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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转炉二次除尘、三次除尘

转炉三次烟气：向厂房顶逸散

转炉二次烟气：进入二次烟罩

转炉一次烟气：进入一次烟罩

转炉岗位烟气：铁水、原料、精炼

连铸等其它烟气气源



概述：转炉二次三次岗位除尘的范围

转炉一次、二次、三次、铁水、精炼、原料、连铸、岗位



• 世界上共有1000多座转炉，90%在中国，欧洲、独联体国家也多

• 转炉区域除尘尘源多，超低改造的难点是一次除尘，电耗大的是二三次除尘

• 转炉二次、三次除尘绝大多数用户选择布袋除尘器

• 超低排放改造的同时，还需兼顾节电、总量减排、源头减量、二氧化碳减排

概述：概况

① 介绍烟气喷雾蒸发冷却/干雾抑尘、湿式静电除尘器和烟气循环源头减量实

用技术

② 分享在转炉二次三次岗位烟气除尘超低排放改造中应用的方式和节电效益

③ 改进方向

探讨



烟气喷雾蒸发冷却/干雾抑尘/废水喷雾干燥

2、实用技术之一：蒸发冷却/干雾抑尘

 



主要用途：

烟气的冷却、调质、抑尘等预处理，比如转炉干法电除尘前的蒸发冷却塔、

烧结机头烟气半干法的蒸发加湿、浓盐水喷雾干燥等

主要技术特点：

1) 烟气快速冷却，将烟气从1000°C冷却到260°C所需时间不到1秒

2) 烟气大幅减量，采用喷雾蒸发冷却后工况烟气体积小

3) 蒸发冷却水体积膨胀1300倍，使干粉尘颗粒润湿、凝聚、长大，有抑尘功能

，并能提高后步除尘设备的效率

喷雾干燥处理废水

① 比如湿法脱硫废水、浓盐水、污泥、泥浆等

② 高温熔渣干法粒化、余热回收

③ 分离浓缩酸洗废水中的盐酸、热解热氧化焦化废水、垃圾渗漏液中的COD有

机污染物、消杀城市污水、医院废水中的致病菌等

烟气喷雾蒸发冷却/干雾抑尘/废水喷雾干燥：特点与用途



2、实用技术之二：湿式静电除尘技术

 

210吨转炉卧式湿式静电除尘器 65吨转炉立式湿式静电除尘器



烟气超低排放采用湿电除尘器的优势

设备功能 布袋除尘 湿式静电除尘 干式电除尘

1、超低近零排放 ▲ ▲ X

2、烟气脱水 X ▲ X

3、烟气冷凝除湿 X ▲ X

4、低温余热回收 X ▲ X

5、工况风量 大 小 大

6、阻损 大 小 小

7、电耗 大 小 大

8、设备占地 大 小 大

湿电与喷淋组合，功能最多、投资最少、运行成本最低



实用技术之三：烟气循环源头减量利用技术

 

原理示意图：用烟气换空气



钢铁行业烟气主要污染物及源分析-比重

中国钢铁工业的资源消耗结构和废物排放 

Resiource consumption and waste emission of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指标 

资源消耗结构  废物排放结构 

矿物 能源 新水 空气 合计 
 固体废

物 
废水 废气 合计 

实物量/

（t·t-1） 
3.0

①
 1.0 3.5 43.2 50.7 

 
2.5 3.5 

44.7
②
 

50.7 

比例/% 5.9 2.0 6.9 85.2 100  4.9 6.9 88.2 100 

① 按原生钢比 90%核算的矿物消耗量，不包括含废钢消耗量；②按标准状态下（273.15K，

101 kPa）废气密度 1.29kg/m3折算的废气质量。 

消减废气排放量是钢铁行业控制的重要内容 

资料来源：张凡，2020年11月12日成都铁前节能减排会议演讲



1. 烧结机头烟气循环是钢铁行业推荐采用技术，烟气循环量可达40%

2. 转炉二次三次岗位烟气除尘与含氧量无关，理论上可以100%自循环、零排

放

3. 再干净的烟气也比空气脏，煤电湿法脱硫排烟冷凝水的污染物成分有70多

种，有些VOC有机污染成分，连种类都无法辩识

4. 地方政府重污染天气频繁采用限停产实际上就是减少烟气排放总量

5. 学习借鉴钢铁行业节水的成功经验，通过循环利用减量，吨钢耗新水从

40t/t以上减少到3t/t以下，减量90%，钢产量翻倍新水消耗总量不增反降

烟气循环减量：已经成为国家战略



2、案例分享之一：
转炉 二（三）次、岗位除尘改造

 

