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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为促进焦化行业高质量发展，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国内外焦炉科研成果

和大量的生产实践经验，并在行业内广泛征求意见，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准由中国炼焦行业协会负责管理，由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

容的解释。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与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热工站联

系，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园区高能街 128 号，邮编：116085。 

本文件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主要审查人： 

本文件主编单位：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编单位：大连理工大学、首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宝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阳光焦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金马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沂州科技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于振东、王晓东、张熠、马兴翼、吴  添、张  雷、胡浩权、刘瑞

峰、杨庆彬、程乐意、来  威、孙雄飞、马建安、李天喜、张五洲、郭亮东。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石岩峰、曹红彬、马希博、胥俊峰、王明登、徐  列、甘秀石、张

建平、代占良、夏鹏飞、卢培山、殷喜和、涂茂林、杨永利、虞文胜、樊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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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生产管理规程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顶装焦炉和捣固焦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2710  焦化安全规程 

GB 16171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432  炼焦工艺设计规范 

YB/T 4555  捣固炼焦技术规范 

3  术语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周转时间 

同一炭化室连续两次推焦相隔的时间。 

3.2 

标准火道 

其温度分别代表机、焦侧温度而选出的测温火道。 

3.3 

标准温度 

标准火道平均温度的控制值。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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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饼中心温度 

推焦前半小时焦饼中心的温度。 

3.5 

直行温度 

标准火道温度的实测值。 

3.6 

冷却温度 

下降气流时，所测量的标准火道温度与该火道开始换向后20s时温度的差值。 

3.7 

横排温度  

同一燃烧室的各火道温度。 

3.8 

焦炉边火道温度  

焦炉燃烧室机侧、焦侧第一个火道的温度。 

3.9 

炉顶空间温度  

三分之二结焦时间时炭化室顶部空间的荒煤气温度（℃）。 

3.10 

蓄热室顶部温度 

焦炉蓄热室顶部砌体的温度。 

3.11 

小烟道温度 

小烟道出口处下降气流的废气温度。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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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炭化室墙面温度 

推焦时炭化室墙面温度。 

3.13 

看火孔压力 

上升气流标准火道顶部压力。 

3.14 

空气过剩系数 

燃气燃烧实际供给的空气量与完全燃烧理论所需空气量的比值。 

3.15 

护炉设备  

对炉体施加一定的负荷，以保护焦炉砌体的设备及构件。 

3.16 

抵抗墙  

焦炉两端墙砌体外侧的混凝土结构体。 

3.17 

基准卡钉  

焦炉两端抵抗墙顶部埋设的刻有焦炉中心线刻印的钢制埋设件。 

3.18 

测线架  

安设在焦炉两端抵抗墙正面用于挂设测量炉体膨胀等使用的钢丝的装置。 

3.19 

炉柱  

安装在焦炉机、焦侧保护板外，靠横拉条拉紧对炉体施加压力的设备。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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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板  

镶护在焦炉燃烧室两端的铸铁件。 

3.21 

炉柱曲度  

表示炉柱弯曲程度的数值。 

3.22 

横拉条  

拉紧机、焦两侧炉柱的拉条。 

3.23 

纵拉条  

拉紧焦炉两端抵抗墙的拉条。 

3.24 

炉体膨胀  

焦炉砌体沿燃烧室长度方向、炉高方向和炉组纵长方向的膨胀。 

3.25 

炉长膨胀  

焦炉砌体沿燃烧室长度方向产生的膨胀。 

3.26 

年膨胀率  

焦炉一线和二线炉长一年内膨胀平均值与设计冷态炉长的比率。 

3.27 

炭化室漏气率 

每小时通过炭化室墙漏入加热系统的荒煤气量占每小时炭化室内荒煤气发生量的百分

比。 

4  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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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本规程为完善及提升焦炉生产管理水平提供指导，可作为各单位制定具体规程的依据。 

4.2  各企业每年对焦炉应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4.3  焦炉每生产 3～5 年宜由第三方专业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评价。 

