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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矿余热回收竖罐内气固传热过程数值分析
冯军胜，董辉，高建业，梁凯，刘靖宇
(东北大学 国家环境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验室，辽宁 沈阳，110819)
摘要：以某钢铁企业年产 390 万 t 烧结矿为研究对象，基于多孔介质理论和局部非热力学平衡双能量方程模型，
建立烧结矿竖罐内气固稳态传热模型，并借助 Fluent 软件及其二次开发平台，以回收的空气热量和空气

为判定

基准，对不同操作参数对竖罐内气固传热过程的影响进行模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回收的空气热量和空气 随
烧结矿入口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加，随烧结矿颗粒直径的增大而逐渐减少；随着气料比的增加，回收空气热量的
增加趋势逐渐变缓，空气

则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少的趋势；随着空气入口温度的升高，回收的空气热量逐渐减少，

空气 则逐渐增加。在实际操作工况改变时，通过气料比的调节可达到最佳气固换热效果，获得最大的空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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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analysis of gas-solid heat transfer process in
vertical tank for sinter waste heat recovery
FENG Junsheng, DONG Hui, GAO Jianye, LIANG Kai, LIU Jingyu
(SEP Key Laboratory on Eco-industr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Choosing the annual output of 3 900 000 t sinter in 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as the subject, the gas solid
steady-state heat transfer model in sinter vertical tank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porous medium theory and the
two-equation energy model of local non-equilibrium thermodynamics. By employing Fluent software and the user
defined functions (UDF), the recovered air energy and the air exergy were used as the criteria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operation parameters on gas solid heat transfer in vertical tan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overed air energy
and the air exergy gradually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sinter inlet temperature, and gradually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sinter particle diameter. With the increase of gas sinter ratio, the increasing tendency of air energy becomes
slower, and the air exergy firstly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In addi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air inlet temperature, the
recovered air energy gradually decreases and the air exergy gradually increases. When operation conditions change,
optimal gas solid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maximal air exergy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adjustment of
gas sinter ratio.
Key words: sinter; vertical tank; porous medium; gas-solid heat transfer; numerical analysis

烧结余热资源的高效回收利用是目前降低烧结工
[1]

序能耗乃至炼铁工序能耗的主要途径之一 。烧结余

热 竖 罐式 回收 是 针对 传统 烧 结余 热回 收 系统 的不
足[2]，借鉴干熄焦炉的结构形式而提出的一种烧结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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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热高效回收方式[3−4]。竖罐内气固传热过程是决定烧

阻力系数以及气固传热系数均采用传统经验关联式，

结余热竖罐式回收可行性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

因此，也不适用于求解竖罐内的气体流动和气固传热

烧结矿出口温度的高低和出口热载体的品质，进而影

过程。由于对烧结矿床层内气固传热过程的稳态研究

响烧结矿余热回收率和后续的余热发电量：因此，研

较少，同时考虑到烧结矿竖罐自身结构的复杂性，一

究竖罐内气固传热过程，对提高烧结矿余热回收利用

些重要的操作参数(如气料比、空气入口温度等)和床

率以及优化竖罐的结构和操作参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层几何特性参数(如烧结矿颗粒直径、床层空隙率等)

意义。由于烧结矿竖罐床层内气固传热过程的复杂性，

对床层内气固传热过程的影响仍有待研究。为此，本

床层内气固传热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从而造成现有

文作者以多孔介质模型为基础，基于局部非平衡热力

烧结矿竖罐的设计以及竖罐结构和操作参数的确定更

学双能量方程，建立竖罐内三维稳态移动床式气固传

多是基于经验而缺乏理论上的指导。目前，有关烧结

热模型，从余热回收的“量”和“质”2 个方面，模

矿床层内气固传热过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烧结矿环冷

拟分析并研究烧结矿入口温度、气料比、烧结矿颗粒

[5]

