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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种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

统，包括风机系统、高炉系统和控制阀，所述风机

系统通过管道连通高炉系统，管道上设置有控制

阀，所述风机系统和高炉系统各设置为3个，风机

系统分别为第一风机系统、第二风机系统和第三

风机系统，高炉系统分别为第一高炉系统、第二

高炉系统和第三高炉系统，所述第一风机系统、

第二风机系统和第三风机系统相互连通；解决当

某座高炉休风或慢风时，透平机因无煤气供应而

不得不脱机卸载，对生产顺行及节能降耗造成影

响的问题；使得各风管相互连通，实现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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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风机系统、高炉系统和控制阀，

所述风机系统通过管道连通高炉系统，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所述风机系统和高炉系统各

设置为3个，风机系统分别为第一风机系统（1）、第二风机系统（2）和第三风机系统（3），高炉

系统分别为第一高炉系统（4）、第二高炉系统（5）和第三高炉系统（6），所述第一风机系统

（1）、第二风机系统（2）和第三风机系统（3）相互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风机系统

（1）内设置有第一主风机（11）和备用风机（12），主风机（11）上的出风口和备用风机（12）通

过风管道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风机系统

（2）内设置有第二风机（21），第二风机（21）后端通过风管道连接设置有第一透平机（22），第

一透平机（22）上设置有煤气管道连接至高炉系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风机系统

（3）内设置有第三风机（31），第三风机（31）后端通过风管道连接设置有第二透平机（32）和

第三透平机（33），两透平机上设置有煤气管道连接至高炉系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其特征在于：第一高炉系统（4）、

第二高炉系统（5）和第三高炉系统（6）均包括除尘系统、高炉、混风室、热风炉，除尘系统、高

炉、混风室、热风炉通过管道依次连接，热交换器通过管道与热风炉连接，风机系统的风管

连接至热风炉，透平机上的煤气管道连接至热交换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主风机

（11）设置有两条风管道，一条风管道连接至第一热风炉（44），另一条风管道连接至第二热

风炉（54）；备用风机（12）设置有两条风管道，一条风管道与连接至第一热风炉（44）的风管

道连接，另一条与第一主风机（11）的另一条风管道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主风机

（21）设置有两条风管道，一条通过管道连接至第三热风炉（64），另一条与第一透平机（22）

连接，第一透平机（22）上的煤气管道连接至第三热交换器（65），第三热交换器（65）后端的

煤气管道上设置有支煤气管路连接至第三除尘系统（61）的末端，第三除尘系统（61）的末端

设置有四路热气管，一路热气连接至第一余热发电站，一路连接至烧结车间点火炉，一路连

接至炼钢车间，一路连接至第二余热发电站。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主风机

（31）设置有两条风管道，一条通过风管道连接至第一主风机（11）连接至第二热风炉（54）的

风管道上，另外一条连接至第二透平机（32），第二透平机（32）的后端连接设置有第三透平

机（33），第二透平机（32）上设置有两条煤气管道，一条连接至第一热交换器（45），另一条连

接至第二热交换器（55），第二热交换器（55）后端的煤气管道上设置有支煤气管路连接至第

二除尘系统（51）的末端，第一除尘系统（51）的末端设置有两条热风管道连接至第二余热发

电站，第三透平机（33）上设置有两条煤气管道，一条连接至第一交换器（45）的末端，另一条

连接至第三除尘系统（61）连接至第二余热发电站的热风管道上，第三除尘系统（61）连接至

第二余热发电站的热风管道上设置有支路连接至第一透平机（22）。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其特征在于：第一主风机（11）和

备用风机（12）的各风管与风机连接处设置有控制阀，分别为控制阀（a1）、控制阀（a2）、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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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a3）、控制阀（a4）;  第一主风机（11）上连接至第二热风炉（54）的风管上设置有控制阀

