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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按以下估计进行计算： 

①  钢铁工业总能耗占全国能耗的14%左右 

②  炼铁工序能耗占钢铁工业总能耗的70％左右 

③  高炉占炼铁工序能耗的70％左右 

理论计算：每提高风温100℃，降低综合焦比3%，节省约15kg焦炭 

企业实践：风温在1150℃以上时，每提高10℃可降低焦比0.8kg/t 

高风温的意义 

1 高风温意义及现状 

①  高风温是低燃料比和高喷煤比的必要条件 

②  高风温增加鼓风物理热，有利于煤粉燃烧 

风温提高100℃，可降低全国能耗0.21%，节能降耗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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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温的现状 

1 高风温意义及现状 

炉容 530~660 1050~1080 1200~1300 2500~2600 2800~3200 4000以上 

最高 1214 1243 1248 1221 1237 1253 

最低 1009 779 1008 1049 1129 1172 

平均 1145 1163 1156 1167 1194 1216 

14年1月至6月全国174座高炉风温统计数据（℃） 

企业 克虏伯曼内
斯曼A号 

德国布莱梅2

号 

新日铁君津3

号 

霍戈文艾默
尔顿7号 

蒂森斯韦尔
根1号 

炉容 2000 3000 4063 4200 4607 

风温 1269 1250 1270 1260 1234 

国外重点钢铁企业风温经济技术指标 

① 除特大高炉外，我国各级别高炉平均风温均低于1200℃ 

② 国内外平均水平相差约70℃左右，提高风温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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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温的现状 

1 高风温意义及现状 

煤气种类 高炉煤气 高炉煤气+焦炉煤气 高炉煤气+转炉煤气 

高炉数 112 20 1 

比例/% 84 15 0.75 

燃烧热风炉用煤气状况 

预热状况 双预热 单预热空气 单预热煤气 无预热 

高炉数 35 31 5 62 

比例/% 26 23 3.8 47 

预热状况 

①高炉煤气热值随燃料比的降低而贫化，热值不足成为限制因素； 

②通过助燃空气和煤气预热方式提高物理热，弥补化学燃烧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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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温的现状 

1 高风温意义及现状 

• 俄罗斯RPA厂：采用吸附法将煤气转化成富含CO的高热值煤气； 

• 北美和欧洲：研制采用等离子技术提高风温； 

• 国外也广泛利用：余热回收提高风温，降低能耗。 

发
展
方
向 

高风温，热风温度1250℃±50℃。 

高热效率，总热效率≥85％。 

长寿命，一代寿命≥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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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温的现状 

1 高风温意义及现状 

• 低热值高炉煤气理论燃烧温度低 

• 如何采取全高炉煤气实现1250 ℃高风温是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1 

• 配套的热风阀、耐火材料、风口设备、波纹补偿器及管道支架不
能满足高风温时使用要求 

• 高风温下热风管道烧红、漏风甚至崩裂是热风炉进一步提高风温
的障碍 

技术问题2 

• 热风温度提高后，对高炉冶炼将产生较大影响 

• 高炉能否接受高风温，成为高炉冶炼工作者的重要课题。 

技术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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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温研究思路 

1 高风温意义及现状 

• 以高风温为核心 

• 围绕热风炉高风温获得技术、高

风温热风管道输送和高风温下高

炉操作技术内容开展研究 

• 即：高风温的获得、输送和应用 

高风温 

热风
炉 

管道 高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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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纲 

1. 引言 

2. 高风温获得技术 

3. 热风管道输送技术 

4. 高炉接受高风温操作技术 

5. 总结及建议 

①低热值煤气应用技术 

②数值模拟仿真 

③热风炉专家系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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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热值煤气应用背景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低热值煤气应用技术 

种类 成分及含量/% 
发热值/ 

kJ·m-3 产率 

COG 
H2:69.7；CO2:2.8；CO:9.2；CH4:12.38；
CnHm:1.4；N2:3.28；O2:1.2 

16800 400 

BFG CO2:24.1；CO:23.8；N2:8.2 3192 1450 

LDG CO2:19.92；CO:38.46；N2:38.2；O2:3.42 6300 85 

QG副产煤气成分、含量及产率 

• QG2号高炉热风炉采取全烧高炉煤气烧炉； 

• 随着高炉操作水平的提升，煤气利用率进一步提高； 

• 故高炉煤气热值进一步降低（3000kJ/m3左右），其理论燃
烧温度低于1200℃，风温仅为1050℃左右； 

• 故开发低热值煤气应用热风炉技术具有较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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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热值煤气应用背景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低热值煤气应用技术 

