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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炉送风机的国产化选型
敖　煜

（贵溪冶炼厂，江西 贵溪 335400）

摘　要　贵冶新 30 万吨项目转炉系统共设置三台转炉，采用交换作业制度，送风时率达 81%。当时该系统仅配备一台转炉送

风机（4#），为德国进口的 3K 牌鼓风机。自 2008 年系统投运以来，该转炉送风机运行情况总体平稳，但随着使用时间的

延长以及近年来周边环境空气质量不断恶化，风机整体性能存在逐渐劣化的趋势。本文分析了贵溪冶炼厂新增备用国产转炉

送风机的原因，针对转炉送风机使用工况的特殊性，提出了选型时的方案依据，重点介绍了新转炉送风机的结构及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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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贵冶二系统年修时风机叶轮因冲刷磨损严重而

更换，2017 年以来 4# 转炉送风机计划检修次数较往年明显

增多。因没有设备用转炉送风机，给 4# 转炉送风机日常检

查及计划性检修实施带来诸多困难。风机出现问题时，有

时为了不影响转炉生产，往往不得不带病连续运行，后期

被动利用转炉停风间隙时段抢修，或延至定修再处理，给

设备长周期安全运行带来隐患，也给主工艺线连续作业带

来一定影响。若该设备发生故障，则贵冶二系统将面临全

线停产的严重后果，所以 2018 年贵冶二系统新增了一台国

产转炉送风机（5#），并在之后作为备用风机正式投入使用。

1 转炉送风机核心部件主要特点

鼓风机为单级悬臂式，轴向进气、上方垂直排气结构。

空气从风机吸入管进入入口导叶调节器，由主驱动机借助

联轴器与增速机联接，增速齿轮驱动叶轮对气体作功，气

体再经扩压器、蜗室从管道排出。离心鼓风机设有入口导

叶调节器，为电动导叶调节，可自动或手动操作控制其开

度的大小，实现进口流量调节。风机高速轴承采用可倾瓦

滑动轴承，低速轴承采用圆瓦滑动轴承，传动齿轮采用渐

开线斜齿轮。风机机壳上的轴端密封与增速箱的小齿轮轴

的油封间为大气，故能保证鼓风机所输送的气体无油 [1]。

1.1 整套转子

1.1.1 叶轮

离心鼓风机配备有现代化的半开式三元后弯叶片、高

气动效的叶轮（见图 1）。叶轮用优质不锈钢锻件加工而成，

其加工使用五坐标加工中心设备，保证精密的加工精度。

叶轮的后弯式倾斜叶片可确保高效作业。且其特性曲线显

示出了压力升高到喘振的限制点，因此保证了一个稳定的

控制范围。

1.1.2 齿轮和轴

单个斜齿轮组装由一个大齿轮和一个被驱动的高速轴

组成。

1.1.3 转速

大齿轮 2978r/min，高速轴 12904 r/min。

这种高效率齿轮装配（见图 2）的重要特点是取决于推

力盘的应用，可用推力盘吸收小齿轮产生的轴向力。因此，

轴向齿轮力可以保持在旋转部件内，所有的与推力盘相接

触的轴向推力可通过此种方法来补偿，剩余轴向力可通过

大齿轮轴的止推轴承来吸收。

1.2 进口导叶装置

导叶与气体流动方向平行位置为零点起，导叶可实现

正预旋和负预旋两个方向。IGV 的自动控制装置可以实现

不同介质流量要求，并保证鼓风机在出口恒压条件下运行。

开车时，导叶调整到到最大允许的正向导向叶片位置，在

叶轮前的进口调节装置（IGV）不但拓宽鼓风机的操作工况

范围，而且可优化非设计条件下的鼓风机的性能（见图 3）。

2 转炉送风机的选型

2.1 方案依据

新增的一台转炉送风机（5#），设置于 2# 动力中心，

就近布置于现有 4# 转炉送风机东侧，两者互为备用。新增

风机与 4# 风机共用一个地下吸风道，出风管在动力中心附

跨屋面汇合。新增一个隔音房，将风机设置其中，以减少

风机噪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国产送风机较进口风机在价

格方面有巨大优势，且国内已有部分冶炼厂转炉送风机采

用国产设备，运行情况稳定。本项目考虑节省投资，减少

对进口设备的依赖，推荐选用国产品牌 [2]。

贵冶二系统转炉吹炼所需送风风量最大 50000Nm³/h，

入口风压 120kPa。新增 5# 送风机至转炉进风口管路长度

约 400m，管道直径 Φ1016mm，根据计算该管道阻力损失

为 12.6kPa，风机吸入口的过滤器压损 1.5kPa，风道压损

约 0.6kPa。本项目选择一台送风量为 50000Nm³/h，全压

140kpa 的送风机，风量采用入口导叶调节方式，并需设置

可靠的防喘振装置。

2.2 主要技术性能参数及要求

2.2.1 5# 转炉送风机参数见表 1

2.2.2 风量调节方式

入口导叶 + 放空阀。

2.2.3 安装要求

1. 转炉吹炼送风为交换间断作业，送风、停风是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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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叶轮

图 2 转子

图 3 叶片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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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送风时率达 81%（见转炉作业周期表 2）。送风时进转

炉的空气压力应维持基本恒定，鼓风机的送风既要满足稳

定转炉吹炼的正常作业要求，又必须保证风机的安全运行。

2. 由于转炉吹炼为间断性作业，鼓风机应设置可靠的

防喘振装置。

3. 该风机安装在动力中心内，风量设定由转炉工序 PLC

完成，调节器输出 4~20mA DC 信号，远传至风机的入口导叶，

实现风量调节。 

4. 除了设备范围内必要的自身联锁控制外，要求接点

与转炉工序系统之间可实现联锁控制（如主电机的开停、

主电机的运转及报警等）。

鉴于上述情况，经过与国内多家设备供货厂家积极沟

通和多次探讨，特别是风机的防喘振系统、外形尺寸、接

口尺寸等方面仔细研究后，确保新增的风机能与现有生产

系统平稳对接。最终选择了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 SVK50-1S 型离心鼓风机。

2.3 5# 转炉送风机选型结果

5# 转炉送风机选型结果参数见表 3。

3 结语

5# 转炉送风机工艺适用性基本满足特定工况下的转炉

正常吹炼需求，2020 年在 4# 转炉送风机外送检修期间连续

运行二十多天未发生较大问题。目前车间计划利用今年二

系统年修契机，对 5# 转炉送风机进行性能优化。为确保贵

冶二系统主工艺线长周期生产安全稳定运行，实现每三年

一次年修的新思路，所以新增的备用国产转炉送风机可谓

意义重大，不但为今后新 3# 转炉送风机提供了重要依据，

更为今后大幅度降低了设备成本，大大缩短供货周期，满

足了工厂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生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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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 转炉送风机参数

名称 单位 最大 正常 正常 最小

标况风量 Nm³ / h 50000 45000 36000 15000

空气密度 kg / Nm³ 1.293 1.293 1.293 1.293

入口温度 ° C 38 38 38 38

入口压力 Pa( 表压 ) -2020 -2020 -2020 -2020

出口压力 MPa( 表压 ) 0.14 0.115 0.105 0.06

表 3 5# 转炉送风机选型参数

机型 转速 轴功率
鼓风机

出口温度
电机额定

功率
电机额定

电压
电机额定

转速
电机冷却

方式
电机防护

等级

SVK50-1S 12555rpm 2090KW 144.13℃ 2300KW 6KV 2985r/min 水冷 IP55

表 2 转炉作业周期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