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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风温的意义  The Significance of Increasing the HBT：

         全世界现有高炉1500座，其中中国917座。中国高炉燃料比与先进企
业相比平均高出30~40kg/t-HM。高炉炼铁使用高风温是当今世界炼铁
技术发展的方向。高效的1300℃以上的高风温热风炉是建设钢铁强国的
标志之一。风温在炼铁过程中热量贡献率约25%~30%，热风温度每提高
100℃，吨铁可以降低焦比3%~5%，提高产量3%-4%。提高风温有利于
强化热力学条件，提高直接还原程度，每提高风温100℃，还原程度增加
1.5%-2%。近年来炼铁原燃料大幅度涨价，原燃料成本所占炼铁制造成
本大幅增长，占85%~90%，炼铁生产已经进入了高成本时代。高风温对于
富氧喷煤强化炼铁，推动炼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20年来热风炉
技术进步加快，全国风温已经达到了1180℃的水平。中国炼铁学界提出
了下一步的目标是实现1280±20℃的风温水平。因此，我们要研究的课题
是如何在节能减排最优化的前提下达到目标超高风温。



1200℃-1300℃
1300℃-1400℃

     关键词：高炉热风炉  超高风温  燃烧器  耐火材料  

                 高效预热技术

                  热风系统  解决方案

 ultra-



年份  生铁量   燃料比  煤比  焦比  入炉品位  风温  系数    工序能耗
              万t         kg/t       kg/t    kg/t          %          ℃     t/m3.d   kgce/t
2004   25185     543       116      427      58.21      1074    2.516    466.20
2005  33040      536       124      412      58.03      1084    2.624    456.79
2006  42755      53  0     135      395      57.78      1100    2.675    433.08
2007  46945      529       137      392      57.71      1125    2. 677   426.84
2008  47067      532       131     396      57.32      1133     2.607    427.72
2009  57375      519       145      374      57.62      1158    2.615    410.56
2010  63089      518       149      369      57.41      1160    2.589    407.76
2011  68326      522       148      374      56.98      1179    2.53
2012  71654      547       149      364      56.94      1194    2.50      402.48       
2013  70897      547       149      362      56.35      1169    2.46      389.09
2014   71614       
2015   80382    
2016   80761 
2017    87074        
2018    92800    
2019    99634

   请看：全国重点钢企
    年平均风温不足1200℃！



STEP 01 STEP 02
      高炉热风炉是一个“交叉学科”
的综合技术集成。

1.热风温度要高；
   a.燃烧能力要大；
   b.预热温度要高；
   c.气流分布要均；
  2.节能效益要好；
  3.投资占地要省；
  4.工作寿命要长；
   a.结构稳定要好；
   b.操作维护要简；
  5.减排环境要美。
  目标：“高温、低耗、长寿、环保”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

在此框中选择粘贴，并选择只保留文字

点击添加标题

Ø热风炉工况新要求(New requirments for working condition of HBS)



       雅科夫·卡鲁金博士（1935-2012）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家热工
研究所原所长。卡鲁金顶燃式热风炉
发明人。

１.带预燃室燃烧器结构简单，二次预热；
２.拱顶安全，消除高温过热；
 3.双预热，余热回收，系统热效率高；
 4.烟气流向合理、均匀，提高砖利用率；
 5.低空气过剩系数，节能减排；
 6.使用小孔格子砖，全高降低，提高效
率、降低投资20%-30%；

  7.大框架，限制热风主管位移，梁式拉
杆与热风管道同涨同缩，结构相对稳定；

  8.高铝蜂窝砖用量少，预留膨胀量；
  9.热风温度1200℃，属于高风温热风炉。

  2002-2019年10月，原装卡鲁金顶燃式
热风炉在我国建成52座高炉的160座热
风炉，已达到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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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提高煤气化学
热或煤气和助燃空气
物理热（爬梯子）的
途径来提高拱顶温度；
        改进热风炉的设计，
强化换热过程，减小
拱顶温度与送风温度
之间的差值，送风温
度与拱顶温之差，我们
已经缩短到了50~70℃。
        采用优质硅砖作拱
顶和热风炉的高温区，
热风炉可承受 1500℃
的高温，因此初始送风
温度可以达到 1350℃。

02
如何获得----燃烧、
传热和气流分布；
高效预热技术应用。

03
热风输送----安全送达、结
构稳定性，系统性解决。

04
高效使用----承受、
合理使用。

05
烧上去，不出事，
使得上。
1300℃长期稳定使用



热风炉结构形式的选择 (The choice of structural form)

