫效率较高，但是随着

使用时间的增加，活性炭在吸附、再生使用过程中损耗也较大，再生过程耗水量大、易造成二次污染。 

 

图 2 活性炭吸附法 

3  烧结烟气脱硝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所有电厂基本上都配备了脱硝装置。但烧结烟气脱硝目前尚在起步阶段，十三五

期间，国家规定了烧结烟气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值，以及近期即将出台的“2+26”城市执行氮氧化物的特别

排放限值，由此可见烧结烟气脱硝已经成为钢铁行业烟气治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目前，基本上所有的烧

结机都配有烟气脱硫装置，由于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都属于酸性气体，因此在某些脱除方法上有相似之处，

因此可以基于现有的脱硫工艺选择合适的脱硝工艺，最大程度的节省投资及运行成本[4,5]。目前，烟气脱硝

的方法主要有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氧化吸收法、活性炭吸附法[6]。 

国外关于烟气脱硝的研究大部分局限在电力行业，目前电力行业普遍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技术

（SCR），氮氧化物去除效率可达 80%[7]。但是 SCR 技术需要烟气的温度达到 280 ℃以上，而一般烧结烟

气的温度仅有 120 ℃左右，在烧结烟气上采用 SCR 脱硝，需要在脱硝之前将烟气温度提升到 280 ℃以上，

损失能量，因此 SCR 并不适合直接应用到烧结烟气上。北京科技大学研究一种 Mn 基低温 SCR 催化剂，可

以在较低的温度实现对氮氧化物的催化还原。其脱氮装置可置于除尘装置之后，从而避免飞灰对催化剂的

污染、磨损和堵塞。该种方法适应性强，既可与湿法脱硫结合，又可以和半干法脱硫结合。如果和湿法结

合，则需要先脱硝后脱硫，因为脱硝需要温度较高；如果和半干法结合，则可以放置在脱硫之后，因为半

干法脱硫前后温度相差不大，放置在脱硫之后可以降低催化剂硫中毒现象。 

氧化吸收法是通过强氧化剂将烟气中的 NO 氧化为化学性质活泼的二氧化氮或五氧化二氮，然后通过

碱性吸收剂进行脱除[8]。能够氧化一氧化氮的强氧化剂种类如表 2 所示。 

表 2 强氧化剂种类 

强氧化剂 物性 

高锰酸钾 强氧化性、高温分解、与硫酸燃烧 

双氧水 强氧化性、强腐蚀性、见光分解 

氯气 强氧化性、有毒、制备困难 

氟气 强氧化性、剧毒、强腐蚀性 

臭氧 强氧化性、有毒、高于 100℃剧烈分解 

次氯酸钠 强氧化性、遇光或热极易分解爆炸 

虽然能氧化一氧化氮的氧化剂不止一种，但并不是所有都能满足臭氧氧化脱硝技术的推广应用。目前

以臭氧为氧化剂的氧化脱硝技术已经有工程应用，浙江大学王智化[9]等对采用臭氧氧化技术结合铵法和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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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脱硫同时脱硫脱硝进行了试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NO 和臭氧的比例决定反应产物，当 O3/NO<1 时

主要产物为 NO2；当 O3/NO>1 时产物主要为 NO2、NO3、N2O5；2）温度在 200 ℃下 NO 的氧化速率随比

值的增大而呈线性增大，但同时随着温度的升高臭氧自身的分解速率也会增大；3）SO2不影响 O3的分解及

O3 对 NO 的氧化；4）铵法脱硫副产物可以有效的降低液相 NO2-的累积速度，而 CaSO3 由于其低的溶解度

导致 O3/NO 等于 1 时脱硝效率低于铵法[10]。采用臭氧结合钙基吸收剂对电厂烟气中 NOx、SO2、Hg 等进行

协同氧化降解。采用混合吸收浆液协同吸收时脱硝效率超过 86%，脱硫为 99%。NOx 的液相吸收产物为

NO2-离子。电厂原烟气经 SCR、静电除尘后 Hg 浓度较低，氧化效率非常明显达到 99%以上。二噁英在高

浓度的 O3 作用下降解率达到 94%左右。以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的循环流化床烧结技术，也是氧化脱

硝技术的代表工艺。在采用与传统半干法烟气脱硫技术相同的钙硫摩尔比的情况下，通过使用催化剂以及

合理控制工艺步骤和运行参数，先将一氧化氮催化氧化为二氧化氮，再与二氧化硫一起被吸收剂吸收，同

采用传统半干法烟气脱硫技术相比，其脱硫效果明显提高，在实现高效脱硫的同时，也可以脱除烟气中的

NO，脱硝效率超过 60%。 

臭氧氧化法脱硝具有以下优点：1）对烟气温度要求不高，适合于烧结烟气中氮氧化物的脱除；2）氧

化后的产物可以和 SO2同时在洗涤塔中用碱液吸收，降低脱硝的投资成本；3）臭氧可以将烟气中绝大多数

污染物进行氧化，实现真正的多种污染物协同脱除；4）臭氧氧化技术脱出效率较高，可以达到 90%以上，

同时臭氧氧化的副产物是氧气不会引起二次污染；5）臭氧氧化脱硝既可以结合湿法脱硫，又可以适应半干

法脱硫，设备简单可靠；6）臭氧脱硝的液相副产物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可能获得一定应用价值。但臭氧氧

化也有其弊端，脱硝副产物中有一定量的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易溶于水，且具有毒性，处置不当会带来二

次污染。亚硝酸盐混合在脱硫副产物中，相对含量较少，回收利用难度相对较大，因此目前臭氧氧化脱硝

副产物的利用是限制该技术推广的一个重要因素[11]。 

干法活性炭可以联合进行脱硫脱硝，活性焦脱硫脱硝一体化技术主要由吸附、解吸和硫回收三部分组

成，烟气进入含有活性焦的移动床吸收塔，通常从空气预热器中出来的烟气温度为 120 ℃~160 ℃，该温度

是此工艺的最佳温度，能达到最高的脱除效率。吸收塔由两段组成，活性焦在垂直吸收塔内由重力从第二

段的顶部下降至第一段的底部。烟气水平通过吸收塔第一段，在此 SO2 被脱除，烟气进入第二段后，在此

通过喷入氨出去氮氧化物。 

活性焦联合脱硫脱硝技术的优点是能够在同一温度区域（100 ℃~200 ℃），同时进行脱硫和脱硝。活

性焦脱硫技术为干法脱硫技术，与湿法相比，不需要烟气再加热和排水设备，占地面积小、不腐蚀、运行

管理容易。同时具有高的脱硫和脱硝效率，脱硫效率达到 90%以上，脱硝效率可达到 50 %以上。粉尘、重

金属等有害物质可以同时被除去。活性焦层的除尘作用可使排烟粉尘浓度小于 10 mg/m3。再生产的硫磺或

硫酸可作为副产品销售，而且，用过的废弃活性焦可作为染料处理。吸收塔压力损失稳定，不会发生堵塞

现象，因而运行可靠。 

目前烧结烟气应用活性焦脱硫脱硝工艺不多，国内已知仅宝钢烧结机成功从日本引进一套活性焦脱硫

脱硝设备，主要原因是该技术初投资费用比较高，另外，该系统内部设备多，所需场地比较大。活性焦使

用一段时间后其效率就会下降，更换活性焦成本也是相对较高。 

4  结  论 

十三五规划期间，烧结烟气脱硝已经是钢铁厂必须要开展的工作，电厂的脱硫脱硝技术路线不完全适

合我国烧结脱硫实际情况。钢铁厂应针对烧结烟气自身的特点和现有脱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脱硝技

术方法，加快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和设备，降低投资和运行费用。结合我国对环境污染物综合治理的

要求，我认为钢铁厂应优先考虑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噁英、重金属、和有机碳 VOC 等多种污染物同

时脱除的臭氧氧化脱硝结合钙法脱硫或循环流化床同时脱硫脱硝技术。同时加紧研究联合脱硫脱硝副产品

的综合利用技术，拓宽副产品的利用途径。多污染物同时脱除技术也是我国今后推广应用的主要方向，是

我国以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模式解决污染难题，促进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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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炉 SCC 中炉温决策收敛因子探究 
李国军 1， 雷薇 2，王晓东 1，陈海耿 1 

（1 东北大学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4  2 重庆赛迪工业炉有限公司，重庆 404100） 

 

摘  要：炉温决策是 SCC 的主要任务之一，决策过程一般需要进行钢坯虚拟加热计算，迭代求取炉温设定值。迭

代过程中收敛因子的选取对收敛速度有较大影响，而常规决策方法的收敛因子一般根据经验选取。本研究基于不同

条件下被加热钢坯的焓增正比于边界热流之差对时间的积分这一关系，对积分过程进行了简化，提出了汇合法用于

求取收敛因子。该方法属于解析法，在进行炉温决策时，可以完全免除虚拟加热计算，但精度不高。在汇合法基础

上进一步推导了分化法，并采用汇合-分化联合法求解收敛因子。研究表明：汇合-分化联合法仅需要进行一次虚拟

加热，且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 

关键词：收敛因子；汇合法；汇合-分化联合法；炉温决策；虚拟加热 

Investigation on convergence factor of furnace temperature decision 
in Reheating Furnace’s SCC  

LI guo-jun1, LEI wei2,Wang xiao-dong1 CHEN hai-geng1 
(1)School of Metallurgy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 ShenYang 110004,LiaoNing , China ;2)CISDI industrial furnace 

Co..Ltd,ChongQing 404100,China;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igj@smm.neu.edu.cn) 

Abstract：Furnace temperature decision, which accompany with billet virtual heating process constantl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for the supervisory computer control of reheating furnace, and after an iterative 

process the furnace temperature set point can be obtained. The determination of convergence factor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nvergence rate during the iterative procedure, while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furnace decision determines it only by experience. The increase of heated billet’s enthalpy is proportional 

to the time integral of boundary heat flux D-value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and under the simplified conditions, this research simplified the integral process and proposed the meeting 

method to solve convergence factor. This method is an analytical method and it can avoid virtual heating 

process when the furnace temperature decision is made, but the accuracy is not high enough. Therefore, 

the separating method is derived based on meeting method, and using the meeting-separating combination 

method to solve convergence factor. The results of study show that the meeting-separating combination 

method need make only once virtual heating process and provide remarkable higher accuracy. 

Key words：convergence factor；meeting method；meeting-separating combination method；furnace 

temperature decision；virtual heating process 

 

炉温决策是 SCC(Supervisory Computer Control)级控制的主要任务，也是其最关键的环节[1-5]。对于连续

加热炉的在线控制系统而言，炉温决策的算法比较多，主要有：带宽决策法，上限限制法，炉温的模糊决

策、启发式搜索策略、多目标灰色控制等[6-8]。带宽决策法的炉温决策是一个范围，只要炉温决策值不超过

一定范围，模型就不进行干预，操作人员在给定的范围内有自主权。该方法的优点是实际执行的炉温制度

比较接近最佳炉温制度；不足是对炉子的生产能力有所影响。上限限制法是根据钢种和轧制要求选择钢温

上限和炉温上限，超限的炉温将不被接受。该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实现高产[9]。图 1 给出路炉温设定示意图，

图中，曲线 1 对应为最优升温曲线，曲线 3 为按当前炉温制度加热的钢坯升温曲线，曲线 2 为更改炉温设

定，使钢坯到达目标位置满足目标温度的升温曲线,炉温设定的目的既是如图 1 中曲线 2 所示，通过更改当

前炉温制度使钢坯出段或出炉满足工艺目标温度要求。最佳炉温可以根据不同产量下离线优化的最佳炉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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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生产中钢温相对于最佳升温曲线的偏差来决定[10-12]，其中一种常规算法可表示为 

          （1） 

 

式中， 为炉温迭代新值，K； 为当前炉温制度，K； 为钢温，K； 为目标钢温，K；r 为收

敛因子。 

为使钢坯到达目标位置处达到工艺目标钢温值，进行炉温设定值时，需对式（1）进行反复迭代，每次

迭代都需进行一次钢坯虚拟加热（钢坯从当前位置采用所设定炉温计算至目标位置）计算，逐步修正设定

值以使钢坯出炉或出段满足目标温度要求，因收敛因子 r 一般凭经验选取，需要大量的迭代计算以获得可

行的炉温设定值。而大量的迭代需要消耗较大计算机时，将使在线控制的炉温设定滞后，为该算法在线应

用带来不可控因素。同时，应用该方法也对现场控制机的速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而导致成本飙升。鉴

于此，本研究拟提出收敛因子 r 的计算方法，努力降低虚拟加热次数，并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行性。 

1  汇合法推导 

由式（1）可知， 主要取决于 、 及 r。对式（1）而言，当 ，  已知时，给定一

个恰当的 r 可求得 ，若 r 足够精确，完全可以一步得到炉温设定值。基于以上思路，将式（1）变形得 

                     （2） 

 

即 ，迭代过程中，当 ，则认为式（1）收敛。 

对一块钢坯若已知段出口处的目标钢温和当前钢温，如图 2。由能量平衡方程可得 

 
      （3） 

式中，s 为钢坯厚度或者透热深度，m； 为目标位置焓值， ； 为初始位置钢坯焓值，

； 为虚拟加热的钢坯热流密度， 。 

钢坯在最优炉温制度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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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中热焓可由如下积分求得 

      （5） 

式中， 为钢坯温度沿厚度方向的分布，℃； 为钢坯比热， ； 为初始位

置最优钢温对应焓值。当采用断面平均温度和平均比热来描述加热过程焓的增量，可得 

 
               （6） 

 式（4）-式（3）结合式（6）得到 

 
 

（7） 

令  且 

 
              （8） 

式中， 为钢坯表面温度，K； 为炉温，K； ， 为钢坯平均温度，K； 斯忒藩-波尔兹曼

常量。 在同一炉段可按常数处理，则有 

              （9） 

因 且 ，则将 代入式（7）有 

 

      （10） 

式中， 为两种加热方案的表面温差，K。式（10）左侧，因生产实际中一般 与 相差不大，

可认为 令 ，则左侧为 ，对于

右侧可变为： ，其中 为两种情况下的表面温度差，

在此以平均温度差值代替，即： ，则有 

 

  （11） 

式中， 为钢温平均温差修正系数，满足线性升温情况时 ； 为炉温平均温差修正系数，段

内均匀时 ，线性处理时， ； ， 分别为段内炉温及钢温立方的平均值。 

  由式（11）可得 

 

    （12） 

图 2 为钢坯从不同温度初值，在不同炉温制度下加热到相同工艺目标温度的，在此定义为汇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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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化法推导 

若采用汇合方法没有满足目标温度要求，如图 3，采用汇合法设定炉温到达段出口时钢坯没有达到目

标钢温，此时可近一步进行修正。类似图 2 处理方法，对图 3 中两种情况可得 

 
            （13） 

 
            （14） 

式（14）-式（13），采用与汇合法相似的推导方法最终可得 

 

       （15） 

式中， ， 。最终可得到 

 

    （16） 

图 3 所示为初温相同时，在不同炉温制度下，达到了不同的段出口平均温度，本研究中定义该方法为

分化法，由图可知，分化法需要首先进行一次从当前位置到目标位置的虚拟加热以获得目标处的温度差值。

进行炉温设定时，可采用汇合法计算收敛因子并得到炉温设定值，经过虚拟加热至目标位置处，若不满足

工艺目标钢温要求则继续采用分化法进行收敛因子计算，此时称为汇合-分化联合法。 

3  算  例 

为了验证所推导方法的可行性，以钢坯断面为 0.18m×1m 的 Q235B 钢为例进行验证。计算过程中假

定炉温分段均匀，分别对预热段至均热段采用汇合法和汇合-分化联合法进行单块钢坯炉温决策。对应的预

热段至均热段的目标钢温分别为 440℃,845℃,1205℃，其中只选择了加热一段作为加热段，因在该段钢坯

加热一般从 400℃~900℃，该过程包含了导热系数及比热容随温度变化的极值区域。 

 

图 4 为对初始温差 分别为±100℃，±80℃，±60℃，±40℃，±20℃时，根据式（1），采用 r=1

常规方法时迭代 1~4 次时的相对误差与汇合法及先汇合再分化的联合法的相对误差的比较。相对误差定义

为： ，其中 为初始位置处的钢温与最优钢温的差值， 为决策至目标位置时的钢温

与目标钢温的差值。由图可以看出，采用 r=1 迭代计算时，随迭代次数增加，相对误差逐渐减小，对预热

段及加热段，迭代 4 次时可以满足控制精度要求，而对均热段，迭代 4 次时对于±20℃情况，相对误差依

然偏大。采用汇合方法在不进行迭代虚拟加热计算相对误差已经控制在 7%以下，若采用汇合-分化联合法

时，其相对误差可控制在 0.5%以下。且汇合-分化联合方法只需要进行一次迭代虚拟加热计算，故而该方法

的优势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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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为采用先汇合再分化的联合方法进行炉温决策后，对初始温差 分别为±100℃，±60℃，±20℃

时的升温曲线，图中，0 情况曲线为钢坯最优升温曲线，由图可以看出，采用汇合-分化联合方法进行炉温

决策后，对各个炉段出口处，按决策炉温加热钢坯到达段出口处钢坯温度与最优钢坯升温曲线基本重合，

完全可以满足加热工艺要求。 

 

表 1 给出了根据式（1）直接决策时，将相对误差控制在 0.5%以下时，对应不同的 收敛因子 r 从

0.4~2.2 变化时所需要进行的迭代次数。由表可知，收敛因子 r 的恰当选择对炉温决策过程中计算量的降低

具有重要作用，收敛因子选择不当将会导致炉温决策结果产生振荡，如表 1 中的加热段，当 时，对

于 为-100℃，-60℃，-20℃时，无法得到收敛的炉温决策值，这种情况应用于在线控制时将对控制效果

及计算时间产生严重影响。而采用汇合分化-联合方法只需进行一次迭代，相对误差即不大于 0.5%。 

图 6 给出了汇合法及分化法的收敛因子 r 随 的变化曲线。由图可以看出，对于加热炉各段间汇合法

的收敛因子值大小不同，但对于各炉段内该数值基本变化不大；对分化法随着 的变化，r 也随之变化，

且各炉段的变化幅度也不尽相同。 

4  结  论 

本研究基于不同条件下被加热钢坯的焓增正比于边界热流之差对时间的积分这一关系，对积分过程进

sT

sT

1.7r 

sT

sT

sT



能源环保 

96 

行了简化，提出汇合法用于求取炉温决策算法的收敛因子，在汇合法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分化法，并采用汇

合-分化联合法求取炉温决策时的收敛因子。对提出方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汇合法和汇合-分化联合法

在进行炉温决策时求取收敛因子是可行的。且两种方法在应用中是互补的，汇合法可以解析求出一个比较

合理的炉温，以作为分化法虚拟加热的初值；而分化法在进行一次虚拟加热之后即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收

敛因子，从而只进行一次虚拟加热即可完成单块钢坯炉温的设定，免除了常规算法的大量重复的迭代及虚

拟加热过程。 

采用本文推导方法进行炉温决策时可以大幅度减少计算工作量，避免了收敛因子选取的盲目性。汇合

法可以在不进行虚拟加热的情况下进行炉温决策，相对误差小于 7%，而汇合-分化联合法相对误差可控制

在 0.5%以下且仅需要进行一次虚拟加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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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废水控制技术探讨 
刘金哲 1，马书云 2，刘  需 1，田京雷 1 

（1.河钢集团钢铁技术研究总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2. 河钢集团邯郸分公司，河北邯郸 056015） 

 

摘  要：本文介绍了焦化废水的产生和性质，分析了可能降低焦化废水处理难度的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方法，并对

目前焦化废水的末端处理技术进行了梳理和探讨，最后提出了焦化废水控制技术的发展展望。   

关键词：焦化废水; 源头控制; 过程控制; 末端治理 

Study on Control Technology of Coking Wastewater 

LIU jin-zhe1, MA shu-yun2, LIU xu1, TIAN jing-lei1 
(1.Hebei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 China   2. Hebei Iron and Steel Group 

Handan Company, Handan Hebei 056015, China) 

Abstract：The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king wastewater as well as the source and process control 

technology which may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treating the coking wastewater was introduced. The terminal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coking wastewater was reviewed and discussed.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coking wastewater control technology was put forward.  

Key words：coking Wastewater; source control; process control; terminal treatment 

焦化废水是炼焦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高有机污染物、高氮、高毒性、难生物降解的工业废水，据报告，

每生产 1t 焦炭产生约 0.6 m3 的焦化废水[1]，由于其污染物浓度高，成分复杂、具有一定生物毒性，如果随

意排放会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改善和解决焦化废水对环境的污染问题，已成为钢铁行业的一个重大任务。 

关于焦化废水控制技术，目前一般都以预处理+深度脱氮处理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处理联合应用的末端处

理工艺研究为主，但大多数工艺运行成本高，效果较差，不能达到排放标准，甚至需要额外补充新水来对

焦化废水进行稀释。对焦化废水的源头和过程控制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就焦化废水从产生至末端治理的

全过程对焦化废水的控制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探讨。 

1 焦化废水的产生及性质 

焦化废水是煤在高温干馏过程中形成的废水，主要来自焦炉煤气初冷和焦化生产过程中的生产用水以

及蒸汽冷凝废水等，其主要来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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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荒煤气

焦油氨水分离

剩余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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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脱硫

煤气终冷

煤气脱苯
蒸苯

粗苯 精苯

直接冷却水

粗苯分离水 精苯分离水

净煤气

焦炭煤

焦化废水

（湿）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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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焦化废水产生来源示意图 

焦化废水的来源中，剩余氨水总量最大，占到焦化废水产量的一半以上，这也是焦化废水高含氮的主

要原因。煤气冷却水、湿法熄焦废水和煤气直接冷却水含有大量酚氰等污染物，因此，焦化废水中含有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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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氰、苯、吡啶、吲哚和喹啉等几百种污染物[2]，物质成分复杂，污染物浓度高、色度高、毒性大，

性质非常稳定，其 COD 很高，一般都在 3000-8000mg/L，氨氮含量也很高，BOD5：CODCr 一般为 0. 2~0. 

3，是一种典型的难降解有机废水。 

2 焦化废水的控制 

焦化废水控制可在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分别是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 

2.1 焦化废水的源头控制 

焦化废水中污染物的最终来源是来自于炼焦所使用的燃煤，而一旦燃煤的种类确定了，那么其含有的

成分也相对固定了，因此焦化废水的源头控制只能从控制焦化废水排放量入手，减少由燃煤自身的水分形

成的焦化废水，即煤调湿： 

煤调湿（CMC）是“装炉煤水份控制工艺”的简称，是将炼焦煤料在装炉前去除一部分水分，保持装

炉煤水份稳定一个湿度水平，然后装炉炼焦。一般煤的自由水分为 8%～12%，化合水分为 2%，自由水分

在炼焦过程中挥发逸出，化合水经煤料受热裂解析，两者经初冷凝器冷却形成冷凝水。同时高温粗煤气在

大量氨水的喷淋下降温，喷淋氨水与煤焦油分离后部分用于循环冷却煤气，另一部分与冷凝水一同作为剩

余氨水排出。一般经过煤调湿可将燃煤含水量降低到 6%，通常可减少约 30%的剩余氨水量，这不仅减少了

焦化废水产量，同时也降低了蒸氨能耗。另外采用 CMC 技术后，煤料含水量每降低 1%，炼焦耗热量就降

低 62.0 MJ/t(干煤)[3]，也有利于降低焦化能耗。 

2.2 焦化废水的过程控制 

在炼焦过程中，水通过与原煤、焦油、 煤气及各种化产直接接触，将未充分回收的焦油、化产及原煤

和生产辅料中携带的杂质带入焦化废水，因此炼焦过程和焦化废水的产生和污染物控制是息息相关的。企

业所采用的炼焦工艺、原料差异和副产品的回收水平都是影响焦化废水产量和性质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

从炼焦过程对焦化废水的产生控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改进炼焦工艺，采用干式熄焦 

传统的焦化工厂采用的湿法熄焦是在熄焦塔下用清水或工业废水喷洒赤热的焦炭，使焦炭迅速冷却。

这种熄焦方式不但使红焦携带的显热无法回收，造成能源严重浪费，而且在熄焦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含酚、

氰、氨、硫化物的废水，这部分废水将极大的影响焦化废水的产量和污染物浓度，而且产生大量的含酚、

氰、氨、硫化物的、废气，废气中的粉尘、化学污染物，可漂移至数十里外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而干法

熄焦是利用温度不高的惰性气体(一般为燃烧废气)在干熄炉中与赤热红焦换热，从而冷却红焦。吸收了红焦

热量的惰性气体的温度大大升高, 可高达 900℃, 将其送入蒸汽锅炉生产蒸汽。 然后, 再把经过锅炉被冷

却的惰性气体由循环风机鼓入干熄炉冷却红焦。干熄焦锅炉产生的蒸汽或并入厂内蒸汽管网或送去发电，

如此往复循环。干法熄焦将不产生废水，可减少大约 34%的焦化废水产量，同时由于干熄焦过程中焦炭表

面物质（主要影响氨氮、氰化物、油类和 SS 浓度，对 COD 和酚类影响不大）不容易进入焦化废水，可大

大降低焦化废水部分污染物的总量，由于干熄焦降低水用量，降低了焦化废水总量，有利于降低焦化废水

末端治理的投资成本。但也有学者称使用干熄焦产生的焦化废水中的污染物浓度会所增加，且干熄焦废水

经处理后存在难以重复利用的问题[4-5]，需要综合考虑。 

2）优化煤气净化和化产回收工艺 

焦化生产中的化学产品回收流程可以分为煤气净化和焦油加工两大主线。粗煤气初冷后含焦油的蒸汽

冷凝下来，焦油经过氨水澄清槽与氨水分离后，可利用连续蒸馏的方法提取各种化学产品。随后粗煤气继

续经过脱萘、脱硫、洗氨、洗苯，得到净化的煤气，同时获得沥青、硫磺、硫铵、苯类等各种副产品。设置

合理的化学产品回收工序，提高副产物的回收率，可有效降低废水中油类、氨氮和氰化物的浓度，减少废

水负荷，降低后续焦化废水的处理难度，降低投资成本。 

3）焦炉大型化 

焦炉是炼焦的核心装备，研究表明，炭化室的容积对焦化废水产生有一定的影响，炭化室高度增加不

仅增加产量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泄露，同时也提高了出炉焦炭和煤气的质量，从而使煤气冷却水和熄焦水水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99 

质也有所改善，各污染物指标随焦炉炭化室高度增加均有下降趋势。韦朝海[6]等人通过对国内 38 家焦化厂

废水水质统计分析，研究焦炉炭化室高度和焦化废水水质的产生关系的研究发现，炭化室高度从 4.3m 增加

到 7.63m 以后，排放的焦化废水 COD 由 4820mg/L 降低至 2480mg/L。 

2.3 焦化废水的末端治理技术 

焦化废水的处理一般有物理化学法和生物法，由于含有大量难生物降解的物质，一般单纯的依靠生物

的方法很难做到达标排放，因此一般的焦化废水处理工艺都是物理化学法和生物法相结合，以物理化学法

作为预处理或者深度处理工序，以生物法作为主要处理工序。目前，对于焦化废水的处理方法主要有： 

1）物理化学方法 

物理化学方法主要包括包括蒸氨塔、除油、气浮、溶剂萃取脱酚等工艺，这些工艺一般用于焦化废水

的预处理工序，以去除焦油等污染物，避免对生化系统中微生物的抑制和毒害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破

解高分子污染物，提高焦化废水可生化性的预处理技术，比如微电解、Fenton 氧化、臭氧氧化技术等，一

般这些工艺也可用于焦化废水生物处理后的深度处理。现就几个较热门的技术进行介绍： 

①芬顿（Fenton）氧化技术 

Fenton 法在处理难降解有机污染物时具有独特的优势，是一种很有应用前景的废水处理技术，其原理

是 H2O2 在 Fe2+的催化作用下生成具有高反应活性的羟基自由基(·OH)，·OH 具有非常强的氧化能力，可

与大多数有机物作用使其降解。从广义上来讲，Fenton 法是利用催化剂如 Fe2+、光辐射、电化学、微波等

作用，催化 H2O2 产生羟基自由基(·OH)处理有机物的技术，因此根据催化剂的不同又有电芬顿、光芬顿等

不同的芬顿技术。 

芬顿法通常和其他物理化学方法联合应用，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比如芬顿-活性炭吸附、芬顿-混凝沉淀

等。 

②微电解（内电解）技术 

Fe-C 微电解法是目前在焦化废水领域研究较多的化学催化氧化法，其原理与金属腐蚀原理相似，利用 

Fe-C 之间的电位差，以铁为阳极，含碳物质为阴极，以废水中的离子为电解质，这样就在废水中产生无数

的微电解反应，从而引起对一些难降解物质的氧化还原，达到污染物去除的目的[7]。微电解法应用于焦化废

水的预处理虽然能氧化大分子有机物，提高焦化废水的可生化性。田京雷[8]等人通过研究使用微电解工艺

对焦化废水进行预处理，结果表明，使用微电解可将焦化废水的 COD、氨氮、挥发酚类物质去除 30%、 

20%、 50%以上，并将废水 BOD5/COD 值由 0.26 提高至 0.45 以上，大幅度提高了废水可生化性，同时

有效去除有毒有机物，减少其对生化系统的毒害作用。由于微电解对难降解污染物有很好的降解左右，也

可置于生物处理单元后，用于焦化废水的深度处理，对生物无法降解的有机污染物进行降解，达到污水的

深度净化。 

Fe-C 微电解在降解污染物的反应中生成了 Fe2+，通常可以联合 Fenton 技术，经过微电解处理后的污

水，加入 H2O2 即可发生 Fenton 反应，强化污染物降解效果[9]。 

③烟道气处理焦化废水 

利用烟道气处理焦化剩余氨水或全部焦化废水的方法，是将废水在喷雾干燥塔中用雾化器使其雾化，

雾状废水与烟道气在塔内同流接触反应，烟气将雾状废水几乎全部汽化后随烟气排出，废水中的有机物和

生成的硫酸盐浓缩于少量废水中，再焚烧分解。目前此工艺在在江苏淮钢集团焦化剩余氨水处理工程中获

得了应用[10]。 

④稀释和气提 

对于焦化废水中的高浓度氨氮和微量高毒性的 CN-，采用稀释和气提的方法，可减少其对微生物有抑

制作用。但是通常情况下，该方法只做预处理辅助手段，并不能使氨氮达标排放，仍需进一步研究[11]。 

⑤臭氧氧化技术 

臭氧是一种强氧化剂，能与废水中的绝大多数有机物、微生物迅速反应，可去除废水中的酚、氰等高

分子污染物，降低废水的 COD、BOD5 值，同时起到脱色、除臭、杀菌的作用。臭氧的强氧化性可将废水

污染物快速除去，自身分解为氧，不会造成二次污染，但是，臭氧的投资和运行成本也较高，而且臭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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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逸散到周围大气，对环境、设备和人体造成伤害，对设备管理的要求高，主要用于焦化废水的深度处理。  

⑥新型的高级氧化技术 

通过使用不同的氧化剂，对焦化废水进行氧化的研究也有很多，包括光催化氧化技术、超临界水氧化

技术、湿式氧化技术、电化学氧化技术等，由于技术成熟程度、投资运行成本等问题，这些技术基本都处

于研究开发阶段。 

2）生物处理法 

物理化学的方法对焦化废水中的难降解物质有很好的去除作用，但一般对氮的去除并不明显。焦化废

水的处理一般都要考虑利用生物脱氮技术对氮进行进一步去除，同时降解有机污染物。传统的生物脱氮技

术主要有 A-O 工艺、A2-O 工艺等。  

A-O 工艺即缺氧-好氧工艺，缺氧段在前，好氧段在后，好氧段至缺氧段有混合液回流，焦化废水在缺

氧段完成有机氮的氨化，同时好氧段回流含硝态氮和亚硝态氮的硝化液回流至缺氧段，在反硝化菌的作用

下将 NO3-和 NO2-还原为 N2，达到氨氮无害化，好氧段的主要作用是完成污染物的深度净化，并完成氨氮

的硝化。 

A-A-O 工艺是在 A-O 法流程前加一个厌氧段，废水中难以降解的有机物通过酸化厌氧作用开环变为

链状化合物，链长的化合物断链为链短的化合物，提高了废水的可生化性。 

通过对 A 段和 O 的反应器的改造，A-O 和 A-A-O 工艺延伸有很多变种，通常不用的厌氧和好氧技术

组合，比如上流式污泥床过滤器 UBF（A 段）+曝气生物滤池 BAF（O 段）、A-A-O+MBR 等等，对污水处

理的效果也大不一样。 

新型生物脱氨氮技术与传统脱氨氮技术的原理不同，它包括全程自养脱氮、 短程硝化反硝化脱氮、厌

氧氨硫化脱氨氮等方法。这些方法多数处于试验研究阶段，技术尚不成熟，但它们对于在开辟废水生物脱

氨氮技术的新领域方面有深刻的意义。 

3  结语和展望 

焦化废水由于成分复杂，污染物浓度高，难降解，有毒性等特点，已经成为钢铁行业一项重点污染源，

当前对于焦化废水的处理和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末端治理方面，往往难度大，成本高。因此对于焦化废水

的控制还应考虑其源头和产生过程，使用先进的炼焦工艺，改善副产品回收效率，不仅能降低焦化废水处

理难度，还有利于钢厂的节能减排，未来对于焦化废水的控制不仅仅要依靠先进的末端治理技术，实现废

水的高效循环利用，更要从源头开始，寻求降低焦化废水产量和污染物浓度的先进炼焦工艺，实现节能、

降耗、减排的清洁化生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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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煤气净化系统节能降耗措施 
程子明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邯宝焦化厂，河北 邯郸 056000） 

 

摘  要：介绍邯宝焦化厂煤气净化回收过程中节能降耗措施。 

关键词：节能；降耗；措施 

Measures for Energ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Reducing of Coking 
Gas Purification System 

Cheng Zi-ming 

(Production & Technology Department, Hanbao Coking Plant, Handan 056000,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nerg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reducing  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gas refining and recovering in Hanbao Coking Plant.  