燃烧全高炉煤气达到拱顶温度1350~1400℃ 

燃料比下降，高炉煤气热值不足3000kJ/m3 

全高炉低热值煤气燃烧，火焰温度只有1200℃ 
不能提供1280℃的风温 

提
高

燃
烧

温
度

 干法除尘或掺烧高热值煤气提高化学热值 

利用前置换热器或小热风炉加热助燃空气 

高炉热风炉自身预热助燃空气 

利用烟道废气对煤气和助燃空气双预热 

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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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铁产生约1400~1800m3高炉煤气； 

• 高炉煤气含尘量高，需从6~12g/m3降至10mg/m3，才可使用 

经济性比较 湿法 干法 

年水消耗 
循环水 1704万m3 —— 

新水 122万m3 —— 

年用电量 1463万kWh 10万kWh 

TRT发电量 7078万kWh 9200万kWh 

煤气 

质量 

含尘量 <10mg/m3 <5mg/m3 

含水量 80～100g/m3 <30g/m3 

煤气温度 35～50℃ 80～120℃ 

煤气热值 <2900kJ/m3 >3100kJ/m3 

占地面积 10600 m2 2450 m2 

环境保护 有污水 外排 无污水 产生 

热值提高的经济效益 —— 
78.68万GJ/年 

相当于26884t 标煤 

干法除尘极大改善
高炉煤气质量，煤
气含水与含尘减少，
煤气温度与热值提
高，提升和保障了
高风温技术的应用
及效果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低热值煤气应用技术 
干法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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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炉自身预热技术 

利用热风炉给高炉送风后的余热来预热助燃空气，
供给其他热风炉燃烧使用。 

对于预热助燃空气，热风炉显得过大，能力不相匹配，
一般在600℃以内，若同时采用热管换热器预热煤气至
200℃，全烧高炉煤气时，可满足风温达到1200℃以上 

使用该项技术企业
较少，因需要建设
四座热风炉，换炉
操作、维护较繁琐。 

1 2 3 4 

原理 

效果 

不足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低热值煤气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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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烧高热值煤气技术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低热值煤气应用技术 

• 主要对低热值煤气采取掺烧天然气、焦炉煤气和转炉煤气等

高热值煤气； 

• 但我国一些钢铁企业缺乏高热值煤气，价格因素亦很难满足

炼铁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要求 

烟气预热助燃空气与煤气 

• 采用金属换热器（国内外普遍采用热管换热器） 

• 利用热风炉烟气预热助燃空气、煤气 

• 受限于热风炉烟气温度较低，预热后助燃空气
与煤气在200℃左右 

• 若只采用该措施，风温很难达到1200℃ 

• 故引入燃烧炉与预热炉的空气煤气高温预热 烟气预热助燃空气与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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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燃烧炉的空气煤气双预热技术 

附加燃烧炉 
• 燃烧高炉煤气 
• 产生高温烟气 
• 供管式换热器使用 

管式换热器 
• 热交换 
• 烟气自上而下 
• 空气煤气自下而上 

600℃烟气 
+ 

热风炉烟气 

300℃煤气 
300℃助燃空气 
供热风炉使用 
基本可达1250℃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低热值煤气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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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风温获取技术_低热值煤气应用技术 

附加预热炉的空气煤气双预热技术 

高炉煤气 预热炉 约1000℃ 

助燃空气 预热炉 
约600℃助
燃空气 

换热 换热 

• 提高热风炉理论燃烧温度
210℃ 

• 提高热风温度180℃ 

• 热风炉风温可达1250℃ 

低温热风炉烟气 

热管换热器 

200℃煤气 

相比自身蓄热法，该法缩短换炉时间，

操作简便，是一种迅速解决低发热值

煤气获得高风温经济有效的方法 
预热炉 

热风炉 热管 
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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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风温获取技术_低热值煤气应用技术 

