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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上升管余热回收装

置，包括上升管、荒煤气导流器、辐射百叶，所述

上升管包括外筒、内筒、位于外筒和内筒之间的

环形密闭空腔，环形密闭空腔底部设有水入口，

密闭空腔顶部设有水出口，所述内筒下端与焦炉

炉顶连接，内筒上端与桥管连接，所述内筒下部

入口处设有荒煤气导流器，内筒上部出口处设有

圆盘形辐射百叶，内筒内壁上涂有耐高温导热涂

层。本实用新型对辐射热充分回收，提高了换热

器综合换热系数，从导热、对流传热、辐射传热三

个方面均做了强化，解决了高温荒煤气余热回收

效率低的问题，既能最大程度地回收烟气余热，

又能保证换热器在复杂工况下连续正常工作，从

而实现荒煤气余热回收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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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上升管、荒煤气导流器、辐射百叶，所述

上升管包括外筒、内筒、位于外筒和内筒之间的环形密闭空腔，密闭空腔底部设有水入口，

密闭空腔顶部设有水出口，所述内筒下端与焦炉炉顶连接，内筒上端与桥管连接，所述内筒

下部入口处设有荒煤气导流器，内筒上部出口处设有圆盘形辐射百叶，内筒内壁上涂有耐

高温导热涂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辐射百叶采用多层圆

形百叶布列，从而构成多个同心环形通道，辐射百叶和荒煤气导流器通过紧固装置固定在

上升管内筒上，辐射百叶使得上升管内部的温度更加均匀，减小上升管内筒内壁的横向温

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每层百叶叶片与水平面形

成一定夹角，该角度可根据荒煤气的流动情况而改变，对烟气起到导流和反射辐射热的作

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筒采用弹性材料制

作而成，荒煤气导流器和圆盘形辐射百叶采用不粘油材料，防止结焦和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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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根据国家“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及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产业政策，开展

钢铁工业流程中的余热余能利用的技术研究，针对目前没有利用或利用效率低的余热余能

进行高效化利用的问题，设计出高效化利用的思路、方法并实施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焦煤在焦炉中被隔绝空气加热干馏，生成焦炭，同时产生大量的荒煤气。从焦炉炭化室推出

的950℃～1050℃红焦带出的余热占焦炉支出热的37％；650℃～800℃焦炉荒煤气带出余

热占焦炉支出热的36％；180℃～230℃焦炉烟道废气带出热占焦炉支出热的17％；炉体表

面热损失占焦炉支出热的10％。对于焦炭带出的余热，现已有成熟可靠的干熄焦装置回收；

对烟道废气可用于煤调湿进行利用；对于炉体散热可通过保温技术减少这部分消耗；而对

于荒煤气的余热，目前焦化厂主要回收工艺主要有以下4种：

[0003] 1.循环氨冷却技术

[0004] 采用喷洒大量70℃～75℃循环氨水冷却荒煤气，高温荒煤气因循环氨水的大量蒸

发而被冷却至82℃～85℃，再经初冷器冷却至22℃～35℃，利用循环水将荒煤气的温度降

低至  21℃左右，最后回收化学产品。

[0005] 技术缺点：这种方法不能将上升管逸出的荒煤气余热进行充分利用，而且在处理

过程中还浪费了大量的循环氨水、煤气初冷器冷却用循环水和电能等能源介质，该种方法

主要回收了荒煤气中的潜热，而对显热回收甚少，同时也极大地浪费了资源，不利于可持续

发展。

[0006] 2.上升管汽化冷却技术

[0007] 将焦炉上升管更换为上升管水夹套余热回收利用装置，焦炉荒煤气通过上升管内

壁传热给换热器，吸收热量产生的汽水混合物通过汽水连接管道引至汽包，从汽包出来的

低压饱和蒸汽通过蒸汽管道并入焦化厂低压蒸汽管网。

[0008] 技术缺点：更换焦炉上升管为水夹套上升管，通过水与荒煤气在上升管段的换热

来回收余热的方法对辐射热的回收甚少，换热系数较低，大量的余热通过辐射的方式散失

掉；在上升管上部由于水汽比过小易出现干烧导致设备损坏，而在下部由于荒煤气聚冷导

致石墨沉积严重、焦油析出，均不利于炼焦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0009]   3.导热油夹套技术