Key words：energy saving; consumption reducing; measures 

 

节能减排是当今企业发展必由之路，焦化工序节能减排在钢铁联合企业自然是首当其冲，意义重大。 

邯宝焦化厂煤气精制系统主要担负 4 座 7.0m 焦炉煤气净化回收任务，煤气处理量 10.5 万 m3/h，主要

设有冷鼓工段、硫铵工段、粗苯工段、脱硫工段、废水处理工段，附设水站、油库两岗位。焦炉产生的荒

煤气经冷鼓工段冷却加压、硫铵工段脱氨、洗苯工段脱苯、脱硫工段脱除硫化氢后净煤气大部分送往能源

中心，少部分回焦炉自用。主要工艺流程如图 1： 

 

图 1 焦炉煤气净化工艺流程 

结合煤精系统生产实际，通过改进工艺、采用节能设备、优化生产组织，实现节能减排降本增效。 

1  水的梯级利用与回收 

1.1  工业水梯级利用 

水是工业企业的血液，水的高效利用即意味着节能降耗，煤气净化回收系统冷却水总量达 9100 m3/h，

占焦化整个冷却水用量的 90%以上，由于冷却塔蒸发及排污、泄漏等原因，系统补水量达 300m3/h，水耗

较为严重。 

原设计制冷水和循环水分别进行排污，排入排水沟，由于制冷水系统补水部分是软水，排污水质相对

较好，可满足循环水补水指标要求，循环水排污水指标较差，硬度、氯离子、浊度较高，但不影响生物废

水处理工艺要求，可作为生物处理系统的稀释水和消泡水，减少生物稀释水的用量，根据以上分析，我们

将制冷水排污引入循环水系统，循环水排污引入生物，实现水资源的梯级高效利用，生物减小新水消耗 60 

m3/h。 

1.2  初冷器排水回收利用  

焦化厂现有 5 台横管式初冷器，每台换热面积 5700m2，单台横管初冷器冷却水持有量 252 吨，每次停

横管冷却器进行蒸汽清扫时，都要将冷却水外排，造成水源浪费，现将冷却水放空管配接至水站冷却塔收

水池，利用初冷器与冷却塔收水池之间的高度差实现自流排放，每次初冷器清扫可实现节水 252 余吨。 

1.3  再沸器蒸汽凝水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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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煤气脱硫采用了真空碳酸钾脱硫与 WSA 制酸联合工艺，脱硫富液再生热源由蒸汽通过再沸器提

供，再沸器 8m3/h 的凝水原设计排入附近水沟，现将这部分水集中，为制酸装置废热锅炉供水，可节省锅

炉除盐水用量 4.5m3/h，同时由于再沸器蒸汽凝水温度达 80℃，制酸除氧槽可节约除氧蒸汽 0.5t/h，改造前、

后工艺流程如图 2、图 3 所示。 

 
图 2 改造前再沸器凝水外排工艺 

 

图 3 改造后再沸器凝水外排工艺 

2  改进工艺，降低能耗 

2.1 横管初冷器余热利用 

横管初冷器是对 82℃荒煤气进行冷却的主要设备，分三段对煤气进行冷却，一段为低温段，使用制冷

水冷却，二段为循环段，使用循环水冷却，三段为采暖段，冬季供采暖换热，由于采暖换热的季节性局限，

一年中仅一个季节投运使用，余热利用率低，而 82℃的煤气恰可以为脱硫再生液提供热源，经计算与权衡，

改初冷器三段换热为脱硫液加热，实现余热的充分利用，提高余热的利用率，而冬季采暖换热改由 78℃的

循环氨水提供。此项改进后，脱硫循环液由 60℃升至 74℃，按 300m3/h 循环量计，折合节省加热蒸汽约

7t/h。 

2.2 焚烧炉燃烧空气预热改造 

WSA 制酸装置是与真空碳酸钾脱硫配套的湿法制酸工艺，含硫化氢的酸性气体在焚烧炉中燃烧，二氧

化硫经催化转化形成硫酸，270℃的浓硫酸在 WSA 冷凝器内用空气进行冷却，换热后的空气出口温度高达

235℃，与烟气混合后排放。现将其中一部分热空气引入燃烧空气，提高进焚烧炉的助燃空气温度至 130℃，

实践证明改进后可节省燃烧煤气约 79.2m3/h，同时炉膛内前后两个热电偶温差由 20-30℃减小至 10℃以内，

说明炉膛燃烧效果得到改善,炉膛温度趋向均匀，减小了局部过热现象的发生，形成较为稳定的温度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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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锅炉加热。改造后工艺流程如图 4 所示，虚线部分为增加的热空气管线。 

 
图 4 焚烧炉燃烧空气预热改造 

2.3 油库装车改进 

油库焦油贮槽高 13m，远高过油罐车高度，在焦油槽高油位时，可利用高度差进行装车，减少焦油泵

的频繁开启，通过在焦油泵出入口增加旁通管实现自压装车，改造后年节电 5.4 万 KWh，降低焦油泵维护

费 5 千元/年，改进后工艺如图 5 所示。 

 

图 5 焦油装车工艺改进 

2.4 改进设备保温，延长设备运行周期  

WSA 制酸装置的 SO2 转化器原采用硅酸铝保温毡进行保温，由于设备外形结构特殊，保温施工技术难

度较大，局部保温存在缝隙或外铁皮包裹不严实，导致转化器局部散热量大，转化器内硫酸蒸汽形成露点

腐蚀，严重时每月停工 3-4 次进行检修，严重影响到制酸装置的运行。 

经过对设备结构及保温材料和保温形式的认真分析，对转化器保温进行改进，贴近转化器外表不规则

部分采用了保温性能好的轻质浇注料 15cm，浇注料外层贴硅酸铝纤维毡，外加彩钢护板加固，改造后，转

化器外壁仅为常温，避免了热量散失，杜绝了因设备露点腐蚀而造成的停工。此种保温方法于 2013 年获得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3  采用液偶、变频先进技术，实现设备节能 

对于大功率设备或负荷常有变化设备采用液偶、变频调节方式，比如 4 台 1000Kw 煤气鼓风机采用了

液偶自动调节技术， 6 台 160Kw 冷却塔风扇、高压氨水泵采用变频控制，降低用电消耗。 

4  加强生产组织与管理 

节能降耗不仅要从工艺和设备的改进上下功夫，还要向管理要效益，比如油库酸泵、碱泵间歇开启的

设备运转时间尽量避峰就谷，生产中消除 “跑、冒、滴、漏”，及时修复设备破损的保温，严格标准化操

作，控制各塔器阻力，及时疏通管式炉煤气火嘴等等，通过科学组织，严格管理，标准化操作，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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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纪律，来降低系统能耗。 

5  结  语 

通过对工艺、设备节能降耗的改进及生产上的科学管理，年降水耗达 57.2 万 m3，降蒸汽消耗 6.1 万

吨，节煤气 21.6 万 m3。节能降耗无止境，虽做了一些工作，但我们仍有潜可挖，比如夏季制冷机系统凝水

回收、管式炉烟气余热利用等，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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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电镀锡钝化废水处理研究及应用 
张  诚，王庆森，陈远洪，李  强，刘文广 

（河钢集团衡水板业有限公司  河北 衡水 053000） 

 

摘  要：介绍了连续电镀锡钝化废水处理的还原剂、中和用碱、絮凝剂、助凝剂的选用，检测还原单元的六价铬符

合达标排放要求后，形成大颗粒的 Cr（OH）3，通过格栅板沉淀分离，上层清液达标排放。通过实验室的验证，成

功应用于废水处理线上，减少了铬泥的产生，降低废水处理成本，钝化液废水处理后各项指标符合 GB21900-2008

标准要求。 

关键词：电镀锡；钝化废水；铬泥；间歇式还原+连续式沉淀 Cr（OH）3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 Electroplating Tin Passivated 
Wastewater Treatment  

Zhang Cheng, Wang Qing-sen, Chen Yuan-hong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duction agent of continuous electroplating tin passivation wastewater, 

the selection of neutralizing alkali, flocculant and coagulant, and the Cr（OH)3, which forms large particles, 

after the determination of hexavalent chromium in the reduction unit, Through the grid plate precipitation 

separation, the supernatant discharge standards. Through the laboratory verificatio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line, reducing the chrome production, reduce the cost of waste water treatment, 

passivation liquid treatment of the indicators meet the GB21900-2008 standard requirements..  

Key words：Electroplating tin; Passivated wastewater; Chromium; Intermittent reduction+Continuous 

precipitation Cr（OH）3 

 

本文所述的连续电镀锡成品为电镀锡板，是指两面镀有纯锡的冷轧低碳薄钢板或钢带，俗称马口铁、

镀锡铁。镀锡板经软熔和淬水处理后，在带钢锡层表面形成了一层 SnO 和 SnO2 膜。由于 SnO 是不稳定的

氧化物，需要进行钝化处理，使氧化膜中的 SnO 转化为稳定的 SnO2，也使锡层表面形成一层含铬水合氧化

物的钝化膜。钝化膜不仅能有效地抑制 SnO 的继续生成，而且还能提高镀锡板的防腐能力，尤其是抗硫性

能和加热变色的抵抗能力。虽然近期无铬钝化技术发展较快，但其耐蚀能力均不如重铬酸盐钝化方式，故

镀锡线仍以重铬酸钠作为钝化溶液。六价铬为吞入性毒物、吸入性极毒物，皮肤接触可能导致过敏；更可

能造成遗传性基因缺陷，吸入可能致癌，对环境有持久危险性。如何有效处理含铬废水成为企业生存和发

展的关键，目前国内外电镀含铬废水的常用处理方法包括化学法、离子交换法、电解法、吸附法、膜分离

法、生物法等，其中亚硫酸盐法处理量大,综合利用方便,在国内外应用最广，本文就亚硫酸盐化学处理含铬

废水做了部分研究与探索。 

1  六价铬的处理方法 

含铬污水处理方法主要有还原沉淀法、铁屑铁粉处理法、铁氧体法、钡盐法、电解还原法、离子交换

法等[1]。本文重点论述还原沉淀法。 

还原沉淀法是指在酸性条件下向废水中加入还原剂，将 Cr6+还原成 Cr3+，再加入石灰或氢氧化钠，使

其在碱性条件下生成氢氧化铬沉淀，从而去除铬离子。还原沉淀法具有一次性投资小、运行费用低、处理

效果好、操作管理简便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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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水处理实验室小试 

2.1  实验药品及浓度 

1）污水处理原水样，污水处理站随机取样； 

2）亚硫酸氢钠 30g/L； 

3）焦亚硫酸钠 30g/L； 

4）氢氧化钠（分析纯）250g/L（20%）； 

5）聚合氯化铝 27.5g/L，PH=4.13； 

6）碱式氯化铝 27.5g/L，PH=4.33 

7）聚丙烯酰胺  1.2g/L。 

2.2 还原剂的选择 

两种还原剂与重铬酸根的离子反应方程式如下： 

 Cr2O7
2-+3HSO3

-+5H+=2Cr3++3SO4
2-+4H2O     （1） 

 2Cr2O7
2-+3S2O5

2-+10H+=4Cr3++6SO4
2-+10H2O  （2） 

理论上两种还原剂的加药比（还原剂与 Cr 的质量比）为 3:2.74，但实际上往往会高于理论值。其中通

过对比亚硫酸氢钠对 PH 值的缓冲能力强，还原所需时间短且对承受水质波动冲击能力较大，故亚硫酸钠

比焦亚硫酸钠更适合处理含铬废水[2]。 

2.4 中和池添加药剂的选择 

中和池目的主要是中和过量的酸，与反应生成的三价铬形成 Cr（OH）3 沉淀脱离水体。常用的中和药

剂有氢氧化钠与生石灰。生石灰与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氢氧化钙中和过量的酸及与三价铬反应生成 Cr（OH）

3，但是由于引入了钙离子，使得其与溶液中的硫酸根离子形成硫酸钙沉淀，混入 Cr（OH）3沉淀中使得沉

淀的量大大增加。由于含铬污泥处理需要有资质的专业处理机构进行处理，处理每吨污泥的价格十分昂贵，

故选择氢氧化钠用于调整 PH 值以及提供氢氧根沉淀出还原的三价铬。 

2.3 絮凝剂的选择 

为了选择合适的絮凝剂，通过添加不同的絮凝剂相同浓度及相同体积的聚丙烯酰胺，通过最终的处理

效果对比选择最优的絮凝剂，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絮凝剂相同浓度及相同体积聚丙烯酰胺处理结果 

编

号 

原水

六价

铬 

原水

PH值 

处理

水量
L 

温度 

盐酸

调整

PH值 

亚硫

酸氢

钠ml

（过

量） 

处理

后六

价铬

浓度 

氢氧

化钠

加入

量 

氢氧

化钠

调整

后PH

值 

聚

合

氯

化

铝
ml 

碱式

氯化

铝ml 

酰胺 最终结果 

1 61.2 10.99 0.5 28 2.52 9 0.05 25滴 8.51 7 0 30 

沉淀大，上层清

液小块絮状物较

多 

2 61.2 10.99 0.5 27.5 2.39 9 0.05 25滴 8.34 0 13 31 
上层清液小块絮

状物较多 

3 61.2 10.99 0.5 27.4 2.36 9 0 25滴 8.68 7 0 17.5 
上层清液小块絮

状物较多 

4 61.2 10.99 0.5 26.6 2.34 8 0 25滴 8.95 0 6 18 

沉淀大，上层清

液小块絮状物较

多 

从实验结果来看，碱式氯化铝在相同浓度及相同体积的聚丙烯酰胺条件下，处理结果优于聚合氯化铝。

编号 2 的实验在添加定量碱式氯化铝并且加入聚丙烯酰胺后，再添加碱式氯化铝。增加碱式氯化铝投加量

需要加入大量酰胺，才能达到原处理效果，且加入量不呈线性增长，需翻倍增加酰胺投加量。大量加入酰

胺会使沉淀变大，上层小块絮状物质减少不是很明显。 

2.5 含铬废水浓度对沉淀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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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室验证含铬废水的浓度是否对后期处理的沉淀效果有影响，结果见表 2 

从实验结果来看，含铬污水六价铬浓度提高后随着沉淀量的增加，沉淀的聚合更为容易沉淀更快。含

铬废水浓度较低沉淀量少，加入同样药品同样药量处理效果远远达不到高浓废水的处理效果。 

表 2 含铬废水浓度对后期处理的沉淀效果 

编

号 

原水

六价

铬 

盐酸

调整

PH值 

处理

水量L 

焦亚

硫酸

钠ml 

处理后

六价铬

浓度 

氢氧化钠

加入量 

氢氧化钠

调整后

PH值 

碱式氯

化铝ml 
酰胺 最终结果 

1 254 2.51 0.5 50 - 25滴 9.23 8 15 
沉淀大，上层清液小块

絮状物少，处理效果好 

2 61.2 2.34 0.5 9 - 25滴 9.12 8 15 
沉淀大，上层清液小块

絮状物较多 

表 3 模拟处理 

编

号 

盐酸

调整

PH值 

处理

水量
L 

焦亚

硫酸

钠ml 

氢氧化

钠调整

后PH值 

碱式

氯化

铝ml 

碱式氯

化铝添

加后PH 

沉降现象 
调整

PH值 
酰胺 最终结果 

1 2.48 0.5 15 9.38  5 7.9 上层澄清 8.04  13.5 
沉降较快，上层小块絮

状物较多，细小 

2 2.61 0.5 15 9.14  6 7.73 沉降较快 7.98  13.5 
沉降较快，上层有小块

絮状物较多，最优 

3 2.58 0.5 15 9.14  7 7.62 沉降较快 8.03  13.5 
沉降较快，上层小块絮

状物较多，细小 

4 2.66 0.5 15 9.09  8 7.68 较差 8.00  13.5 
沉淀大，上层清液小块

絮状物较多 

5 2.66 0.5 15 9.21  9 7.58 较差 8.00  13.5 沉淀大，上层较好 

6 2.72 0.5 15 9.10  5 7.95  7.99  15.5 

沉淀最快，沉淀颗粒

大，上层清液小块絮状

物较多 

2.5 含铬废水浓度对沉淀效果的影响 

为了找出适合镀锡线钝化含铬废水的污水处理工艺，现场取镀锡线产生的含铬废水进行模拟处理，处

理水量 0.5L，结果如表 3。 

连续沉淀含铬污泥要求沉淀后水、泥分层速度快，才能应用于含铬污水的实际处理中。从实验结果来

看，2#工艺的沉降效果好、分层最快。同时实验发现酰胺的添加方式应为小股持续添加，一次性大量加药

的处理效果较差。重复验证处理 1L 污水，具有可重复性，2#工艺为实验室模拟处理含铬污水的最优工艺。 

3  污水处理现场应用 

衡水某污水处理站在处理其厂内镀锡线产生的含铬废水时，原工艺路线为先将含铬废水收集于收集池

中再用提升泵将废水打入还原池进行还原，还原后溢流至下道工序继续处理。见如下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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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原工艺路线 

原工艺路线均为溢流至下一个处理单元，由于来水的不稳定性及检测的滞后性容易出现亚硫酸氢钠添

加过量的问题，中和时使用生石灰作为中和药剂，造成钙离子与硫酸根生成硫酸钙沉淀。同时聚合氯化铝

及聚丙烯酰胺的添加方式及添加量无法单独控制，只能依靠后面的沉淀效果凭经验判断，造成过量添加的

两种药剂也一同混入沉淀中，造成铬泥量进一步增加。 

通过实验室验证新工艺路线，更改工艺路线原收集池不变，增加 1 个还原池，在还原池加药反应后检

测六价铬，六价铬含量满足排放标准才向后续工序排放；把原还原池 1 改为中和池，并在还原池和中和池

间加装提升泵；并且将中和剂、絮凝剂、聚凝剂分别添加再进入沉淀池进行沉淀。新工艺路线如下： 

 

图 2  新工艺路线 

优化后的污水处理路线，由于采用间歇式还原使得污水处理更稳定；通过更改中和药剂为氢氧化钠，

优化了聚合氯化铝、聚丙烯酰胺的添加量及添加方式节省药剂同时极大的减少了含铬污泥的产生量，降低

了污水处理成本及处理铬泥的费用。该厂的实际处理含铬废水情况为，月产生铬泥量由原来的约 15 吨降低

至约 4 吨。 

4  结  论 

连续电镀锡钝化废水由于六价铬浓度低、水量大、来水浓度不稳定，适合选用间歇式还原连续式沉淀

的方式，来保证处理后污水满足 GB21900-2008 标准要求。通过实验室模拟及现场应用证明此工艺路线完

全能够满足处理连续电镀锡钝化所产生的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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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系统带压堵漏技术的探索研究与生产实践  
郭景民，刘秀红 

（河钢承钢能源事业部，河北 承德  067102） 

 

摘  要：分析了煤气系统发生煤气泄漏的各种原因，将煤气泄漏事故科学分类，针对每一类泄漏事故研究相应的带

压堵漏技术。通过反复研究和实验，总结出四种煤气系统带压堵漏技术：粘补堵漏、塞楔粘补堵漏、卡箍堵漏、塞

楔焊包堵漏。同时在实际操作中总结出一套安全操作法，保证了带压堵漏技术的安全实施。目前带压堵漏技术在承

钢公司得到广泛推广，主要应用于各类煤气管道、煤气管道补偿器、煤气排水器、煤气柜等煤气设备、设施，介质

压力从 3kpa 至 600kpa。 

关键词：带压堵漏; 粘补堵漏; 塞楔粘补堵漏; 卡箍堵漏; 塞楔焊包堵漏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of the gas system for plugging the leakage 
technology 

Guo Jing-min，Liu Xiu-hong 
(Energy division Hebei Iron & Steel Group Chengde Steel Corp   Chengde  067102) 

Abstract：Reasons for Gas leakage of the gas system are analyzed.  Gas leakage accidents are scientificly 

classiflied. Every kind of online leak sealing technology are studied. . Through repeated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four gas systems are summarized by the technique of plugging the leakage of the gas system: 

the adhesion plugging, the plug and sticking of the plug, the blocking of the clamp, and the sealing of the 

plug. At the same time, a set of safe operation method is summarized in practice, which guarantees the 

safety of the pressure plugging technology. The online leak sealing technology is widely spread in 

ChengGang company, is mainly used in all kinds of gas pipeline, gas pipeline compensator, the gas 

drainage,, gas equipment, facilities, medium pressure from 3 kpa to 600 kpa. 

Key words：Online leak sealing; Fusible interlining plugging; Plug the wedge to fill the leak; Clamp 

plugging; Plug in wedge weld 

 

带压堵漏技术是随着粘接技术的发展而研发的一项新技术，又称为带压密封技术。其原理是在液体介

质动态下建立新的密封结构，达到消除泄漏的目的[1]。目前，此项技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企业，成为企

业实现长周期无泄漏的重要手段，同时避免了停产时能源、物料的排泄。 

承钢公司致力于煤气管道带压堵漏技术的研究始于 2014 年，一直以来边探索、边实验，边实施。在探

索过程中，通过将煤气泄漏事故科学分类，然后针对每一类泄漏事故研究相应的堵漏技术和产品。具体来

说，根据输送介质压力等级、发生位置、漏点大小、形状、数量、泄漏致因、输送介质种类和温度不同，兼

以综合利用机械方法、材料凝固技术和流体力学等学科技术知识，来确定相应堵漏产品的结构形式、密封

级别及堵漏产品对设备本体的保护形式和施工方式[2]。至 2016 年，承钢公司已经创新性研究并实施了多种

带压堵漏技术，包括粘补堵漏、塞楔粘补堵漏、卡箍堵漏、塞楔焊包堵漏，并广泛应用于各类煤气管道。

而且对于不同堵漏技术，我们制定了不同的操作步骤和安全防护措施，保证带压堵漏操作的安全实施。 

1  带压堵漏技术的研究与试验 

1.1 粘补堵漏法 

粘补堵漏法是指利用胶粘剂直接堵住管道泄漏处的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线状、有缝隙的漏点。 

具体操作步骤：确定漏点部位——表面处理——涂胶——检测—涂修补剂——固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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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TRT 出口方形管道漏点粘补前、后照片 

1.2 塞楔粘补堵漏法    

用韧性大的金属、木头、塑料等材料制成的圆锥体楔或扁楔敲入泄漏的孔洞里，再使用胶粘剂粘补的

方法，称为塞楔粘补堵漏法。这种方法适用于漏点较大的煤气管道。 

具体操作步骤：确定漏点部位——制做木楔——镶入漏点——锯掉多余木楔——表面处理———涂胶

——检测——涂修补剂——固化——检测 

      

图 2 1#TRT 出口管道塞楔粘补堵漏前、后图片 

1.3 卡箍法。 

用卡箍将密封垫卡死在泄漏处而达到治漏的方法，称为卡箍法。此种方法适用于管道补偿器、阀门、

法兰等不规则部位的泄漏点。 

具体操作步骤： 

确定漏点部位——用木楔或橡胶封堵漏点——卡箍内表面涂抹胶或垫胶垫——紧固卡箍——检 

         
图 3 3#平台插板阀波纹管漏点采用的卡箍法       图 4 111 平台高炉煤气管道采用卡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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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转炉煤气柜密封卡子零件图 

1.4 塞楔焊包堵漏法 

先用楔子钉入泄漏处，再把泄漏处包焊在金属腔内而达到治漏的一种方法。此种方法适合泄漏面广，

泄漏量较大的部位。 

具体操作步骤：确定漏点部位——测量漏点周围管道壁厚——根据管道直径制作包盒（在上侧和下侧

分别焊接 DN25 管接头）——钉木楔于漏点——锯掉多余木楔——将包盒定位——包盒内持续通入氮气并

检测——焊接包盒——检测 

          

图 6 焦炉用高炉煤气管道采用的塞楔焊包法               图 7 220 吨锅炉高炉煤气管道上部采用包盒法 

2  带压堵漏技术实验分析 

1）对于煤气介质压力小于 10kpa，且漏点小的煤气管道，适于采用粘补技术，即利用化学粘结剂在低

压条件下进行粘补。在胶的选择上，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胶的凝固速度，金属亲和力，粘接强度，

韧性及耐老化等指标。 

2）对于煤气介质压力在 10kpa 以上的煤气管道，考虑采用卡箍堵漏技术。在卡具的设计原则上需要考

虑：卡具的紧固件必须保证足够的强度；卡具的密封腔尺寸要大于泄漏点尺寸；为保证卡具能够承受介质

压力和外部紧固，不产生变形，必须保证其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 

3）对于管道泄漏面广、泄漏量较大的部位，传统堵漏须停产补焊。采用塞楔焊包法在不影响介质正常

输送的情况下，通过在焊接过程中持续通入氮气，为焊接创造安全环境。为避免在焊接过程中，包盒与管

道之间的空间形成煤气与空气的爆炸性混合气体，存在爆炸的危险性，在包盒的两侧横截面各焊接一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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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在焊接包盒的过程中，通过充入惰性气体排放空气的方式，来达到安全作业的目的[3]。 

3  实施效果 

自 2014 年，承钢公司通过不断研究和探索，总结出多种带压堵漏技术，并广泛应用于各种煤气管道，

包括转炉煤气管道、焦炉煤气管道、高炉煤气管道、混合煤气管道以及补偿器、排水器等附属设备、设施，

甚至应用于煤气柜，可以说涵盖了所有煤气管道及设施，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避免了由于煤气泄漏事故

导致的大大小小的系统停产 300 多次和煤气安全事故，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环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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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智能制造的能源管理系统 
贾明兴，徐悦梅，易强强，袁  平 

（东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能源管理系统是以帮助工业生产企业合理计划和利用能源，降低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提高经济效益，降低

CO2 排放量为目的的信息化管控系统。为了适应智能制造的需求，其在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信息采集和管控策略

等方面都将发生变化。本文对能源管理的需求变化进行了分析，着重从能源管理精细化、模块化、智能化、生态化

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的设计与实现，开发了基于 web 的智能能源管理系统。 

关键词：能源管理；智能制造；精细化；智能化；生态化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Jia Mingxing, Xu Yuemei, Yi Qiangqiang, Yuan P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Jia Mingxing,E-mail:jiamingxing@ise.neu.edu.cn) 

Abstract：Th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is 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o help industrial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o plan and utilize energy,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product, improve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reduce CO2 emission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ts system structure, system functions,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etc. will chan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 of energy management needs, and focuses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nergy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iculous, modular, intelligent and ecological, and develops 

the intelligent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web..  

Key words：Energy management;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fine; intelligent; ecological 

 

钢铁工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是国家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不断提升。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源能源消费约束明显显现，能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高污染、高能耗的特点也使钢铁工业在防污减排、节能降耗等方面承受着一定的压力，是国家发展循环经

济、深化节能减排的重点行业。实施钢铁企业能源管理信息系统，加强能源管理，是企业推进节能减排的

重要管理措施。 

能源管理信息系统是指采用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对企业能源的生产、存储、输配和消耗等环节实施

集中扁平化的动态监控和数字化管理，从而实现能源预测、平衡、优化和系统节能降耗的管控一体化系统。

钢铁企业使用和再利用的能源种类多，结构复杂，各类能源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其生产、供给和利用

是一个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能源网络。建立能源管理信息系统，首先要通过深入了解和分析钢铁企业能源

种类、特点及相互关系，使能源分析、能源预测、能源优化更加科学和高效，促进钢铁企业更加安全、经

济、高效、合理地利用能源，最终达到提高节能减排效果[1,2]。能源管理系统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基于单

机设备与工序级的能源管理和基于能源介质平衡的能源管理[3]。目前我国大多数钢铁企业的能源管理处于

第二阶段，而第三阶段将是面向智能制造的全流程的能源介质的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新世纪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制造业信息化的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产业革命。中国制

造 2025 战略规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其要求智能制造对生产过程具有敏捷的反应速度及高效准确

的管理决策[4-6]。因此，面向智能制造的能源管理技术要求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全面性，包括人员、部门/设

备、介质、产品全方面的信息。二是精细化，部门/设备的管理粒度能够涵盖重要的设备级，产品粒度能到

设备级的产出品。三是可靠性，实时的生产数据采集技术、准确的过程信息反馈在智能能源管理中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为能源管理智能化提供必不可少的数据与技术支持。四是先进性，包括能源的监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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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与优化等功能。 

为此本文着重针对上述问题，从能源管理精细化、模块化、智能化、生态化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设计与

实现，开发基于 web 的智能能源管理系统。 

1  系统结构 

能源管控中心总体技术框架的建立遵循“整合资源，信息共享，统一架构，业务协同”的原则[7]。应

用系统采用多层架构，以能源数据采集网络系统、能源实时监控系统平台为基础，实现了以能源为主线的

系统资源、信息和服务的共享，实现能源业务层与展现层的分离，确保系统具有良好的可维护性和开放性。 

系统分为四层，采集层、网络层、服务层、客户层，对各种能源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如图 1 所示。 

能源管理系统业务关系图如图 2 所示。 

 

图 1 能源管控中心总体技术框架 

2  系统功能 

本系统开发充分遵守实用性原则、标准化原则、可扩展性原则及系统的易维护性原则[8]。系统支持

Windows 主流操作系统。能源管理系统作为企业能源的监管平台，展现方式采用 Web 形式部署，不需要安

装任何客户端插件，只要有内网和智能终端的地方，就可以方便的实现访问和客户端的零维护。 

在能源管理系统中，用户可以定义不同的访问权限，根据用户的需求不同，他们看到的监测信息，能

源报告类型也不尽相同。这些都可以由用户或者管理员自定义，反映在基于 web 的访问页面上。 

2.1 综合首页 

系统服务器负责监管整个企业的能耗需要的运行情况。系统将定制化的能源数据发布到内部局域网上，

展现当前企业总能电量、不同部门的不同类别的耗电量、折合标准煤量等，企业的管理和决策人员可以通

过 Web 浏览器访问各种分析结果。不同的管理人员在一定的权限下，可以通过计算机或者手机等终端设备

查看企业内的用能情况。不受地域的限制，随时掌握厂区能耗情况，提高节能意识。 

2.2 能源查询分析统计功能 

具有完备的能源查询分析统计功能，可按照部门、介质、时间等数据多维度查询、对比分析、生成各

种统计报表。其中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涉及能源、资源、设备运行等数据，重要参数的全貌，厂区、部门核

心的实时运行参数等。该功能中能够以厂区、各车间、或重点设备等为主线，分组展示相应的重点指标参

数；对于有指标预警的参数能够以报警色显示；可以从该功能中直接查看某一参数的实时曲线。同时支持

测点标签和测点名称的模糊查询，系统以曲线图或时间参数列表的方式展示一个时间段内参数的值。以便

分析某一个时间段参数的变化情况，从而重现当前的生产运行情况，并能导出指标参数的 Excel 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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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种能源消耗进行逐时、逐日、逐月、逐年统计。统计数据采用饼图、柱状图、线图、区域图等各种图

形展示方式，直观反映各项统计数据的数值、趋势和分布情况。 

2.3 传感器智能监测与分析功能 

传感器作为能源管理的关键一环，其工作性能决定管理系统的运行成败。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内容，

能源管理系统的可靠运行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通过建立传感器计量模型，采用统计分析技术对传感

器进行智能监测，及时发现传感器故障，是能源管理系统中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通过对传感器监测信息

的分析，可对传感器进行计量数据的平衡分析以及差损分摊管理，平衡报告的生成等。能够智能分析泄漏、

仪表失灵等故障，判定故障的根本原因并及时报警。实现煤气、氧氮氩等能源介质的负荷预测、需求量预

测、煤气柜位预测，具备历史和实时数据的处理功能、预测系统的自学习和自适应调整功能、模型管理功

能、预测分析报告等。 

 

图 2 能源管理系统业务关系图 

2.4 能源精细化管理功能 

产品单耗细化功能，可对全生产线各工序级产品进行单耗计算，多维度分析对比、对标，为优化节能

生产提供详尽决策信息，可智能感知并报警。班组能耗统计与分析功能。可对不同班组生产情况进行产品

单耗统计分析，诊断班组效率，甚至分析到某个生产者。停产能源管理功能。可对停产时的能源进行统计、

分析、比对，极大地方便用户分析节能空间。能源分类管理功能。通过对同一能源介质的不同用途进行分

类统计，使企业更全面掌握能源信息，增加节能点。 

2.5 实时报警及统计查询 

除了在生产流程图、趋势图、数据列表中对各指标参数进行报警外，还可以对主要指标进行集中报警

显示。其中，报警的指标按优先级设置，对于高优先级的指标既可以在主窗口固定位置滚动显示，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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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弹出窗口显示。 

系统还提供全部报警指标的统计、查询功能。系统针对报警信息，提供上传附件功能，用以记录该报

警信息的后续处理，方便客户回溯当时状态和相应的考核。可核算一个时间段内某个参数或全部参数的报

警汇总数据，统计条件包括时间段、企业、班值、重点设备；可查询一个时间段内某一个参数或多个参数

的历史报警记录，查询条件同样包括时间段、车间、班值、重点设备等，而查询的结果可显示包括报警指

标名、参数描述、报警时间、报警状态、超限时值、限值和报警持续时间等详细参数。 

2.6 辅助手工录入 

针对无法实现自动数据采集的计量数据、参数、重点设备指标等数据，建立数据录入接口。接收人工

录入的方式把数据录入系统。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计量数据的录入。对于暂时不具备自动采集的计量数据，可通过人工定期录入的方式完成系统数据

的获取。对于数据存在疑问，如因计量仪器通讯口损坏引起的数据缺失的情况支持人工辅助录入的功能。

避免因个别数据影响整个系统报表和计算的错误。人工录入数据带质量码存储，区别自动采集数据。 

2）重要参数人工录入。对于重要的参数，如折标煤系数，标准的设定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做修改。

通过人工录入的方式进行。 

3）产量、辅料添加等数据手工录入。对于重要材料的添加或预计产量和实际产量，通过人工录入的方

式进行存档和存储。以便于后期查询和管理。并且可和排放量进行比对、分析。同时对于不方便实时统计

的产量和物料消耗等数据按照班、日、月等人工录入信息。 

4）其他终端设备数据导入。系统除接收自动采集数据，人工录入数据外还接收业主已有终端类设备的

自动数据导入。 

2.7 系统管理及配置 

灵活的项目配置功能。针对不同行业创建新的项目，按照客户需求疏理出用能部门、用能介质、用能

种类、检测传感器、生产产品、班组等信息及关系基础上，按照人机界面提示即可轻松完成。专用用户界

面软件具备局域网通讯能力（ETHERNET/IP for INTRANET），提供严密的安全等级及操作权限，能够设置

不同权限级别的操作密码。实时监控系统设 3 种访问权限，即：客户访问、操作员、系统管理员。每种访

问权限均有其所能操作的功能分配，保护部门生产信息隐私，同时提高客户体验感。 

2.8 日志管理功能 

完善的日志管理，包括各种页面操作，软件运行等，可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信息追责 

3  结  论 

本项目开发的能源管控系统是一个面向智能制造的公司级管控一体化计算机系统。其与往不同的是更

多的考虑了系统的全面性、实时性、可靠性、精细化和智能化，从部门/设备、介质、产品、班组、时间多

维度全方位的进行能源管理与分析，从模型预报技术、智能监测与分析技术和故障预报与容错技术等几个

方面提升能源管理的可用性和先进性。该能源管控系统的应用对钢铁企业统一调度能源系统、优化煤气平

衡、减少煤气放散、提高环保质量、降低吨钢能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能源管理水平将起到十分显著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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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费用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张立伟， 张辉 

（河钢集团石钢公司设备能源中心，河北 石家庄） 

 

摘  要：河钢集团石钢公司是具备年产钢能力 200 万吨的国内主要特殊钢棒材生产企业。2015 年以来通过树立能

源流全系统管理及 全过程动态管控的理念，以原燃料结构优化、工序能耗指标评价分析与改善、能源费用体系构

建与完善、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为重心，以加强生产组织协调、能源系统产线对标、降低原燃料采购价格等专业职能

管理为平台，从细节着手，挖掘过程管控环节的节能降耗潜力，持续提升能源管理内生力，实现能源消耗指标、能

源费用指标双降低，提高企业综合经济效益。 

关键词：能源费用; 管理体系;构建; 实施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nergy Cost System in HBIS 
Shisteel 

Zhang Li-wei, Zhang Hui  

(Department of the equipment & energy of HBIS Shisteel, shijiazhuang, hebei) 

Abstract：HBIS Shisteel Company, a special steel company with annual capacity of 2 million tons of 

special steel bars, has established the Energy Cost System since 2015 with concepts of wide-system 

management and overall process dynamic control of energy flow, including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raw material and fuel,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process consumption,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production process, benchmarking of energy consumption etc. 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nergy Cost System has highly contributed to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 cost and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within the company.  

