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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焦炉荒煤气显热与红

焦显热联合发电系统，采用一套给水装置同时为

干熄焦锅炉和荒煤气余热锅炉供水，一路在荒煤

气余热锅炉内与荒煤气换热后产生饱和蒸汽，另

一路在干熄焦锅炉内与红焦换热后产生饱和蒸

汽，两路饱和蒸汽汇合后进入干熄焦锅炉过热，

过热后进入汽轮机用于发电。本实用新型突破了

目前焦炉荒煤气显热与红焦显热单独回收利用

的技术局限，将荒煤气余热锅炉回收荒煤气显热

产生的高压饱和蒸汽与干熄焦锅炉回收红焦显

热产生的高压饱和蒸汽并为一路进入干熄焦锅

炉过热系统，过热后驱动汽轮机发电；从而达到

提高余热回收效率、节约能源的、不间断供汽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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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焦炉荒煤气显热与红焦显热联合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焦炉、高温除尘

器、荒煤气余热锅炉、干熄炉、干熄焦锅炉、一次除尘器、二次除尘器、径向热管换热器、循环

风机、汽轮机、发电机、冷凝器、凝结水泵、除盐水箱、除氧给水泵；所述焦炉的上升管经集气

管和荒煤气输送管道连接高温除尘器入口，高温除尘器出口连接荒煤气余热锅炉中的蒸汽

换热器A和蒸汽换热器B的高温荒煤气入口，荒煤气余热锅炉由荒煤气余热锅炉汽包、蒸汽

换热器A和蒸汽换热器B组成；荒煤气余热锅炉汽包的高压饱和蒸汽出口通过高压饱和蒸汽

管道连接干熄焦锅炉中的干熄焦锅炉汽包下游的高压饱和蒸汽输出管道；干熄焦锅炉由干

熄焦锅炉汽包、水冷壁、一次过热器、二次过热器、光管蒸发器、翅片管蒸发器、省煤器、减温

器组成；二次过热器的高压过热蒸汽出口连接汽轮机的高压过热蒸汽入口，汽轮机驱动发

电机，汽轮机的凝结水出口通过冷凝器、凝结水泵连接除盐水箱的进水口，除盐水箱设补充

水入口；除盐水箱的出水口通过除氧给水泵连接径向热管换热器的第一换热介质入口，径

向热管换热器的第一换热介质出口连接除盐水箱；省煤器的惰性气体出口通过二次除尘

器、循环风机连接径向热管换热器的第二换热介质入口，径向热管换热器的第二换热介质

出口连接干熄炉的惰性气体入口；干熄炉的高温惰性气体出口通过一次除尘器和惰性气体

输送管道连接干熄焦锅炉中的二次过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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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焦炉荒煤气显热与红焦显热联合发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焦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焦炉荒煤气显热与红焦显热联合发

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焦炭生产过程中的热量支出主要由红焦从焦炉中带出的950～1050℃高温余热、

焦炉荒煤气带出的650～750℃中温余热、焦炉烟道废气带出的180～250℃低温余热以及炉

体表面热损失四部分组成。其中，焦炉荒煤气带走的显热及红焦带走的显热占焦炉热支出

的73％，高效回收这两部分热量对焦化企业能源回收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0003] 目前，回收红焦显热的干熄焦技术已经得到广泛使用，但焦炉荒煤气带出来的显

热仍没有有效的回收手段。而现行的干熄焦技术与荒煤气余热利用技术普遍分为两套系统

独立运行，既不能实现技术互补又造成余热的浪费，而且荒煤气换热后结焦的问题严重影

响企业安全生产。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焦炉荒煤气显热与红焦显热联合发电系统，突破了目前焦

炉荒煤气显热与红焦显热单独回收利用的技术局限，将荒煤气余热锅炉回收荒煤气显热产

生的高压饱和蒸汽与干熄焦锅炉回收红焦显热产生的高压饱和蒸汽并为一路进入干熄焦

锅炉过热系统，过热后驱动汽轮机发电；从而达到提高余热回收效率、节约能源的、不间断

供汽的目的。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焦炉荒煤气显热与红焦显热联合发电系统，包括焦炉、高温除尘器、荒煤气余

