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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0 Determine real-time flow of activated carbon of an adsorption sub¬

system corresponding to a centralized analysis sub-system
S120 Determine, according to activated carbon flow of each adsorption

system at a t| moment, theoretical balanced flow of the activated carbon

根据各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景，确定所述集中 of the centralized analysis sub-system at a current moment the time

解析子系统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衡流量；所述
I ;
时刻距前时刻的时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 moment and the current moment being the time

叫差为污染活性炭从各吸附子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所需的时问 required by circulating polluted activated carbon from each adsorption
sub-system to the centralized analysis sub-system

S130 Set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balanced flow of the activated carbon of

根据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设置集中 the centralized analysis sub-system at the current moment, working
解析了系统的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工作参数，以及，根椐烧结工序吸 parameters of a feeding apparatus and a discharging apparatus of the
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件炭流量，设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和第二分料设备 centralized analysis sub-system, and set, according to the activated的的丄作参数，以实现对所述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 carbon flow of a sintering process adsorption sub-system at the t|

moment, the working parameters of a first material distributing device and
a second material distributing device so as to control the flue gas

图4 purification system

(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multi-process flue gas purification system and a control method therefor, comprising: providing a
centralized analysis sub-system in a sintering process to form an integrated structure with a sintering process adsorption sub-system, and
enabling activated carbon circulated between the centralized analysis sub-system and the sintering process sub-system to pass through a
conveyor unit so as to complete circulation, without an additional conveying device, so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veying process on the

寸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is reduced while conveying resources are saved.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application, the centralized analysis
sub-system comprises a material distributing apparatus; the activated carbon is distributed to the sintering process adsorption sub-system
by means of a first material distributing device, and the activated carbon flow of the centralized analysis sub-system is balanced with that

寸 of the sintering process adsorption sub-system and the remaining adsorption sub-systems; by setting working parameters of a feeding
apparatus, a discharging apparatus, and the material distributing apparatus of the centralized analysis sub-system, accurate control of a
balanced rel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ized analysis sub-system and the adsorption sub-systems is realized on one side of the centralized
analysis sub-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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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申请公开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及其控制方法，将集中解析子系统设置在烧结

工序，与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形成一体结构，使循环在集中解析子系统和烧结工序子系统之间的活性
炭通过输送机组即可完成循环，而无需额外的输送设备，节约运输资源的同时，减弱运输过程对系统
运转的影响。本申请中集中解析子系统包括分料装置，通过第一分料设备将活化活性炭分配给烧结工
序吸附子系统，并且使集中解析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与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及其余吸附子系统的活
性炭流量相平衡，通过设置集中解析子系统进料装置、排料装置以及分料装置的工作参数，在集中解
析子系统一侧，实现对集中解析子系统及吸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的精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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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本申请涉及气体净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及
其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图1示出了一种活性炭烟气净化系统，系统包括：用于净化原烟气、排出污染活性炭的吸附子系统
100,