(a5)，控制阀(a5)的前端设置有支风管连接至第二主风机连接至第三热风炉（64）的管道

上，支风管分支处设置有控制阀（a6）;  第二主风机（21）连接至第三热风炉（64）的管道上设

置有控制阀（a7）;  第一透平机（22）连接至第三热交换器（65）的管路上设置有控制阀(a8); 

第三主风机（31）连接至第二热风炉（54）的风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a10）;  第二透平机（32）

和第三透平机（33）的煤气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分别为控制阀（a11）、控制阀（a15）、控制阀

（a16）、控制阀（a18）; 除尘系统热风出口处设置有3路管道，分别为连接至预热发电站的双

管道和连接至热交换器末端的管道，连接至预热发电站的双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b1）、控

制阀（b3）,连接至热交换器末端的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b2），特别的，第一除尘系统（41）的

一条连向预热发电站的管道与第一热交换器（45）连接;  第二除尘系统（51）和第三除尘系

统（61）上控制阀b2后端分别设置有控制阀a14、控制阀（a13）,控制阀（a14）、控制阀（a13）的

前端设置管道连通，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a12）;  控制阀（a12）与控制阀（a13）前端管道交

汇处设置有管道连接至第一透平机（22），其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a9）;  控制阀（a16）的后

端设置有分支管道连接至预热发电站，分支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a17）。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有风机，透平机

和控制阀由一个控制器统一进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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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钢铁企业余热回收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

网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钢铁冶炼行业中，冶炼高炉通常需要鼓入大量的风和净煤气，然而，在生产实践

中，由于高炉的单独设计，各高炉风机无法互换备用，致使当某座高炉主风机系统出现故障

时高炉必须休风，同时当某座高炉休风或慢风时，透平机因无煤气供应而不得不脱机卸载，

对生产顺行及节能降耗造成极大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解决当某座高炉休风或慢风

时，透平机因无煤气供应而不得不脱机卸载，对生产顺行及节能降耗造成影响的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包括风机系统、高炉系统和控制阀，所述风机系统通

过管道连通高炉系统，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所述风机系统和高炉系统各设置为3个，风机

系统分别为第一风机系统、第二风机系统和第三风机系统，高炉系统分别为第一高炉系统、

第二高炉系统和第三高炉系统，所述第一风机系统、第二风机系统和第三风机系统相互连

通。

[0005] 进一步的，第一风机系统内设置有第一主风机和备用风机，主风机上的出风口和

备用风机通过风管道连通。

[0006] 进一步的，第二风机系统内设置有第二风机，第二风机后端通过风管道连接设置

有第一透平机，透平机上设置有煤气管道连接至高炉系统。

[0007] 进一步的，第三风机系统内设置有第三风机，第三风机后端通过风管道连接设置

有第二透平机和第三透平机，两透平机上设置有煤气管道连接至高炉系统。

[0008] 进一步的，第一高炉系统、第二高炉系统和第三高炉系统均包括除尘系统、包括除

尘系统，高炉、混风室、热风炉和热交换器，除尘系统，高炉、混风室、热风炉通过管道依次连

接，热交换器通过管道与热风炉，风机系统的风管连接至热风炉，透平机上的煤气管道连接

至热交换器。

[0009] 进一步的，第一主风机设置有两条风管道，一条风管道连接至第一热风炉，另一条

风管道连接至第二热风炉；备用风机设置有两条风管道，一条风管道与连接至第一热风炉

的风管道连接，另一条与第一主风机的另一条风管道连接。

[0010] 进一步的，第二主风机设置有两条风管道，一条通过管道连接至第三热风炉，另一

条与第一透平机连接，第一透平机上的煤气管道连接至第三热交换器，第三热交换器后端

的煤气管道上设置有支煤气管路连接至第三除尘系统的末端，第三除尘系统的末端设置有

四路热气管，一路热气连接至第一余热发电站，一路连接至烧结车间点火炉，一路连接至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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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车间，一路连接至第二余热发电站。

