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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平连续加料竖式废钢

预热装置及其应用，所述装置包括电炉(1)、水平

连续加料装置(2)和废钢预热竖井(3)；所述水平

连续加料装置(2)将电炉(1)的废钢入口和废钢

预热竖井(3)的废钢出口连接起来；水平连续加

料装置(2)的顶罩和水平运行的废钢上方具有足

够的空间形成电炉烟气通行的腔道，以满足高温

烟气不受阻力地通行至废钢预热竖井(3)；所述

废钢预热竖井(3)在底部侧壁设置用于将废钢预

热竖井(3)内预热后的废钢推到水平连续加料装

置(2)上的液压推钢机(32)。本发明既满足了电

炉平熔池冶炼的要求，也达到了竖式预热废钢的

效果，废钢入炉平均温度600～700℃，可以有效

降低电炉冶炼的消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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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平连续加料竖式废钢预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电炉(1)、水平连

续加料装置(2)和废钢预热竖井(3)(优选所述的废钢预热竖井(3)的框架(31)与废钢接触

的内壁挂有耐高温的铸铁板，铸铁板与外层钢板间的夹层浇注耐火材料进行隔热保温)；所

述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将电炉(1)的废钢入口和废钢预热竖井(3)的废钢出口连接起来；

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的顶罩和水平运行的废钢上方具有足够的空间形成电炉烟气通行的

腔道，以满足高温烟气不受阻力地通行至废钢预热竖井(3)；所述废钢预热竖井(3)在底部

侧壁设置用于将废钢预热竖井(3)内预热后的废钢推到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上的液压推

钢机(32)；(优选所述废钢预热竖井(3)上部侧壁设置烟气排放烟道(4)，烟气排放烟道(4)

包括作为主体的耐材烟道(41)，耐材烟道(41)上安装有废钢预热竖井后测温探头(4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平连续加料竖式废钢预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连续

加料装置(2)的废钢输送部分包括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和水平给料装置(22)，所述

水平给料装置(22)与废钢预热竖井(3)的废钢出口相连接，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设

置在水平给料装置(22)与电炉(1)的废钢入口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平连续加料竖式废钢预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连续

加料装置(2)的顶罩主要由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水冷顶罩(24)和耐材顶罩(25)组成，水

冷顶罩(24)和耐材顶罩(25)从电炉(1)方向起始顺序设置，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设置在

水冷顶罩(24)靠近电炉一端的端部；且所述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与电炉(1)的外壁形成

环缝间隙，所述环缝间隙的宽度可通过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来调整。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平连续加料竖式废钢预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给料

装置(22)底板采用耐热钢板，结构采用水冷槽体形式；水平给料装置(22)的水冷系统进、回

水管路上均设置水温监测仪表，进水管路上设置水量调节阀。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水平连续加料竖式废钢预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废钢预热

竖井(3)下方的耐材顶罩(25)上设置有高温摄像头(26)、烟气分析仪取样探头(27)、废钢预

热竖井前测温探头(2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平连续加料竖式废钢预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废钢预热

竖井(3)顶部由上到下设置上层闸门(34)和下层闸门(33)，上层闸门(34)和下层闸门(33)

分别由电机驱动，上层闸门(34)为钢板焊接非水冷结构，下层闸门(33)为钢板焊接水冷结

构，下层闸门(33)底部浇注耐火材料进行隔热防护。

7.利用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装置进行废钢预热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

法包括：所述电炉(1)采用大留钢量、平熔池冶炼模式，废钢由电炉(1)侧部经水平连续加料

装置(2)平稳加入电炉(1)平熔池内，电炉高温烟气不受阻力地通行至废钢预热竖井(3)，并

在废钢预热竖井(3)内自下而上流经废钢与废钢发生换热，从而预热废钢预热竖井(3)内的

废钢，然后利用液压推钢机(32)将预热后的废钢推入下方的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液压推