用于活化污染活性炭、排出活化活性炭的解析子系
统

200
，用于回收利用污染物302和 的制酸子系统（图中未示出），以及，

两台活性炭输送机
310

和
320

。其中，吸附子系统
100

包括吸附塔
101
、进料装

置
102

和排料装置
103
，解析子系统

200
包括解析活化塔

201
、进料装置

202
和

排料装置
203

。系统运行时，输送机
310

输送的活性炭，经由进料装置
102

进入
吸附塔

101
，在吸附塔

101
中形成活性炭料层，同时，含有污染物302和？¾的

原烟气源源不断地进入吸附塔
101
，并进一步进入活性炭料层，使得原烟气中的

302和？¾被活性炭吸附，从而成为洁净烟气排出。吸附子系统
100

的排料装置
103

持续工作，将吸附塔
101

内富集有302和 的污染活性炭排出，再由输送
机

320
输送至解析子系统

200
。输送机

320
输送的污染活性炭经由进料装置

202进入解析活化塔
201
，使得302和？¾等污染物从污染活性炭中析出，从而成为

活化活性炭。排料装置
203

将解析活化塔
201

中的活化活性炭排出，由输送机
310输送到吸附子系统1⑻循环使用。

图1所示活性炭烟气净化系统的一种应用方式是，企业在每个烟气排放工序均设置一套吸附子系统和一套解析子系统，每对吸附子系统和解析子系统同时工
作，以完成对企业每个工序产生的污染烟气的净化工作。然而，这种应用方式的
缺点在于，解析子系统的数量过多。对于解析子系统的大量投入，既浪费设备资
源，又增加企业的管理难度。针对这一缺点，在第二种应用方式中，企业在每个
烟气排放工序只设置一套吸附子系统，再单独设置至少一个集中处理污染活性炭
的集中解析子系统，对应全厂范围内部分或全部的吸附子系统，使集中解析子系
统与吸附子系统之间具有一对多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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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种应用方式中，首先，由于进入吸附子系统的原烟气流量、原烟气中
污染物的含量以及吸附子系统中活性炭的循环流量是影响烟气净化效果的主要
因素，例如，当原烟气流量增大和/或烟气中污染物含量增大时，吸附子系统中活性炭的循环流量需同时定量增大，才能保证烟气净化效果，否则，就会出现活性
炭已经饱和而原烟气中一部分污染物还未被吸附的现象，从而降低净化效果。因
此，如何平衡吸附子系统中活性炭的循环流量与原烟气流量等因素的关系，是本
领域技术人员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

其次，集中解析子系统需要对多个吸附子系统排出的污染活性炭集中活化处
理，由于多个吸附子系统规模各异，其对污染活性炭的排料流量大小也各不相同，
另外，集中解析子系统处理的污染活性炭来自设置在不同工序的吸附子系统，设
备故障、生产计划调整等因素，使得不同工序的吸附子系统输出的活性炭数量的
稳定性也会产生波动，因此，如何控制集中解析子系统对污染活性炭的处理能力
与多个吸附子系统活性炭排出量的平衡，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难以攻克的技术难
题。

发明内容
本申请提供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及其控制方法，能够在保证烟气

净化效果的前提下，解决如何精准控制集中解析子系统及与其对应的多个吸附子
系统之间的平衡的技术问题。

第一方面，本申请提供了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包括：多个分别
设置在各烟气排放工序的吸附子系统，与多个所述吸附子系统对应的集中解析子
系统，以及运输子系统；其中，所述吸附子系统包括：吸附塔，用于将活化活性
炭输送入所述吸附塔的进料装置，以及，用于将吸附塔中的污染活性炭排出的排
料装置；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包括：解析活化塔，用于将污染活性炭输送入所述
解析活化塔的进料装置，以及，用于将解析活化塔中的活化活性炭排出的排料装
置；

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设置在烧结工序；
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还包括：
分料装置，所述分料装置至少包括用于将活化活性炭分配给烧结工序吸附子

系统的第一分料设备，和，用于将剩余活化活性炭分配给其余工序吸附子系统的
第二分料设备；

输送机组，用于将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排出的污染活性炭输送至所述集中解
析子系统的塔顶缓冲仓，以及将所述第一分料设备分配的活化活性炭输送至烧结
工序吸附子系统的塔顶缓冲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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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
还包括：

污染活性炭仓及第一卸料装置；所述污染活性炭仓用于存放所述吸附子系统
排出的污染活性炭；所述第一卸料装置用于将污染活性炭仓中的污染活性炭卸下
至塔底输送机。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还包
括：

振动筛；所述振动筛设置在所述解析子系统的排料装置的下方，所述振动筛
用于分离活化活性炭中的损耗活性炭；

新添活性炭仓及第二卸料装置；所述新添活性炭仓及第二卸料装置设置在所
述污染活性炭仓上方；所述第二卸料装置用于将新添活性炭仓中的活性炭卸下至
污染活性炭仓。

第二方面，本申请提供了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方法，所述
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为本申请第一方面所述的烟气净化系统；该方法包
括：

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对应的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实时流量；
根据各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确定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

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所述时刻距当前时刻的时间差为污染活性炭从各吸附子
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所需的时间；

根据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设置集中解析子
系统的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工作参数，以及，根据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在时
刻的活性炭流量，设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和第二分料设备的工作参数，以实现对
所述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

对于上述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采用本申请实现方式，将集中解析子
系统设置在烧结工序，与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形成一体结构，使循环在集中解析
子系统和烧结工序子系统之间的活性炭通过输送机组即可完成循环，而无需额外
的运输设备，节约运输资源的同时，减弱运输过程对系统运转的影响。本申请实
现方式在集中解析子系统设置分料装置，通过第一分料设备将活化活性炭分配给
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并且使解析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与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及
其余吸附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相平衡，通过设置集中解析子系统进料装置、排料
装置以及分料装置的工作参数，在集中解析子系统一侧，实现对集中解析子系统
及吸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的精准控制。

结合第二方面，在第二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按照下述步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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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对应的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实时流量：
获取进入所述吸附子系统的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
根据所述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得到所述原烟气中污染物的流

量；
根据所述原烟气中污染物的流量，确定所述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理论流量，

以及，确定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所述理论流量为实时流量。
由于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是时刻变化的，因此，本实现方式根据

进入各吸附子系统的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来确定各吸附子系统活性
炭的实时流量，既能保证烟气净化效果，又能节约活性炭资源。

