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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钢铁企业二次能源占总能耗的 70%（包括副产煤气和余热、余能），可回收利用的二次能源量（不包括副

产煤气）约占钢铁企业总用能的 15%左右。文章指出了余热余能的转换、回收和利用基本原则；文章还评述了我国

钢铁工业二次能源利用现状；同时指出了钢铁生产各工序节能技术和回收二次能源的技术装备，及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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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secondary energy accounted for 70%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including the 

by-product gas and remaining heat and can), the amount of secondary energy recycling (not including by-product gas) 

accounted for about 15% of the total energy of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transformation, recovery 

and utilization of the residual heat energy.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condary energy utilization of 

steel industry in China. The technical equipment and related indexes of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and recycling secondary 

energy are also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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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钢铁工业二次能源的概念 

钢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煤炭、石油类产品、天然气等均成为一次能源。电力是二次能源，一般是用煤

炭、太阳光、水力、风力等能量转换而来的。 

钢铁工业过程中所用煤炭的能量约有 34%会转换为副产煤气，这里是不包括发电所用的煤炭。副产煤

气包括：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焦炉煤气[1]。煤炭转换为副产煤气是钢铁生产有能源转换功能的体现。副产

煤气不仅有发热值，而且从炉子里出来，还有较高的显热和一定的压力能。 

冶金企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推动了节能降耗向深层次开展。即由单体设备节能向工艺系统优化节能转变，

由单一抓能耗量降低向抓能耗量降低和用能费用降低相结合方向转移；在产品结构调整投入中注重向节能基

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倾斜，坚持重大项目的技术高起点和节能工作高起点；注意上下工序的优化配合和合理衔

接，实现系统优化节能。 

钢铁生产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二次能源，体现在产品的余热（红焦炭、赤热的炉渣，烧结矿和球团矿

的显热、液态的铁水和钢水的显热，以及铸坯的热量等），外排废气的显热（包括烧结、球团、热风炉、加

热炉、焦炉等）、高炉炉顶煤气的压力能，以及冶炼设备冷却水所带走的热量，以及炉体散热等形式。 

总体来讲，钢铁工业生产过程中，所用的能量约有 70%左右是要转换为各种形式的二次能源。这里有

占 34%的副产煤气，炉渣显热约占 9%等。 

2  二次能源回收利用的概念 

受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性和经济性的约束，对二次能源回收利用的温度限制是：固体大于 500℃，

液体大于 300℃，气体大于 200℃。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还在不断探索低温余热回收利用的途

径，如采用热导油技术，应用溴化锂可在较低温度不进行蒸发膨胀做功等特点，回收了钢铁生产过程中的低

温余热能量。一般二次能源占总钢铁能量（在电力折标准煤系数为 0.404kgce/kWh 条件下，约有 700kg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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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进水平的吨钢综合能耗为 642kgce/t）的 70%，包括副产煤气及余热余能（490kgce/t 材）属二次能源；