附加预热炉技术的应用 

• 某企业新建3座荷兰内燃式热风炉，对原有两座顶燃式热风炉改造
为空气预热炉 

• 废烟气预热煤气至180℃，助燃空气预热至1000℃与冷助燃风混合
至600℃，实现了高风温 

• 节约投资，工况稳定 

3座热风炉 

烟气煤气换热炉 

利用高炉煤气 
助燃空气预热炉 混风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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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风温获取技术_低热值煤气应用技术 

附加预热炉技术的应用 

名称 顶燃式预热炉 内燃式热风炉 

座数 2 3 

操作方式 一烧一送 二烧一送 

送风时间/min 60 45 

燃烧时间/min 45 75 

换炉时间/min 15 15 

炉壳直径/mm 8940 10200 

拱顶温度/℃ 1270 1450 

热风温度/℃ 1050 1250 

冷风温度/℃ 20 210 

助燃空气温度/℃ 20 600 

煤气温度/℃ 45 180 

该钢企预热炉与热风炉主要工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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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温达到1350℃ 拱顶温度达到1500℃ 

燃烧室火焰温度
1550~1600℃ 

燃烧产生NOx 
和SOx增加 

引起热风炉炉壳晶
间腐蚀严重，因此
风温又退回1250℃ 

热风炉燃烧室拱顶温
度控制在1420℃以下，

风温1280℃ 

热风炉操作制度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低热值煤气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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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炉操作制度 

技术手段： 

依靠缩短送风周
期，但仍需更综
合性的方法。 

缩小热风温度与拱顶
之间的温度差 

限制拱顶温度 

1400℃左右 

提高
风温 

热风炉操作制度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低热值煤气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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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炉操作制度 

热风炉操作制度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低热值煤气应用技术 

提
高
风
温 

加强热风炉
内格子砖与
气流热交换 

提高蓄热式
格子砖的蓄

热性能 

缩小热风温
度和拱顶温

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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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仿真对预热炉、混风炉、热风炉参数优化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数值模拟仿真技术 

预热炉 （1）QG2号高炉预热炉仿真优化 

混风炉 （2）QG2号高炉热风混风炉仿真优化 

热 

风 

炉 

燃 

烧 

器 

（3）燃烧器煤气通道仿真优化 

（4）燃烧器助燃空气通道仿真优化  

（5）燃烧器燃烧仿真优化  

（6）燃烧器烧嘴角度设计优化 

（7）燃烧器烧嘴数量设计优化 

合理操 

作参数 

（8）合理助燃空气预热温度的仿真研究  

（9）QG2号高炉热风炉最佳煤气流量的仿真研究 

格 

子 

砖 

（10）格子砖的参数对温度场的影响  仿真优化 

（11）几何形状对格子砖温度场的影响  仿真优化 

（12）烟气性质（温度、速度、成分）对格子砖温度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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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风温获取技术_数值模拟仿真技术 

QG2#高炉混风炉数值模拟仿真 

冷空气从中部周边多喷口进入 冷空气从下部一通道进入 

对混风炉出口截面温度场进行模拟，得到不同条件下温度场分布： 

出口温差小，混合效果好 出口温差大，混合效果较差 

同样经过数值模拟，得到当出口管道大于25m时，冷热空气可完全均匀混合 
故QG（约80m）采用了设备更简单的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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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预热助燃空气温度的探究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数值模拟仿真技术 

模拟仿真条件： 
• 助燃空气预热温度取400、500、600、700℃ 
• 煤气流量74000m3/h，空气煤气体积比0.6，非预混燃烧，扩散式火焰 

助燃空气预热温度/℃ 400 500 600 700 

拱顶温度/℃ 1358 1419 1444 1455 

热风温度/℃ 1200 1250 1280 1295 

模拟仿真 
计算结果 

提高助燃空气预热温

度可使燃烧室内的煤

气和助燃空气提前混

合均匀，燃烧室中燃

烧火焰缩短，高温区

向下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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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煤气流量的探究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数值模拟仿真技术 

模拟仿真条件： 
• 煤气流量分别取66000、70000、74000、80000、88000m3/h 
• 空气煤气预热温度分别为180、600℃ 
• 空气煤气体积比0.6 

煤气流量/m3·h-1 66000 70000 74000 80000 88000 

拱顶温度/℃ 1400.12 1417.49 1444.47 1443.76 1433.9 

燃烧室CO质量分数/% 2.7 2.6 2.5 2.8 2.9 

模拟仿真 
计算结果 

提高煤气量使

火焰加长； 

74000m3/h可获

得热风温度与

燃烧效率均较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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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参数数值模拟仿真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数值模拟仿真技术 