[0011] 进一步的，第三主风机设置有两条风管道，一条通过风管道连接至第一主风机连

接至第二热风炉的风管道上，另外一条连接至第二透平机，第二透平机的后端连接设置有

第三透平机，第二透平机上设置有两条煤气管道，一条连接至第一热交换器，另一条连接至

第二热交换器，第二热交换器后端的煤气管道上设置有支煤气管路连接至第二除尘系统的

末端，第一除尘系统的末端设置有两条热风管道连接至第二余热发电站，第三透平机上设

置有两条煤气管道，一条连接至第一交换器的末端，另一条连接至第三除尘系统连接至第

二余热发电站的热风管道上，第三除尘系统连接至第二余热发电站的热风管道上设置有支

路连接至第一透平机。

[0012] 进一步的，第一主风机和备用风机的各风管与风机连接处设置有控制阀，分别为

a1、a2、a3、a4;  第一主风机上连接至第二热风炉的风管上设置有控制阀a5，控制阀a5的前

端设置有支风管连接至第二主风机连接至第三热风炉的管道上，支风管分支处设置有控制

阀a6;  第二主风机连接至第三热风炉的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a7;  第一透平机连接至第三

热交换器的管路上设置有控制阀a8;  第三主风机连接至第二热风炉的风管道上设置有控

制阀a10;  第二透平机和第三透平机的煤气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分别为a11、a15、a16、

a18; 除尘系统热风出口处设置有3路管道，分别为连接至预热发电站的双管道和连接至热

交换器末端的管道，连接至预热发电站的双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b1、b3,连接至热交换器末

端的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b2，特别的，第一除尘系统的一条连向预热发电站的管道与第一

热交换器连接;  第二除尘系统和第三除尘系统上控制阀b2后端分别设置有控制阀a14、

a13,控制阀a14、a13的前端设置管道连通，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a12;  控制阀a12与控制阀

a13前端管道交汇处设置有管道连接至第一透平机，其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a9;  控制阀a16

的后端设置有分支管道连接至预热发电站，分支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a17

进一步的，所有风机，透平机和控制阀由一个控制器统一进行调控。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至少拥有以下有益效果之一：

1、主风管联通，保障高炉运行安全，提高设备利用率，在生产中，主风机供气网络可以

随时串联保障所有高炉供气平衡，也可以单独供气避免总网压力流量变化而所必须的频繁

控风操作，保障了高炉安全可靠平稳运行；

2、煤气余压透平联通，可保障透平节能降耗降低成本，如2#高炉中期检修期间，3#高炉

采用2#高炉主风机鼓风，并投入透平机加载，保证了3#高炉煤气余压回收的同时也实现了

1#高炉余压回收，每月节约电耗160万千瓦时，折合标煤196.5吨；

3、生产中的主要设备调配运用的可选择面广，对生产管理的灵活可靠提供保障；

4、供气管道改造对风机设备利用率、高炉顺行提供了保障，所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是

无法估量的，特别是完全杜绝主风机故障停风所致的高炉灌渣等事故，重要的是安全生产

的有力保障。煤气管理总网联通自由切换的综合效益在用当某座高炉需停炉检修时保障我

厂所配备的透平机能充分发挥节能降耗的目的并保障电网平稳运行，煤气透平降压利用后

再并入公司煤气官网，对全公司煤气平衡稳定调度至关重要，避免压力经常性突然升高降

低造成天灯放散造成资源浪费及环境污染，避免余热回收及炼钢加热不稳定，煤气管网联

网平衡调节对后工段的生产平衡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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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6] 实施例1：

如图1所示的高炉煤气和主风管通网系统，包括风机系统、高炉系统和控制阀，所述风

机系统通过管道连通高炉系统，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所述风机系统和高炉系统各设置为3

个，风机系统分别为第一风机系统1、第二风机系统2和第三风机系统3，高炉系统分别为第

一高炉系统4、第二高炉系统5和第三高炉系统6，所述第一风机系统1、第二风机系统2和第

三风机系统3相互连通；

本实施例中，通过将三个风机系统互通，当其中一个出现问题时，可以由另外的风机代

替工作。

[0017] 实施例2：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实施例中，为了防止两个风机连续长时间工作，导致管道降

