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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利用钢铁厂余热烟

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包括余热烟气气源、

余热烟道机构、余热烟气增压机构、煤气气源、补

燃式热风炉、静态选粉机、送料机构、粗料储存机

构、旋风筒、除尘机构、细料储存机构和排气机

构；余热烟气气源中的余热烟气依进入余热烟道

机构，再经过余热烟气增压机构进入补燃式热风

炉被加热；补燃式热风炉进入静态选粉机，静态

选粉机中的粗料储存再粗料储存机构，细料经旋

风筒气料分离后储存在细料储存机构，旋风筒的

出风经除尘机构过滤排出，利用钢铁厂余热的余

热烟气将其加热为热风炉中的热风，既实现了钢

铁厂余热的余热烟气的回收利用，又大大减少了

热风炉中的燃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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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余热烟气气源、

余热烟道机构、余热烟气增压机构、煤气气源、补燃式热风炉、静态选粉机、送料机构、粗料

储存机构、旋风筒、除尘机构、细料储存机构和排气机构；

所述的余热烟气气源的余热烟气出口连接余热烟道机构的余热烟气进口，余热烟道机

构的余热烟气出口通过余热烟气调节阀连接余热烟气增压机构的余热烟气进口，所述的余

热烟气增压机构的余热烟气出口通过助燃烟气调节阀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助燃烟气进口，

且余热烟气增压机构的余热烟气出口通过配风烟气调节阀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配风烟气

进口；煤气气源的煤气出口通过煤气调节阀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煤气进口；

所述的静态选粉机的进风口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出风口，所述的静态选粉机的进料口

连接送料机构，静态选粉机的粗料出口连接粗料储存机构，静态选粉机的细料出口连接旋

风筒的进料口，旋风筒的热风进口通过旋风筒热风调节阀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出风口，旋

风筒的出料口连接细料储存机构；除尘机构的进风口连接旋风筒的出风口，除尘机构的余

料出口连接细料储存机构，除尘机构的排气口通过排气调节阀连接排气机构，除尘机构的

余热烟气回用出口通过余热烟气回用调节阀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余热烟气回用进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除尘机构包括布袋除尘机和除尘风机，所述的布袋除尘机的进风口连接旋风筒的出风

口布袋除尘机的余料出口连接细料储存机构，布袋除尘机的气体出口连接除尘风机的气体

进口，除尘风机的排气口通过排气调节阀连接排气机构，除尘风机的余热烟气回用出口通

过余热烟气回用调节阀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余热烟气回用进口。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温度监测机构，所述的温度监测机构包括温度传感器、模数转换模块、微处理器和显示

模块；所述的温度传感器设置于布袋除尘机的气体出口；所述的温度传感器的温度信号输

出端连接模数转换模块的输入端，模数转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端，微处理

器的输出端连接显示模块的输入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余热烟气气源包括第一增压系统和第一调节阀、第二增压系统和第二调节阀、第三增

压系统和第三调节阀、第四增压系统和第四调节阀；所述的第一增压系统的余热烟气进口

通过第一调节阀连接高炉热风炉烟气出口，第一增压系统的余热烟气出口连接余热烟道机

构的第一余热烟气进口；所述的第二增压系统的余热烟气进口通过第二调节阀连接烧结环

冷机第三段烟气出口，第二增压系统的余热烟气出口连接余热烟道机构的第二余热烟气进

口；所述的第三增压系统的余热烟气进口通过第三调节阀连接轧钢加热炉烟气出口，第三

增压系统的余热烟气出口连接余热烟道机构的第三余热烟气进口；所述的第四增压系统的

余热烟气进口通过第四调节阀连接燃气锅炉排烟系统的烟气出口，第四增压系统的余热烟

气出口连接余热烟道机构的第四余热烟气进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热风炉包括储热室、多个蓄热体、多个燃烧器，所述的多个燃烧器固定设置于储热室外

壳上，且所述的多个燃烧器自上而下依次排布；每个燃烧器均包括助燃烟气进口和煤气进

口，且燃烧器的助燃烟气进口连接余热烟气增压机构的余热烟气出口，燃烧器的煤气进口

连接煤气气源的煤气出口，燃烧器的热风出口与储热室连通；所述的多个蓄热体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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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设置于储热室内部，且每个蓄热体分别对应一对相邻燃烧器之间的间隔；所述的储

热室上还固定设置有配风烟气外接管，所述的配风烟气外接管的入口为配风烟气进口，配

风烟气外接管的出口与储热室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配风烟气外接管倾斜设置，且配风烟气外接管的配风烟气进口斜向燃烧器方向，配风烟

