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窑炉节能技术
一、概述
在工业生产中，利用燃料燃烧产生的热量，或将电能转化为热能，从而买现对工件或物
料进行熔炼、加热、烘干、烧结、裂解和蒸馏等各种加工工艺所用的热工设备，称为工业炉
窑。工业窑炉主要由炉衬、炉架、供热装置（如燃烧装置、电加热元件）、预热器、炉前管
道、排烟系统、炉用机械等部分组成。
目前，工业炉窑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如冶金、建材、化工、轻工、食品和陶
瓷等行业。其品种多、耗能高、影响大，是工业加热的关键设备。其加热技术的发展与高效
节能技术的采用，对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合理利用能源、改善劳动条件、实现
文明生产等都有很大影响。
工业窑炉的类型繁多，在不同的行业需要满足不同的应用背景和生产工艺要求。工业窑
炉一般应满足如下要求：
（1）炉温、气氛易于控制，保证热加工产品质量达到工艺要求；
（2）炉子生产率高；
（3）热效率高，单位产品能耗低；
（4）使用寿命长，砌筑和维护方便，筑炉材料消耗少；
（5）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
（6）基建投资少，占地面积小月、便于布置；
（7）对环境污染少，劳动条件好。
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不同的工业窑炉和具体生产工艺要求，从设计、施工、运行操作
和维护管理等各方面综合考虑，力求尽可能达到上述的基本要求。
目前，我国工业窑炉年耗煤达 3 亿多吨，约占我国工业用煤的 40％。水泥、墙体材料
窑炉每年消耗煤炭约 2.24 亿 t，其中水泥窑约 7 800 座，年耗煤 1.6 亿 t，平均能效比国外先
进水平低 20％以上；墙体材料窑炉约 10 万座，年耗煤 6 400 万 t，平均能效比国外先进水平
低 30％以上。钢铁工业窑炉每年消耗煤炭约 6 600 万 t，其中球团工序回转窑生产线 20 多条，
平均能效比国外先进水平低 50％以上；石灰热工窑炉约 350 座，平均能效比国外先进水平
低 10％；耐火材料热工窑炉约 1 900 余座，平均能效比国外先进水平低 10％～20％。
我国工业窑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技术水平低，装备陈旧落后、规模小；能耗高，大部
分缺乏除尘脱硫污染控制设施，污染严重；运行管理水平低，管理粗放。
我国工业窑炉的节能潜力巨大，例如：钢铁厂余热资源据估计相当于 1 000 多万吨标准
煤，其中 65％是可以回收的，而目前只回收了总量的 10％，仍有约 500 多万吨标准煤的能
量可以回收利用。因此，如果全国的工业窑炉能够平均节能 10％，则年节约的能源相当于 1
亿 tee。
随着全球经济、资源和环境一体化趋势的发展，我国的工业炉窑技术及装置水平面临极

大挑战，节能减排更是势在必行。因此，工业炉窑的发展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其主要趋势可概括如下：
（1）燃料方面
①合理组织工业窑炉气体燃料；
②合理使用西气东输工程给东部、中部地区送来的可观天然气；
③大力开发水电资源，有效地优化我国能源结构；
④大力实施洁净煤技术，其中煤气化是洁净煤燃烧的核心技术。
（2）技术方面
①选择合适炉型结构，提高机械化程度；
②不断改善燃料燃烧状况；
③采用新型炉用材料，优化炉衬结构；
④应用高效余热回收技术及装置。
（3）能源方面
应把握开源节流两手抓。根据我国能源形势，工业窑炉节能势在必行。
（4）环保方面
①调整燃料结构，尽可能选用天然气、油或煤转成气作燃料，或选用各种煤的清洁燃烧
技术；
②采用先进燃烧技术，降低 NOx 的生成；
③节约能源、减少燃耗，减少工业窑炉燃料消耗量。
二、工业窑炉的分类与简介
常见工业窑炉及其用途见表 1.2-1。工业窑炉的类型繁多，用途各异。工业窑炉的分类
方法很多，实际应用中一般是按其某些主要特征来进行分类的。如按工艺特点分为加热炉和
熔炼炉；按所使用能源种类分为燃料炉和电加热炉；按工作温度高低分为高温炉、中温炉、
低温炉；按热工操作制度分为连续式工作窑炉和间歇式工作窑炉；按炉型特点分为室燃炉、
步进炉、竖炉等；按工作制度分为辐射式工作制度窑炉、对流式工作制度窑炉和层式工作制
度窑炉。