压，第一风机系统1内设置有第一主风机11和备用风机12，主风机11上的出风口和备用风机

12通过风管道连通，通过设置备用风机来提供额外分压力。

[0018] 实施例3：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实施例中，为了使用风机的动能提供煤气运输的动力，第二

风机系统2内设置有第二风机21，第二风机21后端通过风管道连接设置有第一透平机22，透

平机22上设置有煤气管道连接至高炉系统。通过第二风机21催动透平机22工作从而向管路

系统中输送煤气。

[0019] 实施例4：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实施例中，为了更好的对三个高炉系统进行供应煤气，第三

风机系统3内设置有第三风机31，第三风机31后端通过风管道连接设置有第二透平机32和

第三透平机33，两透平机上设置有煤气管道连接至高炉系统。

[0020] 实施例5：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实施例中，用于实际进行冶炼的所有高炉系统均包括除尘

系统，高炉、混风室、热风炉和热交换器，除尘系统，高炉、混风室、热风炉通过管道依次连

接，热交换器通过管道与热风炉，风机系统的风管连接至热风炉，透平机上的煤气管道连接

至热交换器。

[0021] 实施例6：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实施例中，第一主风机11设置有两条风管道，一条风管道连

接至第一热风炉44，另一条风管道连接至第二热风炉54；备用风机12设置有两条风管道，一

条风管道与连接至第一热风炉44的风管道连接，另一条与第一主风机11的另一条风管道连

接。

[0022] 实施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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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实施例中，为了更好的利用风管内的风、煤气和预热，第二

主风机21设置有两条风管道，一条通过管道连接至第三热风炉64，另一条与第一透平机22

连接，第一透平机22上的煤气管道连接至第三热交换器65，第三热交换器65后端的煤气管

道上设置有支煤气管路连接至第三除尘系统61的末端，第三除尘系统61的末端设置有四路

热气管，一路热气连接至第一余热发电站，一路连接至烧结车间点火炉，一路连接至炼钢车

间，一路连接至第二余热发电站。

[0023] 实施例8：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实施例中，为了更好的利用风管内的风、煤气和预热，第三

主风机31设置有两条风管道，一条通过风管道连接至第一主风机11连接至第二热风炉54的

风管道上，另外一条连接至第二透平机32，第二透平机32的后端连接设置有第三透平机33，

第二透平机32上设置有两条煤气管道，一条连接至第一热交换器45，另一条连接至第二热

交换器55，第二热交换器55后端的煤气管道上设置有支煤气管路连接至第二除尘系统51的

末端，第一除尘系统51的末端设置有两条热风管道连接至第二余热发电站，第三透平机33

上设置有两条煤气管道，一条连接至第一交换器45的末端，另一条连接至第三除尘系统61

连接至第二余热发电站的热风管道上，第三除尘系统61连接至第二余热发电站的热风管道

上设置有支路连接至第一透平机22。

[0024] 实施例9：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实施例中，为了更好的对风和煤气及余热的倒转利用，第一

主风机11和备用风机12的各风管与风机连接处设置有控制阀，分别为a1、a2、a3、a4;  第一

主风机11上连接至第二热风炉54的风管上设置有控制阀a5，控制阀a5的前端设置有支风管

连接至第二主风机连接至第三热风炉64的管道上，支风管分支处设置有控制阀a6;  第二主

风机21连接至第三热风炉64的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a7;  第一透平机22连接至第三热交换

器65的管路上设置有控制阀a8;  第三主风机31连接至第二热风炉54的风管道上设置有控

制阀a10;  第二透平机32和第三透平机33的煤气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分别为a11、a15、

a16、a18; 除尘系统热风出口处设置有3路管道，分别为连接至预热发电站的双管道和连接

至热交换器末端的管道，连接至预热发电站的双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b1、b3,连接至热交换