[0010] 将上升管改造为绕带式换热器，以导热油为换热介质，通过油泵使导热油循环使

用，将导热油回收到的余热用于干燥炼焦煤。

[0011] 技术缺点：导热油在使用过程中易产生热变质，影响系统运行；系统投资运行费用

高；导热油泄露会造成严重污染。

[0012]   4.热管换热技术

[0013] 在上升管耐火层内壁设置分离式热管，热管上、下两端分别连接在上、下联箱处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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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上联箱与下联箱分别通过耐压管路与分离式热管相连，由此构成一个荒煤气余热回收

系统。系统中的流动水在吸热后变为水蒸气，沿管路送入汽包内分离式热管放热端，进入汽

循环通道；热管内抽成真空，并通入一定讯的水作为传热介质；水与热管吸热端接触进行换

热，产生蒸汽加以利用。

[0014] 技术缺点：该技术易产生粘结和堵塞严重的现象；系统造价过高。

[0015] 通过分析荒煤气目前回收利用主要的几种方式，传统荒煤气余热回收技术都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1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工作效率高的上升管余

热回收装置。

[0017]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问题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包括上升管、

荒煤气导流器、辐射百叶，所述上升管包括外筒、内筒、位于外筒和内筒之间的环形密闭空

腔，密闭空腔底部设有水入口，密闭空腔顶部设有水出口，所述内筒下端与焦炉炉顶连接，

内筒上端与桥管连接，所述内筒下部入口处设有荒煤气导流器，内筒上部出口处设有圆盘

形辐射百叶，内筒内壁上涂有耐高温导热涂层。

[0018] 上述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所述辐射百叶采用多层圆形百叶布列，从而构成多个

同心环形通道，辐射百叶和荒煤气导流器通过紧固装置固定在上升管内筒上。

[0019] 上述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每层百叶叶片与水平面成一定夹角，该角度可根据荒

煤气的流动情况而改变，对烟气起到导流和反射辐射热的作用。

[0020] 上述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所述内筒采用弹性材料制作而成，荒煤气导流器和圆

盘形辐射百叶采用不粘油材料，防止结焦和挂油。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2] 1、本实用新型对上升管内辐射热充分回收，提高了换热器综合换热系数，从导热、

对流传热、辐射传热三个方面均做了强化，解决了高温荒煤气余热回收效率低的问题，既能

最大程度地回收烟气余热，又能保证换热器在复杂工况下连续正常工作，从而实现烟气余

热回收利用的目的。

[0023] 2、本实用新型在上升管出口处加一个圆盘形辐射百叶，辐射百叶将荒煤气携带的

辐射热反射至上升管换热壁面，增大了辐射换热面积和辐射热量；圆盘形辐射百叶形成的

环形通道出口使管内荒煤气均匀流出，减小上升管内荒煤气横向温差，提高换热器换热温

差，同时也恒定了上升管内荒煤气的平均温度，防止“结焦”、“挂油”现象产生。

[0024] 3、本实用新型在上升管入口处加一个荒煤气导流器，荒煤气导流器使荒煤气在上

升管内筒中以一定的旋转速度旋转上升，增加了荒煤气在上升管内筒中的停留时间，使得

荒煤气与上升管内筒换热更加充分。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上升管的俯视图。

[0027] 图3为图1中辐射百叶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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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4为图1中辐射百叶的安装示意图。