表 1.2-1
炉型

炉种

用途

热源

推钢式连续加热炉

金属轧制

煤气、油

步进式炉

金属轧制

煤气、油

环形加热炉

金属轧制

煤气、油

罩式炉、辊底式炉

轧材热处理

煤气、油、电

井式炉、室式炉

热处理

电、煤气、油

车台式加热炉

热处理、大型锻件

煤气、油

均热炉

金属轧制

煤气、油

倒粉炉、轮窑

烧砖、瓦、陶瓷

煤

隧道窑

砖、瓦、陶瓷

油、煤、煤气

立窑、回转窑

水泥

煤、油

蚀头窑、龙窑

陶瓷、砖、瓦

木柴、炭、煤

室式、立式、链带式干燥炉

铸型、泥芯、油漆

煤、热风

滚筒式、沸腾式干燥炉

沙子等散料

煤气、煤

悬链式干燥式

油漆

煤气、煤

高炉

炼铁

焦炭

冲天炉

加热铁水

焦炭、煤粉

平炉

炼钢

煤气、油

转炉

炼钢

化学热反应

电弧炉

钢、有色金属

电

感应电炉

钢、有色金属

电

反射炉

有色金属

煤气、油

炼铜炉

有色金属

电、油、煤气

坩埚炉

有色金属

焦炭

电阻炉

钢、有色金属

电

坩埚炉

玻璃

煤、油

池窑

玻璃

油、煤

链式炉

玻璃

煤气、油、煤

金属加热炉

加热炉

焙烧加热炉

干燥加热炉

熔炼炉

常见工业窑炉及其用途

提取金属

精炼金属

下续工序需要

下面对工业窑炉的分类和用途简单介绍如下。
（一）按工艺特点分
工业窑炉按工艺特点可分为加热炉和熔炼炉两类。加热炉主要是用于完成物料的加热，
提高物料的温度，改变物料的物理机械性能，而物料物态并没有改变。主要包括加热炉、步
进炉、室状炉、罩式炉、辊底炉、干燥炉，石灰石、白云石的焙烧炉等。熔炼炉主要用于碳

