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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节能式焦炉烟道余热回收系统

(57)摘要

一种节能式焦炉烟道余热回收系统，包括锅

炉和乏汽回收装置，所述锅炉包括蒸发器、冷凝

器、烟囱、第一给水管和第二给水管，所述蒸发器

的本体上设置有第一烟气进口、第一烟气出口、

第一进水口、汽水混合物排出口和排污口，所述

冷凝器的本体上设置有第二烟气进口、第二烟气

出口、第二进水口和第二排水口，所述第一烟气

进口与焦炉的排烟管道连接，第一烟气出口与第

二烟气进口连接，第二烟气出口与烟囱连接，第

二排水口与第一进水口相连通，所述给第一水管

与第一进水口相连通，所述第二给水管与第二进

水口相连通，所述乏汽回收装置包括定排扩容

器、连排扩容器、两个疏水箱以及与蒸发器的排

污口连接的疏水扩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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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节能式焦炉烟道余热回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锅炉（1）和乏汽回收装置（2），

所述锅炉（1）包括蒸发器（101）、冷凝器（102）、烟囱（103）、第一给水管（104）和第二给水管

（105），所述蒸发器（101）的本体上设置有第一烟气进口（1011）、第一烟气出口（1012）、第一

进水口（1013）、汽水混合物排出口（1014）和排污口（1015），所述冷凝器（102）的本体上设置

有第二烟气进口（1021）、第二烟气出口（1022）、第二进水口（1023）和第二排水口（1024），所

述第一烟气进口（1011）与焦炉的排烟管道（3）连接，第一烟气出口（1012）与第二烟气进口

（1021）连接，第二烟气出口（1022）与烟囱（103）连接，第二排水口（1024）与第一进水口

（1013）相连通，所述第一给水管（104）与第一进水口（1013）相连通，所述第二给水管（105）

与第二进水口（1023）相连通，所述乏汽回收装置（2）包括定排扩容器（201）、连排扩容器

（202）、两个疏水箱（203）以及与蒸发器（101）的排污口（1015）连接的疏水扩容器（204），所

述定排扩容器（201）的排汽口通过第一蒸汽管道（205）与连排扩容器（202）的进汽口连接，

所述疏水扩容器（204）的排汽口通过第二蒸汽管道（206）与第一蒸汽管道（205）相连通，以

使疏水扩容器（204）和定排扩容器（201）所排出的蒸汽均进入连排扩容器（202）内进行二次

降压后再排出，进而使乏汽被充分回收，所述连排扩容器（202）的排汽口通过第一排汽管道

（207）排汽，且两个疏水箱（203）的排汽口均通过第二排汽管道（208）与第一排汽管道（207）

连接，连排扩容器（202）底部设置有用于排出凝结水的疏水管（209），疏水管（209）与蒸发器

（101）的第一进水口（1013）相连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式焦炉烟道余热回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给水

管（104）与所述第一进水口（1013）之间设置有四通管（106），四通管（106）的四个端口分别

与第一给水管（104）、第一进水口（1013）、疏水管（209）和第二排水口（1024）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节能式焦炉烟道余热回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排汽

管道（207）由竖直设置的第一竖直管道、倾斜设置的倾斜管道以及竖直设置的第二竖直管

道依次连接而成，倾斜管道与水平面呈45度夹角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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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能式焦炉烟道余热回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焦炉烟道气余热回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节能式焦炉烟道余

热回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焦炉是将煤在隔绝空气的条件加热使之干馏炭化的装置，通常燃烧高炉煤气或者

混合煤气提供干馏的能量，燃烧后的废气经过上升立火道、顶部跨越孔进入下降立火道，再

经蓄热室，把废气的部分显热回收后，经过小烟道、分烟道、总烟道、烟囱排入大气，焦炉尾

部排烟烟道排放烟气的温度在300℃左右，造成了热源损失和能量浪费，不利于节能环保。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乏汽对焦炉排烟温度高、造成能源浪费和热源损失的技术问题，本实用

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节能式焦炉烟道余热回收系统，将焦炉排烟的余热进行有效回收，

减小热源损失和能量浪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节能式焦炉烟道余热回收系统，包括锅炉

