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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博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Jiangsu BOJ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博际成功奥秘——

经济学原理表明，只有当全部资源集中于一个十分明

确的专业方向，才能占据广阔的市场。



目  录
CATALOGS

公司简介

企业文化

公司荣誉

创业三十年，拼搏三十年，博际人在努力打造环保世界的王国。

博际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飞跃，都融入了尊贵的客户，社会各

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与厚爱。在此，谨致诚挚的感谢。

博达敬业  志存际远
With full devotion, a great ambition
and far-sighted attitude

JIANGSU BOJI
ADDRESS DELIVERED BY THE BOARD CHAIRMAN［董事长致辞］ 质控体系



博际集团，位于扬州古城东郊，拥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史，下辖江苏博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博际

喷雾系统有限公司、江苏博际热能技术有限公司等，总注册资本8848万元，占地面积133488m2,建筑面积

58260m2，工程技术人员82名，其中高级职称13名，专利产品48项，是一家在同行业中综合实力名列前茅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环保脱硫、除尘及降温系统；喷嘴冷却及高压除磷系统；氧枪喷头及RH多功

能枪、烧嘴及热能系统等。产品荣获“江苏省名牌产品”称号，“博际”商标被评为“江苏省著名商标”，

是江苏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环保除尘、烟气净化、电力、石油化工、造纸、造

船、水泥、电子、制药、增湿、消毒、清洗及军工等行业。

集团公司，2000年加入宝钢设备与备件研制中心，曾三次获得宝钢“A”类优秀供应商，连续二次获得

武钢优秀供应商，是马钢核心成员供应单位。其喷雾产品、环保除尘系统及热能设备，广泛应用于宝钢、首

钢、武钢、马钢等60多家大中型钢铁企业。

江苏博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博际集团全资控股的环保公司，位于江苏

首批历史文化名城--高邮市区，总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万平方

米。这里地处长江三角洲，京沪高速公路和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运河大桥连

接东西，交通便捷、环境优美、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享有“华夏一

邮邑，神州无同类”之誉。   

江苏博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集冶金烟气冶理技术开发及环保设备制造、环

保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环保设施运营于一体，技术力量雄厚，现有相关专

业高、中级技术人员48名，同时从国内若干知名设计院所、大学特聘了十多名

相关专业的专家，一批最具创新思维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材构建了“博

际环保”的技术队伍。公司依托博际集团综合实力和集团内省级技术研究中心

研发平台，先后与首钢国际工程技术公司合作开发国家科技部“十一五”重点

科技支撑项目——“长寿集约型冶金煤气全干法除尘工艺技术”中的“转炉烟

气干法除尘蒸发冷却塔系统”；与中钢集团河北冶金分院合作开发“转炉烟气

新型湿法喷雾除尘系统”；与东北大学共建“消化式多功能循环硫化床干法

烟气脱硫测试系统”；与宝钢工程技术公司（英文简称BSEE）环能部共同开发

“烟囱烟道喷雾降尘系统”和“钢渣处理系统”；并自行开发出各种烟气自动

喷雾降尘冷却系统等，多项产品获国家专利，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公司

通过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质保体系健全有力；制造设备先进齐全，检测手

段精良齐备。 

目前公司其主要产品及业务:各类袋式除尘器、烟气脱硫、除尘、气体净

化、高温烟气蒸发冷却、余热回收利用、钢铁冶金行业电炉、LF精炼炉、混铁

炉、转炉一次（OG法）、二次、高炉、烧结机、AOD炉、中频炉、焦炉烟气捕

集除尘系统、煤气干法净化回收系统、建材水泥等行业除尘系统等。产品广泛

应用于冶金、电力、建材水泥、环保等行业。

治理环境污染，还给人类清新、蔚蓝、明朗的天空，为打造中国的绿色钢

铁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是博际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JIANGSU BOJI
BRIEF INTRODUCTION ［集团简介］

［公司简介］



JIANGSU BOJI
CORPORATE CULTURE ［企业文化］

感  恩  …  善  念  …  包  容  …  快  乐

企业是树，文化是根；企业是大厦、文化是地基；企业是媒体，

文化是灵魂。

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石和动力。博际注重企

业文化的建设，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形成了丰富而有特色的文

化理念。

公司目标：为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提供最有效的保障

公司宗旨：以人文为情怀，以绿色为主题，

          以科技为手段，以环保为目标

服务理念：我们只有永远的不满意，才能使客户永远满意

公众理念：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家园

员工信条：效忠、自信、真诚、创新

用人取向：德才兼备，选贤任能

工作作风：认真、严格、快速、有效

JIANGSU BOJI
HONORS ［公司荣誉］

●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江苏省著名商标

● 江苏省名牌产品

● 江苏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 标准化良好行为4A级 

● 宝钢备件联合研制成员单位

● 宝钢“A”类供应商

● 武钢优秀供方单位

● 马钢核心供方单位



江苏博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首要目标是为您提供最先进的技

术、最上乘的产品，为达到这一目标而成立了群发科研小组，依靠自

身的创新意识和研发能力，确保我们在技术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 产品研发

◎ 产品制造

JIANGSU BOJI
QUALITY CONTROL SYSTEM ［质控体系］

◎ 产品研发

创新速度大于市场的变化速度，

    推动我国相关领域的科技进步



JIANGSU BOJI

◎ 产品制造

资源优化配置，凸显规模效应

公司占地面积428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20800平方米的中心车间，拥有数控火

