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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炼钢炉废气处理技术领域，具体

的说是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该工艺包括如

下步骤：向环保炼钢炉中的废气处理箱中加入适

量的氢氧化钠处理液，用于处理废气；取过盘管

布置在废气处理箱的液面以下，且盘管的两端均

与导气管连通，用于加热处理液；取过足量外壁

上留有圆孔且内腔中加入一半体积氢氧化钠溶

液的耐碱空心浮球投入废气处理箱的内部，耐碱

空心浮球上圆孔外侧的球面上贴合环形磁铁片，

环形磁铁片用于除去处理液中的铁屑；向废气处

理箱中通入废气，废气通过伸缩排气囊带动摆动

模块对处理液进行搅拌；本发明可将废气中的热

量传递给处理液，提高处理液对废气的处理效

率，同时除去废气中的铁屑进行再利用，从而提

高了废气处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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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向环保炼钢炉中的废气处理箱中加入适量的氢氧化钠处理液，用于处理废气；

S2：取过盘管布置在S1中的废气处理箱的液面以下，且盘管的两端均与导气管连通，用

于加热处理液；

S3：取过足量外壁上留有圆孔且内腔中加入一半体积氢氧化钠溶液的耐碱空心浮球投

入S2中的废气处理箱的内部，耐碱空心浮球上圆孔外侧的球面上贴合环形磁铁片，环形磁

铁片用于除去处理液中的铁屑；

S4：向S3中废气处理箱中通入废气，废气通过伸缩排气囊带动摆动模块对处理液进行

搅拌；

所述S1至S4中的环保炼钢炉包括炉体(1)、底板(2)、废气处理箱(4)、摆动模块(5)、立

柱(7)、除杂模块(9)和伸缩排气囊(8)；所述底板(2)的顶部安装有炉体(1)和废气处理箱

(4)；所述炉体(1)的顶部与废气处理箱(4)的底部之间通过导气管(3)连通；所述废气处理

箱(4)与导气管(3)的连接位置处设有电磁阀(44)，废气处理箱(4)的外壁上安设有控制器

(45)，废气处理箱(4)的内壁上通过导线轮(41)安设有拉绳(42)；所述立柱(7)固连在废气

处理箱(4)底部的中心位置处，立柱(7)的顶部铰接有搅拌杆(71)；所述摆动模块(5)布置在

废气处理箱(4)内部的顶端，摆动模块(5)包括横杆(51)和竖杆(52)；所述横杆(51)的两端

分别与两个竖杆(52)的顶端铰接，横杆(51)的中部与废气处理箱(4)铰接，横杆(51)的一端

与拉绳(42)的一端固连，横杆(51)的另一端与废气处理箱(4)的内壁之间设有拉伸弹簧；所

述竖杆(52)的底端设有除杂模块(9)，且除杂模块(9)与搅拌杆(71)顶部相接触；所述伸缩

排气囊(8)布置在废气处理箱(4)的内部，伸缩排气囊(8)的一端与电磁阀(44)连通，伸缩排

气囊(8)的另一端与连接板(81)固连，且连接板(81)与立柱(7)的外柱面之间固连挤压弹簧

(82)，伸缩排气囊(8)上均布多个排气孔，且多个排气孔上均设有单向排气阀；所述连接板

(81)的顶端与拉绳(42)的另一端固连；所述单向排气阀用于将伸缩排气囊(8)内部的气体

排出；所述控制器(45)用于控制电磁阀(44)打开和关闭；所述搅拌杆(71)用于搅动废气处

理箱(4)内部的处理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气处理箱(4)

内壁的中下部设有两个卡块(43)；所述搅拌杆(71)的两端均固连弧形弹性板(72)；所述弧

形弹性板(72)的位置与卡块(43)的位置相对应，弧形弹性板(72)用于加速废气处理箱(4)