结合第二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根据所述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按照下式，计算得到所述原烟气
中污染物的流量：

1为吸附子系统所在工序的序号；
以及，根据所述原烟气中污染物的流量，按照下式，确定所述吸附子系统活性炭
的理论流量：

为常数，一般取
15~21;

欠为常数，一般取
3~4

。
采用本实现方式，能够根据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准确地、定量

地计算出各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实时流量，为实现本申请烟气净化系统的精准控
制提供数据依据。

结合第二方面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根据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按照下式，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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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

结合第二方面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根据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按照下述步骤，设置
集中解析子系统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工作参数：

根据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
系统的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理论流量；

根据所述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理论流量，确定所述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
理论运行频率；

根据所述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设置所述进料装置和排料装
置的给定频率。

本实现方式通过设置集中解析子系统的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给定频率，在
集中解析子系统一侧，实现对集中解析子系统及吸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的精
准控制，操作简单，易于实现，可靠性强。

结合第二方面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按照下式，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的进料装置及排料装置的理论流量：

¾ 进= ¾ 排= ¾ 〇⑴ X 』；

_| 为常数，一般取 0.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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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按照下式，确定所述进料装置及排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
½ =¾进/夂进
【排=2〇排/夂排

其中，½为集中解析子系统的进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
¾为集中解析子系统的排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
欠进和欠# 为常数，单位为］¾/ （］·：¾）。
采用本实现方式，基于进料装置及排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与理论流量的定

量关系，可以根据理论流量准确地计算理论运行频率，通过将进料装置及排料装
置的给定运行频率调整为该理论运行频率，达到控制集中解析子系统进料流量与
排料流量的目的，实现对烟气净化系统的精准控制。

结合第二方面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第六种可能的实现中，根
据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按照下述步骤，设置所述第一分
料设备和第二分料设备的工作参数：

根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的分料流量，确定第一分料设备的理论运行频率；
根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的理论运行频率，设置第一分料设备的给定频率；
以及，将所述第二分料设备的给定频率设置为最大；

采用本实现方式，基于第一分料设备的理论运行频率与其分料流量的定量关
系，根据理论运行频率确定给定频率，通过将第一分料设备的给定频率调整为该
理论运行频率，达到控制烧结工序对应的吸附子系统活性炭流量的目的，同时，
将第二分料设备的给定频率调整到最大，简化计算及控制步骤，保证烟气净化系
统的稳定运行。

结合第二方面，在第二方面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根据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理论流量，设置吸附子系统进料装置及排料装置的

工作参数，以实现对各个吸附子系统的精准控制。
第三方面，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方法，

所述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为本申请第一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
的烟气净化系统；所述方法包括：

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对应的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实时流量；
根据各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确定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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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所述时刻距当前时刻的时间差为污染活性炭从各吸附子
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所需的时间；

根据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设置集中解析子
系统的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工作参数；

根据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在 时刻的活性炭流量，设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
和第二分料设备的工作参数；

以及，根据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和烧结工序
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设置第一卸料装置的工作参数，以实现对所
述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

第四方面，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方法，
所述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为本申请第一方面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
的烟气净化系统；所述方法包括：

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对应的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实时流量；
根据各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确定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

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所述时刻距当前时刻的时间差为污染活性炭从各吸附子
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所需的时间；

根据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设置集中解析子
系统的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工作参数；

根据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设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和
第二分料设备的工作参数；

以及，根据所述振动筛筛出的损耗活性炭流量，设置所述第二卸料装置的
工作参数，以实现对所述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

由上述技术方案可知，本申请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及其控制方法，将
集中解析子系统设置在烧结工序，与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形成一体结构，使循环
在集中解析子系统和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之间的活性炭通过输送机组即可完成
循环，而无需额外的输送设备，节约运输资源的同时，减弱运输过程对系统运转
的影响。在集中解析子系统设置分料装置，通过第一分料设备将活化活性炭分配
给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并且使集中解析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与烧结工序吸附子
系统及其余吸附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相平衡，通过设置集中解析子系统进料装
置、排料装置以及分料装置的工作参数，在集中解析子系统一侧，实现对集中解
析子系统及吸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的精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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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

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图1为现有技术活性炭烟气净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现有技术涉及多工序烟气净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申请实施例示出的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申请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涉及多工序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方法流程图；
图5为本申请根据一优选实施例示出的一种涉及多工序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方法流程图；
图6为本申请根据另一优选实施例示出的一种涉及多工序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方法流程图；
图7为本申请根据又一优选实施例示出的一种涉及多工序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这里将详细地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说明，其示例表示在附图中。下面的描述

涉及附图时，除非另有表示，不同附图中的相同数字表示相同或相似的要素。以
下示例性实施例中所描述的实施方式并不代表与本发明相一致的所有实施方式。
相反，它们仅是与如所附权利要求书中所详述的、本发明的一些方面相一致的装
置和方法的例子。