[0029] 图5为图1中辐射百叶的安装局部放大图。

[0030] 图6为图1中辐射百叶的安装俯视图。

[0031] 图7为图1中荒煤气导流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3] 如图1-图2所示，一种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包括上升管、荒煤气导流器11、辐射百

叶4，所述上升管包括外筒1、内筒3、位于外筒1和内筒3之间的环形密闭空腔2，密闭空腔2底

部设有水入口，密闭空腔2顶部设有水出口，所述内筒3采用弹性材料制作而成，内筒3下端、

上端通过法兰盘7分别与焦炉9炉顶、桥管8连接，所述内筒3下部入口处设有荒煤气导流器

11，内筒3上部出口处设有圆盘形辐射百叶4，内筒3内壁上涂有耐高温导热涂层5（例如：

RLHY-2339），从而在上升管内筒3内壁形成一层坚硬的陶瓷釉面硬壳，起到保护炉体、延长

炉龄、增强导热的作用，显著提高了换热器的热传递效果，节能5%～30%。所述外筒1、内筒3、

耐高温导热涂层5、辐射百叶4共同构成换热器。

[0034] 如图3-图6所示，所述辐射百叶4采用七层圆形百叶布列，每层百叶叶片与水平面

形成一定夹角，该角度可根据荒煤气的流动情况而改变，对烟气起到导流和反射辐射热的

作用，具有保温性能。七层圆形百叶构成多个同心环形通道，四个紧固装置10固定在内筒3

内壁靠近出口处，辐射百叶4通过四个紧固装置10固定在上升管内筒3上。

[0035] 在所述高温侧换热表面涂有耐高温导热涂层5（例如：RLHY-2339），在上升管通道

内壁形成一层坚硬的陶瓷釉面硬壳，起到保护炉体、延长炉龄、增强导热。显著提高换热器

的热传递效果，节能5%～30%。

[0036] 本实用新型利用圆盘形辐射百叶4带有一定角度的叶片将荒煤气携带的辐射热反

射至上升管换热壁面（及内筒3壁面），增大了辐射换热面积和辐射热量；圆盘形辐射百叶4

形成的环形通道出口使管内荒煤气均匀流出，减小了上升管内荒煤气横向温差，提高了换

热器换热温差，同时也恒定了上升管内荒煤气的平均温度，防止“结焦”、“挂油”现象产生；

耐高温导热涂层5具有较高的辐射发射率，提高了辐射换热能力，同时提高了上升管腔内的

温度；荒煤气导流器11使荒煤气在上升管内筒3中旋转上升，增加了荒煤气在上升管内筒3

中的停留时间，使得荒煤气与上升管内筒3充分换热；本实用新型采用多种方法提高换热器

传热系数，增加了辐射热的回收利用，提高了余热回收装置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能最大

程度地回收排放荒煤气的余热。

[0037]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为：荒煤气从焦炉9炉顶的荒煤气入口进入环形密闭空腔2

（荒煤气流动区域），软化水从密闭空腔2底部的水入口进入空腔6（软化水水流动区域），圆

盘形辐射百叶4将自下而上的荒煤气分流均匀导出，并将荒煤气所携带的辐射热反射至内

筒3内壁，热量通过内筒3传递给软化水，软化水吸热后生成汽水混合物完成热量交换，水换

热后经密闭空腔2顶部的水出口后供给用户利用，荒煤气则从荒煤气出口进入化学产品回

收工艺。紧固装置10固定在上升管内筒3内壁上，并布置在靠近出口处，圆盘形辐射盘通过

紧固装置10上的螺母与上升管内筒3连接。荒煤气导流器11布置在上升管内筒3内壁入口

处，荒煤气在上升管由下至上流经荒煤气导流器11时，荒煤气导流器11提供了一个旋转速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08829589 U

5



度，荒煤气在上升管内筒3以一定的旋转速度旋转上升，荒煤气在上升管内筒3中的路径增

加，增加了在上升管内筒3中的停留时间，从而荒煤气传给内筒3的热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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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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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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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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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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