机中。CAPUTO 等 提出环冷机床层内气固传热模型，

直径和空气入口温度对竖罐内气固传热过程的影响，

同时采用动态模拟方法研究了烧结环冷机内气固传热

以便为烧结矿余热竖罐的设计和运行提供理论依据。

[6]

过程。LEONG 等 基于多孔介质和局部热力学平衡理
论建立了环冷机内气固传热的非稳态模型，研究了床
层空隙率对气体流动和烧结矿温度分布的影响，但该

1 模型的建立

模型认为烧结矿温度和冷却空气温度是相同的，忽略
了冷却空气和烧结料层之间的对流换热。JANG 等[7]

1.1

物理模型及其基本假设

采用 CFD 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三维烧结矿床

冷却空气(即热载体)分别从风帽口和罐体底部鼓

层内的湍流和传热过程，但该模型对实际情况进行了

入烧结矿竖罐内，与罐体内炽热烧结矿进行逆流式气

比较理想的简化，将烧结矿床层作为 1 个 4 排球形填

固热交换，然后从斜道段出风口排出。烧结机尾部的

充床层来处理。刘斌等 建立了烧结料层内流动和传

烧结矿自罐体顶部进入竖罐预存段内，自上往下缓慢

热的二维非稳态模型，并考虑颗粒直径、空隙率等参

下移，在冷却段与上行的冷却空气进行热交换而得以

数变化对模拟计算的影响，研究了冷却风量、给料温

冷却，最后由罐体底部排出。由于竖罐内气固换热的

[8]

度和燃料配比等参数对烧结过程的影响。张家元等

[9]

区域基本集中在冷却段和斜道段，故本文针对竖罐冷

对环冷机内不同分层布料工况和常规布料工况进行模

却段和斜道段建立物理模型，如图 1 所示。烧结矿竖

拟研究，并以余热回收率最大化为目标，得到了环冷

罐结构参数如表 1 所示[14]。由于竖罐中心风帽与竖罐

机内适宜的分层布料参数。ZHANG 等[10]以多孔介质

冷却段之间的内径和高度差距较大，考虑到网格边界

模型为基础，采用局部非热力学平衡理论建立了环冷

的光滑性和正交性对模拟计算精度和收敛性的影响，

机内三维气固传热模型，并对环冷机内烧结矿冷却过

采用分块网格生成技术对竖罐本体区域进行网格划

程进行模拟研究和参数优化分析。LIU 等[11]基于局部

分，在换热强烈区域使用加密网格，对于其他计算区

非热力学平衡理论建立了环冷机内的气固传热模型，

域使用稀疏网格，同时对所划分网格进行无关性验证。

对进口风速、床层高度和空隙率等参数对床层内压力
场、速度场和温度场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同时对
不同工况下的余热回收量进行了能量分析和 分析。
以上关于环冷机床层内气固传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非
稳态气固传热模型和参数影响分析。但烧结矿竖罐内
气固传热过程是气固移动床式逆流稳态传热过程，求
解环冷机的非稳态气固传热模型很难用于求解烧结矿
竖罐内的稳态传热过程。董辉等[12−13]虽然采用了数值
模拟和解析计算的方法对烧结矿竖罐内气固传热过程
进行研究，但并没有考虑颗粒直径对气固传热过程的
影响。同时，数学模型中的气流黏性阻力系数和惯性

图1

烧结矿竖罐物理模型

Fig. 1 Physical model of sinter vertical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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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如式(3)所示。源项由 2 部分组成：第 1 部分为

表 1 烧结矿竖罐结构参数
Table 1

黏性损失项，即式(3)右边第 1 项；第 2 部分为惯性损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sinter vertical tank

失项，即式(3)右边第 2 项。

参数

数值

预存段内径/m

7.94

斜道段高度/m

1.5

冷却段内径/m

8.99

式中： μ 为空气动力黏度，kg/(m·s)；1 / α 为空气阻力

7.1

系数；C2 为空气惯性阻力系数。

冷却段高度/m
2

1
⎛μ
⎞
Si = − ⎜ ui + C2 ρg u ui ⎟
α
2
⎝
⎠

16π

空气进口面积/m

(3)