5  管理要点 

5.1  炼焦生产操作制度 

5.1.1  装煤制度 

a)  焦炉各车辆应设有联系装置以及信号联锁装置 

b)  为了保证焦炉正常操作及稳定焦炭质量，应对装炉煤进行检验，符合炼焦工艺要求

才能使用。对相邻班次的配煤质量稳定性要求： 

1)  水分：±1% 

2)  挥发分：±1％ 

3)  灰分：±0.5％ 

4)  细度： ±2％ 

c)  煤塔贮煤量宜不少于其容积的三分之二。 

d)  顶装焦炉装煤车应按规定顺序在各排漏嘴下受煤。 

e)  每孔装炉煤量与规定装煤量的偏差不宜超过±1%。 

f)  顶装焦炉装煤车各煤斗卸煤顺序，宜以先两侧后中间为原则。 

g)  装煤时应用高压氨水喷射或单孔炭化室压力调节等措施。 

h)  顶装焦炉平煤杆的高度应以保证每炉设计装煤量和获得优质焦炭为原则，炭化室装

满煤以平煤杆能带出一部分余煤为标准。 

i)  平煤时带出的余煤不宜装在炭化室底部。 

j)  捣固焦炉煤饼高度应以保证每炉设计装煤量和获得优质焦炭以及焦饼不坍塌为原

则。 

k)  捣固焦炉煤饼顶面不平整度不大于 50mm。 

l)  捣固焦炉倒塌的煤料及时运走。 

m)  焦炉装煤操作完毕后，用专用密封料密封装煤孔（除炭孔）盖与座之间的缝隙。 

n)  装煤后炉门应调节严密，严禁炉门冒烟着火。 

o)  对生产异常的炭化室应制定特殊的装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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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禁止操作事项： 

1)  将泥土废砖及铁器等杂物扫入炉内； 

2)  将清扫煤塔的煤装入煤斗下部； 

3)  装煤不满、不平煤或装煤结束后半小时以上再补充装煤； 

4)  炉顶堆存余煤； 

5)  捣固煤饼在炉前倒塌时强行送煤。 

5.1.2  推焦制度 

a)  应根据焦炉砖材质、炭化室宽度、焦炭质量以及炉体、设备状况和操作管理水平等

因素确定焦炉周转时间。 

b)  根据生产任务要求和炉体、机械设备维修要求，宜以月为单位编制循环推焦图表，

并严格执行，变动循环推焦图表应执行审批程序。 

c)  班推焦计划的制订，应根据循环推焦图表及前一班执行推焦计划情况，结焦时间不

应短于周转时间 15min。 

d)  焦炭不成熟不准推焦。 

e)  推焦系数: 

1)  推焦计划系数 K1 

标志着班推焦计划表中计划结焦时间与规定结焦时间相吻合的情况，计算公式

如下： 

M

AM
K 1

1


       …………………………（1） 

式中： 

M——班计划推焦炉数。 

A1——计划与规定结焦时间相差±5min以上的炉数。 

2)  推焦执行系数 K2 

用以评定班按推焦计划实际执行的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M
2

2

AN
K


         …………………………（2） 

式中： 

N——班实际推焦炉数 

A2——实际与计划推焦时间相差±5min以上的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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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焦系数 K3 

用以评价企业在遵守规定的结焦时间方面的管理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213 KKK        …………………………（3） 

f)  因故延迟推焦，在故障排除后允许加速推出早已成熟的焦炭，但每小时比计划增推

炉数不得超过两炉。 

g)  乱笺的炉号应在不长于五个周转时间内恢复正常。病号炉在计划中注明，作为特殊

处理。 

h)  顶装焦炉炭化室自开炉门到关炉门的敞开时间不应超过 7min，捣固焦炉不应超过

12min。 

i)  焦饼推出到装煤开始的空炉时间不宜超过 8min。 

j)  每次推焦均应清扫炉门、炉门框、磨板、小炉门的焦油和沉积炭等杂物。 

k)  应准确记录每个炭化室的推焦时间、装煤时间、推焦电流及一切不正常现象（如炉

温过高过低、炉体损坏、装煤不满等）。 

l)  推焦时首先推焦杆轻贴焦饼正面，开始推焦速度要慢。 

m)  每座焦炉应规定极限推焦电流，当超过极限时，应进行分析研究，并采取降低推

焦电流的措施。 

n)  严禁同一炭化室接连两次推焦。每次未推出均应查找原因，在排除故障后，在当班

负责人在场并准许的情况下，方可进行第二次推焦；三次以上推焦必须有焦炉生产

管理负责人准许并在场。 

o)  推焦杆宜装设压缩空气清除沉积炭的装置，并建立清除沉积炭的制度。 

p)  严禁用变形的推焦杆推焦。 

q)  在更换煤气、停止加热及极端恶劣天气时，必须停止推焦。 

r)  禁止相邻炭化室空炉时推焦。 

s)  禁止将炉头焦扔入炭化室内。 

5.1.3  熄焦制度 

a)  湿熄焦制度: 