焰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机、数控折弯机、数控剪板机、液压弯管机、液压三辊卷板机、自

动埋弧焊机、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氩弧焊机、自动流水焊接机、热处理炉等，各种大

型加工设备齐全，为加工优质产品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为了确保博际在今后的发展中继续获得成功，必须加快反应速度，使产品结构的调

整更具灵活性和目的性。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人特我全，使用一代，开

发一代，储备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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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性能特点 ：

1、高可靠性设计，保证袋除尘器随主

机长期稳定运行，维护工作极少。

2、处理风量大,清灰高效,除尘效果

高,排放浓度低,设备阻力低。

3、占地面积小,运行可靠,检修维护方

便,运行成本低,经济效益好。

4、 BJLM系列布袋除尘器可以实现离

线或在线喷吹，确保除尘器始终处于最佳

工作状态。

5、导流系统使除尘器布袋仓布风均匀，避免局部布袋负荷太高，延长布袋的寿命。

6、布袋和花板采用涨紧结构，固定可靠，密封性好，保证了排放浓度。

7、采用PLC控制，自动化程度高，提供集中控制（DSC远程控制）和机旁控制两种选择。

8、布袋、脉冲阀等关键部件和材料选用国内外名牌产品，确保布袋除尘器长寿命运行。

9、特殊的结构设计加上严格的滤料及零部件选用，可满足极为严格的环保要求，袋除尘器的

烟尘排放可确保低于50mg/Nm3。

10、优化的进出风道设计，有利于进入风道的气流均匀分布。

一、BJLM低压长袋脉冲除尘器

JIANGSU BOJI

◎ 产品目录

一 、 BJLM低压长袋脉冲除尘器

二、  转炉除尘系统

三、  高炉除尘系统

四、  混铁除尘系统

五、  电炉、LF精炼炉除尘系统

六、  烟气降温余热利用回收系统

七、  AOD炉除尘系统

八、  中频炉除尘系统

九、  轧机喷雾除尘系统

十、  烟囱烟道喷雾除尘系统

十一、废气吸收净化系统

十二、脱硫除尘系统

十三、热力相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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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炉一次OG降温

二、转炉除尘系统

1.1  转炉汽化冷却系统

（1）系统概述

转炉在吹炼过程中，碳氧反应产生大量CO、CO2气体和微量其他成分高温气体，还夹带着大

量氧化铁、金属铁和其他颗粒细小的粉尘，这就是在炉口常看到的棕红色烟气。由于烟气具有温

度高、烟气量大、含尘量高且尘粒微小，有毒与爆炸性等特点。若任其放散，会造成严重大气污

染。从符合降能减排角度考虑，应采用未燃烧法,对其进行处理回收。

通过汽化冷却降温系统对烟气进行收集和输导，同时也能对烟气进行冷却降温，使得烟气体

积减小，便于净化系统设备处理。

（2）系统组成

转炉汽化冷却降温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将从炉口冒出的烟气收集起来，冷却降温,同时回收余

热，该系统主要由烟罩、汽化冷却烟道等设备组成。

（3）汽化冷却烟道

烟气的输导通过汽化冷却烟道完成，其作用是将

烟气导入净化系统，并冷却烟气，回收余热。高温烟

气体积大，如在高温下净化，使净化系统设备的体积

非常庞大。此外，单位体积的含尘量低，也不利于提

高净化效率，所以在净化前和净化过程中通过汽化冷

却烟道要对烟气进行冷却降温。

2.1 系统概述

我公司借鉴国内外转炉LT干法除尘技术，结合国内钢铁企业转炉煤气净化技术应用的实际

情况，与多家钢铁设计研究院合作，对现有湿法除尘的一些关键设备进行了突破性的改进，自行

研制出湿法除尘新工艺--新型塔文式半干法转炉煤气净化与回收OG系统（简称新型塔文式OG系

统），已应用于近20座50吨以上转炉，工艺流程为烟气通过汽化冷却烟道冷却之后，温度由1450

度左右，降至800度左右，然后经过高温非金属膨胀节进入喷雾蒸发冷却塔进行粗除尘，再进入上

行式环缝文氏管进行精除尘，然后进入漩流复挡板脱水器进行精脱水，然后通过管道进入风机加

压，回收或者外排。

2.2 系统流程

转炉烟气湿式塔文式净化回收系统流程图例

1—转炉;  2—活动裙罩; 3—固定烟罩; 

4—汽化冷却烟道; 5—喷雾冷却塔;  6—水封排水器;

7—90度弯头管;  8—(环缝式重跎可调喉口文氏管)二文； 9—180度弯头脱水器；

10—上升管; 11—90度弯头脱水器； 12—旋流复挡板脱雾塔

2、转炉新型塔文式除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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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统主要设备

(1) 喷雾冷却塔(也简称“蒸发冷却塔”)

(2) 环缝式可调喉口文氏管(也简称“环缝式二文”)