• 炉型     风温水平   投资    寿命    节能 热效率 稳定性 烟气不均度
• 卡-1             高   高  中         中     中          中                 卡-1
• 卡-2  高   低   高   高     高        高  3%-5%
• 卡-3              高   低   高   高     高        高
• 球炉 中  最低     低   中     低        高
• 外燃式 中   最高   低   中     中        低  8%-11%
• 霍戈文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 内燃式 低    中   低   低     低        中    12%-15%    卡-2
• 卡鲁金顶燃式热风炉具有风温高、消除拱顶隐患、节能、投资省
• 等突出优点，已成为我国高炉热风炉的主打，首选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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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硅砖的研制与高温管道砌筑
高温区用高品质耐火材料；出口、拱顶、三岔口砌筑

抗晶间应力腐蚀钢板的研制和
炉体绝热

减少Nox的生成；特殊钢板研制
外壳工作表面温度低于100℃。

高效预热工艺的选择
大幅度提高燃烧介质物理热的工艺方法

大功率加热均匀燃烧器研究与试验
陶瓷燃烧器是热风炉的“硬核”（Hard core）。
冷态、热态试验研究、空气过剩系数极，设计与研制



燃烧器的材质与结构仿真研究
燃烧器结构尺寸的仿真数学模型研究。
燃烧器材质研究。采用莫来石-红柱石-堇青石
荷软温度高（≥1550℃）、
抗蠕变性优异（1350℃蠕变率≤0.8%）、
抗热震性高（1100℃-水冷＞100次；
1300℃-水冷＞30次）；特殊煤气通道设计。



   为了保证热风炉实现高风温
（≥1300℃）和长寿（25-30年）
的需要,热风炉用耐火材料应具
有如下主要性能：
1.热容量较大，传热性能好；
2.气孔率低，体积密度高；
3.耐压强度高，热震稳定性好；
4.荷重软化点高，重烧线变化小；
5. 抗化学侵蚀和耐气流冲刷；
6. 高温区抗蠕变性好。
7.高温区隔热材料含铁莫来石；
8.适当增加阻损，有利烟气分布
均匀。（太钢6号高炉4350m3,热
风炉采用Φ30mm孔径蜂窝砖。）

点击添加

高抗热震性 热容量较大高密度，低蠕变

高品质硅砖 (High quality silica brick)

 Φ20mm孔径蜂窝砖
（加热面积 64.7m2/m3）

 Φ30mm孔径蜂窝砖
（加热面积 48.0m2/m3）

Φ40mm孔径蜂窝砖
（加热面积 32.7m2/m3）



附加加热换热系统
Additional Preheating 
Heat-exchange System

辅助热风炉法
Auxilary hot blast  
stoves method

热风炉自身预热法
Self—preheating Process

自身高低温烟气同步
高效预热工艺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 
flux gas mixing

金属换热器法
Metal heat exchanger 
method

富氧助燃法
Oxygen enriched 
combustion method



To climb a ladder

高效预热技术
High efficient
 preheating 
technologies
(HTAC)

START

低温余热回收
Low temperature waste 
heat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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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热室上部采用高品质硅砖或硅线
石砖，中下部采用优化设计。

蓄热体材质和结构研究

    晶间应力腐蚀是炉壳钢材与腐

蚀介质接触，在钢材表面形成电解

质，有高的电势，在电化学作用下，

使钢板对应力腐蚀有更高的敏感性，

晶界的碳化物是腐蚀应力集中之处，

引起钢板破裂，裂缝沿晶界向钢材

母体延伸，扩大。而热风炉的拱顶

温度在1420℃以上燃烧产生的Nox 

对钢材具有腐蚀性，因此炉壳会发

生晶间应力腐蚀。研制耐酸的特殊

钢是必要的。

抗晶间应力腐蚀钢板的研制

若选用自身预热法助燃风机的选
择要考虑克服两个砖柱的阻损。

高压助燃风机的选择

      采用Q345-C，该材料增加了Cr、Ni的含
量，这有利于改善材质的抗腐蚀性能。也有采
用了Q345-R（锅炉和压力容器用钢板）。

热风炉炉壳材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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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风系统：从高炉鼓风机到高炉直吹管整体设备的总和。具体包括：高
炉鼓风机、冷风管道、放风阀、冷风阀、热风炉、热风出口、热风短管、
热风主管、热风围管、鹅颈管（又称直管）、弯头及高炉直吹管。
   
送风系统事故：从高炉鼓风机到高炉直吹管某一设备出现漏风、开裂、
烧红、烧穿、崩塌、爆炸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的恶性事故 。