金属、合金、特种金属的熔炼和提温。
（二）按使用能源种类分
工业窑炉按所使用能源种类可分为燃料炉和电炉两种。燃料炉（又称火焰炉）是指借燃
料燃烧释放的热量，对物料进行热加工的设备，一般分为燃煤窑炉、燃油窑炉和燃气窑炉等，
在各种工业窑炉中燃料炉应用较为普遍。电炉是将电能转化为热能，从而用来加热物料的设
备，一般分为电弧炉、电阻炉、感应炉、电子束炉和等离子炉等。
（三）按工作温度分
工业窑炉拄工作温度可分为高温炉、中温炉和低温炉三种。高温炉的工作温度在 1 000℃
以上，炉内物料与周围介质热交换以辐射传热为主。钢铁冶金企业中的各种熔炼炉和加热炉
大多属于此类。中温炉的工作温度在 650～1 000℃间，炉内物料与周围介质的热交换，辐射
和对流各占一定比例。金属热处理过程的诸多炉子多属于中温炉。低温炉的工作温度低于
650℃，炉内物料和周围介质热交换以对流换热为主。低温炉多用于干燥、有色金属及其合
金的加热，钢铁及有色金属的回火处理等。
（四）按热工操作分
工业窑炉按热工操作可分为连续式炉和间歇式炉两种。连续式炉的热工特点是炉子连续
生产，一般炉内沿炉长方向炉温连续变化，正常生产条件下，炉子各点温度不随时间变化。
料坯在炉内运动，从装料门进入炉内，通过炉子不同温度区域完成加热过程，最后从出料门
出炉.如推钢式连续加热炉、步进炉、环形炉、链式炉等。也有沿炉长方向炉温基本不变的，
为直通式炉。间歇式炉（又称周期炉）的工艺特点是炉膛内不划分温度区段，炉子间歇生产；
炉子成批装料进行加热或熔炼，在炉内完成加热或熔炼工艺后，成批出料。炉料在炉内不运
动，炉温随时间变化，如均热炉、台车炉、罩式炉、井式炉等。
（五）按工作制度分
工业炉窑按工作制度可分为辐射式工作制度炉窑、对流式工作制度炉窑和层式工作制度
炉窑三种。辐射式工作制度炉窑中辐射传热起主要作用，钢铁企业绝大部分高温火焰炉都属
于辐射式制度炉窑，该炉窑的火焰黑度和炉墙在热交换中起重要作用。对流式工作制度炉窑
中对流传‘热起主要作用。650℃以下的低温炉，炉内传热方式以对流为主。此类炉子特点
为燃烧室：和炉膛分开，因此，组织好炉内气体再循环，是提高此类炉窑效率的重要途径。
层式工作制度炉窑加热块状散料时，炉料充满整个炉膛空间，热气体在物料间通过，散料加
热表面大小是变化的，气体辐射层很薄，在温度变化较大范围内很难严格区分辐射和对流传
热各占多少。实际工作中，把这种热气体通过散料的炉子工作制度叫做层式工作制度，相应
炉窑称层式工作制度炉窑，其中包括竖炉和流化态炉，后者又可分为沸腾料层炉和悬浮料层
炉两种；炼铁高炉属层式工作制度中的竖炉。
（六）按：沪型特点分
这一分类方法包括室式炉、双室式炉、贯通炉、推杆炉、台车式炉、转底炉、环形炉、

步进炉、链式炉、振底式炉、马弗炉、坩埚炉、井式炉、辊筒式炉、平炉、电弧炉、冲天炉
和热风炉等。
由以上分类可看出，各种窑炉都是按其某方面特点进行分类的，对某一特定窑炉来说，
不只具有一个特点。因此，对同一窑炉由于分类着眼点不同，它可隶属于几种类型，如连续
加热炉可既属加热炉，又属火焰炉、高温炉、连续式炉等。
通常根据哪种分类法来称呼一个炉窑也不完全相同，实际工作中，一般采用习惯叫法。
根据炉子结构特点称呼一个炉子较多，如高炉、环形炉、辊底炉、车底炉、链式炉，也有根
据炉子用途来称呼，如退火炉、渗碳炉、干燥炉等。
三、工业窑炉的节能技术途径
工业窑炉的类型繁多、用途多样。因此，工业窑炉的节能技术改造途径很多。在实际应
用中，对于不同类型的窑炉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合理的节能技术改造方案。
（一）工业窑炉的节能改造
目前，对现有工业窑炉进行节能改造是工业窑炉节能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其节
能改造的内容很多，主要有热源改造、燃烧系统改造、窑炉结构改造、窑炉保温改造、控制
系统节能改造以及烟气余热回收利用改造等。
1.热源改造
通过改造工业窑炉的热源可以有效减少其能源消耗，其改造内容可因窑炉种类的不同而
异。例如，将窑炉的燃料由燃油改为燃用工艺过程回收的燃气，有的将燃泔、燃气改造为电
加热等。
2.燃烧系统改造
对于燃油和燃气窑炉，燃烧系统改造主要是采用新型燃烧器取代老式燃烧器。例如，采
用平焰、双火焰、高速、可调焰等新型烧嘴，可节能 5％～10％；有条件时可利用回收烟气
的余热来预热助燃空气，采用机械化加煤或煤粉燃烧对燃煤窑炉进行改造等。
3.窑炉结构改造
工业窑炉的种类繁多，其结构也因行业、工艺的不同而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能源环保
政策的实施与市场要求，工业窑炉的结构也在不断改进与更新。通过工业窑炉的结构改造，
可以有效改善燃烧状况、缩小散热面积、增大窑炉的有效容积，从而达到减少能源消耗和提
高产品质量和产能的目的。
4.窑炉保温改造
工业窑炉的保温状况与其能源消耗直接相关，特别是对于运行温度在数百甚至上千摄氏
度以上的窑炉尤为重要。因此，采用新型保温材料或改善窑炉的保温状况是一项非常重要的
节能措施，达到既减少燃料消耗，又改善操作环境的目的。例如，可将炉暗改造为由耐火砖
或轻质耐火砖加耐火纤维和保温材料构成的复合结构；采用复合浇注料吊挂炉顶，减少炉顶
散热等。以玻璃熔窑为例，由于玻璃熔窑的散热面积大、外表面温度高，其散热量约为总热