2.4 系统特点

(1) 系统除尘效率高，可解决炉口外溢烟气，烟囱排放效果不好等现状；

(2) 系统流程简化, 维护简单,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

(3) 系统运行阻力低，与传统技术相比，可降低运行能耗；

(4) 系统耗水量少，运行成本更低；

(5) 系统运行稳定，除尘效率高，减少污染。

3.1 系统概述

转炉煤气的净化与回收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全湿法，一种是干湿结合法，还有一种

是全干法，目前国内常用的为全湿法，也称OG(Oxygen Converter Gas Recovery)法。

所谓OG法就是采用雾化后的细小水滴来捕集烟气中的微小的烟尘，而后凝聚成较大的颗粒，

经过文氏管串联脱水器，使含尘水滴与气体分离，从而使烟气得到降温与净化，而后将净化后的

烟气予以回收。

由于转炉烟气温度高、气量多、含尘量大，气体具有毒性和爆炸性，任其放散会污染环境等

特点，我公司结合转炉烟气和烟尘的不同特征采取相关的处理方式开发出了集转炉煤气冷却、除

尘、回收功能于一体的组合系统—OG系统。

3.2 系统组成

OG系统由烟气冷却设备、烟气净化设备、烟气回收与放散设备以及自动化控制等设备组成。

具体如下：

①、OG系统烟气冷却设备由烟罩及提升装置、汽化冷却烟道和转炉氧枪提升系统等组成。

②、OG系统烟气净化设备由一级文氏管(也可采用喷雾塔)、二级文氏管和脱水器组成。其中

一级文氏管：主要包括水冷夹套、溢流槽、一文收缩段、一文喉口段（分为可调和定径式）、一

文扩散段。二级文氏管：主要包括二文收缩段、二文喉口段（分为氮气桶针型、喷嘴溅喷型）和

二文扩散段。

3、转炉煤气净化与回收系统（OG系统）

2.5 系统设计多元化

可根据用户现场具体要求进行优化设计，使系统达到最佳除尘效果。

常用系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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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炉OG回收与放散系统