器末端的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b2，特别的，第一除尘系统41的一条连向预热发电站的管道

与第一热交换器45连接;  第二除尘系统51和第三除尘系统61上控制阀b2后端分别设置有

控制阀a14、a13,控制阀a14、a13的前端设置管道连通，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a12;  控制阀

a12与控制阀a13前端管道交汇处设置有管道连接至第一透平机22，其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

a9;  控制阀a16的后端设置有分支管道连接至预热发电站，分支管道上设置有控制阀a17。

[0025] 实施例10：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实施例中，为了能够实现自动控制，所有风机，透平机和控

制阀由一个控制阀统一进行调控。

[0026] 本发明的具体工作方式为如下：

设备启动后，控制阀a2处于关闭状态，控制阀a1打开，第一风机向第一热风炉44内鼓入

空气，从而进入第一高炉系统4，以此同时，第三主风机31启动，风管道推动第二透平机32工

作，第二透平机32的一条煤气管道向第一高炉系统4供应煤气，煤气通过控制阀b2、b3进入

第一热交换器45然后再进入第一热风炉44内将其加热到需要的温度，在进入第一混风室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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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充分的混合后再进入第一高炉42，第一高炉42所产生的热气体在经过第一除尘系统

41后将各灰尘等废弃物除去后，纯净的热空气通过控制阀b3和a17后排向余热发电站进行

余热利用。在此过程中，由于热交换器55工作原理，加煤气时，控制阀a17在中央控制阀的控

制下处与关闭状态，在进行排气时，靠近第一热交换器45的控制阀b2处于关闭状态。另一条

煤气管道则向第二高炉系统5进行供应煤气，煤气同样经过第二热交换器55后最终进入第

二高炉52。不同于第一高炉系统4，第二高炉系统5的第二热交换器55后端还设置有煤气支

路连接至热余热发电站，对溢出的煤气进行回收，第三高炉系统6与第二高炉系统5一样的

处理方式。

[0027] 当第一主风机11出现意外停机时，备用风机12启动，替代第一主风机11工作；当第

二主风机21  出现异常停机时，一种方式为控制阀a7关闭，控制阀a6打开，由第一风机11暂

时代替第二主风机21向第三高炉系统6鼓入空气，同时控制阀a9打开，控制阀a13和a14关

闭，a12打开，由第二高炉系统5和第二高炉系统6过滤后的纯净热风继续推动第一透平机22

工作，另一种方式是打开备用风机12同时向第一透平机22和第三高炉系统6供风；当第三主

风机31出现意外停机时，一种方式是控制阀a5打开，由备用风机12替代第三主风机31工作，

另一种方式是关闭控制阀a10,由第一主风机11向第二热风炉54鼓入空气，打开控制阀a16

和a18，关闭控制阀a17,通过第一高炉系统4和第二高炉系统5的纯净热风来驱动第三透平

机33反向驱动第二透平机32工作，同理，当第二透平机32工作出现异常停机时，也可反向第

一高炉系统4和第二高炉系统4供应煤气，实现第三透平机33和第二透平机32的互换，当第

一透平机21出现异常时，控制阀a12、a13、b1关闭，控制阀a9和a18打开，由第三透平机33向

越过第一透平机21向第三高炉系统6供应煤气，其中，一种方式为通过煤气管道供煤气，另

一种方式为通过风管供应风煤混合气。

[0028] 如图1同理，第一主风机11、第二主风机21和第三主风机31中的任意两个出现意外

停机，皆可由其中一个暂时高功率工作替代。

[0029] 尽管这里参照本发明的多个解释性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但是，应该理解，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设计出很多其他的修改和实施方式，这些修改和实施方式将落在本申

请公开的原则范围和精神之内。更具体地说，在本申请公开、附图和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可

以对主题组合布局的组成部件和/或布局进行多种变型和改进。除了对组成部件和/或布局

进行的变形和改进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其他的用途也将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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