热锅炉、干熄炉、干熄焦锅炉、一次除尘器、二次除尘器、径向热管换热器、循环风机、汽轮

机、发电机、冷凝器、凝结水泵、除盐水箱、除氧给水泵；所述焦炉的上升管经集气管和荒煤

气输送管道连接高温除尘器入口，高温除尘器出口连接荒煤气余热锅炉中的蒸汽换热器A

和蒸汽换热器B的高温荒煤气入口，荒煤气余热锅炉由荒煤气余热锅炉汽包、蒸汽换热器A

和蒸汽换热器B组成；荒煤气余热锅炉汽包的高压饱和蒸汽出口通过高压饱和蒸汽管道连

接干熄焦锅炉中的干熄焦锅炉汽包下游的高压饱和蒸汽输出管道；干熄焦锅炉由干熄焦锅

炉汽包、水冷壁、一次过热器、二次过热器、光管蒸发器、翅片管蒸发器、省煤器、减温器组

成；二次过热器的高压过热蒸汽出口连接汽轮机的高压过热蒸汽入口，汽轮机驱动发电机，

汽轮机的凝结水出口通过冷凝器、凝结水泵连接除盐水箱的进水口，除盐水箱设补充水入

口；除盐水箱的出水口通过除氧给水泵连接径向热管换热器的第一换热介质入口，径向热

管换热器的第一换热介质出口连接除盐水箱；省煤器的惰性气体出口通过二次除尘器、循

环风机连接径向热管换热器的第二换热介质入口，径向热管换热器的第二换热介质出口连

接干熄炉的惰性气体入口；干熄炉的高温惰性气体出口通过一次除尘器和惰性气体输送管

道连接干熄焦锅炉中的二次过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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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08] 1)突破了目前焦炉荒煤气显热与红焦显热单独回收利用的技术局限，将荒煤气余

热锅炉回收荒煤气显热产生的高压饱和蒸汽与干熄焦锅炉回收红焦显热产生的高压饱和

蒸汽并为一路进入干熄焦锅炉过热系统，过热后驱动汽轮机发电，与单独的余热回收发电

系统相比，能够提高余热回收效率，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0009] 2)从节省投资角度，本实用新型充分利用了干熄焦给水系统为荒煤气余热回收系

统提供锅炉给水，节省了荒煤气余热回收给水系统的建设投资；

[0010] 3)从节约能源角度，与常规干熄焦系统产汽量比较，本实用新型高压过热蒸汽产

量为常规干熄焦系统产汽量的1.2～1.4倍；系统热效率大幅提升，70％左右的焦炉余热资

源得以高效回收，适用范围广、经济效益好；

[0011] 4)将荒煤气余热回收系统与干熄焦系统有机结合，利用干熄焦系统中的除盐水

箱、锅炉给水泵、除氧给水泵、除氧器及省煤器等为荒煤气余热回收系统供水；与独立干熄

焦系统相比，水循环效率大幅提升且节约了传统余热锅炉回收荒煤气显热所需的除氧给水

泵、锅炉给水泵、除盐水箱等设备的投资；干熄焦锅炉炉体结构改造量小，实施方便。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焦炉荒煤气显热与红焦显热联合发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1.焦炉  2.高温除尘器  3.除盐水箱  4.除氧给水泵  5.除氧器  6.锅炉给水

泵  7 .上升管  8 .集气管  9 .定期排污膨胀器  10 .排污井  11 .灰仓  12 .荒煤气余热锅炉 

121 .荒煤气余热锅炉汽包  122 .蒸汽换热器A  123 .蒸汽换热B  13 .减压装置  14 .干熄炉 

15 .干熄焦锅炉  151 .干熄焦锅炉汽包  152 .水冷壁  153 .二次过热器  154 .一次过热器 

155.光管蒸发器  156.翅片管蒸发器  157.省煤器  158.减温器  16.汽轮机  17.冷凝器  18.

凝结水泵  19.一次除尘器  20.二次除尘器  21.径向热管换热器  22.发电机  23.循环风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15] 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焦炉荒煤气显热与红焦显热联合发电系统，包括焦炉1、高温

除尘器2、荒煤气余热锅炉12、干熄炉14、干熄焦锅炉15、一次除尘器19、二次除尘器20、径向

热管换热器21、循环风机23、汽轮机16、发电机22、冷凝器17、凝结水泵18、除盐水箱3、除氧

给水泵4；所述焦炉1的上升管7经集气管8和荒煤气输送管道连接高温除尘器2入口，高温除

尘器2出口连接荒煤气余热锅炉12中的蒸汽换热器A  122和蒸汽换热器B  123的高温荒煤气

入口，荒煤气余热锅炉12由荒煤气余热锅炉汽包121、蒸汽换热器A  122和蒸汽换热器B  123

组成；荒煤气余热锅炉汽包121的高压饱和蒸汽出口通过高压饱和蒸汽管道连接干熄焦锅

炉15中的干熄焦锅炉汽包151下游的高压饱和蒸汽输出管道；干熄焦锅炉15由干熄焦锅炉

汽包151、水冷壁152、一次过热器153、二次过热器154、光管蒸发器155、翅片管蒸发器156、

省煤器157、减温器158组成；二次过热器154的高压过热蒸汽出口连接汽轮机16的高压过热

蒸汽入口，汽轮机16驱动发电机22，汽轮机16的凝结水出口通过冷凝器17、凝结水泵18连接

除盐水箱3的进水口，除盐水箱3设补充水入口；除盐水箱3的出水口通过除氧给水泵4连接

径向热管换热器21的第一换热介质入口，径向热管换热器21的第一换热介质出口连接除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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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3；省煤器157的惰性气体出口通过二次除尘器20、循环风机23连接径向热管换热器21

