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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系统技术、操作与炉龄管理的研发

对于高炉在长炉龄的安全、稳定运行而言，热风系统是最关键的辅助设备。DC热风炉的优化设计所达到
的程度，在有些情况下、除了燃烧器和一些关键区域之外、其寿命已超越所关联的高炉寿命。
这篇文章阐述了近来关于设计、建造新热风系统、长期操作运行现有的热风系统、以及优化性能方面的
研发。 这些研发包含基本的改进，比如：穹顶燃烧设计，以及愈加全面的检查、评估和维护技术一揽子
方案。这类技术的实例有：热风系统在操作运行温度下更换燃烧器、改进双炉壳方法、以及超声波衍射
时差法测量应用。

热风炉技术的成熟

钢铁部门面临着全球驱向能源效应和减少对环境

排放有害物质的趋势，尤其是有关减少二氧化碳

的排放。这些需求之后紧跟着的是高竞争性的环

境，这对生产成本施加了压力。一个附加的因素

是：来自钢铁厂附近居住的居民的压力，要减少

有毒气体和颗粒物的排放。

热风系统对污染的产生有着显著的影响，这意

味着其设计和维护是需要考虑的关键管理因素。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必须进行连续监控，因为

系统退化的结果是能力的衰退，这必需持续关

注。在有疑惑的情况下需要全面评估热风系统，

根据炉龄、效率、能力、和排放的关键性标准核

对其实际性能和理论性能。

热风系统配置的任何有效的长期策略都必须以

综合工厂最优化为基准。不仅应关注需要优化的

单件设备、还应关注整个工厂的优化。可选范围

有：使用相对低的穹顶/热风温度、结合附加氧或

是高炉使用焦炉煤气、获得过高的热风温度、最

小化焦炭消耗。关键是使用先进的软件模型并结

合热平衡和物料平衡计算、工艺状况、以及流量

表的配置。形成的结果代表性实例如图1所示。

现有系统的操作运行风险

新设计，比如：顶燃式热风炉正投放到市场，还

有待论证其长寿命，但一般来讲，目前热风炉技

术已达到了成熟期的水平，实际上所有的热风炉

炉龄均有效而远远超过了炼铁行业所涉及的其它

安装设备的寿命。

相对新系统而言，存在的事实是：大部分已运

行数年、或者甚至数十年的现有热风炉剩余的寿

命可能从一天到30年。继续推进这些系统要意识

到：特殊部件正在接近其有效工作寿命，无法预

料到这些部件发生故障时会引起的潜在问题，这

会对所涉及的公司带来风险。

某些关键性事件具有灾难性的本性。近十年来

有些场合热风炉穹顶停风，结果造成应力腐蚀裂

纹，对健康和安全带来显著而严重的后果，而检

修和长期停机则会产生高成本。然而更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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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图 1 使用先进软件模型的优化热风系统

是，不算严重的事件也能够造成长期非计划停

机，附带产生成本费用。代表性实例：1、燃烧器

退化引起燃烧能力和相关的操作运行温度降低、

以及较高的排放；2、显示内部耐材退化的炉壳热

点会引起钢壳材质退化、加速炉壳开裂。

炉龄管理

工厂管理面临着选择。可以日复一日地加紧运

行，但面临的问题是：引发许多相对容易的检

修、这些检修无需停机或者可最小化停机。这种

检修可能延长炉龄寿命，比方说，一年，但如果

所需的炉龄寿命更长，这种方式可能证明在长期

运行期间产生的成本更高---正如：“聪明的人，

但很愚蠢”---导致频繁的检修来修正故障，其结

果是重复停机、产生成本、生产能力受到损失。

比较好的可选方案是根据工艺评估和工厂相关的

准则，进行计划检修，比如：炉龄、热风炉的能

力、以及法律规定的排放限制条件。

这种“炉龄管理”方法的目标是优化预防性维

修，长期目标是通过优化对维修的投资配给、优

化运行成本、最小化非计划停机、从而达到安全

运行。

r图图 1 使用先进软件模型的优化热风系统使用先进软件模型的优化热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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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工厂管理需要根据对操作运行和设备的评估，设