Key words：the Energy Cost System; establishment; application 

 

河钢集团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石钢），始建于 1957 年，现为河钢集团全资子公司，具

有年钢 260 万吨生产能力，是国内最主要的特殊钢棒材生产企业。 

钢铁企业能源消耗占产品总成本的 30%左右，降低能源费用是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

段，是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同时能耗水平的高低对环境保护亦有着直接的影

响。因此，构建石钢公司能源费用管理系统，对各生产工序各项能源消耗数据、进行价值化体现，突出成

本理念，使公司各级生产、管理人员不仅了解能源消耗情况，还要清楚所消耗的能源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

比例，提高职工的成本意识。 

根据 2014 年上半年的能源成本分析，铁前工序的煤、焦的消耗占综合能源成本 63%，占能源消耗总量

的 89.76%，其价格和单耗的变化对能源指标、能源成本走势影响较大，是能源成本主导因素。公司电耗占

综合能源成本 32.86%，占能源消耗总量的 11.3%，电在能源成本中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在能源消耗中所占比

例，是能源成本中重要因素。 

为此，石钢公司能源管理部门依据能源消费的重点环节，以降低能源成本为目的，提出了能源费用管

理的理念，在原有的能源指标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能源成本的观念，结合集团产线对标要求，制定

能源费用对标方案，明确能源费用目标并进行要素指标分解，梳理能源成本及关键指标现状，从能源费用

统计口径、系统管理、指标管理、节能新技术、工序工艺技术革新等多方面开展集团内类同产线对标，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能源费用对标方案，确定指标标杆，分析差距，制定改进措施。 

管理方案自 2014 年 9 月开始设计实施， 10 月在全公司各工序范围运行。通过对能源费用指标的监控

和分析，在公司降低外购能源消耗、扩大能源循环利用和二次能源回收利用、提高节能经济效益、减少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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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排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建立了科学有效的能源费用管理体系。 

1  制定降低能源费用方案，明确能源费用目标 

根据 2014 年上半年能源成本分析，铁前工序的煤、焦的消耗占综合能源成本 63 %，其价格和单耗的

变化对能源成本走势影响较大，是能源成本主导因素。通过梳理能源成本及关键指标现状，从能源费用统

计口径、系统管理、指标管理、节能新技术、工序工艺技术革新等确定指标目标，分析差距，制定改进措

施。考虑到炼焦煤耗、烧结固体燃耗、炼铁焦比和煤比等指标与其工序生产管理（如原燃料配用、生产工

艺、生产系统顺行等）直接相关，该部分的控制以生产部门为主。  

公司电耗、新水及天然气消耗合计占综合能源成本 37%，是能源成本中重要因素，设备能源中心重点

围绕“电、水、天然气、二次能源利用”的管理，加强能源流的系统管理和系统优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通过分析，以降低吨钢能源成本为核心和目标，将能源费用指标分解为核心管理指标 3 项、重点管理指标

6 项、工序分解指标 11 项。核心管理指标为：吨焦煤耗（鑫跃）、吨铁燃料比（炼铁）、吨钢综合电耗（公

司），该三项能源指标变化直接影响能源费用走向，属于能源费用核心支撑指标，其管理模式以设备能源中

心、指标单位联合管理为原则，要求指标单位纳入本工序重点管理范畴，积极开展产线对标；重点管理指

标 6 项为：转炉煤气回收、高炉煤气放散率、氧气放散率、中水利用量、TRT 发电、热电联产发电等二次

能源利用指标，该 6 项指标对公司能源利用效率和综合效益影响较大，由设备能源中心直接管理；工序分

解指标 11 项：烧结固体燃耗、小棒天然气、吨钢井水消耗及各工序电耗等工序主要指标，该 11 项指标的

完成情况与各工序生产组织有着直接关系，其管理模式以工序直接管理和落实为主，制定标杆，对比差距，

制定改善措施。 

2  深化产线对标，明确标杆指标责任 

面对严峻的钢铁形势，河北钢铁集团开展了产线对标活动，石钢公司结合集团产线对标要求，成立了

对标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了以降低 5 项费用为中心的对标工作方针，降低能源费用成为其中重要一环，公

司成立能源费用对标领导小组，由公司能源工作负责人作为组长，各二级单位对标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公

司能源费用对标工作，公司制定能源费用对标方案，明确能源费用目标并进行要素指标分解，梳理能源成

本及关键指标现状，从能源费用统计口径、系统管理、指标管理、节能新技术、工序工艺技术革新等多方

面开展集团内类同产线对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能源费用对标方案，确定指标标杆，分析差距，制定

改进措施。 

设备能源中心首先组织各相关单位开展能源指标对标交流，将影响能源费用变动的能源关键指标纳入

到工序对标体系，推进二级单位的能源指标和能源效率对标，组织各工序开展对标分析。能源费用目标指

标根据公司工艺装备、实际能耗水平和兄弟企业可比关系确定标杆值和阶段性目标，各工序根据能源费用

对标方案，对每项指标确定责任人。建立和开展本工序能源指标对标，明确标杆、目标和负责人，开展对

标分析，制定指标改善措施。落实指标改进措施，持续开展能源使用、成本、指标、做法对标和对标分析，

公司每月中旬组织专题对标会，各二级单位对对标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对取得成效的固化措施，

对存在差距的调整措施，实现指标实质性改善。 

3  优化工序管理，改善能源指标 

能源费用的降低，最根本的途径一是能源消耗的降低，另一个就是能源采购价格的降低，为了达到能

源消耗的降低，石钢采用工序管理与能源管理相结合的方式，以经济合理的能源消费促进工序能源成本的

改善： 

1）焦化工序以原料结构攻关为主线，明确吨焦煤耗成本和配煤结构指标，控制焦煤消耗，通过调控焦

煤配比，降低焦煤成本。 

2）烧结工序以固体燃耗攻关和脱硫系统稳定运行为重点，推进指标改善。烧结固体燃料包括外采无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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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及炼铁、焦化工序筛出的焦末，通过能源费用管理，烧结工序加大焦末使用量，减少无烟煤采购量，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脱硫系统一直以来运行不稳定，造成烧结机被迫停机，影响烧结机的稳定连续运行，

使各项消耗上升，2015 年对脱硫系统进行了大修，消除隐患，为烧结机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 

3）炼铁以炉况顺行和降低燃料成本为主线，明确燃料成本和煤、焦指标，推进富氧操作，提高热风风

温，降低燃料比和生铁成本；以除尘变频器优化改造和 TRT 发电负荷稳定提升为重点，降低炼铁电耗。同

时，通过富氧操作，协同降低氧气放散和氧氮电耗。 

4）炼钢以优化冶炼工艺和高效精炼为重点，明确工序综合电耗和冶炼、辅助用电等指标，完善节电管

理措施，持续改善工序电耗。 

5）轧钢以精益生产组织、设备故障控制和分组距指标动态管理为重点，推进热送热装比例，完善节电

措施，改善指标。 

6）设备能源中心、炼钢、轧钢协调联动，以优先回收和使用转炉煤气为主线，提高转炉煤气回收利用，

降低天然气消耗。锅炉加烧转炉煤气项目投用后，锅炉加烧转炉煤气，解决了因高炉煤气不稳定造成的热

力设备运行负荷不稳定问题同时在不影响炼钢烤包和小棒线用气为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配烧转炉煤气，

提高了发电负荷 350-400kW；煤气调度精细调配煤气产用关系，发挥煤气柜和锅炉的调节作用，控制拒收，

实现转炉煤气回收最大、锅炉最大程度使用转炉煤气。 

7）分别以水系统优化、煤气系统平衡调配、热力系统蒸汽外供和发电、氧氮供应与外销为重点，做好

氧氮平衡，保障氧氮供应与外销，减少放散，拓宽销售渠道，增加液化外销量，追求能源利用综合效益最

大化。 

8）强化各工序自主管理和细节管理，推进指标改善。积极开展三时段用电管理，完善具备三时段管理

的作业和设备明细，加强落实；围绕公司生产计划，加强年修后设备运行管理和生产组织管理，发挥产线

产能，降低工序能源成本；做好能源设施自查工作，杜绝跑冒滴漏，确保能源设施有效运行，绩效参数符

合规程标准。 

4  加强专业管理，优化生产组织协调 

加强专业管理，优化生产组织和管理，追求能源利用综合效益，充分发挥公司职能管理部门的作用，

做好生产组织协调，减少生产事故、设备事故对能耗的影响只有生产稳定顺序，才能实现能源消费最优化。 

公司生产部门围绕能源系统平衡，进一步均衡公司铁、钢、材生产计划和组织，并在满足炼钢需求的

前提下尽量减少铸铁生产；能源管理部门围绕能源系统平衡，以非采暖季锅炉蒸汽发电、余热蒸汽生产区

域自用、移动蓄能外供和采暖季蒸汽生产、发电、外供平衡为重点，实现能源利用效益最大化；以能源流

系统管理和突出矛盾动态课题管理为方法，分阶段策划能源利用效率实施方案并根据生产状况调整管理重

心， 组织相关单位召开二次能源利用专题会议，对阶段性突出矛盾制定管理方案和措施，对氧气利用与放

散、转炉煤气使用与回收等拟定倾向性鼓励政策，鼓励炼铁富氧操作降低氧气放散、鼓励三轧多用转炉煤

气提高转炉煤气回收、鼓励炼钢厂提高转炉煤气回收，降低炼铁燃料成本、降低轧钢天然气消耗。 

通过分析发现，生产事故对能源平衡和成本的影响是致命的，钢铁生产是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一个

工序发生事故，势必造成上游工序及下游工序生产的不正常，造成整个生产流程的不平衡，产量下降，能

耗上升，煤气、蒸汽等资源放散或短缺，其解决途径是通过加强系统管理，推进设备的计划检修，生产部

门与能源管理部门做好计划检修的组织和能源平衡，优化日常检修能源流平衡计划，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减少非计划停机给生产、能耗带来的负面影响。 

5  依托能源管控系统，强化工序自主管理 

石钢能源管控系统是石钢自主开发的一套能源管理信息化系统，该系统实现了能源介质的可视化管理，

优化了能源平衡调度手段，使石钢现代化管理水平及能源管理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公司能源管理人员及

各工序以能源管控系统实时数据为基础，关注能源消耗数据的变化，对变化较大的指标进行专项分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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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分析，找到影响能源指标变化的关键因素，动态调整控制措施。煤气调度提高能源管控系统精细调配煤

气产用关系，发挥煤气柜和锅炉的调节作用，控制拒收，实现转炉煤气回收最大、锅炉最大程度使用转炉

煤气。2015 年、2016 年二次能源指标比 2014 年有不同程度改善，高炉煤气放散率下降到了 2.77%、转炉

煤气回收量提高到了 109.1m3/t、外供蒸汽增加 29407 吨。 

提高能源管控系统的支持，能源管理部门实现了能源指标和改进措施动态管理；能源指标动态管理：

能源指标以刚性管理为原则，充分考虑原、燃料结构优化形成的能源指标变化，在公司（工序）综合成本

改善的前提下，能源指标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动态调整和管理；改进措施动态管理：以公司各工序综合成本

改善为目的，各工序在能源部调整能源指标的同时，及时调整控制和改进措施，能源管理部门重点跟踪措

施的制定、调整、落实和指标的持续改善。 

6  优化原燃料结构，降低原燃料采购价格 

在大力降低能源消耗的同时，公司采购部门也在大力降低原燃料的采购价格，通过采购价格的降低，

降低生产成本，为促进原燃料结构优化，采购部门重点围绕入焦、入烧、入炉原燃料结构进行调整，屏蔽

高价料，制定了《屏蔽高价料管理规定》，明确采购规则，降低采购成本，公司不断完善了能源采购价格考

核体系；全部地方物料采用招标采购，引进新供应商，提高议价能力，通过招标大力打压采购价格，达到

同种物料集团内价格最低。通过降低国有大矿汽运路耗攻关，减少路途损失，降低成本。 

为促进成本结构优化，降低入焦、入烧、入炉以及合金结构成本，制定了《原料及合金结构优化管理

办法》，明确分工与奖惩；成本的降低，生产稳定顺行是前提，采购部门以满足高炉需求为前提，落实“一

稳定、三降低、一优化”措施，稳定入炉料质量，促进指标提升，确保高炉稳定、顺行、低耗，使炼铁燃料

比下降 8 千克。 

7  结  论 

通过能源费用管理工作的推进，为能源管理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为能源消耗指标、能源费用指标的降低做出了的贡献，实现了降本增效。吨钢综合能耗由项目实施前的 567.4

千克标准煤，下降到 2016 年的 559.8 千克标准煤，吨钢能源成本由 961.9 元，下降到 2016 年的 899 元，下

降 62.9 元，2015 年降低能源费用 22570.66 万元，2016 年降低能源费用 10336.47 万元。 其中固体燃料消

耗费用大幅下降，电费在发电机组停机外供蒸汽的情况下与上年持平，水费与上年持平，天然气消耗略有

上升。 

1）公司吨钢综合能耗及吨钢能源费用降低 

实现了公司级能耗指标显著改善，吨钢综合能耗由项目实施前的 567.4 千克标准煤，下降到 2015 年的

559.9 千克标准煤， 2016 年的 559.8 千克标准煤；吨钢能源费用显著降低。项目实施后吨钢能源成本由 961.9

元，下降到 2015 年的 824.48 元，下降 137.42 元，同比降低 14.29%。2015 年降低能源费用 22570.66 万元。 

2016 年克服了原燃料大幅涨价及水费因石家庄为水资源严重超采区征收 3 倍水价的困难，能源费用下降

62.9 元，2016 年降低能源费用 10336.47 万元。 

2）固体燃料消耗降低 

炼铁工序燃料比由项目开展前的 533 千克，下降到 2015 年 528 千克，下降 5 千克，同比下降 0.94％，

到 2016 年 525 千克，下降 3 千克，同比下降 0.57％，2015 年能源采购价格也大幅下降，固体燃料费用下

降 138.21 元，同比降低 23.28%，为公司综合能耗及能源费用的降低提供了保障；2016 年原燃料大幅涨价，

涨幅远远超过了 2015 年的价格水平，但通过降低固体燃料消耗，固体燃料费用下降下降 77.68 元，同比降

低 13.09%。 

3）二次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 

通过能源费用管理系统的应用，有效管理和控制公司各类二次能源介质的消耗，建立了水、蒸汽、煤

气、氧气、氮气等能源产供平衡自动数据分析，有利于控制生产厂的能源消耗水平，为公司降低成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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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数据依据；扩大了煤气的回收和利用途径，减少气体放散。 

高炉煤气放散由 5.4%下降到 2015 年的 5.26%，2016 年下降到 2.77%，按公司内部价 0.18 元/立方米计

算，2015 年减少放散 424.86 万立方米，减少损失 76.5 万元。2016 年减少放散 6903.6 万立方米，减少损失

1242.65 万元。 

转炉煤气回收由 98.3 立方米/吨钢提高到 2015 年的 106.2 立方米/吨钢，2016 年提高到 109.1 立方米/吨

钢，按公司内部价 0.4 元/立方米计算，2015 年实际增加转炉煤气回收 278.32 万立方米，增加效益 111.3 万

元；2016 年实际增加转炉煤气回收 762.63 万立方米，增加效益 305 万元。 

4）增加了社会效益 

通过能源费用管理系统的应用，对能源费用指标的引用和分析，在公司降低外购能源消耗、扩大能源

循环利用和二次能源回收利用、提高节能经济效益、减少污染物排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使公司

的能源管理更加科学、精细、直观、及时。在 2015 年能源体系认证和能源计量审查规范的审核中，系统均

发挥了重要作用，顺利通过了认证和审核。同时公司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利用余热资源为社会居民冬季采

暖提供热源，采暖面积已达到 300 万平方米，除冲渣水换热外，还将公司富裕蒸汽用于社会采暖， 2014 年

度外供蒸汽 106046 吨，按外供价 130 元/吨计算，为公司增加效益 1378.6 万元。2015 年度外供蒸汽 144931

吨，为公司增加效益 1884.1 万元。2016 年度外供蒸汽 112997 吨，为公司增加效益 146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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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冶金压缩空气系统节能技术措施 
步  彬，吴  滨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邯宝能源中心，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随着环保要求日益严格，冶金行业已进入减量发展、清洁生产的时代，生产原料面临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压缩空气作为工业生产的第二大动力源，在企业总电耗量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其节能技术措施的应用与推

广，对冶金行业生产能源成本的降低有着较为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压缩空气；节能技术；成本 

Discuss on Energy Conservation Measures of Metallurgical 
Compressed Air System 

Bu Bin, Wu Bin 
(Hanbao Company, Handan Iron and Steel Group, Handan, Hebei 056015,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ly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the metallurgical industr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redu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er production, and the raw materials are facing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Compressed air, as the second power sourc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occupies a 

large proportion in the total power consumption,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energy saving technical 

measur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duction of the energy cost of the metallurgical industry.  

Key words：compressed air system; energy conservation measures 

 

冶金行业已经步入减量发展时代，节能减排、降低环境污染成为企业经营的首要目标，加大生产原料

供给侧的结构改革，降低生产成本、增加能源利用效率成为企业新的效益增长点。在企业生产中，压缩空

气应用日益广泛，由于洁净易输送的特性，被广泛运用于工业控制系统，压缩空气的能耗占全部电力消耗

的 10%~40%，成为仅次于电力的第二大动力源[1]。例如，以空压机组耗电占工厂总耗电百分比为指标，粮

食存储中转企业为 15%[2]，橡胶制造业为 30% [3]，纺织行业为 40%以上，冶金行业占总耗电量的比重约为

15%~20%。另外，根据压缩机协会统计，压缩机耗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8.9%，而欧洲及日本等主要发达国

家约为 10%，由此可见，压缩空气系统的节能减排在企业能源供应链上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1  压缩空气系统流程介绍 

冶金压缩空气系统的分类有多种方法，既可以按空气品质分，也可以按压力等级分，还能按照用户来

区分。一般来讲，按空气品质分类居多，可划分为动力用气、净化用气两个不同种类。动力用气即普通生

产用气，一般压缩空气只需冷却排水就可使用，而净化用气需要对压缩空气进行冷却排污、干燥脱水、除

尘净化等工序方可使用，多数用于仪表控制系统，也称作仪表用气。 

 

图 1 净化压缩空气生产流程示意图 

压缩空气系统的电耗在冶金企业用电中占着重要的比重，其生产运行的节能优化和减排措施，能给企

业带来甚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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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压缩空气系统节能思路 

压缩空气系统的电耗在冶金企业用电中占着重要的比重，其生产运行的节能优化和减排措施，能给企

业带来甚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2.1 空压站平面布局决策 

根据用户分布情况及使用特点，空压站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相适宜的布局策略，如：用气点比较单一，

用户之间距离较远，且用气品质不相同时可采用就近单站布置原则；当用气点比较散乱、用气压力规格相

接近时，则可考虑集中供应原则。 

单站布置原则，侧重于用户就近使用，优点是能够减少输送管网的投资，降低压缩设备输送能耗比；

缺点是压缩设备产能需与用户消耗量相匹配，一旦工况发生变动，容易造成压缩设备放散，或低负荷远离

风机最佳工况点运行，造成压缩效率下降。 

集中布置原则，适合成群用户点使用，优点是压缩设备运行效率较高、管网压力波动较小；缺点是输

送管网初始投资较大，因为要降低输送能耗比，需要较大的管径来减少流速，以期降低管网沿程阻力损失。 

两种布置原则各有优缺点，前期规划决策时，应先通过调研和经济分析，再折算成历年的能耗效益指

标进行对比，来决定企业所需最佳的空压站平面布局方案。 

2.2 压缩空气系统供需平衡 

对于采用集中布置的压缩空气管网系统，一般采用多台空压机并联外送模式，其投运空压机的总产能

应接近管网最大用气量，并保持一定的冗余度，使之能够适应外部用户一定范围内的用量波动，从而使管

网保持相对平稳的运行压力区间。 

 

图 2 空压机的特性曲线示意图 

由空压机的特性曲线图可知，其工作特性曲线呈抛物线状，在其最佳工作点所处一定范围内，空压机

的运行效率最高。因此，可以根据用户需求的接点处压力，加上一部分输送管网的阻力损失后，就可以进

行空压机选型，工作区间在此压力范围内的空压机运行效率最高。 

根据流体力学可知，压缩空气系统输送管网的阻力损失与流量成平方比关系，即： 

 
                           （1） 

△P—管网的总阻力损失，Pa；S—管网综合阻力系数；Q—空气输送量，m3/h。 

空压机的电机功率计算公式为： 

                    （2） 

N—空压机的电机功率，W；Ny—空压机的有效功率，W；η—空压机的全压效率系数；P—空压机的

排气压力，Pa。 

由此可见，管网输送流量越多，管网阻力损失就越大，而空压机所需的排气压力越高，最后导致空压

机组的能耗也高。因此，根据冶金企业生产情况，减少消耗用气量，调整用气波峰波谷时段，对压缩空气

系统供需进行动态平衡优化，可以降低空压机组的运行能耗。 

2.3 压缩空气系统工艺优化 

根据压缩空气生产工艺流程，空压机就是采用一种动力压缩设备，将空气的体积进行压缩，提高产品

气的压力后，作为一种动力源进行使用。针对压缩空气工艺系统的节能减排，可以从压缩机做功效率、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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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脱水损耗、空压机出口管道设计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提高设备能效比，降低生产运行成本。 

1) 提高压缩机做功效率 

根据理想气体的平衡原理，绝热压缩时温度与压力成反比关系，因此，对于采用多级压缩的空压机，

级间冷却设施应保持较好状态，使用较凉的循环冷却水进行换热降温，降低次级吸入口处压缩空气温度，

可以提高空压机组的产气能力，从而降低空压机组的能耗。 

此外，对压缩机的运转部件应定期进行检修维护，确保机组转动部件处于良好润滑状态，也将有效地

降低空压机组的功耗比。 

2)降低干燥脱水损耗 

对于净化用气而言，压缩空气还需要经过干燥脱水处理。干燥脱水工艺目前一般有两种，一种为冷冻

法除湿，一种为吸附式脱水。冷冻法除湿，是利用空调的换热翅片将压缩空气冷却至机器露点附近，一般

其压力露点均超过 0℃，适用于对含水量指标要求不高的生产工艺使用。变压吸附式，是利用氧化铝等吸附

剂，采用不同压力不同温度下其含水量不同的原理，对压缩空气进行吸附和再生处理；采用吸附式干燥器，

可将压缩空气露点降至-40℃以下，能满足我国北方冬季寒冷气温下的仪表控制系统使用。 

传统的吸附式干燥器有一定的再生损耗，用于将吸附饱和的氧化铝进行降温解析，其再生损耗约占处

理气量的 3%~10%。目前，空气干燥系统有一种新型工艺，二次回收再生过程中反吹消耗的饱和湿空气，

可以将再生损耗用的压缩空气能耗降至 1%以下，既能减少排放废气时的噪音污染，又能实现能源的高效回

收使用。 

 

图 3 净化空气干燥器传统工艺与新技术流程对比示意图 

3) 优化设计空压机出口管道 

 

图 4 并联空压机出口处的汇流管道接口对比示意图 

当空压站内成组并联布置多台空压机时，运行过程中易出现部分空压机组产气能力不足的情况，这是

由于排气管道在汇流后对机组影响所致，可将出口处的直三通，更改为顺着气流方向的斜三通，将显著改

善该部分空压机组的运行工况。 

3  结  论 

随着国内环保形势日益严峻，钢铁企业逐渐步入清洁生产模式，以更低的生产成本和能源消耗，来促

成企业经济效益的新增长点。压缩空气系统，作为仅次于电力的第二大动力源，其所消耗电量在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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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电耗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进行工艺优化和节能研究，将会有效地减少冶金行业运行成本，其主要优化方

向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项目初始设计时，应根据压缩空气用户的使用情况，对空压站规模和输送管网进行经济分析比较，

合理规划空压站平面布局方案。 

2）根据生产运行实际情况，动态平衡用户需求与设备产能的变化，在满足用户最基本的生产需求条件

下，尽可能降低管网输送压降，以期达到降低压缩空气的输送能耗比。 

3）多级压缩设备，提高级间冷却设施换热效率，降低冷却循环水温，保障转动部件的良好润滑机能，

将有助于提高空压机的做功效率。 

4）采用新型干燥再生节能技术，有效地降低吸附式干燥器的再生损耗。 

5）对空压站内的管网布局进行优化，采用顺流斜三通接头将有助于改善并联空压机的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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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团焙烧回转窑气固传热过程数值分析 
张义奇，徐天骄，董  辉 

（东北大学 国家环境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验室） 

 

摘  要：对球团焙烧回转窑内的温度分布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回转窑内一维轴向传热数学模型，应用数值方法对该

模型计算求解，分析了回转窑内传热的基本规律。分析了回转窑热工参数对于球团焙烧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球

团在刚进入窑内快速升温，随后升温过程减缓，且球团温度受窑内多种热工参数的综合影响。 

关键词：回转窑；传热；数值模拟 

Numerical Study of Gas-Solid Heat Transfer in the Pellet Roasting 
Rotary Kiln 

ZHANG Yi-qi, XU Tian-jiao, DONG Hui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Abstract：Researched distribution of temperature in pellet roasting rotary kiln. The heat transfer model 

is built and utilize numerical method to obtain the solution. Thermal parameter is studied for effecting 

roasting quality. Results show: Pellet heat up sharply at first, and then slow down. Pellet’s temperature is 

influenced by thermal parameter of the kiln. 

