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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

能量回收系统，包括蒸汽稳流调压系统、蒸汽膨

胀发电系统、有机工质发电系统、凝结水回收系

统以及控制系统。将放散蒸汽接入蒸汽稳流调压

系统，利用蒸汽蓄热器平衡蒸汽输出流量，通过

调压气动阀稳定蒸汽输出压力，经稳流调压后的

蒸汽接入蒸汽膨胀发电系统，通过蒸汽型膨胀机

组做功发电，蒸汽型膨胀机做功后排出的乏汽进

入有机工质发电系统，有机工质型机组利用被乏

汽加热后的有机工质做功发电，乏汽与有机工质

换热后变成凝结水，凝结水由凝结水回收系统收

集，通过控制系统控制蒸汽稳流调压系统、蒸汽

膨胀发电系统和有机工质发电系统协同工作，可

以将放散蒸汽的能量充分回收利用，达到节约能

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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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能量回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蒸汽稳流调压系统，该蒸汽稳流调压系统至少包括蒸汽蓄热器，该蒸汽蓄热器的上游

设有限压气动阀，下游设有调压气动阀；

蒸汽膨胀发电系统，该蒸汽膨胀发电系统至少包括蒸汽型膨胀机组、一级气动阀和旁

通气动阀，所述一级气动阀位于蒸汽型膨胀机组上游，旁通气动阀与蒸汽型膨胀机组和一

级气动阀并联；

有机工质发电系统，该有机工质发电系统至少包括有机工质发电机组，该有机工质发

电机组的上游设有二级气动阀；

凝结水回收系统；

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控制蒸汽稳流调压系统、蒸汽膨胀发电系统和有机工质发电系

统协同工作。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能量回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

制系统包括控制器、设于蒸汽蓄热器进口端的压力变送器一、设于蒸汽蓄热器出口端的压

力变送器二以及设于旁通气动阀上游的压力变送器三，所述控制器分别与压力变送器一、

压力变送器二、压力变送器三、限压气动阀、调压气动阀、一级气动阀、旁通气动阀、二级气

动阀、蒸汽型膨胀机组以及机工质发电机组连接。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能量回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器为PLC控制器。

4.按照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能量回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凝结水回收系统包括凝结水箱和水泵，所述凝结水箱与有机工质发电机组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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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能量回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放散蒸汽能量回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能

量回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钢铁工业是能源消耗大户，能源消耗占全国总能耗的16%左右。蒸汽是钢铁企业生

产和生活所必需的能源，根据对部分钢铁企业的统计，蒸汽能耗占企业总能耗的10%左右，

而可回收利用的余热蒸汽量也很大，占企业能耗的7%左右。

[0003] 钢铁企业生产中转炉、电炉及加热炉等设备利用余热锅炉转化出大量蒸汽，蒸汽

通过厂区蒸汽管网供VD炉、VOD炉、RH炉等冶炼炉自用，还有部分蒸汽富余。富余蒸汽根据蒸

汽管网压力进行放散：蒸汽管网压力超过设定值时放散阀打开，蒸汽放散；蒸汽管网压力低

于设定值时放散阀关闭，停止放散。由于放散蒸汽具有间歇性、无规律等特点，难以进行经

济地回收利用，造成了大量的能量损失和水资源浪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能量回收系统，以解

决放散蒸汽由于间歇性难以连续稳定利用的难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

汽能量回收系统，包括：蒸汽稳流调压系统，该蒸汽稳流调压系统至少包括蒸汽蓄热器，该

蒸汽蓄热器的上游设有限压气动阀，下游设有调压气动阀；蒸汽膨胀发电系统，该蒸汽膨胀

发电系统至少包括蒸汽型膨胀机组、一级气动阀和旁通气动阀，所述一级气动阀位于蒸汽

型膨胀机组上游，旁通气动阀与蒸汽型膨胀机组和一级气动阀并联；有机工质发电系统，该

有机工质发电系统至少包括有机工质发电机组，该有机工质发电机组的上游设有二级气动

阀；凝结水回收系统；控制系统，该控制系统控制蒸汽稳流调压系统、蒸汽膨胀发电系统和

有机工质发电系统协同工作。

[0006] 上述结构的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能量回收系统，将放散蒸汽接入蒸汽稳流调压

系统，利用蒸汽蓄热器平衡蒸汽输出流量，通过调压气动阀稳定蒸汽输出压力，经稳流调压

后的蒸汽接入蒸汽膨胀发电系统，通过蒸汽型膨胀机组做功发电，蒸汽型膨胀机做功后排

出的乏汽进入有机工质发电系统，有机工质型机组利用被乏汽加热后的有机工质做功发

电，乏汽与有机工质换热后变成凝结水，凝结水由凝结水回收系统收集，通过控制系统控制

蒸汽稳流调压系统、蒸汽膨胀发电系统和有机工质发电系统协同工作，可以将放散蒸汽的

能量充分回收利用，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设于蒸汽蓄热器进口端的压力变送器一、

设于蒸汽蓄热器出口端的压力变送器二以及设于旁通气动阀上游的压力变送器三，所述控

制器分别与压力变送器一、压力变送器二、压力变送器三、限压气动阀、调压气动阀、一级气

动阀、旁通气动阀、二级气动阀、蒸汽型膨胀机组以及机工质发电机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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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器为PLC控制器。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凝结水回收系统包括凝结水箱和水泵，所述凝结水箱与有机工质