钢机(32)为2套独立的液压缸和推头，正常推钢动作时，2套液压缸和推头同时同步工作；若

发生局部废钢卡料，2套液压缸和推头可根据实际情况单独动作；且所述液压推钢机(32)的

运行速度需与下方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的运行速度相匹配，以实现废钢在水平连续加料

装置(2)上布料均匀、连续)(优选所述废钢预热竖井(3)上部侧壁设置烟气排放烟道(4)，耐

材烟道(41)上安装有废钢预热竖井后测温探头(42)，用于实现对废钢预热后烟气温度的连

续监测，并控制大角度废钢输送机(5)的上料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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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的废钢输送部

分包括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和水平给料装置(22)，所述水平给料装置(22)与废钢预

热竖井(3)的废钢出口相连接，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设置在水平给料装置(22)与电

炉(1)的废钢入口之间；电炉冶炼过程中，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进入电炉(1)内振动

给料；电炉(1)断电出钢出渣前，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退出电炉(1)，以避免发生干

涉。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的顶罩主要由

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水冷顶罩(24)和耐材顶罩(25)组成，水冷顶罩(24)和耐材顶罩

(25)从电炉(1)方向起始顺序设置，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设置在水冷顶罩(24)靠近电炉

一端的端部；且所述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与电炉(1)的外壁形成环缝间隙，所述环缝间隙

的宽度可通过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来调整；电炉冶炼产生的烟气中的CO在水冷顶罩(42)

的区域内与环缝间隙进入的外界空气混合并二次燃烧，将烟气的化学能转换成物理能。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废钢预热竖井(3)下方的耐材顶罩

(25)上设置有高温摄像头(26)、烟气分析仪取样探头(27)、废钢预热竖井前测温探头(28)；

烟气分析仪取样探头(27)实时采集分析进入废钢预热竖井(3)前烟气中O2、CO、CO2含量，竖

井前测温探头(28)实时采集分析进入废钢预热竖井(3)前的烟气温度；根据烟气成分和温

度的实时分析结果，调整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以控制外界空气的进入量，最终使进入废

钢预热竖井(3)前的烟气成分和温度在目标范围内；同时利用高温摄像头(26)观察液压推

钢机(32)工作时废钢由废钢预热竖井(3)落入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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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平连续加料竖式废钢预热装置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冶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水平连续加料竖式废钢预热装置及其应

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钢铁企业的电炉普遍配置有废钢预热系统，电炉冶炼生产中产生的

高温烟气流经废钢，对废钢起到预热效果，从而回收高温烟气的能量，提高废钢入炉温度，

降低电炉冶炼电耗。

[0003] 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废钢预热技术为废钢水平预热的CONSTEEL技术和配备水

冷手指阀的废钢竖式预热技术。CONSTEEL技术通过水平振动机构连续输送废钢，电炉高温

烟气水平流经废钢对废钢实现预热，但高温烟气仅与上层废钢接触，与下层废钢间的换热

面积十分有限，从而限制了高温烟气对废钢的预热效果，实际生产中经CONSTEEL预热的废

钢入炉平均温度仅200～300℃。配备水冷手指阀的废钢竖式预热技术在电炉炉盖上方设置

废钢预热竖炉，竖炉底部配备水冷手指阀托住废钢，电炉高温烟气自下而上流经竖炉对废

钢进行预热，但由于水冷手指阀工作环境温度很高，且受大批量废钢加入竖炉时的冲击荷

载，实际生产中水冷手指阀容易损坏漏水和粘钢，增加设备维护量，且给电炉冶炼带来安全

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水平连续加料竖式废钢预热装置，可以实现电炉

高温烟气在竖井内对废钢进行预热以达到较高的废钢预热温度，同时水平连续向电炉内加

入高温预热废钢，实现电炉的平稳冶炼和降低冶炼消耗指标。

[0005] 本发明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使用所述的装置进行废钢预热的方法。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水平连续加料竖式废钢预热装置，所述装置包括电炉1、

