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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F 转炉煤气清洗系统提升效率和废气
品质的升级改造
达涅利．林茨BOF炼钢技术专家和达涅利．康力斯高炉技术市场领导合作加速研发了BOF转炉工厂的煤
气清洗。该设计包含广泛应用在高炉上的改进型洗涤塔、以及改进型脱水器，与常规描述的设计相比有
着显著的优点。

达
涅利于2011年进军转炉业务，起初是

在达涅利．林茨新设的一个业务部门。

这项业务在高要求的炼钢领域快速的升

起。

达涅利．康力斯在高炉炼铁领域已做地非常成

功，在氧气炼钢市场同样出色；比如，在副枪系

统、连同其中一个最先进的2级系统的供货方面已

成为市场的领导者。达涅利．林茨整合并入达涅

利．康力斯团体，为进一步开发氧气炼钢设备开

启了伟大的先机。此外，这也是首次两个学科（

炼铁和炼钢）的同一个设备供货商的工程师们在

一个地方共同工作。在成本和资源节约方面，全

面打开了优化高炉和转炉工艺的工具和软件联合

开发的新时机。

在转炉废气捕获和冷却清洗领域，当前公司行

动聚焦在最小化维修需求的情况下、最大化排气

罩设计。这篇文章讨论了废气洗涤塔和脱水器设

计的整体再开发。

废气清洗---背景

转炉炼钢是一种批处理工艺，生成的煤气状态和

成份在一次冶炼期间自始至终都有变化。当吹氧

时，生成大量的高温(~1750°C)、满载粉尘(70-

200 g/Nm3)的煤气。该煤气在进一步处理之前必

需冷却清洗（含尘量降到20 mg/Nm3以下）。工

艺设备安装在转炉口的上方和旁边，进行能量回

收，如同收集和回收粉尘一样。

除尘可采用湿法或者干法工艺。当前，全世界

超过90%的除尘系统采用的是湿法。干法系统使

用静电除尘器，含尘量可达到小于10 mg/Nm3 

。在湿法系统中，煤气在文丘里洗涤塔内进行清

洗，洗涤塔之后紧跟着脱水器，含尘量可达到小

于20 mg/Nm3。然而，ESPs有很大的足迹和操作

上的缺点，与防止爆炸有关。

煤气清洗所需的压降通过引风机(IDF)来产生，

而引风机则通过冷却和清洗工艺输送煤气。具有

代表性的是，高热值(CO > 30 vol%)清洗煤气在

进一步加工处理之前存放在贮煤气柜内，而低热

值的清洗煤气则燃烧掉。

这篇文章聚焦在湿法清洗系统。第一步工艺是

对煤气和粉尘混合物用水进行淬火处理，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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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图 1 常规煤气清洗洗涤塔