两座80吨转炉二次、三次烟气干雾抑尘



参考案例之二：高炉出铁场干雾除尘

2000、3200高炉出铁场除尘

除尘前 除尘后

开铁口（正常状态） 16.912 mg/Nm³ 1.466 mg/Nm³

堵铁口（正常状态） 20.931 mg/Nm³ 2.175 mg/Nm³



2、参考案例之三：210吨转炉湿法超低改造

湿式静电除尘器

（资料来源：陶有志等，冶金动力，2018年11期P67）

① 三座210吨转炉，采用两文三脱的OG湿法，放散烟气粉尘浓度80-100mg/m3

② 当时环保部标准要求50、地方标准30mg/m3，改造后最低要求10mg/m3

③ 2015底、2016年三座转炉改造完成，相继投入运行

④ 第三方检测：10mg/m3以下

⑤ 湿电入口烟气温度69°C，阻损200Pa，无卸爆

1. 拆除一文、二文喉口，提高

效率，湿电入口粉尘浓度降

低,采用单电场

2. 采用干式蒸发冷却塔出干灰

3. 汽化后旁路改造

改进建议



2、参考案例之四：
210平烧结机尾喷淋洗涤除尘

1. 原干式电除尘器、风机、烟囱不动，补

丁式增加喷淋洗涤除尘器

2. 处理烟气量：50万m3/h

3. 喷淋除尘进出口粉尘浓度：进口80-

200、出口10mg/m3

4. 组合采用湿电，可以长期稳定5mg/m3



参考案例之五：
皮带转运站旁通喷淋出尘替换布袋除尘器

用布袋时
岗位粉尘

喷淋洗涤后
岗位

喷淋前烟囱
喷淋后烟囱



用户检测报告

1. 全部小于10mg/m3

2. 电耗减少50%



3、改进方向之一：
补丁、旁路、组合采用干雾抑尘+喷淋湿电+烟气循环

出钢 炉口 加料

转

炉

屋顶罩

 布袋

除尘器
风机 烟囱

控制器

FDS加压

控制器 水箱

补水或供水管路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喷雾+屋顶罩收尘换气装置示意图

改造内容

1、原除尘系统不动，采用补丁、旁通方式改造

2、源头采用密封、干雾抑尘、蒸发冷却

3、化整为零，单点除尘、烟气自循环零排

预期效果

1、转炉区域所有烟气均实现

超低排放要求

2、节电50%，3座300吨转炉

年节电超过5000万kwh,年节

电成本2000万元

3、为实现转炉区域碳中和创

造条件

4、各种干灰与泥浆不落地，

强力搅拌制球就近回转炉



① 转炉冶炼过程吨钢氧化~40kg碳，回收的煤气只相当于回收

了70%

② 一次烟通过采用烟气循环利用技术，就可以实现转炉冶炼

碳极限回收利用，实现碳中和

③ 对于转炉二次、三次、岗位烟气、连铸二冷蒸汽，不涉及

氧含量的，完全可以旁路、补丁式组合采用干雾抑尘、喷

淋洗涤、湿电等技术，实现100%自循环近零排放，大幅减

少超低排放改造的投资和成本，特别是减排烟气总量，源

头性解决大气污染问题。

3、改进方向之二：
烟气循环源头减量，实现碳中和



底吹氩气、二氧化碳或氮气

空气:N2+O2

氧枪口密封N2 or 蒸汽

顶吹氧气

含碳铁水

石灰等渣料下料口

出钢口

二氧化碳回收利用

• 回收石灰窑、其它燃烧烟

气的二氧化碳

• 二氧化碳制气

• 碳循环、资源极限回收，

转炉煤气极限回收利用



4、结论与建议

① 转炉区域烟气在现有工艺设备基础上，用组合、旁路、补丁方

案，重点选择湿电实现超低排放改造，以低投资和成本，完成

超低改造的企业可节能降低成本。

② 转炉二次三次岗位除尘超低排放改造同时，应将节电做为重点

③ 转炉区域除尘应重点推进烟气循环源头减量，提早实现碳中和



问题讨论

刘晨

13901743543（微信同号）

1390174354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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