Key Words：rotary kiln  heat transfer  numerical simulation 

 

回转窑是一种先进的球团矿焙烧设备，近几年来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我国钢铁产量的逐年

增长以及高炉炉料结构的变化，对球团矿的需求量增长迅速[1]。回转窑以其生产规模大、球团生产质量好、

能耗和生产成本低等优点，很好地适应了当前现代钢铁工业的发展趋势，引起了国内钢铁企业的重视[2]。已

投产的回转窑生产线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急需进行改进，因此对回转窑内传热规律的研究

显得尤为重要。 

文章针对国内某链—回系统建立模型并进行分析，得到了窑内传热的基本规律，分析了多种热工参数

对球团温度的影响，对改进球团焙烧状况和回转窑热工参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模型建立 

回转窑外径 6.1m，内径 5.54m(窑壁为耐火材料制成)，窑长 40m，产能为 200 万 t/a。窑尾端布置煤粉

燃烧器，高温烟气在窑内流动为逆流式，物料为酸性球团矿。文章通过对窑内传热过程进行分析，得出控

制方程和边界条件，并结合前人对窑内各项换热系数的研究[3~8]，建立窑内传热的数学模型，导入 matlab 中

计算。 

1.1 基本假设 

回转窑是一种类似于贮存—释放机理的蓄热式传热过程，分析时要着重考虑料层和壁面间的换热机理
[9]。窑体的转动使得各换热系数同静止时有区别。由于窑内温度较高，在建立模型时要考虑辐射换热的影

响。基于以上分析，做出假设如下： 

1）窑体进出、口两端面绝热。相对于垂直于回转窑轴向方向经由窑壁的热流量，通过窑体进入进、出

口两个端面的传热量甚微，可忽略不计； 

2）在各轴向位置处的物料、窑壁和气体温度均匀，即同一介质中忽略窑内周向和径向传热； 

3）回转窑运行处于稳态条件。即窑体内温度分布不随时间而变化，而只随轴向位置变化； 

4）忽略各控制体间的轴向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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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控制方程 

将能量守恒原理应用于各控制体内的气、固两相，可得[10]： 

 
   giebgewg

g

gpg HnQQ
dz

dT
cm  ,

    （1） 

 
   bicbcwebewebg

b
bpb HnQQQ

dz

dT
cm  ,

  （2） 

式中，mg 和 mb 分别表示烟气和球团质量流量，kg/s；ni 表示组分变化率，mol/(m·s)；Cp,g 和 Cp,b 分别

表示烟气和球团的比热，kJ/(kg·K)；△Hg和△Hb 分别表示烟气和球团的反应热，J/mol； 

在稳态运行条件下，经由窑壁传入的热流应该等于窑内气体和固体物料与窑壁间的换热量，即： 

 
Q Q Q Q

sh g ew eb ew cb cw
= + +

- - -
      （3） 

Qg-ew、Qg-eb、Qew-eb 和 Qcw-cb 分别表示烟气与敞开窑壁、烟气与敞开料床、敞开窑壁与料床以及覆盖窑

壁与料床之间的热流量，W/m2。 

从数学角度来讲，控制方程中（1）、（2）和（3）中涉及到三个未知数：Tg、Tb 和 Tw，三个控制方程和

三个未知数恰好组成封闭的求解方程组。 

1.3 边界条件 

入口条件： 

回转窑在稳态运行条件下，烟气的入口温度是一个定值，即 

 tg,z=0=tg               （4） 

对回转窑传热进行分析，由热流平衡和能量守恒可知： 

对敞开窑壁有：  

 
( / ) r c r

w w r RI b ew g ew g ewt r Q Q Ql = - - -抖 = + +
  （5） 

式中,RI 表示回转窑内径；Qr
b-ew、Qc

g-ew、Qr
g-ew 分别表示料床对敞开窑壁的辐射换热热流、烟气对敞开

窑壁的对流换热热流和烟气对敞开窑壁的辐射换热热流。 

对被覆盖的窑壁有： 

 r cb-cw( / ) =w w RIt r Ql =抖       （6） 

式中，Qcb-cw表示料床对覆盖窑壁的换热热流； 

对窑外壁有：  

 r o s( / ) r c

w w R h sht r Q Ql =抖 = +        （7） 

式中，Ro 表示回转窑外径；Qr
sh和 Qc

sh表示窑外壁对环境的辐射换热热流和对流换热热流。 

2  模拟结果及分析 

2.1 模拟结果 

模拟结果与实验测量的温度值如图 1 所示，由图可知本模拟结果与实验值符合较好，最大误差在 15%，

表明本模型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图 1 轴向温度分布 

2.2 回转窑传热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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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为某回转窑内轴向温度分布示意图。在物料进口端物料温度的计算结果略低于实测值是由于进口

效应造成的。如图 1 所示，在球团运动方向，球团温度 tb和回转窑壁温度 tw逐渐升高，烟气逆流流动方向

上，tg 逐渐下降。自物料进口端至窑长约 15m 左右范围内表现为一快速加热段，物料温度 tb 和回转窑壁温

度 tw 迅速升高；z=0 处，球团料床温度 tb 和窑壁温度 tw 温差最大，沿窑长方向，两者间温差逐渐缩小。在

z=15～40m 区间内，沿回转窑长方向料床与窑壁温度升高速度逐渐减慢，且物料温度与窑壁温度相差很小，

球团温度 tb有超过窑壁温度 tw 的趋势。球团温度达到 tb=1180℃时，认为此时球团已经达到了焙烧温度，如

图 1 所示，在 z=25m 处，tb=1180℃，球团达到焙烧温度。 

基于回转窑传热数值计算结果，可以求得物料的净吸热 Qb、通过窑壁的散热损失 Qsh、物料与被其覆

盖窑壁间的换热 Qcw-cb、烟气对料床的对流换热 Qc
g-sb、烟气对料床的辐射换热 Qr

g-sb 和敞开窑壁和料床间的

辐射换热 Qr
ew-eb。 

如图 2 所示，沿窑长方向，在窑进口端附近的快速升温段后，物料净吸热 Qb迅速降低并趋于恒定，在

0.8～1.1kW/m2 间变化很小；与 Qb 变化类似，被覆盖窑壁对料床的换热 Qcb-cw 在物料进口端最大，此后呈

下降趋势。而 Qsh则沿窑长度方向不断增大，至物料出口端，Qsh接近 4kW/m2，大大高于 Qb。由此可知，

在物料进口端的快速升温段内，物料迅速吸收热量，温度也很快升高，这与图 1 所示的温度变化趋势是一

致的；而在窑体其它长度段内，通过窑壁的散热损失则大大超过料床的吸热，物料加热过程的热效率很低。

因此，在回转窑的设计中，充分考虑沿窑长度方向热量分配的不均衡性，适度调整窑体保温层厚度，或采

取其它废热回收措施，对提高回转窑的热效率是十分必要的，而这一点在实际中却往往被忽视。 

 

 图 2 轴向热流分布 

2.3 影响因素分析 

1）燃煤量对球团温度的影响 

图 3 为燃煤量对回转窑内球团温度影响示意图。入窑燃煤量 MYM 增加 10%时，由图 3 可知，在 z=0～

13m 区间内，表现为一快速加热段，且物料温度 tb 升高速度较快，温度曲线斜率较大。在 z=24m 处球团温

度即达到 1180℃，球团达到焙烧温度点有所左移；球团最终焙烧温度增加了 9℃。升温过快可能会导致球

团过烧，而且可能造成球团破裂，从而增加回转窑内结焦的危险；入窑燃煤量减少 10%，由图 3 可知，球

团温度 tb 上升速度减慢，曲线相对平缓，在 z=28.4m 处，球团温度才达到 1180℃，达到焙烧温度点右移，

球团最终焙烧温度减少了 8.6℃左右。可见入窑燃煤量 MYM 对球团的焙烧影响显著，可作为调节焙烧温度

的主要措施。 

回转窑本质上是气固逆流式热交换器，内部发生着剧烈的气固传热，燃料量是保证气固传热良好的最

基本条件。燃料用量小，球团达到焙烧温度点滞后，造成部分球团欠烧；燃料用量大，球团达到焙烧温度

点提前，则造成部分球团过烧。 

 

图 3 燃煤量对回转窑内球团温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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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转窑转速对球团温度影响 

图 4 为回转窑转速 ω 对回转窑内球团温度影响示意图。由图可知，回转窑转速 ω 增加 10%时，在

z=24.7m 处球团温度即达到 1180℃，球团最终焙烧温度有所增加；回转窑转速 ω 减小 10%，在 z=26.8m 处，

球团温度才达到 1180℃，球团最终焙烧温度减少了 7℃左右。增大回转窑转速 ω，加快了球团与烟气和窑

壁的周期性接触，从而强化了料床与被覆盖的回转窑壁面和烟气之间的换热。一般来说，ω 调速范围一般

在 0.9-1.6 左右，能一定程度上调节球团的焙烧。 

 

图 4 回转窑转速对回转窑内球团温度的影响 

3）回转窑长对球团温度的影响 

图 5 为回转窑长对球团温度的影响示意图。由图可知，回转窑长 L 增大 10%时，在 z=24.3m 处球团温

度即达到 1180℃；球团最终焙烧温度增加了 4℃；回转窑长 L 减小 10%，在 z=27.8m 处，球团温度才达到

1180℃，球团最终焙烧温度减少了 3℃。 

球团在回转窑内停留的时间是保证球团焙烧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回转窑转速 ω 不变、轴向速度一定时，

球团在回转窑内的停留时间正比于回转窑长 L。增大回转窑长 L，就增长了球团的停留时间，从而延长了球

团受热焙烧的时间，球团最终焙烧温度升高；反之，则可能导致球团达不到足够的焙烧时间而造成球团欠

烧。然而增大窑长会增大回转窑的体积，增加其制造成本。 

 

图 5 回转窑长对球团温度的影响 

3  结  论 

文章建立了回转窑内数值传热模型，对回转窑内传热过程以及回转窑热工参数对窑内球团温度的影响

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球团在刚进入回转窑内快速升温，随后温度升高的过程减缓，球团温度与窑内壁温度相当，甚至超

过内壁温度。 

2）回转窑内热量的分配具有极大的不均匀性，窑外壁的散热损失沿窑长度方向逐渐增大，至物料出口

端热损达到 4kW/m2，因此对窑壁保温可以显著提高热量的利用率。 

3）回转窑热工参数对窑内球团温度影响较大：燃料用量降低 10%，达到焙烧温度点滞后，并使球团温

度降低了 7.6℃；燃料用量提高 10%，球团达到焙烧温度点提前，使球团最终温度提高了 8℃；增大回转窑

转速 ω，加快了这种周期性运动，强化了料床与被覆盖的回转窑壁面和烟气之间的换热；在回转窑转速 ω

一定时，球团在回转窑内的停留时间正比于回转窑长 L，因此改变 L 可以控制球团的焙烧温度。回转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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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增加 10%，使得球团最终温度增加 4℃；L 减小 10%，使得球团最终温度减少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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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氢罩式退火炉内钢卷热过程数值模拟 
王晓东 1，李国军 1，雷  薇 2，陈海耿 1 

（1.东北大学冶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4  2.重庆赛迪工业炉有限公司，重庆 404100） 

 

摘  要：在全面分析全氢罩式退火炉内传热过程的基础上，以能量守恒为基础，推导并建立了全氢罩式退火炉内钢

卷加热及冷却过程数学模型，并采用二维柱坐标系对钢卷热传导方程进行了离散求解。应用工业现场实测数据对计

算结果进行验证。进一步了比较辐射换热与对流换热的比重对钢卷传热的影响；考察了钢卷外径变化对其传热过程

的影响。本文的结果对钢卷在罩式退火炉退火过程的退火工艺制度优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全氢罩式退火炉；退火工艺；温度场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Coil Temperature Field in Bell-type 
annealing furnace with HPH  

Wang Xiao-dong1, LI Guo-jun1, Lei Wei2, Chen Hai-Geng1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Guo-jun E-mail: 

ligj@smm.neu.edu.cn) 

Abstract：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heat transfer process in the Bell-type annealing 

furnace with HPH (high performance hydrogen),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coil heating and cooling 

process in the Bell-type annealing furnace with HPH is deduced and built on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the two - dimensional cylindrical coordinate system is used to solve the heat transfer equation of steel coil. 

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field data to verify the results of the calculation. The influence of radiation heat 

transfer and 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on the heat transfer of steel coils is further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outer diameter of coil on its heat transfer process wa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annealing process system in the annealing process of 

Bell-type annealing furnace with HPH. 

Key words：Bell-type annealing furnace with HPH; Annealing process; Temperature Field 

 

2016 年全国统计钢材产量将达到 11 亿吨，预计 2017 年全国统计钢材产量接近 12 亿吨[1]。目前，我

国钢材在轧制过程中很多采用热轧技术。然而，钢材在热轧过程中常出现温度分布不均等问题，这使得钢

材的性能出现了显著的问题。此时，性能好、品种多、用途广的冷轧钢板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和发达国家

相比，我国的冷轧板带比例明显偏低，说明冷轧板带需求与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由于冷轧技术含量高，是轧钢技术的集中体现。同时核心技术仍然被国外所垄断。导致了我国冷轧发展明

显滞后于热轧[2]。因此，我们需要对钢材冷轧过程进行研究与探索。 

冷轧生产的工艺流程包括酸洗、冷轧、电解清洗、退火、平整、剪切、矫直、抛光、包装、入库等。退

火作为冷轧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工序，越来越多的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而退火工艺是退火的主要问题，因此

对退火工艺的研究逐渐成为冷轧生产的焦点。钢材的退火主要在罩式退火炉和连续退火炉中完成。连续退

火生产线具有退火周期短、退火后组织性能均匀性较好的优点，然而其较高的加热和冷却速度却对重深冲

薄板的性能影响较大，而且生产时要求技术规范严，控制精度也要求较高，加之，连续退火生产线耗资巨

大，投资回收期较长，即具有较低的投入产出比而使其无法扩大应用至更广的范围。而罩式退火炉，尤其

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全氢罩式退火炉，由于保护气体氢气具有导热性好，密度小等优点，使得其具有退火

周期短，钢材性能好，节能等优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3]。 

本文在分析了钢卷在全氢罩式退火炉内换热的基础上，利用既有工况对全氢罩式退火炉内钢卷温度分

mailto:ligj@smm.n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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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情况进行模拟，目的是为改善退火炉温制度、产品规格以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提供参考意见。 

1  物理模型 

本文研究的对象钢卷在全氢罩式退火炉中完成退火过程，如图 1 为钢卷在氢罩式退火炉退火过程传热

示意图。通过由企业提供的数据，本文采用特定工况，对该工况下的退火过程中钢卷物性、温度变化及温

度分布进行数值模拟，其基本参数为：采用钢种：Q195，钢卷堆垛数：4，钢卷宽度 1.2m,板厚 S 为 0.806×

10-3m 外径 D 为 2.2m,内径 d 为 0.6m, 密度ρ为 7860kg/m3。 

 

图 1 钢卷在全氢罩式退火炉退火过程传热示意图 

2  数学模型 

2.1 假设条件 

考虑到冷轧钢卷的径向实际上由上千层带钢卷叠而成，其在炉内加热十分复杂，为简化模型，本文根

据钢卷在受热过程中的受热特点做出以下假设： 

(1) 假定钢卷内部无内热源； 

(2) 忽略钢卷在其圆周方向上的导热，即认为钢卷只在轴向和径向存在导热； 

(3) 假定钢卷边界与外界换热为第三类边界条件； 

(4) 物性为单元体整体平均温度的函数。 

2.2 钢卷热过程数学模型控制方程 

钢卷在加热过程中，受热方式主要有钢卷内部的热传导和钢卷表面的对流换热及辐射换热，基于以上

的假设，在柱坐标系下，钢卷的二维热传导方程如式 1 所示 

 

                   

（1） 

式中， 为钢卷密度，kg·m-3； 为钢卷径向导热系数，W·m-1·K-1； 为钢卷轴向导热系数，W·m-1·K-

1。 

3  钢卷数学模型的数值求解 

3.1 模型的离散化 

本文将钢卷的导热简化为二维维非稳态导热计算，为求解钢卷内部温度场，采用时间和空间坐标离散

的方法，求解钢卷内部各个节点的温度，从而得到整个钢卷内部的温度分布。采用柱坐标系对钢卷进行网

格划分，划分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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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钢卷轴对称的性质，取一半剖面进行求解，设 R 方向上两节点相距为 dr，Z 方向上两节点相距为 dz，

如图 3 所示，图中 9 个节点分别代表钢卷卷角、卷边及卷心节点，由元体平衡法推导卷内节点点导热差分

方程如下： 

 （2） 

 

 

 

 

 

 

 

 

 

 

  

图 2 钢卷内部网格划分示意图 
图 3 钢卷中不同类型的网格 

钢卷上的其它位置的节点也可列出相应的节点导热差分方程。 

3.2 初始值及边界条件 

初始条件为 

            （3）   

于钢卷内外表面以及上下两个端面，其边界条件如式 4 所示 

 （4） 

式中， 为氢气与钢卷内表面对流换热系数，W·m-2·K-1； 为氢气与钢卷外表面对流换热系数，W·m-

2·K-1； 为氢气与钢卷下表面对流换热系数，W·m-2·K-1； 为氢气与钢卷上表面对流换热系数，W·m-

2·K-1； 为钢卷外径辐射热流，W·m-2； 为钢卷上表面辐射热流，W·m-2，(仅用于顶部钢卷)；C 为钢

坯比热，J·kg-1·K-1； 为钢卷宽度，m。 

3.3 钢卷导热系数的求解 

求解钢卷轴向导热系数 和径向导热系数 成为求解钢卷导热问题的关键。由于钢卷在轴向的热传导，

都在同一层里进行，不涉及跨层的传导，所以轴向导热系数 等于钢的真实导热系数。 

钢卷内部换热主要包括带钢自身的导热，带钢层之间的辐射换热，缝隙中保护气体的导热等[4,5]传热方

式。为了提高模型的普适性，本文引入缝隙准数拟解决不同松紧程度的钢卷在罩式炉中的传热问题。通过

求解可得径向导热系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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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式中， —斯忒藩-玻尔兹曼常量 ，W·m-2·K-4； 为钢卷自身导热系数，W·m-

1·K-1； 为氢气导热系数，W·m-1·K-1； 为钢卷缝隙准数。 

3.4 对流换热系数的求解 

钢卷表面的对流换热类似于管内强制对流，根据经验公式，并且进行修正后采用如下公式来计算钢卷

表面的对流换热系数： 

 

（6） 

式中： 为钢卷导热系数，W·m-1·K-1； 为钢卷的直径，m； 为钢卷的高度，m； 为氢气温度，

K； 为钢卷壁面温度，K。 

3.5  钢卷表面辐射换热计算 

钢卷表面辐射换热主要来自于内罩，其热流计算采用段法模型[6,7]完成，并应用蒙特卡洛法[8]求解其相

关交换面积，热流可按式 6 计算，即 

 
（7） 

式中， 为钢卷表面辐射热流，W; 为斯忒藩-波尔兹曼常量，5.67 10-8 W·(m2·K4)-1; 为辐射

全交换面积，m2； 为内罩内表面温度，℃； 为钢卷表面温度，℃。 

4  结果与分析 

4.1  全氢炉退火过程模型验证 

如图 4 所示为通过本文所建立的模型求出的氢气对钢卷卷边、卷芯及卷间的对流换热系数随时间的变

化，图 5 所示为文献中的各点对流换热系数随时间的变化[9]，由图可以看到，本模型得到的对流换热系数

变化趋势与图 5 中的文献参考值的趋势是相同的。且在稳定阶段，本文计算的卷芯对流换热系数约为 280 

W·m-2·K-1，卷边的对流换热系数约为 190 W·m-2·K-1，卷间的对流换热系数约为 160 W·m-2·K-1，而图 4 中文

献查阅得到的卷芯、卷边和卷间的对流换热系数分别为 260、180、155 W·m-2·K-1 左右，与本文计算的结果

相差不大，证明本模型的正确可行的。 

  

图 4 对流换热系数计算值随时间的变化 图 5 对流换热系数文献查阅值随时间的变化 

另外，通过对比本模型得到的钢卷热点温度和冷点温度随退火时间的变化曲线与查阅文献得到的钢卷

热点和冷点温度的变化曲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本模型的正确性。 

4.2 全氢炉退火过程中钢卷温度场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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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a)所示为加热阶段结束时，钢卷的温度场，由图可以看到，在全氢罩式退火炉内共有四垛钢卷，

钢卷的外径上角点温度较高，为其热点位置，钢卷的冷点出现在钢卷中心靠近内径的位置，最下方钢卷的

冷点区域最大，最上方钢卷的冷点区域较小，中间两垛钢的冷点区域相差不大。即在加热阶段，顶部钢卷

的加热速度较快，底部钢卷的加热速度较慢。 

图 6 中(b)所示为均热阶段结束时钢卷的温度场，由图可以看到，均热阶段结束时和加热阶段结束时相

比，钢卷的温度场更加均匀，其断面温差控制在 10℃以内。比较不同部位钢卷的温度场可以发现，顶部钢

卷的断面温差最小，底部钢卷的断面温差最大。 

图 7 所示为全氢罩式退火炉热过程辐射和对流量随保护气体温度的变化。图 8 为辐射热流与对流热流

的对比图，由图中可以看到，对流传热热流在加热阶段随保护气体温度升高，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均

热阶段则持续降低；而辐射传热热流在加热阶段则随保护气体温度缓慢增加趋势，均热段才有所降低。且

在加热初期，对流热流呈现快速增加趋势，这是由于在加热初期保护气体升温速度较快，且远大于钢卷表

面升温速度，这种趋势在保护气体温度达到 200℃的时候停止。200℃以后由于保护气体升温速度比钢卷升

温速度慢，因此，此时对流热流开始呈降低趋势。也就是说，在升温阶段，保护气体与钢卷表面之间的温

差先增加后减小。图 8 为对流热流与辐射热流的比值随保护气体温度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保护

气体温度升至 390℃之前，对流传热热流比辐射传热热流大 1~2 个数量级。随着保护气体温度的升高，对

流热流与辐射热流慢慢接近。在加热后期及均热阶段，对流热流和辐射热流处于同一个数量级。此图可以

说明，整个退火过程中，对流换热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保护气体温度的升高，辐射热流将同对流热流处

于同一数量级。综上，说明退火过程中的辐射是不可忽略的，忽略辐射热流会带入较大误差。 

 

图 6 加热和均热阶段结束时钢卷的温度场 

 

 

 

 

 

 

 

 

  

 

图 7 热流密度随温度的变化 图 8 对流热流和辐射热流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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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同外径下钢卷退火过程对比分析 

图 9 所示为不同钢卷直径时钢卷冷热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到在退火过程中，直径较小的钢卷

其热点和冷点温度均要高于直径较大的钢卷，且观察退火结束时的钢卷温度可以看到，均热结束时，两种

直径的钢卷均达到了工艺要求，但是退火结束时，小直径的钢卷表面温度仍高于 160℃，没有达到工艺要

求，需要延长冷却时间才能满足工艺要求。 

 

图 9 不同钢卷直径时钢卷冷热点温度随时间变化 

5  结  论 

合本文对全氢罩式退火炉结构和热工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根据退火工艺过程建立了钢卷热过程的数

学模型，以某厂全氢罩式退火炉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模拟分析，试算得到的定量结果和规律表明，本模

型可以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基础上，通过调整操作参数来实现退火过程的优化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在考虑钢卷层内传导热阻、层间的接触热阻、层间辐射热阻和层间氢气传导热阻的基础上推导了钢

卷的径向等效导热系数，并进一步将钢卷缝隙准数引入表达式中，从而使钢卷径向导的等效热系数表达更

具一般意义。 

(2)采用本文建立的模型，对退火热过程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表明： 

退火过程中氢气对钢卷卷芯、卷边和卷间的对流换热系数分别约为 280、190 和 160 W·m-2·K-1； 

在整个加热阶段，顶层钢卷的加热速度最快，底层钢卷的加热速度最慢；而在冷却阶段，顶层钢卷的

冷却速度最快，底层钢卷的冷却速度最慢。 

(3) 随保护气体温度的升高，辐射热流将同对流热流处于同一数量级，说明退火过程中的辐射是不可忽

略的。 

(4) 分析了钢卷直径钢卷温度场的影响。结果表明，钢卷直径发生变化时应及时调整供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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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炉余热回收利用技术及装置评述 
甄常亮， 程翠花， 胡金波， 闫宝忠 

（河北钢铁集团唐钢公司 炼铁部） 

 

摘  要：热风炉烟气余热资源回收潜力巨大已成业内共识，通过对目前该领域几种应用技术及装置的阐述，为钢铁

企业提高余能利用率，降耗炼铁工序能耗提供参考。 

关键词：热风炉； 余热； 回收利用 

Review on Technique and Device of Recycling Hot Blast Stove 
Residual Heat  

Zhen Chang-liang，Cheng Cui-hua，Hu Jin-bo，Yan Bao-zhong 

(Ironworks of Hebei Iron & Steel Group Tangshan Iron & Steel Group Co.,Ltd.） 

Abstract：The huge potential for recovery of hot blast stove residual heat was accepted by metallurgy 

industry, several techniques and devices of recycling hot blast stove residual heat were shown separately 

in this paper,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residual heat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n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and reducing the iron making process energy consumption. 

Key words：hot blast stove； residual heat；  recycling 

 

热风炉烟气作为炼铁工序重要的余热资源，烟气温度通常在 200-300℃，属于低温余热资源，但由于烟

气流量大且连续稳定，物理显热总量巨大[1-2]。经测算，炼铁系统热风炉废气余热总量达到 17.2kgce/t，若能

实现充分回收利用，炼铁工序能耗可降低约 4%-5%。 

因此，在能源形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高炉热风炉余热利用的意义尤显重要。以下就当前几种热风炉

烟气余热利用技术及装置分别进行阐述。 

1  预热助燃空气和煤气技术 

通过不同形式换热装置回收热风炉烟气余热以预热助燃空气、煤气是热风炉烟气余热回收利用的主要

方式。该项技术目前广泛应用于冶金企业，已成为高炉节能降耗的重要手段。 

                  (1) 

式中，t 理为理论燃烧温度，℃； Q 空、Q 煤为分别为空气、煤气带入物理热，kJ/m3； Qdw为高炉煤气低

位发热值，kJ/m3；V 产为燃烧产物体积，m3；C 产为燃烧产物热焓，kJ/（m3·℃）。 

由上述公式可以看出，单烧高炉煤气时，提高理论燃烧温度主要有两种方法：1）通过混入焦炉煤气等

高热值煤气对高炉煤气进行富化燃烧，提高煤气发热值，适用于焦炉煤气资源丰富的冶金企业。2）采用空

气煤气双预热技术，在无预热装置时，Q 空、Q 煤两项热收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而空气、煤气双预热到 200℃

时，理论燃烧温度能提高约 150℃。由此可见，空气煤气双预热技术可以有效提高理论燃烧温度，具有广泛

的适用性。以下针对几种常用预热技术装置及其运行特点进行举例说明。 

1.1 热管式换热器 

热管是一种经气-液相变和循环流动来传递热量的高效传热元件，热管式换热器广泛应用于烟气余热回

收领域，具有结构简单、占地小、安全稳定、换热效率高等优点，但易阻塞、运行维护难度大。 

鞍钢 1 号高炉于 2003 年 4 月安装分离式热管换热器[3]，无需增加外部热源以及辅助动力介质消耗，利

用热风炉废烟气余热预热空气和煤气，取得良好效果，最高风温曾达到 1205℃，其工艺流程见图 1。 

𝑡理 =
Q
空

+Q
煤

+Qdw

V
产
∙C

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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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烟囱 2.助燃风机 3.空气入口阀 4.空气旁通阀 5.空气出口阀 

6.烟气出口阀 7.烟气旁通阀 8.烟气入口阀 9.煤气入口阀 10.煤气旁通阀 

11.煤气出口阀 12.煤气放散阀 13.蒸汽联络管 14.液体回流管 

图 1 分离式热管换热器工艺流程图 

1.2 板式换热器 

板式换热器是一种烟气-空气/煤气直接换热的换热设备，具有结构简单、运行维护方便、换热效率高等

优点，但也由于换热面积增加，导致其设备体积较大。板式换热器是烟气和空气/煤气直接换热，设备的密

封效果直接关系系统运行的安全，尤其是应必须避免烟气和煤气的接触导致燃爆事故。 

在此基础上，为一进步提高换热效果，附加燃烧炉的双预热技术在炼铁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即在热

风炉和助燃空气之间，增设专门的燃烧炉和引风机，利用燃烧炉产生的高温烟气和热风炉烟道废气混合，

强化助燃空气的预热效果。 

湘钢 2010 年月 3 投产的 2 号高炉，为解决没有焦炉煤气使用条件下的高风温问题，在全国同类型高炉

中，首次采用燃烧炉+全焊接波纹板式预热器系统，预热煤气和助燃空气[4]。其工艺流程布置如图 2 所示。 

 

图 2 附加燃烧炉的热风炉双预热工艺流程图 

空气、煤气双预热技术目前广泛应用于冶金行业，可以利用大部分热风炉烟气余热（约占 80%以上）。

但随着高炉炼铁技术的不断进步，燃料比、高炉煤气热值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加之热风炉排烟温度限制，

单烧高炉煤气的前提下，空-煤气双预热技术对理论燃烧温度的提升幅度有限。因此，若要进一步提高理论

燃烧温度，需要借助其它技术手段。 

2  焦炭预热干燥技术 

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5]炼铁厂针对外购焦炭质量不稳定、水分波动大、影响高炉炉况顺行等问题，设计

并应用热风炉废气预热干燥焦炭系统：包括防爆型引风机、配套管道及阀门、测温热电偶、焦仓、防爆型

轴流风机等组成。 

该项技术考虑焦仓上方因进料无法密封，需在每个焦仓上方安装排烟气管道，排气管内安装防爆型管

道式轴流风机（流量 25000 Nm3/h）将烟气抽出，可保证焦炭上料小车皮带处为负压，减少含 CO 烟气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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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概率。为确保现场安全，防止煤气中毒事件发生，在焦仓上方安装固定式煤气报警仪。焦炭预热干燥技

术改造后工艺流程见图 3。 

 

图 3 附加燃烧炉的热风炉双预热工艺流程图 

为确保安全，张店钢铁炼铁厂[6]在风机入口前安装煤气在线监测系统，当煤气浓度达到 l％时，远程控

制报警；当煤气浓度达到 3％时，实现联锁保护停机，避免过量煤气进入焦炭仓，对槽上工作人员安全构成

威胁。 

根据生产经验，应用热风炉烟气余热对焦炭进行烘干，尤其适用水熄焦等品种或雨季高炉生产，可以

有效降低入炉焦炭水分 3 至 5 个百分点，确保高炉顺行，降低高炉的焦炭消耗。 

此外，预热器能力及预热温度允许的条件下，也可考虑自热风炉预热器空气出口处接预热后空气对矿

石、焦炭等进行烘干，以降低矿槽岗位人员煤气中毒的危险系数。 

3  煤粉制备的干燥气 

热风炉烟气含有 2-3%残余氧气、排烟温度约 250℃，是煤粉干燥的适宜热源，尤其适用高炉工序与制

粉工序布局较近的生产系统。对于热风炉废气管线过长、温降大或者烟气引风机能力较低的工艺系统，热

风炉烟气余热利用率偏低，煤粉烘干系统还通常需要辅以煤粉燃烧炉等其它热源。 

唐钢炼铁部北区共两个制粉站，使用热风炉烟气+燃烧炉烟气对煤粉进行烘干，其主要流程见图 4 所

示。 

 

图 4 混合干燥气系统工艺流程图 

目前，喷煤制粉用热风炉烟气经过管道输送到制粉工序的温度一般在 200℃以下，与煤粉燃烧炉高温

烟气混合后，将煤粉预热至 70℃以上，单系列煤粉加工能力在 20t/h 以上。 

唐钢炼铁部制粉系统设置煤粉燃烧炉，利用高炉煤气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与热风炉烟气混合为煤粉制

备干燥过程提供热源，二者互为补充，提高热风炉烟气余热利用率，可以有效降低甚至完全取消燃烧炉高

炉煤气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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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余热利用方式 

上述三种热风炉烟气余热利用方式目前在行业应用较为普遍，但由于设计或生产能力匹配等原因，热

风炉废气仍有部分通过烟囱放散至大气，造成少量余热损失。因此，有必要开展其它热风炉烟气余热应用

途径的研究和拓展。 

4.1 生产热水 

冶金企业中，通过回收置换热风炉烟气余热，应用于助燃空气和煤气的双预热以及原燃料烘干等途径，

取得了良好的节能效果。但由于热风炉燃烧系统产生烟气总量大，仍有部分烟气直排到大气中，会造成能

源浪费。在空气预热器与烟囱之间加装热水发生器回收利用这部分余热生产热水供职工洗浴[7]，既节约加

热洗浴用水的蒸汽消耗，又可降低炼铁工序的综合能耗，其流程如图 5 所示。 

 

图 5 混合干燥气系统工艺流程图 

热风炉烟气生产洗浴热水是烟气余热利用的一种补充形式，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参考选用。 

4.2 热风炉余热制冷 

针对钢铁企业烟气具有热负荷不稳定、烟气含尘量大、且有一定腐蚀性等特点，董辉教授[8]等人提出用

热媒式换热器作为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的高压发生器，热媒选用化学性质稳定，流动性、余热性良好，

具有高沸点、高闪点的矿物有机油，由于该油性能稳定，温度容易控制，不会腐蚀换热器，从而可以保障

系统能够长期有效地回收热量。 

由于热媒温度不断变化，为了保证制冷机组制冷量稳定， 需要对制冷机组高压发生器进行改进，可以

通过加设调节阀来控制高压发生器中的换热面积，从而使驱动热源供应的热能基本稳定。热风炉烟气梯级

利用工艺流程如图 6 所示。 

 

1.废气热回收设备 2.助燃气体预热器 3.煤气预热器 4.回油罐 

5.膨胀罐 6.储藏罐 7.循环泵 8.补油泵 9.制冷机组高压发生器 

图 6 热风炉烟气余热梯级利用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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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1) 利用不同形式的换热器将热风炉烟气余热置换并预热助燃空气和煤气，在冶金领域应用最为广泛，

技术相对较为成熟。但对于单烧高炉煤气的热风炉燃烧系统，受高炉煤气热值下降及排烟温度的影响，双

预热技术存在一定局限性。 

2) 直接应用热风炉烟气进行焦炭烘干、煤粉制备等工艺，工艺操作、系统结构简单，可以有效提高热

风炉烟气利用水平，但应增加煤气成分监测及控制措施，以保障现场作业的安全。 

3) 利用热风炉烟气余热生产热水、制冷等工艺，可作为烟气余热利用的补充形式，适用于烟气余热资

源少量放散的生产系统，钢铁企业可以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参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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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工序能耗计算与节能分析 
甄常亮，程翠花，李  旺，闫宝忠 

（河北钢铁集团唐钢公司 炼铁部，河北 唐山  063016） 

 

摘  要：通过对烧结工序能耗进行计算和分析，确定降低烧结固体燃耗、提高烧结余热利用效率为降低烧结工序能

耗的主要途径。针对烧结工序能耗结构特征，结合国家、地方产业政策，分析并提出烧结节能潜力及措施。 

关键词：烧结；工序能耗；节能 

中图分类号：TK-9 文献标志码：A 

Calculation of Sintering Proces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Saving Analysis  

Zhen Chang-liang，Cheng Cui-hua， Li Wang，Yan Bao-zhong 
(Ironworks of HBIS Group TangSteel Company, Tangshan, 063016, Hebei)  

Abstract：Based on calculation and analyzing energy consumption of sintering process，reducing solid 

fuel consumption and increasing effect of recycling sinter residual heat were considered as the main route 

to reduce sintering process energy consumption. Aim at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sintering process, 

sinter energy-saving potential and measure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national and local industrial 

policies. 