主要操作

a

降温，同时也从煤气中去除粗粉粒，并把粗粉尘

颗粒输送到水系统内。细粉粒保留在煤气流内。

第二阶段，迫使煤气流通过“窄缝”洗涤塔，在

洗涤塔内细粉粒被输送到洗涤水流内。从两个阶

段收集的废水流被输送到浓缩机/絮凝罐进行沉淀

和固体清除[1-3]。

洗涤塔设计---基于文丘里管的洗涤塔

当前通常大多用在BOF转炉煤气清洗中的基于文

丘里管的洗涤塔是“瓣式文丘里”洗涤塔，通

常所说的是Baumco™ 型。代表性实例如图1所

示。瓣片定位在可调节的喉部。

瓣式文丘里洗涤塔典型问题

虽然瓣式文丘里洗涤塔广泛使用，但还是能发现



M
IL

LE
N

N
IU

M
 S

TE
EL

 中
国

 2
01

9/
20

40

它存在一些缺点，包括：

`  在系统内的某些区域，煤气流和水流混合效率

较低，导致洗涤效率较低。

`  因为内部管道内的粉尘沉积会发生内部堵塞，

导致压降升高、损害系统的性能。

`  文丘里喉部具有相当复杂的设计、有许多可移

动部件。

`  文丘里喉部喷水嘴会发生堵塞，导致洗涤塔效

率损失；喷嘴需要进行定期维修（见图2a）。

`  清洁耙用作清除堵塞，但这些部件频繁损坏、

需要更换/修理（见图2b）。

`  洗涤塔出口堵塞对淬火泵效率有不利影响、加

速泵的磨损。

`  煤气在内部进行数次180°旋转，引起摩擦损

失，不利于清洗效率。

改进型洗涤塔设计

达涅利．康力斯已鉴定并实现了改进型设计，称

之为RS元件洗涤塔，更加严密地清除掉需要除去

的粉尘，改进了操作运行的效率和成本。

洗涤塔结构

RS元件洗涤塔是两阶段式单塔结构，如图3所示。

第1阶段是定位在洗涤容器上半部内的预洗涤/冷

却部分。这部分是开口式设计，配备有中心布置

的不堵塞型喷嘴。第2阶段包含RS元件和RS元件

喷淋，定位在预洗涤/冷却部分的下游、洗涤塔容

器的下半部内。通过并入水循环系统可最小化耗

水量，该循环系统循环第2阶段的水至第1阶段的

的顶部喷嘴。第2阶段还包含一套液压控制系统，

该系统用来定位RS锥体元件和控水阀（有时使

用）。

RS元件洗涤塔

最近开发的能更好除尘的是环缝或RS元件洗涤塔

（RS = Ring Slit环形狭缝= Annular Gap环缝）。

图4(a和 b)所示是两种类型之间的基本区别。

RS元件洗涤塔的优点是：使用瓣式文丘里洗涤

塔能解决许多发现的问题：

`  优化水和煤气流模式，生成更有效的设计。

`  由于设计为更加耐磨，因此运行寿命更长。

`  已被许多高炉应用所证明：几乎无需维护。

`  相比于资本支出费用相同的瓣式文丘里洗涤塔

系统，运行成本更低。

`  直流模式最小化了煤气的旋转。

RS元件洗涤塔包含一个RS元件，该元件可轴向调

节、朝向锥体外壳形成一个环缝。喷淋到颈区的

水以低气流速度流过导管、进入环缝，维持水均

匀分布到环缝横截面上。煤气和水被迫使穿过环

缝、产生高湍流和强烈的相互作用，这样，全部

r 图 2 实例(a)喷嘴堵塞、实例(b)瓣式文丘里洗涤塔内损坏的

清洁耙

r 图 3 RS元件洗涤塔原理图

r 图 4 Ra)环缝洗涤塔、(b) 瓣式文丘里洗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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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作