本文采用修正 Ergun 型方程计算竖罐床层内的黏
性阻力系数和惯性阻力系数[16]。

烧结矿颗粒的不均匀性和不规则性导致竖罐内气

1 85.4(1 − ε ) 2
=
a
ε 3dp2

体流动和气固传热过程极其复杂，难以对其整个传热
过程进行精确的数学描述和数值计算。由于竖罐内烧
结矿颗粒直径远小于竖罐内径，因此，可对其进行平

C2 =

均化和统计处理，将烧结矿堆积区域假设为多孔介质

0.632(1 − ε )

ε 3dp

(4)

(5)

区域来进行数值计算[15]。为此，对烧结矿竖罐的物理

式中： ε 为床层空隙率；dp 为烧结矿颗粒当量直径(即

模型进行如下假设：

烧结矿实际筛分颗粒直径与颗粒形状因子的乘积，下

1) 烧结矿竖罐在稳定工况下运行，各操作参数为
定值，没有波动变化。

3) 局部非热力学平衡双能量方程。当颗粒床层内

2) 竖罐内的气体流动被视为单相稳态非 Darcy
流动。

气固两相热容和热导率相差较大时，各相局部温度变
化率明显不同[17]。本文将固相温度 Ts 和气相温度 Tg

3) 烧结矿为各相同性的多孔介质，不考虑烧结矿
自身的多孔性及在高温下的形变。

作为 2 个单独的变量，分别表征同一微元体内固相和
气相的热状态，把多孔介质内的传热视为气固之间的

4) 竖罐内的气体为不可压缩流体，但气体密度变
化符合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传热，得到以下通用方程组[18]：
对于固相，

5) 忽略烧结矿颗粒之间的辐射换热及竖罐壁面
热损失。
1.2

文中均简称为烧结矿颗粒直径)，m。

ρs cs us ⋅∇Ts = (1 − ε )∇ ⋅ (λs ∇Ts ) − hv (Ts − Tg )

(6)

对于气相，

数学模型
根据不可压缩黏性流体非定常流动的 Navier−

Stokes 方程，选用标准 k−ε 湍流模型来描述竖罐内气
体流动传热规律。根据质量守恒、动量守恒和能量守
恒原理，竖罐内气固流动与传热过程三维稳态数学模
型控制方程如下。
1) 连续性方程：
∂
( ρg u j ) = 0
∂x j
2) 动量传输方程：
∂
∂
( ρg ui u j ) =
( Pij ) + gi − fi + Si
∂x j
∂x j

ρg cg ug ⋅∇Tg = ε∇ ⋅ (λg ∇Tg ) + hv (Ts − Tg )

(7)

式中：ρs 为烧结矿的密度，kg/m3；cs 和 cg 分别为烧结
矿和空气的比热容，J/(kg·K)；us 和 ug 别为颗粒表观下
移速度和气体表观流速，m/s；Ts 和 Tg 分别为烧结矿
和空气温度，K；λs 和 λg 分别为烧结矿和空气的导热

(1)

(2)

系 数 ， W/(m·K) ； hv 为 气 固 对 流 体 积 换 热 系 数 ，
J/(m3·s·K)。
hv 可利用 Achenbach 准则关系式[19]计算：
6h(1 − ε )
hv =
dp

(8)

其中，气固传热系数 h 可由下式确定[20]：

式中： ρg 为空气密度，kg/m ；ui 为流体在 i 方向上的
3

Nu =

速度，m/s；Pij 为表面压力矢量，包括静压力和流体
3

黏性压力；gi 为流体在 i 方向上的体积作用力，N/m ；
fi 为作用在单位体积流体上的反方向阻力，N/m3。
考虑到多孔介质对流体黏性和惯性的影响，可以
通过增加源项 Si 对多孔介质模型中动量传输方程进行

hd p

λg

= 0.2ε 0.055 Rep0.657 Pr1/ 3

(9)