和乏汽回收装置，所述锅炉包括蒸发器、冷凝器、烟囱、第一给水管和第二给水管，所述蒸发

器的本体上设置有第一烟气进口、第一烟气出口、第一进水口、汽水混合物排出口和排污

口，所述冷凝器的本体上设置有第二烟气进口、第二烟气出口、第二进水口和第二排水口，

所述第一烟气进口与焦炉的排烟管道连接，第一烟气出口与第二烟气进口连接，第二烟气

出口与烟囱连接，第二排水口与第一进水口相连通，所述第一水管与第一进水口相连通，所

述第二给水管与第二进水口相连通，所述乏汽回收装置包括定排扩容器、连排扩容器、两个

疏水箱以及与蒸发器的排污口连接的疏水扩容器，所述定排扩容器的排汽口通过第一蒸汽

管道与连排扩容器的进汽口连接，所述疏水扩容器的排汽口通过第二蒸汽管道与第一蒸汽

管道相连通，以使疏水扩容器和定排扩容器所排出的蒸汽均进入连排扩容器内进行二次降

压后再排出，进而使乏汽被充分回收，所述连排扩容器的排汽口通过第一排汽管道排汽，且

两个疏水箱的排汽口均通过第二排汽管道与第一排汽管道连接，连排扩容器底部设置有用

于排出凝结水的疏水管，疏水管与蒸发器的第一进水口相连通。

[0005] 所述第一给水管与所述第一进水口之间设置有四通管，四通管的四个端口分别与

第一给水管、第一进水口、疏水管和第二排水口连接。

[0006] 所述第一排汽管道由竖直设置的第一竖直管道、倾斜设置的倾斜管道以及竖直设

置的第二竖直管道依次连接而成，倾斜管道与水平面呈45度夹角设置。

[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08] 一、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节能式焦炉烟道余热回收系统，将焦炉的排烟有效利

用起来，从而降低了焦炉的排烟温度，将焦炉排烟的余热进行有效回收，减小热源损失和能

量浪费；

[0009] 二、本实用新型的乏汽回收装置将疏水扩容器和定排扩容器所排出的蒸汽均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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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排扩容器内进行二次降压，使得锅炉在排污时产生的乏汽得以回收利用，以降低乏汽对

锅炉和焦炉所产生的腐蚀作用，降温降压后的乏汽进入管道较长的第一排汽管道内，且大

部分乏汽在上升过程中凝结成水，并沿第一排汽管道内壁回流进入连排扩容器，并由连排

扩容器上的疏水管排出，疏水管的回收水供给锅炉，实现了循环利用，实现乏汽回收，不仅

节省能源，还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0010] 三、第一排汽管道由与竖直设置的第一竖直管道、倾斜设置的倾斜管道以及竖直

设置的第二竖直管道依次连接而成，使乏汽进入第一排汽管道后其行走行程增长，使乏汽

有更充分的时间凝结成水，减少乏汽排放，节省能源。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以本实用新型技

术方案为前提，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不限

于下述的实施例。

[0013] 实施例1

[0014] 如图1所示，一种节能式焦炉烟道余热回收系统，包括锅炉1和乏汽回收装置2，所

述锅炉1包括蒸发器101、冷凝器102、烟囱103、第一给水管104和第二给水管105。

[0015] 所述蒸发器101的本体上设置有第一烟气进口1011、第一烟气出口1012、第一进水

口1013、汽水混合物排出口1014和排污口1015。

[0016] 所述冷凝器102的本体上设置有第二烟气进口1021、第二烟气出口1022、第二进水

口1023和第二排水口1024。

[0017] 所述第一烟气进口1011与焦炉的排烟管道3连接，第一烟气出口1012与第二烟气

进口1021连接。

[0018] 第二烟气出口1022与烟囱103连接。

[0019] 第二排水口1024与第一进水口1013相连通。

[0020] 所述第一水管104与第一进水口1013相连通。

[0021] 所述第二给水管105与第二进水口1023相连通。

[0022] 所述乏汽回收装置2包括定排扩容器201、连排扩容器202、两个疏水箱203以及与

蒸发器101的排污口1015连接的疏水扩容器204。

[0023] 所述定排扩容器201的排汽口通过第一蒸汽管道205与连排扩容器202的进汽口连

接。

[0024] 所述疏水扩容器204的排汽口通过第二蒸汽管道206与第一蒸汽管道205相连通，

以使疏水扩容器204和定排扩容器201所排出的蒸汽均进入连排扩容器202内进行二次降压

后再排出，进而使乏汽被充分回收。

[0025] 所述连排扩容器202的排汽口通过第一排汽管道207排汽，且两个疏水箱203的排

汽口均通过第二排汽管道208与第一排汽管道207连接，连排扩容器202底部设置有用于排

出凝结水的疏水管209，疏水管209与蒸发器101的第一进水口1013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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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第一给水管104与所述第一进水口1013之间设置有四通管106，四通管106的