立一套基准的炉龄管理程序。该程序可细分为三

个主要部分：

1) 工艺---审查生产能力、效率和排放

2) 炉壳---审查运行寿命和运行安全性

3) 内部构件---审查运行寿命和运行安全性

达涅利．康力斯对工艺性能很关键的热风系统设

备引入的状态评估如下：

1)  历史操作运行数据和趋势的分析，带有了解工

厂情况的人员（操作员）的“控制室讨论”。这

些数据、连同面对面讨论和当班工作日志分析，

提供了对操作实践进行完整评估必需的输入值。

代表性实例如图2所示。工艺条件评估的关键方面

包括：--- O2, CO2, CO, NOX, SOX --- 和部件的压

降测量值。

以达涅利．康力斯“名声远扬”的热风炉仿真

模型为基础，热风炉实际性能可与其理论能力匹

敌。该模型执行仿真，立基于给定的操作模式，

依据风量和风温的连续性、煤气消耗、过剩空气

百分比、压降、效率、和排放量，把热风系统如

何履行实际操作运行与理论性能进行对比。值得

讨论的方面包括值是手动操作还是计算机控制。

后者依据其功效和排放量具有改进的空间。

2) 通过超声波测量的炉壳厚度可指示腐蚀量---依

据炉壳厚度的减少来判断。满焊龟裂使用超声波

和/或肥皂水测试识别。应力腐蚀开裂、热象图成

象、或应力计算，依据实际标准和炉壳厚度，使

用其它方法TOFD (超声波衍射时差法)测量。在裂

纹最敏感的位置执行这些检查（如图3所示），这

些位置包括：穹顶区域环焊和立焊交叉处、燃烧

室高温区、喷嘴接点处。最近的TOFD (超声波衍

射时差法)评估业绩有：欧洲一套完整的热风炉炉

壳检查、印度四座外燃室热风炉。后者对检查区

域的延伸局限于所选择的焊接交叉，该焊接交叉

象允许的时间和可达性一样多。根据测量数据，

可提供炉壳显示的状况。这类状况报表可用于理

论方案和概算，但在必需确定明确的工作范围情

况下需要增加调查研究。

在欧洲工厂，检查作为热风炉改造项目的一部

分而引入，目标是确定炉壳需要更换的范围，用

来维护新热风炉的炉龄。根据检查结果，明确了

大部分有裂纹的焊缝到了哪种程度。从而决定更

换整个热风炉炉壳，而初始方案是尽可能多的保

留炉壳柱形部分在原位。

3) 绘制热风系统高温部件的温度可提供耐材内衬

状况的相关信息。此外，通过温度记录仪测量，

可识别裂纹或法兰处的煤气泄漏源。这些泄漏必

须立即处理、防止这些区域内的耐材逐渐退化和

r 图 2 工艺审查和操作运行评估

r 图 3 炉壳状况评估，正在进行TOFD (超声波衍

射时差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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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作