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和废钢预热竖井3；所述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将电炉1的废钢入口和废钢

预热竖井3的废钢出口连接起来，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的顶罩和水平运行的废钢上方具有足

够的空间形成电炉烟气通行的腔道，以满足高温烟气不受阻力地通行至废钢预热竖井3；所

述废钢预热竖井3在底部侧壁设置用于将废钢预热竖井3内预热后的废钢推到水平连续加

料装置2上的液压推钢机32。

[0008] 根据本发明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所述的废钢预热竖井3的框架31与废钢接触

的内壁挂有耐高温的铸铁板，铸铁板与外层钢板间的夹层浇注耐火材料进行隔热保温。

[0009] 根据本发明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所述废钢预热竖井3上部侧壁设置烟气排放

烟道4，烟气排放烟道4包括作为主体的耐材烟道41，耐材烟道41上安装有废钢预热竖井后

测温探头42。

[0010] 所述废钢预热竖井后测温探头42设置在耐材烟道41靠近废钢预热竖井3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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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根据本发明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所述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的废钢输送部分包

括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和水平给料装置22，所述水平给料装置22与废钢预热竖井3的

废钢出口相连接，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设置在水平给料装置22与电炉1的废钢入口之

间。

[0012] 根据本发明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所述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的顶罩主要由可移

动式水冷活套23、水冷顶罩24和耐材顶罩25组成，水冷顶罩24和耐材顶罩25从电炉1方向起

始顺序设置，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设置在水冷顶罩24靠近电炉一端的端部；且所述可移动

式水冷活套23与电炉1的外壁形成环缝间隙，所述环缝间隙的宽度可通过可移动式水冷活

套23来调整。

[0013] 根据本发明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所述水平给料装置22底板采用耐热钢板，结

构采用水冷槽体形式；水平给料装置22的水冷系统进、回水管路上均设置水温监测仪表，进

水管路上设置水量调节阀。

[0014] 根据本发明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所述废钢预热竖井3下方的耐材顶罩25上设

置有高温摄像头26、烟气分析仪取样探头27、废钢预热竖井前测温探头28。

[0015] 根据本发明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所述废钢预热竖井3顶部由上到下设置上层

闸门34和下层闸门33，上层闸门34和下层闸门33分别由电机驱动，上层闸门34为钢板焊接

非水冷结构，下层闸门33为钢板焊接水冷结构，下层闸门33底部浇注耐火材料进行隔热防

护。

[0016] 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所述的装置进行废钢预热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所述电炉

1采用大留钢量、平熔池冶炼模式，废钢由电炉1侧部经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平稳加入电炉1

平熔池内，电炉高温烟气不受阻力地通行至废钢预热竖井3，并在废钢预热竖井3内自下而

上流经废钢与废钢发生换热，从而预热废钢预热竖井3内的废钢，然后利用液压推钢机32将

预热后的废钢推入下方的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

[0017] 根据本发明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本发明液压推钢机32为2套独立的液压缸和

推头，正常推钢动作时，2套液压缸和推头同时同步工作；若发生局部废钢卡料，2套液压缸

和推头可根据实际情况单独动作；且所述液压推钢机32的运行速度需与下方水平连续加料

装置2的运行速度相匹配，以实现废钢在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上布料均匀、连续。

[0018] 根据本发明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所述废钢预热竖井3上部侧壁设置烟气排放

烟道4，耐材烟道41上安装有废钢预热竖井后测温探头42，用于实现对废钢预热后烟气温度

的连续监测，并控制大角度废钢输送机5的上料速度。

[0019] 根据本发明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所述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的废钢输送部分包

括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和水平给料装置22，所述水平给料装置22与废钢预热竖井3的

废钢出口相连接，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设置在水平给料装置22与电炉1的废钢入口之

间；电炉冶炼过程中，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进入电炉1内振动给料；电炉1断电出钢出渣

前，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退出电炉1，以避免发生干涉。

[0020] 根据本发明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所述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的顶罩主要由可移