内部处理液流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杂模块(9)包

括内网(91)、外网(92)和滑杆(94)；所述内网(91)内侧的底端与竖杆(52)固连，内网(91)的

内侧设有两个滑杆(94)；所述外网(92)布置在内网(91)的外侧，外网(92)内侧的底端与两

个滑杆(94)的底端固连；所述内网(91)与外网(92)的底板(2)上均设有多个第三过滤孔

(93)，内网(91)与外网(92)均用于除杂；所述滑杆(94)用于将内网(91)与外网(92)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气处理箱(4)

的内部设有收集模块(6)；所述收集模块(6)包括弧形滤网(61)；所述弧形滤网(61)的两端

分别与两个竖杆(52)的中下部弹性连接，弧形滤网(61)上设有多个第一过滤孔(611)，弧形

滤网(61)用于将处理液中的杂质过滤。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弧形滤网(6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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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位置处开设有收集孔(63)；所述收集模块(6)还包括球面滤斗(62)；所述球面滤斗(62)

安装在弧形滤网(61)的底部，球面滤斗(62)顶口的外径大于收集孔(63)的内径，球面滤斗

(62)上均布第二过滤孔(621)，球面滤斗(62)用于收集杂质。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弧形弹性板(72)

的上端面上固连弹性碰撞柱(721)；所述弹性碰撞柱(721)用于碰撞除杂模块(9)进行防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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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炼钢炉废气处理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钢铁工业废气的主要来源于生产工艺过程化学反应等排放的废气，如冶炼、烧焦、

化工产品和钢材酸洗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钢铁企业废气的排放量非常大，污染面广；冶金窑

炉排放的废气温度高，钢铁冶炼过程中排放的多为氧化铁烟尘，其粒度小、吸附力强，加大

了废气的治理难度；在高炉出铁、出渣等以及炼钢过程中的一些工序，其烟气的产生排放具

有阵发性，且又以无组织排放多。钢铁工业生产废气具有回收的价值，如温度高的废气余热

回收，炼焦及炼铁、炼钢过程中产生的煤气的利用，以及含氧化铁粉尘的回收利用。钢铁工

业是大气的污染大户，钢铁工业废气治理必须贯彻综合治理的原则。努力降低能耗和原料

消耗，这是减少废气排放的根本途径之一；改革工艺、采用先进的工艺及设备，以减少生产

工艺废气的排放；积极采用高效节能的治理方法和设备，强化废气的治理、回收；大力开展

综合利用。

[0003] 现有技术中也出现了一些炼钢炉的技术方案，如申请号为2016109559890的一项

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环保炼钢炉，包括炼钢炉，所述炼钢炉的顶部开口处固定连接有废气

处理装置，所述废气处理装置包括进气管，所述进气管的一端与炼钢炉的开口处固定连接，

且进气管的另一端与废气处理箱的进气口固定连接，所述废气处理箱的内腔顶部固定安装

有水管。但是，该炼钢炉在进行废气处理时无法对吸收废气中二氧化硫的物质进行补充，从

而导致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剩余，危害人们身体健康，为此，提供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

能够将废气中的热量传递给处理液，从而提高处理液对废气的处理效率，同时除去废气中

的铁屑进行再利用，从而提高了废气处理的质量，避免二次处理，减少了工作量。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本发明的目

的在于将废气中的热量传递给处理液，从而提高处理液对废气的处理效率，同时除去废气

中的铁屑进行再利用，从而提高了废气处理的质量。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

工艺，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6] S1：向环保炼钢炉中的废气处理箱中加入适量的氢氧化钠处理液，用于处理废气；

通过氢氧化钠处理液与废气中的二氧化硫气体反应生成盐溶液，从而避免二氧化硫直接排

放至空气中，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提高了安全系数；

[0007] S2：取过盘管布置在S1中的废气处理箱的液面以下，且盘管的两端均与导气管连

通，用于加热处理液；通过导气管将废气排至盘管的内部，盘管吸收废气中的热量从而对处

理液进行加热，有利于加快强氧化钠处理液与二氧化硫的反应速率，从而提高废气处理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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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S3：取过足量外壁上留有圆孔且内腔中加入一半体积氢氧化钠溶液的耐碱空心浮