其中：
Rep = ρg ud p / μ

(10)

Pr = μ cg / λ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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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 为气固对流面积换热系数，J/(m2·s·K)；Nu 为

文献[13, 22]。将多孔介质模型和局部非热力学平衡模

对流传热努塞尔数；Pr 为普朗特数；Re 为颗粒雷诺

型所得模拟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验

数；μ 为空气动力黏度，kg/(m·s)。

证模型的可靠性。干熄焦炉不同工况下实测值与计算

在模拟分析中，余热回收的“量”和“质”分别
[21]

用竖罐回收的空气热量 Q 和空气 Ex 来确定

值对比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采用本模型所得焦炭出口温度

。二

者计算公式如下。

和热载体出口温度的实际测量值与模拟计算值基本一

Q = qm,g (cg,out Tg,out − cg,in Tg,in )

⎛
Tg,out
T0
Ex = Q ⎜ 1 −
ln
⎜ Tg,out − Tg,in Tg,in
⎝

(12)

致，平均相对误差为 5.57%，最大相对误差也在 8%以
下，说明二者较吻合，同时也证明本文所建模型是正

⎞
⎟
⎟
⎠

(13)

式中：Q 为回收的空气热量，GJ/h；Ex 为回收的空气

确和可靠的。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GJ/h；qm,g 为空气质量流量，kg/h；T0 为环境温度，
K； Tg,out 和 Tg,in 分别为竖罐出口空气温度和竖罐进口
空气温度，K。
1.3 边界条件