图2示出了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参阅图2，该烟气净化系统包
括：

多个分别设置在各烟气排放工序的吸附子系统（110/120/130 等），与多个所
述吸附子系统对应的集中解析子系统200, 以及运输子系统（图中未示出）；各吸
附子系统排出的污染活性炭通过运输子系统输送至集中解析子系统进行集中活
化处理；一套烟气净化系统中集中解析子系统与各吸附子系统形成一对多的对应
关系。

其中，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200 包括解析活化塔201、用于将污染活性炭输
入解析活化塔201 的进料装置202、用于将活化活性炭从解析活化塔201 排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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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排料装置
203

、用于将污染活性炭从塔底输送至塔顶的输送机
204
；以吸附子系

统
110

为例，本申请中，每个所述吸附子系统包括吸附塔
111
、用于将活化活性

炭输入所述吸附塔
111

的进料装置
112
、用于将污染活性炭排出吸附塔

111
的排

料装置
113
、用于将活化活性炭从塔底输送至塔顶的输送机

114
，以及用于存储

活化活性炭的活化活性炭仓
115

及其卸料装置
116
。

系统运行时，在吸附子系统一侧，活化活性炭（可能包括新添活性炭）不断
被投放到缓冲仓11

7
内，再通过进料装置112 进入吸附塔111，在吸附塔111 内，

活性炭边吸附原烟气中的污染物质，边从上至下移动，最后由排料装置113 排出
吸附塔 111。这些从吸附子系统排出的污染活性炭，通过运输子系统被输送到集
中解析子系统200 —侧，其中，对于一些距离集中解析子系统较远的吸附子系统，
污染活性炭由专门的运输车运输。

在集中解析子系统 200 —侧，来自多个吸附子系统的污染活性炭由输送机
204 将其从塔底运输至解析塔顶部的缓冲仓，通过进料装置202 将污染活性炭输
入解析活化塔201 进行活化，到达底部后，由排料装置203 排出，再由输送子系
统将活化活性炭运输至各工序吸附子系统循环使用。

在图2 所示系统的基础上，本申请提供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如
图3 所示，本申请提供的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中，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200

设置在烧结工序；
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

200
还包括：

分料装置212, 所述分料装置212
至少包括用于将活化活性炭分配给烧结工

序吸附子系统
110

的第一分料设备
2121

，和，用于将剩余活化活性炭分配给其余
工序吸附子系统的第二分料设备

2122;
输送机组，用于将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

110
排出的污染活性炭输送至所述集

中解析子系统
200

的塔顶缓冲仓，以及将所述第一分料设备
2121

分配的活化活
性炭输送至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的塔顶缓冲仓。

如图3 所示，所述输送机组包括第一输送机210 和第二输送机2 11。
根据钢铁企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烧结工序烟气产生量为企业的烟气总量的

70%
左右，这就意味着，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需要的活性炭量相对最大。基于此，

将集中解析子系统设置在烧结工序，使集中解析子系统与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形
成一体结构，使循环在集中解析子系统和烧结工序子系统之间的活性炭通过输送
机组即可完成循环，而无需额外的输送设备，节约运输资源的同时，减弱运输过
程对系统运转的影响。

将集中解析子系统设置在烧结工序后，烧结工序产生的大量原烟气经管道进
入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110, 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110 产生的污染活性炭由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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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直接输送至集中解析子系统200, 集中解析子系统产生的活化活性炭由输送机
211

直接输送至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
110
。

另外，在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中设置分料装置212, 包括第一分料设备2121和第二分料设备
2122

。通过第一分料设备
2121

，可以将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
110所需的活化活性炭预先分配好，并直接卸料至输送机

211
，由输送机

211
直接传

送至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的上方进行上料，相当于内部循环。与此同时，由第二
分料设备

2122
卸下的活化活性炭则由运输子系统分别运输至其余工序吸附子系

统，相当于外部循环。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

200
还包括：

污染活性炭仓
205

及第一卸料装置
206;