球投入S2中的废气处理箱的内部，耐碱空心浮球上圆孔外侧的球面上贴合环形磁铁片，环

形磁铁片用于除去处理液中的铁屑；通过环形磁铁使得圆孔处于液面以下，利用环形磁铁

将废气中铁屑进行吸附，回收利用，通过盘管对处理液进行加热，从而使得耐碱空心浮球内

腔中的空气受热膨胀，进而将耐碱空心浮球内部的氢氧化钠溶液从圆孔排出，补充处理液

中的碱性物质，从而提高二氧化硫的吸收效率；

[0009] S4：向S3中废气处理箱中通入废气，废气通过伸缩排气囊带动摆动模块对处理液

进行搅拌；通过搅拌加速处理液的流动，从而提高废气处理的速率；

[0010] 所述S1至S4中的环保炼钢炉包括炉体、底板、废气处理箱、摆动模块、立柱、除杂模

块和伸缩排气囊；所述底板的顶部安装有炉体和废气处理箱；所述炉体的顶部与废气处理

箱的底部之间通过导气管连通；所述废气处理箱与导气管的连接位置处设有电磁阀，废气

处理箱的外壁上安设有控制器，废气处理箱的内壁上通过导线轮安设有拉绳；所述立柱固

连在废气处理箱底部的中心位置处，立柱的顶部铰接有搅拌杆；所述摆动模块布置在废气

处理箱内部的顶端，摆动模块包括横杆和竖杆；所述横杆的两端分别与两个竖杆的顶端铰

接，横杆的中部与废气处理箱铰接，横杆的一端与拉绳的一端固连，横杆的另一端与废气处

理箱的内壁之间设有拉伸弹簧；所述竖杆的底端设有除杂模块，且除杂模块与搅拌杆顶部

相接触；所述伸缩排气囊布置在废气处理箱的内部，伸缩排气囊的一端与电磁阀连通，伸缩

排气囊的另一端与连接板固连，且连接板与立柱的外柱面之间固连挤压弹簧，伸缩排气囊

上均布多个排气孔，且多个排气孔上均设有单向排气阀；所述连接板的顶端与拉绳的另一

端固连；所述单向排气阀用于将伸缩排气囊内部的气体排出；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电磁阀