动式水冷活套23、水冷顶罩24和耐材顶罩25组成，水冷顶罩24和耐材顶罩25从电炉1方向起

始顺序设置，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设置在水冷顶罩24靠近电炉一端的端部；且所述可移动

式水冷活套23与电炉1的外壁形成环缝间隙，所述环缝间隙的宽度可通过可移动式水冷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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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23来调整；电炉冶炼产生的烟气中的CO在水冷顶罩42的区域内与环缝间隙进入的外界空

气混合并二次燃烧，将烟气的化学能转换成物理能。

[0021] 根据本发明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其中，废钢预热竖井3下方的耐材顶罩25上设置有

高温摄像头26、烟气分析仪取样探头27、废钢预热竖井前测温探头28；烟气分析仪取样探头

27实时采集分析进入废钢预热竖井3前烟气中O2、CO、CO2含量，竖井前测温探头28实时采集

分析进入废钢预热竖井3前的烟气温度；根据烟气成分和温度的实时分析结果，调整可移动

式水冷活套23以控制外界空气的进入量，最终使进入废钢预热竖井3前的烟气成分和温度

在目标范围内；同时利用高温摄像头26观察液压推钢机32工作时废钢由废钢预热竖井3落

入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的情况。

[0022] 本发明通过如下具体方案实现：

[0023] 电炉本体仍采用偏心炉底、EBT出钢形式，但相较于常规顶装料电炉，其高径比相

对较大，以保证电炉具有较深的熔池。电炉冶炼采取大留钢量的方式，留钢量50％左右，实

现废钢水平连续加入熔池后被钢水浸没并快速熔化。电炉冶炼采用平熔池操作，全程平稳

喷氧喷碳粉造泡沫渣冶炼，烟气中CO含量较高，具有较高的化学能，为废钢预热创造了良好

条件。

[0024] 废钢预热装置分为废钢水平连续加料装置和废钢预热竖井两部分。

[0025] 废钢水平连续加料装置水平布置在电炉本体侧部，通过电炉上炉壳侧部开孔将废

钢加入电炉熔池。废钢水平连续加料装置主要发挥水平连续输送废钢的作用，水平运行的

废钢上方具有足够的空间以满足高温烟气不受阻力地通行至废钢预热竖井。电炉冶炼产生

的烟气进入废钢水平连续加料装置，同时通过电炉本体与废钢水平连续加料段之间的环缝

引入外界空气，促使电炉烟气中的CO二次燃烧，将烟气的化学能转换成物理能。由于CO二次

燃烧区域温度较高，废钢水平连续加料装置顶罩靠近电炉本体部分为水冷结构，后部顶罩

为浇注耐材防护的形式。

[0026] 废钢预热竖井内存有一定量的废钢，高温烟气流经水平连续加料装置后进入废钢

预热竖井，并在废钢预热竖井内自下而上通过废钢与废钢发生换热，从而预热废钢预热竖

井内的废钢。废钢预热竖井底部侧壁安装有液压推钢机，平均每隔1分钟推钢机运行一次，

单次推钢机推钢时间约20秒，将废钢预热竖井底部的一部分经过烟气预热的高温废钢推入

下方的废钢水平连续加料装置。废钢水平连续加料装置的运行速度需与液压推钢机的运行

速度和推钢间隔时间相匹配，以实现废钢水平连续加料装置上的废钢分布连续、均匀。废钢

预热竖井上部侧壁开孔连接内壁浇注耐火材料的烟气排放管道，后续与除尘系统连接。

[0027] 废钢预热竖井由大角度废钢输送机上料，废钢预热竖井顶部设置双层闸门。废钢

输送机上料时上层闸门打开，下层闸门关闭以接收废钢。每隔3分钟，废钢输送机暂停上料，

上层闸门关闭，下层闸门打开，下层闸门上的废钢落入废钢预热竖井。每次通过下层闸门落

入废钢预热竖井的废钢量需与同时间段内底部推钢机推下的废钢量基本一致，以保证废钢

预热竖井内的废钢总量基本稳定，从而最终实现废钢预热温度稳定。

[0028] 本发明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的结构和连接关系应理解为现有技术已知的结构和