气外接管的中心线与储热室中心线的夹角小于或等于45o。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配风烟气外接管的数目为多个。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208613051 U

3



一种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钢铁渣微粉制造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

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钢渣和矿渣是钢铁行业排放量最大冶金渣，根据相关的炼铁炼钢工艺，钢渣

的产出量是粗钢产量的12-15%，矿渣是粗钢产量的25%-35%。高炉冶炼产生的矿渣水淬后具

有很大的活性，制作成微粉后，作为水泥混合材和混泥土的掺合料，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

炼钢产生的钢渣由于存在游离态的氧化钙和氧化镁，导致安定性不良，利用率不足20%。目

前钢渣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应用是将热焖并破碎选铁后的钢渣尾渣制作成为比表面积

400m2/kg的钢渣微粉。将上述钢渣微粉和矿渣微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后成为双掺粉，作为

水泥熟料的代替品。目前这种使用方法逐渐成熟。

[0003] 如专利201621266637.6利用钢渣微粉和矿渣微粉生产双掺粉的设备中提到的一

样，在矿渣微粉或者钢渣微粉的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热风炉，其目的是对物料进行烘干以

满足后续工艺要求。目前使用的热风炉都是使用常温空气进入加热炉燃烧，加热炉出口温

度根据工艺需要一般是在300-400℃。目前热风炉中用于加热常温空气的燃料一般是采用

钢厂的富余煤气。一般钢厂富余高炉煤气是用于发电，按照发电的电价计算，高炉煤气的价

格约为0.2元/Nm3，计算到每吨微粉的高炉煤气耗量约为70-100Nm3/吨，那么每吨的燃料成

本为14-20元/吨，热风炉中的燃料成本占到总成本的30-40%之间。

[0004] 另一方面钢铁厂有很多余热烟气，比如至少有如下几种余热：1）高炉热风炉的排

烟温度在120-160℃之间；2）烧结工艺的环冷第三段排气也在150-230℃以上；3）轧钢加热

炉排烟温度也在150℃以上；4）对于燃气锅炉的排烟温度也在140摄氏度以上。现有的技术

中，这些钢铁厂不同设备、工艺中产生的余热直接排放，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能够

充分利用钢铁厂余热的余热烟气将其加热为热风炉中的热风，实现了钢铁厂余热的余热烟

气的回收利用，且大大减少了热风炉中的燃料成本。

[0006]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包括余热烟气气源、余热烟道

机构、余热烟气增压机构、煤气气源、补燃式热风炉、静态选粉机、送料机构、粗料储存机构、

旋风筒、除尘机构、细料储存机构和排气机构；

[0008] 所述的余热烟气气源的余热烟气出口连接余热烟道机构的余热烟气进口，余热烟

道机构的余热烟气出口通过余热烟气调节阀连接余热烟气增压机构的余热烟气进口，所述

的余热烟气增压机构的余热烟气出口通过助燃烟气调节阀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助燃烟气

进口，且余热烟气增压机构的余热烟气出口通过配风烟气调节阀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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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进口；煤气气源的煤气出口通过煤气调节阀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煤气进口；

[0009] 所述的静态选粉机的进风口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出风口，所述的静态选粉机的进

料口连接送料机构，静态选粉机的粗料出口连接粗料储存机构，静态选粉机的细料出口连

接旋风筒的进料口，旋风筒的热风进口通过旋风筒热风调节阀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出风

口，旋风筒的出料口连接细料储存机构；除尘机构的进风口连接旋风筒的出风口，除尘机构

的余料出口连接细料储存机构，除尘机构的排气口通过排气调节阀连接排气机构，除尘机

构的余热烟气回用出口通过余热烟气回用调节阀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余热烟气回用进口。