冶金过程耗能（193.4kgce/t 材）和铁矿还原反应理论能耗（331kgce/t 铁）是理论 低能[2]。  

目前，国内外钢铁工业公认，现可以回收利用的二次能源量（不包括副产煤气）约占钢铁企业总用能的

15%左右。新日铁已将这 15%中的 92%加以回收利用，宝钢为 77%，我国大多数钢铁企业是在 50%以下。

这就是我国钢铁企业还有节能潜力所在。  

3  余热余能的转换、回收和利用基本原则 

就近回收、就近转换、就近使用、梯级利用、高质高用，实现“能质全价开发”[3]。 

4  钢铁工业二次能源回收利用现状 

钢铁工业生产用总能约有 70%会转换为二次能源，但我们尚有 30%左右的二次能源没有得到充分回收

利用，这是我们今后节能工作者应努力的方向。现在，我们约有 30%的二次能源没回收。目前，我们产品

显热回收率为 50.4%，烟气显热回收率在 14.92%，冷却水显热回收率在 1.9%，炉渣显热回收率在 1.59%，

钢铁工业余热回收率在 25.8%（其中：高温余热回收率在 44.4%，中温余热回收率在 30.2%，低温余热回收

率在 1%）[4]。 

目前，我国钢铁企业开展二次能源回收利用的主要工艺技术设备是： 

焦化工序：焦炭干法熄焦（CDQ）、炼焦煤调湿技术、焦炉煤气上升管余热回收、烟道气和初冷水余热

回收等； 

烧结工序：红烧结矿显热回收、烟气余热回收、点火器后 5~7 个台面烧结表面辐射热回收等； 

球团工艺：红球团矿显热回收、烟气和冷却水余热回收等； 

炼铁工序：高炉炉顶煤气余压发电（TRT）、热风炉废气余热回收、冲渣水余热回收、高炉煤气脱除 CO2

循环利用技术等； 

转炉工序：转炉煤气回收、转炉蒸汽回收、炉渣显热回收等； 

电炉工序：废气余热回收、冷却水余热回收、炉渣显热回收等； 

轧钢工序：加热炉蓄热式燃烧技术、钢坯热送热装技术、冷却水余热回收等； 

动力工序：空气压缩机余热、锅炉废气余热回收、各类换热器冷却水余热回收、外排蒸汽蒸馏水回收，

水和气体的压力能回收等。 

（1）目前，我国投产和在建的 CDQ 有 198 套，处理焦炭能力为 2.5 万吨/时，占我国焦炭产能的 35.2%。

重点钢铁企业焦化厂的干熄焦率已在 80%。CDQ 设备采用高温高压锅炉，可使 CDQ 吨焦发电量提高 15%

左右。但目前，采用高温高压锅炉只约占 30%。应当大力推广干法熄焦技术和采用高温高压锅炉，多回收

15%能量[5]。 

（2）我国现有 TRT 装备的高炉约有 700 座，其中 597 座为煤气干法除尘，其他为湿法除尘，平均吨铁

发电量低于 30kWh/t 铁。炉顶煤气压力大于 120kPa 的高炉均应拥有 TRT 装置，而不是限于 1000m3以上容

积的高炉。因为压力大于 120kPa 的 TRT 发电会有经济效益。我国高炉 TRT 发电量普遍偏低，主要原因是

高炉生产与 TRT 优化协调不够，煤气没有全量通过 TRT，以及 1000m3以下高炉生产不稳定，煤气中含有氯

离子，使 TRT 叶片易结白色晶体（卤化物），使 TRT 发电水平偏低等方面的影响[6]。 

（3）目前，我国生产和在建的烧结废气余热回收装置约有 200 多套，占烧结机总数（重点企业）的 20%。

大多数企业的烧结余热回收装置没有达到设计水平，主要是因烧结提供的废气温度和气量波动大，不能满足

汽轮机的要求，致使汽轮机运行不稳定等原因。高炉和烧结生产均要以稳定为主，供应的余热能要连续和高

品质，是发挥出烧结余热回收装置经济效益的关键。已建的设备可采取补气技术（用转炉回收的蒸汽，或建

设烧高炉煤气的小锅炉等），实现发电效益 大化。 

（4）副产煤气的回收利用得到提高。2017 年上半年重点钢铁企业高炉煤气利用率在 98.54%，比上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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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0.28%；转炉煤气回收量为 114m³/t，比上年同期提高 1.00 m³/t。焦炉煤气利用率为 98.73%，比上年同期

提高 0.10%。 

据统计，2016 年重点钢铁企业中，有 27 家高炉煤气回收率在升高，13 家转炉煤气回收率在升高，8 家

焦炉煤气回收率在升高。这些企业要尽快扭转副产煤气的回收利用下降的态势，提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 

