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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

置，包括烟气循环系统、烧结机台车密封装置及

余热回收装置。本发明通过对烧结机进行密封、

烟气循环措施，大幅降低烧结机所排出的烟气

量、降低烧结烟气脱硫脱硝的能耗，通过余热回

收装置充分回收烧结烟气的余热。本发明可以大

幅度降低烧结烟气的工序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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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包括烧结机(4)、台车(5)、环冷机(12)、大烟道

(2)、循环风机(3)、大烟道前段分隔阀(17)、大烟道后段分隔阀(14)、前段顶风罩(6)、前段

侧风罩(7)、后段顶风罩(8)、后段侧风罩(9)，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在烧结机台车(5)上方设

前段顶风罩(6)和后段顶风罩(8)，在烧结机台车(5)侧方设前段侧风罩(7)、后段侧风罩

(9)；所述的在烧结机大烟道(2)上设大烟道前段分隔阀(17)及大烟道后段分隔阀(14)；所

述的在大烟道前段分隔阀(17)与大烟道后段分隔阀(14)之间的大烟道上设循环烟道(15)，

并与烧结机前段侧风罩(7)、烧结机后段侧风罩(9)相连，在循环烟道(15)上设循环风机

(3)；所述的在烧结机(4)的前端设首端气体密封装置(19)；在烧结机(4)的末端设末端气体

密封装置(13)。

2.根据权利要求1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其特征在于：前段侧风罩(7)设前

段端部侧密封罩(71)和前段中部侧密封罩(72)，前段端部侧密封罩(71)与烧结机台车(5)

的侧板之间设前段侧风罩端部柔性密封条(74)；前段中部侧密封罩(72)与烧结机台车(5)

侧板之间设前段侧风罩中部柔性密封条(73)；后段侧风罩(9)设后段中部侧密封罩(92)和

后段端部侧密封罩(91)，后段端部侧密封罩(91)与烧结机台车(5)的侧板之间设后段侧风

罩端部柔性密封条(94)；后段中部侧密封罩(92)与烧结机台车(5)侧板之间设后段侧风罩

中部柔性密封条(93)。

3.根据权利要求2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其特征在于：前段侧风罩中部柔性

密封条(73)材料为钢丝或不锈钢丝或铜丝或钢板或塑料板或橡胶板；前段侧风罩端部柔性

密封条(74)材料为钢丝或不锈钢丝或铜丝或钢板或塑料板或橡胶板；后段侧风罩中部柔性

密封条(93)材料为钢丝或不锈钢丝或铜丝或钢板或塑料板或橡胶板；后段侧风罩端部柔性

密封条(94)材料为钢丝或不锈钢丝或铜丝或钢板或塑料板或橡胶板。

4.根据权利要求1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其特征在于：前段顶风罩(6)的端

部设前段顶风罩端部密封板(77)，前段顶风罩端部密封板(77)与烧结机台车之间设前段顶

风罩铰链式密封板(78)；后段顶风罩(8)的端部设后段顶风罩端部密封板(97)，后段顶风罩

端部密封板(97)与烧结机台车之间设后段顶风罩铰链式密封板(98)。

5.根据权利要求1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其特征在于：前段中部侧密封罩

(72)设前段侧密封中部气体密封装置(76)，在前段侧密封中部气体密封装置(76)上与循环

风机的出口管道相连接管道；在前段端部侧密封罩(71)上设前段侧密封端部气体密封装置

(75)，在前段侧密封端部气体密封装置(75)与循环风机的出口管道相连接管道。在后段中

部侧密封罩(92)上设后段侧密封中部气体密封装置(96)，在后段侧密封中部气体密封装置

(96)与循环风机的出口管道相连接管道；在后段端部侧密封罩(91)上设后段侧密封端部气

体密封装置(95)，在后段侧密封端部气体密封装置(95)与循环风机的出口管道相连接管

道。

6.根据权利要求1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其特征在于：在烧结机(4)的前端

部设首端气体密封装置(19)，在首端气体密封装置(19)与循环风机(3)出口气体管道设连

接管道；在烧结机(4)的后端部设末端气体密封装置(13)，在末端气体密封装置(13)与循环

风机(3)出口气体管道之间设连接管道。

7.根据权利要求1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其特征在于：大烟道(2)设旁路烟

道(18)，旁路烟道(18)的一端与后段分隔阀(14)后的大烟道(2)相连，另一端与前段分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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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前的大烟道(2)相连，并在旁路烟道(18)上设余热锅炉(16)。