Key words：Sinter; process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saving 

 

烧结工序能耗是反映烧结过程能源消耗及回收水平的重要指标。对于设备规模、流程布局等存在差异

的烧结系统而言，工序能耗指标具有可比性强、适用范围广的特点，可以科学直观地反映烧结工序能量利

用及回收状况。因此，工序能耗指标通常作为业内对标、交流的重要参考数据。 

1  烧结工序能耗核算界面及方法 

按 GB21256_2013《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中对烧结工序能耗统计范围的规定，烧

结工序单位产品能耗为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量，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量，不包括附属生产

系统消耗的能源量[1-2]。其核算边界如下图所示： 

 

图 1 烧结工序能耗核算界面及能源种类示意图 

计算烧结工序能耗需实测或计算的数据包括：核算周期内，合格烧结矿产量及相应的固体燃料、电、

煤气、蒸汽、水等能源消耗、蒸汽回收（余热发电）等生产统计数据。 

将上述烧结过程各类能源消耗量及回收量分别折合成标煤能耗，通过单位产品能耗的 e-p 计算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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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工序能耗的求解。 

 E𝑆𝐽 =
𝑒𝑠𝑗𝑧−𝑒𝑠𝑗ℎ

𝑃𝑆𝐽
                          (1) 

式中，ESJ 为烧结工序单位产品能耗，kgce/t；esjz 为烧结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量总和，kgce；

esjh 为烧结工序回收的能源折标准煤量，kgce；PSJ为烧结工序合格烧结矿产量，t。 

2 烧结工序能耗分析 

2.1 烧结工序能耗计算及分析 

通过对烧结工序能源消耗结构及回收情况进行统计和计算，寻找制约烧结能源利用水平的限制性环节，

为降低烧结工序能耗及推进节能技术改造等提供数据支撑。 

表 1 烧结工序能源消耗及回收统计数据表 

能源种类 
焦粉 烧结煤 电力 高炉煤气 压空 新水 蒸汽 回收蒸汽 工序能耗 

t t 104kwh 104m3 104m3 104t t t kgce/t 

实物量 66137 51368 9978 6592 1268 39 17468 181958 

47.74 折标煤量/tce 52909 40714 12263 7060 193 16 1708 -18196 

能耗占比/% 46.06% 35.45% 10.68% 6.15% 0.17% 0.01% 1.49%  

表 2 各种能源折标煤系数取值 

能源种类 
焦粉 烧结煤 电力 高炉煤气 压空 新水 中压蒸汽 低压蒸汽 

kgce/kg kgce/kg kgce/kwh kgce/m3 kgce/m3 kgce/t kgce/kg kgce/kg 

折标系数 0.8 0.7926 0.1229 0.1071 0.0152 0.0414 0.1038 -0.0978 

表 1 列出 2016 年度炼铁部 265m2 烧结机各项能源消耗、回收实物量以及折标煤能耗数据，表 2 为计

算过程中各能源及耗能工质折标煤系数取值，该相应计算周期内烧结矿产量为 203.63 万吨。则按式（1）求

解，2016 年度该烧结机工序能耗指标累计完成 47.74kgce/t，其能源消耗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烧结工序能源消耗结构分析图 

烧结工序能源消耗结构中，焦粉、无烟煤合计占比达到 81.51%，为烧结工序最主要能源消耗；动力介

质能耗占比合计 18.49%，占比权重由高到低依次为电力、高炉煤气、蒸汽、压空、新水，其中，后三项动

力介质能耗占比合计仅为 1.67%；能源回收方面，环冷机余热能源回收相当于烧结总能耗的 18.82%，与全

部动力介质消耗大抵相当，节能效益十分可观。 

由上述烧结工序能源消耗构成来看，降低烧结工序能耗的主要攻关方向为降低烧结固体燃耗[3]，其次

还应重视提高余热的回收效率及细化动力介质的管理及使用。 

2.2 烧结工序能耗限额及控制 

2016 年 6 月，河北省发布实施环保、能耗、水耗、质量、技术、安全六类地方标准，规划出钢铁行业

生产的红线，以进一步促进钢铁行业去产能调结构，实现钢铁行业提质增效、有序发展。其中，能耗标准

类执行的河北省地方标准中，对烧结工序能耗限额值较国标更为严格，具体指标见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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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烧结工序能耗执行标准对比 

标准号 能耗限定值（kgce/t） 能耗准入值（kgce/t） 能耗先进值（kgce/t） 

GB21256-2013 ≤55 ≤50 ≤45 

DB13/T2137-2014 ≤54 ≤50 ≤45 

根据河北省现行地方标准，烧结工序能耗指标分为上述 3 类，即能耗限定值、能耗准入值、能耗先进

值，其制定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能耗限定值对现有钢铁企业生产过程中，对包含除尘、脱硫系统在内的烧结综合能耗的执行标准进

行了限定，以进一步促进钢铁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淘汰比例按现有产能中 20%左右的落后产能考虑； 

2）能耗准入值是根据产业政策规定的新建设备、装备规模按照较好的水平来确定，即规定了新建、改

扩建生产工序的能耗准入门槛，属于强制性执行标准； 

3）能耗先进值是引导企业现有烧结工序能耗向更高水平提升的指标，因此，取目前行业统计的国内标

杆企业的实际完成值取整为先进值[4]； 

4）上述所有取值是按照环保设施正常运行且污染物排放达到环保标准要求设计。 

能耗限额标准的颁布和实施，可以有效约束和促进企业的能源基础管理，企业可依据自身情况制订内

部能源管控标准，作为分解并制定各工序能耗定额、考核指标的依据。 

3  烧结节能潜力及改进措施 

通过上述烧结能耗结构分析可以看出，烧结节能应以降低烧结固体燃耗为主要攻关方向，同时还需进

一步提高烧结余热回收利用水平。因此，烧结节能工作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烧结工艺参数的选择及优化 

烧结工艺过程参数控制水平直接影响工序能耗，针对烧结固体燃耗偏高的问题，烧结通过采取提高混

匀矿成分稳定率、改善燃料粒度组成、优化烧结配混料工艺、厚料层操作、适当降低烧结矿 FeO 含量、烧

结系统漏风治理等一系列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烧结固体燃耗，进而起到烧结节能的效果。 

2）节能技术及装备的应用和推广 

烧结机环冷余热回收利用技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烧结生产，余热能源回收先进水平已达到 10kgce/t 以

上，有效降低了烧结工序能耗。此外，烧结烟气循环利用、热风烧结、烧结烟气余热回收利用等新技术的

推广和应用，将成为进一步降低烧结工序能耗指标的有效途径。 

3）重视管理节能，提高能源管理的意识和水平 

近年来，烧结工艺的装备和技术水平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传统的依靠设备改造、技术升级等手段实

现烧结工序能耗大幅降低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因此，充分发挥能源管控中心的管理职能，提高烧结能源

管理的意识和水平，对降低烧结综合能耗将起到显著促进作用。 

4  结  论 

1）烧结工序能耗指标可以科学、直观地反映烧结过程能源消耗及回收水平，实现在相同的核算界面和

统计口径下对不同烧结产线能效利用情况进行计算和分析，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2）烧结能耗结构组成中，焦粉、无烟煤所占权重最高，合计达到 81.51%，因此，由烧结工艺参数优化

与控制着手，降低固体燃耗以促进烧结节能降耗；环冷机余热回收能源量相当于烧结总能耗的 18.82%，同

全部动力介质消耗大抵相当，节能效益十分可观。 

3）国家和地方发布钢铁产业政策，对烧结工序能耗指标进行了严格限定，对现有企业而言，能耗限额

值是烧结生产的红线，属于强制性指标，以实现降低行业能耗水平，进一步淘汰落后钢铁产能。 

4）烧结节能新技术和装备的应用和推广以及提高烧结能源管理水平等措施，对降低烧结工序能耗可以

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一届河钢东大学术年会论文集 

149 

参考文献 

 

[1] GB21256-2013．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3． 

(GB21256-2013. Crude steel production of the main process unit product energy consumption limits [S]. Beijing: China Standard 

Press, 2013.) 

[2] 周继程，郦秀萍，上官方钦，张春霞．我国烧结工序能耗现状及节能技术和措施[J]．冶金能源，2010，(2)：24． 

(Zhou Jicheng, Li Xiuping, Shangguan Qin, Zhang Chunxia. China 's sintering proces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 saving 

technologies and measures [J]. Metallurgical Energy, 2010, (2): 24.) 

[3] 郝志忠，吴胜利．降低包钢烧结工序能耗的实践[J]．烧结球团，2010，35(4)：47． 

(Hao Zhizhong, Wu Shengli. Reducing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Baotou Steel sintering process [J]. Sintered pellets, 2010,35 

(4): 47.) 

[4] 郦秀萍，张春霞，黄导，周继程，上官方钦． GB21256-2013《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解读与

实施建议[J]．中国冶金，2016，(3)：51. 

(Li Xiuping, Zhang Chunxia, Huang Guan, Zhou Jicheng, Shangguan Qin. GB21256-2013 "crude steel production of major 

processes per unit of product energy consumption quota"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commendations [J]. 

China Metallurgy, 2016, (3): 51.)



能源环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简介：张晟(1993-),男,河南焦作人,东北大学硕士研究生; 董辉(1969-),男,辽宁锦州人,东北大学教授. 

150 

烧结矿冷却过程数值模型的建立 
张 晟 张义奇 李含竹 董 辉 

（东北大学，国家环境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验室 沈阳 110819） 

 

摘  要 ：在先前理论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选取环冷机一二段为研究对象，借助多物理场仿真软件 COMSOL 的

自定义函数功能，将烧结矿沿周向的移动速度定义到物理模型中，藉此建立环冷机二维稳态数值模型。以此作为开

展环冷机内气体流动和气固换热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 ：环冷机；余热回收；传热；数值模拟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of Sinter 
Cooling Process 

ZHANG Sheng  ZHANG Yi-qi  Li Han-zhu  DONG Hui 

（SEP Key Laboratory of Eco-industr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Liaoning,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es,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 of sinter 

annular cooler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e two-dimensional steady-state numerical model of sinter 

cooler was establish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peed along the moving direction of sinter trolley was defined 

in the model, with the help of user-defined functions in COMSOL. This physical model was taken as the 

foundation to research the law of gas flow and gas-solid heat transfer. 

Key word：sinter annular cooler；waste heat recovery；heat transfer；numerical simulation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钢铁历经了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产能严重过剩，并伴随着能耗、环境污染等与

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目前我国钢铁能耗巨大，占全国总能耗的 25%以上[1]。随着工艺流程不断发展，

技术不断革新，回收利用各工序的余热余能成为了钢铁企业追求的目标之一，是我国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

的途径与方向。有关钢铁生产工序的余热回收的问题上，尤其是烧结工序的基础研究比较落后，导致烧结

工序的余热回收率远低于国外平均水平。国外主要大中型钢铁企业余热回收平均水平为 30%～45%，而我

国仅为 28%～30%[2,3]。 

基于环冷机模式的烧结矿显热回收是国内外的主要工艺形式，长久以来国内外学者针对环冷机内烧结

矿料层的冷却过程，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研究。然而过去的研究尚存在部分不足。首先，采用传统 Ergun

公式计算料层阻力损失，忽略烧结矿床层阻力损失的特殊性；其次，采用普适经验公式计算床层内气固换

热系数，没有对床层内气固传热进行针对性分析。根据本课题组对烧结矿床层的各项研究，文章以多孔介

质模型和局部非热力学平衡理论为基础，建立适用于烧结矿冷却过程的二维稳态气固交叉错流传热模型。

采用多物理场仿真软件 COMSOL 对环冷机内的气固传热过程进行数值计算，利用软件 UDF 功能将料层阻

力系数与气固换热系数编入模型当中，研究并分析了影响环冷机内气固传热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规律， 

1  环冷机模型的建立 

1.1 物理模型 

文章以某企业 405m2 环冷机为研究对象，如图 1 所示。将环冷机平均分为五段，前两段中烧结矿温度

较高，有较高的余热回收价值，因此增设余热回收利用装置，设置门气罩对冷却气体进行收集，送往余热

锅炉进行发电，被利用后的废气温度约为 404K，再次循环回来，由环冷机台车底部进风口鼓入台车，由此

完成气体的余热回收，前两段称为环冷机的余热回收段。环冷机的后三段，烧结矿冷却温度不断下降，余

热回收的价值不高，台车底部通入的是常温空气，产生的热的冷却气体直接排空，其主要目的是完成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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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的冷却。文章旨在探索环冷机余热回收的最佳操作参数，因此只针对环冷机的余热回收段进行研究，其

长度为 48m。 

 

图 1 环冷机余热回收段示意图 

烧结矿烧结，破碎之后，形成大小不同，形状不规则的块状颗粒。因此环冷机床层内空隙数量大且不

规则，气体在其中的流动及气固传热过程十分复杂，采用数值模拟与计算对其进行精确地描述是难以实现

的，在保证其求解精度前提下对环冷机进行简化处理： 

1）在稳定状况下，所有风道口的鼓风量、风速、分压都是相同的；  

2）烧结矿的体积随温度变化忽略不计，且颗粒内外温度一致，无温度梯度； 

3）环冷机的冷却过程，辐射传热所占比例很小，因此忽略辐射传热的影响，只考虑气体的导热过程、

气体与固体间的对流换热过程、烧结矿间的导热过程。 

1.2 数学模型 

利用 COMSOL流动模块中的湍流 k-ε模式对冷却气体流经烧结矿床层过程中的质量守恒及动量守恒进

行控制，利用传热模块中的固体传热与流体传热对烧结矿冷却过程中的能量守恒进行控制，两种模块的耦

合可以对气体流经烧结矿的冷却过程中的传热及传质过程进行模拟。 

1）连续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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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量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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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ij 为表面力矢量，包括静压力与流体粘性压力；gi为作用在单位体积流体 i 方向上的体积力；fi

为作用在单位体积流体反方向上的阻力。 

为描述流体在多孔介质内的流动，需要在动量方程中增加一个源项。该源项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为粘

性损失项与惯性损失项，分别为式(3)右边第一项与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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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该源项，需要得出粘性阻力系数与惯性阻力系数。Ergun 公式适用于较大范围雷诺数区段的流

体流动，但由于其为半经验公式，存在一定的误差。文章采用课题组内以烧结矿床层为研究对象得到的修

正 Ergun 公式来来确定粘性阻力系数和惯性阻力系数[4]，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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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量方程： 

采用局部非热力学平衡双能量方程来求解多孔介质内的传热过程[5]。 

固相： 

 
       s s s s s s v s f1 1c u T T h T T          

（6） 

气相： 

 
   f ff f f f v s fc T T h T Tu       

    （7） 

式中：ρs 和 ρf 分别为烧结矿和空气密度，kg/m3；cs 和 cf 分别为烧结矿和空气比热容，J/(kg·℃)；us 和

uf分别为环冷机台车移动速度和气体表观流速，m/s；Ts 和 Tf分别为固体和气体温度，℃；λs和 λf分别为烧

结矿和空气导热系数，W/(m·℃)；hv为气固之间体积对流换热系数 W/(m3·℃)。 

hv可由 Achenbach 准则关系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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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 h 的确定采用本课题组针对烧结矿床层气固传热系数的研究结果，得到 h 由式（9）确定[8]： 

 
0.055 0.657 1/30.2Nu Re Pr     （9）                             

1.3 边界条件 

以环冷机工作原理作为基础，模型分以下几个边界：冷却气体入口、冷却气体出口、烧结矿入口、烧

结矿出口和壁面。气体入口采用速度边界条件，进入余热回收区的冷却气体来自余热锅炉的循环气体，温

度为 404K；气体出口采用压力出口，相对压强大小根据实际测试给出；烧结矿入口处采用温度边界条件，

赋予烧结矿进入环冷机的初始温度。 

1.4 模型计算结果验证 

结合实际现场生产条件，对应环冷机模型的标况条件，通过测试现场环冷机余热利用区出口气体温度

来验证模型的可靠性。将环冷机余热回收区平均分成 8 段，除起点外共设立 8 个测量点；出口空气的温度

利用热电偶来进行测量。每个测点在台车的上平面上设置 3 个测量点，每个位置测 3 次，取平均值。 

表 1 出口气体实测平均温度与仿真结果对比 

测量点序号 模拟结/℃ 测量结/℃ 相对误/％ 

1 481.81 450 6.60 

2 433.59 400 7.74 

3 390.57 383 1.93 

4 352.39 354.6 -0.62 

5 318.78 330.4 -3.64 

6 289.43 280 3.25 

7 263.98 268.3 -1.63 

8 242.05 251.8 -4.02 

由表 1 可知环冷机余热回收区出口空气温度的模拟结果，与实际测量结果相比最大误差小于 8％，模

拟所得环冷机进口端与出口端烧结矿温度与实际情况也基本相符，因此认为文章所建立的模型以及计算结

果是可靠的。 

2  模拟结果与分析 

模拟计算以某钢厂年产量 390 万 t 烧结机配套环冷机作为工况基准，其各项参数如下表所示：环冷机

余热回收段长度 48m；台车前进速度 0.022m/s；单个鼓风机标况流量为 38 万 m3/h；进口空气温度 40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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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矿料层高度为 1.4m，空隙率 0.4；烧结矿堆积密度 1800kg/m3，颗粒直径 0.035m。 

2.1  环冷机内气体流动基本规律分析 

图 2 为环冷机余热回收段内空气速度分布云图。由图可知，在环冷机同一竖直位置处，随着冷却空气

穿越料层，速度不断增加，这是由于冷却气体在穿越料层时，与灼热的烧结矿不断地进行换热，温度上升

而密度不断减小。根据气体连续性方程，同一位置处气体的质量流量不变，密度减小则体积膨胀，由此气

体在穿越料层时，速度不断增加。 

 

图 2 环冷机内空气速度分布等值线图 

随着冷却位置不断地向后延伸，空气穿过料层速度增加的速率不断减缓，出口处气体的流速也在不断

降低。这是由于随着冷却过程进行，烧结矿的温度不断降低，气固间温差减小，换热条件恶化，气体温度

上升速度减慢随之体积膨胀速度减缓。 

2.2 环冷机内温度分布基本规律分析 

图 3 为环冷机内空气温度分布等温线图。由图可知环冷机同一位置处，随着料层增加气体温度不断上

升。这是由于气体在进入环冷机后，不断地与高温的烧结矿进行热量交换。而随着冷却段位置不断向前延

伸，空气温度的上升程度不断减少，这是由于随着冷却过程的不断进行，烧结矿温度降低，气固之间换热

量减少，则气体在床层内温度上升的速度不断减缓。 

 

图 3 环冷机内空气温度分布等温线图 

图 4 为环冷机内烧结矿温度分布等温线图。由图可知，随着料层高度的增加，烧结矿的温度不断增加，

这是由于台车底部冷却气体进口温度较低，与烧结矿之间温差较大，传热效果明显，气体吸收烧结矿显热

速度较快，而随着高度的增加，气体逐渐被加热，温差减小导致换热效果变差，因而相同位置处，上部烧

结矿温度高于下部的。随着冷却位置不断向后延伸，烧结矿温度分布等温线的趋势逐渐变缓，这是由于随

着冷却过程的进行，烧结矿的温度不断降低，而入口气体温度一定，相同条件下，气固间温差变小，换热

条件恶化，导致烧结矿温度下降速度变慢，从而等温线趋势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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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环冷机内烧结矿温度分布等温线图 

3  结  论 

1）基于目前环冷机研究的不足，文章建立了二维稳态气固传热数值计算模型。模型的创新在于将本课

题组前期研究获得的气体流过烧结矿层的压力损失与烧结矿层气固换热系数，通过 UDF 二次开发，嵌入到

环冷机数值模型当中。  

2）通过实验法对模型进行验证，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比，模型的准确度提升至 8%，可以利用该数值

模型对生产中不同位置的空气与烧结矿温度进行更好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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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矿余热罐式回收小试系统结构和操作参数的

研究 

李含竹，董辉，张晟，张义奇 

（东北大学国家环境保护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验室，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烧结矿余热竖罐式回收是本研究团队提出的一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技术，其吨矿余热发电量有望

达到 30~35kWh，比目前国内基于环冷机模式余热回收的平均指标高出 1 倍以上。本文采用解析计算的方法开展年

处理量 5.5 万吨烧结矿的小型试验系统相关设计研究，为后续的试验研究、中试和工程实施过程中余热回收罐体关

键结构型式、结构和操作参数的确定打下良好的基础。小试竖罐系统适宜结构参数和操作参数为：罐体冷却段高度

2m，预存段高度 1.98m，气体颗粒表观流速为 1.22m/s。 

关键词：烧结矿余热；竖罐；回收利用，结构参数；操作参数 

Study on the Structure and Operating Parameters of Small Scale 
Vertical Tank System for Sinter Waste Heat Recovery  

LI Hanzhu  DONG Hui  ZHANG Sheng  ZHANG Yiqi 
(SEP Key Laboratory on Eco-industry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110819) 

Abstract：Vertical tank recovery of waste heat from sintering ore is a technology put forward by our 

research team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tons of ore output could reach 30 ~ 35 kWh, 

which is 100% more than the current domestic index which is based on sinter annular cooler. With 

analytical calculation method, related research of the annual handling capacity of 55 thousand tons’ sinter 

laboratory experimental system was carried out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the subsequent test and engineering 

implementation. And a good foundation in the process of waste heat recovery tank key structure type, 

structure and operating parameters can be built. For the vertical tank system, the optimum structure and 

operating parameters is that the height of cooling chamber is 2m, the height of pre-chamber is 1.98m, air 

flow rate is 1.22m/s. 

Key words：sintering waste heat；vertical tank；recovery and utilization；structure parameter；operating 

parameter 

 

目前，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每吨烧结矿所携带的余热资源约为 0.94~1.02GJ，分别约占烧结工序以及钢

铁企业余热资源总量的 65%~71%和 11%~12%[1-2]。我国烧结工序余热资源的回收率仅为 28%~30%，低于国

外主要大中型钢铁企业平均水平的 30%~45%[1-2]。与传统的烧结矿余热回收系统如环冷机和带式冷却机相

比，竖罐式回收系统具有漏风率几乎为零、气固热交换充分、出口热载体品质较高等优点[3]。基于此，提出

了烧结矿余热罐式回收利用的工艺技术[4]。竖罐内气固传热决定着烧结矿出口温度和出口热载体的品质，

从而决定了烧结矿余热回收率和后续的发电量。因此，研究竖罐内的气固传热过程十分必要，其对提高烧

结矿余热回收率以及竖罐的结构和操作参数的确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采用解析计算的方法进行设计

计算，确定了小试竖罐的结构及操作参数，设计了年处理量 5.5 万吨烧结矿的小型试验系统，为后续的试验

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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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试竖罐气固传热解析模型的建立 

小试竖罐主要由预存段与冷却段组成。冷却气体与烧结矿在冷却段进行换热，为了保持连续出料设置

了预存段。烧结矿（qs）从竖罐顶部进入，底部排出；冷却气体从冷却段底部进入（qg,in），冷却段顶部排出

（qg,out），如图 1 所示。 

 

图 1 下垂量测试装置示意图 

采用解析方法来建立气固传热模型，对竖罐热工参数进行整合，综合考虑出口冷却风所携带热量㶲与

料层阻力损失，利用多指标试验法[5]进行优化，从而确定竖罐冷却段适宜结构参数和操作参数组合。当烧结

矿（平均温度为 650℃，颗粒直径为 0.03m）从罐体的上端进入罐体（假设空隙率为 0.43），不断的向下运

动，冷空气（20℃）从罐体的下端鼓入，二者在罐体内形成气固两相之间的换热，烧结矿把热量传递给冷

风之后排出罐体。根据处理量的要求，设置竖罐横截面积 1m2，得出物料下移速度为 0.0011m/s，理论上讲，

冷却竖罐料层属于移动床范畴，考虑到竖罐内烧结矿的冷却效果，罐体内气体表观流速会远大于烧结矿的

下移速度。因此，在本文中可以将烧结矿假设为不动的，烧结矿与气体间的换热就简化为固定床气固换热。 

竖罐内气固对流换热的基本公式为传热方程式及热平衡方程： 

 
                            （1） 

        （2） 

式中，Φ1、Φ2 为烧结矿和气体之间换热量，W；h 为气固间综合换热系数，W/(m2·K)；A 为烧结矿层

颗粒总换热面积，m2；Δtm为气固间对数平均温差，K。qs、cs、ts,in、ts,out 分别为烧结矿质量流量，kg/s、比

热，J/(kg·K)，进口温度，K，出口温度，K；qg、cg、tg,out、tg,in分别为冷却风质量流量，kg/s，比热，J/(kg·K)，

出口温度，K，进口温度，K。 

换热系数 h 计算基于文献[6]的 Nu 推导式： 

                   （3） 

式中，Nu 为努赛尔数；ε为空隙率； Re 为雷诺数；Pr 为普朗特数。 

为了得出最优的结构参数及操作参数的组合，这里以罐体出口冷却风所携带热量㶲、料层阻力损失作

为评价指标。其中，出口冷却风所携带的热量㶲[7]为： 

      （4） 

式中，Eg,out 为出口冷却风的热量㶲，kW；hg,out 为冷却风在出口温度下的焓值，kJ/kg；h0 为冷却风在环

境状态下的焓值，kJ/kg；t0 为环境温度，K；qg为冷却风流量，kg/s。 

料层阻力损失[8]为： 

  （5） 

式中，ΔP 为料层压降，Pa；L 为料层高度，m；dp 为颗粒当量直径，m；D 为竖罐直径，m；μ为动力

粘度，kg/(m·s)；ρf 为气流密度，kg/m；u 为气流通过料层的表观流速，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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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试竖罐关键结构参数与操作参数研究 

在竖罐横截面积及冷却风的进口风温一定的情况下，影响竖罐内空气出口温度和烧结矿出口温度的主

要因素有冷却段高度和冷却风表观流速，这里用气固质量流量比来表示。在满足烧结矿出口温度小于150℃，

冷却风出口温度大于 500℃的条件下，根据建立的气固传热解析模型，计算流程如图 2 所示。计算得出冷

却段的范围为 1.7m~2.0m，气固质量流量比为 0.74~0.84；并得出烧结矿出口温度、冷却风出口温度、出口

冷却风所携带热量㶲和料层阻力损失。 

将计算得出不同参数组合条件下各项指标列于表 1 中。 

对热量㶲和料层阻力这两项试验指标使用加权综合评分法进行量化处理。根据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

确定指标对竖罐回收烧结矿效果的权重，即出口冷却风热量㶲占 70%，料层阻力损失占 30%。将得到的结

果列于表 2 中。 

 

 

图 2 算流程 

表 1 不同参数组合条件下各项指标 

序号 
冷却段 

高度/m 

气固质量 

流量比 

烧结矿出 

口温度/℃ 

冷却风出 

口温度/℃ 

热量㶲 

/kW 

料层阻力 

损失/Pa 

开始

Ф1=hAΔtm

Ф2=qscs(ts,in-ts,out)=qgcg(tg,in-tg,out)

将已知条件带入公式

输入冷却段高度

气固质量流量比

试给出ts,out

Φ1=Φ2

输出计算结果

否

气固质量流量比

H0 H H1

结束

气固质量流量比

是

是

否

改变高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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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 0.74 165 521 256  1498 

2 1.7 0.76 158 514 257  1563 

3 1.7 0.78 150 509 259  1630 

4 1.7 0.80 143 502 261  1698 

5 1.7 0.82 138 495 261  1764 

6 1.7 0.84 131 489 262  1834 

7 1.8 0.74 159 526 260  1596 

8 1.8 0.76 150 521 263  1667 

9 1.8 0.78 143 515 264  1737 

10 1.8 0.80 137 508 265  1807 

续表 1 

序号 
冷却段 

高度/m 

气固质量 

流量比 

烧结矿出 

口温度/℃ 

冷却风出 

口温度/℃ 

热量㶲 

/kW 

料层阻力 

损失/Pa 

11 1.8 0.82 130 502 267  1880 

12 1.8 0.84 124 495 267  1953 

13 1.9 0.74 153 532 265  1694 

14 1.9 0.76 144 527 268  1770 

15 1.9 0.78 138 519 268  1842 

16 1.9 0.80 131 513 270  1918 

17 1.9 0.82 125 506 270  1993 

18 1.9 0.84 119 499 271  2070 

19 2.0 0.74 146 539 270  1795 

20 2.0 0.76 139 531 271  1872 

21 2.0 0.78 133 524 272  1948 

22 2.0 0.80 125 518 274  2030 

23 2.0 0.82 119 511 275  2109 

24 2.0 0.84 113 504 275  2190 

表 2 标极差化值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热量㶲 0.00 0.07 0.18 0.26 0.26 0.33 0.23 0.38 

料层阻力损失 1.00 0.91 0.81 0.71 0.62 0.51 0.86 0.76 

加权综合值 0.30 0.32 0.37 0.39 0.36 0.39 0.42 0.49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热量㶲 0.45 0.48 0.55 0.59 0.47 0.61 0.64 0.71 

料层阻力损失 0.65 0.55 0.45 0.34 0.72 0.61 0.50 0.39 

加权综合值 0.51 0.50 0.52 0.52 0.54 0.61 0.60 0.61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热量㶲 0.74 0.78 0.74 0.80 0.83 0.94 0.97 1.00 

料层阻力损失 0.28 0.17 0.57 0.46 0.35 0.23 0.12 0.00 

加权综合值 0.60 0.60 0.69 0.70 0.69 0.73 0.71 0.70 

从表 2 可以看出，加权综合值最大的为第 22 号(为 0.73)。在表 1 中找到第 22 号试验的组合，即试验

给出的最优水平组合是：冷却段高度 2m、气固质量流量比 0.8（对应气体颗粒表观流速为 1.22m/s）。此时

烧结矿出口温度为 125℃，冷却风出口温度为 518℃；冷却风的热量㶲为 274kW，料层阻力为 2030Pa。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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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保证一次实验冷却时间为 30min 的条件下，求得预存段 1.98m。 

3  结  论 

1）烧结矿余热罐式回收小试竖罐内适宜的热工参数为：罐体冷却段高度 2m，预存段高度 1.98m，气体

颗粒表观流速为 1.22m/s。 

2）烧结矿出口温度为 125℃，冷却风出口温度为 518℃；冷却风的热量㶲为 274kW，料层阻力为 2030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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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烧结机余热回收蒸汽量的研究与实践 
吴  迪，袁平刚，袁春雨，牛宏伟 

（河钢承钢，河北 承德 067002） 

 

摘  要：研究了在备件不足、烧结原料条件较差的情况下，通过优化重点工序操作、改进环冷密封形式与导流板改

造、开展降低设备事故率攻关等措施，稳定烧结机余热蒸汽的回收量，同时改善了环冷系统现场环境。实践结果表

明：通过环冷密封及导流板改造，使风箱内大部分烟气集中流向台车下部，改善了烧结矿冷却效果，稳定了烟气余

热利用效果，同时大大降低了密封备件成本。配合优化操作管理、开展降低设备事故率攻关等措施，使 A、B 烧结

机吨矿余热回收蒸汽量提高了 2kg/t 以上，烧结机余热蒸汽产能得到稳定发挥。 

关键词：烧结机；余热蒸汽；管理；工艺操作；改造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Improving The Recovery of Heat Vapor in 
Sintering Machine 

WU Di,YUAN Ping-gang, YUAN Chun-yu,ZHAO Li-qiang 
(Iron Making Division of Chengde Iron and Steel Company of He Iron and Steel Group, Chengde Hebei 067002) 

Abstract：Reasons for Gas leakage of the gas system are analyzed.  Gas leakage accidents are scientificly 

classiflied. Every kind of online leak sealing technology are studied. . Through repeated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four gas systems are summarized by the technique of plugging the leakage of the gas system: 

the adhesion plugging, the plug and sticking of the plug, the blocking of the clamp, and the sealing of the 

plug. At the same time, a set of safe operation method is summarized in practice, which guarantees the 

safety of the pressure plugging technology. The online leak sealing technology is widely spread in 

ChengGang company, is mainly used in all kinds of gas pipeline, gas pipeline compensator, the gas 

drainage,, gas equipment, facilities, medium pressure from 3 kpa to 600 kpa. 