4.1 转炉OG回收及放散系统工艺流程示意图

点火放散装置

 气动旁通阀

 气动三通
  切换阀

 气动水封逆止阀 煤气柜

转炉煤气

煤
气
回
收

氧气转炉炼钢采用吹氧冶炼，会产生大量烟尘和CO气体，其烟尘成份中金属铁占13%，FeO占

68.4%，Fe2O3 占6.8%，当CO含量在60%左右时，其热值可达8000KJ/Nm³，而烟尘量一般为10~20kg/t

钢。从中可以看出，在氧气转炉炼钢中，转炉煤气中CO含量很高，烟尘中铁含量也很高，因此都有很高的

回收利用价值，国家已在“十五”计划中将《转炉煤气净化回收技术》作为国家重点开发推广技术项目。

目前，常用的煤气湿法（OG法系统全过程采用湿法处理，该技术存在的缺点：一是处理后的煤气含尘

量较高，达100mg/Nm³以上，要利用此煤气，需在后部设置湿法电除尘器进行精除尘将其含尘浓度降至

10 mg/Nm³以下；二是系统存在二次污染，需进行污水处理；三是系统阻损大，所以其能耗大，占地面

积大，环保治理及管理难度较大。

鉴于以上情况，德国鲁奇公司和蒂森钢厂在60年代末联合开发了转炉煤气干法（LT法）净化回收技

术。LT法系统主要由烟气冷却净化回收和粉尘压块三大部分组成，其烟气经冷却烟道使烟气温度由1450℃

左右降至800～1000℃，然后进入烟气净化系统。烟气净化系统由蒸发冷却器和圆筒型电除尘器组成，烟

气通过蒸发冷却器使其温度继续降至180～200℃，同时通过调质处理，使烟尘的比电阻降低并收集了粗粉

尘，经过初步处理的烟气进入圆筒型电除尘器，经过进一步的净化，使其含尘浓度降至10mg/Nm³以下。

5  煤气干法（LT法）净化回收系统

③、OG系统烟气回收与放散设备由气动三通切换阀、气动旁通阀、气动水封逆止阀、气动盲

板阀、风机、液力偶合器及点火放散装置等组成。

④、OG系统自动化控制设备主要有炉口微差压控制、RSW开度即时跟随控制、汽包给水冲量

控制及自动冲洗、吹扫控制和活动烟罩自动升降及风机转速控制等设备。

3.3 系统流程

1一转炉；2一活动烟罩；3一固定烟罩；4一汽化冷却烟道；5一上部安全阀(防爆门)；6一一级文氏管(溢流

文氏管)；7一一文90°弯头脱水器；8一二级文氏管(R-D阀可调喉口氏管)；9一二文90°弯头脱水器；10

一水雾分离器；11一下部安全阀；12一流量计；13一风机；14一旁通阀；15一三通阀；16一水封逆止阀； 

17—V 形水封；18—煤气柜；19一测定孔；20一放散烟囱

3.4 系统流程系统特点

(1) 净化系统设备紧凑。

系统设备实现了管道化，系统阻损小，不存在死角，煤气不易滞留，生产安全。

(2) 设备装备水平较高。

通过炉口的微压差来控制二级文氏管喉口的开度；以适应吹炼各期烟

气量的变化及回收、放散的切换，实现了自动控制。

(3) 降低水耗量。

活动烟罩、固定烟罩及烟道的冷却方式采用汽化冷却。

(4) 烟气净化效率高。

排放烟气(标态)含尘的浓度低于国家环保标准。



二次除尘烟气捕集罩 管道 袋式除尘器 风机（电机、液力偶合器）

输灰系统 烟囱

6.1 系统概述

6、转炉二次除尘系统

6.2 系统流程

6.3 烟尘的捕集形式 

转炉炉前设备主要为兑铁水的铁水罐及水冷炉门，且为

运动性设备，工作频繁，运动覆盖空间大。目前国内转炉二次

除尘系统的烟气捕集形式绝大部分为炉前门形排烟罩，转炉操

作层以上部分的转炉四周全部封闭起来，为了有效捕集出钢时

产生的烟气，操作平台下设挡烟板，使烟气上升进入封闭室，

并在炉后设排烟罩。转炉炉前门形排烟罩仅能捕集转炉在兑铁

水、加废钢时烟气；炉后排炉罩能捕集转倾动出钢时烟气；但

由电除尘器和蒸发冷却器收下的粉尘经输送机送到压块站，在回转窑中将粉尘加热到500～600℃，通过压

块机采用热压块的方式将粉尘压制成型，成型的粉块可直接用于转炉炼钢。LT法与OG法相比的主要优点：

一是除尘净化效率高，通过电除尘器可直接将粉尘浓度降至10mg/Nm³以下；二是该系统全部采用干法处

理，不存在二次污染和污水处理；三是系统阻损小，煤气发热值高，回收粉尘可直接利用，节约了能源；

四是系统简化，占地面积小，便于管理和维护。因此，LT法干法除尘技术比OG法湿化除尘技术有更高的经

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目前，转炉煤气干法（LT法）净化回收技术在国际上已被认定为今后的发展方向，它可以部分或完全

补偿转炉炼钢过程的全部能耗，有望实现转炉无能耗炼钢的目标 

均无法全面捕集转炉在冶炼时从罩裙与炉口之间逸出的烟尘，因此需在转炉炉顶设顶部接受罩，充分捕集

转炉在冶炼时产生的烟尘。

6.4 系统示意图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用于捕集转炉兑铁水、出钢期间所逸出的烟尘以及转炉吹炼时烟罩不能收集到的烟

尘、输送转炉铁合金原料产生粉尘、切割转炉氧枪上粘钢渣的产尘、转炉停产切割粘钢渣产尘、转炉辅助

原料输送过程产尘及吹氩站吹氩逸出的烟尘等等。设置二次除尘系统可以有效解决转炉车间的污染问题，

从而避免对操作工人身体健康的危害和车间设备的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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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炉除尘系统

1、高炉煤气干法布袋除尘净化系统

我国高煤炉干法布袋除尘技术历经30多年的应用与发展，已日趋成熟，并在众多中小高炉上

推广使用。同时，近几年我国滤料材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纤维与超细玻璃纤维复合的耐高温针

刺毡滤料不仅强度提高、使用寿命延长，而且使用温度提高，可耐26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为高炉

煤气干法布袋除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之采用PLC自动化控制系统，使氮气脉冲喷吹清灰及卸

灰、输灰均能按程序自动控制，有效地促进了高炉煤气干法布袋除尘技术水平的提升。

中小高炉干法布袋除尘器的成功使用，为大型

高炉上采用干法布袋除尘器奠定了基础。但是，大

型高炉煤气发生量多，如还采用中小高炉干法除尘

的箱体大小规格，要达到同样的过滤效率，势必要

成倍增加箱体数量，导致整个干法除尘器的故障点

增多，占地面积大大增加。采用这种设计思路，其

可靠性降低，远不能满足大型高炉的需要，影响其

正常运行，导致能源介质的失衡，造成巨大损失。

为清除大高炉干法除尘的障碍，我公司在干法

除尘工艺、设备、关键配套件、输灰系统等方面做

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论证，增加单箱体过滤面积，将大直径箱体（直径5.2米以上）引

入到高炉煤气干法除尘器中，并采用6米直径箱体，为干法除尘系统在大型高炉上应用和推广奠定

了基础。

高炉出铁口烟尘具有温度高、喷射力强、喷射量大、烟尘粒径大等特点，在热压与炉压的作

用下呈喷射状从出铁口射出并迅速扩散，弥漫在整个出铁场，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目前国内高炉出铁场除尘系统铁口的烟气捕集形式有侧吸罩、上侧吸罩、出铁口上部接受