连接关系。

[0029] 本发明的废钢预热区域为位于废钢水平连续加料装置后面的废钢预热竖井，经过

预热的高温废钢经液压推钢机推入水平连续加料装置，之后废钢由水平连续加料装置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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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地加入电炉熔池，既满足了电炉平熔池冶炼的要求，也达到了竖式预热废钢的效果。同

时大部分设备也远离电炉本体高温区，降低了设备损坏的可能性。本发明的废钢入炉平均

温度600～700℃，可以有效降低电炉冶炼的消耗指标。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水平连续加料竖式废钢预热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是图1的A-A剖视图；

[0032] 图3是图1的B-B剖视图；

[0033] 图4是图1的C放大图；

[0034] 在上述图中，件1是电炉；件2是水平连续加料装置，件21是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

车，件22是水平给料装置，件23是可移动式水冷活套，件24是水冷顶罩，件25是耐材顶罩，件

26是高温摄像头，件27是烟气分析仪取样探头，件28是废钢预热竖井前测温探头；件3是废

钢预热竖井，件31是废钢预热竖井框架，件32是液压推钢机，件33是下层闸门，件34是上层

闸门；件4是烟气排放管道，件41是耐材烟道，件42是废钢预热竖井后测温探头；件5是大角

度废钢输送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6] 如图中所示，电炉1采用大留钢量、平熔池冶炼模式，电极产生的电弧直接加热钢

液熔池，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连续稳定地向电炉熔池内加入经高温烟气预热后的废

钢，升温后的钢液熔池对废钢进行熔化。电炉1配备炉体称重系统，对进入电炉熔池的原料

重量和熔池重量进行监测和控制。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配有移动液压缸和废钢给料振

动电机，电炉冶炼时移动液压缸驱动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进入电炉1，之后开始振动给

料；电炉1断电出钢出渣前，移动液压缸驱动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退出电炉1，以避免电

炉1出钢倾动或出渣倾动与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发生干涉。

[0037] 电炉冶炼产生的烟气进入废钢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后，烟气中的CO与电炉本体与

废钢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之间的环缝引入的外界空气混合二次燃烧。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

车21上方的水冷顶罩24采用水冷盘管结构，以满足CO二次燃烧的高温环境。水冷顶罩24前

部设置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如图4所示)，通过控制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可以调节电炉本

体与废钢水平连续加料段之间的环缝尺寸，从而控制进入废钢水平连续加料段的外界空气

量，在实现电炉烟气中CO完全燃烧的情况下，保证二次燃烧后电炉烟气温度在1300～1500

℃范围内。

[0038] 水平给料装置22位于可移动式废钢给料小车21后面，其尾部配备2套变频电机驱

动废钢给料台架，可以实现废钢以0～7m/min的速度前进。水平给料装置22的底板采用耐热

钢板，结构采用水冷槽体形式。水平给料装置22的水冷系统进、回水管路上均设置水温监测

仪表，进水管路上设置水量调节阀。实际生产中，通过调节水冷系统进水管路上的水量调节

阀，保证进回水温升始终保持～15℃，避免水平给料装置22的冷却水量过大而降低废钢入

炉温度。在电炉采用全废钢冶炼的情况下，废钢预热温度～600℃，低于耐热钢板的承受温

度，水平给料装置22可以不通水冷却，从而减少了冷却水带走的热量；但若电炉冶炼采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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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铁水，原料中废钢比例降低时，废钢预热温度升高，超出耐热钢板的承受温度，则水平