8.根据权利要求1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其特征在于：在环冷机(12)上设环

冷机密封罩(11)，在环冷机密罩(12)与烧结机的前段顶风罩(6)、后段顶风罩(8)之间设连

接管道。

9.根据权利要求1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其特征在于：在循环风机(3)前的

循环烟道(15)上设机械除尘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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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钢铁企业烧结工序中节能减排工艺，具体为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

及密封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环保要求越来越严，钢铁企业烧结工序烟气治理是重中之重。但由于现

有的烧结工艺漏风严重，使得需处理的烧结烟气量巨大，极大提高了治理费用及未来环保

设施的运行费用。专利号《CN102997667B》“烧结机侧部密封装置”，采用带金属板进行滑触

式密封，缺点是：原现有的烧结机游板密封相同，在运行过程中，滑触密板封之间将会产生

间隙，漏入空气。专利号《CN202869242U》“烧结机头尾密封装置”，采用并排辊子，辊子上安

装陶瓷盘根进行密封，但由于烧结机的台车支撑梁间隙较大，而且支撑梁底部与台车的炉

排深度较大，烟气会发生短路现象，因此密封效果一般。一种应用于烧结机密封的密封装置

《CN201721848593》，仅作用于台车拦板的密封，无法阻止滑动漏风，而且台车拦板在生产过

程中，受到矿料不断变化的温度影响，将发生变形，影响密封效果。《CN201110277244》“烧结

机侧部密封装置”，由于采用密封板密封，在台车运行过程中，台车的密封板受到台车内矿

料温度变化的影响，其密封析将会发生变形，造成密封面接触不好，密封的效果较差。专利

号《CN201820125109》“烧结机台车柔性密封装置”用于密封烧结机台车底部的滑动密封，不

能密封烧结机的台车的侧部与端面。“CN201711082906”“一种烧结机台车密封装置及密封

方法”同专利号《CN201 8201 251 0 9》，仅用于密封烧结机台车底部的滑动密封。

《CN201520414262》的“一种带式烧结机自润滑侧密封装置”，同专利号《CN201820125109》，

仅 用于密封烧结机台车底部的 滑动密封。“烧结机的 侧部密封装置”专利号

“CN201110277244”虽为侧密封，其侧密封板密封板密封由于台车的在运行过程中，不仅会

发生左右移动，而且发生由于温度变化，发生受热变形，从而造成密封效果较差，更严重的

是侧密封罩的端部(台车进出部位)，无法进行密封，因此本密封装置，不能有效对烧结机台

车进行有效密封。“具有甬道式端密封段的密封机构”专利号“CN201220024908”对烧结机车

轮处进行密封，但由于采用膜片作为结构，当车轮通过膜片时，膜片将变形，无法紧贴车轮，

从而造成漏风，在实际运用中，时间不长，膜片将会发生塑形变形，从而无法密封。总之现有

的技术对烧结机台车密封仍有很大缺陷，漏风率仍然很严重。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

密封装置，可以大幅度降低烧结烟气量，不仅降低烧结工艺的主抽电耗以及脱硫脱硝的电

耗，同时提高烧结所排出的烟气温度，通过余热锅炉回收烧结烟气余热，实现节能降耗。本

发明为组合发明，通过侧风罩及接触式密封，使烧结机台车侧箱体及滑道漏风量大大减少；

通过引入循环烟气用于侧密封罩的端部密封、机头机尾密封，杜绝空气的漏入，从而使烧结

机产生的烟气量大幅减少。通过将环冷机的低温段废烟气引入用于烧结机助燃，降低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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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燃耗，提高烧结机所排出的烟气温度，提高余热回收水平。