Key words：the sintering machine；afterheat mteam；manage；technical operation；transform 

 

众所周知，烧结工序在整个钢铁生产中是仅次于炼铁的能源消耗大户，能耗占钢铁生产的 8.3%左右。

目前烧结生产已经采取了如厚料层烧结、混合料余热提高料温等多项技术以降低能耗，但是能耗依然居高

不下。 

我公司 A、B360m2 烧结机分别于 2008 年与 2009 年建成投产。为了降低烧结工序能耗，分别于 2011

年投入环冷废气余热回收项目、2013 年投入大烟道余热回收项目，对烧结机废气余热进行回收再利用。烧

结机余热项目是利用环冷机与大烟道中回收的烟气余热生产蒸汽，将蒸汽所携带的热能转化为电能。而蒸

汽的产量、温度、压力的稳定是提高余热发电的基础，如果能进一步提高蒸汽质量与产量，可以提高余热

发电量并降低烧结工序能耗，进而降低烧结工序生产加工成本。 

1  烧结机余热回收影响因素 

烧结余热发电机组正常运行需要稳定的蒸汽流量和压力，而稳定的蒸汽流量和压力与环冷机一段、二

段稳定的废气温度有关，稳定的废气温度又取决于连续稳定的烧结作业以及原燃料。因此，提高烧结余热

回收利用水平，关键在于稳定烧结系统连续稳定作业 。 

但是随着两台烧结机主体设备老化和环冷机系统密封磨损加剧，两机组设备事故率逐渐升高，环冷密

封漏风日益严重，制约了余热回收系统正常生产，2015 年两机组蒸汽产量大幅度下滑，全年 A 烧结机吨矿

回收蒸汽量仅为 71.29kg/t 矿，B 烧结机吨矿回收蒸汽量仅为 85.47kg/t 矿，余热蒸汽回收量较低，烧结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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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成本增加。 

2  烧结机余热回收影响因素分析与措施 

2.1 自动配料系统波动较大影响上料稳定 

A、B 烧结机分别有 18 个原料仓，由于 A、B 烧结机自动配料系统设备损坏较重，至 2015 年四季度，

两机组 36 个料仓其中多个铁料仓、返矿仓、熔剂仓长期无法实现自动配料，需要岗位人员手动进行操作。

手动操作导致各物料配比容易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且人工调整滞后，对后道工序生产操作带来极大负面影

响。 

2016 年，技术人员先后组织对 A、B 烧结机的配料系统设备进行修复，并在两台烧结机配料增加了下

料量超范围波动自动报警系统，以便岗位更加及时迅速的发现各种异常波动并及时进行调整，使配料系统

更加完善，自动配料更加精准，促进烧结机生产稳定。 

2.2 优化混合料打水（污泥）系统 

烧结机混合料水份的稳定与否对烧结过程参数控制以及烧结燃料配比、烧结矿质量有直接影响，稳定

混合料水份有助于稳定烧结速度及终点控制，最终可以提供合格稳定的烟气温度。 

烧结机一次混合室负责操作污泥和生产水润湿、混匀混合料，混料打水量（污泥）占其全水份的 80%

以上；二次混合室负责混合料水份的二次补偿并使混料造球，所以一混打水系统的稳定直接决定了混合料

水份的稳定。技术人员利用对标等机会，了解了部分国内相关单位使用的自动打水系统，最终确定了目前

所使用的红外自动打水系统，并在 2016 年年初检修中组织对 B 烧结机一混打水（污泥）系统改造与优化，

实现了一混的自动打水。改造后混合料水分稳定率较 2015 年提高了约 16.7%，烧结机终点整点命中率提高

了 8.3%，为余热系统烟气温度稳定奠定了基础。 

2.3 主抽风机风门操控优化 

烧结机主抽风机风门开度直接影响烧结终点及终点温度、烟道负压的控制。由于烧结机生产中影响烧

结过程的因素较多，原料变化、设备因素、人员操作等综合因素可能导致烧结终点出现较长时间波动，影

响终点控制，最终导致大烟道烟气温度、环冷机热矿废气温度的大幅度波动，根据现场实际及时调整主抽

风机风门开度可以最大限度的稳定烧结终点以及终点温度。 

两机组主抽风机均为无人值守岗位，主抽风机的巡检及风门操作均由班组长负责。主抽风机风门操作

需要由主控联系班组长进行操作，存在操作之后的弊端。经过技术人员的研究，在在烧结机中控操作微机

上增加主抽风机风门操作程序，主看火在主控室内即可对主抽风机风门调整控制，避免了出现调整长时间

滞后现象，提高了烧结终点位置及终点温度控制的合格率，有利于余热系统的生产连续稳定。 

2.4 强化和稳定烧结工艺操作，完善布料设备的匹配度 

A、B 烧结机布料流程为：梭式布料车—矿槽—圆辊给料机—九辊布料器—烧结机台车。其中梭式布料

车极限、矿槽料位、扇形阀与六段阀开度、圆辊给料机与九辊布料器转速之间的相互匹配问题影响混合料

布料均匀度，直接影响烧结料层透气性，进而影响烧结终点及终点温度、烟道温度的控制。 

2016 年 7-9 月份，技术人员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完善了主机布料设备操作制度，分步试验上述布料设

备的匹配度，最终确定了各布料设备的参数控制范围。执行新的参数控制范围后，各布料设备的参数控制

更加合理，布料趋于均匀的同时烧结料层透气性明显改善。 

表-1  布料参数表 

主要参数控制范围 矿槽料位（m） 
圆辊转速（r/ 

min） 
九辊转速(r/min) 主机机速(m/min) 

2015 年 4-6 396 546 1.84 

2016（10-12 月） 3.5-5.5 481 627 2.02 

2.5 改善环冷密封形式 

2.5.1 改善环冷密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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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烧结机环冷机原密封为柔磁性密封，由于柔磁性密封寿命短磨损严重，导致环冷机漏风严重，热

量散失降低了蒸汽产质量。 

经过技术人员的仔细研究与反复试验，最终确定了如图 2 所示的自制动密封形式，配合风箱内部自制

导流板使用来进行密封。自制动密封其原理是依靠橡胶板与固定静密封钢板之间的轻接触摩擦运动实现密

封。 

动密封利用 6-8mm 的铁板制作成宽度为 150mm、台车各部位密封长度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在铁板上

按照每隔 30 ㎝焊接一个∮16 的螺栓，然后将废旧皮带切割成与铁板相同尺寸的形状，利用螺栓将皮带固

定。这种密封制作简单，安装方便，同时利用了废旧皮带，使用初期效果较好也降低了备件成本。 

 

图 1 原有柔磁性密封                        图 2 现有密封 

2.5.2 导流板改造 

烧结机环冷机台车虽然有动静密封可以防止漏风，但是由于烧结机环冷机属于连续作业设备，密封工

作环境恶劣，受生产中到高温烟气与烧结矿热颗粒的持续冲刷，在两次检修期间不可避免出现漏风。 

2016 年一季度，为了进一步降低环冷机漏风情况，在密封制作及安装形式改善的基础上，技术人员根

据台车下部气流的运动方向，对台车下部 1#风箱内部进行了改造，重新制作安装了导流板（如图 3 所示，

图中红色部分为导流板）。安装导流板后，使风箱内大部分烟气集中流向台车下部，改善了烧结矿冷却效果，

稳定了烟气流量，提高了余热烟气所含热量。通过导流板与动静密封配合使用，环冷机余热回收明显稳定，

系统漏风及扬尘明显改善，利用检修推广到环冷机全部风箱安装使用。 

 

图 3 环冷风箱内部导流板示意图 

2.6 开展降低设备事故率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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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稳定余热系统运行，技术人员组织降低设备事故率攻关，成立了以主作业长为组长的攻关小组，

结合生产、设备、检修等情况制定了多项攻关措施，技术人员定期总结，对各项制度措施推进机落实情况、

生产中遇到的各项新问题及相应解决办法等进行集体讨论，并根据现场实际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 

1）连续推进两机组降低成品系统堵斗事故，控制正常生产过程中因主机篦条、环冷机密封、各处钢结

构件脱落造成的减料生产或设备停机，主机系统生产更换单台台车时间由之前的 10-20 分钟/台次降低到在

5-8 分钟/台次以内，将设备停机影响余热系统程度降到最低限度。 

2）实行岗位、班组长、作业长三级设备包机管理，同时加强设备点检、巡检及检修过程管理，制定设

备事故预防检查制度，降低两机组设备事故率，稳定余热系统运行。 

2016 年通过开展降低设备事故率攻关，稳定主体设备运行，设备事故率较 2015 年有明显降低，如表-

2 所示。 

表-2 烧结机设备事故率对比表 

 A 烧结机设备事故率（%） B 烧结机设备事故率（%） 

2015 年 0.89 1.18 

2016 年 0.518 0.304 

对比 -0.372 -0.876 

3）加强日常对环冷机密封漏风情况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汇总反馈，并利用待仓、检修等机会组织治

理，环冷机系统动密封 2016 年全年实现岗位自制，有效改善了密封效果且环冷机密封无刮卡停机。 

4）日常强化环冷机及烟道卸灰岗位放灰操作，保证各风箱内部积料不超过卸灰阀 1.5 米，使气流分布

趋于持续均匀，提高热风利用系数。利用每次设备检修组织人员进入环冷风箱、主机烟道内检查清理积料，

处理密封、篦条脱落等原因造成的卸灰阀堵料；同时在环冷风箱内两组卸灰阀之间横管下部易积料点增加

放料溜管，避免风箱内出现局部高位积料影响热风利用率。 

3  改善效果 

通过实施以上各项改善措施，2016 年 A、B 烧结机蒸汽回收量稳中有升。全年蒸汽回收量 A 烧结机完

成 107.47kg/t 矿，B 烧结机完成 101.24 kg/t 矿。 

3.1 A 烧结机 

表-3  A 烧结机蒸汽产量对比（单位：kg/t） 

A 烧结

机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累计 

2015 年 81.50  94.33  91.34  90.80  72.81  69.22  85.68  39.19  35.60  58.72  49.22  71.31  71.29  

2016 年 87.75  115.12  68.35  111.91  117.26  129.90  105.12  111.83  113.75  118.07  105.58  108.18  107.47  

 

 

图 4  A 烧结机蒸汽产量对比 

A烧结机蒸汽产量对比

2015年蒸汽产量 2016年蒸汽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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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B 烧结机 

表-4  B 烧结机蒸汽产量对比（单位：kg/t） 

B 烧结

机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累计 

2015 年 76.66  94.09  102.21  98.39  111.31  113.10  105.68  67.54  66.22  58.91  58.86  74.00  85.47  

2016 年 98.80  101.92  101.89  98.30  101.46  112.98  102.08  98.02  108.12  105.15  96.41  89.78  101.24  

 

 

图 5  B 烧结机蒸汽产量对比 

从以上表中和图中可以明显看出，A、B 机 2016 年吨矿蒸汽产量较 2015 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4  结  论 

1）优化烧结机操作，完善烧结料层布料操作制度，合理控制烧结终点及终点温度，可以有效为大烟道

提供合格稳定的烟气温度。 

2）烧结机余热蒸汽回收量与烧结机生产的稳定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降低烧结机设备事故率，保证烧

结机生产的稳定与连续是提高余热蒸汽回收量的基础保障。 

3）加强烧结机环冷系统漏风治理，积极对设备进行合理改进，降低漏风率，稳定了余热烟气温度及流

量，提高了余热烟气利用率，蒸汽产量稳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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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率的研究 
王兰兰，段建新，常  林，侯铭新 

（河钢承钢 能源事业部，河北 承德 067001） 

 

摘  要：本文对某钢铁厂工业污水处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指出导致中水回用率低的几

个原因，并从调整污水厂设备运行方式，改善运行环境，调整药剂投加方式等多方面着手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大

大提高了中水回用率，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关键词：污水厂；中水回用率；污泥回流量；阻塞值；反洗周期；药剂投加 

Study on Improving Water Reuse Rate of Sewage Treatment Plant 

Wang Lan-lan, Duan Jian-xin, Chang Lin, Hou Ming-xin 
(Hebei iron and Steel Group Chengde Steel Corp,Energy Division,Hebei,Chengde,067001) 

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status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in a steel plant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pointed out that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low rate of reclaimed water,and from the 

adjustment of operation mode of sewage treatment plant equipment,improve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adjust various dosing mode so as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greatly improve the water reuse 

rate,and achieved certain economic benefits,social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Key words：wastewater treatment；plant; reclaimed water reuse rate; sludge recycle flow; blocking value; 

backwash cycle; chemical dosing.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而钢铁工业是高能耗、高

排放的工业，作为我国支柱性产业，随着我国钢铁工业的高速发展，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对于我国，

加强水资源的管理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和深化，如何利用生产中产生的

废水资源，提高中水的回用率，不仅可以降低吨钢耗新水量，有效地节约水资源，还可以减少污水或废水

的排放量，减轻水环境的污染，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1  某钢铁厂污水处理厂简介 

随着该钢厂产能的日益扩大，且所处地区为缺水地区，减少新水耗用、提高中水回用率迫在眉睫。 

该钢厂污水处理厂主要处理钢铁工业废水和一部分生活污水，该污水处理厂工艺流程为：原水——粗、

细格栅——沉砂池——调节池——高密度沉淀池——MBBR 池——V 型滤池——回用水池——用户。 

2  中水回用率现状及原因分析 

目前，按照污水处理厂设计的处理能力，日处理污水 9.6 万吨，据统计，去年全年污水处理量约为 3500

万吨，而中水回用水量仅为 3080 万吨，按此计算，平均中水回用率仅为 88%，相对较低。 

为提高中水回用率，我们在现场跟踪调查了数月，对药剂投加、滤池反洗水质化验数据等进行分析，

初步确定影响污水厂污水回用率低的几个问题如下： 

2.1 污水厂出水水质差 

对污水厂去年上半年平均出水水质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其出水碱度、浊度和中水回用率的平均值如下

表 1： 

从以下数据不难看出，污水厂出水水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污水厂中水回用率的高低。换而言之，提高

污水厂出水水质，也就提高了中水回用率。在现场的调查中我们对工艺流程中每个环节和每台设备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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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仔细地观察、采集数据和分析，发现问题点主要出现在高密度沉淀池和 V 型滤池这两个环节。 

表 1 污水厂出水水质统计表 

时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浊度（NTU） 1.5 2.0 3.5 4.1 4.6 2.8 

碱度（mg/l） 45 43 62 75 76 68 

回用率（%） 95 93 87 83 81 86 

2.2 高密度沉淀池出水水质超标 

高密度沉淀池具有絮凝、沉淀与浓缩功能。经过混凝后的污水进入絮凝反应池，通过投加药剂、控制

能量扩散和使用流量可变的泵控制污泥回流优化絮凝反应。 

2.2.1 污泥回流量 

污泥回流能加速矾花的生长并增加矾花的密度，以维持均匀絮凝所要求的高污泥浓度。但运行中我们

发现由于污泥变化的不稳定和回流泵吸泥口附近对泥层的抽吸作用，回流污泥的浓度很不均匀，且大多数

情况下污泥浓度较低。当回流污泥浓度大时，进水浓度会提高数倍，出现加药不足絮体细小，导致了出水

浊度高。 

2.2.2 药剂投加 

现场发现石灰投加池 PH 计探头结垢严重，分析其原因是石灰投加量由石灰投加池的 pH 值控制，而在

投加石灰去除碱度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碳酸钙，使得石灰投加池 pH 计的探头非常容易结垢，造成石灰投加

不准确，从而影响高密度沉淀池出水碱度经常超标。 

2.3 V 型滤池过滤效果不佳 

2.3.1 配水、配气系统 

澄清水经配水渠进入滤池，污水从顶部进入滤池，由滤板滤头确保将流量均匀分配到滤板下，同时滤

板滤头也起均匀配反洗水和反洗气的作用，每平方米安装约 55 个污水型滤头。但是现场的滤头有的损坏，

有的已结垢无法正常运行，造成配水、配气不均匀影响过滤效果。 

2.3.2 过滤水量波动的影响 

过滤水量的波动大引起滤后水水质发生变化，尤其是当水量突然增大时，水流剪力增大，颗粒脱落，

引起滤后水浊度波动。 

2.3.3 滤池的阻塞值设定和反洗周期制定不合理 

滤池反冲洗的设置可根据时间或滤池滤层的阻塞情况来实现自动控制，冲洗的实际频率取决于堵塞的

频率。若滤池的阻塞值设定和反洗周期制定不合理，将直接影响滤池的过滤效果。实际运行中，污水厂为

了保证不溢流，将反洗周期设定为 8h/次，这时的阻塞值很低，并没有达到反洗要求，造成反洗频次过高，

过滤效果不好。 

3  制定对策并实施 

3.1 对策 

1）保证污泥回流效果，促进污泥絮体的产生，提高沉淀效果。 

2）合理投加药剂，保证出水浊度合格。 

3）提高 V 型滤池过滤效果。 

4）合理设定滤池反洗周期，使反洗周期到了的时候阻塞值也将到达最合适值（一般为 150cm）。 

3.2 方案实施 

1）控制高密度沉淀池进水量不超过其最大处理能力，保证斜管的清洁，控制澄清水的上升流速，防止

带泥。科学排泥，保证污泥的含水率，根据进泥浓度、进泥流量、回流的浓度适度调整回流量。按照原水

流量的比例自动调节污泥回流泵的流速一般为原水流量的 3%~5%。 

2）每周对 PH 计进行校正，保证 PH 计读书准确，并在 PID 追踪模式下，确保污水厂熟石灰的投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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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能保证进水 PH 在 10.2 左右，保证聚丙的投加量正常控制在 0.5ppm 以内。 

3）对 V 型滤池的配水配气系统的所有滤头进行检查、修理、更换，共更换或修理损坏、结垢滤头 32

个，大大优化了滤池的配水配气系统，使过滤效果明显提高。 

4）制定各系统排水制度，严格控制各系统排水时间和排水量，通过严格执行排水制度，使污水厂进水

量平稳，大大减小对滤后水质的影响。 

5）为了能使反洗周期到了的时候阻塞值也将到达最合适值（一般为 150cm），经过几周的摸索，我们

得到了不同反洗周期下的阻塞值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滤池反洗周期、阻塞值调整表 

实验次数 反洗周期（小时） 
阻塞值 

（厘米） 
实验次数 

反洗周期（小

时） 

阻塞值 

（厘米） 

1 9 70 6 14 122 

2 10 76 7 15 130 

3 11 83 8 16 151 

4 12 95 9 17 165 

5 13 100 10 18 178 

通过调整反洗周期设定值，观察反洗时的阻塞值，当反洗时阻塞值接近最合适值 150cm 时的反洗周期

为 16 小时，即此值为最佳反洗周期设定值。 

4  效果验证 

通过原因分析，制定和实施对策，使污水回用率增加至 95%，实现年经济效益：（95%-88%）×3500 万

吨=245 万吨； 

中水费用按 1.3 元/吨计算，每年的直接经济效益为： 

245 万吨×1.3 元/吨=318.5 万元。 

5  结  语 

通过调整污水厂设备运行方式，改善运行环境，调整药剂投加方式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污水

厂中水回用率提高了 7%，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钢厂的用水压力，对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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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解强化预处理焦化废水技术研究及应用 
田京雷，1 李雪松，2 苗社华，2 刘需，1 刘金哲，1   

（1 河钢集团钢研总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3；2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针对焦化废水可生化性差、难降解的特点，结合目前传统生化处理工艺特点，提出微电解强化预处理技术。

实验结果表明，微电解的最佳条件为：进水 pH 为 3.0，气水比为 3:1，反应时间为 2.5h；催化氧化试验最佳条件

为：进水 pH 为 3.5，双氧水添加比例为 0.1%，反应时间为 0.5h；在该条件下可实现对 COD、氨氮、挥发酚类物

质的去除率分别达到 30%、20%、50%以上，并将废水的可生化由 0.26 提高至 0.45 以上，大幅度去除有毒有机物

对生化系统的毒害作用。该技术作为焦化废水的预处理技术，在去除部分 COD、减少生化阶段污染负荷的同时，

显著提高焦化废水的可生化性，实现好氧阶段处理效率提高。 

关键词:焦化废水；预处理；微电解；催化氧化；可生化性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oking Wastewater Pretreatment 
Technology 

TIAN Jing-lei1, LI Xue-song1, MIAO She-hua2, LIUXu1, LIU Jin-zhe1 

(1HBIS Group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3; 2 HBIS Group Hansteel, Handan Hebei 056015, 

Corresponding Author: TIAN Jing-lei, E-mail: tianjinglei@hbisco.com ) 

Abstract：Coking wastewater is one of the refractory wastewater with high concentration and low 

biodegrada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of coking wastewater, we put forward the 

technology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biodegradation of wastewater, as micro electrolysis with 

catalytic oxidation pretreatment. We set up a medium test in Handan coking Plan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um condition of micro electrolysis are as follows: pH is 3.0, gas water ratio is 3:1, the 

reaction time is 2.5 h; the best conditions of catalytic oxidation test are as follows: pH is 3.5, and with a 

0.1% hydrogen peroxide solution is added, the reaction time is 0.5 h. The removal rate of COD, ammonia 

nitrogen, volatile phenol material can reach more than 30%, 20%, 50% respectively, and the 

biodegradability of wastewater can be varied from 0.26 to above 0.45. Some pollutants can be removed by 

micro electrolysis with catalytic oxidation, and it can improved the biodegradability of wastewater 

significantly. Most of all, it can reduce the pollutant load and improve the processing efficiency. The 

technology have a great technical and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it is realizable, suitable for high 

concentration of refractory and low biodegradability organic wastewater as coking wastewater.  

Key words：coking wastewater; pretreatment; microelectrolysis; catalytic oxidation; biodegradability 

 

焦化废水是典型的有毒有害、难降解工业废水[1]，所含主要污染物浓度大、成分复杂。现有处理技术主

要采用生物脱氮和混凝沉淀深度处理集成工艺，新的环境保护法和一系列行业排放标准及水十条实施后，

处理水质无法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或回用要求，只能稀释后排放或用于熄焦将污染转为大气污染，严重制约

了钢铁和焦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2]。 

针对焦化废水的水质特点及现有工艺特点，简单的深度处理并不能保证出水达标，如何提高其预处理

效果，大幅度提高废水的可生化性，减少稀释水的用量，是目前焦化废水研究的重点。微电解协同催化氧

化技术是微电解反应后加入适量的 H2O2，使微电解产生的 Fe2+与 H2O2 形成 Fenton 试剂，Fe2+在酸性条件

下催化 H2O2分解产生·OH 来进攻有机物分子，同时，Fe2+参与络合反应，进一步对废水中有机物进行去除
[3]。 

本文在分析焦化废水的特点及综合各种处理工艺的基础上，提出了微电解协同催化氧化预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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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预处理阶段对污染物的前期处理，同时显著提高焦化废水的可生化性，为后续生化处理降低了污染

物负荷、提高了处理效率。通过微电解协同催化氧化关键技术的研发，形成了经济可行的焦化废水预处理

成套技术，以最终实现焦化废水达标排放和回用，对钢铁企业和焦化行业的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1  焦化废水预处理关键技术分析 

目前国内钢铁企业将焦化废水处理的关键放在二沉池出水的深度处理上，并开发了一系列催化氧化、

臭氧氧化、活性炭吸附等深度处理方法，但是从污染物减量化角度考虑，对焦化废水的预处理技术才是关

键。 

对焦化废水的预处理技术中，微电解技术以微电池原理为基础，在去除部分 COD 的同时，显著提高废

水的可生化性，减少后续生化处理污染负荷，提高生化处理效率。其工艺流程见图 1 所示。 

 

图 1 微电解预处理技术与现有处理系统的组合工艺 

蒸氨废水经调节池进入微电解协调催化氧化预处理阶段，此预处理阶段主要分四个工序，首先经调节

罐将废水 PH 调整至 3.0-3.5，进入微电解铁碳反应塔进行微电解作用，同时进行曝气，一方面起到搅拌作

用，使废水均匀化，另一方面起到氧化作用，在酸性作用下氧化部分易分解的有机物；微电解出水中含有

微电解过程中溶解出的 Fe2+，以 Fe2+为催化剂，添加适量的 H2O2 形成 Fenton 试剂进行催化强氧化作用，

氧化出水进行混凝沉淀，调整至 PH 8.0-9.0，此时形成絮状沉淀 Fe(OH)3，添加适量 PAM 后，经沉淀池沉

淀出水，出水进入后续的生化系统。 

2  实验与分析方法 

2.1 实验水质 

实验用水为某钢铁联合企业焦化厂调节池出水，其水质分析结果见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用水水质分析 

序号 项目 单位 结果 

1 PH  7-8 

2 COD mg/L 3000-5000 

3 BOD5 mg/L 600-800 

4 B/C  0.16-0.28 

5 氨氮 mg/L 40-180 

6 挥发酚 mg/L 200-300 

2.2 实验方法 

微电解铁碳反应器实验参数：进水 PH 为 3.0，微电解塔内装铁碳一体化椭球形铁碳填料，孔隙率为

65%，气水比为 3:1，反应时间为 2-4h；催化氧化试验参数：进水 PH 为 3.0-3.5，双氧水添加比例为 0.05-

0.2%，反应时间为 0.5-2h；絮凝沉淀实验参数：终点 PH 为 8.0-9.0，PAM 添加比例为万分之五，沉淀时间

蒸氨废水 调节罐

硫酸

铁碳反应器 氧化塔 混凝沉淀

碱

缺氧池好氧池二沉池混凝沉淀间接排放

混凝剂 曝气

调节池

曝气 双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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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 

2.3 分析方法 

COD 的测定采用重铬酸钾法；BOD5 的测定采取稀释接种法；氨氮的测定采取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挥发酚的测定采取分光光度法；色度测定为稀释倍数法。 

3  实验结果分析 

3.1 对 COD、BOD 去除效果 

对微电解出水的 COD、BOD5 进行测试，其变化趋势见图 2 所示。 

 

图 2 微电解过程中 COD 和 BOD5 变化趋势图 

由图 1 可知，废水的 COD 由最初的 3200mg/L 降至微电解结束时的 1400mg/L，去除率达到 56.2%，

BOD5 在 1h 后随微电解时间延长显著升高，但在 3h 后开始降低，分析原因为微电解过程具有极强的氧化

性，能够有效改变部分难降解有机物的化学结构和特性，使之发生断链，开环，使难降解有机物转变为中

间产物或小分子物质，曝气的协同作用加速了反应速率。3h 后微电解的氧化作为不能使难降解的有机物继

续分解为中间产物或小分子有机物。实验过程中，酸性条件下铁碳填料中 Fe 氧化成 Fe2+，其浓度影响了

催化氧化过程形成 Fenton 试剂的强氧化作用，Fe2+浓度与 COD 的去除率关系见图 3 所示。 

 

图 3 微电解过程中 Fe2+浓度与 COD 去除关系图 

由图 3 可知，在微电解进行 1h 后，Fe2+浓度达到 2g/L，之后 1h 达到约 4g/L，此阶段 COD 的去除率也

随之升高，但由于微电解反应不断产生 OH-，加之曝气作用，部分 Fe2+氧化为 Fe3+，影响了后续 Fenton 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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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效果。为保证微电解协同催化氧化技术的综合处理效果，微电解过程要实时检测 PH，并采取间歇加酸的

方式，保证微电解过程维持合适的 PH 值，同时酸性环境减缓了 Fe2+的氧化和水解过程，以提高有机物的降

解速率。 

3.2 对废水可生化性的影响 

微电解出水可生化性变化趋势见图 4 所示。 

 

图 4 废水可生化性变化趋势图 

由上图可知，来水可生化性在 0.24-0.29 之间，可生化性较差，经过微电解强化预处理，可生化性有了

显著提高，最高达到 0.46，为后续生化处理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3.3 对氨氮、挥发酚的去除效果 

微电解出水、催化氧化后出水的氨氮变化趋势见图 5 所示。 

 

图 5 氨氮变化趋势图 

由上图可知，微电解阶段氨氮的去除率在 0.11-0.27 之间，氨氮来水正常情况下载 50mg/L 左右，经微

电解反应后，氨氮由不同程度下降。尽管去除率不是很高，但由于出水进厌氧池，后续硝化反硝化左右对

氨氮有较大幅度的去除。微电解强化预处理阶段挥发酚类物质的降解趋势见下图。 

 

     图 6 微电解前后挥发酚类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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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讨论 

以废水处理三大影响因素对该技术进行评价： 

4.1 处理效果指标 

实验结果表明，微电解协同催化氧化技术作为焦化废水的预处理技术，其 COD 的预去除率可稳定达到

30%以上、氨氮的去除率为 20%，关键是该技术可实现废水中偶氮类物质的转化、挥发酚类物质的去除率

稳定达到 50%以上；该技术的优势是实现废水可生化的提高，结果表明，废水可生化性可由最初的 0.28 稳

定提高至 0.45 以上，为较好可生化性废水。 

4.2 运行费用指标 

现有处理工艺多为 A/O、A/A/O 法，由于废水难降解，通常的做法是在好氧池前通入处理水量 50%左

右的新水以稀释好氧阶段的负荷，而该技术可在预处理阶段去除 30%左右的 COD，并实现废水可生化性的

提高，可节约好氧池新水用量 50%以上。 

其次，由于好氧池总水量的降低，减少了溶解氧的需求量，可降低鼓风机组的曝气量，节约鼓风机组

电耗 15%； 

再次，沉淀过程中无需或只需少量絮凝剂，可大幅度降低运行成本。 

4.3 二次污染指标 

沉淀产物经烘干处理后进行荧光光谱分析，结果显示其主要成分为三氧化二铁，在钢铁企业属于二次

资源，因此无二次污染产生。 

综上所述，作为废水预处理技术，以废水处理三大指标进行评价，该技术具有较好的优势，实现大幅

提升废水的预处理性能。 

5  结论及建议 

1）微电解的最佳条件为：进水 PH 为 3.0，气水比为 3:1，反应时间为 2.5h；催化氧化试验最佳条件为：

进水 PH 为 3.5，双氧水添加比例为 0. 1%，反应时间为 0.5；在该条件下可实现 COD 的去除率 30%以上、

氨氮去除率 20%，关键是对偶氮类物质的转化作用、挥发酚类物质的去除效率达 50%以上，大幅度去除其

对生化系统的毒害作用； 

2）该技术作为焦化废水的预处理技术，在去除部分 COD、减少生化阶段污染负荷的同时，显著提高焦

化废水的可生化性，实现好氧阶段效率提高； 

3）以废水处理的三大运行指标对其进行评价发现，该技术作为废水预处理技术具有很大的技术优势，

是可实现、易操作的预处理技术，适合于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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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流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分析 
王人杰 

（河钢承钢 能源事业部，河北 承德 067102） 

 

摘  要：凝汽器自动除垢系统，利用紊流原理，使循环水自行清理水流通道，能够长时期保持凝汽器换热面清洁，

保持换热效率稳定；同时强化对流换热，降低凝汽器端差，提高汽轮机效率，降低机组能量消耗。 

关键词：凝汽器；自动除垢；紊流；端差 

Turbulent Flow Technology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Ren-jie wan 
(River steel ChengGang energy group, hebei chengde, 067102) 

Abstract：the condenser’s automatic scale removing system can make circulating water clean the water 

flow channel automatically by turbulence theory. And it can keep the heat exchanging surface clean and 

heat aging steady.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can strengthen heat convection, reduce condenser terminal 

temperature difference, improve turbine efficiency and reduce the set energy consumption. 

Key words：condenser; automatic scale removal; turbulence; terminal temperature difference. 