量的 20％～30％，尤其在用重油作燃料和使用电熔耐火材料后，散热损失更大。采用窑体
保温后，燃料可节省 15％～20％，火焰温度可提高 20~30℃。
5.窑炉烟气余热利用改造
窑炉烟气余热的回收利用改造的途径很多，如采用合适的烟道换热器和余热锅炉等回收
烟气的余热，根据烟气余热的不同温度水平，可利用烟气预热助燃空气或利用余热发电等，
既可有效降低排烟温度，也可收到良好的节能效果。
6.窑炉密封改造
窑炉密封改造的目的是提高其密封性以减少冷空气的渗入和热空气的泄漏所造成的热
损失。例如可以尽可能减少开孔与炉门数量，采用浇注料炉衬结构外加炉墙钢板等。
7.控制系统改造
控制系统改造主要是将采用手动控制或半自动控制系统改造成自动控制系统或对已有
自动控制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和优化，按产品工艺要求，对窑炉的运行过程进行自动控制，使
窑炉在良好的工况下运行，可以取得良好的节能效果。
（二）工业窑炉的主要节能技术
工业窑炉类型繁多、应用领域很广。因此，其节能技术涉及众多的技术领域。在实际应
用中，只有根据各种炉型的特点和具体工艺要求，采用合理的节能技术方案，才能取得预期
的节能效果。为了提高我国的能效水平，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已将工业窑炉节能新技术开
发列为节能工作的重点工程。其内容可概括如下：
（1）二业窑炉的高温空气燃烧技术（High Temperature Air Combustion，简称 HTAC）
；
（2）纯氧或富氧燃烧节能技术；
（3）高固气比悬浮预热预分解水泥生产技术；
（4）包括大型高炉炉顶煤气压差发电综合节能技术，焦炉煤气和转炉煤气干法回收利
用技术，化工与炼油工业可燃废气回收利用技术等的余热（废气）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该重点节能工程的预期目标是解决蓄热式高温空气燃烧和脉冲燃烧关键技术，熔炼炉和
烧成窑的余热高效利用技术，窑炉长寿化工
艺技术等一批工业窑炉关键节能技术，使工
业窑炉热效率提高 10％以上。下面对工业窑
炉领域的几个通用节能技术进行简单介绍。
1.提高燃烧效率
提高工业窑炉的燃烧效率，有效地利用
燃料自身的能量是工业窑炉节能的主要方
向之一。提高窑炉燃烧效率的措施主要包
图 1.2-1