由于烧结机烧结终点位置和竖罐底部入口空气预
热效果的不同，进入竖罐的烧结矿温度和冷却空气温
度并不是恒定的，而气料比是烧结矿冷却过程重要的

竖罐底部和中心风帽的气体进口采用速度进口边

调节参数，同时，烧结矿的颗粒直径又是影响竖罐内

界条件，速度及温度由实际给定的参数通过理论计算

气固传热过程的主要参数。因此，利用已建立的数值

得出。对于竖罐冷却段和斜道段壁面，设置为绝热壁

模型，计算并讨论烧结矿入口温度、气料比、烧结矿

面。对于斜道段空气出口，设置为压力出口边界条件，

颗粒直径和空气入口温度对竖罐内气固传热过程的影

设置相对压力为 0。

响。不同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如表 3 所示。

1.4

2.1

数值计算方法

烧结矿入口温度的影响

本文采用流体力学计算软件 Fluent 对竖罐内的气

在 气 料 比 为 800 m3/t ， 烧 结 矿 颗 粒 直 径 为

固传热过程进行数值求解，采用隐式格式对求解方程

0.025 m，空气入口温度为 313 K 条件下，沿竖罐高度

进行离散，采用 SIMPLE 算法对压力与速度的耦合进

方向上的空气温度随烧结矿入口温度变化的规律如图

行求解。由于烧结矿和空气的物性参数随温度发生变

2 所示。

化，同时考虑到动量方程源项和气固传热公式需要编

由图 2 可知：沿竖罐高度方向上的空气温度随烧

译到求解方程中，因此，本文借助 Fluent 软件的二次

结矿入口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升高，烧结矿入口温度越

开发平台，通过用户自定义函数(user defined function,

高，空气温度沿竖罐高度方向上的变化趋势就越大。

UDF)得出动量方程源项、能量方程中的气固传热源项

这是因为，烧结矿入口温度的升高将导致竖罐内气固

以及气固两相物性参数随温度的变化等。

换热温差的增大，烧结矿与冷却空气间的传热将会增

1.5

模型验证

强 ， 传热 量也 会 随之 增加 。 当烧 结矿 入 口温 度由

目前烧结矿竖罐正处于理论研究阶段，无法获得

873.0 K 增加到 973.0 K 时，冷却空气出口温度由

全面的竖罐运行数据。烧结矿竖罐和干熄焦炉同属大

736.2 K 升高到 831.5 K，增加 12.94%。烧结矿入口温

颗粒移动床，颗粒床层内均为气固逆流式换热，二者

度每升高 10 K，空气出口温度平均升高 9.53 K。

的区别主要在于颗粒特性参数、设备结构参数和气固

图 3 所示为竖罐回收的空气热量和空气 随烧结

换热温区不同。本文以宝钢三期 75 t/h 干熄焦炉 2 种

矿入口温度的变化规律。由图 3 可知：回收的空气热

运行工况为例，干熄焦炉焦炭参数和主要设计参数见

量和空气 均随烧结矿入口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大。

表2
Table 2

不同工况下实测值与计算值比较

Comparison of measured and calculation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焦炭出口温度/K
焦炭入口温 气体入口温
度/K
度/K
测量值 计算值 相对误差/%

工况

气焦比/
(m3·t−1)

60 t/h

1 630

1 271

407

438

465

70 t/h

1 600

1 305

413

455

490

气体出口温度/K
测量值

计算值

相对误差/%

6.17

1 113

1 047

−5.93

7.69

1 120

1 092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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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入口温度由 873 K 升高到 973 K 时，回收的空气热量

数值模拟计算工况

Condition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由 273.24 GJ/h 增加到 345.62 GJ/h，提高 26.49%；空

烧结矿入口
温度/K

气料比/
(m3·t−1)

烧结矿颗粒
直径/m

空气入口
温度/K

气 由 111.44 GJ/h 增加到 155.46 GJ/h，提高 39.5%。

873

700

0.015

293

加 7.24 GJ/h，空气 平均增加 4.40 GJ/h。

923

800

0.025

313

2.2

973

900

0.035

333

Table 3

烧结矿入口温度每升高 10 K，回收的空气热量平均增
气料比的影响
在烧结矿入口温度为 923 K，烧结矿颗粒直径为
0.025 m 和空气入口温度为 313 K 条件下，沿竖罐高度
方向上的空气温度随气料比的变化规律如图 4 所示。
由图 4 可知：沿竖罐高度方向上的空气温度随气
料比的增大而逐渐降低。气料比越大，空气温度沿竖
罐高度方向上的降低趋势就越明显。这是因为在烧结
矿处理量不变的条件下，气料比的增大将导致冷却空
气进口流量的增加，烧结矿与冷却空气间的传热将会
增强，但由于烧结矿入口热容量不变，冷却空气流量
的增大必然会导致出口空气温度的降低。当气料比由
700 m3/t 增加到 900 m3/t 时，冷却空气出口温度由
815.0 K 下降到 744.1 K，降低 8.7%；气料比每增大
20 m3/t，空气出口温度平均降低 7.09 K。

烧结矿入口温度/K：1—873；2—923；3—973。
图2

烧结矿入口温度对沿竖罐高度方向上
空气温度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sinter inlet temperature on air temperature
along height of vertical tank

气料比/(m3·t−1)：1—700；2—800；3—900。
图4

气料比对沿竖罐高度方向上空气温度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gas sinter ratio on air temperature along the
height of vertical tank