国家对高耗能企业关注力度持续加大，节能降耗任务对于高耗能企业来说迫在眉睫。先进技术的率先

应用，有可能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落后则可能处于不利地位。追求汽轮机组高效运行，是能源高效利

用的手段之一。现有一种设备，利用紊流原理，可有效保持汽轮机凝汽器换热面清洁，保持凝汽器真空，

提高汽轮机组效率。 

1  凝汽器运行现状及分析 

某钢铁公司所有汽轮机凝汽器冷却循环水为工业中水，冷却塔运行受外部环境影响大，循环水系统又

无滤网，导致凝汽器水室内冷却塔填料、矿泉水瓶、黏泥等杂质颇多，易堵塞凝汽器管和结垢，凝汽器换

热效率不断降低。针对此现象，已采取了如下措施： 

1）对循环冷却水加药处理，并定期化验水质。 

2）安装胶球清洗装置，定期投入运行。 

3）检修时用高压水枪清洗或酸洗。 

虽然采取了以上措施，但因胶球清洗装置的局限性，胶球的运动呈现概率性和习惯性，有的换热管长

期或始终得不到清洗，开始沉积淤泥并结垢，胶球对硬垢无能为力，反而会使部分胶球卡塞在换热管里，

造成换热面积的损失（如图 1 所示）。 

 

图 1 凝汽器杂物堵塞和大面积结垢 

每次清洗完毕，机组正常运行后，内壁很快就开始附着黏泥、结垢，清洗效果消失殆尽。发电效率降

低，影响机组经济性，清洗也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凝汽器结垢和高效换热的问题，端

差高、真空度低亦无从解决（如表 1 所示，60MW 机组 2015 年度运行指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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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0MW 机组 2015 年度运行指标统计 

月份 
进汽量 

t/h 

排汽温度 

/℃ 

冷却水出口水

温 /℃ 

冷却水入口水

温/℃ 

汽机平均负

荷(MW) 
真空/kPa 端差/℃ 

1 月 218 45 21 18 54 -90 24 

2 月 206 46 22 18 51 -89 24 

3 月 218 47 28 22 56 -86 19 

4 月 221 49 31 24 57 -87 18 

5 月 222 49 34 28 57 -86 15 

6 月 207 53 35 30 52 -84 18 

7 月 214 54 38 32 54 -83 16 

8 月 218 54 39 32 55 -84 15 

10 月 205 52 32 24 52 -90 20 

11 月 201 51 29 22 50 -90 23 

均值 213 50 31 25 54 -87 19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凝汽器端差常年在 15℃以上，严重影响汽轮机效率。该机组设计端差为 6℃，端

差每增加 1℃，汽轮机热耗率增加 0.4％，反之亦然。如此大的端差降低汽轮机效率约 3.6%，急需一个有效

的方法解决该机组真空度问题。      

2  除垢原理简介 

2.1 流动方式简介 

沏茶时，如果茶杯长时间放置不动，逐渐在茶杯内壁形成茶垢，但如果不停地摇动茶杯，就不会形成

茶垢。摇动茶杯，就是使其内部的水不规则流动——紊流。凝汽器中冷却水原有流动方式主要是层流（如

图 2 所示），与管壁贴近的地方水流速极慢，相当于静止的茶杯，易生成垢。 

 

图 2 凝汽器中冷却水层流方式示意图 

如改变凝汽器中冷却水的层流方式改为紊流方式（如图 3 所示），使贴近管壁的层流层消失，管内循环

水全程呈现剧烈紊流状态，即相当于摇动茶杯，可防止结垢。 

 

图 3 紊流方式示意图 

2.2 紊流防垢原理 

通过安装一种螺旋纽带（如图 4 所示），利用循环水的流速动能驱动螺旋纽带在换热管内快速旋转，使

管内循环水全程呈现剧烈的紊流状态。强烈扰动的旋流产生向管壁摩擦力和剪切力，破坏了水垢和粘泥物

质在换热管内壁的附着机理，使水垢和粘泥没有时间在管壁上滞留，保持换热管内壁长期清洁，降低结垢

的可能性。同时强烈的水流扰动使贴近管壁的水流温度降低，碳酸钙在低温下的溶解度升高进一步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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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垢的可能性。 

 

图 4 螺旋纽带示意图 

2.3 换热分析 

螺旋纽带采用与水密度相等高分子材料，在凝汽器换热管内受到旋转水流的反作用力作用，并且由于

旋转惯性而始终保持在管中心旋转，避免了与管内壁的硬性刮擦，因此不会损伤换热管。 

在凝汽器换热管内安装螺旋纽带自动除垢装置后，紊流使换热管外的热量迅速传递给管内强烈扰动的

水流，并被快速带走，强化换热效果，机组效率和经济效益相应提高。 

2.4 螺旋纽带水阻力分析 

经实践，安装螺旋纽带后，在循环水量不变的情况下，循环水阻力会上升。因为螺旋纽带在换热管内

占有一定的通流截面积，并需要一定的流动能量。固定支架进入换热管的长度为 15mm，壁厚为 1mm，旋

转轴的直径为 4 mm，支架和旋转轴总的影响流通面积较小。由于支架进入换热管的长度仅为 15mm，而不

是换热管整个长度，因此其节流造成的局部阻力较小，约为 200Pa 左右。纽带是随水流自由活动的，沿程

阻力也不大，在 300Pa／米以内，冷却水流速大，阻力取大值，安装螺旋纽带后的沿程阻力降最大为

300*7.22+200=2366Pa≈0.23 ㎏/cm²，在设计的允许范围内。 

螺旋纽带安装后的水阻影响比换热管壁结有 0.2~0.3mm 污垢还要小。另外螺旋纽带安装后，由于换热

效果好，反而用水量减少，水泵电流将有所降低。 

3  技术优势分析 

3.1 螺旋纽带和胶球清洗装置的比较 

胶球清洗装置的运行是人为设定和控制的，是定期进行的。由于凝汽器本体结构的先天性（如局部涡

流、流速不均），使胶球的运动呈现概率性和习惯性，有的换热管长期或始终得不到清洗，凝汽器整体清洗

效果不好。胶球对硬垢无能为力，反而会使胶球卡塞在换热管里，造成换热面积损失。 

螺旋纽带是在凝汽器每根换热管里安装（如图 5 所示），在线连续清洗和强化换热，保证了换热管始终

干净无垢。螺旋纽带还免除了胶球清洗装置人工操作的随意性和能耗。 

 

图 5 螺旋纽带安装运行示意图 

胶球清洗装置没有在线强化换热的能力，充其量只能使凝汽器的换热效果达到换热管为光管时的状态。 

螺旋纽带使冷却水紊流，增强换热能力，使凝汽器整体换热效果增强，高于换热管为光管时状态，即

设计状态。 

3.2 螺旋纽带要求 

螺旋纽带可根据每台凝汽器参数定制适合尺寸的螺旋纽带，厚度约为 1mm；宽度小于管内径 4mm；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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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于管长 50mm。螺旋纽带耐温 0℃≤T≤100℃；动、静转动部分轴承应寿命长，耐酸碱、耐磨、抗老化。 

3.3 螺旋纽带功能阐述 

螺旋纽带安装后，可适当降低冷却水标准，能使冷却系统排污减少，补充水量减少，保护了珍贵的水

资源；螺旋纽带的自动清洗除垢功能，可以停止使用化学清洗和减少冷却水加药量，减轻了化学物质对环

境的破坏。螺旋纽带没有废弃物排放，对环境没有污染，节能环保。 

3.4 螺旋纽带安装注意事项 

螺旋纽带装置安装前必须保证冷却水系统干净无过大杂物，否则会影响螺旋纽带的正常运行。须配套

安装冷却水滤网，防止杂物进入凝汽器，保证自动除垢强化换热装置安全运行。对循环冷却水入口的一级、

二级滤网上可加设小口径不锈钢滤网（如图 6 所示），避免冷却水中含填料块、塑料袋等杂物，以免堵塞或

缠绕螺旋纽带。   

     

图 6 循环水滤网示意图——钢丝网或蜂窝冲板网 

对直流开放式循环水系统，滤网改造不但本身就是改善凝汽器工况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保障螺旋纽

带长期高效运行的必要条件。 

4  效益分析 

某钢铁公司 60MW 凝汽器年平均端差在 19℃（见表 1），采用螺旋纽带后同等工况下年平均端差可以

下降 5℃。根据《火力发电厂节能和指标管理技术》中的理论数值：端差每增加 1℃，影响汽轮机热耗率增

加 0.4％，反之亦然。 

按 2016 年某钢铁公司 60MW 均发电两、蒸汽用量，结合螺旋纽带端差降低量计算，理论上可增加发

电量如下（详见表 2）： 

表 2 螺旋纽带安装后年可增加发电量计算 

序号 名目 单位 数值 计算公式 

1 2016 年产汽量 t 1806932 统计 

2 2016 年发电量 万 kWh 45440 统计 

3 汽耗率 kg/kWh 3.98 （1*1000）/（2*10000） 

4 端差降低 ℃ 5 螺旋纽带安装端差降低量 

5 端差每降低 1 度汽轮机提效 % 0.4 《火力发电厂节能和指标管理技术》 

6 螺旋纽带理论效率提高 % 2 4*5 

7 理论可降低汽耗率 kg/kWh 0.08 3*6/100 

8 理论降低 kg/kWh 3.90 3-7 

9 60MW 同发电量下耗蒸汽量 t 1770793 8*2/1000*10000 

10 可节约蒸汽量 t 36139 1-9 

11 节约的蒸汽可增发电量 kWh 9273567 10*1000/8 

某钢铁公司用电单价为 0.52 元，则年可节约电费： 

0.52×9273567=482225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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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年可创效 400 万元以上。而螺旋纽带投资不到 200 万元，效益十分明显。 

螺旋纽带安装后胶球清洗装置随即停运，节约了相应的运维成本；在螺旋纽带使用寿命期内换热管内

始终无垢附着，无需再对凝汽器进行清洗，节约了清洗费用；也避免了清洗时对换热管可能造成的机械伤

害、化学腐蚀和垢下腐蚀，设备寿命提高；同等发电量情况下，因发电效率的提高，蒸汽消耗量和煤气消

耗量都有相应的减少，节约了燃料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碳和硫的排放指标，减少了环保成本；同等发电量

情况下，因换热效率和循环水倍率的提高，循环水量和补水量都可以相应的减少，节约了水资源的取用费

用和污水排放费用，同时循环水的药剂费用也有相应降低；螺旋纽带使用寿命 4 年以上，长期效益十分可

观。 

5  结  语 

综上所述，螺旋纽带装置具有：保持凝汽器换热管内长期干净无垢，无需清洗；减缓垢下腐蚀，延长

凝汽器换热管使用寿命；强化凝汽器换热管水侧换热效果，降低端差、提高真空度，同等工况下，可降低

发电汽耗等作用。将取代胶球清洗成为凝汽器的必要配置，是节能降耗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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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技术升级改造及臭氧氧化技术在焦化污

水处理的应用 

李秀辰，高世英，许哲峰 

（河钢石钢 鑫跃焦化，河北 石家庄 05000 ） 

 

摘  要：鑫跃焦化有限公司原有与 70 万吨焦化配套的酚氰废水处理系统，采用 A/A/O+混凝沉淀” 处理工艺，处理

后废水出水指标达到 GB13456-92《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一级标准主要指标 COD150mg/l 以下氨氮

25mg/l 以下。实际运行不能实现长期稳定达标。针对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环保形势要求，经过两年的咨询、论证及

项目实施，考虑到项目的前瞻性，依据 2012 年国家颁布实施的《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

中的特殊区域排放标准，其中主要指标 COD80mg/l 以下氨氮 10mg/l 以下。采用了预处理+AO+AO+混凝沉淀+臭氧

氧化的工艺 。升级改造项目于 2016 年底完工经调试运行 3 月份达到了设计要求。 

关键词：焦化污水；升级改造；臭氧氧化技术 

Li Xiu-chen, Gao Shi-ying, Xu Zhe-feng 

Abstract：Xinyue Coking Co., Ltd. original and 700,000 tons of coking phenolic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using A / A / O + coagulation sedimentation "treatment process, after treatment effluent effluent 

indicators to GB13456-92"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water pollutant discharge standards "In the standard of 

the main indicators of COD150mg / l the following ammonia nitrogen 25mg / l below the actual operation 

can not achieve long-term stability standards.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problems and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after two years of consultation, demonstration and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GB16171-2012)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king Chemical Industry 

Pollutant Discharge Standard" (GB16171-2012)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ecial regional emission 

standards, including the main indicators COD80mg / l below the ammonia nitrogen 10mg / l below the use 

of pretreatment + AO + AO + coagulation sedimentation + ozone oxidation process. Upgrade renovation 

project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2016 commissioned by the operation in March reached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Key words：Coking wastewater; upgrading; ozone oxidation technology 
 

1  污水处理升级改造 

1.1 改造前现状描述 

河北鑫跃焦化有限公司原有与 70 万吨焦化配套的酚氰废水处理系统，采用 A/A/O+混凝沉淀” 处理工

艺，处理后废水出水指标达到  GB13456-92《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一级标准主要指标

COD150mg/l 以下氨氮 25mg/l 以下。原设计工艺方案中遇到蒸氨废水不合格及生化系统检修时，将蒸氨废

水直排入熄焦池中进行熄焦，未设置气浮除油等预处理装置及深度处理装置，生化系统运行易受到来水指

标变化的冲击，而且恢复时间较长，不能保证废水全部处理及长期稳定达标排放。按照 2012 年国家颁布实

施的《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中的新的排放标准，原有装置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必

须进行升级改造。 

1.2 主要存在的问题 

1）没有气浮除油及预处理装置，加重了生化处理负荷。 

2）没有专门设置事故池，蒸氨废水指标波动较大时，对系统形成冲击，造成运行恶化，出水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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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好氧池池容偏小，处理效果差，抗冲击能力低。 

4）好氧池曝气头为底部固定安装方式，虽然曝气效果好，但容易损坏，更换时需长时间停产处理而且

检修时不能完全处理废水，必须直排熄焦池，不符合新的环保要求。 

5）未设置深度处理装置，不能保证处理过的废水达到排放标准，同时考虑到所在地的具体情况，排放

指标需进一步降低。 

6）污泥处理系统能力小不能满足污泥处理要求，需改型。 

1.3 改造重点 

1）增大调节池，增加事故池。 

2）增加气浮除油装置及预处理装置。 

3）增大好氧池池容，改变底部固定安装式曝气方式，减少或消除检修造成的停产。 

4）新上深度处理装置，按照 GB16171-2012 中的特殊区域排放标准进行改造，同时考虑处理过废水再

利用的前瞻性。 

5）完善污泥处理系统。 

1.4 采用的技术 

经与多个专业环保公司交流，充分了解国内深度处理所采用的新技术，并对鞍钢的芬顿处理技术、臭

氧氧化技术、柳钢的树脂吸附技术、唐山达丰的膜处理技术进行了考察、论证。最后由武汉华德环保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承担采用“调节池+气浮+两级生化处理+混凝+过滤+臭氧催化氧化+曝气生物滤池”工艺路线

的升级改造项目，其中臭氧氧化深度处理技术是采用中科院和鞍钢联合开发的专利技术。 

1.5 升级改造主要内容如下： 

1.5.1 工艺流程图:（见附图 1） 

1.5.2 项目改造内容： 

现有调节池改造为初曝池；  

1）现有厌氧池改造为事故池；  

2）更换现有生化池布水装置、填料，曝气装置改为可提升式曝气器，实现不停产检修；  

3）改造现有过滤系统：更换过滤器填料，新建过滤出水池，增加过滤进水泵、 催化塔进水泵及反洗

水泵设备；  

4）对现有加药系统、鼓风曝气系统、污泥系统进行改造及设备更换；  

5）新增化验设备；  

6）更换现有构筑物栏杆、爬梯、走道。 

1.5.3 废水处理站新增内容  

1）新建调节池；  

2）新增气浮装置；  

3）生化处理单元新建好氧池 B、缺氧池 2、好氧池 2、高效沉淀池； 

4）新建臭氧催化系统：含臭氧制备装置、臭氧催化氧化塔及催化氧化池；  

5）新建曝气生物滤池。 

1.5.4 主要设备如下： 

表 1 主要设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规格型号 能力 

1 调节池 2 510.3m³ 50 m³/h 

2 事故池 2 355m³ 50 m³/h 

3 初曝池 2 355m³ 50 m³/h 

4 缺氧池 2 830m³ 50 m³/h 

5 好氧池 2 1260m³ 50 m³/h 

6 二沉池 2 ：508m³ 50 m³/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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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混凝池 1 353m³ 50 m³/h 

8 污泥浓缩池 1 107m³ 50 m³/h 

9 二段好氧池 2 L×B×H =3.8×5×6.8m 50 m³/h 

10 臭氧氧化塔 1 直径 2m，H=9m 50 m³/h 

11 臭氧催化塔 1 2×2×7.5m 50 m³/h 

12 曝气生物滤池 1 L×B×H =3×3×6.5m 50 m³/h 

升级改造后的运行效果（2017 年 3 月份运行情况见附表 1） 

臭氧氧化装置的运行费用 

2017 年 3 月份单独计算使用臭氧装置的吨水费用（仅计算电费，不包括人工费、催化剂费用）: 

电费 57086 元÷水量 28918 吨≈1.94 元 

2  臭氧氧化技术在污水处理中的运用介绍 

2.1 工艺流程图：（见附图 2） 

2.2 工艺说明： 

由混凝沉淀池处理后的废水经多介质过滤器进入催化氧化塔，自臭氧制备来的臭氧由塔底进入催化氧

化塔进行催化氧化，后废水进入催化氧化池对废水进一步氧化，将废水中的难以生物降解的有机物及其他

有害物质进行处理，达到降解 COD 的目的。催化氧化池顶部剩余的臭氧经臭氧破坏装置后排入大气，消除

臭氧对大气的污染及操作人员的危害。氧化过的废水进入催化出水池，由催化出水池抽出的水送至曝气生

物虑池，在生物曝气滤池底部通入空气进行曝气，对氧化过程产生的小链状有机物及氰化物进一步降解，

从而达到提高处理效果的目的。 

2.3 臭氧氧化处理技术探讨 

臭氧具有强氧化性（氧化电位 2.07V），可与废水中有机物进行直接氧化反应，但具有选择性、反应速

度慢的缺点；同时臭氧在水中可形成羟基自由基，羟基自由基的氧化电位为 2.83V，是大自然仅次于氟（3.06V）

的强氧化剂，可以将有机物分解为矿化物如二氧化碳和水，该自由基反应具有无选择性、反应速度快的特

点。催化塔内的催化剂捕捉粒表面及空穴可以对水中臭氧进行捕捉富集，增加了局部的臭氧浓度，通过催

化作用增大了臭氧产生羟基自由基的转化效率，极大提高羟基自由基浓度，使得反应效果显著，反应速度

更快，有机物降解更为彻底充分。催化塔内的催化剂捕捉粒单体粒子是基于活性氧化铝为载体、多种专有

活性组分烧结制成，为直径 3~5mm 左右的圆球状多孔颗粒，堆积密 0.65~0.75g/cm 之间，其具有良好的亲

水性和水力学特性，使催化塔内的催化剂捕捉粒表面与水分子进行充分接触，同时粒子与粒子间形成相互

交错的气道和水道，保证较好的传质效果，从而实现降解 COD 的作用。 

臭氧的制备由变压吸附空分装置制取氧气，再经过臭氧发生器制备臭氧，制备臭氧方式成熟可靠。在

催化塔及催化氧化池底部安装有特殊的臭氧分部装置，塔内及池内装有专用的催化剂，臭氧经催化作用有

效的与废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反应，从而达到降解效果。在废水处理量一定及设备定型的量情况下，臭氧的

发生量越大废水处理后的指标越好，可以调整一个合理的运行比例达到较好的经济数据，一般 COD 的去除

率可达到 40-50%。在催化氧化池内富余的臭氧在顶部聚集，经设在顶部的臭氧收集破坏装置排入大气，消

除臭氧放散对大气的污染及对操作人员的危害。臭氧催化氧化后的废水进入曝气生物滤池，曝气生物滤池

集生物氧化和截留悬浮物于一体，进一步通过膜生物处理的方法去除臭氧工艺未完全氧化的有机物，保证

出水悬浮物和 COD 稳定达标，同时经过催化氧化池及生物曝气滤池处理后的废水色度大大降低。 

2.4 臭氧氧化技术与其他深度处理技术比较 

2.4.1 三种污水深度处理工艺的对比 

表 2 三种污水深度处理工艺的对比 

工艺类型 芬顿氧化 臭氧氧化+生物曝气滤池（BAF） 树脂吸附技术+浓水芬顿氧化 

运行可靠性 可靠 可靠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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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效果 
COD 去除率 42%；对进水要求

较严格； 

COD 去除率 40-50%对进水要求较严

格； 

COD 去除率 40-50%对进水要

求较严格； 

运行费用 3—4 元/m3 水 2.5 元/m3 水 2 元/m3 水 

废弃物形式

及处理 

 

芬顿氧化产生较多的污泥，须经

压滤后输送至煤场 

 

没有污泥产生 

产生 1.5%左右浓水及反洗水，

需送煤场和芬顿氧化 

对未来水综

合利用的影

响（用膜处

理制备循环

水补水） 

投入大量的铁盐、酸、碱、铝

盐，水中增加了大量离子，对生

化出水，有影响，对膜处理产水

量有影响，目前用来高炉冲渣、

熄焦 

目前用来高炉冲渣、熄焦；若采用膜

处理对产水量无影响 

在脱附时需用碱洗和酸洗，芬

顿氧化带入离子，对采用膜处

理有影响 

2.4.2 臭氧氧化技术的优缺点  

相比较其它工艺技术先进，运行稳定且费用较低，工艺过程中不产生任何附加物质，大大降低了废水

的色度，悬浮物，为将来水的综合利用能提高有利条件，可以通过进一步膜处理的方式作为循环水的补水。

臭氧氧化技术存在一次性投入大（我公司污水系统升级改造总投资约为 2000 万元，其中臭氧氧化装置投入

约 650 万元），催化剂需定期更换。耗电量较大，日常的费用主要是电费，折合处理费用 2-3 元/吨水。 

2.4.3 臭氧氧化技术同行业应用情况 

目前臭氧氧化技术已知在国内应用的有鞍钢焦化厂、本钢焦化厂、鲅鱼圈钢厂焦化厂、武钢焦化厂。

装置运行稳定可靠，技术成熟。COD 的处理指标进口 120- 150mg/L,出口指标 60-80 mg/L，我公司采用的是

完整臭氧氧化技术（空气制备臭氧、催化氧化反应、曝气生物滤池）， 

2.4.4 臭氧氧化技术应用的条件 

臭氧氧化技术合理的去除 COD 效率为 40-50%，因此实现污水处理站出口 COD 排放达到 80 mg/L 以

下，生化处理工序 COD 必须稳定达到 150mg/L 以下，同时过高的 COD 浓度及悬浮物含量对催化剂形成堵

塞，影响处理效果。所以生化系统的稳定运行及较好的处理效果，是臭氧氧化系统良好运行的前提条件。 

 

附图 1 

 
图 1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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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图 2 工艺流程图 

（附表 1） 

附表 1                                            2017 年 3 月份污水运行数据指标 

日期 

进水指标 水量 二沉池

南

COD:mg

/l 

二沉池

北

COD:

mg/l 

混凝出水

COD:mg/

l 

出水指标 

COD:

mg/l 

氨

氮:mg/

l 

进系统

水量:t 

消泡水

量:t 

生化出

水量:t 

COD:

mg/l 

氨

氮:mg/l 

PH

值 

1 2600 202 795 262 1057 242 224 116 104 15.49 6.5 

2 2036 165 776 257 1033 223 223 107 85 23.98 6.5 

3 2870 103 629 235 864 241 237 106 59 19.98 6 

4 1995 96 756 228 984 222 197 115 60.17 12.36 6.5 

5 2428 103 800 256 1056 208 202 113 63.1 6.87 6.5 

6 未做 未做 624 240 864 225 213 117 66.27 0 6.5 

7 2108 212 516 324 840 277 325 160 54.22 0 7 

8 3129 99 432 240 672 207 219 134 65 0 6.5 

9 2736 268 597 240 837 226 218 133 61.33 0 6.5 

10 2385 206 384  384 232 211 107 59 0 7 

11 2272 159 816 168 984 243 231 101 56 0 7 

12 1900 190 720 264 984 302 240 147 172 0 6.5 

13 2272 99 744 240 984 219 285 119 64 0 6.5 

14 2318 90 720 240 960 232 224 108 65 0 6 

15 2703 59 720 240 960 214 230 144 64 0 6.5 

16 3137 43 504 240 744 214 190 125 60 0 6.5 

17 2510 74 744 240 984 281 263 128 68 0 6.5 

18 2448 74 744 264 1008 265 216 278 60.59 0 7 

19 2510 227 744 264 1008 301 216 136 68.67 0 7.5 

20 2615 134 816 168 984 215 231 171 61.85 0 6.5 

21 3075 96 758 225 984 221 215 118 68 0 6.5 

22 2690 78 744 240 984 207 239 132 71.53 0 6.5 

23 2433 65 720 264 984 192 237 129 54 0 7 

24 2934 71 720 264 984 192 237 129 68.01 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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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50 62 720 264 984 184 209 129 63 0 7 

26 2833 56 648 336 984 194 214 125 64 0 6.5 

27 2562 46 600 408 1008 182 198 112 61.09 0 7 

28 2652 68 600 312 912 195 199 118 55.9 0 6.5 

29  75.81 744 240 984 208 232 130 58 0 7 

30 2721 83 720 240 960 193 229 120 58 0 6.5 

31 3357 63 720 240 960 194 214 136 53 0 7 

平均

值 
2561 112 21275 7643 28919 224 226 130 67 2.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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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温液化分离法捕集 CO2 工艺系统的构建及

能效分析 

张利慧, 赵  亮, 董  辉 

（东北大学 国家环境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验室，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基于辽宁省大石桥地区菱镁矿熔炼烟气中 CO2 的粗放式利用现状，提出了一种集菱镁矿熔炼煅烧烟气中

余热回收和 CO2 捕集于一体的直接膨胀-机朗肯循环一体化工艺流程。根据烟气余热和 CO2物性特点，结合冷源气

化过程中物理㶲释放特性，确定了工艺流程中各个节点的热工参数，藉此开展了工艺流程的热力学分析。研究表明：

一体化工艺流程符合热力学基本定律，具有理论可行性；在一体化系统中，冷能利用的㶲效率为 16.76%，每生产

一吨 CO2 的发电量为 12.52 kWh/t CO2，CO2 的捕集量为 218 kg/h；主要的㶲损失集中于各个换热器上，占系统总㶲

损失的 92.61%。 

关键词：CO2 捕集；余热回收；朗肯循环；直接膨胀 

Structure and Energy Efficiency Analysis of a System on Capturing 
CO2  

Zhang Lihui，Zhao Liang，Dong Hui  

(SEP KEY LABORATORY OF ECO INDUSTRY，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819，China) 

Abstract：Based on extensive utilization of CO2 in the flue gas comes from magnesite smelting. A novel 

system composed with Organic Rankine cycle and direct expansion of cold source was proposed to capture 

CO2 and recycle waste heat of flue gas. According to the physical exergy release characteristics of cold 

source regasification process, waste heat utilization process and CO2 liquidation process, the thermal 

parameters of every node in the process were calculated , and then thermal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was carried out . The results of conclusions are shown as follows ,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is 

basically feasible from thermodynamic laws ; the exergy efficiency of cold energy utilization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is 16.76%, and the output power of the whole process is 2.52 kWh/tCO2 , and the product 

of the carbon dioxide is 218kg/h ..  

Key words：CO2 capture ；waste heat recovery ；Rankine cycle ；direct expansion 

 

根据调查显示[1]，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地区的菱镁矿已探明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 56.9 %以上（占世

界菱镁矿总储量的 16.3 %以上）；菱镁矿（MgCO3）熔炼或煅烧过程中，每生产 1 吨 MgO 制品，至少可产

生 1.1t 的 CO2，因此营口地区每年 CO2 的排放量为 400 万吨[2]，目前这些 CO2 绝大部分随烟气排出。基于

此，本文拟探索一种捕集 CO2 的工艺流程。 

为保护环境，减少电力生产中 CO2 气体的排放，动力循环中 CO2 的捕集已经受到广泛关注。目前有关

CO2 捕集技术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吸收法和吸附法[3]，有关低温液化法分离 CO2 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不够成

熟。但有相关研究表明通过低温液化分离法对 CO2 进行捕集具备一定的优势，周淑霞等人[4]提出了一种低

温液化法分离沼气中 CO2气体的流程，液化分离后沼气中 CO2的体积分数明显降低。由上述研究可知国内

外 CO2的工业液化和固化大多是把常压下的气态 CO2 经过 2 级或 3 级压缩至 1.6MPa~2.5MPa，然后利用制

冷机组使其降温液化[5]。在低温液化分离法捕集 CO2 技术中，如果选择可以直接为 CO2 液（固）化提供所

需低温的冷源，便可显著降低 CO2 液（固）化工艺的工作压力和设备负荷[6]，进而降低过程能耗和制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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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但现有 CO2 液化分离技术中，其 CO2 来源，或者是理论上假设的 CO2，或者是系统自身产生的 CO2，

而鲜有涉及菱镁矿熔炼或煅烧烟气中的 CO2。菱镁矿熔炼烟气经除尘后温度约为 80℃，成分是 CO2 与空气

混合后的富 CO2 空气，因此利用低温冷源直接液化分离技术捕集菱镁矿熔炼烟气中 CO2 理论上是可行的。 

一方面营口地区拥有大量的可回收 CO2 资源，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在低温条件下对菱镁矿熔炼烟气中

CO2 进行捕集的研究较少且存在一些不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以某一低温工质为冷源从而实现在低

温条件下对菱镁矿烟气中 CO2 进行液化分离的工艺流程。系统包括有机朗肯循环、直接膨胀系统、CO2 捕

集系统。并对系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热力学分析；在补充这方面研究的同时也为循环设计及参数选择提供

一定参考，为后续的技术研发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1  系统工艺流程的构建 

一体化系统包括直接膨胀、有机朗肯循环、CO2 捕集系统 3 个子系统。其流程如图 1 所示。系统中选

取的菱镁矿烟气来自于营口某菱镁矿熔炼车间，考虑到烟气在输送时会产生热量损失，在采取足够的保温

措施前提下，一体化系统的烟气入口温度取为 80℃；因为乙烷和乙烯的沸点足够低，且具有足够的安全裕

度和温度应用范围，被认为是低温朗肯循环最适合的工质。由于乙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环

境污染问题，本文选取乙烷（R-170）作为有机循环工质。 

1.1 一体化系统工作流程的简述 

1）直接膨胀系统 

液态冷源经泵 P-102 加压后进入冷凝器 Cold-100 被乙烷加热气化；从 Cold-100 出来的低温工质进入换

热器 Cold-101 对菱镁矿熔炼烟气进行预冷；从 Cold-101 中出来的工质进入 Cold-102 利用菱镁矿烟气的余

热蒸发气化；从 Cold-102 中流出的高压气态工质进入汽轮机 K-101 进行膨胀做功；从汽轮机 K-101 流出的

工质温度为-19.95℃，经过进一步加压升温达到进一步利用要求；至此完成了直接膨胀发电流程。 

2）有机朗肯循环 

有机朗肯循环工质为 R-170，物流 10 是有机朗肯循环的汽轮机 K-100 中做功后排出的乏汽，是-64.88℃

的气态，在进入冷凝器 Cold-100 后被冷凝；从 Cold-100 出来的液态 R-170 进入泵 P-101 进行加压，紧接着

高压液态 R-170 进入蒸发器 E-100 利用烟气余热进行蒸发；从 E-100 出来的低温高压 R-170 直接进入汽轮

机 K-101 进行膨胀做功，从汽轮机出来的 R-170 在经过膨胀做功以后已经成为温度较高压力较低的乏汽（物

流 10），至此完成了有机朗肯循环。 

3）CO2捕集系统 

由于该厂的烟气回收系统是开放式的，所以烟气的入口条件为 T=80℃，P=0.14MPa，且烟气中混入了

大量的空气，经调研发现其中 CO2 的质量分数为 52.14%。烟气在整个系统中都是作为高温热源进行放热，

进而达到余热回收的目的。烟气首先进入蒸发器 Cold-102 被冷源预冷；从 Cold-102 出来后进入换热器 E-

101中被分离了CO2后的低温烟气进行进一步预冷；紧接着进入换热器Cold-101被低温冷源进行深度降温，

从 Cold-101 出来的低温气态烟气进入蒸发器 E-100 被冷源冷凝得到液态 CO2；从 E-100 出来的气液混合态

的低温烟气进入气液分离器将液态 CO2 产品进行分离并储存；分离了液态 CO2 后温度为-96.27℃的烟气从

气液分离器出来后进入换热器 E-101 和蒸发器 Cold-102 对烟气中的冷能回收利用；最后分离了 CO2 后-

44.45℃的低温烟气直接排入空气，至此烟气余热回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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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体化工艺结构图 

1.2 一体化流程参数的确定 

工艺流程中用到的冷源可以有多种选择，本文以某一低温工质为例，该工质是一种低温液态混合物，

其存储的条件为 T=-162℃，P=0.14MPa。为了使数据计算及系统的建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选择某典型冷

源组分，进行物理㶲分析计算，典型冷源组分[7]如表 1 所示。 

表 1 某典型冷源成分及其摩尔分数 

组分 CH4 C2H6 C3H8 N2 

摩尔分数/% 90.38 5.37 4.04 0.21 

烟气选取的是营口市某菱镁矿熔炼厂所排出的烟气，受生产条件约束，在营口大多数菱镁矿熔炼过程

中对烟气的排放方式都无法采用封闭式系统，导致大量空气与烟气混合，有研究表明这种开式烟气回收系

统中 CO2 的体积分数约占 31%，其成分如表 2 所示。其排气温度 T 一般为 80℃，排气压力为 P=0.14MPa。 

表 2 菱镁矿熔炼烟气主要参数 

烟气流量（kg/s） 烟气温度（℃） 烟气成分 颗粒物浓度（g/Nm3） CO2 浓度（%） 

8 52 CO2，空气 174.6 52.14 

对于低温液体混合物，计算物性一般用 R-K-S（Redlich-Kwong-Soave）方程或 P-R（Peng-Robinson）

方程，二者精度十分相近。其中 P-R 方程在混合物[8]和纯净物[9]流体的分析中都被广泛使用，本文从方程的

简洁性和精确性综合考虑，采用 P-R 方程来计算冷源的物性参数；在已知冷源和菱镁矿烟气初始条件的基

础上，结合 R-170 的温熵图以及各个设备的常规操作参数，最终利用 P-R 方程计算得到整个系统中各个工

质的热力学参数。工质的热力学参数包括：熵 S、焓 He 等。系统中各节点参数的计算结果如表 3~表 5 所

示。 

表 3 冷源直接膨胀系统各节点参数 

编号 T/℃ P/MPa H/(J·kg-1) S/(J·kg-1·℃
-1

) 

1 -162.00 0.14 -5144 4.189 

2 -161.90 0.42 -5143 4.191 

3 -90.00 0.42 -4538 8.515 

4 10 0.42 -4337 9.449 

5 30 0.42 -4252 9.751 

6 -19.95 0.14 -4353 9.889 

表 4 有机朗肯循环各节点参数 

编号 T/℃ P/MPa H/(J·kg-1) S/(J·kg-1·℃-1) 

7 -127.3 0.2 -3568 3.318 

8 -127.1 0.5 -3568 3.319 

9 -20 0.5 -2902 6.492 

10 -64.88 0.2 -2963 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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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艺流程的热力学分析 

本文以㶲分析为基础，对整个系统的热力学数据进行了研究。 

在系统或设备的能量传递过程中，将系统或者设备的㶲效率定义为㶲收益 EX,gain与㶲代价 EX,pay之间的

比值，用 ηex表示 

 

payX

gainX
e

E

E
x

,

,
 .                               (1) 

㶲效率反映了㶲的利用程度，是评价各种实际热力学系统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准，因此在工程实际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任何不可逆过程都会引起㶲损失，因而㶲代价与㶲收益之差即为系统或者设备

中进行不可逆过程引起的㶲损失 

表 5 CO2 捕集系统各节点参数 

编号 T/℃ P/MPa H/(J·kg-1) S/(J·kg-1·℃
-1

) 

11 80.00 0.14 -4614 4.239 

12 50.00 0.14 -4643 4.155 

13 20.00 0.14 -4671 4.064 

14 -7.12 0.14 -4696 3.974 

15 -96.27 0.14 -4779 3.591 

16 -96.27 0.14 -9437 1.338 

17 -96.27 0.14 -4743 3.608 

18 -64.42 0.14 -4715 3.755 

19 -44.45 0.14 -4697 3.837 

 gain,Xpay,XX EEI 
.                     (2) 