罩、天车开入式屋顶罩等各种形式，各种捕集罩各有利弊。

2.1 出铁口侧吸罩

侧吸罩风量小，不影响工艺操作，在正常出铁时捕集效果较好，但高炉出铁后期喷渣时方向

喷出，压力很大，这时烟气补集效果较差，出铁场会有黄烟逸出，由出铁口上部接收罩捕集。

2、高炉出铁口除尘系统

2.2 出铁口上部接收罩 

出铁口上部接收罩利用出铁口高温烟气上升原理诱导

排烟。 

出铁口上部接收罩布置在出铁口的上方空间内，高炉

出铁时此范围内烟气最为剧烈，烟气捕集效率高。 

本公司通过多年来对出铁口除尘系统的观察及设计实

践，成功开发了出铁口烟尘捕集罩，解决了烟尘捕集和能耗

之间的矛盾，具有以下特点：

◇ 设备简单，构造合理，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非

标设计； 

◇ 布置紧凑，捕集罩体积小，罩型合理，对生产和检

修影响极小

◇ 捕集率高，在出铁口侧布置多个吸尘罩，引入强抽

矿槽槽上除尘最常用的方式为在矿仓顶部开孔设吸

尘罩，采用电动蝶阀进行切换，并与工艺设备联锁，即

工艺设备动作时, 切换蝶阀同步开启，反之同步关闭。

第二种方式采用移动式通风槽，移动式通风槽设3个吸尘

口，上部吸尘口捕集卸料皮带头部扬尘，下部吸尘口捕

集卸料口及矿仓扬尘，根据使用经验，我们推荐采用移

动式通风槽。

矿槽槽下由于吸尘点多，且又不同时工作,对不同时工作的各吸尘点采用电动蝶阀进行切

换，并与工艺设备联锁.即工艺设备动作时，切换蝶阀同步开启，反之同步关闭，减少系统风量，

降低动力消耗。

风及差速捕集等设计理念，根据烟尘特性合理设计各罩口捕集流速，提高烟尘捕集率；

◇ 经济节能，尘源集中，烟尘扩散面小，系统所需处理能力低，有效降低了设备的初始投

资及运行成本。

3、高炉矿槽烟尘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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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混铁炉除尘系统

1 混铁炉烟气的特点

混铁炉贮存从高炉运来供炼钢转炉用的铁水。当向混铁炉兑铁水和混铁炉向铁水罐倒铁水

时，在一定温度下铁水中的部分碳析出成石墨粉尘，并随热气流扩散到车间内，污染环境，影响

操作人员身体健康，对岗位和生产区域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2 烟气捕集技术 

根据工艺生产特点，兑铁水的吸尘罩采用“吹

吸式气幕覆盖侧抽风罩”。“侧吹气罩”与“侧吸

尘罩”形成四面封闭的空间，高速的喷射吹气流，

形成一个均匀的屏蔽覆盖气幕，有效地切断了含

尘空气向上外溢的路径。最大可能地提高了“吸尘

罩”的烟尘捕集率。 

倒铁水的捕集罩根据铁水罐接铁工艺不同采

用不形式捕集罩。当使用铁水罐车接铁时，则采用大容积的顶吸罩，倒铁水时，倾动混铁炉，

炉嘴倾斜到烟罩内，铁水经炉嘴流入到停在铁轨上的铁水罐车内，此时由倒出铁水的冲击而产

生的大量烟尘，被顶部吸尘罩捕集。顶部吸尘罩开有观察孔，方便操作人员观察铁水位置；吸

尘罩设有检修门及检修平台，以便检修人员检修铁口。如采用行车起吊铁水罐进行接铁，则采

用吹吸罩，其原理与兑铁水吹吸罩相同，吹吸罩固定在出铁口两侧的混铁炉平台上，留有铁水

罐的接铁空间。 

五、电炉、LF精炼炉除尘系统

我公司通过电炉烟气的治理，积累了高温烟气治

理的丰富实践经验，再加上系统管网低阻优化设计。

该系统选用先进的风机动力系统和适应用户需求的系

统控制调节，以节能和长期低成本运行等一系列高标

准为客户提供包括非标设计、安装、调试和运行管理

等系列服务。

目前，电炉烟气捕集的成功方式主要有半密闭罩和导流式屋顶罩两种；LF炉烟气捕集的成

功方式主要有半密闭罩和环保炉盖罩两种。半密闭罩由固定罩和活动罩组成，其活动罩可移开至

变压器室顶部。环保炉盖罩是在LF炉水冷炉盖的侧面留出排烟口接管，炉盖罩和排烟管之间留有

100mm左右的空间。 LF炉冶炼时烟气量不大，采用炉盖罩即能取得满意的除尘效果，而且除尘系

统投资低，运行费用低。

1 电炉导流式屋顶环流集烟罩：

◇ 烟气捕集率＞95%，较完善地解决了烟气捕

集与抽风量这一难题。

◇ 比原有的屋顶罩可降低30%的抽风量，从而

极大地降低了消耗。

◇ 充分考虑了高温、振动、屋架负荷等不利因

素，采用轻型框架结构，抗热变形能力强的幅板桁架

结构，以保证长期可靠运行。

随着电炉炼钢冶炼时间的缩短，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周期节奏的加快以及热装铁水百分比的

增加，原有的屋顶罩尽管极大地增加风量也已经很难得到较高的烟尘捕集率。

导流式屋顶环流集烟罩是我公司在引进和消化国外多项最新环保设备技术精髓的基础上，结

合国内具体生产现状的成功结晶，为公司新一代除尘系列产品。

特点：

◇ 在合理配置情况下，用较小的烟气抽吸风量，就能得到很高的集烟能力与烟尘捕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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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炉半密闭集烟罩