所述污染活性炭仓
205

用于存放所
述吸附子系统排出的污染活性炭；所述第一卸料装置

206
用于将污染活性炭仓中

的污染活性炭卸下至第二输送机
211
。

在另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200 还包括：
振动筛

209;
所述振动筛

209
设置在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

200
的排料装置

203的下方，所述振动筛
209

用于分离活化活性炭中的损耗活性炭；
新添活性炭仓

207
及第二卸料装置

208;
所述新添活性炭仓

207
及第二卸料

装置
208

设置在所述污染活性炭仓
205

上方；所述第二卸料装置
208

用于将新添
活性炭仓

207
中的活性炭卸下至污染活性炭仓

205
〇

需要说明的是，新添活性炭用于弥补活性炭在循环或吸附过程中产生的损耗
量，以及用于调整集中解析子系统的活性炭循环流量。

本申请图3所示的烟气净化系统在工作时，在集中解析子系统200 —侧，来自多个吸附子系统的污染活性炭可以暂时存储在污染活性炭仓
205

中，再通过第
一卸料装置206, 以一定的流量将仓中的污染活性炭卸下至输送机210

上，同时，
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

110
排出的污染活性炭直接卸下至输送机

210
上，由输送机

210
统一将其从塔底运输至解析塔顶部的缓冲仓，通过进料装置

202
将污染活性

炭输入解析活化塔
201

进行活化，到达底部后，由排料装置
203

排出，再由输送
子系统将活化活性炭运输至各工序吸附子系统循环使用。在系统的实际运转过程
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活性炭的损耗，本申请通过振动筛

209
将过细的损耗活性炭

排出，并同时添加新的活性炭至系统中。
本申请中，活性炭在吸附子系统与集中解析子系统之间的循环，使烟气净化

系统形成多个闭合循环结构，例如，集中解析子系统
200

与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
110

形成一闭合循环结构，集中解析子系统与炼焦工序吸附子系统形成另一闭合
循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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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循环结构，申请人发现，各吸附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的加和与集中
解析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理论相等时，才能保证烟气净化系统的连续、稳定且有
效的运行。利用这一等量关系，本申请提供一种上述涉及多工序烟气净化系统的
控制方法，能够在保证烟气净化效果的前提下，解决如何精准控制集中解析子系
统及与其对应的多个吸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的技术问题。

图
4
为本申请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涉及多工序烟气净化系统的控

制方法流程图，需要说明的是，本申请所述方法被配置在计算机中，由计算机控
制执行。参阅图

4
，该方法包括：

步骤
110,

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对应的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实时流量；
在本申请中，一套烟气净化系统包括数个吸附子系统和一个集中解析子系

统，每个吸附子系统分别设置在不同的烟气排放工序，例如，烧结、球团、炼焦、
高炉炼铁、转炉或电炉炼钢、乳钢、石灰窑、电站等工序。由于烟气排放工序众
多，本申请通过字母

1
来加以区别设于不同工序的吸附子系统，

1
代表各个工序的

序号。例如，在本申请中，烧结工序的序号
1=1
。

由上述烟气净化系统的工作过程可知，进入吸附子系统的原烟气流量、原烟
气中污染物的含量以及吸附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是影响烟气净化效果的主要因
素。例如，当原烟气流量增大和

/
或烟气中污染物含量增大时，吸附子系统的活性

炭流量需伴随着定量增大，才能保证烟气净化效果，否则，就会出现活性炭已经
饱和而原烟气中一部分污染物还未被吸附的现象，从而降低净化效果。

也就是说，各吸附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原烟气流
量、原烟气中污染物的含量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一般是阶段性的，例如，每间
隔一个循环周期，对活性炭流量做出调整，其他时间不调整。上述步骤

110
通过

确定吸附子系统活性炭在不同时刻的实时流量，来监督流量的变化。例如，烧结
工序吸附子系统在2018 年 1月 1 日12 时的实时流量为0

X 1(01011200),
其中¾ 〇代

表吸附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
还需说明的是，本申请可选通过吸附子系统的进料装置或排料装置调整吸附

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
步骤

120,
根据各吸附子系统在 时刻的活性炭流量，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

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所述时刻距当前时刻的时间差为污染活
性炭从各吸附子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所需的时间；

在涉及多工序烟气净化系统的实际应用中，各个烟气排放工序的位置不同使
各个吸附子系统与集中解析子系统之间的距离也不相同。这就意味着，每个吸附
子系统产生的污染活性炭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所需的时间也有所不同。为了便
于说明，本申请采用

II
来代表污染活性炭从各吸附子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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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时间，例如，污染活性炭从烧结工序的吸附子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
所需的时间为丁1，污染活性炭从炼焦工序的吸附子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所需的时间为丁2等。

本申请步骤
120
根据各个吸附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来确定集中解析子系统

的活性炭流量，并使集中解析子系统对应的各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
与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相平衡。由于污染活性炭从各
吸附子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不同吸附子系统对应
的

II
具有差异性，因此，本申请步骤

120
根据各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

量，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其中，时刻距
当前时刻的时间差为污染活性炭从各吸附子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所需的
时间，即 11 = 1当前｛。

步骤
130,

根据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设置
集中解析子系统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工作参数，以及，根据烧结工序吸附子系
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设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和第二分料设备的工作参数，
以实现对所述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

