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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莱钢简介 



一、莱钢简介 

            莱钢始建于1970年1月。2008年3月，山东钢

铁整合重组，莱钢隶属于山东钢铁集团公司。  

      2014年7月，山东钢铁集团公司对钢铁板块

管理关系进行了调整，莱钢区域钢铁业务主要由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管理，莱芜分

公司主要产品有：型钢、板带、优特钢、棒材四

大系列。 

      2016年上半年，铁、钢、材产量分别完成

526、512和49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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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莱钢120t转炉煤气极限经济回收量
的分析与实践 



（一）莱钢转炉基本情况 

         莱钢目前共有10座转炉，其中老区4座

（3*50t、1*60t）、银前区域2座（2*120t）

、型钢区域4座（4*120t），目前转炉钢日产

量约28000t，其中型钢区域4*120t转炉钢产

量约13600t/天，约占转炉钢总产量的一半。 

           莱钢转炉煤气回收总量约13万m3/h。 



（二）转炉煤气极限经济回收量的课题由来 

   1.转炉煤气回收体积量增加 

      为实现负能炼钢和降低生产运行成本，各钢铁
企业都在追求提升转炉煤气回收利用量，但很多钢
铁公司以追求转炉煤气回收体积量为目标，我们也
加入这一怪圈，而且每天要在公司晨会通报。通过
采取一些“措施”，2014年3月份，莱钢120t转炉系
统煤气回收体积量由120增加到130m3/t钢以上。 



      2.转炉煤气回收热值降低 

      120t转炉系统煤气回收体积量的增加，刚开始
感觉还不错，但通过检测发现煤气热值下降明显，
由原来的6100最低降到4200kJ/m3，吨钢回收煤气热
量由0.73GJ/t降到0.63GJ/t，影响吨钢成本升高达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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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炉煤气极限经济回收量的课题由来 



    3. 结论： 

 从转炉煤气回收运行实践得出：盲目追求煤气  

回收体积量的增加是不可取的，回收体积量与总
热量不是正比关系。 

 转炉煤气回收的目标不应单纯是回收体积量的增

加，而应是回收总热量的提升，即回收总热量最
大。 

 为此，我们对转炉煤气回收、利用系统进行了深
入分析、研究，并设立了攻关课题。 

 

（二）转炉煤气极限经济回收量的课题由来 



（三）转炉煤气极限经济回收量的 

研究 

 

        1.转炉煤气极限回收热量与经济回收量测算，

为提升转炉煤气回收确定指标目标。 

 

           按照碳平衡法（正向测算）和烟气成份测算

法（反向验证）两种方法，测算转炉煤气极限回

收量。 



1.转炉煤气极限回收热量与经济回收量测算 

       根据莱钢120t转炉系统的入炉料结构成分以

及煤气成分等参数，分别按照碳平衡和烟气成
份反算法，测算出莱钢120t转炉系统的转炉煤
气极限回收量为0.82GJ/t 经济回收量体积量为
98m3/t钢（折标准热值）。 



2.原理示意分析，改善攻关方向 

          下图例所示：非正常状态（炉口负压，吸入
空气量大）和正常条件下（炉口微正压）的吨钢
煤气回收量，是一个不可比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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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积分原理，将烟气流量曲线对时间积分
（下图a-b-c-d-e-f区域），得到烟气回收量。因

此，提高回收总热量，需要在一定情况下扩大红
线区域的面积。 

—增加的转炉煤气单位体积热值 

转炉煤气回收量提高途径的理论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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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理示意分析，改善攻关方向 



3.控制要点，确定改善措施 

           影响转炉煤气回收提升的因素有很多，除自身入
炉料结构、吹氧控制、钢种等生产状态外，其它方面
控制要点主要有： 

  一是要尽可能减少炉口空气吸入量，即减少CO燃烧
氧化的几率，保证煤气品质不降低；操作关键：微正
压控制、降罩操作、风机运行控制。 

  二是拓宽转炉煤气回收、并网渠道，提高煤气回收

利用率。操作关键：增加煤气回收入柜量、提高回收

并网能力 



（四）主要采取的措施 
 

 围绕转炉煤气回收目标：回收总热量最大 

 分别从炉口差压、烟罩操作、风机运行控制、   

回收入柜、并网方式、热值检测、指标制定等

各环节逐项进行了分析，确定并实施了一系列

技术改造和管控措施。 

 