发电机组连通。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施例一种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能量回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实施例控制系统的连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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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3] 一种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能量回收系统，如图1所示，包括蒸汽稳流调压系统1、

蒸汽膨胀发电系统2、有机工质发电系统3以及凝结水回收系统4。其中蒸汽稳流调压系统1

的进口端接入放散蒸汽，出口端连接蒸汽膨胀发电系统2的进口端，蒸汽膨胀发电系统2的

出口端连接有机工质发电系统3的进口端，有机工质发电系统3的出口端连接凝结水回收系

统4。

[0014] 在本实施例中，蒸汽稳流调压系统至少包括蒸汽蓄热器11，该蒸汽蓄热器11的上

游设有限压气动阀12，下游设有调压气动阀13。放散蒸汽利用蒸汽蓄热器11的蓄能作用稳

定输出蒸汽流量，当蒸汽量较大时，部分蒸汽液化成水储存于蒸汽蓄热器11中；当蒸汽量较

小时，储存在蓄热器中部分水闪蒸成蒸汽补充供应。通过蓄热器下游的调压气动阀13控制

输出的蒸汽压力，为后续发电机组的平稳运行提供必要条件。

[0015] 本实施例中的蒸汽膨胀发电系统至少包括蒸汽型膨胀机组21、一级气动阀22和旁

通气动阀23，其中一级气动阀22位于蒸汽型膨胀机组上游并与蒸汽型膨胀机组串联，旁通

气动阀23与蒸汽型膨胀机组21和一级气动阀22并联。经稳流调压后的蒸汽送入蒸汽膨胀发

电系统使用，蒸汽压力通过蒸汽型机组旁通气动阀上游的压力变送器三53监控，当蒸汽压

力较高时，蒸汽经蒸汽型机组21做功后排出的乏汽进入有机工质发电系统3；当蒸汽压力低

于某一设定值时，蒸汽型机组21上游的一级气动阀22自动关闭，蒸汽型机组21停运，同时旁

通气动阀23打开，蒸汽通过旁通气动阀23调压后直接进入有机工质发电系统3。

[0016] 本实施例的有机工质发电系统3至少包括有机工质发电机组31，该有机工质发电

机组31的上游设有二级气动阀32。进入有机工质发电系统3的蒸汽，与有机工质换热后变成

凝结水，有机工质受热后变成高压气体进入有机工质发电机组31膨胀做功发电，凝结水通

过凝结水回收系统4收集。

[0017] 本实施例的凝结水回收系统4包括凝结水箱41和水泵42，水泵42将凝结水加压输

送到厂区凝结水管网回收再利用。

[0018]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能量回收系统，还包括控制系统，如图

2所示，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5、设于蒸汽蓄热器11进口端的压力变送器一51、设于蒸汽蓄热

器出口端的压力变送器二52以及设于旁通气动阀上游的压力变送器三53。其中控制器5优

选为PLC控制器，分别与压力变送器一、压力变送器二、压力变送器三、限压气动阀、调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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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阀、一级气动阀、旁通气动阀、二级气动阀、蒸汽型膨胀机组以及机工质发电机组连接，控

制回收系统协同工作。

[0019] 以下为本实施例的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能量回收系统在某钢铁企业的测试情

况，以佐证本实施例高效的间隙性放散蒸汽能量回收系统的实用效果。

[0020] 某钢铁企业富余蒸汽通过蒸汽管网A点放散，根据管网压力进行自动调节。管网压

力设定值为1.2MPaG，当蒸汽压力超过设定值，气动阀自动打开进行放散泄压，当管道压力

低于设定值，气动阀自动关闭，以维持总管压力为1.2MPaG目标。根据运行数据记录情况，在

正常情况下，放散阀开、关总体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变化，但关闭放散阀时间随着不同时间段

而不同。根据实际调查测算，最大开度时瞬时流量为32t/h，平均放散流量为18t/h。

[0021] 依据蒸汽参数和放散规律，放散蒸汽能量回收系统选择1台150m3蒸汽蓄热器（出

口压力设置0 .5MPaG），配置蒸汽型膨胀机组2套（设计进汽压力0 .5MPaG、排汽压力

0.008MPaG）、有机工质发电机组3套（设计进汽压力0.008MPaG，凝结水出水温度55℃），根据

不同季节蒸汽放散量，采取多台机组组合运行的模式。发电机组配置如下：

[0022] 表1 发电机组配置表

[0023]

序号 类型 膨胀机型号 台数 额定汽量（t/h） 额定净发电量（kW）

1 蒸汽型 G-500 2 9.7 496

2 有机工质型 O-450 2 6.5 350

3 有机工质型 O-185 1 2.6 138

[0024] 表2 不同蒸汽流量下运行模式表

[0025]

[0026] 该钢铁企业针对放散蒸汽进行余热回收技改后，年净发电量可达1054万度，年回

收凝结水9.98万吨。

[0027] 按照该企业用电单价0.63元/度、软化水生产成本10元/吨计算，年收益为：0.63×

1054+10×9.98=763.8万元/年。

[0028] 总之，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

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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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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