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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炉休复风用烟气

处理装置，包括高炉炉顶、第一高炉炉顶放散管

和第二高炉炉顶放散管，高炉炉顶通过炉顶球罐

（或煤气上升管）分别连通高炉炉顶一号炉顶放

散阀和二号炉顶放散阀。本实用新型通过旋风除

尘器、烟气冷却器、气液分离器、石墨乙烯-蒸汽

冷凝器、烟气加热器、循环热泵和排烟烟囱的设

置，可对在直接排放过程中产生大量含有CO、CO2

和灰尘的有毒、可燃物混合气体进行充分处理，

解决了目前烟气处理装置不能对有害气体进行

充分处理的问题，避免造成大气环境污染，能对

高炉直排的高温烟气中的含尘颗粒进行回收，并

将有害气体进行水化处理，使得排放的烟气达到

国家排放标准，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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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炉休复风用烟气处理装置，包括高炉炉顶煤气放散管和放散阀，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炉炉顶将原有通过炉顶球罐或煤气上升管通过煤气放散管和放散阀，对高炉炉内煤

气进行直接排放，而改变成在保留原煤气放散管和放散阀的同时，增加与煤气放散管和放

散阀平行的放散联通管，此放散连通管称之为放散总管，所述放散总管的管壁表面安装有

放散总阀，所述放散总管远离放散联通管的一端连通有旋风除尘器，所述旋风除尘器通过

管道连通有高炉料罐，所述旋风除尘器和高炉料罐之间的管道安装有颗粒物卸灰阀；

所述旋风除尘器的排气管通过管道连通有烟气冷却器，所述烟气冷却器的排气管通过

管道连通有气液分离器，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通过管道连通有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所

述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的出气口通过管道连通有烟气加热器，所述烟气加热器和烟气冷

却器之间通过管道连通有循环热泵，所述烟气加热器出气口通过管道连通有排烟烟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炉休复风用烟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风除尘

器的内壁设有耐磨衬板，所述烟气冷却器采用列管式的水直接冷却方式，其冷却能力为600

立方/min～3500立方/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炉休复风用烟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液分离

器的分离方法为超滤分离，微粒不同的气液混合物通过微孔过滤器进行过筛，液体因重力

下流至分离器底部并排出，气体进入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炉休复风用烟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烟烟囱

的高度不低于第一高炉炉顶放散管和第二高炉炉顶放散管的高度，且排烟烟囱为钢结构与

玻璃钢混合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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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炉休复风用烟气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有害气体处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高炉休复风用烟气处理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休风与复风是高炉暂时停止生产和随后恢复生产的高炉操作方法，高炉停止生产

和恢复生产的基本操作就是停止往炉内送风和恢复往炉内送风高炉，在生产过程中因检

修、处理事故或其他原因需要中断生产时，停止送风冶炼就叫做休风，根据休风时间的长

短，休风4h以上就称长期休风。休风4h以下，则称短期休风，长期休风又可分为计划休风与

非计划（事故）休风，计划休风还可分为计划满炉料休风与计划降部分料面休风。

[0003] 高炉休、复风状态下，从高炉炉顶放散管将释放大量的高温煤气，这些高温煤气中

含有大量粉尘，所排放出的白色烟气将严重污染环境，由于放散管上部的饱和湿烟气流与

放散管外的冷空气接触，湿烟气温度下降，水分呈过饱和状态，形成小液滴，随之，小液滴会

积聚形成大液滴，开始二次凝结形成水雾，至放散管顶部处，湿空气温度基本接近大气温

度，二次凝结达到最大程度，形成放散管上部的水雾拖尾，属于过饱和状态，故产生大量的

羽雾，这些羽雾中含有少量的CO、CO2和灰尘的有毒、可燃物混合有害气体，随着烟气的排

放，飘散到大气中，对大气造成污染，形成酸雨，破坏大气结构，建筑物等。

[0004] 目前高炉炉顶放散烟气在直接排放过程中产生大量含有CO、CO2和灰尘的有毒、可

燃物混合气体，造成大气环境污染，随着国家对环保的严控，采取了新增环保税、制定错峰

限产、严格监控排放状态，绝大多数企业，为了规避国家的监控，采取深夜休、复风措施，没

有从根本上给予解决。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炉休复风用烟气处理装置，具备能对高炉烟气