图 5 所示为竖罐回收的空气热量和空气 随气料

1—Q；2—Ex
图3

烧结矿入口温度对回收的空气热量 Q 和空气

Ex 的

比的变化规律。由图 5 可知：随着气料比的增大，回

影响

收的空气热量逐渐增加，并在气料比到达某一特定值

Fig. 3 Effect of sinter inlet temperature on air energy

后，回收的空气热量随气料比增大而增加的趋势逐渐

recovered and air exergy

变缓，最后基本保持不变。这是因为气料比的增大导
致竖罐内气固换热效果增强，烧结矿出口温度降低，

这是因为烧结矿入口温度升高将导致竖罐出口空气温

出口空气温度也随之降低，由于气固传热过程的发生

度升高。在空气进口流量和入口温度不变的条件下，

需要固体和气体存在一定的温差，这使得烧结矿出口

回收的空气热量和空气 必然会随之增加。当烧结矿

温度的下降趋势越来越小，导致回收的空气热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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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趋 势也 越来 越 小， 最终 保 持不 变。 当 气料 比由
700 m3/t 增加到 800 m3/t 时，回收的空气热量由
289.02 GJ/h 增加到 311.41 GJ/h，提高 7.75%。而当气
料比由 800 m3/t 增加到 900 m3/t 时，回收的空气热量
由 311.41 GJ/h 增加到 314.27 GJ/h，仅提高 0.92%。

烧结矿颗粒直径/m: 1—0.015；2—0.025；3—0.035。
图6

烧结矿颗粒直径对沿竖罐高度方向上空气温度的影
响

Fig. 6 Effect of sinter particle diameter on air temperature
along height of vertical tank
1—Q；2—Ex
图5

气料比对回收的空气热量 Q 和空气

Ex 的影响

积增加，烧结矿与冷却空气之间的传热量随之增加，

Fig. 5 Effect of gas sinter ratio on air energy recovered and

空 气 出口 温度 也 随之 升高 。 当烧 结矿 颗 粒直 径由

air exergy

0.015 m 增加到 0.035 m 时，冷却空气出口温度由
810.4 K 下降到 765.4 K，降低 5.55%。烧结矿颗粒直

由图 5 可知空气 随气料比的增大而先增加后减

径每增加 0.005 m，空气出口温度平均降低 11.25 K。

小。这是因为随着空气出口温度降低，单位空气 的

图 7 所示为竖罐回收的空气热量和空气 随烧结

3

下降幅度越来越大。当气料比由 700 m /t 增加到
3

矿颗粒直径的变化规律。由图 7 可知回收的空气热量

800 m /t 时，由于回收的空气热量的增加幅度大于单

和空气 均随烧结矿颗粒直径的增大而逐渐减少。这

位空气 的下降幅度，导致空气 随气料比的增加而

是因为，烧结矿颗粒直径增大将导致竖罐出口空气温

逐渐增加，由 127.59 GJ/h 增加到 134.18 GJ/h，提高

度的降低，回收的空气热量和空气 也随之减少。当

3

3

5.65%。而当气料比由 800 m /t 增加到 900 m /t 时，由
于回收的空气热量的增加幅度减小，单位空气 下降
幅度变大，导致空气 随气料比增加而逐渐降低，由
134.18 GJ/h 下降到 129.30 GJ/h，降低 3.64%。
2.3

烧结矿颗粒直径的影响
在烧结矿入口温度为 923.0 K，气料比为 800 m3/t

和空气入口温度为 313.0 K 的条件下，沿竖罐高度方
向上的空气温度随烧结矿颗粒直径的变化规律如图 6
所示。
由图 6 可知：沿竖罐高度方向上的空气温度随烧
结矿颗粒直径的减小而逐渐升高。这是因为在竖罐结
构参数和烧结矿处理量不变的条件下，烧结矿颗粒直
径的减小将导致床层空隙率的减小，竖罐内颗粒的填
充体积减小，颗粒的下移速度也随之降低，气固换热

1—Q；2—Ex
图7

烧结矿颗粒直径对回收的空气热量 Q 和空气

Ex 的

时间增加。另外，烧结矿颗粒直径减小将导致颗粒导

影响

热热阻减小，烧结矿与冷却空气之间综合传热系数增

Fig. 7 Effect of sinter particle diameter on air energy

加。同时，床层空隙率的减小使得床层内气固换热面

recovered and air exergy

3106

第 48 卷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烧结矿颗粒直径由 0.015 m 增加到 0.035 m 时，回收