随着国家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对电炉炼钢综合环

保指标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考核指标，为更有效解决冶

炼烟气及噪声污染问题，我公司借鉴国内成熟经验，推

出新一代电炉半密闭集烟除尘技术。

该技术应用能够满足冶炼工艺要求，不影响正常冶

炼工作，罩内烟气能够形成最佳流场，气压合理分布，

有效降低功率消耗，获得最佳捕集效果。目前己开发形

成多种与电炉相配套的半密闭集烟罩布置形式。成为炼钢电弧炉烟尘捕集系统首选式。

3 电弧炉一次高温烟尘蒸发冷却降温系统

目前国内在超高功率电弧炉除尘系统中，针对电弧炉一次高温烟尘，采用的降温形式主要有

间接水冷、混风冷却及机力空冷等设计形式，但此几种形式均有利弊。 

本公司经过多年的设计实践及研究探索，结合国内外的先进技术经验，成功的在电弧炉一次

高温烟尘管道系统上应用了蒸发冷却器。 

蒸发冷却系统由冷却塔、灰仓、喷雾系统、

输卸灰系统及自动化控制系统组成，电弧炉一次高

温烟尘自冷却塔顶进入塔体，在塔体中，根据烟尘

温度情况直接向高温烟气喷入适量的气水混合物颗

粒，充分利用水的汽化潜热，使高温烟气在瞬间冷

却到设定温度，变成不饱和气体，同时因为粉尘的凝结作用起到粗除尘的效果。

本系统设备简单、占地小、阻力低、能耗少、自动化控制程度高，具有其它降温设施无法比

拟的优势，在实际运行中节能效果显著，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七、AOD炉除尘系统

AOD是氩氧脱碳法(Argon Oxygen Decarburization)的简

称。这是1968年由美国碳化物公司开发的，它采用常压操

作，炉体一侧设多个风口，通过风口可向炉内输送氧气、

氩气和氮气，

AOD炉在冶炼生产过程均会产生大量烟气，烟气温度

高，热抬升冲力大，对厂区及周围环境产生严重污染，对

人体造成危害。

我公司设计人员借鉴以往成功经验，开发设计了二种新型捕集装置：1、天车通过式集烟罩+

导流罩。2、炉顶移动顶吸罩，从而达到高效捕集和处理AOD炉吹炼、兑水、出钢时产生的烟气。

八、中频炉篇

目前国内中频炉烟气治理是企业比较头疼的难题，主

要是烟气捕集装置的不成熟，烟气捕集效率低下，我公司开

发的移动式半密闭罩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

移动式半密闭罩中频炉烟气捕集系统由烟气捕集罩、

加料装置和出钢装置组成。烟气捕集罩通可将操作平台、出

钢坑全部覆盖，为烟气的全过程捕集创造了条件。加料时，

通过加料装置进行加料，解决了加料时烟气捕集困难的难

题。出钢时钢包放置在钢包车上开进烟罩内，中频炉平台倾动出钢兑入钢包里，出钢过程在烟罩

内完成，实现了对烟气的全过程捕集。

六、烟气降温余热利用回收系统

电弧炉内排烟气降温余热利用回收系统及其除尘

工艺，其主要采用热管蒸汽发生器高效地冷却高温烟

气，最大限度地回收烟气中的热能，改善除尘能力；能

减少系统风量，降低运行费用；热管蒸汽发生器运行可

靠、稳定，满足正常生产的要求，应用于３０ｔ／ｈ以

上的电弧炉、转炉等除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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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轧机喷雾除尘系统 

1 系统概述

我公司根据市场的需求，新开发出轧机自动控制除尘系统。其原理：系统采用特定的喷雾装

置喷出具有一定压力的水，在带钢的上、下表面形成一定厚度的水幕，阻碍随后连续轧制生成的

细微氧化铁粉升入空中，阻碍细微氧化铁粉向外飘散，将轧制时产生的氧化铁粉在一定的压力冷

却水的冲刷下带走；同时把钢板表面的灰尘颗粒冲刷掉，使其不能进入下一轧机，提高了钢板质

量，降低了钢板表面粗糙度。

2 应用领域

自动控制除尘系统用于冶金行业中宽带轧机组除尘、高速线材除尘。先后在鞍山中板厂、鞍

山新线材厂、云南汇溪金属铸造制品有限公司轧钢厂等进行了应用。这些钢厂的除尘都有相当难

度，但都取得较好的除尘效果。

外观结构示意图

1-下工作辊 2-上工作辊 3-上挡水板 4-上喷嘴 5-上冷却集管 6-上喷淋管 7-下过渡板

8-侧导板  9-带  钢 10-液压缸 11-下冷却集管 12-下喷淋管 13-下喷嘴

除尘设备使用前 除尘设备使用后

◇ 结构简单，不占用机架的空间位置，可利用现有设施和条件进行改造；

◇ 投资少、改造量少、施工难度低；且运行成本低，显著节能；

◇ 实行PLC自动控制，根据烟气量，烟气温度，轧制速度，动态控制水气；

◇ 对每一组轧机的流量、压力进行分组控制，实现生产优化，减少能耗；

◇ 提高钢板质量,降低钢板表面粗糙度。

4 系统使用效果

5 系统PLC控制

6 除尘能力
◇ 粉尘捕捉能力强。雾化颗料细小且喷出速度快，高速的水雾颗粒通过弹性碰撞使粉尘颗粒

湿润、附聚而沉降下来，达到最大限度的降尘效果。

◇ 为了更好地抑制粉尘上升扩散，系统考虑布置上下喷雾装置，喷嘴错位分布，确保粉尘抑

制范围在90%左右，系统降尘效果在80%——90%。

◇ 喷嘴的雾化颗粒细小，雾化平均直径可以在40—60微米范围，确保对微细粉尘的作用范

围，可以去除更小的粉尘颗粒。

3 性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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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烟囱烟道喷雾除尘系统