热风炉燃烧器煤气通道 
仿真优化  

热风炉燃烧器助燃
空气通道仿真优化 

热风炉燃烧器燃烧
仿真优化  

热风炉燃烧器烧嘴角度 
设计优化  

热风炉燃烧器烧嘴数量 
设计优化 

格子砖材料与形状 
对温度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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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仿真小结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数值模拟仿真技术 

研究：热风炉结构、喷口数目、垂直夹角、水平夹角、煤气浓度、空气
旋角等条件，利用fluent自行设计多种热风炉结构方案 

表征：温度场、速度场、压力场和CO浓度等分布规律 

结果：通过优选，确定了预热炉、热风炉、混风炉的最佳设计方案。  

温度场 CO摩尔浓度 流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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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炉专家系统控制界面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热风炉专家系统智能控制 

点火设定   确认界面 

热风炉自动燃烧系统 界面 停烧    确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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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炉专家智能控制系统流程图 

2 高风温获取技术_热风炉专家系统智能控制 

系统特点： 

基于仿真优化 

自学习 

按照高炉炉况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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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纲 

1. 引言 

2. 高风温获得技术 

3. 热风管道输送技术 

4. 高炉接受高风温操
作技术 

5. 总结及建议 

①减轻晶间应力腐蚀 

②热风管道布置与监测 

③热分管道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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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间应力腐蚀开裂的原因 

3 热风管道输送技术_减轻晶间应力腐蚀技术 

①  拉应力超过钢材的屈点 
热风炉顶部不对称结构，炉壳组装、
焊接及热风炉操作都会发生内应力； 

②  使用了敏感性钢材： 
钢对不同介质有不同的敏感，就热
风炉而言主要是对硝酸盐和硫酸盐
的敏感； 

③  存在腐蚀环境： 
温度较高，生成NOX和SOX，再遇水
蒸气因温度降低到露点成硝酸和硫
酸。侵蚀破坏钢板间的结合键，产
生晶间应力腐蚀。 

热风炉拱顶 

NOx生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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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晶间应力腐蚀开裂措施 

3 热风管道输送技术_减轻晶间应力腐蚀技术 

①拱顶钢壳内表面喷涂高温防腐涂料 
可将原拱顶温度从1400℃提高最高允许
1450℃； 

②智能控制系统 
严格控制热风炉温度在1420℃以下； 

③严格施工规程 
对钢壳制作、焊接、安装过程中采取消除
钢壳应力的措施，并预留膨胀缝； 

④多级变径 
减少了变径部位应力集中状况 

⑤预防冷凝物 
耐酸材料涂覆炉壳，布置蒸气过滤装置，
使炉壳温度高于露点 

 
 

热风炉拱顶 

NOx生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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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温：选择合适耐火材料 

• 设置合理膨胀缝 

• 三岔口：组合砖结构 

• 砌砖均设置锁砖结构 

• 设置合理波纹补偿器 

• 膨胀缝处采取导流砖结构 

• 总管、支管：设置大拉杆 

• 高温热风阀：节水、节电 

热风管道系统合理布置 

• 无线表面温度监测 

• 激光监测膨胀节位移 

热风管道安全监控系统 

热风管道 
锁砖结构 

膨胀缝结构 

高温热风阀 

波纹 
补偿器  

表面温度监测 

3 热风管道输送技术_热风管道布置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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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合适的耐火材料，满足管道耐温隔热的要求。 