在步骤
130
中，通过设置集中解析子系统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工作参数，

使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实际流量达到上述步骤
120
确定的理论平衡

流量，从而使集中解析子系统对应的各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的加和
与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相平衡，从而实现在集中解析
子系统一侧，对集中解析子系统及吸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进行精准控制。

另外，通过设置第一分料设备的工作参数，使第一分料设备的活性炭流量与
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相平衡；通过设置第二分料设备的工作参数，
使第二分料设备的活性炭流量与除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以外的其他吸附子系统
的活性炭流量相平衡。

根据本申请的技术构思可知，上述步骤
110
是实现本申请的关键步骤，它为

后续的控制过程提供准确的数据基础。实际上，上述步骤
110
的实现方式有多种，

本申请根据应用场景的特定性，提供一个优选实施例。参阅图
5 ,
在该优选实施

例中，按照下述步骤，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对应的各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实
时流量：

步骤
210,

获取进入所述吸附子系统的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
在钢铁企业的实际生产中，各个烟气排放工序产生的原烟气量及烟气中污染

物含量是变化的，因此进入所述各吸附子系统的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
也会根据生产实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通过预先设置在各个吸附子系统的检测仪
表，可以采集到各吸附子系统的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的数据。又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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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所述各吸附子系统的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是影响烟气净化效果
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申请将其作为控制各吸附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的主要数据
依据。

在吸附子系统一侧，本实施例根据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对各个
吸附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进行精确控制，保证烟气净化效果，提高活性炭利用率。

步骤
220,

根据所述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得到所述原烟气中污
染物的流量；

1为各吸附子系统所在工序的序号。
步骤

230,
根据所述原烟气中污染物的流量，确定所述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

理论流量，以及，确定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所述理论流量为实时流量。

为常数，一般取 15~21; 欠2为常数，一般取 3~4。

本实施例根据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准确地、定量地计算出各吸
附子系统活性炭的理论流量，为实现本申请烟气净化系统的精准控制提供数据依
据。

基于上述图5所示实施例，在本申请的另一些实施例中，本申请控制方法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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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40,

根据各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理论流量，设置各个吸附子系统进料
装置和排料装置的工作参数，以实现对各个吸附子系统的精准控制。

在本申请中，由于集中解析子系统设置在烧结工序，因此，污染活性炭从烧
结工序的吸附子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所需的时间可以近似为0。因此，在前述图5所示实施例基础上，作为本申请优选实施例，按照下式，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

在本申请中，集中解析子系统进料装置、排料装置以及分料装置至少包括电
机和由电机带动的物料输送设备，例如辊式给料机。其中，电机由变频器拖动，
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决定电机转速，并且，进料装置、排料装置以及分料装置的物
料输送流量与电机转速成正比。

基于此，在本申请图6所示的优选实施例中，根据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的理论活性炭平衡流量，按照下述步骤，设置集中解析子系统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
工作参数：

步骤
310,

根据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确定所述
集中解析子系统的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理论流量；

在上述步骤
310
中，可选地，按照下式，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的进料装

置及排料装置的理论流量：
¾进= ¾排= ¾ 〇（〇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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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_|为常数，一般取0 .9~0 .97

步骤
320,

根据所述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理论流量，确定所述进料装置和
排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

在本申请中，集中解析子系统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实际上可采用有电机带动
的物料输送设备来实现其进料和排料的功能。由于电机由变频器拖动，变频器的
频率决定电机转速，而进料装置、排料装置的物料输送流量与电机转速成正比，
也就是说进料装置及排料装置变频的运行频率与物料输送设备物料输送流量成
正比。因此，可选的，本申请按照下式，确定所述进料装置及排料装置的理论运
行频率：

½ = ¾进/夂进

【排= 2〇排/夂排
其中，½为集中解析子系统的进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
为集中解析子系统的排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

欠进和欠# 为常数，单位为 ¾/ （］·：¾）。
步骤

330,
根据所述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设置所述进料装

置和排料装置的给定频率。
通过设置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给定频率，当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实际运

行频率与其理论运行频率相符时，集中解析子系统的活性炭循环流量将与其活性
炭理论平衡流量相等，从而实现了集中解析子系统与各个吸附子系统间的平衡。

本实施例基于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与理论流量的定量关系，
可以根据理论流量准确地计算理论运行频率，通过将进料装置及排料装置的给定
运行频率调整为该理论运行频率，达到控制集中解析子系统进料流量与排料流量
的目的，实现对烟气净化系统的精准控制。

在本申请中，集中解析子系统排出的活化活性炭通过分料装置先将各个吸附
子系统需要的部分分配好，再由运输子系统分别输送至各个吸附子系统。具体的，
在上述实施例基础上，本申请图7示出一优选实施例，在本实施例中，根据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按照下述步骤，设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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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分料设备的工作参数：