[0010] 所述的除尘机构包括布袋除尘机和除尘风机，所述的布袋除尘机的进风口连接旋

风筒的出风口布袋除尘机的余料出口连接细料储存机构，布袋除尘机的气体出口连接除尘

风机的气体进口，除尘风机的排气口通过排气调节阀连接排气机构，除尘风机的余热烟气

回用出口通过余热烟气回用调节阀连接补燃式热风炉的余热烟气回用进口。

[0011] 所述的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还包括温度监测机构，所述的

温度监测机构包括温度传感器、模数转换模块、微处理器和显示模块；所述的温度传感器设

置于布袋除尘机的气体出口；所述的温度传感器的温度信号输出端连接模数转换模块的输

入端，模数转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端，微处理器的输出端连接显示模块的

输入端。

[0012] 所述的余热烟气气源包括第一增压系统和第一调节阀、第二增压系统和第二调节

阀、第三增压系统和第三调节阀、第四增压系统和第四调节阀；所述的第一增压系统的余热

烟气进口通过第一调节阀连接高炉热风炉烟气出口，第一增压系统的余热烟气出口连接余

热烟道机构的第一余热烟气进口；所述的第二增压系统的余热烟气进口通过第二调节阀连

接烧结环冷机第三段烟气出口，第二增压系统的余热烟气出口连接余热烟道机构的第二余

热烟气进口；所述的第三增压系统的余热烟气进口通过第三调节阀连接轧钢加热炉烟气出

口，第三增压系统的余热烟气出口连接余热烟道机构的第三余热烟气进口；所述的第四增

压系统的余热烟气进口通过第四调节阀连接燃气锅炉排烟系统的烟气出口，第四增压系统

的余热烟气出口连接余热烟道机构的第四余热烟气进口。

[0013] 所述的热风炉包括储热室、多个蓄热体、多个燃烧器，所述的多个燃烧器固定设置

于储热室外壳上，且所述的多个燃烧器自上而下依次排布；每个燃烧器均包括助燃烟气进

口和煤气进口，且燃烧器的助燃烟气进口连接余热烟气增压机构的余热烟气出口，燃烧器

的煤气进口连接煤气气源的煤气出口，燃烧器的热风出口与储热室连通；所述的多个蓄热

体自上而下的固定设置于储热室内部，且每个蓄热体分别对应一对相邻燃烧器之间的间

隔；所述的储热室上还固定设置有配风烟气外接管，所述的配风烟气外接管的入口为配风

烟气进口，配风烟气外接管的出口与储热室连通。

[0014] 所述配风烟气外接管倾斜设置，且配风烟气外接管的配风烟气进口斜向燃烧器方

向，配风烟气外接管的中心线与储热室中心线的夹角小于或等于45o。

[0015] 所述的配风烟气外接管的数目为多个。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提供了一种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能够充分

利用钢铁厂余热的余热烟气，将钢铁厂中各处的余热烟气汇聚到余热烟道机构中，再进入

热风炉中加热为高温热风，实现了钢铁厂余热的余热烟气的回收利用，且余热烟气温度本

身远高于常温空气，因此大大减少了热风炉中的燃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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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进一步的，通过将燃烧器自上而下依次排布，实现了热风炉中热风的分层加热，使

得热风炉中煤气燃烧稳定，热风受热均匀，加热速度快，避免燃烧器燃烧煤气得到的热量的

损失，节约了资源。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机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余热烟气气源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补燃式热风炉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包括钢铁厂的余热

烟气气源22、用于汇聚钢铁厂多处余热烟气的余热烟道机构1、余热烟气增压机构3、煤气气

源2、补燃式热风炉4、静态选粉机5、送料机构6、粗料储存机构8、旋风筒7、除尘机构、细料储

存机构11和排气机构12；

[0022] 所述的除尘机构包括布袋除尘机9和除尘风机10，布袋除尘机9的气体出口连接除

尘风机10的气体进口，布袋除尘机9和除尘风机10组成两级除尘机构，进一步减少废气中的

颗粒物，防止颗粒物污染环境。

[0023] 所述的余热烟气气源22的余热烟气出口连接余热烟道机构1的余热烟气进口，余

热烟道机构1的余热烟气出口通过余热烟气调节阀V1连接余热烟气增压机构3的余热烟气

进口，所述的余热烟气增压机构3的余热烟气出口通过助燃烟气调节阀V3连接补燃式热风

炉4的助燃烟气进口，且余热烟气增压机构3的余热烟气出口通过配风烟气调节阀V2连接补

燃式热风炉4的配风烟气进口；煤气气源2的煤气出口通过煤气调节阀V7连接补燃式热风炉

4的煤气进口；

[0024] 所述的静态选粉机5的进风口连接补燃式热风炉4的出风口，所述的静态选粉机5

的进料口连接送料机构6，静态选粉机5的粗料出口连接粗料储存机构8，静态选粉机5的细

料出口连接旋风筒7的进料口，旋风筒7的热风进口通过旋风筒热风调节阀V4连接补燃式热

风炉4的出风口，旋风筒7的出料口连接细料储存机构11；布袋除尘机9的进风口连接旋风筒

7的出风口，布袋除尘机9的余料出口连接细料储存机构11，除尘风机10的排气口通过排气

调节阀V6连接排气机构12，除尘风机10的余热烟气回用出口通过余热烟气回用调节阀V5连

接补燃式热风炉4的余热烟气回用进口。

[0025]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的余热烟气气源22中的余热烟气主要来自于钢铁厂