环境式换热器和光管列管式对
流换热器的组合

括：采用低空气系数的燃烧方式、富氧燃烧
和提高助燃空气的温度等。

在工业窑炉中，有将近 50％~70％的热量是以高温烟气的形式直接排人大气。利用这部
分热量来加热助燃空气是提高窑炉热效率最简单又最有效的途径。例如废气温度为 900℃
时，废气带走的热损失约为 50％。如果用此废气把空气预热到 200℃，则可节约 15％的燃
料，使 22％的废气显热得到回收。因此，尽可能提高助燃空气的温度是工业窑炉节能的主
要措施之一。图 1.2-1 给出的是工业窑炉中采用环缝式换热器和光管列管式对流换热器的组
合方式，从而充分利用两种不同类型换热器在不同温度段的各自特点和优势，实现了窑炉烟
气余热的高效利用。
2.减少炉体的散热损失
工业窑炉炉体的散热损失是排烟损失之外的另一项主要的热损失，例如，间歇运行的锻
造炉的散热损失可高达 45％。因此加强工业窑炉的保温隔热是一项非常有效的节能方法。
为了减少炉体的散热损失，可以采用轻质隔热和耐火纤维等保温隔热性能良好的保温材
料。另外，减少窑炉的表面积也是减少加热炉散热损失的有效途径之一。
3.减少水冷件热损失
为减少水冷件的热损失，除了通过少用或不用水冷件减少热损失外。对必须设置的炉内
水冷件进行隔热，或采用汽化冷却来回收水冷件的热损失，这样既可得到可以利用的蒸汽，
也可节约水源。
4.采用高辐射陶瓷涂料
在窑炉内的高温条件下，辐射是其传热的主要方式。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窑炉的辐
射换热是提高窑炉热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高温辐射陶瓷涂料可在不改变窑炉结构的条件
下，使炉壁的辐射率由 0.3~0.5 提高到 0.9~0.95。因此，在工业窑炉内及加热管外表面涂刷
高辐射陶瓷涂料，可强化窑炉内的辐射换热，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施工简便的工业窑炉
节能新技术。
5.采用先进的炉型和工艺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节能减排工作的需要，工业窑炉行业发展了许多先进的炉型和先
进的工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干法熄焦工艺、明焰裸烧方法以及低温快烧技术等。
四、工业窑炉节能技术应用实例
（一）富氧燃烧技术
2.富氧燃烧及其原理
富氧燃烧技术是以氧含量高于 21％的富氧空气或纯氧代替空气作为助燃气体的一种高
效强化燃烧技术。富氧燃烧降低了烟气生产量，燃烧产物中的 NOx 含量降低，水蒸气和二
氧化碳的含量和分压增大，火焰黑度增加，燃烧速度加快，火焰温度提高。提高了火焰向配
合料或玻璃液的辐射传热和对流传热，结果使熔化率提高。富氧燃烧在提高火焰传热效率同
时，也对其燃烧设备（小炉）提出了与普通燃烧设备不同的要求。
2.富氧燃烧熔窑熔制技术的优越性

（1）采用富氧燃烧可提高熔化质量，特别是在熔窑化料区有明显效果。在玻璃熔窑生
产中，油的燃烧状态最好分为三个区域：火焰上部为缺氧区.这样可以防止大碹过热；中部
为普通燃烧区；下部尽量形成高温区，以加强对玻璃配合料的熔化。在油烧嘴下方的适当位
置安装富氧喷（枪）嘴，加快了燃烧速度，增加了火焰刚性且火焰贴近料层，提高了火焰的
热效率，火焰辐射玻璃液温度可提高 100～200℃左右，配合料熔融速度加快，提高熔化率
10％以上。
（2）减轻对熔窑的烧损
富氧燃烧加速了燃烧，燃烧过程在窑内基本完成，进入蓄热室的可燃气体减少，减轻对
格子砖的烧损。采用喷枪下部安装富氧喷嘴可使火焰分为两个区域，在火焰下部由于富氧的
喷入克服了缺氧现象，使火焰下部温度提高，而火焰上部的温度有所降低，使熔窑碹顶温度
下降约 20~30℃，减轻对大碹的烧损。延长了熔窑使用寿命，特别是为大碹保温创造有利条
件。
（3）节能降耗
燃料燃烧时需要氧气，它通常是由空气中的氧来提供，在助燃空气中氧仅占 21％参加
燃烧，而其余?9％的大部分氮气不参加燃烧，带走了大量热量，降低了燃料的有效利用率，
相应增加一燃料消耗。用 27％的富氧空气进行燃烧时，废气所带走热量减少约 20％，相应
减少了热损失。再则，富氧燃烧使重油燃烧比较完全，减少了重油消耗。用含氧量大于
21％的富氧空气，参与燃烧将具有明显的节能效果。炉温越高，利用富氧助燃技术的节能效
果越明显，例如炉温在 1 600℃时，用含氧量 23％的富氧空气助燃，可节能 25％。浮法玻璃
厂都有副产品纯氧，可制作富氧空气，这为富氧燃烧技术的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蓄热式高温燃烧技术
1.原理介绍
蓄热式高温燃烧（HTAC）技术是一种全新的燃烧技术，它将回收烟气余热与高效燃烧、
降低 NOx 排放等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实
现了余热回收和降低 NOx 排放量的双重
目的。
图 1.2-2 是 HTAC 技术的节能原理示
意图。一个高温（预热）空气燃烧单元至
少由二个烧嘴、二套蓄热体、一台气体切
换阀和相关控制系统组成。其中烧嘴及蓄
热体成对出现，当烧嘴 A 工作时，烧嘴 B
及同侧蓄热体亢当排烟通道，烧嘴 R 同