1)  熄焦车对位时，确认与导焦栅对好后才能发出允许推焦信号。 

2)  在接焦前，熄焦车放焦闸门应确保紧闭；电机车的风包风压不应低于 0.4MPa。 

3)  熄焦后要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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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须保证熄焦塔内喷水装置熄焦迅速、均匀，喷水管、粉焦沉淀池、清水池和

高置槽等设备，应建立定期清扫制度。 

5)  焦台的受焦与放焦应按顺序进行，焦炭在焦台上晾焦时间应大于 30min，焦台

上的红焦必须及时熄灭。 

6)  禁止将熄焦车内焦炭倾放于充满焦炭的焦台上。 

b)  干熄焦制度: 

1)  熄焦车对位完成、具备接焦条件后，确认与导焦栅对好后才能发出允许推焦信

号。 

2)  在接焦前，焦罐车底闸门应确保紧闭。 

5.2  焦炉加热制度 

5.2.1  加热制度表 

a)  根据每座焦炉在调整时期所得实际数据，应按照不同的生产条件，制订加热制度表。 

b)  生产条件主要项目：周转时间，配煤水分，每孔装煤量，煤气热值。 

c)  加热制度表主要项目：标准温度，加热煤气消耗量，烟道吸力，交换开闭器进风口

尺寸。 

5.2.2  温度制度 

a)  焦饼中心各点温度宜一致，焦饼高向温差不宜大于 100℃，焦饼中心温度一般为

1000±50℃。 

b)  直行温度: 

1)  直行温度的控制值即为标准温度，在任何结焦时间下，确定的标准温度应使焦

炉各立火道的温度不超过 1450℃。 

2)  应以机侧中部和焦侧中部立火道为标准火道，选择时应考虑单双数火道均能测

到。 

3)  测温时间应固定，宜根据冷却温度将交换后不同时间测定的立火道温度换算为

交换后 20s 时的温度。 

4)  生产中，当更换加热煤气种类、结焦时间或加热制度变化较大时，应重测冷却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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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昼夜直行温度的均匀性用直行昼夜平均温度均匀系数（K 均）来考核。统计时

应将检修炉和缓冲炉除外。 

M

AMAM
K

2

)()( 焦机
均


     …………………………（4） 

式中： 

M——焦炉燃烧室数； 

A机——机侧各测温火道昼夜平均温度超过其总平均温度±20℃（边燃烧室

±30℃）的个数； 

A焦——焦侧各测温火道昼夜平均温度超过其总平均温度±20℃（边燃烧室

±30℃）的个数； 

6)  昼夜直行平均温度的稳定性用安定系数 K 安考核。 

N

AAN
K

2

)(2 焦机
安


     …………………………（5） 

式中： 

N——昼夜内直行温度的测定次数 

A机——机侧平均温度与标准温度偏差超过±7℃的次数 

A焦——焦侧平均温度与标准温度偏差超过±7℃的次数 

c)  横排温度: 

1)  横排温度从机侧第 3 火道至焦侧第 3 火道的温度应均匀变化，将所测温度绘制

成横排温度曲线，以横排系数（K 横）表示横排温度的均匀性。考核火道包括

机侧第 3 火道至焦侧第 3 火道。 

M

N-M
K横           …………………………（6） 

式中: 

M——考核火道数，个 

N——不合格火道数，个 

2)  对于单个燃烧室横排曲线，实测火道温度与基准线之差超过±20°C 以上者为不

合格火道。 

3)  对于各区燃烧室横排温度曲线，实测火道温度与基准线之差超过±10°C 以上者

为不合格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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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全炉平均横排曲线，实测火道温度与基准线之差超过±7°C 以上者为不合

格火道。 

d)  边火道温度: 

1)  要求边火道温度与其平均温度差不大于±50℃。 

2)  边火道温度低于对应侧标准火道温度的值不宜超过 150℃；当降低标准温度时，

边火道温度不宜低于 1100℃；当大幅度延长结焦时间时，边火道温度应保持

950℃以上。 

3)  以边火道温度系数（K 边）表示边火道温度的均匀性，边燃烧室不计入系数。 

M

N-M
K边           …………………………（7） 

式中: 