a

煤气流和粉尘颗粒彻底加湿、进行最大化的煤气

清洗。RS元件的主要部件为了达到长寿、比如锥

体外壳和主锥体本体、使用高耐磨耐蚀的材料。

RS元件出入口之间的压降主要决定了除尘的能

力，如图5所示。图表所示为：为了达到煤气含尘

量小于20 mg/Nm3 ，则要求压降大于150 毫巴。

喷嘴

在洗涤塔内，来自转炉的荒煤气、与来自一系列

喷嘴的喷淋水接触，如图3所示：这些喷嘴横靠洗

涤塔壳、垂直排列。每个喷嘴安装在一个穿过洗

涤塔壳的喷淋臂上、连接到供水系统。通过与水

接触，煤气被冷却、大部分粉尘被加温，从而使

粉尘与水混合。

尽管很牢固，在布水系统内依然有一处可改

进，即：喷嘴的数目和定位、以及喷枪。更具体

而言，通过改进水滴的雾化，增加水滴与煤气和

粉尘颗粒接触的表面积。与开口型喷嘴相比，使

用螺旋型喷头可获得这项功能，如图6(a 和 b)所

示，在相同的高度、按2/3/2模式安装三个喷淋臂

进行布水（只向下喷淋）。

一个标高设置7个喷嘴的优点可汇总如下：

`  水滴大小变得更小，即：平均水滴直径从空

心锥体喷淋2500 µm减小到螺旋型喷淋1250 

µm，加速了蒸发作用。

`  煤气和水滴在混合和分布方面有改进

`  较小水滴数目的增加和分布的改进极大地改进

了颗粒的加湿。

`  螺旋型喷嘴能抵挡积尘量高、水流饱和。

正如同图3内所能看见的，喷淋臂依然分布在柱

体上方、但所需的入口点数目显著减少。在第一

层，喷淋臂用水预冷并浸透煤气。下面两层的喷

淋臂加湿粉尘（捕获粗颗粒）、进一步把煤气冷

却到大约55-65 °C。

除了上述优点之外，使用螺旋型喷嘴还有如下

附加的优点：

`  这些喷嘴相比于开口型喷嘴，不易堵塞；螺旋

型喷嘴最初设计为用在烟道煤气的脱硫装置

上，对煤气流注入饱和浆液。

`  喷淋模式重叠，这样能改进洗涤塔整体性能，

因为极度不可能出现水覆盖面较小的区域。

`  相比于常规的洗涤塔设计，在洗涤塔内应用了

多重喷嘴，可靠性增加。

脱水

在可以有效使用清洗过的煤气和捕获的粉尘之

前，对洗涤工艺中所使用的水要尽可能多地脱

去。脱水有多种方式：

`  洗涤塔内部初始水滴分离---代表性的是煤气流/

轴向旋转。

`  外部机械水滴分离---代表性的是垂直式轴向脱

水器。

r 图 6 R(a)开口型喷嘴和(b)螺旋型喷嘴

r 图 5 典型RS元件性能与压降对比

`  湿法静电除尘器---在板上脱水除水。

大多数BOF转炉使用的是脱水器，最普及的是轴

向旋风型，使用许多导流叶片把煤气和水滴带入

自旋运动，从而分离BOF转炉煤气的水滴。轴向

旋风型脱水器适用于除去较大的水滴，但在除去

较细小的水滴方面效率较低。

不幸的是，本设计中由于环缝元件上方的压降

作用，产生大量的细水滴，据估计在环缝元件之

后的含水量可高达250 g/Nm3。在这方面，轴向

脱水器考虑到了该问题，做的非常好，出口含水

量介于4～5 g/Nm3的范围、效率达99.6%。

尽管有这些技术，在引风机、贮煤气柜、和废

气燃烧烟道处还是发现有大量的液态水。有些液

态水来自引风机所使用的喷淋、和管道工程内的

冷凝水，但从下水道的污染来看，同样清晰地表

明：当前脱水器工作不能象它们应有效工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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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型脱水器设计