（5）冶金炉窑废汽余热利用。热风炉废汽的温度一般在 300℃，且量大。其废汽可用于高炉喷吹煤的干

燥、炼焦煤的脱湿，以及北方精矿粉的解冻等。转炉煤气的温度一般在 1600℃左右，可以通过换热设备，

对其显热进行热交换，产生一些中压蒸汽。这部分蒸汽可以进入企业的蒸汽管网，可以用于钢水精炼炉的真

空脱气、RH 设备的动力等。 

焦炉废气的温度在 1000℃以上，可以用于煤干燥脱湿。 

轧钢加热炉的废气温度偏低，特别是蓄热式加热炉的废汽温度更低，难以再利用。 

5  二次能源回收利用的潜力分析 

钢铁企业二次能源回收利用的潜力还是较大的，总体讲，我国钢铁企业还有 30%左右的二次能源尚没

有得到回收利用，国外已在 50%以上。要对每个企业有关工序进行具体情况做出具体分析，找出差距才能

科学地开展其回收利用工作。 

5.1  焦化工序 

目前，焦炉煤气上升管的温度在 1200℃以上，其显热占炼焦能耗的 36%，仅次于干熄焦所回收的能量。

这部分显热武钢已进行了回收利用，但尚不完善，仍在不断改进。鞍山焦耐院等单位已开发研究成功，已在

一些企业实现工业化实验。 

煤调湿（水分从 11%降到 6%），可降低炼焦工序能耗 10.6kgce/t，提高焦炉生产能力 4%~11%，有改善

焦炭质量，扩大炼焦用煤资源等方面的优点。煤调湿使煤料水分降低可减少 1/3 剩余氨水量，相应减少蒸氨

用蒸汽 1/3，同时也减轻废水处理装置的生产负荷。节能的社会效益是减少温室效应，平均每吨入炉煤可   减

排 CO235.8kg；煤料水分稳定在一定水平上，使煤料堆密度和干馏速度 稳定，非常有益于改善焦炉操作，

有利于延长焦炉寿命[7]。目前，仅有攀钢、宝钢、太钢、云南曲靖焦化厂等少数企业拥有煤脱湿装置。应当

进行大力推广普及。 

回收焦炉烟道余热产生蒸汽：目前绝大多数焦化厂都是将焦炉烟道废气从高耸的焦炉烟囱中放散至大气

中，余热被白白浪费。 近，中国已开发出一种设备简单成熟、占地少、投资省、效果显著的炉烟道气余热

回收利用的方法——用热管锅炉回收焦炉烟道废气余热、生产蒸汽的工艺技术，并成功用于中国几十家焦化

厂，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焦炉烟道气为热源的负压蒸氨，是利用焦炉烟道废气余热通过热管换热器为蒸氨提供热源，在负压条

件下蒸氨，其充分利用焦炉烟道气废热，节能效果好，温度低、耗能少、效率高、生产系统密闭、环保效果

好，降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环保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5.2  烧结工序 

烧结工序能耗中，固体燃耗约占 80%，电力约占 13%，点火燃耗约占 6.5%，其它约为 0.5%。所以说，

降低固体燃耗是烧结节能工作的重点；提高烧结工序余热回收利用水平，是降低烧结能耗的主要方面。 

目前，我国已实现冷烧结矿的生产（《烧结厂设计规范》中是强制性条款），对热烧结矿进行余热的回收

利用已得到普及，但小烧结机的余热回收装置还不多。东北大学热能工程系研究了仿照 CDQ 的罐式热烧结

矿显热回收装置，该装置余热回收率可达 84%，吨烧结矿发电量可达 24~28kWh，高于传统方式的 50%[8]。 

烧结烟气余热回收利用没有得到普及，主要是经济性不好。 

大功率烧结机抽风机的电机应当采用交交变频调速技术，可以实现节能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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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钢铁工业中，烧结工序能耗达到国家准入标准的比例 低，应采取综合措施，下大力气降低烧结

工序能耗应尽快扭转。 

5.3  炼铁工序 

炼铁工序节能的工作重点是要努力降低燃料比，2017 年上半年中钢协会员单位燃料比为 541.63kg/t，比

上年同期升高 2.64kg/t，有 33 个企业燃料比尚没有包括小块焦比。我国炼铁的小块焦比约在 30~50 kg/t。2017

年上半年我国只有宝钢燃料比低于 500kg/t。部分高炉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大多数高炉燃料比偏高，

高的企业达 635.95kg/t。我国高炉燃料比与国际水平相比，高出 50kg/t。 

燃料比高的主要原因是：入炉矿含铁品位低，热风温度偏低，高炉生产不稳定（主要是原燃料质量和供

应量不稳定），焦炭灰分高等因素。 

高炉炼铁还是要以精料为基础，精料水平对高炉指标的影响率在 70%。提高入炉矿含铁品位是重点，

重点是要实现炉料质量稳定、含有害杂质低。炼铁厂，特别是钢铁公司领导，要在落实精料上下功夫。高炉

炼铁工序能耗占全公司总能耗的 50%左右，是企业节能工作的重点。 

目前，我国炼铁指标中，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 大的地方，就是热风温度偏低，近年重点钢铁企业热风