中高炉热风炉13、烧结环冷机第三段15、轧钢加热炉17和燃气锅炉18这四个设备中排出的

余热烟气。所述的余热烟气气源22包括第一增压系统14和第一调节阀V8、第二增压系统16

和第二调节阀V9、第三增压系统17和第三调节阀V10、第四增压系统20和第四调节阀V11；所

述的第一增压系统14的余热烟气进口通过第一调节阀V8连接高炉热风炉13烟气出口，第一

增压系统14的余热烟气出口连接余热烟道机构1的第一余热烟气进口；所述的第二增压系

统16的余热烟气进口通过第二调节阀V9连接烧结环冷机第三段15烟气出口，第二增压系统

16的余热烟气出口连接余热烟道机构1的第二余热烟气进口；所述的第三增压系统17的余

热烟气进口通过第三调节阀V10连接轧钢加热炉17烟气出口，第三增压系统17的余热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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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连接余热烟道机构1的第三余热烟气进口；所述的第四增压系统20的余热烟气进口通

过第四调节阀V11连接燃气锅炉18排烟系统的烟气出口，第四增压系统20的余热烟气出口

连接余热烟道机构1的第四余热烟气进口。根据钢铁厂中高炉热风炉13、烧结环冷机第三段

15、轧钢加热炉17和燃气锅炉18的运行工况，调节与设备对应的第一调节阀V8、第二调节阀

V9、第三调节阀V10和第四调节阀V11，对进入余热烟道机构1中的余热烟气进行调节和选

择。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及过程如下：钢铁厂中不同设备、工艺中产生的余热烟气

直接排放，造成烟气中携带的热能的资源浪费，而钢铁厂生产钢铁渣微粉重要设备的热风

炉，又需要将常温的空气加热至300-400℃。

[0027] 钢铁厂中高炉热风炉13、烧结环冷机第三段15、轧钢加热炉17和燃气锅炉18这四

个设备中排出的余热烟气分别进入余热烟道机构1中，在余热烟道中汇集混合，且不同温度

的余热烟气进行换热，打开随后余热烟气进入余热烟气增压机构3增压，余热烟气增压机构

3保证余热烟气能够克服整个钢铁渣微粉生产系统中的阻力，成功完成烟气循环或者排出。

[0028] 经余热烟气增压机构3增压后，余热烟气增压机构3中的余热烟气一部分作为待加

热的热空气，通过管路自补燃式热风炉4的配风烟气进口进入热风炉中；余热烟气增压机构

3中的余热烟气另一部分作为助燃风，通过管路自补燃式热风炉4的助燃烟气进口进入热风

炉中；由于余热烟气

[0029] 本身温度较高，因此，在助燃烟气预热这一步骤中，节约了能源，简化了热风炉装

置，同时还保证了热风温度和高效燃烧。

[0030] 煤气气源2中的煤气进入热风炉中燃烧，进一步加热进入热风炉中的余热烟气。加

热到合适温度的热风进入静态选粉机5中。送料机构6具体包括原料储存机构和原料转运机

构，原料储存机构中为辊压机粉磨系统生产的混合钢铁渣微粉。原料转运机构将混合钢铁

渣微粉的运输至静态选粉机5中，静态选粉机5将钢铁渣微粉筛选为粗料钢铁渣微粉和细料

钢铁渣微粉，细料钢铁渣微粉直接自静态选粉机5的粗料出口进入粗料储存机构8中储存起

来，实际生产中，粗料储存机构8中储存的粗料再次被加入辊压机粉磨系统中磨成微粉，实

现钢铁渣资源的充分利用。

[0031] 细料钢铁渣微粉则自静态选粉机5的细料出口进入旋风筒7，细料钢铁渣微粉与热

风分离，细料钢铁渣微粉自旋风筒7的出料口进入细料储存机构11储存起来。

[0032] 热风炉中的高温热风进入旋风筒7，在旋风筒7将细料钢铁渣微粉与热风分离的过

程中，通过调节旋风筒热风调节阀V4，调节自热风炉中直接进入旋风筒7中的高温热风的

量，若细料钢铁渣微粉湿度高，则加大旋风筒热风调节阀V4的开度，自热风炉中直接进入旋

风筒7中的高温热风的量增多，带走更多的水蒸气，降低细料钢铁渣微粉湿度。反之，若细料

钢铁渣微粉湿度低，则减小旋风筒热风调节阀V4的开度，自热风炉中直接进入旋风筒7中的

高温热风的量减少，带走水蒸气便减少，保证细料钢铁渣微粉湿度符合要求。

[0033] 在旋风筒7将细料钢铁渣微粉与热风分离，热风中依然带有少量的细料钢铁渣微

粉，因此，在旋风筒7的出风口设置除尘机构，进一步将旋风筒7排出的热风中的细料钢铁渣

微粉过滤并收集，收集的细料钢铁渣微粉自除尘机构的余料出口进入细料储存机构11中储

存，从而保证细料钢铁渣微粉不被浪费，也防止因旋风筒7排出的热风中含有细料钢铁渣微