a

炉壳过热。使用水冷式内窥境进行内部检查，如

图4所示，已证明检查所得值可用来设立通常到

达不了的热风炉区域的耐材状况。通过有限的努

力，可在人孔、通风孔或仪表装置喷嘴处创建合

适的可达点。如果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可在

高炉定期计划维修休风时，在炉篦子和陶瓷燃烧

器下方（燃烧煤气和助燃空气入口）进行物理检

查。

延长炉龄的程序及措施

工厂管理必需根据当前和未来所需的生产能力、

效率、排放标准、以及预期剩余炉龄寿命来拟定

策略。此外，该策略依据上述1) 工艺、2) 炉壳、

和3) 内部构件来确定。

对这些区域的校正措施、检修、改进、或调研

可放置在下文中工厂策略总画面的时间表内。延

长炉龄的措施总画面、构成情况、或程序---连同

之前的评估程序，都是炉龄期管理行为的脊椎，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给出。

任何人都会优选保持热风系统有一个安全的工

作环境。连续关注裂纹和热点、并用最早的机会

解决这些问题、防止进一步的退化能延长内部构

件和钢构件的寿命。当系统处于送风状态时对热

点“在线灌浆”---注入绝热耐火材料，是一种有

效的解决办法。注入料要有良好的流动性、不含

水，会蒸发并留下气孔。实例如图5所示。一个附

加优点是：灌浆行为的有效反馈可直接使用红外

摄影机来获取。灌浆点的数目可很容易地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调整。

在考虑进行设备升级、改进操作运行之前，高

炉部门应审查工艺效率。达涅利．康力斯专家可

协助客观地评估和分析工艺参数和操作运行实

践，有助于操作员找到正确的优先权和推进方

法。在实践中，不同的工厂还是依靠操作员控制

设定值和换炉时间，代替使用自动化热风炉操作

运行设置。如果原因是自动化系统不按预期运

行、或者在高炉工艺控制群组内经验不足，对于

这两种情况，达涅利．康力斯可通过升级自动化

系统或组织专业的培训来提供支持。

达涅利．康力斯热风炉优化自动化---高炉2级系

统模型之一---是一件有价值的工具，可帮助高炉

r 图 5 灌浆前后的热状态（注意：不同的温标）

r 图 6 热风炉优化自动化系统

r 图 4 热风炉内部构件可达处的内窥镜检查r图图 4 热风炉内部构件可达处的内窥镜检查热风炉内部构件可达处的内窥镜检查

r图图 5 灌浆前后的热状态（注意：不同的温标）灌浆前后的热状态（注意：不同的温标）

r图图 6 热风炉优化自动化系统热风炉优化自动化系统



M
IL

LE
N

N
IU

M
 S

TE
EL

 中
国

 2
01

9/
20

28

团队进一步优化能效和运行成本。该2级系统自动

化可应用到任何热风系统，实例（如图6所示）用

插图阐明了灰色区域热风系统升级所安装的2级系

统。

对热风系统进行机械测量之后，应使用检查结

果升级应力计算，并用所应用的工业压力容器标

准进行计算。校正措施---从应急/临时裂纹修补延

伸到完整的热风炉双壳解决办法，或者甚至进行

全炉壳更换---将取决于计算输出结果。可靠的延

长炉龄的解决办法包括：加强板和加强环。使用

正确的设计和一致的维修程序，可延长裂纹影响

区域的寿命达十年以上。达涅利．康力斯最近设

计对外燃室热风炉的两个局部位置（燃烧室和蓄

热室上部）采用双炉壳解决办法。该方案对加强

板解决办法和约3米高的双炉壳解决办法进行了比

较。

热风炉耐材状况的维护，在应急检修，比如：

灌浆或热喷补/陶瓷焊接，以及进行内部检修使寿

命“增加十年”，这两者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可比

性。这有两方面的原因：(1) 如果炉子是新的、

则进行适当的检修将起作用。任何不合规格的设

计、耐材质量或砌筑安装在试车一年或两年之后

将显示出退化的迹象；(2) 热风炉内的任何耐材检

查具有显著的影响。无论是两座热风炉操作运行

模式、降低生产，或者是建造第三座热风炉维持

现有的生产水平，都需要长期规划。

在热检修和冷检修之间总要做出选择。影响该

决定的主要因素是检修、可用时间、以及可用的

有经验的团队。部分检修可提供极好的机会来改

进炉子的有些区域，那些区域是根据薄弱点的寿

命、根据效率确定出的关键区域。达涅利．康力

斯最近研发的改进内燃室和外燃室热风炉的陶瓷

燃烧器排放可在任何可对比的配置内执行，且只

需要更换顶部几层。模型计算和设计插图如图7所

示。

除了通过对炉顶耐材层进行更换来升级热风炉

燃烧器之外，达涅利．康力斯提供可选项：可把

现有的矩形陶瓷燃烧器转换成多槽的 “栅格式”

设计、带有最佳的燃烧器冠顶。

这种燃烧器转换可以对现有的耐材产生最小化

的影响。图9所示为：当比拟为与现有的实物、矩

形燃烧器更换时，燃烧器的外壳、绝缘、支撑和

空气/煤气入口转换时如何能保留在原位。对于这

两种方式：灰色区显示的是保留在原位的物料；

有色区显示的是新物料。

达涅利．康力斯的热检修项目已在计划施工时

间内、并按最高质量标准安全完工。冷检修工业

理念---有更多的有效工作条件时，在相同的工作

时间内，冷修可容许更大的检修范围---那样需要

停炉几个月，对热风炉耐材的完整性产生风险。

尽管热风炉凉炉和烘炉加起来共需要20---24

天，达涅利．康力斯研发了更安全可靠的规程，

为设计改进引入了无限制接入炉内的更好机会（

r 图 7 燃烧器状态（红色显示CO摩尔分数较高）

r 图 9 燃烧器更换与转换范围对比

r 图 8 燃烧器从矩形设计转换成多槽“栅格

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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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作