在发电厂、石油和天然气工业，5 g/Nm3 的水滴

含量被认为含量太高，因此开发了更有效型的脱

水器。它的去雾能力可获得水滴含量小于0.1 g/

Nm3。实例如图7所示。达涅利．康力斯已与Sulz-

er合作，Sulzer是石油和天燃气工业分离系统一支

领先的OEM（原始设备制造商），根据该设计开

发脱水器、适合从环缝洗涤塔的下游、转炉煤气

中除去水滴。

新型脱水器设计

开发的新型脱水器[5]依据三步法来除去水滴：

1. 入口处使用壳牌Shell SchoepentoeterTM

2. 脱水器使用Sulzer MellachevronTM

3. 使用Sulzer KnitmeshTM和MellachevronTM

设计第一步是分流器入口，使用 Shell 

SchoepentoeterTM 供给 BOF 转炉煤气并将

其分配到柱体内、同时除去大部分粗水滴。第

二步由一个叶片型Chevron（雪弗龙）脱水

器、和Sulzer MellachevronTM 组成，Sulzer 

MellachevronTM 包含垂直定位的叶片、叶片使用

惯性分离水滴。对于通过Chevron（雪弗龙）脱

水器的最细小的水滴，在分离之前、需要冷凝；

第三步：除去工艺，通过以被淹没的模式、运行

Sulzer KnitmeshTM 、获得冷凝，形成水平式水

滴流。产生的较大的水滴收集在另一个定位在K 

nitmeshTM后面的MellachevronTM 内。来自所有

步骤的水滴都收集在容器的底部、返回到湿法洗

涤塔。Knitmeshare的工作原理如图9所示。

脱水器清洁

使用大量喷嘴清洁脱水器的MellachevronTM 和

KnitmeshTM 部件的表面、防止堵塞。该清洗可设

定为定期清洗、或者可设定为不同差压测量。清

洗水连同收集的水滴一起排出。

优点

作为与Sulzer合作的结果：现在获得了一项脱水器

设计专利，能达到BOF转炉净煤气内水滴含量小

于0.1 g/Nm3，折合成99.96%的脱水效率。同样

它的覆盖区较小、类似CAPEX常规设计。这样能

使废气燃烧烟道、BOF燃气锅炉的管道更清洁、

粉尘排放低，使引风机运行无故障，使BOF贮煤

气柜维修少、污泥少。

脱水器配置可选方案

在洗涤塔和引风机之间有相当可观的间距，可使

用设计可选方案：脱水可分为两个独立的装置。

这些由一个洗涤塔附近的便携式脱水器和一个引

风机附近的冷凝式脱水器组成。可选方案的排列

如表1所示。

冷凝式脱水器由一个MellachevronTM 和一个

r 图 7 水平轴向式脱水器

r 图 8 改进型脱水器设计

样，导致在废气燃烧烟道内扬尘、在冷凝池聚集

饱含水的粉尘。

环缝洗涤塔内的粉尘和水激烈接触、同样产生

含尘水滴。在当前的设计中，经过脱水器后、剩

余的5 g/Nm3水滴将被带到废气燃烧烟道、贮煤

气柜、最后带到BOF燃气锅炉的燃烧器。当BOF

煤气燃烧时，这将产生扬尘。

BAT BREF报告[4]表明使用文丘里型洗涤塔可获

得的极限为5-10 mg/Nm3，但是应注意到：这些

较低的值只有在能有效去除含水滴的粉尘情况下

才能获得。

由于转炉间歇式运行，必需有一个贮煤气柜来

容许BOF煤气连续流向终端用户。然而，由于在

贮煤气柜内有滞留时间，含尘水滴将停留在贮煤

气柜内产生沉淀、需要定期清除。这同样适用于

从供气管线到贮煤气柜、在虹吸中收集的水。需

要除去的水和污泥由于其化学成份的特殊性，需

要进行收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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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作

KnitmeshTM 组成，把水滴浓度降低到小于0.1 g/

Nm3。对于这些低浓度水滴，引风机运行更稳

定、振动更小。预期引风机无需水洗。

设计总结

代表性煤气清洗工厂新型设计原理图如图10所

示。设计改进如下：

`  RS元件洗涤塔设计的应用、依据的是高炉炼

铁广泛应用并已证明的湿法洗涤技术。通过宽

通道的直流煤气避免了改道旋转和不需要的压

降。在改进型洗涤性能方面、包括改变整个洗

涤塔的喷水模式和分布，通过快换螺旋型喷嘴

的喷淋水容许对水质的要求不太严格。特殊内

途层的使用减少了堵塞和磨损。

新型脱水器设计比传统的轴向型效率更高。本文

同样介绍了先进的多阶段式脱水器设计、该设计

已证明在其他行业有业绩记录。有效的水滴分离

进一步减少了颗粒物排放、有助于解决引风机的

运行问题和损坏。这项精心设计比常规的轴向水

滴分离器有很大的优点。改进型脱水器的应用、

可使BOF转炉煤气含水量降低到小于0.1 g/Nm3 

，从而使废气燃烧烟道和BOF燃气锅炉的管道更

清洁、粉尘排放低，使引风机运行无故障，使

BOF贮煤气柜维修更少、污泥更少。 MS

联系方式：Edo.Engel@danieli-corus.com

荷兰、艾依墨登、达涅利．康力斯，Matthias 
Meyn，Peter Klut， Ruud Her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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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式脱水器 I引风机前面 Mellachevron
TM

 冷凝收集池 

  Knitmesh
TM

和 

  Mellachevron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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