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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钢铁行业进入淘汰期，产能过剩、价格低迷、环

保要求日益增加、资金链紧张等纷纷袭来，特别是2015年，整个钢

铁行业进入低谷。

2015年中国粗钢产量将出现自1981年以来的首次降低。



2012年以来中国普钢指数一路下滑



去产能！去产能！





把握新技术、适应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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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长寿是我们的追求高炉长寿是我们的追求



目前高炉本体采用冷却设备及其对其

应耐材主要有：

１、高温区采用铜冷却壁＋薄炉衬；

２、全铁基冷却壁＋厚炉衬；

３ 高温区采用全铁基冷却壁＋薄炉衬３、高温区采用全铁基冷却壁＋薄炉衬；

4、板壁结合冷却设备＋厚炉衬。4、板壁结合冷却设备＋厚炉衬。



冷却设备的导热率和允许使用温度

序号 材 料 导热率w/m·k 熔化温度 允许工作温

冷却设备的导热率和允许使用温度

℃ 度℃

1 普通灰铸铁 ～40 1250 400

2 球墨铸铁 38～40 1350 709或760

3 碳素钢 40 1500 400

4 紫铜 380 1083 250

5 铸铜 340 1083 150



1、高温区采用铜冷却壁＋薄炉衬



铜导热率约是球墨铸铁的10倍，铜冷却壁

是一种无过热的冷却设备 它可以经受住热流是一种无过热的冷却设备，它可以经受住热流

密度达300kW/㎡的冲击。因此，高温区采用铜

冷却壁是使强化冶炼高炉获得长寿的首选方案。



铜冷却壁参数：工作温度250℃

热流强度300kW/m2



现代高炉热流强度分布

260 < 300260  300

铜冷却壁的热流强度承载能力为铜冷却壁的热流强度承载能力为

300 kW/m2



100℃ < 250℃



铜冷却壁的侵蚀率铜冷却壁的侵蚀率0.3mm/a，

其使 寿命 达 年其使用寿命可达30~50年。



2、全铁基冷却壁＋厚炉衬



2、全铁基冷却壁＋厚炉衬

投产时高炉投产时高炉，

内衬良好。 投产3个月后，

内衬消失，冷

却壁裸露。



现代高炉热流强度分布

260 > 70
球墨铸铁冷却壁的热流强度承载球 铸铁冷却 的热 强度承载

能力为 70 kW/m2



850℃>760℃850℃>760℃



球墨铸铁冷却壁的热流强度承载球墨铸铁冷却壁的热流强度承载

能力为 70 kW/m2 <

球墨铸铁冷却壁的侵蚀情况
高温区热流强度为 260 kW/m2

水管外露，侵蚀严重
球墨铸铁的允许使用温度760℃

水管外露 侵蚀严

<   高温区温度 850~1500 ℃

铁基冷却壁烧毁不可避免！



3、高温区采用铁基冷却壁＋薄炉衬



投产3个月后投产3个月后，

内衬消失，冷

却壁裸露却壁裸露。

3、全铁基
投产时高炉，

内衬良好。

冷却壁＋

薄炉衬薄炉衬



球墨铸铁冷却壁的热流强度承载能力为 / 2球墨铸铁冷却壁的热流强度承载能力为 70 kW/m2

高温区热流强度承载能力为 260 kW/ 2高温区热流强度承载能力为 260 kW/m2

球墨铸铁的允许使用温度760℃

高温区温度>850 ～1500 ℃

铁基冷却壁烧毁不可避免！



用铸铁、铸钢代替铜冷却壁的薄炉衬高炉

近年来 随着铜冷却壁+镶砖的薄炉衬高炉用户不断增加近年来，随着铜冷却壁+镶砖的薄炉衬高炉用户不断增加

，一些资金匮乏的企业要求一些设计单位用铸铁、铸钢代替铜

冷却壁设计一些薄炉衬高炉。

一些设计单位，没有充分了解高炉热工机理，四处推广用些设计单位，没有充分了解高炉热工机理，四处推广用

铸铁、铸钢代替铜冷却壁的薄炉衬高炉。

随着这些用铸铁、铸钢代替铜冷却壁的薄炉衬高炉投产

，炉腹、炉腰、炉身下部铁基冷却壁烧毁的事件不断发生。

用铸铁、铸钢代替铜冷却壁的薄炉衬高炉做法，就象试

图用铸铁 铸钢代替铜质 小套 样 很难出的满意结果图用铸铁、铸钢代替铜质风口小套一样，很难出的满意结果。



4、板壁结合冷却设备＋厚炉衬



4、板壁结合冷却设备＋厚炉衬



可更换的冷却板保护了

冷却壁，确保高炉长寿



日本千叶6号高

炉达21年寿命炉达21年寿命

，炉体为板壁

结合结构结合结构。



津西股份1号高炉已生产16

年，炉体为板壁结合结构。



结论：长寿高炉特征结论：长寿高炉特征

中小高炉 板壁结合全铁基冷却设备＋厚炉衬中小高炉：板壁结合全铁基冷却设备＋厚炉衬。

大中高炉 铜冷却设备＋薄炉衬大中高炉：铜冷却设备＋薄炉衬。



冷却设备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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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壁的改进