M——考核火道数，个 

N——不合格火道数，个 

e)  测量炉顶空间温度应在结焦时间的三分之二时进行，宜控制在 800±30℃，不应超

过 850℃。 

f)  蓄热室顶部温度不得超过 1320℃，粘土砖蓄热室顶部温度不得超过 1250℃，蓄热

室分格焦炉无需测量蓄热室顶部温度，应测量小烟道温度。 

g)  小烟道温度不应超过 450℃，同一蓄热室下降气流煤气侧及空气侧小烟道温度温差

宜在 20℃以内。 

h)  分烟道温度不应超过 350℃。 

i)  炭化室墙面温度宜与焦饼中心温度同步测量。 

5.2.3  压力制度 

a)  集气管压力的确定，应保证炭化室底部压力在结焦末期不低于 5Pa。 

b)  分烟道吸力、小烟道吸力、蓄热室顶部吸力、空气进风口开度的确定，以控制看火

孔压力及空气系数为基准，宜保持炉顶看火孔压力 0～10Pa，如果边火道温度在

1100℃以下时，可控制看火孔压力大于 10Pa。 

c)  使用贫煤气加热时，在任何生产情况下，应保持煤气侧蓄热室及小烟道处压力为负

压，且上升气流煤气侧蓄热室压力不小于空气侧蓄热室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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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于蓄热室不分格焦炉，每个蓄热室顶部的吸力与标准蓄热室比较，上升气流时不

超过±2Pa，下降气流时不超过±3Pa，在边部蓄热室上升气流时允许相差±4Pa，下

降气流时允许相差±5Pa。 

e)  对于蓄热室分格焦炉，每个小烟道的吸力与标准小烟道比较，上升气流时不超过

±2Pa，下降气流时不超过±3Pa，在边部小烟道上升气流时允许相差±4Pa，下降气

流时允许相差±5Pa。 

5.2.4  空气过剩系数 

采用焦炉煤气加热时，立火道空气系数宜保持在 1.2~1.25，采用贫煤气加热时，立

火道空气系数宜保持在 1.15~1.2。 

5.3  煤气操作制度 

5.3.1  加热煤气操作制度 

a)  焦炉煤气加热时，煤气焦油含量不应高于 20mg/m3、萘含量不应高于 500mg/m3。 

b)  贫煤气加热时，煤气含尘量不应超过 10mg/m3，掺混前温度不应超过 35℃。 

c)  停止推焦 1h 以上时，应减少处于结焦末期炉号的加热煤气量；停止推焦 3h 以上时，

应减少全炉加热煤气量和空气量，焦炉煤气加热的焦炉宜采用间断加热方法处理。

对高温号燃烧室应及时检查处理并记录。 

d)  焦炉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停止加热，并相应降低烟道吸力。 

e)  煤气总管压力低于 500Pa； 

f)  交换设备损坏，短期内不能修复将影响正常加热； 

g)  烟道系统发生故障，无法保持所需的吸力； 

h)  煤气管道损坏影响正常安全操作。 

i)  停止加热后，应立即关闭调节旋塞，煤气交换系统宜处于双向关闭状态，废气正常

交换。 

j)  当焦炉恢复加热时，必须检验保证煤气合格。 

5.3.2  荒煤气导出操作制度 

a)  集气管内煤气温度一般控制在 75～85℃，不应超过 100℃。 

b)  氨水喷洒装置应保持良好状态，每班须进行检查，定期检查与清扫集气管和吸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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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上升管与炉顶、桥管连接处，桥管与集气管连接处，应保持严密。 