1.对4#120t转炉活动烟罩进行优化改造 

 改造原因：4#120t转炉余热锅炉系统活动烟罩比转炉

炉口水箱外径大很多（分别为 5800和4730mm），间隙

大，造成煤气回收期间吸入大量空气，产生二次燃烧，

直径导致转炉煤气中CO含量降低。 

实施改造：2015年1月将该活动烟罩进行了更换改造，

直径改为5000mm，烟罩与炉口水箱之间的间隙截面积

缩小至1.07m2，通过改造前后的转炉煤气热值对比分

析看，此次改造较为成功，对煤气回收总热能的有效

提升做出了较大贡献。 



4#120t转炉活动烟罩改造前后CO对比 

1.对4#120t转炉活动烟罩进行优化改造 



2. 对一次除尘风机转速控制优化 

           由于原设计的炉口微差压检测装置数据偏差较

大，没有实现自动调节，在当前状态下， 为保证煤

气热值，风机由原来的全过程高速（转速

2200r/min左右），优化调整为分三个阶段控制转

速的运行方式：吹炼0～4min1700r/min，4～

14min2050r/min，14min以后1900r/min，有效避免

大量空气吸入系统，在保证煤气热值的同时，增加

了回收时间和体积量。 



3. 优化转炉烟罩降罩操作 

           关于转炉活动烟罩的

优化运行，一方面是烟罩

下极限由原来的距离炉口

约350mm，调整为距炉口

50～100mm；另一方面是开

吹前降罩到下极限。有效

减少空气的吸入，提高了

煤气热值。 

 



4. 实现转炉煤气热值在线监测 

           2015年3月份，型钢区域120t转炉煤气由原来
的1次/天人工取样化验热值，改为动态在线监测，

可对转炉煤气回收过程进行有效控制和掌握，提升
了转炉煤气回收质量。 

   人工取样和动态在线监测检测 



5. 将闲置的16.5万m3煤气柜改为转炉煤气柜 

۞莱钢4*120t转炉原配一座8万m3转炉煤气柜，长时间运行

存在很多安全隐患，计划大修需要3个月，为减少转炉煤

气放散损失，2015年3～9月份将附近基本闲置的16.5万

m3焦炉煤气柜改造为转炉煤气柜。 

۞2015年10～12月，8万m3煤气柜检修期间，16.5万m3煤

气柜独立运行回收煤气，对减少转炉煤气放散发挥了重

要作用，共回收转炉煤气6000多万m3，减少煤气放散损

失达1100多万元 。 

۞目前两座煤气柜分别做为主辅柜运行，与之前比，提高

煤气回收量约5m3/t钢。 



6. 转炉煤气并网点改造，拓宽并网利用渠道 
 

 2015年10月份实施了型钢120t转炉煤气并网改造，转

炉煤气由并中宽带、大H型钢的混合煤气支管（2个用

户）改为并混合煤气总管（5个用户）。 

改造后效果：一是转炉煤气混合线分配用户增加，转

炉煤气并入混合线原来约 2.5增加到3.5 万m3/h，为

提升转炉煤气回收拓宽了并网条件。二是型钢区域所

有混合煤气用户实现了煤气热值稳定统一，提高了加

热炉的烧钢效果。 



7.2016年转炉煤气回收计划指标按单位热量制定 

           通过近两年我们对提升转
炉煤气极限回收和经济回收量
的分析研究，以及实践运行来
看，转炉煤气回收的目标是回
收总量最大化。 

           因此在制定年度计划指标
阶段，我们与公司相关部门商
议， 2016年转炉煤气按照回收
热量制定了计划指标。从运行
导向上明确了目标！ 



（五）取得的效果 

           通过实施一系列技术改造措施和技术管理措施
，莱钢120t转炉系统煤气回收取得了较好效果，吨
钢回收热量达到0.81GJ/t钢，基本达到极限回收目
标，为实现负能炼钢和降低钢铁生产运行成本发挥
了重要作用。 

转炉煤气回收热量提升明显（G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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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一步优化改进方向 

          目前莱钢受区域性煤气不平衡和时段性富裕

影响，型钢120t转炉煤气回收不稳定。下一步优

化改进方向： 

实现转炉炉口微差压控制与风机的连锁控制，进

一步降低空气吸入系数，提高煤气回收热量。 

在型钢区域建设高效发电机组，有效解决区域性

不平衡问题和提高自发电效率，转炉煤气将得到

充分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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