符合步步高供水原则的符合步步高供水原则的

冷却壁



冷却壁的改进

符合步步高供水原则的符合步步高供水原则的

冷却壁



冷却板的改进冷却板的改进



冷却设备改造案例冷却设备改造案例



改造前 改造后

没有冷却 水冷钢砖水冷钢砖

高炉投产时
没有冷却壁 冷却壁全覆盖

耐材存在

高炉投产时

耐材存在



投产3个月后
炉喉钢砖损坏 耐材消失炉喉钢砖损坏

确保炉喉确保炉喉

炉身上部

长寿长寿

炉壳发红
冷却壁全覆盖

热面自然衔接热面自然衔接

顺应煤气流

煤气流



水箱损坏

板壁结合确保身

中下部长寿

炉壳发红

凸台损坏

冷却壁损坏

中下部长寿

炉壳发红 冷却板损坏

更换新冷却板更换新冷却板

冷却壁不损坏

炉壳不发红
冷却壁损坏

炉壳发红

炉壳不发红

投产3个月后投产3个月后

耐材消失





炉体内衬

为什么用大块碳砖？为什么用大块碳砖？



炉缸内衬—小块碳砖炉缸

象脚侵蚀



炉缸内衬—小块碳砖炉缸

整体性差



炉缸内衬—小块碳砖炉缸

推荐使用推荐使用推荐使用推荐使用

大块碳砖大块碳砖

整体性差



合理的冷却壁设计



合理的冷却壁设计



风口以下炉壳设计成圆柱状



风口以下炉壳设计成锥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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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炉顶煤气放散，回收95%以上煤气

2次放散进大气

1次放散进1次放散进

煤气管网

炉顶设备 煤气布袋



无料钟炉顶无料钟炉顶无料钟炉顶

二次放散煤气回收设施

第一次放散：炉顶均压煤气通过一次放散管道进
入煤气布袋除尘器，经过除尘后的煤气进入到全入煤气布袋除尘器，经过除尘后的煤气进入到全

厂净煤气管网。

回收回收回收95%95%95%的放散煤气的放散煤气的放散煤气

第二次放散：剩余炉顶均压煤气经过二次放散管
道、旋风除尘后直接排入大气。

吨铁回收煤气量达到
一种高炉炉顶均压放散煤气回收装置一种高炉炉顶均压放散煤气回收装置一种高炉炉顶均压放散煤气回收装置

565656
4Nm3左右



一． 概述

高炉长寿技术二． 高炉长寿技术

三． 出铁场平坦化、全封闭技术三． 出铁场平坦化、全封闭技术

四． 二次放散法高炉炉顶均压放散煤气回收技术

五． 冷水底滤法冲渣技术

热风炉采用新型 形通道格子砖技术六． 热风炉采用新型环形通道格子砖技术

七． 机前富氧技术七． 机前富氧技术

八． 后序



轮法水渣 工艺



轮法脱水转

轮法水渣 工艺

轮法脱水转

鼓及烟囱天车

沉淀池沉淀池



搅笼法水渣 工艺

冲渣沟冲渣沟脱水转鼓脱水转鼓沉淀池天车沉淀池天车

搅笼搅笼水渣胶带机水渣胶带机 渣池渣池



INBA水渣工艺



INBA水渣工艺



INBA水渣工艺



INBA水渣工艺

水渣胶带机

及通廊及通廊

脱水转鼓及

烟囱



INBA水渣工艺



底滤法水渣工艺



底滤工艺优点---水质清

底滤法过滤后水质 机械法过滤后水质底滤法过滤后水质 机械法过滤后水质

悬浮物含量5～30mg/l 悬浮物含量200mg/l



热水冲渣方式，其流程为：

热水冲渣 冲渣沟---过滤池---冲渣泵---粒化器---冲渣沟

水温高于60℃时，水中钙、镁离子会开始析出；

饱和水温高于50℃时，开始产生蒸汽。



水中抓渣，渣中带水严重。水中抓渣，渣中带水严重。



冷水冲渣方式，其流程为：

冷水冲渣 冲渣沟---过滤池---热水泵---冷却塔---储水池

---冲渣泵粒化器---冲渣沟

津西9号高炉



改造冷水冲渣

津西7、8号高热水冲渣改造成冷水冲渣



改造冷水冲渣

天津无缝钢管高炉轮法水冲渣改造成冷水冲渣



推荐使用冷水底滤法水冲渣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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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通道格子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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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座1000 3高炉为例 其鼓风富氧率为3%以一座1000m3高炉为例，其鼓风富氧率为3%

计，按P1=2.5MPa及P2=0.01MPa两种压力送氧来进

行比较，则多耗电为约800-900万kw.h/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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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专业技术力量，

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高炉新建、大修沿用旧图或私下找图施工，

这些图纸代表不了现代的先进技术。

有些图纸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技术水平有些图纸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技术水平。



高炉装备水平

生产实践

总结、设计

生产实践

总结 设计总结、设计
今后高炉的新建、大修，

积极使用新技术 新工艺生产实践 积极使用新技术、新工艺。



谢谢大家！



林 杨
136 510 88 510136 510 88 510

LINYANG@MCCE.COM.CNLINYANG@MCC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