当空气入口温度由 293 K 升高到 333 K 时，回收的空

的空气热量由 326.28 GJ/h 下降到 293.93 GJ/h，降低

气热量由 317.32 GJ/h 下降到 304.95 GJ/h，降低 3.9%，

9.91%，空气 由 143.38 GJ/h 下降到 123.65 GJ/h，降

空气 由 130.52 GJ/h 增加到 136.8 GJ/h，增加 4.81%。

低 13.76%。烧结矿颗粒直径每增加 0.005 m，回收的

空气入口温度每升高 10 K，回收的空气热量平均减少

空 气 热 量 平 均 减 少 8.09 GJ/h ， 空 气

3.09 GJ/h，空气 平均增加 1.57 GJ/h。

平均减少

4.93 GJ/h。
2.4

空气入口温度的影响
在烧结矿入口温度为 923 K，气料比为 800 Nm3/t

和烧结矿颗粒直径为 0.025 m 的条件下，沿竖罐高度
方向上的空气温度随空气入口温度的变化规律如图 8
所示。

1—Q；2—Ex
图 9 空气入口温度对回收的空气热量 Q 和空气

Ex 的影响

Fig. 9 Effect of air inlet temperature on the air energy
recovered and air exergy

空气入口温度/K：1—293；2—313；3—333。
图8

空气入口温度对沿竖罐高度方向上空气温度的影响

3 结论

Fig. 8 Effect of air inlet temperature on air temperature along
height of vertical tank

1) 建立移动床层内气固稳态传热模型，利用该模
型模拟计算得到的干熄焦炉在不同运行条件下焦炭出

由图 8 可知：沿竖罐高度方向上的空气温度随空

口温度和热载体出口温度与实测温度之间的平均误差

气入口温度升高而逐渐增加。这是因为在气料比一定

为 5.57%，较好地描述了干熄焦炉内的气固传热过程，

时，空气入口温度的升高将导致冷却空气实际入口流

验证了气固稳态传热模型的可靠性。

量的增加，床层内气固对流换热系数随之增加，从而

2) 对于给定结构参数的烧结矿余热回收竖罐，当

引起烧结矿与空气间对流换热量的增加，导致空气出

烧结矿处理量一定时，烧结矿入口温度越高，气料比

口温度的升高。当空气入口温度由 293 K 升高到 333 K

越小，烧结矿颗粒直径越小，空气入口温度越高，竖

时，空气出口温度由 780.9 K 升高到 796.2 K，提高

罐出口空气温度也就越高。当其他影响因素不变时，

1.96%。空气入口温度每升高 10 K，空气出口温度平

竖罐回收的空气热量和空气 随烧结矿入口温度的升

均升高 3.83 K。

高而逐渐增加，随烧结矿颗粒直径的增加而逐渐减少。

图 9 所示为竖罐回收的空气热量和空气 随空气

随着气料比的增加，回收的空气热量逐渐增加，并且

入口温度的变化规律。由图 9 可知：竖罐回收的空气

增加趋势逐渐变缓，空气 则出现先增大后减少的趋

热量随空气入口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减少，而空气 随

势。随着空气入口温度的升高，回收的空气热量逐渐

空气入口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加。这是由于空气入口

减少，而空气 则逐渐增加。

温度的升高将导致烧结矿出口温度的升高，竖罐回收

3) 烧结矿入口温度和气料比是影响竖罐内气固

的空气热量随之减少。同时，由于空气入口温度的升

传热过程、回收的空气热量和空气 最主要的因素。

高，竖罐内气固换热加剧，空气出口温度也会随之升

在实际试验工况中，可通过气料比的调节达到最佳气

高，竖罐出口空气的热品质增加，空气 会随之增加。

固换热效果，获得最大的空气 。本研究可为竖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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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运行中在改变试验工况的条件下通过气料比的调节
以获得最大空气 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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