d)  保证上升管水封盖的水位高度，严禁水漏至炉顶。 

e)  集气管压力自动调节机构保持完好。 

f)  禁止长时间打开高压氨水来治理炉门冒烟。 

g)  循环氨水停止供给时，可用工业水替代，此时应关闭集气管的循环氨水阀门。 

5.4  焦炉及其设备维护制度 

5.4.1  焦炉炉体维护 

a)  建立焦炉档案，有计划地检查并记录下列情况与数据： 

1)  炭化室墙砖有无变形、孔洞、裂缝、凹凸、麻面、剥蚀、烧融及其他缺陷。 

2)  炭化室底部与顶部情况。 

3)  保护板与炉墙正面间及保护板与炉门框间严密情况和离缝大小。 

4)  立火道内灯头砖、斜道口、调节砖的情况。 

5)  蓄热室窜漏情况及格子砖状态。 

6)  砖煤气道状态。 

7)  斜道正面状态。 

b)  应配备专门的热修人员负责炉体日常维修与维护。 

c)  炉体维护用耐火材料及辅助材料，必须符合质量标准。 

d)  对病号炭化室应特别监视和维护，并作好记录。 

5.4.2  护炉设备的管理 

a)  投产三年后的焦炉，年膨胀率一般不超过 0.035％，当超过 0.05％时应检查原因。 

b)  杜绝装煤孔和上升管部位窜漏煤气、热气，以及炉顶存煤着火烧坏拉条。横拉条任

一横断面的直径变至原直径 3/4 时应补强，细至原直径 2/3 时应更换。 

c)  应检查炉柱与保护板间隙，保证小弹簧有足够大的压力传递给保护板。当炉柱施加

的力均为弹性力时，应保证炉柱与保护板无刚性接触；当炉柱施加的力存有刚性力

时，应保证保护板上下端部的压块与炉柱贴靠。 

d)  炉门框上的磨板应低于炭化室底部，炉门框侧面不应超过炉砖边缘，否则须及时调

整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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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抵抗墙顶埋设的焦炉基准卡钉应保持完好。测量炉长及炉柱曲度的测线架位置每两

年至少校正一次，炉柱、弹簧、炉长膨胀等的测量点应作好标记，每次测量应在同

一测点上。 

5.4.3  其他工艺设备维护 

a)  保证安全设施正常使用。 

b)  复热式焦炉的非经常运转设备，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空负荷运行，并定期维护，确

保设备能够正常使用。 

c)  应建立炉门定修制度，炉门修理站应存有备用炉门。 

d)  应及时消除炉门冒烟或着火。经调节无效或在炉上无法维修的炉门，应在推焦前用

备用炉门更换。 

5.5  焦炉工艺系统检查制度 

表 1  焦炉工艺系统检查制度表 

类别名称及测定部位 周期 备注 

一、温度制度  

1.直行温度测量 每四小时一次  

2.边火道温度测量 每月一次  

3.全炉横排温度测量 每月一次  

4*.蓄热室顶温度测量 每月一次 粘土砖蓄热室和强化生产时加测 

5.炉顶空间温度测量 每季度一次 

结焦时间改变一小时以上或配煤比变动很

大时增测，每座焦炉测定不少于两个炭化

室 

6.焦饼中心温度测量 宜每年一次 

结焦时间改变一小时以上或配煤比变动很

大时增测，每座焦炉测量炉数不少于三炉

或有两炉结果相似 

7.冷却温度测量 每半年一次 结焦时间改变一小时以上时增测 

8.小烟道温度测量 每月一次  

二、压力制度 

9.看火孔压力测定 每月一次  

10.炭化室底部压力测定 每半年一次 宜在夏季和冬季测量 

11.上升气流交换开闭器压力检测 按需要 贫煤气加热时 

12.交换开闭器风门状态检查 每天检查  

13*.蓄热室顶吸力测量与调节 
每半月一次 贫煤气加热时 

每月一次 焦炉煤气加热时 

14*.机焦侧上升、下降气流全部蓄热室格

子砖阻力测量 
每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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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名称及测定部位 周期 备注 

15.小烟道废气分析 
每天一次  贫煤气加热时 

每周一次 焦炉煤气加热时 

16.加热系统上升和下降气流的压力分布

测定 
每半年一次 测二个燃烧室，宜在夏季和冬季测量 

三、砌体检查  

17.全炉炭化室墙检查  每半年一次  

18.立火道及砖煤气道检查 每半年一次  

19.蓄热室顶部检查 每半年一次  

20.检查斜道正面、蓄热室封墙、交换开

闭器与砌体联结处的严密性 
每季度一次  

21.炉体漏气率测定  
作热平衡时或焦炉

鉴定时进行 
 

四、护体设备检查 

22.横拉条直径检查 每半年一次  

23.弹簧负荷测量和调节 每季度一次 小弹簧每年一次 

24.炉柱曲度、炉长膨胀测量 每半年一次  

25.保护板、炉门框检查 每半年一次  

26.上升管、桥管内径检查 每月一次  

27.保护板间隙检查 每季度一次  

五、交换装置检查 

28.检查旋塞的开启、链条的行程、交换

开闭器铊杆提起高度  
每月一次  

注 1：本制度表规定的测定周期是 长的（频率 少），各厂可根据情况，酌情增加。 

注 2：“*”标注项目对应蓄热室不分隔式焦炉 

                                                          

 