步骤
420,

根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的分料流量，确定第一分料设备的理论运
行频率；

步骤
430,

根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的理论运行频率，设置第一分料设备的给
定频率，以及，将所述第二分料设备的给定频率设置为最大；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第一分料设备和第二分料设备均是电机带动的物料输送
设备，例如辊式给料机，本申请通过控制辊式给料机的运行频率来控制其物料输
送流量，即分料设备的分料流量。

图7所示实施例基于第一分料设备的理论运行频率与其分料流量的定量关系，根据理论运行频率确定给定频率，通过将第一分料设备的给定频率调整为该
理论运行频率，达到控制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活性炭流量的目的，同时，将第二
分料设备的给定频率调整到最大，简化计算及控制步骤，保证烟气净化系统的稳
定运行。

通过设置分料装置的工作参数，预先将活化活性炭分配好，再通过运输子系
统将分配好的活性炭运输至相应地吸附子系统，节约运输资源，同时避免活化活
性炭在吸附子系统一侧累积而占用空间以及避免活化活性炭不充足而影响系统
运行。

根据上述涉及多工序烟气净化系统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工作过程可知，集中
解析子系统

200
还包括用于存储污染活性炭的污染活性炭仓

205,
所述污染活性

炭仓
205

底部设有用于控制污染活性炭的卸料流量的第一卸料装置
206
〇

基于此，在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方法中，
在上述步骤

3110
至

3130
基础上，还包括：

根据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和烧结工序吸附
子系统在 时刻的活性炭流量，设置第一卸料装置的工作参数。

流量；
根据所述第一卸料装置的卸料流量，设置卸料装置的工作参数；

实际上，在本申请中，集中解析子系统的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是控制集中解
析子系统活性炭流量的关键装置。在此基础上，为了使集中解析子系统的稳定运



转得到进一步保证，本申请对第一卸料装置的卸料流量也加以控制，避免集中解
析子系统进料装置出现上料不足或上料过多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参阅图4可知，集中解析子系统200
还包括设于集中解析子

系统排料装置
203

下方的振动筛
209

和设于所述污染活性炭仓
205

上方的新添活
性炭仓

207
及第二卸料装置

208;
其中，所述振动筛

209
用于筛出损耗活性炭；

所述第二卸料装置
208

用于控制新添活性炭的卸料流量。
基于此，在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方法中，

在上述步骤
S110

至
S130

基础上，还包括：
根据所述振动筛筛出的损耗活性炭流量，设置所述第二卸料装置的工作参

数。

具体的，根据所述振动筛筛出的损耗活性炭流量，确定新添活性炭的添加流
量；例如，使损耗活性炭流量与新添活性炭的添加流量相等，以保证集中解析子
系统的进料量与排料量相平衡。

再根据所述新添活性炭的添加流量，设置所述第二卸料装置的工作参数。
综上所述，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将集中解析子系统设置在烧结工序，与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形成一体结构，使循
环在集中解析子系统和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之间的活性炭通过输送机组即可完
成循环，而无需额外的输送设备，节约运输资源的同时，减弱运输过程对系统运
转的影响。在集中解析子系统设置分料装置，通过第一分料设备将活化活性炭分
配给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并且使集中解析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与烧结工序吸附
子系统及其余吸附子系统的活性炭流量相平衡，通过设置集中解析子系统进料装
置、排料装置以及分料装置的工作参数，在集中解析子系统一侧，实现对集中解
析子系统及吸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的精准控制。

具体实现中，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计算机存储介质，其中，该计算机存储介质
可存储有程序，该程序执行时可包括本发明提供的控制方法的各实施例中的部分
或全部步骤。所述的存储介质可为磁碟、光盘、只读存储记忆体 （英文：read-only

memory , 简称：ROM）或随机存储记忆体 （英文：random access memory, 简称：

RAM
）等。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可借助软件加

必需的通用硬件平台的方式来实现。基于这样的理解，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
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部分可以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
计算机软件产品可以存储在存储介质中，如

ROM/RAM
、磁碟、光盘等，包括若

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计算机设备（可以是个人计算机，服务器，或者网络设备等）
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或者实施例的某些部分所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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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的部分互相参见即可。尤其，对于实施
例而言，由于其基本相似于方法实施例，所以描述的比较简单，相关之处参见方
法实施例中的说明即可。

以上所述的本发明实施方式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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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1、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包括：多个分别设置在各烟气排放工序的吸附子系统，与多个所述吸附子系统对应的集中解析子系统，以及