打开和关闭；所述搅拌杆用于搅动废气处理箱内部的处理液。工作时，当炉体内部产生的废

气通过导气管排入伸缩排气囊的内部时，废气使得伸缩排气囊伸长，推动连接板拉动拉绳

的一端向靠近立柱的一侧移动，拉绳的另一端拉动横杆的左端向下转动，从而使横杆左端

的竖杆下移，竖杆底端的除杂模块对废气处理箱内部的处理液进行搅动，除杂模块下移时

推动搅拌杆的左端下移，搅拌杆的右端上移，此时，横杆右端的竖杆带动除杂模块上移，通

过控制器控制电磁阀，使得电磁阀每隔一段时间关闭一次，当电磁阀关闭时，挤压弹簧推动

连接板使得伸缩排气囊内腔中的空气被挤压，伸缩排气囊内腔中压强超过单向排气阀的临

界值时，伸缩排气囊内部的废气排入处理液中进行处理，此时，伸缩排气囊收缩，带动连接

板向远离立柱的一侧移动，横杆的右端在拉伸弹簧的作用下向下转动，使横杆右端的竖杆

下移，带动除杂模块推动搅拌杆的进行搅拌，使摆动模块与搅拌杆均做往复运动，从而加速

了废气处理箱内部处理液的流动，提高废气处理的效率。

[0011] 所述废气处理箱内壁的中下部设有两个卡块；所述搅拌杆的两端均固连弧形弹性

板；所述弧形弹性板的位置与卡块的位置相对应，弧形弹性板用于加速废气处理箱内部处

理液流动。工作时，当横杆左端的竖杆下移时，竖杆底端的除杂模块推动搅拌杆的左端向下

转动，搅拌杆左端固连的外凸形的弧形弹性板随之转动，当弧形弹性板的一端与废气处理

箱内壁上的卡块接触时继续转动，卡块使得弧形弹性板变形成内凹形，当搅拌杆的左端向

下转动时，搅拌杆右端固连的内凹形的弧形弹性板向上转动，与卡块接触后变形成外凸形，

且搅拌杆做往复运动时带动两个弧形弹性板进行周期变形，这样有利于对废气处理箱内部

的处理液进行搅动，从而提高废气与处理液的混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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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除杂模块包括内网、外网和滑杆；所述内网内侧的底端与竖杆固连，内网的内

侧设有两个滑杆；所述外网布置在内网的外侧，外网内侧的底端与两个滑杆的底端固连；所

述内网与外网的底板上均设有多个第三过滤孔，内网与外网均用于除杂；所述滑杆用于将

内网与外网连接。工作时，当除杂模块的底端推动搅拌杆的左端向下转动时，除杂模块内的

外网底端与搅拌杆的左端相接触，外网受到搅拌杆的反作用力向上移动，直至外网与内网

完全重合，此时，横杆右端竖杆底部的除杂模块上移，外网与内网脱离，滑杆将外网与内网

连接，外网与内网之间的空腔体积增大，利用外网与内网配合使用对废气处理箱内部的处

理液进行除杂，增大了有效除杂面积，有利于提高除杂的效率。

[0013] 所述废气处理箱的内部设有收集模块；所述收集模块包括弧形滤网；所述弧形滤

网的两端分别与两个竖杆的中下部弹性连接，弧形滤网上设有多个第一过滤孔，弧形滤网

用于将处理液中的杂质过滤。工作时，当横杆左端的竖杆下移时，横杆右端的竖杆上移，与

两个竖杆底端弹性连接的弧形滤网的左端位于处理液的液面以下，弧形滤网的右端位于处

理液的液面以上，当横杆做往复运动时，弧形滤网随之摆动，此时，弧形滤网的左端上移至

液面以上，弧形滤网的右端下移至液面以下，有利于对处理液液面上的杂质进行过滤收集，

有效降低了处理液内的杂质含量，提高废气的处理效率。

[0014] 所述弧形滤网的中心位置处开设有收集孔；所述收集模块还包括球面滤斗；所述

球面滤斗安装在弧形滤网的底部，球面滤斗顶口的外径大于收集孔的内径，球面滤斗上均

布第二过滤孔，球面滤斗用于收集杂质。工作时，当横杆左端的竖杆下移时，弧形滤网左端

随之下移，弧形滤网的左端位于液面以下，此时，弧形滤网的右端位于液面以上，当横杆左

端的竖杆上移时，弧形滤网的左端随之上移，此时，弧形滤网的右端位于液面以下，当两个

竖杆在横杆的作用下进行往复移动时，弧形滤网随之进行往复运动，弧形滤网顶部的杂质

通过收集孔排至球面滤斗的内部进行收集，有利于对处理液中的杂质进行过滤收集，提高

处理液的洁净程度，提高处理效率。

[0015] 所述弧形弹性板的上端面上固连弹性碰撞柱；所述弹性碰撞柱用于碰撞除杂模块

进行防堵。工作时，当弧形弹性板下移时，弧形弹性板的一端与卡块卡接，当弧形弹性板继

续下移时，外凸形的弧形弹性板变形成内凹形，变形时，弧形弹性板上端面上弹性碰撞柱向

靠近除杂模块的一侧转动，并与外网发生碰撞，从而使得除杂模块与收集模块均发生振动，

有利于对外网和内网上的第三过滤孔、弧形滤网上的第一过滤孔和球面滤斗上的第二过滤

孔进行疏通，避免过滤孔堵塞，从而提高了除杂效率。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7] 1.本发明通过盘管将废气的热量传递给处理液，从而提高处理液与废气中二氧化