图 1.2-2

HTAC 技术的节能原理示意图

侧蓄热体被烟气预热；一定时间后控制切换系统，使二个烧嘴交替工作，烧嘴 A、B 两侧蓄
热体轮流地被排出的高愠烟气预热，助燃空气被预热到较高温度（仅比高温烟气低 50～100

（℃）。最终经四通换向阀排出的废烟气的温度为 150～200℃，大大地提高了烟气物理显热
的回收利用率，降低了有害燃烧物的排放量，减少大气污染。
HTAC 技术是通过分离空气与燃料的供应通道，使两股射流之间被烟气所阻隔并被掺混
稀释，从而延缓了二者扩散混合的速度，把局部扩散燃烧扩展到更广大的空间范围中进行，
削弱了局部燃烧的热强度，避免出现局部高温区，从而抑制丁因高温燃烧和存在局部炽热点
而导致的 NOx 生成。为了进一步稀释燃烧初期混合气体中氧的浓度，燃料分两次进入炉内，
其中 F1 远少于 F2，所以 F1 属高氧燃烧，在高氧下快速完成，形成高速烟气射流和卷吸回流
流动，此时大量燃料通过卜射人，使混合气体含氧量降低至 15％（有时<5％以下）。大量燃
料在高温低氧条件下燃烧，大大降低了 NOx 的生成，从而达到低 NOx 排放的目的。
2.适用范围
HTAC 技术主要应用于冶金机械行业的各种推钢式加热炉、步进式加热炉、热处理炉、
锻造炉、熔化炉、钢包烘烤器、均热炉、辐射管燃烧器、罩式炉、高炉、热风炉等，建材行
业的各种陶瓷窑炉、玻璃窑炉等，石化行业的各种管式加热炉、裂解炉等。
3.节能效果分析
以蜂窝陶瓷为蓄热体的 HTAC 技术优点为：①采用蓄热式烟气余热回收装置，通过交
替切换烟气和空气/燃气，使之流经蓄热体，最大限度地回收高温烟气中的物理显热，大幅
度节约能源（一般节能 10％~70％），提高热工设备的热效率，同时减少 CO 排放量（减少
10％~70％）。②通过组织贫氧燃烧，扩展火焰燃烧区域，火焰边界几乎扩展到炉膛边界，使
炉内温度分布更均匀，同时烟气中 NO。的量可减少 40％以上。③炉内平均温度升高，加强
了炉内的传热，导致相同规格的热工设备，其产量可提高 20％以上，降低了设备的造价。
④低热值燃料借助高温预热的助燃空气或高温预热的燃气可获得较高的炉温，扩展了低热值
燃料的应用范围。
4.发展方向
HTAC 技术能最大限度地回收炉窑烟气中的物理显热，降低能耗，使工业炉节能技术发
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该技术在冶金、机械、建材等行业工业窑炉上具有相当广阔的应用前景。
（三）水泥窑余热发电技术
余热发电技术被认为是一项很有价值和发展前景的节能技术，具有节能降耗和有利于保
护环境的双重效果。水泥窑余热发电技术主要有三种型式：
（1）带补燃锅炉的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如鲁南水泥厂 1#和 2#2000 t/d 生产线；
（2）不带补燃锅炉的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如宁国水泥厂 4 000 t/d 生产线；
（3）在中空窑后加流态化分解炉预热器配备的余热发电系统，如呼和浩特水泥厂和抚
顺水泥厂等。
图 1.2-3 所示的是带补燃锅炉的水泥窑余热发电系统。该技术利用窑头篦冷机排出的低
温废气和窑尾余热器排出的中温废气在余热锅炉中生产低压蒸汽或高温水，再经补燃锅炉加