[0004] 技术方案：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包括

烧结机台车密封装置，大烟道烟气循环系统，大烟道分隔及旁路系统，环冷机密封及环冷机

的热风引入烧结机台车助燃系统，大烟道烟气余热回收系统。通过烧结机台车密封系统，减

少烧结机漏风量；通过将大烟道烟气循环，进一步降低烧结机的空气漏入量，减少烧结机外

排的烟气量；通过对环冷机进行密封回收热空气，用于烧结机助燃，提高烧结机助燃空气的

温度，从而提高烧结机所排出的烟气温度，然后利用余热锅炉回收烟气余热，提高烧结工艺

的余热回收水平。

[0005] 具体来说，本发明包括烧结机台车、环冷机、大烟道、循环风机、大烟道前段分隔

阀、大烟道后段分隔阀、前段顶风罩、前段侧风罩、后段顶风罩、后段侧风罩，所述的在烧结

机台车上方设前段顶风罩和后段顶风罩，在烧结机台车侧方设前段侧风罩、后段侧风罩；所

述的在烧结机大烟道上设大烟道前段分隔阀及大烟道后段分隔阀；所述的在前段分隔阀与

后段分隔阀之间的大烟道上设循环烟道，并与烧结机前段侧风罩、烧结机后段侧风罩相连，

在循环烟道上设循环风机；所述的在烧结机的前端设气体密封装置；在烧结机的末端设气

体密封装置。

[0006] 所述的前段侧风罩设前段中部侧密封罩和前段端部侧密封罩，前段端部侧密封罩

与烧结机台车的侧板之间设前段侧风罩端部柔性密封条；前段中部侧密封罩烧结机台车侧

板之间设前段侧风罩中部柔性密封条；后段侧风罩设后段中部侧密封罩和后段端部侧密封

罩，后段端部侧密封罩与烧结机台车的侧板之间设后段侧风罩端部柔性密封条；后段中部

侧密封罩与烧结机台车侧板之间设后段侧风罩中部柔性密封条。

[0007] 所述的前段侧风罩中部柔性密封条材料为钢丝或不锈钢丝或铜丝或钢板或塑料

板或橡胶板；前段侧风罩端部柔性密封条材料为钢丝或不锈钢丝或铜丝或钢板或塑料板或

橡胶板；后段侧风罩中部柔性密封条材料为钢丝或不锈钢丝或铜丝或钢板或塑料板或橡胶

板；后段侧风罩端部柔性密封条材料为钢丝或不锈钢丝或铜丝或钢板或塑料板或橡胶板。

[0008] 所述的前段顶风罩的端部设前段顶风罩端部密封板，前段顶风罩端部密封板与烧

结机台车之间设前段顶风罩铰链式密封板；后段顶风罩的端部设后段顶风罩端部密封板，

后段顶风罩端部密封板与烧结机台车之间设后段顶风罩铰链式密封板。

[0009] 所述的前段中部侧密封罩设前段侧密封中部气体密封装置，在前段侧密封中部气

体密封装置上与循环风机的出口管道相连接管道；在前段端部侧密封罩上设前段侧密封端

部气体密封装置，在前段侧密封端部气体密封装置与循环风机的出口管道相连接管道。在

后段中部侧密封罩上设后段侧密封中部气体密封装置，在后段侧密封中部气体密封装置与

循环风机的出口管道相连接管道；在后段端部侧密封罩上设后段侧密封端部气体密封装

置，在后段侧密封端部气体密封装置与循环风机的出口管道相连接管道。

[0010] 所述的在烧结机的前端部设首端气体密封装置，在首端气体密封装置与循环风机

出口气体管道之间设连接管道；在烧结机的后端部设末端气体密封装置，在末端气体密封

装置与循环风机出口管道之间设连接管道。

[0011] 所述的大烟道设旁路烟道，旁路烟道的一端与后段分隔阀后的大烟道相连，另一

端与前段分隔阀前的大烟道相连，并在旁路烟道上设余热锅炉。

[0012] 所述的在环冷机上设环冷机密封罩，在环冷机密罩与烧结机的前段顶风罩、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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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风罩之间设连接管道。