中的有害气体进行充分处理的优点，解决了目前烟气处理装置不能对有害气体进行充分处

理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高炉休复风用烟气处理装

置，包括高炉炉顶称之为高炉炉顶一号炉顶放散阀和二号炉顶放散阀，所述高炉炉顶通过

炉顶球罐（或煤气上升管）分别连通称之为高炉炉顶一号炉顶放散阀和二号炉顶放散阀，所

述一号炉顶放散阀和二号炉顶放散阀均通过放散联通管连通，称之为放散总管，所述放散

总管的管壁表面安装有放散总阀，所述放散总管远离放散联通管的一端连通有旋风除尘

器，所述旋风除尘器通过管道连通有高炉料罐，所述旋风除尘器和高炉料罐之间的管道安

装有颗粒物卸灰阀；

[0007] 所述旋风除尘器的排气管通过管道连通有烟气冷却器，所述烟气冷却器的排气管

通过管道连通有气液分离器，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出口通过管道连通有石墨乙烯-蒸汽冷凝

器，所述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的出气口通过管道连通有烟气加热器，所述烟气加热器和烟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9602579 U

3



气冷却器之间通过管道连通有循环热泵，所述烟气加热器出气口通过管道连通有排烟烟

囱。

[0008] 优选的，所述旋风除尘器的内壁设有耐磨衬板，所述烟气冷却器采用列管式的水

直接冷却方式，其冷却能力为600立方/min～3500立方/min。

[0009] 优选的，所述气液分离器的分离方法为超滤分离，微粒不同的气液混合物通过微

孔过滤器进行过筛，液体因重力下流至分离器底部并排出，气体进入石墨乙烯-蒸气冷凝

器。

[0010] 优选的，所述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联合系统的各个部件中装有大量DN20的冷凝

钢管，且冷凝钢管内部镀有石墨烯涂层，管外喷淋水蒸发，管内烟气依靠喷淋水蒸发吸热进

一步冷却，所述循环热泵的热力来源为烟气冷却器处未处理烟气的热量，所述循环热泵通

过水为介质换热并将热量传递至烟气加热器。

[0011] 优选的，所述排烟烟囱的高度不低于第一高炉炉顶放散管和第二高炉炉顶放散管

的高度，且排烟烟囱为钢结构与玻璃钢混合结构形式。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3] 、本实用新型通过旋风除尘器、烟气冷却器、气液分离器、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

烟气加热器、循环热泵和排烟烟囱的设置，可对在直接排放过程中产生大量含有CO、CO2和

灰尘的有毒、可燃物混合气体进行充分处理，解决了目前烟气处理装置不能对有害气体进

行充分处理的问题，避免造成大气环境污染，该高炉休复风用烟气处理装置能对高炉直排

的高温烟气中的含尘颗粒进行回收，并将有害气体进行水化处理，使得排放的烟气达到国

家排放标准，值得推广。

[0014]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旋风除尘器且旋风除尘器的内壁设有耐磨衬板，是为了避

免含有大量的颗粒物烟尘经过管道输送到地面，从而造成管道的磨损，通过设置排烟烟囱

的高度不低于第一高炉炉顶放散管和第二高炉炉顶放散管的高度，能够保证一定的负压

量，通过颗粒物卸灰阀的设置，它的作用是对旋风除尘器收集后的颗粒物及灰尘向高炉料

罐内进行排放，从而避免对环境的污染和能源的浪费，通过烟气冷却器的设置，它的冷却可

进一步对烟气进行除尘、以及将有害气体进行水化处理，通过气液分离器的设置，它的作用

是将经过除尘后的烟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地面，由于长距离的输送，原高温烟气得到降温，烟