热风管道： 由一组高温、高压空气输送设备组成，通常按一线式布置，
并且与每座热风炉相连。因此，热风管道与热风炉组成了特殊的非对称
结构。来自于流体介质的温度、压力会对热风炉、热风管道的稳定性产
生综合影响。
         新式热风炉热风管道的基本特征是刚性结构和低应力，综合地消除
了结构应力、盲板力对热风炉和热风管道的影响，具有稳定可靠的优点。



送风系统存在的风险不容低估：

事故案例：沙钢（5800m3,2010-2-11）;宝钢4（4900m3，2020-3-8）；

鞍钢新3（3200m3,2010-7-19）；通钢（2680m3,2009-12-30）；鞍钢10

（2580m3,1997-3-6）； 鞍钢7（2580m3,1990-9-19）；鞍钢7

（2580m3,1998-6-22）；太钢3（1053m3,1998-12-27）；青钢6（500m3，

2008-8-3）；韶钢、湘钢、杭钢、 唐钢、后英、海钢也曾出现过此类事

故。
主要原因：（1）设计缺陷----布置、承压和设备选型；
                       （2）焊接质量----鞍钢、太钢、；
                        （3）砌筑方式----通钢、鞍钢、
                      （4）膨胀节事故居多：宝钢、后英、海钢、青钢等。



送风系统故障主要成因(Mainccauses of blast system accident):

点击添加标题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此框中选
择粘贴，并选择只保留文字

点击添加标题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此框中选
择粘贴，并选择只保留文字

点击添加标题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此框中选
择粘贴，并选择只保留文字



送风系统具有“受力复杂
化”、“盲板力”的特征。

送风系统是“非平衡
动态系统”。

        受力分析：热风炉送风系统已成为使用高风
温和长寿的限制性环节。热风炉的工况客观上表
现出“受力复杂化”和“非平衡动态”两个隐形
特征。具有来自拱顶自身重力、膨胀力、叠加膨
胀力、扩张力、下滑力、剪切力、送风冲击力和
送风结束后的钢壳反弹力等集中复杂的应力作用，
从而导致了热风炉出口和拱顶垮塌的事故频发。 
炉体与管道结构强度是根本，管道的长短与膨胀，
交接口组合砖设计与质量，耐材砌筑质量至关重
要。管道断裂；热风围管鼓开；膨胀节破损鼓开
都与此相关；盲板力:大拉杆断裂，管道失稳，造
成事故；剪切力:热风出口破损，掉砖，窜风，烧
坏； 焊接质量不佳：炉底板漏风，炉皮、管道、
拱顶、出口鼓开；
其它：混风室也是事故点。

送风系统“圆滑过渡
性连接”更合理。



热风炉和热风主管的受力特征：
        具有高温、高压的特性的流体介质（热风）
对热风炉/热风管道带来的影响主要包括两种
形式，即因为由温度变化产生结构变形引起的
结构性应力，以及压力对非对称位置产生的盲
板力。

        

        从理论设计方面考虑，高温、高
压、脉冲、多点变压力、连续送风
是热风炉的特点，通过传热分析、
应力分析和位移分析，并根据热风
炉的烧送风制度的时间、频次、压
力变化特点进行计算、模拟，得出
了伸缩管系统、拉杆系统、炉壳系
统、耐材系统和管道钢结构系统的
各种数据。超高温热风炉系统需要
创新材料参数、工艺来匹配高温、
高压力的热风介质输送。



热风炉热风出口、热风主管三岔口位置等效应力云图

流体介质的压力对热风炉、热风管道非对称部位施加的盲板力：
       （1）热风炉热风出口的盲板力，热风出口的应力分布是不均匀的，最大应力出现在热风出口上部的管道外
侧。（2）热风主管堵头的盲板力。（3）热风管道补偿器上的盲板力。（4）热风主管三岔口位置的盲板力。
根据有限元计算，最大应力出现在热风主管三岔口上部的焊缝交界位置。



      设立热风炉独立热风出口段（豫
兴）；降低热风炉全高，上半圆用机制
大块异型砖，要特别增强上半环砌体的
承重能力；热风出口组合砖承重环和卸
力环将上方拱顶大墙砖的荷重均匀分散
到周边大墙砖上，保证工作环耐火砖不
受大墙砖荷重影响采用“喇叭口”、
“弯头”型。送风系统“圆滑过渡性连

接”方式。

复合式热风出口

减少风温降落，减少甚至取消
膨胀节，降低投资，降低风险

最大限度靠近高炉

改变受力方向，减轻
“盲板力”作用

采用竖式热风支管

尽可能扩大内径增加保温层
的厚度，工作层用热稳定性
好的堇青石莫来石砖

改变结构和材质

“盲板力”相互抵消

最好对称布置



降低热风炉全高，减少纵向膨胀量；
悬链线拱顶；圆弧型炉底板；管壳加
厚；“喇叭口”热风出口有利于稳定。

合理炉型及管道的设计

     几个“一点儿”：
（1）设计细节精心周全一点儿；
（2）热风炉距离高炉近一点儿；
（3）耐火材料品质提高一点儿；
（4）送风系统强度规范一点儿；
（5）施工砌筑标准严苛一点儿；
（6）操作管理制度加强一点儿。
概括为：
“就近、降高、顺势、精砌”。从热风出口到高炉