粉造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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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经过除尘机构排出的废气，仍然含有热量，因此，将一部分废气连接至热风机的补

燃式热风炉4的余热烟气回用进口返回至热风炉中，将废气循环利用，进一步节约能量，另

一部分则自排气机构12中排出。分别调节余热烟气回用调节阀V5和排气调节阀V6的开度，

可根据实际情况调节进入热风炉中和进入排气机构12中的废气的比例，保证余热烟气的合

理回用。

[0035] 本实用新型的提供了一种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能够充分

利用钢铁厂余热的余热烟气，将钢铁厂中各处的余热烟气汇聚到余热烟道机构1中，再进入

热风炉中加热为高温热风，实现了钢铁厂余热的余热烟气的回收利用，且余热烟气温度本

身远高于常温空气，因此大大减少了热风炉中的燃料成本。

[0036] 所述的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还包括温度监测机构，所述

的温度监测机构包括温度传感器、模数转换模块、微处理器和显示模块；所述的温度传感器

设置于布袋除尘机9的气体出口，采集布袋除尘机9出口处的温度信号；所述的温度传感器

的温度信号输出端连接模数转换模块的输入端，将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信号转换为数字

值，模数转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端，将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信号进行分

析梳理，微处理器的输出端连接显示模块的输入端，经微处理器分析处理后，在消失模块上

实时显示布袋除尘机9温度测点的气体温度。所述的微处理器为单片机，所述的显示模块为

数码管。

[0037] 根据布袋除尘机9温度测点的气体温度，调节配风烟气调节阀V2和煤气调节阀V7

的开度，保证热风炉排出的热风温度符合要求。

[0038] 如图3所示，所述的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所述的热风炉包

括储热室24、多个蓄热体25、多个燃烧器23，所述的多个燃烧器23固定设置于储热室24外壳

上，且所述的多个燃烧器23自上而下依次排布，使得补燃式热风炉4分层燃烧，将需加热的

余热烟气化整为零，避免了因烟气体积过大造成的传热慢，受热不均匀问题，保证补燃式热

风炉燃烧稳定，提升了余热烟气的加热效率；本实施例中，所述的燃烧器23均设置于储热室

的左侧。

[0039] 每个燃烧器23均包括助燃烟气进口23-1和煤气进口23-2，且燃烧器23的助燃烟气

进口23-1连接余热烟气增压机构3的余热烟气出口，燃烧器23的煤气进口23-2连接煤气气

源2的煤气出口，燃烧器23的热风出口与储热室24连通；所述的多个蓄热体25自上而下的固

定设置于储热室24内部，且每个蓄热体25分别对应一对相邻燃烧器23之间的间隔，保证燃

烧器23燃烧稳定；所述的储热室24上还固定设置有配风烟气外接管26，所述的配风烟气外

接管26的入口为配风烟气进口，配风烟气外接管26的出口与储热室24连通。余热烟气增压

机构3增压后的余热烟气自配风烟气外接管26进入热风炉中被分层加热。

[0040] 所述的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所述配风烟气外接管26倾斜

设置，且所述的配风烟气外接管26向左倾斜，配风烟气外接管26的出口与储热室24右端部

连通，且所述的配风烟气外接管26的中心线与储热室24中心线的夹角小于或等于45o，从而

保证进入补燃式热风炉4中的烟气远离燃烧器23，避免进入补燃式热风炉4中的余热烟气干

扰燃烧器23的燃烧，降低燃烧器23燃烧的稳定性。

[0041] 所述的利用钢铁厂余热烟气的钢铁渣微粉选粉系统所述的配风烟气外接管26的

数目为多个，提升了补燃式热风炉4中的余热烟气进风效率，从而保证燃烧器23散发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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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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