硫的反应速率，加快处理速率；通过摆动模块与搅拌杆加速处理液流动，从而使得废气中的

热量均匀的散布在废气处理箱的内部，有效提高处理效率。

[0018] 2.本发明通过耐碱空心浮球受热将内腔中的氢氧化钠溶液喷出对处理液中的碱

性物质进行补充，保证处理液对废气的处理质量；通过耐碱空心浮球在液面上漂浮，使得耐

碱空心浮球内部的氢氧化钠溶液均匀的排入处理液中，提高处理质量。

[0019] 3.本发明通过耐碱空心浮球外侧的环形磁铁片对处理液中的铁屑进行吸附，且摆

动模块与搅拌杆使得废气处理箱内部的处理液加速流动，从而减少了处理液中铁屑的含

量，有效提高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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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的环保炼钢炉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图2中A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的收集模块的横截面示意图；

[0024] 图中：炉体1、底板2、导气管3、废气处理箱4、导线轮41、拉绳42、卡块43、电磁阀44、

控制器45、摆动模块5、横杆51、竖杆52、收集模块6、弧形滤网61、第一过滤孔611、球面滤斗

62、第二过滤孔621、收集孔63、立柱7、搅拌杆71、弧形弹性板72、弹性碰撞柱721、伸缩排气

囊8、连接板81、挤压弹簧82、除杂模块9、内网91、外网92、第三过滤孔93、滑杆94。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使用图1至图4对本发明的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进行如下说明。

[0026]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27] S1：向环保炼钢炉中的废气处理箱中加入适量的氢氧化钠处理液，用于处理废气；