[0013] 所述的在循环风机前的循环烟道上设机械除尘器。

[0014]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具有以下优点：

[0015] 大幅度降低烧结烟气量，降低主抽电耗、降低烟气脱硫脱硝的电耗及能耗。

[0016] 大幅度降低烧结烟气脱硫脱硝的投资费用及运行费用。

[0017] 提高烧结烟气的余热回收水平，降低烧结工艺的固体燃耗。

[0018] 提高烧结工序的产量。

[0019] 总之，本发明的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可以大幅度节约烧结工序的能

耗和电耗，降低烧结烟气的环保治理费用及运行费用，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示意图；

[0021] 1、电除尘器  2、大烟道  3、循环风机  4、烧结机  5、台车  6、前段顶风罩  7、前段侧

风罩  8、后段顶风罩  9、后段侧风罩  10、环冷机热风管  11、环冷机密封罩  12、环冷机  13、

末端气体密封装置  14、大烟道后段分隔阀  15、循环烟道  16、余热锅炉  17、大烟道前段分

隔阀  18、旁路烟道  19、首端气体密封装置

[0022] 图2是烧结机台车密封结构示意图

[0023] 71、前段端部侧密封罩  72、前段中部侧密封罩  91、后段端部侧密封罩  92、后段中

部侧密封罩

[0024] 图3是实施例一的烧结机前段中部侧密封罩(72)与台车密封示意图

[0025] 73、前段侧风罩中部柔性密封条  76、前段侧密封中部气体密封装置  24、烧结机的

下部风箱

[0026] 图4是实施例一的烧结机前段端部侧密封罩(71)与台车密封示意图

[0027] 74、前段侧风罩端部柔性密封条  75、前段侧密封端部气体密封装置  24、烧结机的

下部风箱  77、前段顶风罩端部密封板  78、前段顶风罩铰链式密封板  23、烧结矿

[0028] 图5是实施例一的烧结机后段中部侧密封罩(92)与台车密封示意图

[0029] 93、后段侧风罩中部柔性密封条  96、后段侧密封中部气体密封装置  24、烧结机的

下部风箱

[0030] 图6是实施例一的烧结机后段端部侧密封罩(91)与台车密封示意图

[0031] 94、后段侧风罩端部柔性密封条  95、后段侧密封端部气体密封装置  24、烧结机的

下部风箱  97、后段顶风罩端部密封板  98、后段顶风罩铰链式密封板  23、烧结矿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33] 实施例：

[0034]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本发明的一种烧结机烟气循环及密封装置，主

要包括烧结机(4)、台车(5)、环冷机(12)、大烟道(2)、循环风机(3)、大烟道前段分隔阀

(17)、大烟道后段分隔阀(14)、前段顶风罩(6)、前段侧风罩(7)、后段顶风罩(8)、后段侧风

罩(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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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在烧结机台车(5)上方设前段顶风罩(6)和后段顶风罩(8)，在烧结机台车(4)侧方

设前段侧风罩(7)、后段侧风罩(9)；所述的在烧结机大烟道(2)上设大烟道前段分隔阀(17)

及大烟道后段分隔阀(14)；所述的在大烟道前段分隔阀(17)与大烟道后段分隔阀(14)之间

的大烟道上设循环烟道(15)，并与烧结机前段侧风罩(7)、烧结机后段侧风罩(9)相连，在循

环烟道上设循环风机(3)；所述的在烧结机(4)的前端设首端气体密封装置(19)；在烧结机

(4)的末端设末端气体密封装置(13)。

[0036] 将前段侧风罩(7)分为前段中部侧密封罩(72)和前段端部侧密封罩(71)，前段端

部侧密封罩(71)与烧结机台车的侧板之间设前段侧风罩端部柔性密封条(74)；前段中部侧

密封罩(72)与烧结机台车侧板之间设前段侧风罩中部柔性密封条(73)；将后段侧风罩(9)