• 设置合理的膨胀缝，吸收耐火材料体积变化。 

• 管道三岔口及竖管出入口均采用组合砖结构。 

• 管道上部120°范围内的砌砖均设置锁砖结构。 

• 适当增加砖层厚度，使砖型楔度增大，有利于砌筑结构稳定。 

• 设置合理的波纹补偿器，吸收热风炉和管道钢结构的热膨胀。 

• 在波纹补偿器膨胀缝处，耐火砖采取特殊的导流砖结构保护耐火纤维毯。 

• 热风总管设置大拉杆，承受气体盲板力，避免造成破坏。 

• 热风总管端头设置补偿器，来吸收大拉杆长度因温度、压力、大气温度
等影响造成的变化。 

• 热风支管设置大拉杆或者拉梁，与炉壳连接，保证管道和炉壳的安全。 

• 保证高炉围管与高炉同心，热风总管不会推移热风围管。  

热风管道改造的技术措施 

3 热风管道输送技术_热风管道改造 



34/48 高风温热风炉与高风温应用技术 张建良 

内容提纲 

1. 引言 

2. 高风温获得技术 

3. 热风管道输送技术 

4. 高炉接受高风温技术 

5. 总结及建议 

①高风温对高炉影响 

②精料技术 

③提高喷煤量 

④理论燃烧温度的控制 

⑤合理煤气流分布 

⑥风口成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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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炉接受高风温操作技术 

高风温对高炉冶炼的影响 

①风口前燃烧C量减少 
 
 
 
 
②高炉内温度场发生变化 

炉缸温度↑ 

炉身上部和炉顶温度↓ 

中温区（900～1000℃）略有扩大 

 

原因 
1) 热风带入显热代替了部分焦炭的燃烧热 

2) 风温提高使焦比下降所致 

原因 
1) 每↑ 100℃风温，风口理论燃烧温度 ↑ 60～80℃ 

2) C风 ↓ → 煤气量 ↓ → 使炉身上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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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炉接受高风温操作技术 

高风温对高炉冶炼的影响 

③直接还原度略有升高 
 
 
 
 
④炉内压损△P↑ 

原因 
1)   CO ↓ 

2)   炉身温度 ↓ 

原因 

1)  焦比 ↓ →料柱透气性变差 

2)  炉下部温度↑  
3)煤气流速↑ 

4) SiO挥发↑ →堵塞料柱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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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炉接受高风温操作技术 

高风温对高炉冶炼的影响 

⑤有效热消耗减少 

原因 
1)   灰分↓ → 渣量↓ 

2)   硫量↓ → 脱硫耗热↓ 

原因 

1)  风温↑ → 焦比下降，高炉的硫负荷下降，炉缸
温度升高，热量充沛 → 易于冶炼低硫生铁 

2)  风温↑ → 炉温温度，生铁含硅可控制在下限，
→ 易于冶炼低硅生铁。 

⑥改善生铁质量 

焦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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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炉接受高风温操作技术 

高风温对高炉冶炼的影响 

⑦降低焦比 

t风↑100℃降低焦比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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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炉接受高风温操作技术 

高风温对高炉冶炼的影响 

当风温升高，超过一座高炉所能接受的“极限”时 

  焦比  ↑ 

  产量  ↓ 

炉况不顺 

高炉接受高风温的条件 

• 精料技术→改善料柱透气性 

• 提高喷煤量或加湿鼓风 

• 理论燃烧温度的控制 

•上下部调剂 

•准确的监测技术 

•提高炉顶压力（高压操作） 降

低煤气流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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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炉接受高风温操作技术 

• 确保焦炭、喷吹煤和烧结矿质量 

精料技术 

• 合理喷吹煤种选择，煤粉燃烧性 

提高喷煤量 

• 数学模型控制理论燃烧温度 

理论燃烧温度控制 

• 上下部调剂匹配，保证稳定顺行 

合理煤气流分布 

• 搞好均匀喷吹和炉温的稳定 

 风口成像监测 

高风温操作宜在较低渣量条件下进行 

精料是高炉接受高风温措施之一 

焦炭 烧结矿 渣比 

灰分 
% 

M40 

％ 

热强度 
％ 

TFe 
% 

转鼓 

% 
kg/t 

<12.
5 

≧88.
5 

≧66 ≧56.5 >78.6 290 

某钢企精料指标 

精料技术 

提高喷煤量 

• 合理喷吹煤种的选择 

• 煤粉燃烧性研究 

• 煤粉有效发热值 

• 对高炉除尘灰C量和灰量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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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炉接受高风温操作技术 

• 确保焦炭、喷吹煤和烧结矿质量 

精料技术 

• 合理喷吹煤种选择，煤粉燃烧性 

提高喷煤量 

• 数学模型控制理论燃烧温度 

理论燃烧温度控制 

• 上下部调剂匹配，保证炉况稳定顺
行 

合理煤气流分布 

• 搞好均匀喷吹和炉温的稳定 

 风口成像监测 

理论燃烧温度的控制 

• 高炉理论燃烧温度需要维持
在适宜范围 

• 当风温升高后，理论燃烧温
度会升高，需要综合考虑高
风温、大气湿度、氧气纯度、
煤粉成分等因素，对理论燃
烧温度进行控制。 

• 因此需要开发理论燃烧温度
计算模型，将理论燃烧温度
控制在适宜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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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炉接受高风温操作技术 