通过氢氧化钠处理液与废气中的二氧化硫气体反应生成盐溶液，从而避免二氧化硫直接排

放至空气中，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提高了安全系数；

[0028] S2：取过盘管布置在S1中的废气处理箱的液面以下，且盘管的两端均与导气管连

通，用于加热处理液；通过导气管将废气排至盘管的内部，盘管吸收废气中的热量从而对处

理液进行加热，有利于加快强氧化钠处理液与二氧化硫的反应速率，从而提高废气处理效

率；

[0029] S3：取过足量外壁上留有圆孔且内腔中加入一半体积氢氧化钠溶液的耐碱空心浮

球投入S2中的废气处理箱的内部，耐碱空心浮球上圆孔外侧的球面上贴合环形磁铁片，环

形磁铁片用于除去处理液中的铁屑；通过环形磁铁使得圆孔处于液面以下，利用环形磁铁

将废气中铁屑进行吸附，回收利用，通过盘管对处理液进行加热，从而使得耐碱空心浮球内

腔中的空气受热膨胀，进而将耐碱空心浮球内部的氢氧化钠溶液从圆孔排出，补充处理液

中的碱性物质，从而提高二氧化硫的吸收效率；

[0030] S4：向S3中废气处理箱中通入废气，废气通过伸缩排气囊带动摆动模块对处理液

进行搅拌；通过搅拌加速处理液的流动，从而提高废气处理的速率；

[0031] 如图2至图4所示，所述S1至S4中的环保炼钢炉包括炉体1、底板2、废气处理箱4、摆

动模块5、立柱7、除杂模块9和伸缩排气囊8；所述底板2的顶部安装有炉体1和废气处理箱4；

所述炉体1的顶部与废气处理箱4的底部之间通过导气管3连通；所述废气处理箱4与导气管

3的连接位置处设有电磁阀44，废气处理箱4的外壁上安设有控制器45，废气处理箱4的内壁

上通过导线轮41安设有拉绳42；所述立柱7固连在废气处理箱4底部的中心位置处，立柱7的

顶部铰接有搅拌杆71；所述摆动模块5布置在废气处理箱4内部的顶端，摆动模块5包括横杆

51和竖杆52；所述横杆51的两端分别与两个竖杆52的顶端铰接，横杆51的中部与废气处理

箱4铰接，横杆51的一端与拉绳42的一端固连，横杆51的另一端与废气处理箱4的内壁之间

设有拉伸弹簧；所述竖杆52的底端设有除杂模块9，且除杂模块9与搅拌杆71顶部相接触；所

述伸缩排气囊8布置在废气处理箱4的内部，伸缩排气囊8的一端与电磁阀44连通，伸缩排气

囊8的另一端与连接板81固连，且连接板81与立柱7的外柱面之间固连挤压弹簧82，伸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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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囊8上均布多个排气孔，且多个排气孔上均设有单向排气阀；所述连接板81的顶端与拉绳