a

见图10）。实例： 拉丁美洲的一座热风炉，由于

无效的扩张设计，炉龄早期在燃烧室的耐材上发

现有裂纹。在隔墙内发现有几处开裂，存在出现

短路的高风险。用达涅利．康力斯的膨胀设计原

理，应用了一个新的耐材外壳墙，结合隔墙内增

加的绝缘层和抛物线式的穹顶设计，改进了其稳

定性（见图11）。

如果在对耐材状况评估之后、确认耐材进一步

劣化---在烧炉周期内废气温度快速提升，在送风

周期内热风温度迅速降低，格子砖压降高，热风

炉下部一般有裂纹和碎屑，耐材绝缘整体退化、

产生热点---这时应考虑对内部构件进行整体改

造。依据热风系统机械部件的状况，有几种选项

可行。尽管由于循环荷载，炉壳可能是最重要的

关键部件，但其它方面也必须考虑，比如：工艺

总管的尺寸、热回收废气总管的设计、安全和能

效需要的阀门控制等等，使用最新的设计和材料

标准改造一座新热风炉会节省相当可观的成本费

用。

热风炉改造项目要始终考虑根据未来工厂运行

的需求和现有的限制条件：热风系统配置的约束

条件和财政限度。这对明显相似的情况会产生不

同的解决办法。欧洲项目新内燃室热风炉的两个

实例对其进行了图解阐明。两个工厂运行的热风

炉都带有半球形穹顶，在高温区都使用了氧化铝

耐火材料。

第一个项目，优选氧化铝穹顶耐材，从投资费

用方面考虑，选择了内部耐材穹顶设置。依据工

厂长期战略目标，新加的热风炉期望的寿命无需

超过15–20年。尽管如此，燃烧器区的显著设

计改进和膨胀设计还是能适应无需中修的长炉龄

期。另外一个项目，旧热风炉完全置换，新设计

包含在高温区使用硅砖和一个“蘑菇型”穹顶（

见图12和13）。

欧洲第三个热风炉改造项目，设计为内燃室热

r 图 10 维持热风系统在运行温度时的燃烧器检修

r 图 11 新耐材应用前后的燃烧室

r 图 12 现有系统内的新热风炉

r图图 10 维持热风系统在运行温度时的燃烧器检修维持热风系统在运行温度时的燃烧器检修

r图图 11 新耐材应用前后的燃烧室新耐材应用前后的燃烧室

r图图 12 现有系统内的新热风炉现有系统内的新热风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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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炉，置换外燃室热风炉，重新利用原热风炉的

蓄热室、热风炉的生产能力不降低。这只有使用

较高效的格子砖才行。

下一步升级热风系统的目标是提升能力、通过

扩建第4座热风炉系统来完成。尽管这取决于鼓风

机的设计极限，但在不对外围部件进行主要的更

改时、通常还是可以获得更高能力的热风系统。

图14为不同的可选项。一旦决定采用第四座

热风炉方案，则应认真评估设计理念。依据所需

的生产能力，可考虑外燃、内燃和穹顶燃烧的理

念。根据使用旧热风炉方面的经验，在现有的热

风系统配置内建造一座新热风炉---再次---投资费

用，最终的选择可能不是很可观的。

结论

热风系统的优化只会依据完整的高炉工厂的生产

能力、效率和所需的炉龄期来决定。根据高炉物

料平衡和热平衡计算设定的需要、评估流程图配

置和热风系统工艺情况，为优化炉龄管理奠定牢

固的基础。

热风系统的状况应依据当前和未来运行目标和

炉龄目标连续估算。一套完整的评估包括工艺性

能分析、机械部件状况审查、以及耐材状况的检

查。在改造热风炉内部构件的情况下，炉壳“必

须”有一套完整的TOFD (超声波衍射时差法)分
析。

根据未来的操作运行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可细分

为三部分：---工艺、机械、内部构件；---可设置

时间表显示预期寿命，分为：短期检修、炉龄延

长措施、结构检修、和战略上的投资。

实例描述有：不同成功的优化、炉龄延长、改

进和改造情况。对于每一种情况，达涅利．康力

斯都寻找最佳化的、专门定制的解决办法。鉴于

这样的目标，有助于终端用户设定明确而深思熟

虑的长期目标。

显然，由于要减少CO2和污染废气的排放，按

照今天的工业环境要求，不再接受对设备进行实

物修复或更换。如果热风系统的安全、性能、和

可靠性容许，可推迟重点工程的改造。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是：要经常采取低成

本措施保持热风系统更新：

`  一旦识别出有热点和煤气泄漏，要立刻停机。

进行在线灌浆已证明能有效消除热点。

`  监控炉壳状况、采取预防措施减慢炉壳开裂，

比如：在环形焊缝处应用加强带、在焊缝临界

交叉处应用插入板。

`  优化热风系统的操作运行。达涅利．康力斯操

作专家的协助和分析有助于操作员找到正确的

操作优先权和推进方法。达涅利．康力斯的2

级热风炉优化模型对该目标而言是一件很有用

的工具。 MS

联系人: victor.van–straaten@danieli-corus.com

r 图 13 用内燃室设计置换外燃室热风炉

r 图 14“第四座热风炉方案” 可选项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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