1 系统简介

烟囱烟道喷雾除尘系统是专门开发的烟囱烟道非标冶金除尘设备，用于将烟囱烟道进口温度

范围和进口流量范围的含尘蒸汽/烟气冷却到期望的一个出口温度范围内，分阶段捕捉烟气中的

粉尘，达到除尘目的，有效地改善环境。

除尘泵站

喷雾除尘系统的降尘分成两步来实现，一是粗除尘，一是精除尘。首先采用大颗粒的螺旋喷

枪向烟道中的蒸汽/烟气流喷水，除去蒸汽/烟气流中的大颗粒。经过粗除尘后，蒸汽/烟气流中

主要存在较小颗粒的粉尘。此时，使用更小喷雾颗粒的喷枪，喷出微细颗粒，使粉尘长大，然后

使用较大颗粒的喷枪，压住这些已经被水包住的粉尘，达到精除尘的目的。

2 应用领域

烟囱烟道喷雾除尘系统用于冶金行业、医疗物及垃圾焚烧等领域。先后在宝钢集团上海浦东

钢铁有限公司渣处理工程、上海固体废物处置中心二期工程焚烧车间、宁波钢铁有限公司炼钢厂

等进行了应用。

除尘泵站三维立体示意图

3 性能特点

△结构简单，可利用现有设施和条件进行改造

△投资少、改造量少、施工难度低；且运行成本低，显著节能

△实行PLC自动控制，根据烟气量，烟气温度，，动态控制水气

△对每组流量、压力的进行分组控制，实现生产优化，减少能耗

4 除尘能力

△粉尘捕捉能力强。采用对喷技术使得雾化颗粒细小且覆盖面大，水雾颗粒通过弹性碰撞使

粉尘颗粒湿润、附聚而沉降下来,达到最大限度的降尘效果。 

△为了更好地抑制粉尘上升扩散，系统考虑布置多组喷雾装置，喷嘴错位分布，确保粉尘抑

制范围在90%左右,系统降尘效果在80%-90%。

△系统采用大口径的除尘喷枪，保证了喷嘴的使用性能，使得整个系统持续稳定的运行。



十二、脱硫除尘系统

1、干法消化循环流化床烟气脱硫新工艺

高效低耗干法消化循环流化床烟气脱硫工艺（DDCFB），是博际集团江苏博际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与东北大学联合开发的一种适应于烧结球团烟气脱硫的干法工艺，属于国内独创。该工艺取

消了半干法烟气脱硫工艺独立的消化器的传统方法，将现代制粉技术与脱硫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采用了集预除尘、石灰消化、脱硫和干燥为一体的多功能吸收塔等十多项专利技术和专有技

术。与众多的半干法脱硫技术相比，该工艺具有工艺简单、投资省、占地面积小、脱硫率高、运

行成本低、脱硫灰无害资源化利用等优点，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DDCFB的反应机理

DDCFB使用生石灰作为吸收剂，超细粉生石灰在多功能吸收塔内经过消化后成为熟石灰。高温

烧结球团烟气进入吸收塔后，烟气中酸性成份（SO2、SO3、HCI、HF）立即与呈强碱性的吸收剂反

应，污染物被脱除，脱硫副产物为干燥的固体粉状物。

基本的化学反应：

SO2 + Ca(OH)2 → CaSO3 / CaSO4 + H2O

SO3 + Ca(OH)2 → CaSO4 + H2O

2HCI + Ca(OH)2 → CaCI2 +2H2O

2HF + Ca(OH)2 → CaF2 +2H2O

DDCFB的工艺流程

十一、废气吸收净化系统

博际环保公司在气体净化系统开发方面，充分发挥企业自身技术优势，借鉴国内外先进技

术，研制出多项废气处理系统，如工业废气内循环净化系统、沥青烟气净化系统等。净化效率

高，能耗低、性能稳定，安全可靠、安装和维护方便、完善合理的系统设计、确保净化系统达标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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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CFB工艺的主要优点