设后段中部侧密封罩(92)和后段端部侧密封罩(91)，后段端部侧密封罩(91)与烧结机台车

的侧板之间设后段侧风罩端部柔性密封条(94)；后段中部侧密封罩(92)与烧结机台车侧板

之间设后段侧风罩中部柔性密封条(93)。

[0037] 前段侧风罩中部柔性密封条(73)材料采用不锈钢丝；前段侧风罩端部柔性密封条

(74)材料采用不锈钢丝；后段侧风罩中部柔性密封条(93)材料采用不锈钢丝；后段侧风罩

端部柔性密封条(94)材料为不锈钢丝。

[0038] 在前段顶风罩(6)的端部设前段顶风罩端部密封板(77)，前段顶风罩端部密封板

(77)与烧结机台车之间设前段顶风罩铰链式密封板(78)；在后段顶风罩(8)的端部设后段

顶风罩端部密封板(97)，后段顶风罩端部密封板(97)与烧结机台车之间设后段顶风罩铰链

式密封板(98)。

[0039] 在前段中部侧密封罩(72)设前段侧密封中部气体密封装置(76)，在前段侧密封中

部气体密封装置(76)上与循环风机的出口管道相连接管道；在前段端部侧密封罩(71)上设

前段侧密封端部气体密封装置(75)，在前段侧密封端部气体密封装置(75)与循环风机的出

口管道相连接管道。在后段中部侧密封罩(92)上设后段侧密封中部气体密封装置(96)，在

后段侧密封中部气体密封装置(96)与循环风机的出口管道相连接管道；在后段端部侧密封

罩(91)上设后段侧密封端部气体密封装置(95)，在后段侧密封端部气体密封装置(95)与循

环风机的出口管道相连接管道。

[0040] 在烧结机(4)的前端部设首端气体密封装置(19)，在首端气体密封装置(19)与循

环风机(3)出口气体管道设连接管道；在烧结机(4)的后端部设末端气体密封装置(13)，在

末端气体密封装置(13)与循环风机(3)出口气体管道之间设连接管道。

[0041] 在大烟道(2)设旁路烟道(18)，旁路烟道(18)的一端与后段分隔阀(14)后的大烟

道(2)相连，另一端与前段分隔阀(17)前的大烟道(2)相连，并在旁路烟道(18)上设余热锅

炉(16)。

[0042] 在环冷机(12)上设环冷机密封罩(11)，在环冷机密罩(12)与烧结机的前段顶风罩

(6)、后段顶风罩(8)之间设连接管道。

[0043] 在循环风机(3)前的循环烟道(15)上设机械除尘器(20)。避免烟气中颗粒物对风

机及管道磨损。

[0044] 前段侧密风罩(7)与烧结机台车侧板相配合，通过柔性密封，杜绝烧结机侧板及滑

道处漏风，在前段侧密封罩(7)的前段端部侧密封罩(71)处采用大烟道的烟气进行密封，彻

底杜绝空气漏入大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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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后段侧密风罩(9)与烧结机台车侧板相配合，杜绝烧结机侧板及滑道处漏风，在后

段侧密封罩(9)的后段端部密封罩(91)处采用大烟道的烟气进行密封，彻底杜绝空气漏入

大烟道。

[0046] 在烧结机的两端部，即烧结机的头尾安装气体密封装置，即末端气体密封装置

(13)和首端气体密封装置(19)，并将大烟道的烟气通过循环风机加压，送入烧结机末端气

体密封装置(13)和首端气体密封装置(19)，通过气封杜绝空气漏入大烟道。

[0047] 在烧结机的前段顶封罩(6)的端部安装前段顶风罩端部密封板(77)和前段顶风罩

铰链式密封板(78)，防止空气漏入前段顶封罩；在烧结机的后段顶封罩(8)的端部安装后段

顶风罩端部密封板(97)和后段顶风罩铰链式密封板(98)，防止空气漏入后段顶封罩。

[0048] 将环冷机的热风通过管道引入烧结机顶风罩中，代替冷空气助燃。

[0049] 对烧结机的侧部、端部进行密封，并通过引入烧结大烟道的烟气，在密封装置处进

行气封，彻底杜绝冷空气的漏入；对烧结机台车顶部进行密封，将环冷机的热风引入烧结机

上部进行热风烧结，这样不仅大幅度降低烧结的烟气量，而且提高烧结烟气的温度，提高了

烧结烟气余热回收水平。

[005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所述的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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