气中含有脱离出水分的饱和烟气，在管道内输送时是降温过程，一部分可凝气体组分会形

成小液滴随气体一起流动，同时，经过烟气冷却器后烟气水量增加，通过气液分离器后，气

液分离器的作用就是处理这两部分含有少量凝液的气体，实现凝液回收以及将一部分气相

净化，通过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的设置，它的主要作用是进一步降低烟气温度的同时，减

少烟气所携带的水滴数量，基本上可脱去80%～90%的烟气，通过烟气加热器的设置，烟气经

过加热后，形成不饱和较高温烟气，从排烟烟囱排出后不易在烟囱口处形成烟羽和拖尾。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欧骋炉顶放散工艺模块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欧骋炉顶放散工艺流程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旋风除尘器的结构主视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旋风除尘器的结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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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0] 请参阅图1-3，一种高炉休复风用烟气处理装置，包括高炉炉顶、第一高炉炉顶放

散管和第二高炉炉顶放散管，高炉炉顶通过炉顶球罐分别连通有第一高炉炉顶放散管和第

二高炉炉顶放散管，第一高炉炉顶放散管和第二高炉炉顶放散管均通过放散联通管连通有

放散总管，放散总管的管壁表面安装有放散总阀，放散总管远离放散联通管的一端连通有

旋风除尘器，旋风除尘器的内壁设有耐磨衬板，旋风除尘器的外形为圆形，直径从0.9米到

2.5米不等，旋风除尘器由不同的模块组成，分为：壳体、排气内管，壳体内壁设有微晶石耐

磨层，排气内管的长度为0.9米～1.5米，有厚度为12mm锰钢板制成，微晶石的厚度为16mm，

采用专用特殊胶泥粘贴，在旋风除尘器内部的含尘气流作旋转运动，借助于离心力将尘粒

从气流中分离并捕集于器壁，再借助重力作用使尘粒落入灰斗，通过设置旋风除尘器且旋

风除尘器的内壁设有耐磨衬板，是为了避免含有大量的颗粒物烟尘经过管道输送到地面，

从而造成管道的磨损，旋风除尘器通过管道连通有高炉料罐，旋风除尘器和高炉料罐之间

的管道安装有颗粒物卸灰阀，通过颗粒物卸灰阀的设置，它的作用是对旋风除尘器收集后

的颗粒物及灰尘向高炉料罐内进行排放，从而避免对环境的污染和能源的浪费，旋风除尘

器的排气管通过管道连通有烟气冷却器，烟气冷却器采用列管式的水直接冷却方式，烟气

冷却器管内流动的液体行径为管程，在管外流动的液体其行径为壳程，管束的壁面即为传

热面，达到冷却的效果，其冷却能力为600立方/min～3500立方/min，通过烟气冷却器的设

置，它的冷却可进一步对烟气进行除尘、以及将有害气体进行水化处理，烟气冷却器的排气

管通过管道连通有气液分离器，气液分离器的出口通过管道连通有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

气液分离器的分离方法为超滤分离，微粒不同的气液混合物通过微孔过滤器进行过筛，液

体因重力下流至分离器底部并排出，气体进入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通过气液分离器的设

置，它的作用是将经过除尘后的烟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地面，由于长距离的输送，原高温烟气

得到降温，烟气中含有脱离出水分的饱和烟气，在管道内输送时是降温过程，一部分可凝气

体组分会形成小液滴随气体一起流动，同时，经过烟气冷却器后烟气水量增加，通过气液分

离器后，气液分离器的作用就是处理这两部分含有少量凝液的气体，实现凝液回收以及将

一部分气相净化，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的出气口通过管道连通有烟气加热器，通过石墨乙