风口全系统优化砌筑

最大限度靠近高炉，少用膨胀节；
预留4号炉位置。

热风炉空间合理布置

热风炉自主燃烧，自动换炉，节
能效果十分明显；废气余压、余
热回收系统。

自动化智能化操作

热风系统已成为
重中之重



成功案例 (Successful cases)：

      （1） 河南豫兴顶燃式热风炉，采用了悬链线
拱顶，比锥球顶受力更好，结构更稳定。同时采
用了具有水平通道的蓄热体。山西通才1580m3高
炉采用附加加热预热系统预热空气，热管预热器
预热煤气，短时间达风温到1346℃，日平均风温
达到1321℃，月平均风温达到1315℃。
       （2）北京卡鲁金热风炉技术有限公司，太原
不锈钢公司4350m3高炉热风炉，采用多项关键技
术，解决了特大超高风温热风炉送风系统的结构
稳定性问题，高炉煤气和空气双预热等，将风温
提高至1310℃。该技术研究推动了国内外大型高
炉热风炉技术进步,为国内外高炉热风炉提供超高
风温起到了“领跑”角色。



斜管连接（Inclined pipe connection）



  改变热风炉布置方式的设想：The idea of changing layout mode

         
         热风炉一列式布置更改为矩形或三角形对称布置。
          该布置方式优点：
        （1）消除或减轻“不对称推力”。
         （2）布置紧凑，节省投资约10%。
         （3）提高了热风炉系统热效率。
         缺点：
         （1）热风炉系统管系布置比较复杂。
          （2）设备检修难度大。
         此设想应作进一步研究。
          



首钢新2号高炉（1327m3）顶燃热风炉



A.顶燃式热风炉（燃烧能力强大，传热好，气流分布均匀）+
B.高效预热（附加加热换热系统或辅助热风炉法）+
C.优质硅砖，拱顶轻量化，高效，抗渣化蜂窝砖+
D.靠近高炉，降低高度，对称布置，圆滑过渡，强化结构+
E.热风系统优化设计（复合式热风出口，竖式热风支管）+
F.解决晶间应力腐蚀，高温介质计量+
G.全自动化，智能化操作的全新工艺流程+
H. 其它，... ...。

      A+B+C+D+E+F+G+H=1300℃ 超高风温热风炉；

优化后的工艺流程(An oPtimized technological process)：；



4 提高煤气压力，小孔砖，
综合传热系数提高，拱顶
温度与风温之差减小

改变了传热机理

5
智能化的采用操作安全简单

改变了操作方法

6
用单一高炉煤气,不用高
热值煤气获得高风温

改变了能源结构

1
采用蓄热式换热器等各种换
热器，燃烧炉巧妙组合

改变了工艺流程；

2新设备组合，进行工艺转化
改变了设备组成；

3
高温空气燃烧技术（HTAC），
即高效预热新工艺的应用

改变了供热方式

Ø新工艺六个改变 Six changes for the new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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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结论Conclusion:

         4.1 高效的1300℃以上的高风温热风炉是建设钢铁强国的
标志。高风温有利于提高富氧喷煤技术，进一步提高煤比；
超高风温顶燃式热风炉新的集成是众多“交叉学科”综合技术
的体现。其研究与应用为炼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2 在未来的5-10年内，从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上，钢铁工业本身必须以积极的心态来定位自己的社会和经
济角色，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其主要着眼点应是：钢铁企
业要以过程工程为基础来进一步优化企业结构，通过提高风
温和喷吹煤粉这两个重要技术路线实现“高效、优质、低耗、
长寿、环保”的目标。
         



          4.3 要突破 1300℃ 的送风温度，必须解决氮化物的生成问
题。要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采用廉价去除烟气中的氮化
物；低氮燃烧；降低空气过剩系数；在燃烧的过程中喷入一种
抑制剂，限制氮化物的生成。实践表明，在热风炉烟气中将氮
氧化物控制在150mg/m3以下，甚至更低是完全可能的。     
    通过在设计上合理布置，加大燃烧器的能力，改善耐火材
料质量，采用高效预热这一“爬梯子”应用技术和提高智能化、
自动化水平等一系列综合技术助力实现1300℃超高风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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