的第二换热介质入口，径向热管换热器21的第二换热介质出口连接干熄炉14的惰性气体入

口；干熄炉14的高温惰性气体出口通过一次除尘器19和惰性气体输送管道连接干熄焦锅炉

15中的二次过热器153。

[0016] 本实用新型中，高温除尘器2另外连接灰仓11，高压饱和蒸汽输送管道另外通过蒸

汽输送支线连接厂区蒸汽管网，高压饱和蒸汽输送管道和蒸汽输送支线上分别设减压装置

13；荒煤气余热锅炉12中的蒸汽换热器A  122和蒸汽换热器B  123的排污口连接后通过定期

排污膨胀器9连接排污井10。

[0017] 本实用新型采用一套给水装置同时为干熄焦锅炉15和荒煤气余热锅炉12供水，一

路在荒煤气余热锅炉12内与荒煤气换热后产生饱和蒸汽，另一路在干熄焦锅炉15内与红焦

换热后产生饱和蒸汽，两路饱和蒸汽汇合后进入干熄焦锅炉15过热，过热后进入汽轮机16

用于发电。

[0018] 基于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焦炉荒煤气显热与红焦显热联合发电系统的工艺过程

如下：

[0019] (1)从焦炉1的集气管8导出的荒煤气经高温除尘器2除尘后，温度为650℃以上，进

入荒煤气余热锅炉12中换热，荒煤气余热锅炉12包括荒煤气余热锅炉汽包121、蒸汽换热器

A  122和蒸汽换热器B  123；荒煤气先进入其中的一个蒸汽换热器123/123，换热后进入化产

回收工段；采用在线监测的方式监测蒸汽换热器122/123的荒煤气进出口压差，当进出口压

差达到1.5～2kPa时，将荒煤气自动切换至另一蒸汽换热器123/122，同时切断前一蒸汽换

热器122/123与荒煤气余热锅炉汽包121之间的连接；

[0020] (2)从焦炉导出的红焦在干熄炉14内与惰性气体换热变成冷焦；

[0021] (3)来自汽轮机16的凝结水经凝结水泵18加压输送至除盐水箱3，在除盐水箱3中

与补充水混合；混合后的系统给水加压后经除氧器5除氧，由锅炉给水泵6加压至13～

14MPa，一路进入干熄焦锅炉15的省煤器157换热，另外一路进入荒煤气余热锅炉汽包121

中，随后分别在干熄焦锅炉15及荒煤气余热锅炉12内进行汽水循环；在荒煤气余热锅炉12

中产生的高压饱和蒸汽压力为12～14MPa ,温度为325～337℃，与干熄焦锅炉汽包151产生

的高压饱和蒸汽并为一路，依次进入干熄焦锅炉15中的一次过热器154、减温器158、二次过

热器153进行过热后，产生压力为9.8MPa以上,温度为540℃以上的高压过热蒸汽，驱动汽轮

机16做功由发电机22发电；

[0022] (4)880～960℃的惰性气体与红焦逆流换热后，经一次除尘器19进入干熄焦锅炉

15，依次经过二次过热器153、一次过热器154、光管蒸发器155、翅片管蒸发器156及省煤器

157与锅炉给水、蒸汽换热后进入二次除尘器20进行除尘；除尘后的惰性气体温度为160～

180℃，由循环风机23加压，再经径向热管换热器21冷却后进入干熄炉14循环使用。

[0023]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荒煤气余热锅炉12、干熄焦余热锅炉15均采用常规结构；作为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只需将干熄焦锅炉15的一次过热器154、二次过热器153的受热面

面积提高至现有设备受热面面积的1.2～1.4倍，减温器158调节范围扩大至现有设备的1.2

～1.4倍，就能够实现利用干熄焦锅炉15过热系统为荒煤气余热锅炉12饱和蒸汽及干熄焦

饱和蒸汽同时过热，最小限度的改造了干熄焦锅炉15炉体结构。改造后，荒煤气余热锅炉12

可实现不间断生产，且当干熄焦锅炉15停产检修时，仍可通过荒煤气余热锅炉12产生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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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蒸汽供厂区使用。

[002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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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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