42的另一端固连；所述单向排气阀用于将伸缩排气囊8内部的气体排出；所述控制器45用于

控制电磁阀44打开和关闭；所述搅拌杆71用于搅动废气处理箱4内部的处理液。工作时，当

炉体1内部产生的废气通过导气管3排入伸缩排气囊8的内部时，废气使得伸缩排气囊8伸

长，推动连接板81拉动拉绳42的一端向靠近立柱7的一侧移动，拉绳42的另一端拉动横杆51

的左端向下转动，从而使横杆51左端的竖杆52下移，竖杆52底端的除杂模块9对废气处理箱

4内部的处理液进行搅动，除杂模块9下移时推动搅拌杆71的左端下移，搅拌杆71的右端上

移，此时，横杆51右端的竖杆52带动除杂模块9上移，通过控制器45控制电磁阀44，使得电磁

阀44每隔一段时间关闭一次，当电磁阀44关闭时，挤压弹簧82推动连接板81使得伸缩排气

囊8内腔中的空气被挤压，伸缩排气囊8内腔中压强超过单向排气阀的临界值时，伸缩排气

囊8内部的废气排入处理液中进行处理，此时，伸缩排气囊8收缩，带动连接板81向远离立柱

7的一侧移动，横杆51的右端在拉伸弹簧的作用下向下转动，使横杆51右端的竖杆52下移，

带动除杂模块9推动搅拌杆71的进行搅拌，使摆动模块5与搅拌杆71均做往复运动，从而加

速了废气处理箱4内部处理液的流动，提高废气处理的效率。

[0032] 所述废气处理箱4内壁的中下部设有两个卡块43；所述搅拌杆71的两端均固连弧

形弹性板72；所述弧形弹性板72的位置与卡块43的位置相对应，弧形弹性板72用于加速废

气处理箱4内部处理液流动。工作时，当横杆51左端的竖杆52下移时，竖杆52底端的除杂模

块9推动搅拌杆71的左端向下转动，搅拌杆71左端固连的外凸形的弧形弹性板72随之转动，

当弧形弹性板72的一端与废气处理箱4内壁上的卡块43接触时继续转动，卡块43使得弧形

弹性板72变形成内凹形，当搅拌杆71的左端向下转动时，搅拌杆71右端固连的内凹形的弧

形弹性板72向上转动，与卡块43接触后变形成外凸形，且搅拌杆71做往复运动时带动两个

弧形弹性板72进行周期变形，这样有利于对废气处理箱4内部的处理液进行搅动，从而提高

废气与处理液的混合效率。

[0033] 所述除杂模块9包括内网91、外网92和滑杆94；所述内网91内侧的底端与竖杆52固

连，内网91的内侧设有两个滑杆94；所述外网92布置在内网91的外侧，外网92内侧的底端与

两个滑杆94的底端固连；所述内网91与外网92的底板2上均设有多个第三过滤孔93，内网91

与外网92均用于除杂；所述滑杆94用于将内网91与外网92连接。工作时，当除杂模块9的底

端推动搅拌杆71的左端向下转动时，除杂模块9内的外网92底端与搅拌杆71的左端相接触，

外网92受到搅拌杆71的反作用力向上移动，直至外网92与内网91完全重合，此时，横杆51右

端竖杆52底部的除杂模块9上移，外网92与内网91脱离，滑杆94将外网92与内网91连接，外

网92与内网91之间的空腔体积增大，利用外网92与内网91配合使用对废气处理箱4内部的

处理液进行除杂，增大了有效除杂面积，有利于提高除杂的效率。

[0034] 所述废气处理箱4的内部设有收集模块6；所述收集模块6包括弧形滤网61；所述弧

形滤网61的两端分别与两个竖杆52的中下部弹性连接，弧形滤网61上设有多个第一过滤孔

611，弧形滤网61用于将处理液中的杂质过滤。工作时，当横杆51左端的竖杆52下移时，横杆

51右端的竖杆52上移，与两个竖杆52底端弹性连接的弧形滤网61的左端位于处理液的液面

以下，弧形滤网61的右端位于处理液的液面以上，当横杆51做往复运动时，弧形滤网61随之

摆动，此时，弧形滤网61的左端上移至液面以上，弧形滤网61的右端下移至液面以下，有利

于对处理液液面上的杂质进行过滤收集，有效降低了处理液内的杂质含量，提高废气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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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率。