四个端口分别与第一给水管104、第一进水口1013、疏水管209和第二排水口1024连接。

[0027] 所述第一排汽管道207由竖直设置的第一竖直管道、倾斜设置的倾斜管道以及竖

直设置的第二竖直管道依次连接而成，倾斜管道与水平面呈45度夹角设置。

[0028] 乏汽回收装置2使乏汽得以回收，回收后形成的凝结水再补给蒸发器101，使得水

能循环利用。

[0029] 焦炉排烟的大部分热量被蒸发器101和冷凝器102回收利用，冷凝器102中的水经

过加热后提供给蒸发器101，使得蒸发器101中的水更快被加热，节省热源。

[0030] 蒸发器101中的水是由第一给水管104、冷凝器102和疏水管209共同提供，实现了

部分水的循环使用，更加环保。

[0031] 第一排汽管道207由竖直设置的第一竖直管道、倾斜设置的倾斜管道以及竖直设

置的第二竖直管道依次连接而成，使乏汽进入第一排汽管道207后其行走行程增长，使乏汽

有更充分的时间凝结成水，减少乏汽排放，节省能源。

[0032] 焦炉的排烟管道3中的烟气依次经过蒸发器101、冷凝器102和烟囱103后排出。

[0033] 实施例2

[0034] 如图1所示，一种节能式焦炉烟道余热回收系统，包括锅炉1和乏汽回收装置2，所

述锅炉1包括蒸发器101、冷凝器102、烟囱103、第一给水管104和第二给水管105。

[0035] 所述蒸发器101的本体上设置有第一烟气进口1011、第一烟气出口1012、第一进水

口1013、汽水混合物排出口1014和排污口1015。

[0036] 所述冷凝器102的本体上设置有第二烟气进口1021、第二烟气出口1022、第二进水

口1023和第二排水口1024。

[0037] 所述第一烟气进口1011与焦炉的排烟管道3连接，第一烟气出口1012与第二烟气

进口1021连接。

[0038] 第二烟气出口1022与烟囱103连接。

[0039] 第二排水口1024与第一进水口1013相连通。

[0040] 所述第一水管104与第一进水口1013相连通。

[0041] 所述第二给水管105与第二进水口1023相连通。

[0042] 所述乏汽回收装置2包括定排扩容器201、连排扩容器202、两个疏水箱203以及与

蒸发器101的排污口1015连接的疏水扩容器204。

[0043] 所述定排扩容器201的排汽口通过第一蒸汽管道205与连排扩容器202的进汽口连

接。

[0044] 所述疏水扩容器204的排汽口通过第二蒸汽管道206与第一蒸汽管道205相连通，

以使疏水扩容器204和定排扩容器201所排出的蒸汽均进入连排扩容器202内进行二次降压

后再排出，进而使乏汽被充分回收。

[0045] 所述连排扩容器202的排汽口通过第一排汽管道207排汽，且两个疏水箱203的排

汽口均通过第二排汽管道208与第一排汽管道207连接，连排扩容器202底部设置有用于排

出凝结水的疏水管209，疏水管209与蒸发器101的第一进水口1013相连通。

[0046] 所述第一给水管104与所述第一进水口1013之间设置有四通管106，四通管106的

四个端口分别与第一给水管104、第一进水口1013、疏水管209和第二排水口1024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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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所述第一排汽管道207由竖直设置的第一竖直管道、倾斜设置的倾斜管道以及竖

直设置的第二竖直管道依次连接而成，倾斜管道与水平面呈40度夹角设置。

[0048] 乏汽回收装置2使乏汽得以回收，回收后形成的凝结水再补给蒸发器101，使得水

能循环利用。

[0049] 焦炉排烟的大部分热量被蒸发器101和冷凝器102回收利用，冷凝器102中的水经

过加热后提供给蒸发器101，使得蒸发器101中的水更快被加热，节省热源。

[0050] 蒸发器101中的水是由第一给水管104、冷凝器102和疏水管209共同提供，实现了

部分水的循环使用，更加环保。

[0051] 第一排汽管道207由竖直设置的第一竖直管道、倾斜设置的倾斜管道以及竖直设

置的第二竖直管道依次连接而成，使乏汽进入第一排汽管道207后其行走行程增长，使乏汽

有更充分的时间凝结成水，减少乏汽排放，节省能源。

[0052] 焦炉的排烟管道3中的烟气依次经过蒸发器101、冷凝器102和烟囱103后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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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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