烯-蒸汽冷凝器的设置，它的主要作用是进一步降低烟气温度的同时，减少烟气所携带的水

滴数量，基本上可脱去80%～90%的烟气，通过烟气加热器的设置，烟气经过加热后，形成不

饱和较高温烟气，从排烟烟囱排出后不易在烟囱口处形成烟羽和拖尾，烟气加热器和烟气

冷却器之间通过管道连通有循环热泵，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联合系统的各个部件中装有

大量DN20的冷凝钢管，且冷凝钢管内部镀有石墨烯涂层，管外喷淋水蒸发，管内烟气依靠喷

淋水蒸发吸热进一步冷却，循环热泵的热力来源为烟气冷却器处未处理烟气的热量，循环

热泵通过水为介质换热并将热量传递至烟气加热器，烟气加热器出气口通过管道连通有排

烟烟囱，排烟烟囱的高度不低于第一高炉炉顶放散管和第二高炉炉顶放散管的高度，且排

烟烟囱为钢结构与玻璃钢混合结构形式，通过设置排烟烟囱的高度不低于第一高炉炉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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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管和第二高炉炉顶放散管的高度，能够保证一定的负压量，通过旋风除尘器、烟气冷却

器、气液分离器、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烟气加热器、循环热泵和排烟烟囱的设置，可对在

直接排放过程中产生大量含有CO、CO2和灰尘的有毒、可燃物混合气体进行充分处理，解决

了目前烟气处理装置不能对有害气体进行充分处理的问题，避免造成大气环境污染，该高

炉休复风用烟气处理装置能对高炉直排的高温烟气中的含尘颗粒进行回收，并将有害气体

进行水化处理，使得排放的烟气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值得推广。

[0021] 使用时，高炉炉顶产生的烟气和颗粒物分别经过第一高炉炉顶放散管、第二高炉

炉顶放散管、放散联通管和放散总管进入旋风除尘器的内部，在旋风除尘器内部的含尘气

流作旋转运动，借助于离心力将尘粒从气流中分离并捕集于器壁，再借助重力作用使尘粒

落入灰斗，通过打开颗粒物卸灰阀，使得旋风除尘器收集后的颗粒物及灰尘进入高炉料罐

的内部排放，剩下的烟气进入烟气冷却器的内部，烟气冷却器通过液体的换热效果使得烟

气温度下降，同时对烟气进行除尘以及将有害气体进行水化，之后进入气液分离器的内部，

除尘后的烟气通过长距离管道输送至地面，原高温烟气得到降温，气液分离器对含有少量

凝液的气体实现凝液回收或者气相净化，之后烟气进入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内部的管道，

管道外喷淋水蒸发，管道内烟气依靠喷淋水蒸发吸收的大量热量进一步冷却，可降低烟温

到35℃-38℃，此时烟气中的液态水大量去除，剩余为初步降温后的饱和湿烟气，在烟气冷

却器处未经处理的烟气作为循环热泵的热源，循环热泵通过水为介质换热并将热量传递至

烟气加热器，同时需要注意定压补水，烟气加热器通过循环热泵传递的热媒水对石墨乙烯-

蒸汽冷凝器传入的烟气进行加热，烟气在经过烟气加热器的加热后，形成不饱和较高温烟

气，从排烟烟囱排出后的烟气不易在烟囱口处形成烟羽和拖尾，排烟烟囱出口的烟温85℃，

湿度为3%-6%。

[0022] 综上所述：该高炉休复风用烟气处理装置，通过高炉炉顶、第一高炉炉顶放散管、

第二高炉炉顶放散管、放散联通管、放散总管、放散总阀、旋风除尘器、高炉料罐、颗粒物卸

灰阀、烟气冷却器、气液分离器、石墨乙烯-蒸汽冷凝器、烟气加热器、循环热泵和排烟烟囱

的配合使用，解决了目前烟气处理装置不能对有害气体进行充分处理的问题。

[0023]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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