运输子系统；其中，所述吸附子系统包括：吸附塔，用于将活化活性炭输送
入所述吸附塔的进料装置，以及，用于将吸附塔中的污染活性炭排出的排料
装置；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包括：解析活化塔，用于将污染活性炭输送入所
述解析活化塔的进料装置，以及，用于将解析活化塔中的活化活性炭排出的
排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设置在烧结工序；所述集中解
析子系统还包括：

分料装置，所述分料装置至少包括用于将活化活性炭分配给烧结工序吸
附子系统的第一分料设备，和，用于将剩余活化活性炭分配给其余工序吸附
子系统的第二分料设备；

输送机组，用于将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排出的污染活性炭输送至所述集
中解析子系统的塔顶缓冲仓，以及将所述第一分料设备分配的活化活性炭输
送至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的塔顶缓冲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还
包括：

污染活性炭仓及第一卸料装置；所述污染活性炭仓用于存放所述吸附子
系统排出的污染活性炭；所述第一卸料装置用于将污染活性炭仓中的污染活
性炭卸下至塔底输送机。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还包括：
振动筛；所述振动筛设置在所述解析子系统的排料装置的下方，所述振

动筛用于分离活化活性炭中的损耗活性炭；
新添活性炭仓及第二卸料装置；所述新添活性炭仓及第二卸料装置设置

在所述污染活性炭仓上方；所述第二卸料装置用于将新添活性炭仓中的活性
炭卸下至污染活性炭仓。

4、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方法，所述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为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对应的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实时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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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吸附子系统在 时刻的活性炭流量，确定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
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所述时刻距当前时刻的时间差为污染活性炭从
各吸附子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所需的时间；

根据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设置集中解
析子系统的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工作参数，以及，根据烧结工序吸附子系
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设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和第二分料设备的工作参
数，以实现对所述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下述步骤，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对应的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实时流量：
获取进入所述吸附子系统的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
根据所述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得到所述原烟气中污染物的

流量；
根据所述原烟气中污染物的流量，确定所述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理论流

量，以及，确定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所述理论流量为实时流量。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所述原烟气流量及烟气中污染物含量，按照下式，计算得到所述原烟气中污染物的流量：

以及，根据所述原烟气中污染物的流量，按照下式，确定所述吸附子系统活
性炭的理论流量：

欠，为常数，一般取 15~21; 为常数，一般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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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吸附子系统在 时刻
的活性炭流量，按照下式，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
平衡流量：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集中解析子系
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按照下述步骤，设置集中解析子系统进
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工作参数：

根据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确定所述集中解
析子系统的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理论流量；

根据所述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理论流量，确定所述进料装置和排料装
置的理论运行频率；

根据所述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设置所述进料装置和排
料装置的给定频率。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下式，确定所述集
中解析子系统的进料装置及排料装置的理论流量：

¾进= ¾排= ¾ 〇（〇X 1;

以及，按照下式，确定所述进料装置及排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进=2〇进/夂进
【排= 排/尺排

其中，¾为集中解析子系统的进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
¾为集中解析子系统的排料装置的理论运行频率；
½ 和½ 为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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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按照下述步骤，设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和第二分

料设备的工作参数：

根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的分料流量，确定第一分料设备的理论运行频
率；

根据所述第一分料设备的理论运行频率，设置第一分料设备的给定频
率；

以及，将所述第二分料设备的给定频率设置为最大；
其中，¾ 为第一分料设备的分料流量，

11
、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根据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理论流量，设置吸附子系统进料装置及排料装

置的工作参数，以实现对各个吸附子系统的精准控制。

12
、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方法，所述涉及多工序的烟

气净化系统为权利要求2所述的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对应的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实时流量；
根据各吸附子系统在 时刻的活性炭流量，确定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

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所述时刻距当前时刻的时间差为污染活性炭从
各吸附子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所需的时间；

根据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设置集中解
析子系统的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工作参数；

根据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设置所述第一分料设
备和第二分料设备的工作参数；

以及，根据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和烧结
工序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设置第一卸料装置的工作参数，以
实现对所述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

13
、一种涉及多工序的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方法，所述涉及多工序的烟

气净化系统为权利要求3所述的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确定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对应的吸附子系统活性炭的实时流量；
根据各吸附子系统在 时刻的活性炭流量，确定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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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所述时刻距当前时刻的时间差为污染活性炭从
各吸附子系统循环至集中解析子系统所需的时间；

根据所述集中解析子系统当前时刻活性炭的理论平衡流量，设置集中解
析子系统的进料装置和排料装置的工作参数；

5 根据烧结工序吸附子系统在时刻的活性炭流量，设置所述第一分料设
备和第二分料设备的工作参数；

以及，根据所述振动筛筛出的损耗活性炭流量，设置所述第二卸料装
置的工作参数，以实现对所述烟气净化系统的控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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