• 确保焦炭、喷吹煤和烧结矿质量 

精料技术 

• 合理喷吹煤种选择，煤粉燃烧性 

提高喷煤量 

• 数学模型控制理论燃烧温度 

理论燃烧温度控制 

• 上下部调剂匹配，保证炉况稳定顺
行 

合理煤气流分布 

• 搞好均匀喷吹和炉温的稳定 

 风口成像监测 

理论燃烧温度的控制 

在QG工业试验结果： 

• 通过喷煤和富氧等手段，控制理论
燃烧温度为2050～2150℃，富氧率
为3.52～3.81，喷煤由试验前
164kg/t提高到172 kg/t。 

• 为高炉高风温条件下提高喷煤量及
适量富氧提供操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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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炉接受高风温操作技术 

• 确保焦炭、喷吹煤和烧结矿质量 

精料技术 

• 合理喷吹煤种选择，煤粉燃烧性 

提高喷煤量 

• 数学模型控制理论燃烧温度 

理论燃烧温度控制 

• 上下部调剂匹配，保证炉况稳定顺
行 

合理煤气流分布 

• 搞好均匀喷吹和炉温的稳定 

 风口成像监测 

合理煤气流分布 

上部调剂 
• 打开中心，兼顾边缘 
• 保证中心较窄范围内有较强煤气流的
同时，适当发展边缘煤气流 

• 既保证炉况稳定顺行，又保证较高煤
气利用率 

下部调剂 
• 保持较高的实际风速和鼓风动能 
• 控制较高稳定理论燃烧温度
（2100±50 ℃） 

• 铁水温度控制在1510℃左右 
• 保证炉缸的活跃，回旋区较长，使软
熔带根部有所提高 

• 改善了高炉下部的透气性、透液性，
使初始煤气流分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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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炉接受高风温操作技术 

• 确保焦炭、喷吹煤和烧结矿质量 

精料技术 

• 合理喷吹煤种选择，煤粉燃烧性 

提高喷煤量 

• 数学模型控制理论燃烧温度 

理论燃烧温度控制 

• 上下部调剂匹配，保证炉况稳定顺
行 

合理煤气流分布 

• 搞好均匀喷吹和炉温的稳定 

 风口成像监测 

风口成像监测 

煤粉停吹  煤粉正常喷吹  风口堵塞  

风口活跃  风口冷料下落  风口发暗  

实现均匀喷吹和炉温稳定，减少事故
发生，高炉长期在高风温下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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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化煤气、煤气和助燃空气预热技术； 
• 需考虑高热值煤气的成本和腐蚀问题。 

2）热风炉、管道和吹管等设备满足高风温要求； 

• 送风总管位移过度膨胀； 
• 热风直吹管、鹅颈管发红； 
• 拱顶出现晶间应力腐蚀等问题。 

• 受原燃料质量影响； 
• 炉况不顺或波动等问题； 

• 降低煤气热值和增加燃烧负荷； 

• 与高炉原燃料、大喷煤、高富氧等技术结合。 

1）具备实施高风温的热风炉工艺流程； 

3）高炉接受高风温的能力问题； 

4）与高炉操作相结合 

4 高炉接受高风温操作技术 
高风温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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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纲 

1. 引言 

2. 高风温获得技术 

3. 热风管道输送技术 

4. 高炉接受高风温技术 

5. 总结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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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及建议 

（1）高风温是低燃料比和高喷煤比的必要条件，我国热风

炉提高风温潜力较大； 

（2）干法除尘改善煤气质量；数值仿真改善混风炉、预热

炉、热风炉操作参数与设计；专家系统加强操作控制，从

而达到低热值高炉煤气实现高风温的目标； 

（3）通过设备优化、严格标准的施工、合理的布置以及监

测与控制系统，可以实现热风管道的稳定与长寿； 

（4）综合考量精料、富氧喷煤、控制理论燃烧温度、维持

合理煤气流、风口监测技术，使得高炉稳定接受高风温。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