物理㶲包含了热量㶲和压力㶲，其值的计算式如式 3、式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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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系统而言，各个工质在环境条件下（T0=-162℃，P0=0.10MPa）的焓 He、熵 S 值如表 7[10]所示。 

表 6 各工质焓熵值 

 冷源 R-170 CO2 

H0/（J·kg-1） -4259 -2820 -2814 

S0/（J·kg-1·℃-1） 10.390 6.496 9.060 

2.1 一体化流程参数的确定 

在整个系统㶲分析过程中选取的环境条件为温度 T0=25℃，压强 P0=0.10MPa，则各个物流的物理㶲值

如表 8 所示。 

基于各个节点的物理㶲值，利用㶲分析[11]可得到系统中各个设备的㶲分析结果，如表 9 所示各个设备

的㶲收益 Egain、㶲代价 Epay、㶲损失 I、㶲效率 η。 

表 7 系统各物流物理㶲值 

编号 冷源/（J·kg-1） 编号 烟气/（kJ·kg-1） 编号 乙烷/（J·kg-1） 

1 961.30 11 26.97 7 415.40 

2 961.40 12 23.62 8 415.70 

3 277.80 13 22.72 9 135.30 

4 199.80 14 24.40 10 70.03 

5 195.20 15 55.59   

6 52.32 16 2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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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53.58   

  18 38.02   

  19 31.48   

表 8 系统中各设备㶲分析 

设备 Egain/（kW） Epay/（kW） I/（kW） η/% 

汽轮机 K-100 60.67 65.27 4.607 92.95 

汽轮机 K-101 101.62 142.88 41.27 71.12 

蒸发器 E-100 249.52 280.40 30.88 88.99 

换热器 E-101 7.20 124.48 117.28 5.79 

冷凝器 Cold-100 345.37 683.60 338.23 50.53 

换热器 Cold-101 13.44 78.00 64.56 17.24 

蒸发器 Cold-102 4.60 79.12 74.52 5.82 

泵 100 0.10 0.81 0.71 12.35 

泵 101 0.30 0.65 0.35 46.54 

气液分离器 441.80 444.72 2.92 99.34 

系统的净输出功 (W) 包括有机朗肯循环中汽轮机的发电量、以及冷源直接膨胀系统中汽轮机的发电量。

整个系统中各部分的㶲损失如图 2、图 3 所示，包括换热器、汽轮机、泵。由于换热过程中的温度差异，使

得换热器中的㶲损失所占的比例最大，约占 92.61%。剩余㶲损失主要是汽轮机中的蒸汽做功的不可逆性造

成，约占 6.79%；其它设备（泵、气液分离器）的㶲损失（约占 0.6%）可以忽略不计。 

 

图 2 系统各设备㶲损失饼状比例图 

 

图 3 系统其它设备㶲损失饼状比例图 

为了对换热器的㶲损失进行分析，给出了冷凝器 Cold-100 中的热流 He 与温度 T 之间的关系，如图 4

所示，由于温差是换热过程中不可逆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且温差越大㶲损失越大，所以冷凝器 Cold-100

中各个物流之间温差较大是导致蒸发冷凝器 Cold-100 拥有最大㶲损失（约为 50.08 %）的主要原因。在以

环境条件为参考条件的基础上，整个系统的㶲效率为 16.76%；由于现有的 WHR（waste heat recovery）系

统效率都相对较低[11] (平均效率约为 15%~20%[12] )，则本系统符合实际情况。系统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

系统中换热设备的㶲损失较大；提高换热设备的㶲效率是提升系统㶲效率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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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基于中国辽宁营口地区菱镁矿熔炼烟气中 CO2 回收领域不太成熟且营口地区小型菱镁矿熔炼厂家较多

的现状，本文构建了一种适用于小型菱镁矿熔炼厂家的在低温条件下捕集菱镁矿熔炼烟气中 CO2 的工艺流

程，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的同时回收了烟气中的低温余热；并对流程进行热力学分析，藉此分析流程的

理论可行性。在环境条件为 T0=25℃，P0=0.1MPa；烟气进口温度为 80℃的条件下，主要结论如下： 

1）本文提出的在低温条件下捕集 CO2的工艺流程符合热力学基本定律，理论上可行。 

2）工艺流程中，CO2的捕集量为 218kg/h。 

3）工艺流程的㶲损失主要集中于各个换热器上，占系统总㶲损失的 92.61%，是完善工艺流程的主要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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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碳酸钾脱硫废液预处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魏改霞，李书震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 邯宝焦化厂，河北 邯郸 056015） 

 

摘  要：真空碳酸钾焦炉煤气脱硫脱氰工艺在进行煤气脱硫脱氰的过程中，会产生含高浓度硫化物和氰化的废液，

脱硫废液中的硫化物和氰化物对微生物有极强的毒性，会极大的抑制微生物正常的生理代谢，如果不对脱硫废液进

行处理就直接排放到后续的处理工序，会对生化系统造成极大的冲击。此外，随着 2012 年焦化行业新国标的颁布

实施，对处理后废水中氰化物浓度提出更苛刻的排放要求。综上所述，在焦化行业中，对脱硫废液处理的研究势在

必行。本文主要研究脱硫脱氰反应、深度脱氰反应以及 SCN-对脱硫脱氰反应的影响。初步确定了脱硫脱氰药剂的

最佳投加量、反应时间、曝气时间；深度脱氰反应的药剂投加量、沉淀时间、反应温度；SCN-存在时对脱硫脱氰反

应的药剂投加量、沉淀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硫化物；氰化物；硫酸亚铁；硫氰酸根；硫酸铜 

Vacuum Potash Desulfurization Wastewater Pretreatment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WEI Gai-xia, LI Shu-zheng 

(HBIS  GROUP  HANsteel COMPANY Hanbao coking plant, Hebei handan 056015) 

Abstract：High concentration of sulfide and cyanide wastewater will be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gas 

desulfurization and decyanogen . Sulfide and cyanide are highly toxic to microorganisms,which will cause 

great harm to the biochemical system if we don’t deal with i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national 

standard for coking industry in 2012, more stringent e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cyanide concentration in 

treated wastewater are proposed. In summary, in the coking industry, the desulfurization of waste water 

treatment research is imperativ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paper are three parts: desulfurization and decyanation reactions, deep cyanide 

decarboxylation reactions and effect of  thiocyanate  on desulfurization and decyanation .The optimum 

dosage, reaction time and aeration time of the desulfurization and decyanation were determined 

preliminarily. 

Key words: Sulfide; cyanide; ferrous sulfate; thiocyanate; copper sulfate 

 

我国焦化行业集中于缺水（不足）地区，水污染控制及水回用面临挑战，需要改变经济、能源结构，

急需水处理及回用技术来缓解行业压力。真空碳酸钾法焦炉煤气脱硫脱氰属行业先进的脱硫工艺[1]。在采

用真空碳酸钾法进行焦炉煤气脱硫脱氰的过程中，会产生含高浓度氰化物和硫化物的废液：一真空冷凝液，

排量大，主要成分是氰化钾和硫化钾，无色，pH7~8；二碳酸钾贫液，排量较小，主要成分是碳酸钾、氰化

钾和硫化钾，还含有焦油、酚等有机物，红褐色，pH10 左右。 

硫化物和氰化物对微生物有极强的毒性，会极大的抑制微生物正常的生理代谢。国家环保政策收紧，

废水处理已成为制约焦化行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对脱硫废液处理的研究势在必行。 

1  脱硫废液处理工艺简介 

脱硫废液本身虽处理水量不大，但具有水量及水质波动大、S2-和 CN-浓度高的特点，若采用单纯氧化

方法，造价和运行费用较高，因此在综合分析目前常用的几种处理技术后，决定采用药剂沉淀法将 S2-和 CN-

以沉淀形式去除。具体流程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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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废液进入调节池，经过废水提升泵进入脱硫脱氰反应器，通过与所投加的脱硫脱氰药剂反应，废

水中大部分的 CN-和 S2-得到去除；从脱硫脱氰反应器出来的废水通过 pH 调节进入沉降反应器，沉降反应

器底部沉淀污泥通过卧螺离心机处理，污泥进入污泥储槽集中处理。顶部出水经过转换反应器，转为溶解

度更低的产物，从而降低药剂消耗和提高氰化物去除效果，转化后进入深度脱氰反应器中与深度脱氰剂 KL-

107 反应，脱除废水中残留的 CN-。深度脱氰反应器底部排泥进入卧螺离心机进行处理，顶部出水并入焦化

废水处理系统进行继续处理。 

脱氰脱硫反应-分离耦
合反应器

脱硫剂、脱氰剂

调节池
深度脱氰
反应器

脱硫
废液

深度脱氰剂

卧螺离心机

生化系统
调节池

污泥储槽
污泥处置
或资源化

转换反
应器

 

图 1 脱硫废液预处理工艺流程图 

2  脱硫脱氰试验结果 

2.1 S2-和 CN-的反应顺序 

表 1 S2-和 CN-的反应顺序实验水质 

污染物 总氰 (mg/L) COD (mg/L) S2- (mg/L) 

浓度 9786 11519 3225 

取 4 个锥形瓶，均加入 50 ml 表 1 中的实验废水，再向 4 个锥形瓶分别投加 5、10、15、20 ml 的

10%的 FeSO4，FeSO4的理论消耗量为 18.8 ml。不同投加量下废水中的总氰与 S2-浓度关系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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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N
-
与 S

2-
的反应顺序              图 3 FeSO4投加量对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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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响 

由图 2 中可知，当 FeSO4投加量不足时，首先发生沉淀反应的是 S2-，当 FeSO4投加量为 10 ml 时，S2-

的去除率达到 96%，而此时总氰的去除率只有 17%；当进一步增加 FeSO4 的投加量到 20 ml 时，S2-的浓度

变化不大，最终的去除率为 97.5%，但此后总氰的浓度急速下降，去除率由 17%上升到 94.3%。可见，在

FeSO4 量不足的情况下，Fe2+会优先与 S2-发生反应，当 S2-量不足时，Fe2+会继续与总氰发生沉淀反应。 

2.2 FeSO4投加量对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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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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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3 锥形瓶，均加入 50 ml 表 2 中的实验废水，再向 3 个锥形瓶中分别加入 16、30、40 ml 的 10%的

FeSO4 溶液，然后分别检测废水中剩余的 S2-和 CN-的量，其结果如图 3 所示。 

表 2 FeSO4 投加量实验水质 

污染物 总氰 (mg/L) COD (mg/L) S2- (mg/L) 

浓度 7850 10268 2880 

根据实验水质计算可知 10%的 FeSO4 的理论投加量为 15.8 ml，当继续投加过量的硫酸亚铁溶液时，废

水中 CN-的浓度由 578 mg/L 下降到 386 mg/L，而 S2-的量仅从 104 mg/L 下降到 80mg/L。 

2.3 反应时间对 S
2-
和 CN

-
脱除效果的影响 

取 2 个锥形瓶，均加入 50 ml 表 2 中的实验废水，再向 2 个锥形瓶中分别加入 20 ml 的 10%的 FeSO4，

在沉淀反应 5min、10min、20min、30min 和 1h 后，检测样品中 S2-和 CN-的量，其结果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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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系统沉淀时间对 S2-和 CN-脱除效果影响     b 2#系统沉淀时间对 S2-和 CN-脱除效果影响 

图 4 沉淀时间对 S2-和 CN-脱除效果影响 

FeSO4 溶液与 S2-和 CN-的反应是一个快速反应过程，尤其是与 S2-的反应，当沉淀时间为 5min 时，废

水中 S2-的脱除率已达到 96.4%和 96.7%，此时 CN-的脱除率有 92.6%和 92.9%，进一步延长沉淀时间到 1h，

样品中 S2-的基本不再变化，CN-的量稍有降低，最终的脱除率为 95.0%和 95.3%。 

2.4 曝气时间对反应的影响 

表 3 鼓气时间实验水质 

污染物 1# 2# 

总氰 (mg/L) 621 116 

S
2-
 (mg/L) 633 108 

取 2 个锥形瓶，均加入 50 ml 表 3 中的实验废水，再向 2 个锥形瓶中加入 20 ml 的 10%的 FeSO4，反

应时间为 10min，然后再向 2 个锥形瓶中鼓吹空气，分别曝气 5 min、10 min、30 min 和 60 min 的条件下取

样，分析 S2-和 CN-的浓度，其结果如图 5 所示。 

不同曝气时间下取样分析结果显示，废水中 S2-的浓度整体上是随着曝气时间的增加呈现先降低后升高

的趋势，而 CN-随着曝气时间的增加降低，后逐渐趋于平缓，不再随着曝气时间增加而变化。综合 1#与 2#

的实验结果来看，曝气时间在 10min~30min 之间脱除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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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系统曝气时间对反应的影响              b 2#系统曝气时间对反应的影响 

图 5 曝气时间对反应的影响 

2.5 温度对反应的影响 

表 4 温度反应实验水质 

污染物 1# 2# 3# 

总氰 (mg/L) 452 621 446 

S
2-
 (mg/L) 102 108 92 

取 3 个锥形瓶，均加入 50 ml 表 4 中实验废水，再向 3 个锥形瓶中加入 20 ml 的 10%的 FeSO4。将 3

个瓶子分别放在 15C、20C 和 35C 的恒温水浴摇床中进行反应，沉淀反应时间为 10min，曝气 10min，

分别取样分析废水中剩余的 S2-和 CN-的量，其结果如图 6、图 7 所示。

  

      图 6 系统温度对总氰反应的影响                     图 7 系统温度对 S
2-
反应的影响 

由实验结果可知，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S2-和 CN-的脱除效果不断增强，当温度提升到 25C 以后，脱

除效果的改变不再明显，所以温度选择 25C ~30C 即可。 

3  深度脱氰试验结果 

脱硫废液经过一般初级脱硫脱氰反应后，只能脱除废水中游离的简单 CN-而很难去除络合态的氰，还

需在废水脱硫脱氰的基础上继续投加 KL-107 深度脱氰药剂，同 2 一样研究药剂投加量、反应时间、反应

温度等条件对脱除效果的影响。 

3.1 深度脱氰药剂投加量对于 CN
-
的影响 

向 6 个锥形瓶分别加入 50ml 实验废水。投加 KL-107 药剂浓度为 600、800、1000、1200、1400 和 1600 

ml/L。快速搅动 3min 后慢速搅动 10 min，随后静置 30 min 取样分析，其结果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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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药剂投加量对深度脱氰反应的影响         图 9 反应时间对深度脱氰反应的影响 

深度脱氰剂的加入使废水中 CN-的浓度有 220 mg/L 降到了最低的 68 mg/L，说明深度脱氰剂 KL-107 对

总氰具有较好的脱除效果。后随着 KL-107 投加量的增加，CN-的浓度又有所上升，综合考虑成本与脱除效

果，深度脱氰剂 KL-107 的投加量一般为 1000ml/L 左右。 

3.2 反应时间的影响 

向 4个锥形瓶加入 50 ml实验废水。投加KL-107药剂量为 1000ml/L。快速搅动 3min后慢速搅拌 10min，

随后静置 15min、30min、45min 和 60min 后分别取样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9 所示。 

从图 9 的反应结果来看，深度脱氰反应时间在 0~60min 范围内变化时，废水中 S2-和 CN-的量先有一个

降低的过程，大概在 15min 时 CN-和 S2-的脱除效果最好。此后继续延长反应时间，CN-和 S2-的量反而又有

所上升，这是由于随着时间的延长，前期所生成的絮体发生降解，CN-和 S2-又重新被释放到废水中。因此，

深度脱氰反应时间选在 15min 左右最为合适。 

3.3 反应温度的影响 

向 3 个锥形瓶中分别加入 50ml 实验废水，KL-107 深度脱氰药剂的投加量为 1000ml/L，然后将锥形瓶

分别放在 15C、25C 和 35C 的恒温水浴摇床中进行反应，反应进行 10min 后进行鼓气，曝气 10min 后检

测水中 CN-和 S2-的量，其结果如图 10 所示。 

   

a 1#系统温度对深度脱氰反应的影响             b 2#系统温度对深度脱氰反应的影响 

图 10 系统温度对深度脱氰反应的影响 

由实验结果可知体系中 CN-和 S2-的量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而降低，温度的提高有利于絮体的生长从而

更加有利于深度脱氰反应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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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CN-的影响 

高浓度 SCN-离子的存在会对脱硫废液的脱硫脱氰效果产生影响，本部分首先研究了投加硫酸亚铁之后

沉淀时间对水质的影响，并且通过投加硫酸铜溶液来去除水中高浓度的 SCN-离子。 

4.1 药剂投加量及沉淀时间对水质的影响 

表 5 药剂投加量及沉淀时间实验水质 

污染物 总氰 (mg/L) S
2-
 (mg/L) 

浓度 1041 384 

取 3 个锥形瓶，均加入 50ml 的表 5 的脱硫废液，再加入 FeSO4 的量分别为理论值的 1.5、2、3 倍。

充分搅拌静置沉淀，分别在20 min、40 min、60min、2h、3h时取样，分析S2-、CN-和SCN-的含量，其结果见图

11、图12、图13。 

   

图 11 FeSO4 投加量及沉淀时间对总氰反应的影响     图 12 FeSO4 投加量及沉淀时间对 S2-反应的影响 

由图看出随着沉淀时间的延长，CN-的含量呈现先降低后增长的趋势，在 60min 时，总氰的脱除效果最

好。S2-浓度随着沉淀时间的延长又有所上升，但均在出水指标之下。SCN-离子浓度受沉淀时间的影响不大，

在 20min~180min 的沉淀时间范围内，SCN-离子含量基本稳定。药剂投加量对 S2-的脱除影响不大，当投加

FeSO4 为理论值的 1.5 倍~3.0 倍时，总氰的脱除效果稍有增强，但 SCN-的含量明显降低，所以当脱硫废液

中存在较多 SCN-离子时，需投加过量的脱硫脱氢剂来避免 SCN-离子对总氰和 S2-脱除的影响。 

4.2 投加 FeSO4生成的沉淀对 CuSO4投加的影响 

         
                                                  a 过滤之前沉淀效果        b 过滤之后沉淀效果 

图 13 FeSO4 投加量及沉淀时间对 SCN-反应的影响                 图14   过滤之前、之后的沉淀效果 

将 4.1 部分 1.5 倍 FeSO4 投加量的溶液分成两份，一份过滤，一份不过滤，各取 10ml，加入 10%的硫

酸铜溶液 3.8ml，搅拌 10min 后静置 10min 拍照。将其一同过滤后再拍照，并检测滤液中硫化物、总氰化

物、硫氰酸跟含量。结果见表 6、图 14。已知硫酸铜与硫化物、总氰化物、硫氰酸根的反应分别为： 

 Cu2++S2–→Cu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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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2++2CNˉ→Cu(CN)2                      (2) 

 Cu2++2SCNˉ→Cu(SCN)2                           (3) 

表 6 过滤与未过滤处理各污染物浓度 

 总氰 (mg/L) S
2-
 (mg/L) SCN

-
(mg/L) 

过滤 82 4.7 3394 

未过滤 92 34.7 8876 

从表 6 中的数据可看出，加入 FeSO4 溶液后先过滤再投加硫酸铜溶液的脱除效果要远好于未过滤的处

理效果，所以在脱硫废液的处理过程中投加过 FeSO4 溶液之后要先进行沉淀分离反应，将生成的沉淀物质

分离，再进行下一步的脱除反应。 

4.3 CuSO4 投加量对废水水质的影响 

取 50ml 脱硫废液加入 1.5 倍理论 FeSO4 的量，充分搅拌 10min，过滤。向滤液(含 SCN-离子

17034mg/L)分别投加 10%的硫酸铜溶液 0.7ml、1.2ml、1.9ml、2.4ml，其分别为理论硫酸铜量的 0.3、

0.5、0.8 和 1 倍，充分搅拌 10min 后静置 10min，拍照，并检测滤液中 S2–、CNˉ、SCN-的含量，其结果

如图 15、图 16。 

          
            图 15 CuSO4 投加量对反应的影响              图 16 加入不同倍数 CuSO4 后的沉淀情况 

由图 15、图 16 可知，随着硫酸铜投加量的增加，硫化物、总氰化物、硫氰酸根的沉淀效果越来越好，

硫酸铜的加入可以进一步脱除脱硫废液中的总氰与硫化物。 

5  结  论 

真空碳酸钾脱硫废液的处理中，加入脱硫脱氰剂后 S2-要先于 CN-；投加过量的脱硫脱氰药剂对硫化物

与总氰的脱除效果影响不大，但是当体系中存在过量的 SCN-时，可适当过量投加硫酸亚铁，以加强总氰的

脱除效果；随着沉淀时间的延长，废水中硫化物与总氰的含量先降低后又逐渐上升，所以一般以沉淀时间

1h 左右为最佳；曝气时间在 10min~30min 之间，脱除效果最好。为进一步脱除废水中的总氰，投加 KL-107

深度脱氰药剂，在药剂投加量 1000ml/L、沉淀时间 15min 时脱除效果最佳。当废水中存在大量 SCN-时，可

以投加硫酸铜溶液来脱除水中的 SCN-，在加入硫酸亚铁溶液生成沉淀后先进行过滤，再投加硫酸铜溶液，

去除效果最好。 

该系统投运后运行平衡，实现了真空碳酸钾脱硫废液高效解毒，确保了焦化废水处理系统长周期正常

稳定运行，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社会效益显著，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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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炉干法除尘灰的炉内循环利用实践 
张朝发，  张宝景，  马旭朝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长材部，河北唐山，063016） 

 

摘  要：转炉干法除尘工艺产生的除尘灰约含有 60%的铁元素，具有很高的循环利用价值，本文介绍了除尘灰冷

固球团工艺和流程，分析了除尘灰球在转炉内的化渣机理和冷却效应，评价了除尘灰球转炉炉内使用效果。转炉生

产实践表明，除尘灰球具有良好的化渣效果，冷却能力是矿石的 0.85 倍，能够有效降低造渣料和高价冷料的消耗，

转炉终点控制水平明显改善。除尘灰球的炉内循环应用可以实现铁元素最大程度回收利用。 

关键词：转炉；干法除尘；除尘灰球；循环利用 

中图分类号：TK-9 文献标志码：A 

Cycle Utilization Practice of Dry Dust in Converter  

ZHANG Chao-fa,  ZHANG Bao-jing,  MA Xu-zhao (Long Product Department of Tangsteel Company, 

HBIS Group, Tangshan 063016, Hebei, China) 

Abstract：Converter dust produced by dry dedust process contains about 60% total Fe element. Converter 

dust has very high cycle utilization value. The converter dust cold pellets process and flow were briefly 

described in the paper. The slag-formation mechanism, the cooling capability and the metallurgical effect 

of dust pellets in converter smelting process were analyzed. Converter production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dust pellets has good slag-formation effect, and the cooling capability is 85% of the ironstone cooling 

capability. Utilization of dust pellets in converter would decrease consumption of lime and expensive 

cooling materials, and promote converter end point conditions. The cycle utilization of dust pellets in 

converter could realized the most great extent recycle of Fe element.  

Key words：converter, dry dedust process, dust pellets, cycle utilization 

转炉炼钢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粉尘，传统的转炉烟气净化处理采用文氏管+布袋除尘的“OG”工艺，逐

渐被干法除尘工艺(蒸发冷却器+静电除尘器)所取代。干法除尘工艺具有除尘效率高、电耗低、能源消耗低

的特点，除尘灰作为转炉干法除尘工艺的产物，具有全铁含量含量高、成本低、粒度细(5-30um 的比例达到

80%以上)的特点，是优质的二次资源。国内钢厂对炼钢除尘灰的利用逐渐由烧结配料向粉尘冷固球团转移，

将除尘灰冷固球作为化渣剂和冷料用于转炉炼钢过程，达到回收资源和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1-4]。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长材部转炉采用先进的干法除尘工艺，除尘灰的产生量为 20kg/t 左右，高效利用除

尘灰中的铁元素，有利于降低钢铁料消耗和提高炼钢的经济效益。 

1  除尘灰的处理工艺 

1.1 除尘灰原料条件 

长材部转炉一次烟气净化系统采用干法除尘工艺，经过静电除尘器处理后除尘灰的回收量为 20kg/t 左

右，2016 年 11 月除尘灰成分的化验数据见表 1 所示(样本数为 30 组)。 

从表 1 可以看出，除尘灰的平均 TFe 含量为 60.24%，平均 CaO 含量为 6.77%，平均 SiO2含量为 1.94%，

平均 P 含量为 0.063%，平均 S 含量为 0.231%。除尘灰中金属元素含量较高，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由于除尘灰的粒径为 5-30um，如果用于烧结配料会造成烧结料透气性差，而影响烧结生产。通过考察

和调研国内除尘灰球的回收和使用情况，将除尘灰冷固压球处理制成除尘灰球用于转炉冶炼，从而实现除

尘灰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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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除尘灰的主要成分(%) 

组成 TFe FeO CaO SiO2 Al2O3 MgO MnO P S 

平均值 60.24 42.89 6.77 1.94 0.4 2.5 0.45 0.063 0.181 

最小值 57.09 32.56 4.82 0.93 0.25 2.12 0.32 0.041 0.064 

最大值 63.5 46.23 10.82 2.67 0.76 4.23 1.05 0.078 0.268 

2.2 除尘灰冷固成球工艺 

除尘灰冷固成球的工艺流程见图 1 所示[5]。从图 1 可以看出，除尘灰冷固成球的工艺主要包括原料消

化、配料混匀、碾压、压球、筛分、烘干等几部分完成。原料消化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对除尘灰配加适量水

分，消除除尘灰中 CaO 对成球的不利影响。配料混匀主要是将消化处理后的除尘灰、粘结剂和氧化铁皮进

行搅拌、混匀。碾压工艺利用轮碾机将混合料进行充分搅拌，并起到混合料压实的效果。压球工艺通过对

辊压球机将混合料在高压条件下压制成生球。筛分工艺采用棍棒筛对生球进行筛分，筛上物通过带式输送

机进入烘干系统，筛下物返回压球机后继续参与压球。烘干系统主要采用 110-150℃低温热烟气进行，热源

为钢铁厂其它工序产生的废气等，烘干后的熟球经过筛分后，成品球通过汽车运出，筛下物返回碾压工序

继续进行压球。 

 

图 1 除尘灰冷固球团工艺流程 

2.2 除尘灰冷固成球工艺 

除尘灰冷固球团工艺有效解决了除尘灰返回烧结工序造成的能源浪费，缩短了除尘灰的循环时间，并

且本工艺不需要高温处理，可以回收利用钢铁企业其他工序的低温热资源，生产出的成品球完全满足转炉

的使用条件。除尘球的成分和性能见表 2 所示。 

表 2 除尘灰球主要成分和性能 

组成 Fe2O3/% FeO/% CaO/% SiO2/% MnO/% P/% S/% H2O/% 强度/N 

平均值 50.63 30.51 7.27 1.98 1.19 0.080 0.195 0.72 1327 

最小值 24.72 18.06 5.73 1.11 0.86 0.036 0.135 0.14 950 

最大值 58.61 34.95 10.63 2.79 1.4 0.092 0.219 1.4 1453 

2  除尘灰球在转炉的应用 

2.1 除尘灰球的化渣机理 

由 CaO-Fe2O3 二元相图可知，CaO 与 Fe2O3 可以形成 CaO·2Fe2O3、CaO·Fe2O3 和 2CaO·Fe2O3 三种

化合物，CaO·2Fe2O3 只能在 1150-1250℃范围内稳定存在，CaO·Fe2O3 和 2CaO·Fe2O3 的熔点均在 1400℃

以下；由 CaO-FeO 二元相图可知，CaO 与 FeO 可以形成低熔点的 2CaO·Fe2O3-FexO 共晶体，其熔点为

1125℃。因此，除尘灰球中的 Fe2O3 和 FeO 均可以与 CaO 形成低熔点化合物，从而促进石灰的熔化[6]。 

由表 2 可知，除尘灰球含有大量的 Fe2O3 和 FeO，TFe 含量可达到 55-60%。转炉冶炼前期熔池温度较

低，加入除尘灰球后，除尘灰球中的 Fe2O3 和 FeO 可以增加渣中的 FeO 含量，降低炉渣的粘度，加快石灰

成渣的速度。在石灰熔化过程中，FeO 向 CaO 晶粒内部移动并形成上述低熔点化合物，防止吹炼前期石灰

表面 2CaO·SiO2 的形成，有助于在钢渣界面形成泡沫渣，促进前期脱磷反应的进行。 

随吹炼过程的进行，熔池温度逐渐升高，硅锰氧化结束后进入碳氧剧烈反应期，渣中 FeO 迅速降低，

控制不当会出现“返干”的现象。除尘灰球中的 Fe2O3和 FeO 可以补充渣中 FeO 含量的降低，改善炉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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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促进脱磷反应的进行，可以使终渣 FeO 含量保持在合理范围内，有效改善冶炼后期脱磷，减少冶

炼终点回磷的现象。 

2.2 除尘灰球的冷却效应 

根据钢铁冶金原理，物料的冷却效应包括物理吸热和化学吸热两部分，除尘灰球中的 Fe2O3 和 FeO 在

冶炼过程中吸热分解，在炼钢过程中可以当做冷料使用。除尘灰球的冷却效应计算如下： 

   (1) 

Q1=1×(1.047×1425+209+50.63%×112/160×6459+30.51%×56/72×4249) =4998kJ/kg 

利用公式(1)同样可以算出矿石、铁皮球的冷却效应分别为 5983.8kJ/kg 和 4257.6kJ/kg。 

由此可以看出，除尘灰球的冷却效应介于矿石和铁皮球之间，除尘灰球的冷却能力是矿石的 0.85 倍，

是铁皮球的 1.15 倍。 

因此，在冶炼前期加入除尘灰球可以有效控制熔池的升温速度，使熔池温度平稳上升，中后期控制 C-

O 反应速度，避免炉渣返干，提高脱磷效率，有利于降低终渣 FeO 含量和钢铁料消耗。 

2.3 除尘灰球的冶金效果分析 

长材部转炉烟气处理系统采用干法除尘工艺，将产生的除尘灰经过冷固球团工艺制成除尘灰球，在转

炉冶炼过程中当做造渣料和冷却剂入炉，根据铁水条件、冶炼过程化渣情况、温度控制等因素，除尘灰球

的加入量为 10-20kg/t，除尘灰球多次少量加入，单批加入量≤200kg。生产实践表明，转炉冶炼过程平稳，

高价冷料消耗明显降低，取得良好的冶金效果。 

2.3.1 转炉终点情况 

使用除尘灰球后，转炉的终点控制情况见表 3 所示，转炉终点温度的分布情况见图 2 所示，转炉脱磷

率的分布情况见图 3 所示。表 3、图 2 和图 3 中数据的样本数均为 508 炉。 

表 3 转炉终点情况 

项目 终点 C /℃ 终点 P /% 终点 T /℃ 铁水 P /% 脱 P 率/% 

最大值 0.17 0.039 1680 0.143 93.98 

最小值 0.03 0.008 1640 0.100 63.89 

平均值 0.07 0.020 1661 0.121 83.73 

从表 3、图 2 和图 3 中可以看出，转炉平均终点 C 含量为 0.07%，平均终点温度为 1661℃，转炉平均

脱磷率为 83.73%。从不同炉次的终点温度和脱磷率的分布情况看，终点温度和转炉脱磷率基本呈正态分布，

这说明转炉冶炼过程中使用除尘灰球后，终点控制稳定，能够满足转炉脱磷和正常生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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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终点温度分布直方图                      图 3 脱磷率分布直方图 

2.3.2 终渣成分情况 

使用除尘灰球后，转炉终渣成分见表 4 所示，转炉终渣碱度(R)和终渣 FeO 含量的分布情况分别见图 4

和图 5 所示。表 4、图 4 和图 5 中数据的样本数均为 196 炉 

从表 4、图 4 和图 5 中可以看出，转炉平均终渣碱度为 2.5，平均 MgO 含量为 7.78%，平均 FeO 含量

为 18.76%，这说明转炉冶炼过程中炉渣状态控制合理，具有很好的脱磷能力，同时渣中 FeO 含量控制合

2 31 0 Fe O FeO=M[C (T -T )+ +Q +Q ]Q 1 熔 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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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有利于减少终点回磷现象和降低钢铁料消耗。 

表 4 终渣成分情况 

项目 R FeO /% MgO /% CaO /% SiO2 /% MnO /% P2O5 /% 

最大值 3.16 25.52 11.20 51.27 24.58 4.46 3.49 

最小值 1.92 13.71 6.19 43.36 14.86 2.24 2.24 

平均值 2.50 18.76 7.78 47.32 19.07 3.05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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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终渣碱度分布直方图                                图 5 终渣 FeO 分布直方图 

3  结  论 

1）除尘灰冷固球团工艺有效解决了除尘灰返回烧结工序造成的能源浪费，缩短了除尘灰的循环时间，

冷固球团工艺不需要高温处理，可以回收利用其它工序产生低温热资源，生产出的成品球完全满足转炉的

使用条件。 

2）除尘灰球具有良好的化渣和冷却效果，能够满足转炉正常生产的要求。除尘灰球的炉内循环应用可

以实现铁元素最大程度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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