热升压来提高蒸汽参数，带动汽轮机发电。

图 1.2-3

带补燃锅炉的中低温

图 1.2-4 所示的是不带补燃锅炉的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该系统主要由 AQC 直流锅炉
（无锅筒）、扩容器、SP 炉、汽轮发电机组等组成。利用窑头篦冷机热空气在 AQC 直流锅
炉中制备的汽水混合物进入一级扩容器，生产的蒸汽进入汽轮机一级补汽口，一级扩容器排
出的余压高温水再进入二级扩容器，产生的较低压力蒸汽再进入汽机的二级补汽口，从窑尾
SP 炉出来的较高压力蒸汽进入汽机主汽口。在这三股蒸汽流的共同作用下，带动汽机发电。
既可充分利用余热，又使系统配置简单。由于汽机是补汽式汽轮机，汽轮机自身的自动控制
相对复杂些，要求也较高。

图 1.2-4

不带补燃锅炉的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

余热发电技术的投资与效益分析。按装机容量估算，中空窑余热发电系统投资为 4 000
元/kW；不带补燃锅炉的纯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投资为 7 000 元/kW，原因是锅炉受热面大、
低汽汽轮机价格高等；带补燃锅炉的纯中低温余热发电系统投资为 7 000～8 000 元/kW，发
电量也大为增加。在中空窑余热发电系统中投资的比例为：土建费 15％~21%，设备费 40％～
45％，安装费 17％～20％。因此，水泥窑余热发电技术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
（四）高炉煤气余压发电技术
如图 1.2-5 所示，高炉煤气余压发电技术首先将高炉煤气净化之后经蝶阀、插板阀、紧
急切断阀进入透平，再经透平膨胀做功。此技术是利用高炉炉顶煤气压力能和气体显热，把
煤气导人膨胀透平做功，使气体原有的压力能经过不可逆绝热膨胀而变为速度能。
若将透平与发电机联接，即构成高炉煤气顶压回收透平发电装置（Top Gas Pressure
Recovery Turbine，简称 TRT）
。该装置带动发电机，使速度能变成电能输送出去。

目前国内多用湿式装置，但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干式 TRT。这样系统排出的煤气温度高，
所含热量多、水分低、煤气的理论燃烧温度高，用于烧热风炉，高炉热风温度可提高 40～
90℃，每炼 1t 铁少用焦炭 8~16 kg。

图 1.2-5

高炉炉顶煤气余压透平发电流程

若将透平与高炉鼓风机串联在同一根轴系上，驱动高炉鼓风机运转，即构成煤气透平和
高炉鼓风机同轴系的高炉能量回收机组（Blast Furnace Power Recovery Turbine，简称 BPRT），
从而将机械能直接补充在轴系上，之后经过回收、利用的煤气最后进入低压管网。
高炉煤气发电技术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关键工艺技术，一方面是煤气净化；另一方面是
透平发电。这方面的内容可参阅有关文献资料，此处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