应用领域

取消了独立的消化器，工艺流程简单，系统可靠性高；

投资可节省约10%，系统布置灵活，占地面积减少约20%；

SO2脱除率达到90%以上，可同步实现脱硫、脱硝、去除二恶英；

吸收剂用量小、耗电量小、脱硫灰可资源化利用，运行成本降低约20%；

温度控制方便准确，设备无需防腐，不需要烟气再加热系统；

无脱硫废水排放，且脱硫副产品呈干态，能实现脱硫灰再循环利用。

烧结球团烟气的脱硫

燃煤电厂

燃煤锅炉及焚烧炉等

硫酸工业及废酸回收装置

其他涉及脱硫领域

石灰石-石灰湿法烟气脱硫技术由于吸收剂来源广泛、价廉易得、成本低，是世界上最普遍，

技术最成熟，运行可靠的脱硫工艺；主要用于大型工业脱硫装置。该法以石灰石或石灰浆液作脱

硫剂，在吸收塔（或称脱硫塔）内与含有SO2的烟气进行充分接触，浆液中碱性物质与SO2发生化

学反应生成亚硫酸钙和硫酸钙，从而去除烟气中的SO2。生成物经氧化浓缩脱水后形成副产品石

膏。吸收过程中发生的主要反应见下表：

2、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烟气脱硫技术

脱硫剂 CaCO3 CaCO

反
应
机
理

SO2（气）+H2O→H2SO3 SO2（气）+H2O→H2SO3

H2SO3→H+→HSO3- H2SO3→H++HSO3-

H++CaCO3→Ca2++HCO3 CaO+H2O→Ca(OH)2

Ca2++HSO3-→1/2H2O+CaSO3+1/2H2O+H
+ Ca(OH)2→CH2+20H-

H-+HCO3-→H2CO3 Ca2++HSO3-→1/2H2O.CaSO3.1/2H3O

H2CO3→H2O+CO2 H-+OH-→H2O

如果烟气中含有氧或惊醒强制氧化，还会发生下列反应。

　　          2CaCO3+1/2H2O+O2+3H2O＞2CaSO4·2H2O

3、双碱法烟气脱硫技术

3.1 工艺简介

烟气在塔中与溶解的碱（钠碱或镁碱）溶液相接触，烟气中的SO2被吸收掉，因而避免了在塔

内结垢；脱硫废液再与第二碱（通常为石灰石）反应，使溶液得到再生，再生后的吸收液循环使

用，同时产生亚硫钙（硫酸钙）不溶性沉淀。根据脱硫过程中所使用的不同的第一碱（吸收用）

和第二碱（再生用），双碱法有多种组合。常用的有钠钙双碱和镁钙双碱法。

3.2 脱硫原理

钠钙双碱法[Na2CO3-Ca(OH)2] 采用纯碱启动、钠碱吸收SO2、石灰再生的方法。

其基本化学原理可分脱硫过程、再生过程和氧化过程：

脱硫过程：

1、Na2CO3+SO2←→Na2SO3+CO2↑

2、2NaOH+SO2←→Na2SO3+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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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a2SO3+SO2+H2O←→2NaHSO3

以上三式视吸收液酸碱度不同而异：（1）式为吸收启动反应式；当碱性较高时（pH＞9）

（2）式为主要反应；当碱性降低到中性甚至酸性时（5＜pH＜9），则按（3）式发生反应。

3.3 再生过程

（4）2NaHSO3+Ca(OH)2←→Na2SO3↓+2H2O

（5）Na2SO3Ca(OH)2←→2NaOH+CaSO3↓

在石灰浆液中，中性的NaHSO3很快跟石灰反应从而释放出[Na+],随后生成的[SO32-]又继续跟

石灰反应，反应生成的CaSO3以半水化合物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使[Na+]得到再生，吸收液恢复对

SO2的吸收能力，循环使用。 

3.4 氧化反应

吸收液中还有Na2SO4,系吸收液中的Na2SO3被烟气中的O2氧化所生成，反应式如下：

（6）2Na2SO3+O2→2Na2SO4

将再生过程生成的亚硫酸钙（CaSO3.1/2H2O)氧化，制成石膏（CaSO4.2H2O),

反应式如下：

（7）CaSO3.1/2H2O+1/2O2+3/2H2O→CaSO4.2H2O   

湿式氨法烟气脱硫采用氨作为吸收SO2的吸收剂，该法脱硫剂利用率高，可形成氨肥，针对于

钢铁企业，可以利用焦化废水治理烧结及自备电厂废气，是一条以废治废的途径。湿法氨法烟气

脱硫技术根据吸收液再生的方法不同，可分为氨-酸法，氨-亚铵法和氨-硫铵法等。 

氨法烟气脱硫的基本化学反应过程

氨法在吸收塔的喷淋区发生吸收SO2的反应，将喷淋浆液-饱和的硫酸铵/亚硫酸铵溶液的PH

值控制在5.0～5.9范围，按下列反应式生成硫酸氢铵和亚硫酸氢铵：

（1）SO2+H2O=H2SO3 

（2）H2SO3+(NH4)2SO4=NH4HSO4+NH4HSO3

（3）H2SO3+(NH4)2SO3=2NH4HSO3

在反应式（1）中，烟气中的二氧化硫（SO2）溶于水并生成亚硫酸。在反应式（2）、（3）

中，亚硫酸同溶于水中的硫酸铵和亚硫酸铵起反应。

氨注入吸收塔底部按下列反应中的酸性物质：

（4）H2SO3+NH3=NH4HSO3

（5）NH4HSO3+NH3=(NH4)SO3 

（6）NH4HSO4+NH3=(NH4)2SO4

氧化空气注入吸收塔底部使亚硫酸铵被氧化成硫酸铵：

（7）(NH4)2SO3+1/2O2=(NH4)2SO4

由于化学反应的继续和在烟气里水的蒸发，使硫酸铵溶液得到饱和并进而析出结晶。其蒸发

热由烟气残余热供给：

（8）（NH4)2SO4(水）+蒸发热=（NH4)2SO4 （固） 

4、氮法烟气脱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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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热力相关设备

（1）汽 包 （2）蓄热器

（3）除氧器 （4）排污扩容器

连续排污扩容器 定期排污扩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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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取样冷却器 （6）消音器



（7）SFNZF系列  气动水封逆止阀

（8）STF系列  气动三通切换阀

（9） PTF系列  气动旁通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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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阀门控制柜（气动三通切换阀、气动旁通阀和气动水封逆止阀控制系统）

（11）MBF系列  气动盲板阀

（12）点火放散塔

1、火炬外筒  2、防风罩  3、点火燃烧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