[0035] 所述弧形滤网61的中心位置处开设有收集孔63；所述收集模块6还包括球面滤斗

62；所述球面滤斗62安装在弧形滤网61的底部，球面滤斗62顶口的外径大于收集孔63的内

径，球面滤斗62上均布第二过滤孔621，球面滤斗62用于收集杂质。工作时，当横杆51左端的

竖杆52下移时，弧形滤网61左端随之下移，弧形滤网61的左端位于液面以下，此时，弧形滤

网61的右端位于液面以上，当横杆51左端的竖杆52上移时，弧形滤网61的左端随之上移，此

时，弧形滤网61的右端位于液面以下，当两个竖杆52在横杆51的作用下进行往复移动时，弧

形滤网61随之进行往复运动，弧形滤网61顶部的杂质通过收集孔63排至球面滤斗62的内部

进行收集，有利于对处理液中的杂质进行过滤收集，提高处理液的洁净程度，提高处理效

率。

[0036] 所述弧形弹性板72的上端面上固连弹性碰撞柱721；所述弹性碰撞柱721用于碰撞

除杂模块9进行防堵。工作时，当弧形弹性板72下移时，弧形弹性板72的一端与卡块43卡接，

当弧形弹性板72继续下移时，外凸形的弧形弹性板72变形成内凹形，变形时，弧形弹性板72

上端面上弹性碰撞柱721向靠近除杂模块9的一侧转动，并与外网92发生碰撞，从而使得除

杂模块9与收集模块6均发生振动，有利于对外网92和内网91上的第三过滤孔93、弧形滤网

61上的第一过滤孔611和球面滤斗62上的第二过滤孔621进行疏通，避免过滤孔堵塞，从而

提高了除杂效率。

[0037] 具体使用流程如下：

[0038] 使用时，当炉体1内部产生的废气通过导气管3排入伸缩排气囊8的内部时，废气使

得伸缩排气囊8伸长，推动连接板81拉动拉绳42的一端向靠近立柱7的一侧移动，拉绳42的

另一端拉动横杆51的左端向下转动，从而使横杆51左端的竖杆52下移，竖杆52底端的除杂

模块9对废气处理箱4内部的处理液进行搅动，除杂模块9下移时推动搅拌杆71的左端下移，

搅拌杆71的右端上移，此时，横杆51右端的竖杆52带动除杂模块9上移，通过控制器45控制

电磁阀44，使得电磁阀44每隔一段时间关闭一次，当电磁阀44关闭时，挤压弹簧82推动连接

板81使得伸缩排气囊8内腔中的空气被挤压，伸缩排气囊8内腔中压强超过单向排气阀的临

界值时，伸缩排气囊8内部的废气排入处理液中进行处理，此时，伸缩排气囊8收缩，带动连

接板81向远离立柱7的一侧移动，横杆51的右端在拉伸弹簧的作用下向下转动，使横杆51右

端的竖杆52下移，带动除杂模块9推动搅拌杆71的进行搅拌，使摆动模块5与搅拌杆71均做

往复运动，当横杆51左端的竖杆52下移时，竖杆52底端的除杂模块9推动搅拌杆71的左端向

下转动，搅拌杆71左端固连的外凸形的弧形弹性板72随之转动，当弧形弹性板72的一端与

废气处理箱4内壁上的卡块43接触时继续转动，卡块43使得弧形弹性板72变形成内凹形，当

搅拌杆71的左端向下转动时，搅拌杆71右端固连的内凹形的弧形弹性板72向上转动，与卡

块43接触后变形成外凸形，且搅拌杆71做往复运动时带动两个弧形弹性板72进行周期变

形，当除杂模块9的底端推动搅拌杆71的左端向下转动时，除杂模块9内的外网92底端与搅

拌杆71的左端相接触，外网92受到搅拌杆71的反作用力向上移动，直至外网92与内网91完

全重合，此时，横杆51右端竖杆52底部的除杂模块9上移，外网92与内网91脱离，滑杆94将外

网92与内网91连接，外网92与内网91之间的空腔体积增大，利用外网92与内网91配合使用

对废气处理箱4内部的处理液进行除杂，当横杆51左端的竖杆52下移时，横杆51右端的竖杆

52上移，与两个竖杆52底端弹性连接的弧形滤网61的左端位于处理液的液面以下，弧形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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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61的右端位于处理液的液面以上，当横杆51做往复运动时，弧形滤网61随之摆动，此时，

弧形滤网61的左端上移至液面以上，弧形滤网61的右端下移至液面以下，有利于对处理液

液面上的杂质进行过滤收集，当横杆51左端的竖杆52下移时，弧形滤网61左端随之下移，弧

形滤网61的左端位于液面以下，此时，弧形滤网61的右端位于液面以上，当横杆51左端的竖

杆52上移时，弧形滤网61的左端随之上移，此时，弧形滤网61的右端位于液面以下，当两个

竖杆52在横杆51的作用下进行往复移动时，弧形滤网61随之进行往复运动，当弧形弹性板

72下移时，弧形弹性板72的一端与卡块43卡接，弧形滤网61顶部的杂质通过收集孔63排至

球面滤斗62的内部进行收集，当弧形弹性板72继续下移时，外凸形的弧形弹性板72变形成

内凹形，变形时，弧形弹性板72上端面上弹性碰撞柱721向靠近除杂模块9的一侧转动，并与

外网92发生碰撞，从而使得除杂模块9与收集模块6均发生振动，有利于对外网92和内网91

上的第三过滤孔93、弧形滤网61上的第一过滤孔611和球面滤斗62上的第二过滤孔621进行

疏通。

[0039] 以上，关于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不

脱离本发明主旨的范围内能够进行各种变更。

[0040] 工业实用性

[0041] 根据本发明，通过通过耐碱空心浮球受热将内腔中的氢氧化钠溶液喷出对处理液

中的碱性物质进行补充，保证处理液对废气的处理质量；通过耐碱空心浮球外侧的环形磁

铁片对处理液中的铁屑进行吸附，且摆动模块与搅拌杆使得废气处理箱内部的处理液加速

流动，从而减少了处理液中铁屑的含量，有效提高处理效率；因此该炼钢炉废气处理工艺在

炼钢炉废气处理技术领域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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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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