给料装置22需通水冷却，冷却水量根据进回水温差进行实时控制。

[0039] 如图3所示，水平给料装置22上方设置耐材顶罩25，其内壁附有耐火材料，耐材顶

罩25和水平给料装置22上废钢之间的空间(腔道)能够满足1300～1500℃的高温烟气不受

阻力地通行至废钢预热竖井。根据电炉厂房布置，水平给料装置22和耐材顶罩25的长度可

以根据实际场地要求进行调整。

[0040] 废钢预热竖井3位于水平连续加料装置2后部的侧上方，其内部存有一定量的废

钢。电炉高温烟气自下而上通过废钢过程中与废钢发生换热，从而预热废钢。废钢预热竖井

框架31与废钢接触的内壁挂有耐高温的铸铁板，铸铁板与外层钢板间的夹层浇注耐火材料

进行隔热保温。如图2所示，废钢预热竖井3底部侧壁安装有液压推钢机32，用于将废钢预热

竖井3底部经过烟气预热的废钢推入下方的水平给料装置22。液压推钢机32为2套独立的液

压缸和推头，正常推钢动作时，2套液压缸和推头同时同步工作；若发生局部废钢卡料，2套

液压缸和推头可根据实际情况单独动作。在全废钢原料条件下，液压推钢机32平均每隔1分

钟运行一次，单次向前推钢时间约20秒。液压推钢机32的运行速度需与下方水平给料装置

22的运行速度相匹配，以实现废钢在水平给料装置22上布料均匀、连续。

[0041] 废钢预热竖井3下方的耐材顶罩25上设置有高温摄像头26、烟气分析仪取样探头

27、废钢预热竖井前测温探头28。高温摄像头26主要用于观察液压推钢机32工作时废钢由

废钢预热竖井3落入水平给料装置22的情况，若发生废钢局部卡料，则自动或人工控制多次

反复运行液压推钢机32消除局部卡料。同时，高温摄像头26还可以观察废钢在水平给料装

置22上的布料情况，进而调整液压推钢机32和水平给料装置22的运行速度，实现废钢在水

平给料装置22上布料均匀、连续。烟气分析仪取样探头27用于连接烟气分析仪，实时采集分

析进入废钢预热竖井3前的烟气中O2、CO、CO2含量；废钢预热竖井前测温探头28用于实时采

集分析进入废钢预热竖井3前的烟气温度。根据烟气成分和温度的实时分析结果，通过调整

可移动式水冷活套23控制外界空气的混入量，最终使进入废钢预热竖井3前的烟气成分和

温度在目标范围内。

[0042] 废钢预热竖井3由大角度废钢输送机5上料，废钢预热竖井3顶部设置双层闸门，以

实现废钢加入废钢预热竖井3过程中无外部冷空气混入。双层闸门分别由电机驱动，上层闸

门34为钢板焊接非水冷结构，下层闸门33为钢板焊接水冷结构，其底部浇注耐火材料进行

隔热防护。大角度废钢输送机5上料时上层闸门34打开，下层闸门33关闭以接收废钢。每隔3

分钟，大角度废钢输送机5暂停上料，上层闸门34关闭，下层闸门33打开，下层闸门33上的废

钢落入废钢预热竖井3。

[0043] 废钢预热竖井3上部侧壁开孔连接内壁浇注耐火材料的烟气排放管道4，如图1、图

2所示。烟气排放管道4后续连接电炉烟气除尘系统。烟气排放烟道4包括作为主体的耐材烟

道41，耐材烟道41上安装有废钢预热竖井后测温探头42，实现对废钢预热后烟气温度的连

续监测。实际生产中，废钢预热竖井后测温探头42监测的废钢预热后烟气温度需不低于800

℃，以满足后续电炉烟气急冷消除二噁英工艺要求。若监测的废钢预热后烟气温度低于800

℃，则减缓大角度废钢输送机5的上料速度，减少废钢预热竖井3内的废钢量，降低高温烟气

与废钢间的换热量，从而提高废钢预热后烟气温度至目标值。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示意性的具体实施方式，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范围。任何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09517941 A

8



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构思和原则的前提下所做出的等同变化与修

改，均应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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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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