温度在下降，相差 100~150℃。要在努力提高热风温度上下功夫。热风温度提高 100℃，可降焦比 10~15kg/t。 

当前，我国高炉生产不稳定，（一些 4000m3 以上容积的高炉也出现生产不稳定）是影响生产指标优化

的主要原因。不稳定是由原燃料质量不稳定和高炉操作有失误所造成的。要认识到，稳定是高炉生产的灵魂，

只有稳定，才会有好指标。在高冶炼强度和高喷煤比条件下，焦炉质量变化对高炉指标的影响要占 35%。

因此，要特别关注焦炭质量的变化。 

秦皇岛同力达环保能源公司开发出高炉冲水渣余热回收新技术，使用螺旋扁管换热元件制造而成的新型

高效换热器，具有压降小、传热效率高、不易结垢、不堵塞等优点；投资回收周期约 3 个月。 

5.4  转炉工序 

2017 年上半年重点钢铁企业转炉煤气回收量在 114m3/t，蒸汽回收低于 50kg/t。先进水平的转炉煤气回

收大于 120m3/t，蒸汽大于 80kg/t，可以实现转炉炼钢工序能耗为负值。我们要加大转炉煤气和蒸汽的回收

利用。 

目前，30t 以下的小转炉基本上没有煤气和蒸汽回收装置。我们应加快淘汰落后的小转炉。现在，小转

炉钢水超装的现象比较严重，也影响了转炉煤气和蒸汽收回。 

5.5  电炉工序 

采用超高功率电炉比普通电炉节能。对废钢进行预热有利用节能，但要产生二噁英。欧洲已不再对废钢

进行预热。当前，我国电炉使用热铁水（2017 年上半年重点钢铁企业电炉用热铁水比达 507.85kg/t）比例较

高，对电炉工序能耗降低起到很大作用。但是电炉企业建高炉、烧结，使用焦炭炼铁。短流程的电炉企业是

又回到长流程生产工艺。这对于钢铁联合企业技术发展方向，是逆向发展。这样，企业综合能耗是要上升的。

我们认为电炉使用 30%以下的热铁水炼钢尚有一定经济性。使用 80%以上热铁水再用电炉冶炼，总体上能

耗和成本是不经济的。 

5.6  副产煤气的综合利用 

钢铁企业要取消一切烧煤和烧油的炉窑，尽 大限度的充分、合理地在企业内部利用好副产煤气。煤气

要得到高质量、高效利用。如焦炉煤气 好专用于提取氢气，去生产直接还原铁，或喷入高炉（代替焦炭），

或去生产甲醇、天然气，而不去用于发电[9]。因为煤气去发电，其能源转化率只有 30%~45%。而且钢铁企

业的发电机均属于小机组，发电的效率也不高。但是一些钢铁企业内部副产煤气是用不完的，也只好用于发

电。我们提倡钢铁企业副产煤气与发电厂建立起联合方式，把煤气供给大机组的发电厂，使热电效率得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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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源利用效率也提高。实现钢厂和发电厂的双赢，鞍钢鲅鱼圈已是这么做了。 

钢铁企业系统节能工作尚有较大潜力；如炼钢铁水一罐到底，落实炼铁精料技术、提高高炉喷煤比和高

炉炼铁提高球团矿配比，钢坯热连轧等。 

6  发电技术情况 

（1）我国 2005 年国家统计局将电力折标准煤系数由 0.404kgce/kWh 调整为 0.1229kgce/kWh。使我国钢

铁企业的能源数据与国际水平出现不可比，也使与本企业内历史数据（2005 年前后）不可比。出现了能源

数据的当量值和等价值的两个说法。 

（2）因电力的当量值太低，使一些技术改造项目的节能量偏低，国家同意，在项目可行性报告中使用电

力折标准煤系数 0.352kgce/kWh 的数据。 

（3）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宝钢的 CDQ 考核按蒸汽数值，而不用发电量计算。因蒸汽转换为电，要损

失一部分能量。 

（4）已建成的烧结烟气余热回收装置近 200 套，基本都没有达到设计能力。因设计选取的烟气温度和

气量是理想状态，实际烧结生产与之有差距，造成发电量不能达标。系统要进行补气。 

（5）我们不再鼓励企业建设 CCPP 装置，特别是使用焦炉煤气发电。因煤气-蒸汽-发电的能源利用效率

在 32%左右，燃气轮机 高在 45%。煤气的利用效率太低。我们鼓励用高炉煤气去炼焦，焦炉煤气去生产

甲醇或天然气，经济效益 大。 

7  小结 

（1）钢铁工业二次能源占生产总能耗的 70%左右，其中有副产煤气和余压、余热。目前，有 30%二次

能源没有得到回收利用，产品显热回收率在 50.4%，烟气显热回收率在 14.92%，余热回收率在 25.8%。 

（2）目前，钢铁二次能源回收利用的主要技术设备是：焦化 CDQ，炼焦煤调湿；烧结矿显热回收，烟

气余热回收；高炉炉顶煤气 TRT；转炉煤气和蒸汽的回收；电炉废气余热回收；轧钢加热炉废气余热回收，

钢坯热送热装技术等。 

（3）副产煤气回收利用得到提高。 

（4）钢铁企业二次能源回收利用的潜力：焦炉煤气上升管余热回收利用刚开始，炼焦煤调湿技术才起步，

烧结烟气余热回收利用不广泛，高炉燃料比比国际水平高 50kg/t，热风温度偏低。 

（5）钢铁企业系统节能工作还没有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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